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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世平光輝事跡大型圖片展覽6月23日在香港大會堂隆重舉行
莊世平先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香港知名銀行家、僑界愛國領袖，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八、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二、三、四、五、六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中華海外聯誼會

副會長，中國銀行名譽副董事長，南洋商業銀行名譽董事長，香港各界文化促

進會會長，1997年7月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GBM大紫荊勳章。莊世平在將近

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中，每一個腳步都與國家興亡民族利益緊密相連，他愛國

堅定，愛港真誠，愛鄉情深，畢生為祖國富強、民族復興、香港回歸祖國和繁

榮穩定勤奮工作，嘔心瀝血，做出了重要貢獻，是廣大愛國愛港人士的傑出代

表。他一生的業績、奉獻和品格，垂範香江，將永載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

抗日救國 貿教南洋
莊世平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1911年1月，莊世平出

生於廣東省普寧縣果隴村，2007年6月2日病逝於香港。他
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復興，為祖國富強統一不懈奮鬥的
一生。1933年在北京中國大學經濟系畢業後，他以教師、
記者身份奔走於東南亞各地，出生入死，團結組織海外華
僑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事業。1938年夏，他以《中原日報》
記者身份考察滇緬公路，發表了數萬字的抗日愛國文章，
激勵和鼓舞華僑抗戰熱情。此後，他根據抗日戰爭局勢發
展，先後在東南亞等地創辦他曲公學、合盛商行、德泰公
司、安達公司，培養、保護和輸送了大批抗日骨幹、愛國
進步人士和文化人才，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提供了大量
物質支援。

功在國家 總理稱讚
新中國成立前後，莊世平大力支持祖國的統一和建設事

業。他借款創辦了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又在澳門創辦澳門
南通銀行。他參與策動並具體實施了香港中國銀行、香港
中國航空公司等許多國民黨政權在港金融商業機構的起
義，組織物資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南島，掩護華僑進步人士
北上參加首屆全國政協會議，為新中國建立了不可磨滅的
功勳。周恩來總理生前曾經稱讚：潮汕為中國革命貢獻了
兩個經濟人才，一個是理論的許滌新，一個是實踐的莊世
平。這是對莊世平傑出的經濟才能和務實精神的高度評
價。

改革開放 貢獻輝煌
莊世平埋頭苦幹，頭腦靈活，高瞻遠矚，廣交朋友，不

計名利，積極奉獻。他長期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
常委和全國僑聯副主席，積極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和
重大事務的協商，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建
言獻策，建樹良多。改革開放初期，他兼任汕頭經濟特區
顧問委員會主任，不辭勞苦地參與創辦經濟特區的偉大創
舉。特別是他衝破當時的思想束縛，大膽提出經濟特區要
搞市場經濟、要與國際市場相聯繫、要實行低稅制、要通
過轉讓和開發土地方式籌集建設資金等一些重要意見，受
到中央以及地方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很多意見被採納並

付諸實施，特區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他不顧高
齡，精心策劃，四處奔走，帶領港澳愛國
同胞和海外華僑投身祖國改革開放事
業。他創辦內地第一家外資銀行南
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極大地推
動了內地銀行金融業的改革發
展。他一心為公，毫無私利，
將其所創辦的香港南洋商業
銀行和澳門南通銀行無償交
給國家，體現了他視國家利
益高於一切和無私奉獻的崇
高品德。

造福鄉梓 情真意切
莊世平經常說：我是潮汕人

民的兒子。他對自己的家鄉潮汕
地區充滿 深厚的感情。為了加快
潮汕地區的建設發展步伐，他幾十年
如一日，滿腔熱忱，造福桑梓，以獨到
的眼光，提出加快潮汕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
建議，並調動各方力量，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潮
汕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他不顧高齡，風塵僕僕，來回奔
走，動員和引領港澳愛國同胞和海外華僑，在潮汕地區捐
資或投資興建教育、文化、醫療、體育等領域的一大批項
目。特別是他親自倡議或穿針引線創辦的汕頭大學、揭陽
學院、潮汕體育館、明華體育館、普寧華僑中學、普寧華
僑醫院等等，都凝聚 他對家鄉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心血汗
水。可自己在家鄉的祖居卻沒有復修，最後連屋頂也崩塌
了。2004年7月以來，莊世平自知時日無多，不顧年老多
病，與時間賽跑，帶領一批僑領和青年實業家，為重組改
造汕頭商業銀行，創辦華僑銀行完成了大量前期準備工
作，為潮汕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新的貢獻。他被譽為「潮
人之光」。

香港回歸 發揮影響
莊世平在香港生活了整整60個年頭。香港回歸祖國，洗

雪百年國恥，是他的畢生夙願。為此，自上世紀80年代以
來，他與香港各領域許多愛國人士一起，積極支持中央政

府按照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為
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祖國
默默耕耘，輸送人才，發表意
見，付出了極大艱辛努力。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他堅決
支持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
的方針政策，熱情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保持香港
的繁榮穩定貢獻重大。莊世
平德高望重，享譽海內外，
他創辦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盡力支持愛國愛港力量的發展壯
大和愛國治港人才的培養。莊世平

兢兢業業，親力親為，無私無畏，廣
交朋友，一身正氣，垂範香江，受到祖國

人民和各界人士由衷的愛戴和敬佩。

鞠躬盡瘁 崇高典範
莊世平在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中，每一個腳步都

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緊密相連，他愛國堅定，愛港真誠，愛
鄉情深，畢生為祖國的富強、民族的復興、香港回歸祖國
和繁榮穩定勤奮工作，嘔心瀝血，做出了重要貢獻。莊世
平的業績、奉獻和品格，為年輕一代樹立榜樣。他在世最
後時刻，弘揚精神文明，孜孜不倦，為文化基金建立奔走
努力，我們要學習他勇於追求光明，匡時濟世，畢生為中
華民族的振興和強盛奮鬥不渝的崇高理想和赤子情懷；學
習他愛國愛鄉，以人為本，以善為榮，熱心公益，造福社
會的高尚情操；學習他與時俱進，開拓進取，堅韌不拔，
艱苦創業，不斷開創事業新高峰的奮鬥精神；學習他高風
亮節，襟懷坦蕩，豁達大度，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計
較個人得失，無私奉獻，淡泊名利，嚴於律己的崇高典
範。莊世平與妻子林影平相濡以沫、互相支持、至死不渝
的一生，是當代愛情典範。

■1995年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期間，與
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會晤。

■1995年3月14日，朱鎔基（中）、莊世平（左
三）等在會晤後留影。

■2002年1月1日，在全國政協舉行的茶話會
上，莊世平與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等合影。

■1992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
席江澤民會見李嘉誠、莊世平。

■77年9月，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接見參加
國慶28周年慶典的香港同胞代表團團長莊世平。

■1956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京接見香港中
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經理級人員，左二為莊世平。

夫人走後，莊老把一腔憂思深藏心中，不輕易顯
露，只有跟隨在他身邊的孩子才可感受到父親這腔
憂思情懷。每年夫人的忌日，莊老總要親自到深圳
大鵬灣夫人墳前獻上一束鮮花，然後靜靜坐在墳
前，無話。然而，這無話是表面的，此時此刻，孩
子們知道父親的心中正煎熬 萬千語言，正對 抔
土炷香與自己最心愛的人傾訴心思。幾近一個世紀
的伉儷，從泰國到香港，從攜手共扶持到眼前孤寂
的日子，他對子女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對母親照顧
得不夠」，可是，理想與親情兩難顧哪！莊老選擇了
前者，他心深處知道夫人對自己的支持和體諒，但
心深處一樣藏 對夫人的負疚和歉意，此時此地，
一番心思化作一縷深沉的墳前心中獨白。父親離開
曼谷之後，母親帶 子女舉家遷到泰國內地坤敬省
萬沛縣城附近居住，此後，母親挑起瞻養全家的擔
子，每天清晨三四點鐘便起床，趕到鄉間買菜與水
果到縣城叫賣，爾後在家中給招收的華僑子弟補習
中文，頗有一點私塾的味道，午後又忙於織布至夜
間，這樣的日子一直堅持到抗戰的全面勝利。一個
弱女人肩上挑 的擔子有多重，外人或許不知道，
莊老知道，但知道了卻必須忍 無法支持親人的痛
苦，為的是自己的人生目標不能轉移，為的是份對
國家、民族和對事業的責任感。

兒子談莊老對愛妻的懷念

■2006年秋，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副主任彭清華（右一）前往
家中探望莊世平。

■1949年11月，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
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代表兩公司在香港
的員工宣佈起義，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莊
世平參與領導組織「兩航起義」工作，具體負
責後勤保證和通訊聯絡等要務，其後，莊世平
成為中國航空公司法人代表。圖為香港兩航起
義部分人員勝利到達北京時合影。

■1949年7月，在葉劍英、方方領導
下，身處香港的莊世平參與創辦南方
人民銀行，在廣東解放區發行南方
券，為穩定廣東經濟金融，為支持華
南解放戰爭發揮關鍵作用。圖為南方
券。

■莊世平積
極關心保護
國寶文物，
他發現東晉
王珣《伯遠
帖》真跡有
流失之虞，
在周恩來批
准下以48萬
元購下這幅
國之重寶，
令它得以回
歸故宮博物
院。圖為王
珣 《 伯 遠
帖》。

■2001年4月1日，莊世平與出席中華文化盃活動的嘉賓
合影。左起：張國良、鍾景輝、李玟、莊世平、陳有
慶、王兆平。

■在澳門、新加坡、汶萊、台北等地弘揚中華文化。圖為
2000年9月8日，莊世平和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等在澳門啟動中華文化常識達標
工程。

■在莊世平領導下，南洋商業銀行在1981年成立
信用卡公司，推出「發達卡」，為首張通行全中
國的信用卡。其後銀行加入 VISA 和 MASTER國
際組織，發行不同的國際信用卡、港元及美元
VISA 旅行支票，為中銀集團成員銀行和本地多
家華資銀行處理發卡及清算業務。圖為莊老所藏
一套四組南商旅行支票。

■1989年11月9日至11日，李嘉誠、莊世平、吳南生等蒞汕頭
大學參加校董會第五次會議，與汕頭大學領導合影，圖中前排
為戴景宸、林川、楊應群，後排為姜桐、沈英明、楊少文。

■1998年9月28日，莊世平榮膺深圳市榮譽市民稱號，與市委書記張高麗（現任中央
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市長李子彬及各位榮譽市民合影留念。

■1999年6月29日，時任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到香港考察訪問，在君悅
酒店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和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並合
照留念。前排：胡錦濤、董建華、霍英東、莊世平等。

■陳偉南 (左四) 說：「莊老一生完全獻給國家，一分一股都沒
拿走，這樣的人到哪裡找？」圖為莊世平與香港潮汕朋友在一
起。左起：許為快、楊文波、莊世平、陳偉南、陳大河、陳少
榮、陳厚寶。

周恩來：潮汕為中國革命貢獻了兩個經濟人才，

一個是理論的許滌新，一個是實踐的莊世平。這是

周總理對莊世平先生傑出的經濟才能和務實精神的

高度評價。

曾慶紅：莊老一生愛國，為民族獨立、國家富

強，為香港回歸祖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不懈奮

鬥數十年，貢獻良多，深受港澳同胞和海外華人敬

重。

劉延東：莊老是香港著名社會活動家和僑界領

袖、知名實業家和愛國愛港楷模，在海內外享有崇

高的聲譽和威望。莊老愛國至誠，廣泛團結港澳台

同胞和海外僑胞，積極投身祖國現代化建設事業，

為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為人民政協事業和僑務事

業的發展，無私奉獻，殫精竭慮。莊老愛港至深，

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力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實現香港的平穩過

渡、順利回歸和繁榮穩定，傾注心血，貢獻卓著。

廖暉：莊老先生是德高望重的社會活動家、金融

實業家、僑界領袖，一貫堅持愛國愛港，為內地的

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和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曾蔭權：莊老先生早年從事金融工作，為香港銀

行界建樹不少。他非常熱心公益，不但致力促進香

港的繁榮安定，在國家的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亦作

出重大貢獻。」

高祀仁：莊世平先生在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

中，每一個腳步都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緊密相連，他

愛國堅定，愛港真誠，愛鄉情深，畢生為祖國的富

強、民族的復興、香港回歸祖國和繁榮穩定勤奮工

作，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生的業績、

奉獻品格，將永遠載入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

吳南生（前廣東省委書記）：辦特區應該說他是

我的老師，因為他知道外面很多的情況，而且他有

條件，他是銀行家，到國外拿票，銀行家拿材料容

易，如果我們去就拿不到啦。

陳端（原駐毛里裘斯大使）：我與莊老相識已經

40餘年，每次見面接受他的教誨至今歷歷在目。莊

老以90多歲高齡，仍然為國事家鄉事奔走不停。每

次談話我都勸他要保重身體安度晚年，莊老總是一

笑而過：「人總是要死的，寧在工作中死，也不要

長臥病床死。這樣對自己、對家庭、對國家都好。」

莊老臨終前幾小時，還在發揮餘熱堅持工作，最終

實現了他「寧在工作中死」的夙願。莊老不愧是

「華僑楷模，萬眾師表」。

陳有慶：好多鄉人都來接見我們，來迎接我們，

場面非常之激動，我父親也非常地感動。萬里副總

理來跟我父親見面，這都是莊老安排的。經過這次

捐助學校之後，其它海外華僑都陸續回到家鄉捐助

學校，這些活動都是莊老在後面大力地推動。

■2004年7月，第七次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莊世平連任全國僑聯副主席。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上與莊世平親切握手。

■莊世平妻子林影
平晚年行動不便，
90多歲高齡的莊老
在百忙中也細心照
顧她。在林影平病
重期間，他親自餵
食給妻子，每夜為
她抹身、清潔和翻
身數次。

■莊世平與
陳偉南、饒
宗頤、吳康
民及夫人、
高佩璇、林
楓林、方平
等潮籍名人
聚餐商談家
鄉大計。

■莊老為國家籌集上
百億元以上資金，自
己卻一無所有，他不
為子孫伸手要官要名
要利，過 起居簡
樸，從其寢室陳設可
見一斑。當中最注目
的，要算是牆上的莊
老伉儷合照。

■1927年夏，
莊世平與林影
平在汕頭結婚
合影，時年16
歲。他們此後
70多年相濡以
沬 ， 相 互 支
援，在愛情和
工作上都是青
年 一 代 的 典
範。

■1989年10月，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國家副主席王震，中央顧問
委員會常委姬鵬飛，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等接見莊世平
為團長的港澳同胞各界代表國慶觀禮團全體成員。

■2004年12月16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北京親切接見
莊世平等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訪京團，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右四）參加會見。前排在座者包
括黎桂康（左一）、陳有慶（左五）、陳永棋（右一）、余國
春（右三）、黃光漢（左三）。

■1996年5月，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現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親切會見莊世平率領的中國僑聯港
澳委員赴閩考察團，全國政協委員、僑聯常委陳金烈（左
一）及李潤基（右一）在座。

■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會見出席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
和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港澳地區的人大代

表和政協委員（左一為莊世平）。

■2007年3月22日，莊世平、
楊釗、李國強、區潔名、梁就
茂、陳金烈、歐陽成潮等出席
文促會召開理事會，會上根據
莊老倡議決定，在香港各界文
化促進會之下，以莊老名義成

立「莊世平文化基金」，以便更有實力推展優秀文化工作，
莊老特此恭請饒宗頤教授題字、溫嘉旋律師擬定細則，會
上並決定成立執行委員會，開展日常工作。

■2007年2月14日，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第一次也是最
後一次向莊世平祝賀生日。左起：楊釗伉儷、林廣兆、
莊世平、林世榮、蔡冠深。莊老及後將當晚收到的十五
萬元生日賀禮悉數捐贈文促會，右小圖為莊老給李國強
之親筆信全文。

■「文革」動蕩時期，莊世平不顧風險，不計個人
得失，毅然向主管香港工作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表達，不能在香港中資機構發動「文革」，
否則會對國家造成巨大損失。他的意

見獲採納，從而避免一場重
大損失。

■1997年7月2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最高榮譽大
紫荊勳章予作出卓越貢獻的傑出人士。圖為特區行政長
官董建華授予莊世平大紫荊勳章。

■2005年4月25日，在香港各界祝賀董建華榮任全國政
協副主席的酒會上，莊世平與董建華親切會面。

■曾蔭權說：莊老先生非常熱心公益，不但致力促進香
港繁榮安定，在國家經濟改革過程中亦作出重大貢獻。

■2005年3月，在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新春團拜會上，莊世
平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現任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右一）互相祝賀。

■作為抗日老戰士，2005年8月，莊世平榮獲中央政府頒
發、由國家主席胡錦濤題簽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六十周年」紀念章。圖為董建華出席抗戰紀念活動。

■2003年11月1日，莊世平等出席介紹「黃金美鑽神舟
五號飛船」紀念品模型記者會。該模型其後送給來港的
中國首位太空人楊利偉及中國科技部以作慶賀。

功在家國 垂範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