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家 炳 金 句 ：
「中國的希望在教育。要使十幾億人口的包袱變成人力資源，關鍵在教育。我內心總覺
得中國的每一件事都與每一個中國人有關；國家的榮辱、毀譽、成敗我都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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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校之父」遺愛遍全國 投身教育長子承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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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榻上羸弱的99歲老人，瞇着模糊的眼睛、抖震着雙手，吃力

命，並鼓勵田家的下一代，合力推動祖國的教育事業，因為田家

地核對記錄着全國30多個省巿、逾300所田家炳學校的名單資

上下均認同田老「中國的希望在教育」的理念。雖然田老上月辭

料。在彌留之際，這位傾盡幾十億家財支持國家教育事業的老

世，但仍遺愛人間，昔日播下的教育種子，不單遍地開花，更是

人，仍然心繫教育，不忘初心。這是實業家田家炳臨終前的生活

果實纍纍，大批師生寫下感謝田老的心意卡便是明證。
香港文匯報今日起以系列報道回顧田老的教育慈善工作，讓讀

片段，深印在其長子田慶先的腦海之中。
作為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主席的田慶先，承諾會繼承老父的使
生心繫國家發展、
生心繫國家發展
、為教育傾盡幾乎全數資產
一的田家炳離世後
的田家炳離世後，
，對他的悼念讚頌文章如汪

洋大海，除了在香港的追思會座無虛席
洋大海，
除了在香港的追思會座無虛席，
，吸引各
地 1,800
800人參與
人參與，
，全國各地更有數十場紀念活動
全國各地更有數十場紀念活動，
，
千萬中國人民紛紛對田老表達敬意與懷念。
千萬中國人民紛紛對田老表達敬意與懷念
。
對於田老畢生對教育的堅持，
對於田老畢生對教育的堅持
，田慶先向記者憶
述，父親臨終前在病榻上
父親臨終前在病榻上，
，特意拜託親友製作其
捐資教育機構的總結，
捐資教育機構的總結
，希望
希望「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向世人
展示每一所田家炳學校的育人工作與成果，
展示每一所田家炳學校的育人工作與成果
，吸引
更多有心人關注教育發展。
更多有心人關注教育發展
。雖然當時田老身體虛
弱 ， 視力模糊
視力模糊，
， 仍堅持逐一核對建校年份等資
料，盡顯其做事嚴謹與用心
盡顯其做事嚴謹與用心。
。

者感受其家國情懷與對社會的大愛。

父親鋪墊下有很好的網絡，
父親鋪墊下有很好的網絡，
現時由大學校長及社會賢達
共同決策，
共同決策
，家族兄弟亦參與
其中，
其中
，合作夥伴相互信任
合作夥伴相互信任，
，
「我們要做的是延續它
我們要做的是延續它，
，發
揮它。」
揮它
。」
田慶先和父親一樣，
田慶先和父親一樣
，相
信 「 教育是最有價值的投
資 」。
」。他亦會繼承父親的
他亦會繼承父親的
使命，
使命
， 同時鼓勵田家再下
一代，
一代
， 繼續投身到教育事
業中來。
業中來
。

不能只是享受 做事回饋社會

教育德育為先 內含中華文化

田慶先提到，
田慶先提到
，父親常掛嘴邊的是︰
父親常掛嘴邊的是︰「
「我們從社
會得到很多，我們的衣着
會得到很多，
我們的衣着、
、任何東西都是社會給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不能只是享受
我們不能只是享受，
，要做些事情貢獻回
饋社會。」
饋社會
。」雖然田老十分尊重子女的個人意願
雖然田老十分尊重子女的個人意願，
，
但「父親鼓勵我們參與教育捐資活動
父親鼓勵我們參與教育捐資活動，
，讓我們加
深認識和感受」。
深認識和感受
」。
對於父親的善舉及「
對於父親的善舉及
「威水史
威水史」，
」，田慶先坦言父
田慶先坦言父
親從不將之掛在嘴邊，
親從不將之掛在嘴邊
，自己反而是從他人口中聽
到許多父親做的善事，
到許多父親做的善事
，而曾經許多受到父親幫助
的人現在已經成才，
的人現在已經成才
，有些更投身教育界
有些更投身教育界。
。父親種
下的善因，
下的善因
，如今結出善果
如今結出善果，
，田慶先說
田慶先說，
，基金會在

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副主席、
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副主席
、仁愛堂田家炳中
學創校校長戴希立與田老相交 30
30餘年
餘年，
，他指雖然
田老並非教育出身，
田老並非教育出身
，但其教育理念獨到且清晰
但其教育理念獨到且清晰、
、
精簡，
精簡
，在未來很長時間都會適用
在未來很長時間都會適用，「
，「所有創新都
所有創新都
要傳承最基本，
要傳承最基本
，在田老的心裡
在田老的心裡『
『 五育並重
五育並重、
、德育
為先』，
為先
』，德育裡面包括中華文化
德育裡面包括中華文化，
，這些內涵最重
要、最基本
最基本。」
。」
為讓校長、
為讓校長
、老師更加熱心教育
老師更加熱心教育，
，田老總會用誠摯
令他們感到被尊重，
令他們感到被尊重
，從而倍受鼓舞
從而倍受鼓舞。
。戴希立回憶上
世紀80
世紀
80年代末首次與田老在學校見面時的場景
年代末首次與田老在學校見面時的場景，
，合
影時田老強調「
影時田老強調
「第一張相
第一張相，
，我和校長拍
我和校長拍」；
」；之後吃
之後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戴希立
（左）回憶田
老當年叮囑
田慶先（右）
陪他坐，令
他感到被尊
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飯田老又特別叮囑校監田慶先「你陪校長坐
飯田老又特別叮囑校監田慶先「
你陪校長坐」，
」，皆
皆
讓他受寵若驚。
讓他受寵若驚
。之後他隨田老到內地捐資
之後他隨田老到內地捐資，
，更了解
到其心中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地位，「
到其心中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地位
，「依當時內地的
依當時內地的
習慣，
習慣
，受捐校長通常不會參加開幕禮
受捐校長通常不會參加開幕禮，
，但田老卻一
定要求校長參與，
定要求校長參與
，以表對校長的重視
以表對校長的重視。」
。」

赴校檢查廁所 避免偷工減料
不好應酬的田老親赴受捐學校的另一目的，
不好應酬的田老親赴受捐學校的另一目的
，便
是考察學生的利益是否得到最大保障。
是考察學生的利益是否得到最大保障。
戴希立向記者透露一個「
戴希立向記者透露一個
「秘密
秘密」：「
」：「每次隨田
每次隨田
老赴受捐學校，
老赴受捐學校
，因為他不便抽身
因為他不便抽身，
，就叮囑我去看
看學校的廁所有沒有偷工減料、
看學校的廁所有沒有偷工減料
、校長室是不是過
大等等，
大等等
，足見他把學生
足見他把學生、
、教育放在心上
教育放在心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中國的希望在教
育。」享年 99 歲的知名教育家、慈善家田家炳，把這
句話當作踐行教育理想的動力和方向。他的前半生在
海內外生意場上耕耘，成就超群；後半生在祖國的教
育領域奉獻，捐建了 300 多所大中小幼教育機構，
1,800 多所鄉村校圖書館，將絕大部分財產和精力，無
私地貢獻給國家的未來，播種希望。
田家炳 1919 年誕生於廣東大埔古野鎮銀灘村書香之
家，今年 7 月 10 日上午於香港與世長辭。田老是廣東
梅州大埔縣人，客家世裔，幼年在家鄉受中小學教
育，16 歲時父親不幸身亡，不得已棄學從商，先後在
越南、印尼經商。
心繫中華文化的他於 1959 年毅然放棄在印尼如日中
天的事業，舉家移居香港，並針對當時社會所需，為
香港引入化工塑料薄膜產業，藉以支援大批中小企發
展下游加工業，成為人所稱譽的「人造皮革大王」。

捐出八成財產 支持教育發展

「小時候沒讀多少書，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田
老曾經說，他自身的感受和在不同國家的走訪經歷，
令他認識到「教育對個人的成長和創業，對國家的發
達興旺有多重要」。1982 年，田老以自己奮鬥半生的
約八成財產創立「田家炳基金會」，為的就是支持中
國的教育發展，讓更多中華兒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僅如此，田老直到高齡，對教育事業仍親力親
為，長途跋涉爭取與各個地方政府領導和師生見面，
就是為了「讓大家體諒我捐資的苦心、明白我為捐資
竭盡所能的精神，勉勵大家共同重視教育工作，更希
望自己的行為能感染其他人，收拋磚引玉之效。」
田老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博施濟眾，自己和基金會
先後捐助大、中、小學超過 300 所，有「百校之父」
的美譽。1994 年，中
國科學院紫金山
天文台決定將該
台 1965 年 12
月 20 日 發 現
的、國際編號
第 2886 號小行
星命名為「田家
炳星」。
2010年7月1日，
榮獲香港特區政府最高
■大批師生填寫心意卡懷念田老
大批師生填寫心意卡懷念田老。
。
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 半生傾力支持中國教育的田家炳
半生傾力支持中國教育的田家炳，
，與內
地田家炳小學的學生親切擁抱。
地田家炳小學的學生親切擁抱
。 資料圖片

「代表他的心意 望傳承他的心」

子承父業

小時候沒讀多少書 成此生最大遺憾

■ 田慶先與父親一同出席基金會 30 周年晚宴，並接
受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左一）的祝賀。 資料圖片

作為香港的「富豪」，田家炳沒有留下萬
貫家財給子女，卻留下團結和睦的家庭、值
得終身學習的言傳身教給後輩。田老的長
子、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主席田慶先年近七
十，不僅對八歲時父親寸步不離陪伴他做手
術的情景歷歷在目，更對父親在做人做事上的諄
諄教誨不敢忘懷。繼承父親的生意，又在基金會
工作的他覺得「我代表爸爸，代表他的心意，希
望能傳承他的心」。

舉家遷居香港 因有華人教育
田家炳由梅州輾轉到印尼經商，故田慶先出生
於印尼。他記憶中父親一直十分重視他們九兄弟
姊妹的華文教育，「我們在華人學校讀書，父親
不鼓勵我們說印尼話。」後來田家炳舉家移居到
陌生的香港，亦是因為田老認為香港「華人聚
居、又有好的華人教育」，希望兒女可以多學習
五千年的中華文化。
雖然田老的子女後來多去國外留學，有些更定
居海外，但始終深受父親觀念的影響。田慶先透
露，有子侄在非洲工作很多年，完全不懂得講中
文，但很着意了解中華文化的精髓，「因為我妹
妹對孩子的教育很傳統，他們很自豪自己是中國

人，人亦很純品，在非洲開展非政府組織，幫助
那裡的人們提高生活質素，爸爸看了很開心。」

把錢用於教育 賣屋自願「無殼」
田慶先又提到，中國人勤儉、低調、謙虛、關
心家人、尊敬長輩、重視子女，這亦成為田家的
家庭文化，他笑言：「父親工作非常忙碌，但依
然會經常回家吃飯，有時候都希望他多出去，我
們可以輕鬆些。」他又打趣道：「父親會關心我
們是不是談戀愛、關心我們的婚姻，教我們愛惜
東西等等。」
重視傳統的田老，希望下一代常伴左右，他曾
買了根德道一塊地，規劃將子女的房子建在自家
周邊，但最後未能成事。由於後代增多，房子愈
來愈擠，田老又為着把錢盡可能用於教育，賣掉
了九龍塘的大宅，自己租住面積約 1,300 平方呎
的公寓樓，甘為公益慈善當「無殼蝸牛」。
不過，田家的住房時常都是擁擠的。田慶先憶
述，父親樂意接待不同地方來的親友，曾經家人
住 500 多呎的單位時，仍然有親戚寄宿，「兩層
的床，大家堆在一起。」
田老不僅照顧家人、親戚，亦重視鄉情、團結
客家人、中國人。田慶先說，在印尼時父親很重

視中國人的凝聚力，來到香港他更為團結內地有
困難的友人及與同鄉成立社團，並為社團購置單
位。田慶先坦言，本身並不喜歡參加社團活動，
但為承傳父親的心意，還是會積極參與。

長子肩負期望 主動照顧家庭
身為長子的田慶先，肩負了田老較多的期望，
「父親要我做榜樣、帶好弟弟妹妹，有爭拗時多
些忍讓。」潛移默化下，這個家中的「大哥」自
然而然主動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他坦言父親
十分尊重子女的選擇，從不因自己從事化工業而
要求子女繼承，但田慶先從小喜歡化學工程，後
出國留學，更開始攻讀研究生課程，父親鼓勵他
讀書，但因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需要幫手，才
中斷了研究生課程。
後來才知道，當時正逢石油危機，田老生意經
歷困難，「但我在國外時他寫很多信給我，卻從
不提自己的煩惱。」
父親一生敢於承擔、對人慷慨，甚至有時到了
家人認為並不合理的地步。不過，田慶先仍然受
到父親精神的感染，「父親對家人、親戚、朋友
重視，我要繼續他的這種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新華社播發通訊讚
「詩禮傳家 大愛濟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慈善實業家田家
炳上月 10 日辭世，享年 99 歲。新華社昨日播發
《慈善家田家炳：詩禮傳家 大愛濟世》通訊，
報道田家炳「一生踐行朱柏廬治家格言」、「為
捐助教育變賣自住別墅」、「臨終仍牽掛『教育
興國夢』」，讚揚田老為慈善教育事業捐出絕大
部分財產，更把後半生的全部心力投入到教育興
國的理想中。
7 月下旬，各界人士上千人在香港文化中心出

席追思會，共同緬懷田家炳。田家炳的家人、曾
受他捐助的學校師生、各地教育界和慈善界代表
等分別上台，分享他們對田老的回憶。
香港田家炳中學一名校友回憶，田家炳辦公室
掛着一幅朱柏廬治家格言的字畫。他曾讓學生
「考」他，從洋洋數百字的文中隨便挑一小節，
他就能接着背誦。朱柏廬治家格言的 500 餘字，
自田家炳幼年起就深深印刻在他的心中。
與田家炳極端節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捐助

慈善事業的慷慨。1982 年，已是億萬富豪的田家
炳捐出八成財產，成立公益基金會，主要捐助教
育事業。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田氏企業和基
金會收入受到影響，向來言出必行的田家炳為兌
現捐款承諾，變賣住了 37 年的花園別墅，所得
5,600萬港元全部用於資助內地幾十所學校，自己
年過八旬卻成了「無殼蝸牛」，晚年一直租房居
住。2010 年前後，田家炳將名下僅餘的 4 座當時
總估值達20億港元的工貿大廈業權轉予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