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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9月，旅菲华侨素花发出战
后首帮给家乡南安母亲大人的侨批，寥
寥数语，道出了她的祈盼、艰辛、平安、
关爱。
母亲大人粧次：

慈者，日美开战于今四载矣，云山
阻隔，交通不便，以致音信久疏，遥想玉
体康健，家中平安否？请速示知。女自
菲战争，避难山间，辛苦难以尽述，幸上
天庇佑，大小均平安，祈勿介意。兹逢
有便，谨此数行。

并请
大安！
另者，接信祈速示晓，以便汇兑。

女 素花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

11月3日到［收信人旁注］

此封侨批系旅菲华
侨素花战后首帮寄回家
乡的，没有附汇侨款，属
于试探性家书，写信时
间 1945 年 9 月 9 日，为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后
的第 25 天。这在当时应
该属于比较早急切与国
内家人联系的信件。

从信中有补充两处
可以看出，写信人当时心态复杂，有点
着急。虽然如此，但言语简单明了，

“谨此数行”，却将时隔 4 年来要表达
的心话均已写明。询问平安：“日美开
战于今四载矣，云山阻隔，交通不便，
以致音信久疏，遥想玉体康健，家中平
安否？”报平安：“幸上天庇佑，大小均

平安，祈勿介意”。诉战争之苦：“女自
菲战争，避难山间，辛苦难以尽述”。
她深知家人遭受战争苦难，经济上一
定很困难，急需要侨汇：“接信祈速示
晓，以便汇兑”，流露了华侨爱家爱国
的情愫。

（黄清海）

避难山间 辛苦难以尽述

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组建中央联合
军团东南亚华人地下抗日军（即136部队）
的华侨庄惠泉，被授予上校军衔，任马来
亚华人区副区长，与胞弟、新闻工作者庄
朝松烈士同心协力英勇抗日，为抗战胜利
作出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仍在东南
亚华侨华人中广为传颂。

开展铁矿大罢工
迫使日本军工厂停产

庄惠泉、庄朝松祖籍安溪县龙门镇，
其父庄有才曾任旅厦安溪公会会长多
年。庄惠泉生长于厦门，1915 年往新加
坡，在其堂兄庄希泉（后任中国侨联主席）
创办的国货公司任职，协助庄希泉、余佩
皋夫妇创办南洋女校，参与筹建多所华
校，曾任新加坡安溪会馆总务主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庄惠泉积极
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动认购抗日公债、
抵制日货，筹赈救助祖国难民。1938年陈
嘉庚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会”成立，庄惠泉任总会劳工组副主任，更
加积极参加筹赈，并协助英军处理军需供
应。

日军侵华之后，引起许多爱国华侨的
义愤，在马来亚各地的矿山、胶园的华工
纷纷举行罢工。时任新加坡建筑公会会
长的南安籍华侨林谋盛，认为日本政府在
马来亚直接经营规模最大的龙运铁矿，炼
铁运回日本制造军火，而华工近 3000人，
若能发动龙运铁矿工人罢工，将给日本惨
重打击，于是他决定策划龙运铁矿罢工。

庄惠泉平生最钦佩林谋盛，这次更加
支持林谋盛抗日。1938年 2月中旬，庄惠
泉前往马来亚丁加奴龙运铁矿组织实施
罢工。他与光华学校校长白硅等人一起，
召集华工的头目及店铺的华商进行宣传
动员，讲明为了打击日寇，决定发动铁矿
华工罢工。

大家群情激愤，纷纷表示支持罢工抗
日。工头常天绪动员其他工头，再由工头
动员工人。店铺华商肖秋辉说服其他商
人，关闭供应工人物资的店铺，牺牲自我，
支持抗战大局。于是一批批华工罢工离
开矿山，来到龙运埠，由当地组织的救济
会设法送往新加坡。到 3月初，龙运铁矿
近 3000名华工已全部罢工离开矿山前往
新加坡。庄惠泉即返回新加坡配合林谋
盛安置罢工的华工。

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中华总商会
派代表慰问罢工华工，并于 3月 11日举行
欢迎大会，到会2000多罢工工人及华侨共
5000多人，盛况空前，愿回国者，资助欢送
其回国，愿留新加坡者，给予推荐安置就
业。

由于龙运铁矿华工集体罢工，逼使铁
矿停产，日本军火工厂也被迫停产，给日
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罢工事件轰动世

界，当时的各国通讯社
纷纷发出电讯，称这是
中国人最伟大的爱国
行动，是对抗日战争作
出的重大贡献。

组织海员战时工
作队、136部队

在新加坡沦陷前
夕，庄惠泉、林谋盛奉
命撤离，经印尼巴东乘
澳洲巡洋舰赴锡兰，再
经 印 度 飞 往 重 庆 。
1942 年 6 月，庄惠泉奉
命前往印度加尔各答，
将流落在印度加尔各
答的 2000 多名华人海
员，组织为中国留印海
员战时工作队，林谋盛
与他分任该队正副队
长，主持训练海员工
作。

1943年，中英政府
准备收复马来亚，庄惠
泉奉命与英军联络，协
助组织中英联含军团
东南亚华人地下抗日
军（即 136 部队），他被
授予上校军衔，林谋盛
上校和他分别任该部
队马来亚华人区正副区长。两人于
同年 10 月潜入马来亚。11 月 2 日，
林谋盛登陆在敌后开展工作。庄惠
泉则在锡兰基地主持训练工作，部
署援济前方。林谋盛于 1944年 3月
不幸被捕，同年 6 月 29 日壮烈牺
牲。林谋盛牺牲后，庄惠泉继任马
来西亚华人区区长。

日寇投降后，庄惠泉负责将原
来在印度训练待发的工作人员遣回
中国，至 1945年 10月回星洲。他即
往马来西亚吡叻怡保寻觅烈士遗
骸。1946年 1月 13日在新加坡政府
大厦前举行公祭，告慰英灵，中国政
府派员参加，并追认林谋盛为陆军
少将和烈士。后来，庄惠泉又发起
组织星马华侨集体鸣冤会，向日本
侵略者追讨血债，为千百万受难同
胞申冤。

不作叛徒 走上吊刑台
庄朝松曾任《南洋商报》校对部主任，

积极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他转移到马
来亚新山，秘密从事抗日工作。经常与

“抗盟”取得联系，进入一家台湾人办的
“南洋日货社”任职以作掩护。

一天，庄朝松上街理发，见到一个叛
徒带日本宪兵骑自行车朝他冲来，他急

中生智，迅速步入小市场
里，绕小路返回往处。他
找到人民抗日军的“交通”
人员，想进入山林打游击，
当时大家认为工作不一定
只是打游击。于是他就决
定混入日寇建造的机场。

班兰机场规模宏大，
工人数千，是最好打入的
场所。他即由一个文化人
变成纯粹的工人。从此，
他干起挑土开路的粗重
话，把一个伟大而艰巨的

使命放在心上。他大量地收集重要的情
报，快速传递到山林里去，供给人民抗日
军。

1944 年农历正月十九日中午放工午
餐，这时几个叛徒带着日本宪兵警察突然
冲来围着住处，另一位工友迅速从后门溜
走，庄朝松被抓走了，押入新山警察局特
高科秘窖审问。那些叛徒与他并不相识，

但他们把认定某个等候没回来用膳的工
友的罪状加在庄朝松身上，强迫他招认。
他一直否认和辩白，但都无济于事，他在
经受毒辣的殴打及电烙的苦刑后，坚定地
下了决心，代为那位工友受罪，招认为情
报员及宣传员。但他坚定不牵连任何人，
或吐露真实的身份和信息，连他自己的任
务，一点也不让敌人知道。

他视死如归，立下豪言壮语：“倘要我
做叛徒，不如走上吊刑台！”日本法官宣判
庄朝松绞刑。听到宣判后，他没有惊晕，
更没有流泪，只有愤怒里带着光荣得意的
微笑，因为敌人直到最后也还不知道他确
实是干什么工作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1944 年 5 月 17 日 7 时 55
分（马来时间），庄朝松英勇忠贞的在新山
牢狱内的吊刑台上壮烈殉难。

临刑的刹那，庄朝松仍旧对刑卒微笑
着，像他往时对任何友人一样那么可爱的
微笑着，刑卒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只是
短短的一句话：“许多人会更英勇地走着
我未走完的路。”

庄惠泉后来在一篇哭悼其弟的文章
中说：“我始终以汝为我家中后起之秀，倘
天假以年，必有所成，熟知汝竟以身殉国，
伤哉！”“据汝之患难挚友张标亲君告我，
汝受刑之前曾云，倘若我作叛徒，不如走
上吊刑台，壮哉我弟，我书至此，我泪沽
渴，我心酸痛，我手颤抖，我目晕眩……”

“我弟以一记者后进，赴汤蹈火，取义成
仁，与林烈士谋盛殊途同归，并垂不朽，其
忠贞义烈，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并永。
有弟若此，足光门楣，弟为中华民族之好
儿女乎！”

“庄大炮”成传奇
抗日战争胜利后，庄惠泉从事经商，

创办马华印刷有限公司，自任经理，并参
与投资创办华侨合作社。他在 1947年被
选任国民政府华侨委员会委员，参与组建
马华公会新加坡分会。1955年，庄惠泉参
加新加坡民主党，任该党执委。1956年，
民主党与进步党合并为社会民主党，他任
该党中央理事会理事。

庄惠泉敢说敢为，素有“庄大炮”之
称。他努力为华侨社会争取华文教育权
利，在维护华文教育学制、争取政府补助
华文学校发展等活动中，始终站在最前
列，他曾在维护华校学制斗争中遭英殖民
当局逮捕。

庄惠泉于 1974年 1月在新加坡病逝。
他生前将其所收集的有关新加坡、马来亚华
人抗日资料，委托许云樵教授编纂。书未出
版，庄、许先后辞世，再由蔡史君加以修编，
于1984年10月出版，书名《1937-1945新马
华人抗日史料》，全书约180万家，成为见证
新马华侨华人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者的重要文献。 （陈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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