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责编：任成琦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7月10日，香港田家炳基金会荣誉主席田家炳先生
在港安详辞世，享年99岁。

据其家人忆述，田老临终前眼睛已看不见。在病床
上，他颤抖的手不断抚摸着一张地图，那是他付出几十
年心血、在30多个省区市捐建田家炳中小学的分布图。

他白手起家兴办工业，捐资公益一掷万金，获香港
特区大紫荆勋章。他不把亿万家产留给儿孙，而是用来
捐助大中小学 300 多所。为了筹善款，他变卖了别墅，
向银行贷款，然后捐出。他生活简朴，瓶装水要喝到一
口不剩才扔掉，袜子破了补一补再穿……在香港，在内
地，到处传颂着他散尽家财捐资办学的故事——

创业有成，情系“胞衣迹”

田家炳 1919 年 11 月生于广东大埔县，经历过战
乱、灾荒、漂泊……1935年他刚念完初二，便因父亲病
逝而辍学。18 岁时他前往越南经商，后辗转到印尼谋
生、创业。1958年他举家移居香港，在屯门填海兴办化
工厂，逐渐成为香港“人造革大王”，之后又开发工业
楼宇。到上世纪 80 年代，田家炳已是香港知名的亿万
富翁。

65岁时，他把企业交给子女打理，并规定每年捐出一
定比例的利润用于公益，他自己则专注慈善事业，从此一
发不可收。据统计，他和他的基金会在全国累计捐助大学
93 所、中学 166 所、小学 41 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 20 所、
乡村学校图书室 1700余间，捐助医院 29所，捐建桥梁及
道路项目130个，其他民生项目200多宗……

“胞衣迹”是客家话“出生地”之意。闽粤交界的
大埔县，是田家炳魂牵梦萦的地方。1978年，田家炳捐

助100万港元修建了湖寮大桥，连通县城老街与对岸的
黎家坪。此后，这个客家山区县遍布以“家炳”命名的
公益设施，带动了旅外乡亲关心桑梓的热忱，山区面貌
大大改观。

他的捐助范围渐渐从大埔县扩至梅州市、广东省、内
地各省区市以及港台地区。对于家乡概念的扩展，他曾这
样解释：“我的地方观念虽然有，但并不强烈，中国的每一
个角落，都是祖国的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同胞，只要当地
能珍惜我的资助，我乐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一诺千金，卖别墅建学堂

2001年，为了兑现捐款承诺和顺利实施教育计划，
80多岁的田家炳，决定卖掉自住的九龙塘别墅。田家炳
带着家属租住在一套公寓里，打开新家的窗户，可以看
到那栋他们住了 37 年的别墅。有人问他有没有心疼。
田老在 《我的幸福人生》 一书中算了一笔账：“别墅价
值五六千万，利息每月就达 40 万元，即每晚等于用去

了 1.33万元，实在太浪费了。如果卖掉捐作建校用途，
我可以看到一幢幢壮观的教学大楼，听到万千学子琅琅
悦耳的读书声，无论经济效益或精神享受都比自住好。”

时任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黄玉山回忆起一件往事：
2004 年，田老为了让城大取得有时间限制的配对性捐
款，答应在学年内捐赠500万港元，但一时拿不出那么

多钱，田老毅然向银行借贷，然后捐赠给城大。
2005年，因基金会捐助学校的项目众多，一时兑现

困难。为了尽快实现承诺并扩大教育捐资，田家炳干脆
把旗下的核心物业田氏广场出售，获善款近 3 亿港元，
全部用作基金会善款。

做这些，田老是感到快慰的。用自己的名字作学校
名，他是考虑再三的。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
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来做好事；另一方面，冠名是为激励
自己和团队。在一段视频中他认真地说：“如果学校的教
育做不好，把‘田家炳’三个字写上去，不但不会给我带来
荣耀，反而会丑化我，家长就会讲，千万不要送儿女到那
个学校读书。”所以，他不断要求基金会的同仁和所有接
受捐赠的教育机构，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精诚奉献，无愧“百校之父”

捐资兴教，田家炳绝不是一捐了之，而是深度参
与。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他

常说：“钱到人到，更要心到。”大江南北的许多学校，
都曾迎来这位身材瘦削、面容和蔼的老人。田老尤其重
视师范教育，捐建的每所师范学院项目竣工时，他总要
参加，对学生讲话，与老师座谈。

黄玉山现任香港公开大学校长，他回忆，田老对校
舍的设计及设施非常上心，当他发现图纸上教室在 3
楼，厕所却在楼下，就要求建筑师改图，以方便学生。
黄玉山认为，田老支持中国教育的广度、深度，其灌注
心血的力度以及他在捐献背后的深刻教育理念和执着，
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田老主张下，田家炳基金会引入现代管理机
制。2009 年他把名下全部物业转赠给基金会，话事
权交给多数由社会人士组成的董事会，自己退任为
荣誉主席，成立由各大学校长或其代表组成的咨议
会，基金会运作更开放、多元。这样做，是为了换
取 社 会 人 士 共 同 无 私 地 关 注 基 金 会 。 田 老 坚 定 地
说：“我一向将基金会看作是社会所共有，家族人不
会私人占有利益。”

全国100 多所田家炳中学，被称为“田校”。也因
此，田家炳被誉为“百校之父”。这些全部由内地教
育部门管理的“田校”，都把德育看作重中之重，各
地“田校”的办学成果俯拾皆是。为办好“受人尊敬
的学校”，田家炳基金会发起“共创成长路”计划，
每年组织各地“田校”的校长、老师，免费到香港培
训。考入 72 所指定高校的田中考生，每人会得到 5000
元奖学金。

简朴生活，诠释“幸福人生”

田家炳大笔向外捐资，平日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
活。生活中，他从不搞铺张的仪式，儿女婚嫁一切从
简。平时上班乘坐地铁，再步行一段路，对此他说：

“安全嘛，我很享受！”他的一只电子手表款式旧得不便
示人，只好装在口袋里。他住酒店自带肥皂，因为“开
了酒店的肥皂，用不完丢弃很浪费”。

著名传记作家张永和曾应大埔乡亲之请多次前往采
访，他向记者回忆：“在大埔县委招待所，我与田老住
在一起，服务员把他穿破了洞的袜子当垃圾收走，田老
要回说，别丢掉，我补补还能穿！”

一直到晚年，田家炳都恪守“勤俭诚朴，己立立
人，以德服人”的原则。他常说：“每个人都做一点小
好事，最后就会变成一件大好事，这个社会就会变好。
如果每个人做一点小坏事，最后就会变成一件大坏事，
整个社会就会变坏。”

“我的慈善事业一直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这才算
是真正幸福的家庭。”田老在一本书中写道。他的子女
回忆，父亲生前一向重视孝道，重视家庭教育。其家教
严格，几个子女，自小没有零用钱，弟弟穿哥哥的旧
衣，玩具也很少，但在教育费上他从不计较，儿女长大
就送他们出国留学。田老对家人最后的叮嘱，是他弥留
之际费力写出的两行字：“每逢礼拜六晚，全家回住家
作全家聚会，以表亲情为盼。”

追思无尽，传承先生之德

7月22日，田家炳基金会在港举行追思会，社会各
界约 1800 人参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来了，香港中联
办主任王志民来了。王志民向田家炳的家属转达了中央
领导的慰问，赞赏田老一生爱国爱港、热心公益、兴学
重教、悲悯天下的突出贡献和高洁品格。

香港文化中心的座位全部坐满，许多人只能站在场
外，通过直播观看场内的追思会。

田家炳的长子田庆先追忆了父亲生前贡献公益和教
育事业、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事迹。他的
孙女田晓岚代表家人致意时说，爷爷一生致力慈善工
作，博施济众，仁爱为怀，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湖南
省浏阳市田中学生孙晓说，田家炳中学是一个有梦想
的地方，让像她这样的农村孩子实现求学梦。她即将
毕业，将在今后的人生中传承田家炳精神，成就自
己、回报社会。

田家炳留下的，不仅是矗立在神州大地的一座座校
舍。“田校”师生们表示：“赓续先生遗志，以‘立德树
人，报效祖国’为己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的这句名言，也可说是田家炳一生的写照。

狮子山下，追思无尽。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洒 向 桑 梓 都 是 爱
——追记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先生

本报记者 连锦添

图为田家炳出席河南新乡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揭牌及教学楼落成庆典，并与学生们留影 （2002年摄）。
（图片均由田家炳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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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田家炳晚年照片

8 月 5 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长期困
扰金门的缺水问题终得破解。台湾主流媒体和有识之士
对这一两岸民生工程顺利完成给予高度关注，称赞“两
岸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成现实。同时，也有多家岛内
媒体刊发评论文章，批评民进党当局的一系列小动作完
全罔顾民生背离民意，“极不聪明，甚至显得冷酷”。

台湾知名律师许文彬说，今年正值金门炮战一甲
子，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仪式在晋江、金门同时举
行，象征海峡两岸一路走来从战争到和平，再提升至民
生交流以谋福祉的新境界。两岸同饮一江水，两岸同胞
相互疼惜，心连心、手携手，民族复兴自将水到渠成。

8 月 6 日的台湾 《中国时报》 用大篇幅报道了福建
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仪式现场情况。报道指出，福建向
金门供水工程实现通水，展现福建省委、省政府对金门
人民深情厚谊，承载着两岸人民对和平统一的企盼、对

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文章同时引用国台办主任刘结一
的话称，大陆和金门不只应该通水、通电、通桥“新三
通”，而且“应该全面地通起来”。

台湾“中央社”6日也刊登了《金门自大陆饮水 上
千乡亲见证》《金门通水仪式登场 陈福海抛出新三通议
题》 等大量报道。报道指出，5日仪式完成后，福建向
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两岸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
成现实。这也是继“小三通”之后，金门再次开创两岸
交流新页。

8 月 6 日的 《旺报》 同样对此事给予高度关注，除
了发回《金门，水来了！乡亲见证喜事》等丰富的现场
报道，该报还刊登署名评论文章 《两岸和解前沿 金门
不是尴尬资产》。文章指出，金门长年缺水是不争的事
实，大陆福建泉州愿意供水给金门，可以说是再好不过
的事。金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出金门连结两岸的高

度政治意涵。民进党当局大可把金门视为两岸和解的友
善前沿，而不是导致两岸角力的尴尬资产，善用金门的
区位，成为两岸对话的桥梁。

针对民进党当局缺席金门通水仪式的情况，《联合
报》 6日刊发题为 《民进党享受缺席吗》 的社论，批评
民进党对待两岸议题的基本态度。文章认为，蔡当局企
图用金门期盼了 20 多年的通水愿望来做政治筹码，极
不聪明，甚至显得冷酷，难怪遭到岛内民众批评“罔顾
民生”。

《台湾导报》 在 《福建正式向金门供水》 的报道
中，引用刘结一受访时的发言，指出“这些噪音根本阻
挡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大势”，两岸关系一定会越走越
好，越走越近，越走越实，无论谁、想设置什么障碍都
不会得逞。

（本报台北8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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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

海外华文媒体走进西藏
本报拉萨8月6日电（记者吴亚明） 由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组织的走进藏区联合采访活动近日启动，在为期一周
的时间内，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智利等国
家和地区的10多家华文媒体，将深入西藏林芝、拉萨、日
喀则、江孜等地进行扶贫攻坚、生态保护、宗教文化等专
题采访报道。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秘书长郝一峰表示，今年是中
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再次组织海内外华文媒体走进西藏，
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见证西藏日新月异的变迁。西藏自治
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叶银川欢迎海外媒体多视角、多
媒体报道神奇西藏、大美西藏、天下西藏。

连日来，海外华文媒体的记者采访了林芝市鲁朗国际
新兴小镇建设、工布江达县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
采访了拉萨市曲水县四季吉祥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拉萨市
城关区智昭净土农业科技示范中心，走访了清政府驻藏大
臣衙门旧址、哲蚌寺等。

据了解，2011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首次举办海外媒
体走进藏区联合采访活动，至今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已
然成为知名的交流品牌。葡萄牙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裁马
丽梅今年已经第7次参加“藏区行”了。她说，我们看到了
很多变化，听到了很多故事，有幸用人生中的7年去做一件
事，去见证一个贫困落后地区的重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香港将筹建首个中医医院
新华社香港8月5日电（记者战艳）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5日出席国际中医药香港高峰论坛时表示，推动香港
中医药发展是本届特区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将落实中医中药
发展委员会的多项建议，包括筹建香港第一所中医医院。

她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将继续在医院管理局辖下7所公立
医院推动中西医协作先导计划、扩展《香港中药材标准》计划的
研究以及设立由卫生署管理的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等。

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已于今年5月在食物及卫生局设
立专责发展中医药的组别，致力于确立中医药在公营医疗
系统的定位，并按此规划香港中医医院的运作模式以及进
一步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她说，特区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建议设立5亿港
元专项基金以支持中医药业的发展，包括支持应用研究、
中医专科发展、促进知识互通和跨市场合作等工作，并协
助本地中药商生产及注册中成药。

林郑月娥表示，未来将充分利用中医药优势，加强中
医药在香港医疗系统的角色。

港澳台简讯
澳门国际机场7月客运量创新高

澳门国际机场 7 月录得自营运以来最大单月客运
量，服务旅客超过7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澳门国际
机场7月平均每天进出港旅客达2.3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超过 11％。同时，7 月航班起降超过 5700 架
次，也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上升12％。

7月香港楼宇买卖合约环比跌8.5％

香港土地注册处近日公布，7 月楼宇买卖合约共
8466份，较 6月下跌 8.5％，与去年 7月比较升 55％。7月
楼宇买卖合约总值 994亿港元，较 6月升 23％，与去年 7
月比较升117.1％。

港科大测定高解像度DNA复制结构

香港科技大学近日宣布，该校研究团队首次测定具
原子解像度的DNA复制机器三维结构，有助了解癌症和
罕见遗传病等的成因，以方便抗癌药物的设计和筛选。该
研究于2018年7月4日在权威科学期刊《自然》发表。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不断调
整种植结构，积极引进台湾红心火龙果进行“南果北种”
种植试验，使其成为当地脱贫攻坚又一新兴产业。图为当
地村民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 许庆勇摄 （人民视觉）

合肥产合肥产““台湾火龙果台湾火龙果””喜获丰收喜获丰收

图为拉萨市曲水县四季吉祥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索朗央
吉 （左一） 为海外华文媒体记者介绍扶贫攻坚情况。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