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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 以华侨教育家李春
鸣为代表的一群华侨知识分子，在印尼
雅加达创办中华中学 （简称华中）。这所
学校曾经享誉整个东南亚，被誉为东南
亚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

李春鸣，生于 1894 年，名霆震，号
村民，江苏南通西亭镇人。1916 年毕业
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1919 年，经教育
界名人黄炎培推荐，李春鸣由著名侨领
陈嘉庚招聘赴南洋协助开办华文学校，
之后又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苏门
答腊等地担任华侨学校育训主任、教学
主任、校长等职。

东南亚早期华校长期存在八股式教
学和殖民化教育的体制弊病。1939 年，
李春鸣因不满华校“董教合约”等不平
等条款，联合张国基等3名有志华侨教育
的教师，在印尼雅加达独立创办华侨学
校——中华中学，李春鸣亲任校长。

为了创办这所新型华文学校，他们
不畏艰难，白手起家。有“书法家”之
称的李春鸣，通过为当地商号题字来募
集办学经费，并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捐款
和建校劳动，同时依靠当地华侨实业家
的支持，在雅加达终于办起华侨自己的
华文学校。经过不断建设，华中发展成
为集中学、师范、幼儿园为一体，各类
教育设施完善的华侨学校，鼎盛时期在

校生人数达5000之多，被当年来校视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
为东南亚最具规模的华侨中学。

在学校教育实施中，李春鸣完全摒弃当地华校传统守旧的
教育方式，制定“品德为修、科学是攻”的教育方针，确立

“公俭勤朴”为华中校训，亲自撰写校歌，营造校园文化，坚持
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创了东南亚华侨进步教育事业先河。

在李春鸣任校长的27年间，华中为当地和东南亚社会培养
数万华侨子弟，很多学子成长为实业家、银行家和学者型人
才。在中华文化的浓烈熏陶下，一代代华中学子日后成为强大
的爱国力量。新中国诞生后，有数千华中学生告别父母，回到
祖 （籍） 国怀抱，参加新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
干，在文化、科技、医学等领域作出贡献。

1954年，李春鸣率领印尼华侨观光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
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其一生清贫，致力于华
侨进步教育事业的爱国、开拓之举给予高度赞扬。1955年，中
国政府代表团在参加印尼“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中国使
馆再次设宴款待李春鸣及其华中学生代表，赞扬华中学生们的
爱国热情。

多年之后，华中虽然不复存在，但李春鸣开创的华侨进步
教育事业，在东南亚华文教育史上留下深远影响。

（南通华侨博物馆供稿）

走出国门开拓眼界

2004 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
年，我决定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读工商管理
硕士，由此开启了我的“出海”人生。

2004年前，我是一个石油工程师，也是油田开
采企业的管理者。从15岁考上东北石油大学油藏工
程专业，到之后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担任石油开
采工程师，再到任职宁夏伊斯特石油开发公司总经
理、创办北京东油科贸有限公司，我一直是个地地
道道的“石油人”。在石油行业摸爬滚打十余年后，
我对事业发展有了新的规划——走出国门，培养世
界眼光。带着这样的信念，我选择前往新加坡深造。

在南洋理工大学就读硕士的 2 年里，我每年赴
新加坡3到4次，每次持续学习1个月。让我没想到
的是，这样“两头跑”的生活模式，成了我此后生
活的常态。

在新加坡求学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东西方
经贸、科技、文化在新加坡的交流融合，也通过与
来自不同领域老师同学的交流，拓展了国际视野，
积累了人脉网络。2005 年，受读书的启发和激励，
我投资了一块油田，在石油开发领域继续深耕。一
年后，我毕业回国，这次投资的回报让我再次达到
事业发展的小高峰。

新加坡求学的经历，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
的大门，也增强了我探索国际市场的信心。2009
年，我再次“出海”，前往阿根廷，担任一家中国油
田开发企业的总经理。这家公司是阿根廷第一家从
事油田开发的中国企业。当我们的团队在阿根廷打
出第一口自喷井时，我在井场与各国同事一起热烈
欢呼，激动不已。在这个地球上离中国最远的国

度，我再次燃起与祖国命运与共的强烈感受，无论
距离祖国多远，祖国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发现科技创新增长点

在事业越来越兴旺的同时，我的健康状况突然
亮起了红灯。2010年以后，受身体状况的影响，我
一年中比较多的时间都在新加坡度过，与此同时，
我开始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寻找新的创业方向。

近年来，中国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
设步伐。新加坡一直是东西方交流融合的平台，新
加坡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高新技术人
才，南洋理工大学等新加坡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人
工智能、材料科学、医疗科技等方面有许多先进技
术。作为华侨，我有能力也有责任，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资源，为中国与新加坡经贸科技交流搭建桥
梁。源于这样的想法，寻找科技创新领域的增长
点，搭建中国与新加坡科技交流平台，成为我的创
业方向。

近年来，我参与引进的科技创新项目逐渐在国
内落地，广西南洋科技创新中心成立，创新中心包
含创业孵化器、产业园等配套设施；与南洋理工大
学合作的石墨烯超级电容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能
源管理项目进入实验测试阶段，机器人按摩及辅助
康复治疗项目正在逐步推广。帮助新加坡的先进技
术在中国进行产业化、市场化，成为我如今的主要
工作之一。

2020年12月，新加坡智能医养健康中心在广西
贺州开工建设。健康中心引进新加坡人工智能健康
检测设备和监测技术，将健康管理技术植入家居环
境，住户在家里的健康数据可以与当地医院和远程
医疗机构联通，医生可以远程了解客户的健康情

况，使预防和治疗疾病更加方便及时。如今，健康
中心已设有展示中心和客户体验示范区，更多先进
的健康管理技术将陆续在健康中心应用。

牵起中新友谊之线

如今，我每年大约有1/3的时间经营企业，1/3
的时间进行学习和创作，1/3 的时间进行社会公益
活动。

工作之余，我热衷于搭建华侨华人间交流沟
通的平台，在社团工作中发光发热。2014 年，我
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会理事会执委兼北京校
友会会长，充分利用各领域校友资源，为中新经
贸科技交流助力。2016 年，我发起成立南洋国际
俱乐部，每年邀请俱乐部会员前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和发展机遇，促进
民间科技文化交流。2022 年 1 月，我组织筹备了
由南洋理工大学北京校友会发起、南洋国际俱乐
部协办的“点亮心灯”教育公益计划。无论是融
入新加坡当地社会，还是服务家乡北京的公益事
业，都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充满力量。

最近，我常在广西侨乡走走看看，了解广西华
侨发展历史和现状。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主要来自福
建、广东、广西三地，但新加坡民众对广西的了解
相对较少。攻读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期间，我
以广西侨乡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希望为新加坡了
解中国广西侨乡牵起一条友谊之线。

2021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
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作为旅居新
加坡的华侨，我将继续借助新加坡这一东西方交汇
平台，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作为世界上最早参与研究放射性核素的
科学家之一，“中国核医学之父”王世真是亚
洲核医学领域的领跑者。在他的引领下，中
国核医学综合实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
地负责人吕瑞花介绍，作为曾经旅日、旅美
的归侨科学家，王世真在长达 70 多年的学术
生涯中，领导合成近200种放射性药物及生物
医学所需的示踪剂，创建和推广多项创新性
核医学技术，产出大量原创性研究成果。

开创中国核医学事业

在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王世真的“核世界”里，放射性不再是
危及人类生命的代名词，而是一把济世救人
的“金钥匙”。

1951 年，王世真冲破重重阻碍回国，被
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由于他
执意回国，夫人在美国遭到软禁，后来辗转
从芬兰坐船回到国内与他团聚。那时，王世
真在核医学专业领域已才华初露。两年间，
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
记化合物。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王世真一直忘
我地投身于中国核医学事业。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的核心内容，创办
同位素应用训练班是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
步。1956 年至 1957 年，在王世真创办的同位
素应用训练班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放射性
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中国第一批放射性标
记物，完成了中国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

中国第一批核医学研究专业人员。
之后，王世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

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首次将同位
素应用于人体。在他的积极引领下，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建设，目前中国县级及以上医院
普遍设立核医学科，总体规模达几千家，拥
有数千台大型核医学设备、300多台国际顶尖
的PET设备、逾万名资深技术专家。

首次合成多个特效药

中国首次合成杀虫剂 DDT （双对氯苯基
三氯乙烷）、首次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
封，都有王世真的功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
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学位的王世真在著名化学
家袁翰青的推荐下，来到贵阳医学院任教。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王世真加入了由
北京协和医学院一批爱国专家组成的战时卫
生人员训练所，担任化学组主任。

那时，中国抗日军队卫生条件极差，时
刻受到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威胁。王世真
经留学德国的哥哥介绍，掌握了德国军队使
用的新杀虫剂 DDT的化学结构后，马上动手
合成，不久即向抗日军队提供了 DDT 杀虫
剂，成为中国首位成功合成 DDT杀虫剂的科
学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俗称“痨病”的肺结
核属不治之症，上百万人的生命面临死亡威
胁。1951 年，从美国回国后不久，王世真又
在中国首次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
使肺结核在中国从此不再意味着死亡。直到

现在，雷米封仍然是中国治疗肺结核的首选
药之一。

爱国心代代相传

王世真的母亲林剑言是他人生道路的引
领者。

“她的一生非常有志气，非常上进。”谈
起母亲，王世真曾动情地说。

王世真出生于日本千叶，两岁时随留学
回国的母亲回到家乡福州市。王世真的高祖
是清朝进士，祖父是状元，母亲是民族英雄
林则徐的曾孙女。“她经历过乱世，所以她对
新中国很有感情。她的爱国心是留给后代最
珍贵的礼物。”谈及母亲时，王世真曾这样说。
回国前，面对国外的优厚条件，他告诉上司：

“中国需要我回国。我在这里，只等于‘N+
1’，就是许多教授里多我一个，多出几篇论
文而已。我要回国，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在母亲快满 80 岁的时候，王世真给母亲
写了封长信，告诉她自己不能来看她。林剑
言当时病重，已经半边瘫痪，仍在病床上口述

《八十留言》诗寄予王世真：“秋风袅袅气常清，
秋月高高别有情；八十年间看万变，酬将妙句
饯余生。”王世真收到信后，随即写信告诉妹
妹：“母便归去儿莫痛，依然留取是丹心。”

80 多岁高龄时，王世真仍坚持带博士
生，称他们为“孙子辈”的学生。王世真先
后直接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40余人。

2016 年，王世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
100岁。家属将其遗体捐献，王世真成为北京
协和医院第1230位遗体捐献者。

新加坡南洋国际俱乐部主席孙侠——

为中新科技交流搭建桥梁
本报记者 高 乔

从参与开发陕北油田到赴新加坡
求学，再到管理阿根廷油田；从石油
工程师到石油开采企业管理者、投资
者，再到高新科技领域创业者，南洋
国际俱乐部主席孙侠的足迹遍及全球
多国，身份也经历了多重转变。

2004 年，孙侠走出国门，赴新加
坡留学，由此开启了十余年的中国、
海外“两头跑”的生活。她亲身感受
中国与海外联系日渐紧密、合作日渐
深化的过程，也经历中国产业转型的
时代浪潮。“中国发展的趋势，就是我
努力的方向。”这是她对自己事业发展
的最好总结。以下是她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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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中国核医学之父”王世真——

把核放射变成治病救人“金钥匙”
鹿永建 谭元斌

孙侠主持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加坡先进技术对接会。 受访者供图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海
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福田村一片
湿地成了各种鸟类家禽和黄牛
的乐园。白鹭和各种水鸟在湿
地里觅食，黄牛在草地里低头
啃草，鸭子在水面上游弋，构

成春日生机勃勃的生态美景。
上图：一群白鹭在湿地里

飞翔觅食。
下图：一群白鹭在湿地里

觅食，几只黄牛在小憩。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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