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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厦港街道

厦门市侨乡侨文化系列宣传报道四十四
名片点击

厦港街道地处厦门岛西南部，下辖七个社区，是一个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老城区。辖区面积 1.76 平方公里，总人口近 4.9
万人。街道有归侨 146 人，侨眷 247 人，海外侨胞 211 人，港澳
台同胞 127 人。
“厦港”
一名，
为厦门港的简称。郑成功曾在此建演武亭练兵，
训练水师。数百年来，
这里民居错落、
小巷纵横，
“闽南红”
砖墙与
琉璃瓦屋檐随处可见，
南洋与西洋影响下的华侨文化在此流淌。

华侨博物院

厦门华侨中学：
学而有所成
1957 年，
众多厦门归侨和侨属子
女面临无学可上的状况。时任厦门市
侨联主席的颜西岳先生提出了创办
华侨补习班的建议，他号召心系厦
门的侨领们出资创办了一所补习
学校。他的目的，
是让更多的华侨子女
能够在厦门读书，
报效祖国建设。
1957 年 9 月，在颜西岳等多方
努力下，厦门华侨补习班借青年会
教室正式开学。1958 年 3 月经厦
门市人民政府批准，华侨补习班更
名为厦门华侨中学，并扩大招收非
华侨子女入学。
学校创办初期，颜西岳先生及
市侨联诸领导以陈嘉庚精神为指
导，颜先生带头捐献款物，侨界的
一批知名人士纷纷捐资办学。在颜
老先生及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华侨
中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

展。在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学
校得到了长足发展。周恩来、邓小
平等先后接见了学校创始人颜西
岳先生，给侨中人以极大的鼓舞。
“文革”期间侨中历尽坎坷，先
后易名前线中学、第七中学总校、
第三中学。1983 年 9 月厦门市人
民政府决定复名为华侨中学。学校
也由初中校发展为完全中学，再发
展为初中、普高、职高齐全的中学，
定位为普通高中。
厦门华侨中学建校 61 年，为
社会培养了数万名学子，一大批校
友成长为国内外各行各业的精英，
更有在各条战线上默默耕耘、无私
奉献 的 无 名 英 雄。。校 友 郑 兰 荪
（1973 届 高 中 毕 业 生）、 田 中 群
（1974 届高中毕业生）已成为新一
代中科院院士。

今天的华侨中学，地处闽南古
刹普陀寺西侧，虎溪岩东山坡上，
占地面积 27274 平方米，建筑面积
17775 平方米，校内绿树成荫，依山
临海，景色秀丽，学校设施齐全，有
较完 善的理、化、生 实 验 室 ，微 机
室，劳技制作室等一系列现代化教
学设备。图书馆藏书 7.8 万册，并
有教师及学生阅览室。
2005 年，学校被省教育厅确认
为省二级达标校。2000 年被国家
体育总局授予“全国航天（航空）模
型活动重点校”
称号。
学校的校风良好，
朝着
“厚德、
求
是”
的方向迈进。自 1977 年恢复高考
制度以来，侨中考生多次夺得高考厦
门市
“状元”
和福建省、
厦门市单科第
一名，
在全国、
省、
市举办的学科及科
技竞赛中，
多次取得较好的成绩。

华侨博物院：
中国第一家
五老峰万年挺拔，鹭江水
兽类等自然标本散落于此，形
不朽奔流。风景如画的鹭岛
象生动、
呼之欲出。
厦门，是历史上华侨出入国门
回顾历史瞬间，1956 年 9
的重要口岸。华侨博物院就坐
月 20 日 嘉 庚 先 生 亲 自 撰 写
落在五老峰下，毗邻厦门大学 《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1959
和南普陀寺。
年 5 月 14 日华博揭幕, 嘉庚
华侨博物院是华侨领袖
先生亲自剪彩、致词,并陪同
陈嘉庚先生于 1956 年倡办， 与会者参观。同年嘉庚先生设
1959 年落成开放的，是中国
立华侨博物院行政委员会,亲
第一座由华侨集资兴建的文
任主任,聘请尤扬祖、肖枫、张
博机构，是中国第一家全面、 楚琨、颜西岳为副主任。
系统展示华侨华人历史的综
经 过 十 几 年 闭 馆 ，1981
合性博物馆。
年华 博 重 新 开 放 ；1982 年 改
馆舍是一座富有浓郁中国
建沿街围墙和大门，
时任中国
民族风格的重檐式宫殿建筑，
楼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
身由洁白花岗岩砌成，
屋檐以翠
承志题写院名。1982 年 9 月，
绿琉璃瓦铺饰，
斗拱玲珑，
飞檐
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来院
凌空，
古色古香，
雄伟壮观。
参观,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展
全院占 地 面 积 12000 平
出华侨历史的博物院，它使人
方米，建筑面积 10110 平方
们了解什么是华侨。
米；馆藏文物近 7000 件，包括
1984 年 10 月，在纪念陈
历代青铜器、
陶瓷器、古钱币、 嘉庚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
古字画、古代雕刻工艺品、外
华博协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国陶瓷玻璃器皿，
以及一批珍
研究委员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
贵的侨史文物和鸟类、兽类、 侨联合会、福建省政协联合出
鱼类、矿物标本等，其中有多
版大型画册《陈嘉庚》，邓小平
件国家一级文物。从 2005 年
为画册题写书名……
起推出的 《华侨华人》、
《陈嘉
2008 年 6 月 18 日，华侨
庚珍藏文物展》、
《自然馆》三
博物院举行隆重的“国家一级
个基本陈列常年对外展出。
博物馆”
揭牌仪式。
《华侨华人》以院藏侨史
60 年来，华侨博物院接
文物资料和侨史研究新成果
待了海内外观众 180 多万人
为基础，借助新的展示手段， 次，在传播历史和科学知识，
形象、系统地向人们展示了华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进中外
侨华人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
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推动中外
足迹；
再现了他们在居住国的
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
生存状态和杰出表现；展示了
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华侨对祖国的拳拳赤子心和
现为全国、省、市和全国侨联
殷殷报国情。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嘉庚珍藏文物展》展
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对华
示了陈嘉庚先生于耄耋之年
侨博物院感情深厚，数十年
亲往北京等地征集的文物中
来，
陈立人已向华侨博物院捐
选取的部分青铜器、陶瓷器、 献了几百件艺术品和华人生
字画等。通过参观这些先民
活用品。“可能因为爷爷跟厦
智慧和心血结晶的艺术珍品， 门华侨博物院的渊源，而且我
令观众感受悠久灿烂的中华
本身也是学室内设计的，所以
历史文化，感受创办这座文化
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关注厦门
殿堂的嘉庚先生的博大的胸
华侨博物院。”陈立人曾这样
襟和伟大教育思想。
形容自己在华侨博物院推介
《自然馆》设置了模拟自
土生华人文化的努力：
“ 这里
然生态环 境，150 多 件 鸟类 、 等于是我的第二个家。”

厦门华侨中学

厦门侨中复名

南华路华侨新村：侨味依旧在
厦门思明南路支路的南华路
上，沿着蜿蜒山坡，因势择地错落
着三十多幢别墅，这就是厦门华侨
新村。华侨新村片区历史文化积淀
丰厚，
背靠五老峰，毗邻厦门大学，
对面就是厦门理工学院，旁边就是
南普陀、华侨博物馆，熏染着珍贵
的人文气息。
作为二十世纪五 5、
60 年代建设
的华侨别墅，华侨新村不像鼓浪屿上
各种年代西洋别墅的千姿百态，
也不
像现代别墅所流露出的张扬身姿；
它们远离喧嚣的城市，隐藏在闹市
周边，
有着质朴无华的
“闽南红”
砖瓦
围墙，大多数为 2 至 3 层的花园式
独立庭院，
环境幽雅，
建筑风格中西
兼容，早期爱国华侨的家就安在这
里，
一生的荣辱也循形于其中。
据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先生
研究，二十世纪 30 年代前后，厦门
迎来大建设时代。这个时期，华侨
竞相汇款回国，在厦门形成历史上
首个房地产投资的热潮。麒麟山、

大南新村 （南华路原来所在区域）
等好些地方，华侨买了地皮，修建
了地基，但随后因为战争而地价暴
跌，建了房子也不能出手，导致房
子都没有建成。
时光飞逝，1950 年代，厦门市
政府为解决华侨落叶归根的问题，
由厦门市侨联组建了华侨新村筹
建会，帮助华侨汇款在国内建房。
市政府专门划出地盘，新村别墅按
华侨的意愿进行设计、建筑。
厦门市华侨新村筹建会于
1956 年成立，
经市政府批准，
划定公
园西路、
华新路、
赤领、
白鹤路、南华
路一带为新村的用地，
经征用、
拆迁
平整，至 1957 年，华侨新村在 4 万
多平方米的地面上大兴土木。
至 1961 年底，共建设大小楼
房 37 幢，
建筑面积 1.331 万多平方
米，共使用建筑侨汇 154.97 万元，
这些别墅群初具规模。至 1966 年
初，共吸收侨汇 500 多万元，为华
侨兴建了 100 余幢别墅及公寓，华

华侨新村翻新建筑

新路、
南华路二处华侨新村基本建
成，
成为厦门侨乡大地上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作为华侨新村的主人，许多旅
居海外的华侨对家乡和亲人有着
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带头回乡投
资兴业，发展家乡经济；每逢一些
老华侨生日做寿，或是逢遇喜事，
他们都千里迢迢回乡在华侨新村
开办宴席，邀请侨属侨眷们共同欢
庆。他们还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
多次捐款支持学校、医院等建设。
现如今，这些老别墅有的是归
侨自己居住，也有的已经出租、出
售予他人。近年来，根据现代化生
活需要，
南华路华侨新村的别墅大
都重新进行装饰，一些别墅前还挂
着公司的招牌，装饰一新的别墅成
为了幼儿园、国际青年旅舍或咖啡
馆，
给华侨的家业再添新意。
（综合自《厦门晚报》、
《东南早
报》、华侨博物院与厦门华侨中学
官方资料）

南华路华侨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