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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街道资料显示，这栋房

子的原主人在国外生活的时

候喜欢上禅宗，于是远渡重洋

将寓意“彼岸”的菠萝蜜种子

带回家。而今院落里挺拔的树

干上窝着几个硕大的菠萝蜜，

娇艳欲滴。原房主去世后，这

栋房子由他的外孙打理。

据资料显示，华新路 17 号原房主是印尼著名华侨徐家金老

先生。1955 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徐家金与

众多爱国华侨自发为周总理做护卫。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将

房子租给厦门著名文创策划人杨函憬管理，后者将其打造成了

“纯真博物馆”。如今17 号已重新成为私人住宅。

房主的子

女将其租给餐

饮公司，招牌“18

号厨房”，主打

海鲜与私房菜。

院内一株梨树

结满果实，仿佛

四季对它没有

什么影响。

复古的围墙，铁锈斑驳的大

门上矗立两盏小巧的五角灯。

院子里铺着石子路，门口的假山

前放着几盆盆栽。前几年这栋

房子曾租作咖啡厅，如今又变回

私人住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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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中

国人出国历史悠久，足迹遍布世界

各地。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同

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华侨华人

将西洋、南洋文化带回家乡，使侨乡

开风气之先，在经济、文化、思想等

方面逐渐形成鲜明的地域人文特

点，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侨乡文化。

侨乡厦门的文化特色之一在

于侨乡建筑。1949年前，华侨在海

外艰苦拼搏，赚钱汇回厦门，买地

建房以供自己“落叶归根”时使用，

或供亲属居住，形成了早期的华侨

历史建筑，分布于厦门市各地。厦

门最早的华侨新村“美头山华侨新

村”就建设于这个时期。

1950至 1970 年代，因大批东

南亚华侨归国，为满足华侨、侨眷

兴建住宅的需要，同时也为国家争

取侨汇收入，中国的南方兴起了建

设“华侨新村”的热潮。厦门作为华

侨出入国门的重要口岸，1956 年

市政府专门划出地盘，授意厦门市

侨联成立“厦门市华侨新村筹建委

员会”，按华侨的意愿进行设计，帮

助华侨汇款在厦门建房，解决华侨

落叶归根的问题。建设的房子主要

分布在华新路、公园西路、白鹤路、

南华路等地，大部分坐落于今天的

思明区开元街道。

位于开元街道华新路的华侨

新村，是“筹建会”兴建的第一个华

侨新村。经厦门市政府批准，划定

公园西路、人民体育场西侧及赤领

一带为新村用地，经征用、拆迁，平

整出 4 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于

1957 年开始兴建。新村道路被命

名为“华新路”，“华新”即“华侨新

村”之意。

1957 年至1963 年，“筹建会”在

华新路建造别墅31栋，大多数为2、

3层的花园式独立庭院，环境幽雅。

建筑风格以极具闽南特色的红砖瓦

屋为主，也有平顶楼房，以及花岗石

墙面、水泥粉刷墙面的楼房。厅房地

面以花砖或红方砖为主，厕所多使

用水磨石或马赛克地面。这些楼房

户型不同，价格不等，以便华侨根据

自己喜好或经济状况选择。

1958 年至1967 年，“筹建会”在

公园西路建造别墅9 栋，它们与华

新路华侨新村连成一片，形成了华

新路-公园西路华侨新村建筑群；

在白鹤路建造别墅7 栋，布局错落

有致，风格各异，有闽南风格的红砖

楼，有外形像倒扣着的船的船型屋，

也有屋顶尖耸的荷兰风格洋楼。这

47栋别墅，就是开元街道内现存的

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华侨别墅。

1980 年代以后，随着房地产的

市场化，新的地产项目也不再以

“华侨新村”为名。“华侨新村”从此

成为了厦门一个时代建筑特色的

代名词。

开元街道位于厦门市思明区

中部，是厦门人文底蕴深厚、经济

产业兴旺发展的中心街区之一，辖

区内的华新路 - 公园西路华侨新

村建筑群吸引着游客与摄影爱好

者的目光，可谓厦门的一张建筑名

片。这些侨房别墅一方面保留中国

传统建筑文化，另一方面吸收外国

建筑特征，形成了开放、活泼、融汇

中西文化元素的风格。

华侨新村坐拥老市区的便

利，东临中山公园，西北靠人民运

动场，北临溪岸路花鸟市场，与中

山路、轮渡码头亦相距不远。漫步

于华侨新村，令人感到静谧安详

而又不乏生机。建筑布局错落有

致、尺度宜人、整体和谐。独门独

户的别墅住宅，大都配有植被丰

富的入户庭院，庭院内菠萝蜜、南

洋杉等亚热带植物弥漫着浓郁的

南洋风情。

华侨新村别墅多为砖混结构，

外部造型与内部装饰简约而不简

单。其建筑风格融合了闽南与南洋

的元素，红砖外墙，加以花岗岩点

缀，出砖入石，搭配水泥瓦坡屋顶。

与民国时期的厦门洋房相比，华侨

新村在外观设计上更为简约，少了

繁复细腻的水泥雕花与铁艺，更加

清爽、宜居。早期在这里居住的是

建国初期归国的华侨及侨眷，如印

尼爱国侨领洪载德、《小城春秋》作

者高云览的家人以及爱国侨领颜

西岳等都是华新路华侨新村的居

民。

爱国华侨、曾任厦门市侨联主

席的颜西岳正是当年“筹建会”的

主要负责人之一，1952 年携子女

回厦后，他曾和家人在华新路老别

墅居住过。据颜西岳的儿子颜达成

回忆，当年政府缺少外汇，专门划

拨用地为华侨建房，许多华侨得知

后，毅然把国外的房子、车子都卖

了，携家回厦，一心一意要为厦门

的建设出一份力。“大家互相告知，

争先回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在国外是邻居的华侨回到厦门

华侨新村，又成了邻居。”

曾连续 4 届担任开元街道侨

联主席的林鲁民也是归国华侨。

他说，当年的华新路老别墅群十

分幽静，许多庭院里种满了各色

花果，炮仗花、石榴、番石榴等长

得特别好，还有一些归侨种上了

香茅、黄姜等，用来自制咖喱招待

来客。

华侨新村建成以来，有的别墅

是归侨、侨眷自己居住，有的是出

租他人使用，一般由侨眷或委托亲

属托管。半个多世纪过去，大多别

墅变卖易主，也有少数华侨的子孙

后代居住至今。

2000 年以后，随着居民生活习

惯改变和商业市场需求变化，华新

路华侨新村侨房功能也有了很大

的变化。大部分别墅都进行重新装

饰，半数以上已经不再作为原有的

家庭居住功能使用，而是按商业功

能使用，或出售，或出租，住家转变

为小资情调的商铺。华侨新村弥漫

着浓郁的文艺气息，华新路也成为

“文艺范”的代名词。

今天的华新路渐渐成为一个

多元生活相融合的地方。老别墅们

要么为华侨后人居住，要么被改造

成西餐厅、咖啡馆、画廊等时尚生

活领地。难得的是，传统的小吃、南

音曲艺、花鸟鱼虫市场等与之并行

不悖。

华新路的侨建筑门牌

号是从 8号开始，没有 1至

7 号。据开元街道资料显

示，华新路 8号的原主人没

有来居住过，而是委托朋友

帮忙购地、管理，后来是亲

戚居住。被时间打磨得泛黄

的围墙和青锈的铁门后，青

石砖蔓延整个庭院，花白条

石房前种着一株枝繁叶茂

的桂圆树。曾风靡一时的电

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中

不少室内戏，都在这里完成

拍摄。

1962 年，旅居印尼的华侨陈佳传先生回乡投资时购置了该房产。其

子陈福星随父母归国抵厦，住进华新路。之后，他到上海求学、工作，并

认识了妻子颜维薇，婚后不久又回到厦门。现在，陈福星夫妇仍与子女住在这幢华新路老别墅里。

颜维薇说，当年华新路特别幽静，邻居间感情都很好，来往也很密切。一住进华新路，邻居知道她

是新娘子，马上送来自家种的又大又甜的石榴。许多人家“夜不闭户”，逢年过节邻居会相互串门，赠

送自家种的花果。

华新路10 号的院落里，门前几株山茶花，后院里莲雾、芒果树、杨桃等果树已经长了四十多年。

据华新路的老住户说，这栋别墅的原主人是

爱国华侨陈文炳。他的姐姐陈淑媛，也就是莫耶，

《延安颂》的作词者。1918年，陈淑媛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金谷乡溪榜村一个归

侨家庭里。自小就聪明活泼，慧敏好学，20 岁创作出著名的抗战歌曲《延安

颂》。陈文炳老先生是位古道热肠的华侨，他资助家乡及各地兴办学校，为家乡

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这栋房子出租给育华幼儿园。整栋房子复古却带着点调皮劲，院子那

株桂圆树上挂着玻璃球灯。

数年前，华新路 13 号曾租给在厦门小有名

气的“不在书店”，而今书店已暂停营业。略微生

锈的铁篱笆，院子里葱葱郁郁、种类繁多的植物，

南洋风格的红砖别墅，小水池、木桌椅以及满屋

子的书，构成了这座曾经号称“中国最美独立书

店”。

据资料显示，此别

墅已转手，新房主花巨

资重新装修。重建的红

色围墙环绕着建筑，一

片翠绿的小竹林挺立

其中，偶尔微风拂过，

沙沙竹叶声作响。

新房主将原建筑拆除重

建。灰黑色大理石雕砌的围墙，

灰白色花岗岩干挂的西式别墅

看起来庄严肃穆，却与华新路

华侨新村的传统建筑风格不甚

协调。

据街道资料显示，文革开

始后，原房主举家迁移到海

外，房子转租他人。后来该建

筑做过派出所，当过旅馆，然

后卖给了现在的房主。
华新路 号

华新路 号

资料显示，房

主建好房子后就

出租了，陆陆续续

租给了很多拨人，

而今租给了甜甜

幼儿园。该单元横

跨一个拐角，绿色

橡胶制地板，两层

楼的墙壁都以欢

快的黄色为主，活

泼而又不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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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路路口

华新路街景 条石建筑结构耐看，半个多世纪来仍不显旧 华侨建筑内经典

的南洋风格花砖

华新路一隅，绽放的三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