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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华侨博物院 □本报记者 林希

华侨博物院是著名爱国华

侨领袖陈嘉庚（1874-1961）晚

年亲自倡办的文博机构，与集

美学村、厦门大学一样，是陈

嘉庚教育系统工程的有机组

成部分。院址是陈嘉庚亲自选

定的，展厅大楼于 1958 年 4

月落成。

华侨博物院建成后，陈嘉

庚设立院行政委员会并亲任主

任，聘请尤扬祖（福建省副省

长）、肖枫（中共厦门市委书

记）、张楚琨（厦门市副市长）、

颜西岳（厦门市侨联主席）为副

主任，陈永定为秘书。1982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廖承志为华侨博物院题写院

名。

华侨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

由华侨集资兴建的文博机构，

既是中国第一家全面系统收

集、研究、展示华侨华人历史

和业绩的博物馆，也是包括有

古代文物展、自然标本展的综

合性博物馆。是全国、省、市和

全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全国、省、市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厦门市国防教育基地、厦

门市科普教育基地。自 2007

年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

起，华侨博物院开始向社会公

众免费开放展览，2010 年开始

每年举办多个临时展览供观

众参观。

陈嘉庚倡办华侨博物院
1956 年，82 岁高龄的陈嘉庚

经与老朋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

馆馆长林惠祥反复磋商，发起倡

办华侨博物院，获厦门市人民委

员会批地 97 市亩（6.39 万平方

米，现占地仅 1.25 万平方米），当

年 9 月动工，1958 年底第一座馆

舍建成。

“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的

一种，与图书馆、学校等同样重

要，而施教的范围更为广阔……

我建议由华侨设立一所大规模的

博物馆。馆址可设在华侨故乡出

入国的港口，可合国内人民公共

应用，又可给归国华侨观览。两者

均受其益……

至于名称，我拟为华侨博物

院。因为它是华侨设立的，故应以

华侨为名，不冠以厦门地名，以区

别于地方设立的性质……至于不

称馆而称院，则是因为它组织较

大，是合几个博物馆而构成的。故

以博物院为总称，以区别于内部

的分馆……华侨博物院内部机

构，暂拟为四馆。第一是人类博物

馆，陈列古代历史文物和现代民

族标本等。第二是自然博物馆，

陈列动物、植物、矿物、地质、生

理卫生等标本。第三是华侨和南

洋博物馆，陈列南洋各国历史、

地理、经济、政治以及华侨情况

等文物、模型、图表。第四是工农

业博物馆，陈列祖国革命及新建

设的实物模型、图表等。其他博

物馆得依需要及条件许可，以次

增设。

华侨博物院的效用，可分析

为几个方面：第一是日日开放，给

一般人民参观，有利于社会教育；

第二是协助厦门大学教学研究，并

供其他学校和学术机关的参考；第

三是配合南洋研究所的南洋研究

工作，有助于对华侨情况的了解；

第四是供给回国华侨参观，并协助

华侨文教事业的进展；第五是协助

学者从事其他科学研究……

侨胞们：这是我们效力祖国

建设的绝好机会，无论你们已回

到国内，或还在海外，应该各尽各

人的力量，负起责任来帮助祖国

做好这一建设，或把珍奇的陈列

品以及有关公私纪念的文物捐献

出来，以丰富本博物院的内容，无

任欢迎。如荷惠下，请交厦门集友

银行代收转。”

这是陈嘉庚于 1956 年 9 月

20 日发出的《倡办华侨博物院缘

起》，时隔 60 多年，我们从这封信

里，仍可看出嘉庚先生当年的高

瞻远瞩和踏实细致，字里行间，饱

含滚烫的赤子情。

在发起倡议之前，嘉庚先生

已自捐 10 万元。嘉庚先生在海内

外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很快又筹

募了 27 万元，作为疾苦工程和装

修费。

院内藏品丰富，种类繁多，绝

大部分是陈老先生亲自征集、选

购的，多达七八千件，其中中国历

代文物的青铜器、陶瓷器、书画

等，是他多次到北京、天津、上海

等地征集、收购来的，有不少珍

品。而东南亚各国的文物、实物及

动植物标本，是他向东南亚各地

的侨团、华侨以及厦大、集美校友

会征集的。此外还收集不少有关

华侨史的图片、资料，日本、欧美

各国的铜器、陶瓷器，日本书画等

文物及工艺品等。陈老先生选购、

征集藏品，既要慧眼识珠，又要请

教专家、协调有关部门，但他不论

寒冬酷暑，兴致盎然地奔波于各

地。

陈嘉庚以年迈体弱之躯创建

华侨博物院，仍然事必躬亲。他除

了征求林惠祥教授的意见之外，

还征求文化部部长郑振铎关于建

院的内容和建筑风格的意见。从

选址、筹款、馆舍设计构思、建筑

材料选择、工程监督、草拟征集文

物信函，到选购文物……他都独

立担当，或直接参与。

在华侨博物院修建期间，老

先生每星期都要从集美寓所前来

工地巡视，对每项工作都一一加

以指导，考虑得十分具体、周到。

这是陈嘉庚毕生所致力的教育事

业最终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是他

最后留给世人的华侨的纪念物。

倡办华侨博物院，是陈老先生造

福社会的又一伟业，是他倾资办

学又一壮举。它如同绚丽的晚霞，

为嘉庚先生光辉的一生增添了新

的光彩。

陈永定接受嘉庚嘱托守护华侨博物院

陈永定（1925-2021），生于马

来西亚，祖籍集美，上世纪 50 年

代先后负责厦门大学扩建及华侨

博物院筹建工作，1959年至 1990

年任华侨博物院负责人，后被聘

为华侨博物院终身名誉院长。

在集美，陈永定完成了小

学、中学学业，从集美财经学校

毕业后，进入泉州集友银行工

作。1950 年的一天，陈永定接到

陈嘉庚的“调令”回厦。此后 11

年，在陈嘉庚的精心指导下，先

后负责厦门大学扩建与华侨博

物院筹建工作，成为陈嘉庚先

生晚年工作的重要工作助手。

“永定侄：博物院门前石阶

体式不甚雅观，不若半月圆式

之佳，兹拟将改为半圆式……

石阶为本院重要大众参观经

过，要雅妙美观为至要。”这是

1957 年 10 月，陈嘉庚写给陈永

定的信。2021 年 1月，97 岁高龄

的陈永定安然辞世。在他的遗

物中有近 200 封精心保存的信

件，都是陈永定在担任厦大建

筑部主任和筹建华侨博物院期

间，陈嘉庚先生写给他的亲笔

信。从这些信中不难看出陈嘉

庚先生对陈永定先生的充分信

任和重托，而后者也不负所托，

在陈嘉庚的直接领导下，无论

是在负责厦门大学上弦场建筑

群、国光、芙蓉等楼群的扩建还

是在华侨博物院筹建工程，以

及随后受陈嘉庚先生指派主持

博物院的工作中，始终任劳任

怨，呕心沥血地完成好任务，一

直工作到 1990 年退休，用毕生

精力守护着嘉庚事业。

1965 年 5 月，“四清”（清政

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

动在统战系统全面开展。9 月，

华侨博物院闭馆。

60 年代后期，一日，南普陀

内的四大金刚被破坏倒地，巨

响传到陈永定位于博物院附近

的家中，也砸在了他的心上。

华侨博物院开馆时有 6000

多件展品，大多是嘉庚先生于

耄耋之年亲往北京等地征集的

青铜器、陶瓷器、字画等文物，

藏品中还有不少是来自华侨的

捐赠，件件都很珍贵。为了保护

博物院文物不受破坏，陈永定

果断决定把它们藏起来。

往哪藏？熟悉博物院建筑结

构的陈永定把目光紧锁在主楼

屋盖下的隐蔽空间。他支开无关

人员，带着全家人，不分昼夜，赶

着时间在博物院里转藏文物。搬

了一个多星期，才将能转移的文

物都成功转藏到“密室”。

陈永定把主楼顶层的窗户封

死，刷上和外墙一样的颜色，不露

痕迹，并反复叮嘱家人不要告诉

任何人。全家人守着文物下落的

秘密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直至

1978 年华侨博物院复馆工作启

动。陈永定用他对嘉庚事业的责

任心，保下了华侨博物院的立院

之本。为此，获厦门市委统战部颁

发牌匾“功劳永志”。

1981 年华侨博物院恢复开

放，观众发现博物院多了“华侨

历史简介馆”，这是陈永定花费

大量精力主持整理的华侨历史

图文展，也从此奠定了华侨博

物院华侨历史陈列的陈列体

系。他还和同事合力探索文物

展示工作，打造及引进《洛阳唐

三彩展览》等诸多具有影响力

的展示活动，丰富了厦门人的

文化记忆。

华侨博物院与华侨的故事
“华侨博物院是华侨的纪念

物，也是‘华侨时代’的一个历

史标志”。在陈永定之后，陈毅

明于 1990 年接过华侨博物院院

长一职，直至 1997 年退休。说起

华侨华人与华侨博物院的故

事，她如数家珍。

50多年来，华侨博物院因为

是陈嘉庚与华侨“制造”，始终得

到国家的重视和保护，得到侨界

人士及广大市民的关爱和扶持。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

长、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主席孙

炳炎是当年创办华侨博物院的

32位捐款人之一。他对嘉庚先生

由衷敬佩，从年轻时期就追随嘉

庚先生。对祖居地同安，甚至厦门

市的建设，他一直在帮忙。对华侨

博物院更是心之所系，华侨博物

院需要汽车，缺少经费，他都提

供了帮助。他还将自己收藏的

资料、纪念品和有关的实物捐

赠给华侨博物院。在他的推动

下，怡和轩俱乐部董事会做出

决定，将陈嘉庚先生任怡和轩

俱乐部主任时期（1923-1947）

的红木家具四件捐赠给华侨博

物院。“我这样做，仅仅表达我

对世界伟人陈嘉庚先生

的无限崇敬之情，表达对

陈嘉庚先生集资创办的

我们华侨华人自己的博

物馆的一点爱护之心”。

在上世纪末“商海”

大浪滔天时，集美校友、

著名华人慈善家李尚大

动员其海内外友人支持

华侨博物院发展，引起了

中央和省、市有关领导的

重视及社会的关注，为后

来的发展拓宽了路子。

新加坡李成义主持

李氏基金时，捐 300 多

万元支持华侨博物院建

文物库房，解决了文物长期得

不到妥当保管和保护的实际困

难。

菲律宾华侨杨淑芳老人在

卧病不起时，记挂着保存在晋

江家乡的精雕细刻的嫁妆床

铺，辗转托人找到华侨博物院，

了却了捐赠给保存华侨文物的

国家单位的心愿。

1990 年代以来，许多南侨

机工老人将冒着被打成“间谍”

“特务”的危险所收藏的抗日战

争文物，捐赠给华侨博物院。此

前，有的博物馆三番五次派人

去征集，他们硬是不肯给。他们

只认陈嘉庚创办的华侨博物

院，认为这是华侨的博物馆，文

物放在那里就像放在自己家

里。

华侨华人与华侨博物院的

动人故事还有很多，举不胜举。

在陈毅明之后，丁炯淳、曾

滢、刘晓斌……一任又一任的

院长带着“华博人”，在嘉庚旗

帜的引领下前行。时代在前进，

环境在改变，但华侨博物院所

蕴藏的嘉庚精神、华侨精神是

不变的，它将在中国文化教育

发展史上不断地放射出光芒和

异彩。

（参考书目：《华侨博物院三十年（1959-1989）》；《陈嘉庚归来的岁月》；《一声“永定侄”藏心间 毕生守

护嘉庚事业》郭睿；《华侨博物院五十周年院庆论文集刊》）

陈嘉庚写给陈永定的信

年华侨博物院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