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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民族志士、爱国华侨诗人陈文旌先生 □吴方

陈文旌先生（1915-1997），

笔名风雨楼主，新加坡华侨，著

名华侨诗人、书法家，祖籍厦门

同安丙州。丙州是中国现代史

上抗击外敌、以身殉国的民族

英雄陈化成将军的故乡。陈文

旌的祖父陈振来先生是陈化成

将军的嫡系长房长孙，陈文旌

是陈化成将军的嫡系四代孙。

远赴重洋志在四方
陈文旌的母亲何清治女士是

泉州名门望族之女，16 岁嫁入丙

州陈家，19 岁随丈夫陈振来去香

港、东南亚各地经商，21 岁在海外

生下了儿子陈文旌。儿子刚满周

岁，26 岁的父亲陈振来先生去世，

母亲何清治只有 22岁。为了躲避

个别族亲的欺凌，孤儿寡母，只好

离开故乡来到鼓浪屿内厝巷定

居。母亲虽是寒灯苦烛节衣缩食

淡泊生存，但对儿子却是百般呵

护万般宠爱，4岁时便请了当时的

名塾师竟存先生为儿子开蒙，到

了 6 岁，又把儿子送到新学堂去。

往往，为了陪伴儿子描红、课读、

背诵古文，她鸡啼即起，深更不

寐。后来儿子在海外的诗书画盛

名，多半要归功于少年时代母亲

朝朝暮暮的教诲和敦促。母亲茹

苦含辛的厚爱加上家族的英雄血

性，成就了陈文旌的才华和侠气。

13 岁，陈文旌考上厦门省立

第一中学（今天的厦门一中）。16

岁，陈文旌考上厦门大学法律系。

大二时，懂事的他便在中国银行

厦门分行厦大囊萤楼办事处找了

一份兼职半工半读。大学毕业时

刚满 20 岁，远亲王经叨先生准备

去新加坡，问起母亲是否愿意将

儿子让他带往南洋，母亲思索再

三，回复王先生：“去吧，好男儿志

在四方！”

从此，陈文旌远走天涯。在新

加坡，陈文旌先在一家公司的货

栈打工，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盘

剥，他心中愤愤不平，后来投考新

加坡中国银行，从科员一路做到

银行襄理。

杰出的华侨诗人和爱国志士

心系厦门 为侨贡献
陈文旌先生和夫人洪婉容

女士育有 3儿 3女共 6 个子女：

陈慧瑛、陈孔熙、陈孔煊、陈孔

辉、陈慧真、陈慧芳。长女陈慧

瑛自新加坡归来，在厦门大学

毕业后，因海外关系被发配太

行山劳动 6 年，后来回乡，连任

4 届厦门市人大常委、4 届侨港

澳台外事民族宗教旅游委员会

主任，连任 5 届厦门市作家协

会主席，还担任第 4 届全国侨

联委员，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

多年间，为侨务立法，为归侨、

侨眷、三资企业排忧解难，为保

护侨益，为教育、文化、宗教等

事业引进大量捐赠，为弘扬侨

港澳台胞热爱祖国的精神风

貌，做了大量有口皆碑的工作，

先后被评为首届“全国侨界十

佳”；全国优秀侨务干部；全国

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首届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

等，她利用几十年的业余时间，

写出了 30 部著作共 800 多万

字，重点用于弘扬华侨的爱国

爱乡情怀和厦门侨乡天翻地覆

的伟大变化，她是当代著名的

归侨作家。陈文旌和陈慧瑛，一

家两代文星璀璨，在侨界和中

国文坛传为佳话。陈慧瑛的成

就，与祖上的家学渊源和父亲

陈文旌先生的淳淳教诲、耳濡

目染分不开。

1997年农历五月初九，83岁

的陈文旌先生仙逝。丧礼在泪水

和鲜花里举行。到了出殡那一刻，

原来阳光灿烂的云天忽然乌云密

布大雨滂沱，陈文旌先生一生以

“风雨楼主”为笔名，此刻，风呵雨

呵都来为他送行!

在大生里殡仪馆，儿女们以

为父亲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华侨

老人，丧事由成群儿孙操办即

可，并不敢惊动他人。想不到，

除了自家亲友之外，前来参加

遗体告别仪式的家乡父老乡

亲，父亲的生前友好，文化、新

闻、侨、港、澳、台、商、宦各界的

知名人士竟逾千人。挽联、挽诗

将灵堂大厅四壁全部覆盖，至

于花篮和花圈，密密麻麻地把

殡仪馆所有的厅堂和数百米的

过道全部摆满。其中最催人泪

下的是厦门诗词学会以陈文旌

先生名字冠头的挽联：

文笔绽奇葩，骚苑春秋记巨

星，后代相承心应慰。旌旗飘彦

韵，词楼风雨闻瀛海，一朝永诀

泪纷飞。

陈文旌生前知交、厦大教授

黄拔荆，著名画家张人希，著名书

法家高怀，原市社科联主席方友

义，陈文旌平生至友、书法家林严

心等也纷纷致挽词、挽诗。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陈文旌

先生不仅生前得到良朋挚友的真

诚厚爱，连故后丧礼也能如此极

尽哀荣，直到此刻，人们才真正体

会到陈文旌先生这位华侨文化名

人的人品和才学的魅力！

（一）

哀音忽报将星沉，痛失干城愤更深。

辜负忠肝酬国志，拼将热血抗胡心。

当年战绩威犹在，此日英名节可钦。

未扫妖氛身已死，全民涕泗满衣襟。

抗日战争期间，陈文旌与爱

国侨友、文化界知名人士张楚琨、

洪丝丝、巴人、高云览、马寒冰等

相交甚密，共同宣传抗日，反对日

寇，并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发动

爱国侨胞，投身祖国的抗日运动，

写了大量爱国抗日诗词，讴歌祖

国抗日战争，鼓舞海外华侨抗日

斗志。当时，陈文旌先生有《悼抗

日英雄谢晋元将军》诗二首于报

纸上发表后，在东南亚侨界广为

流传：

（二）

全凭肝胆报秦仇，风雨狂涛誓共舟。

壮士立名传海表，将军夭志护神州。

青天旗下声先振，黄埔江边水逆流。

一缕忠魂归去后，将星依旧照千秋。

1939年，在新加坡《狮岛日报》

举办的“东南亚抗日诗文评比”中，

陈文旌的诗歌荣获第一名。当时

《狮岛日报》的主编是著名作家郁

达夫先生。陈文旌在领奖时与郁达

夫相识，从此成了忘年之交，此后

两人诗作唱和达百余篇之多。姑录

其中一首，以飨读者：

艰难国步孰先忧， 岂许天涯浪迹游。

勾践沼吴方舐胆， 终军系越正纾筹。

风前扪虱非无意， 酒后谈兵亦有谋。

莽莽神州频北望， 挥戈我欲济中流。

一九三九年春于星洲

抗战军兴，买棹南渡，谨步郁达夫词长述怀壹律

陈文旌先生的书法艺术，无论

行、楷、草、篆，都特别优秀，当年可

谓名满星、马、泰、菲及港、澳、台地

区，有《风雨楼主诗集》和《南洲杂

咏》二部诗著和诸多书法作品存

世。张楚琨先生曾经说过：在东南

亚特别是星、马文坛，陈文旌是诗、

书、画并重的屈指可数的文坛佼佼

者。

陈文旌在新加坡认识了同安

乡亲、爱国华侨老前辈洪镜湖先

生。洪镜湖先生是当时新加坡商

界翘楚，也是文化界诗词魁首，陈

文旌与洪老先生诗作书法唱和过

从密切。洪老先生爱陈诗书并秀，

以才择婿，将 19 岁的女儿洪婉容

小姐嫁给 28 岁的陈文旌。

五十年代，陈文旌携带妻子

儿女回到故乡厦门。回乡后，他一

面在厦门中国银行工作；一面在

侨联，与颜西岳、陈应龙、林承志、

张述等一批爱国侨领，积极投身

（一）

阡陌纵横田舍家，观光此日趁朝车，

红楼绿瓦浮村出，渔艇帆樯滞水涯。

（二）

不分南北与东西，云树烟波一望齐。

胜景归来犹恋恋，枯肠搜索乏诗题。

（三）

忘我精神始创基，堤长十里未为奇，

淮河建设惊中外，伟绩丰功赖护持。

（四）

波涛无复再滋生，从此全闽大道行。

满眼山河新气象，汀溪水库又完成。

（五）

丰碑矗立海云开，词客间关览胜来。

题壁琳琅皆幼妇，鳌园信美几迂回。

（六）

凝眸顾盼海门潮，帆影歌声去未遥。

预约中秋明月夜，重游胜地驻经宵。

（七）

游踪少酣候归车，浏览风光兴未赊。

懒到津亭为怕暑，骄阳却喜绿荫遮。

（八）

横流迫岸竟无波，车驶长堤顷刻过。

极目海天共一色，初潮平似镜新磨。

（九）

归来相思逐潮生，风物园林旧日情。

鳄屿八闽夸特产，文昌鱼比五侯鲭。

（十）

塞责无求创意深，雕虫敢与雅人吟，

相期鹰厦路通日，再向骚坛聆好音。

1990 年，为了弘扬革命先

辈、民族英雄陈化成将军爱国

主义英风正气，陈文旌先生出

资出力，组织了方友义、洪卜

仁、方文图、林严心、彭一万等

一批有为志士，创办起陈化成

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他担任该

会创会会长，为故乡的爱国主

义教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中国《文艺

报》上，还专门提到这位杰出的

华侨诗人和爱国志士。

参观集美海堤，赋诗十绝以纪之

陈文旌、洪婉容结婚照

陈文旌 岁留影

侨联各项事业，努力为侨界服

务；一面与他的外叔公———厦

门著名侨领、民族志士、厦门总

商会会长洪晓春先生时常聚会

共商国是、诗文唱和，并引进侨

居新加坡的岳父洪镜湖先生的

外汇、族亲印尼爱国华侨陈剑

敦先生的外汇，捐赠故乡的教

育、文化事业，诸如同安马巷的

窗东小学、启智小学、同民医院

等等。另一方面，他与厦门诗、

书、画界的名人、雅士、教授、学

者虞愚先生、张人希先生、高怀

先生、罗丹先生、李禧先生、肖

百亮先生、梁果斎先生等等交

往深厚，诗书画往来络绎不绝，

成为当年厦门文坛盛事。

五十年代末，陈文旌先生再

度旅外，至八十年代初归来，除

与上述健在的艺术前辈时作文

艺盛会，推动厦门

诗书画艺术繁荣昌

盛之外，又与他当

年领导下的马共部

下洪卜仁先生、方

文图先生等，以及

厦门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兼社科联主席

方友义先生、市文

联主席谢澄光先

生、《厦门日报》副

总编林严心先生、

厦门大学中文系黄

拔荆教授及林丽珠

教授、市文化局局

长彭一万先生等

等，由厦门市作家

协会主席陈慧瑛女士牵头，发起

成立厦门市诗词协会。陈文旌先

生是创会会长，在厦门兴起诗词

创作热潮，为讴歌厦门改革开放

家乡巨变的新风貌，他创作了大

量诗歌，举例如下：

陈文旌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