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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希

陈毅明，祖籍海南省琼海市，

1935 年在新加坡出生，1953 年回

国，先后就读于集美中学和厦门

大学，1961 年 -1989 年在厦大任

教，1990 年调入华侨博物院，任副

院长，1999 年退休。

步入陈毅明的家中，客厅墙上

悬挂着巨幅书法对联“每临大事有

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在陈毅明

的身上，看到的正是这种淡泊宁

静、举重若轻的气质。在厦门大学

潜心研究、传播华侨精神；主动申

请到华侨博物院，努力实现陈嘉庚

先生的遗志；为南侨机工奔走呼

告，在“百家讲坛”上流泪讲述他们

的故事；历经失去至亲的苦痛，独

自坚毅、积极地走在夕阳里。

选择到嘉庚先生的故乡读书
陈毅明 1935 年出生于新加

坡一个割胶工人家庭，家境贫寒，

9岁丧父，读完小学即当童工。

1952 年，她在新加坡阜安布

伞行做工，业余在醒华夜校学

习，还到益群夜校成年识字班当

教员助理。那年 7 月，新加坡英

国殖民当局以“违犯《紧急法

令》”为由，将其拘押，先后被关

在中央警察局、西罗敏女牢和巴

生集中营，长达 1 年又 14 天。

1953 年 7 月 22 日被“遣送”出境，

29 日到达广州。马来亚(包括新加

坡)英国殖民当局于 1948-1960 年

疯狂逮捕、驱逐华侨出境，仅广州

一地就接收了 3 万多人。因陈毅

明出生于新加坡当地，又无证据

定罪为“政治犯”，故不叫“驱逐”

而是“遣送”。

被监禁期间，当局曾派人动

员陈毅明去“感化院”，接受感化

以获优待和自由，但她拒绝了。被

“遣送”前，又让她选择“去中国台

湾”还是“红色中国”？她毫不犹

疑：回到新中国！

回到祖国那年，陈毅明 18

岁。经过补习，她参加了当年全国

华侨学生的中学统一考试，被录

取读初中三年级。当时可任选哈

尔滨、北京、武汉、广州和厦门五

地的中学。她没有多想，就决定到

陈嘉庚先生的故乡、到小学老师

李鸿江读过书的地方，因此选择

了集美中学。

人生有很多选择，在几个关

键节点，一个岔道便是另一番境

遇。回首当年，陈毅明说“我的选

择，于心无愧”。

在集美中学，基础薄弱的陈

毅明在老师同学们的帮助下，学

习赶了上来，1957 年夏天考上了

厦门大学历史系。1961 年大学毕

业留校，在厦大历史系东南亚史

教研室从事华侨史的教学和科

研。1964 年被抽调参加“四清”工

作队，去南安县搞“四清”运动，结

束后接着又到上杭县继续搞“四

清”。不久就进入了“文革”的动乱

年代。陈毅明有“海外关系”，每天

每时都小心翼翼，必须服从革委

会的安排参加活动。

“文革”后期，一些归侨开始

纠结是否移民出境，一方面感觉

爱国的心受伤了，另一方面又对

祖国根脉无限依恋。陈毅明也有

过同样的困惑，但她做出了今生

无悔的选择。

1979 年厦大历史系东南亚史

教研室恢复，系主任陈在正认

为，华侨历史必将成为新的学科

领域，而陈毅明又是归侨，具有

感性认识基础，于是安排陈碧笙

教授指导她开设华侨史课程，从

事华侨史研究。从 1981 年第二

学期开始，陈毅明为历史系学生

讲授华侨通史选修课，很受欢

迎，其中有一年跨系科选修的学

生竟有 300 多名。

选择到嘉庚先生创办的华侨博物院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朝气蓬

勃、令人怀念的时代。当时的人们

特别是党政干部和高校学生，学

习热情都很高，渴望了解华侨华

人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外面精彩

的世界。陈毅明就曾 7 次为民盟

中央委托民盟厦门市委举办的华

侨(三胞)工作讲习班讲述《华侨社

会的形成与发展》。

与此同时，陈毅明还带学生

去华侨博物院参观。一次次的现

场教学活动，让她越发感悟陈嘉

庚创办华侨博物院的深远意义。

陈毅明了解到华侨博物院缺

少专业人员，去那里工作的念头

与日俱增。她不顾老师、归侨朋友

等的劝阻，1990 年元旦一过，离开

学习、工作了 29 年的厦大，调入

华侨博物院，一直干了 9年，到 64

岁才退休。

由于“文革”劫难及经费不

济，当时的华侨博物院陈列落后、

百废待兴。陈毅明从清点、鉴定文

物入手，制订发展思路和计划，拟

出展览大纲和实施细则，确立按

专题调整陈列。华侨博物院的陈

列改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充

分利用院藏文物，扩大了展线，充

实了内容，并采用现代化展示手

段，将华侨走向世界的足迹、创业

海外的艰辛、融合当地的过程、落

地生根的选择和源远流长的亲情

等，作了系统形象的介绍，受到了

海内外来宾和文博同行的高度评

价。

陈毅明与海外侨胞，特别是

上层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在

华侨博物院工作期间，为文物

库房建设和重新布展等项目争

取到不少海外侨胞捐款。1999

年又为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争

取到海外侨胞捐助的 21 万元

研究基金。

陈毅明说，陈嘉庚创办的华

侨博物院，当时是全国唯一，也

是世界唯一，是陈嘉庚留给世

人的记忆珍宝。“生怕它在自己

的手上褪了色”。

选择以宣传嘉庚精神为己任
华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和

发展进步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

出贡献，陈嘉庚先生是华侨的

杰出代表，陈毅明对陈嘉庚先

生充满敬仰之情。

在厦大时，在陈碧笙教授的

指导下，陈毅明潜心研究华侨

史和陈嘉庚。她以陈教授 7 万

字油印的陈嘉庚年谱为蓝本，

编写出版了《陈嘉庚年谱》；以

陈教授为主编、自己为主要撰

稿人出版了华侨历史专著《南

洋华侨史》。

在编著《陈嘉庚年谱》时，

陈毅明每天从厦大到集美查

阅陈嘉庚的档案资料。1985 年

初，陈毅明接到校长办公室的

通知：为广东省科委选派出国

留学的 34 名学生讲“陈嘉

庚”。面对即将出国的青年学

子，陈毅明心潮澎湃，饱含深

情，讲述自己所知道、所理解

的陈嘉庚。这是她第一次讲

“陈嘉庚”。当时她一定没想

到，自己有一天会在中央电视

台上将嘉庚精神讲给亿万观

众听。

2007 年 5 月 5日和 6日，中

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放

两讲《我心目中的陈嘉庚》。陈

毅明成为“主讲人”。在七八位

专家和权威人士中，陈毅明能

够脱颖而出，凭借的是她对陈

嘉庚先生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她这样说：

在我的心目中，陈嘉庚是

20 世纪海外华侨华人最为杰出

的领袖人物，具有多重社会角

色：

是一位在西方国家统治的

殖民地，敢为世纪先、成功创业

的华侨企业家；

是一位在国内外最具影响

力、最能广泛团结、动员和组织

海外侨胞的华侨政治领袖；

是一位把兴学以改造国家

社会作为国民天职而倾注了毕

生的财力、精力但宏愿犹未尽

的教育事业家；

是一位忧国忧民，视国家安

危、民族存亡尤重于身家性命，

对中华民族始终充满自尊心、

自信心和责任心的伟大爱国

者；

是一位既大力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又积极学习和吸收西

方文明，引领时代潮流的社会

改革活动家；

是一个思想敏锐、胸怀宽

广、是非分明、一身正气的大写

的中国人，又是一位跨越国界

的、世界性的伟人；是一个普通

人，一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

老人，一个很有血性、很有个性

的男子汉，但却不是一个负责

任的丈夫和父亲。

《百家讲坛》中，陈毅明深

情、生动的讲述，受到国内外

观众的好评，很多人打电话、

写信告诉她，他们看节目时，

与她一样，留下了感动的泪

水。

选择为南侨机工奔走呼告

1980 年，陈毅明在厦大图

书馆、南洋研究所翻找资料时，

开始接触到南侨机工的史料。

后来从事华侨史的教学与研

究，使她对南侨机工有了更多

的了解和理解，特别是与南侨

机工老人交上朋友后，他们的

情怀和遭遇让她感动，也让她

牵挂。

自 1993 年以来，陈毅明曾

十多次到云南、广西、重庆、广

东、海南参加寻访、宣传和慰问

南侨机工的活动。此外，还在昆

明和厦门举办专题展览。1995

年，以“中马历史文化访问团”

的名义，协助马来西亚华人文

化协会、马中友好协会、华社资

料研究中心举办《南洋华侨机

工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图片展》，

在吉隆坡、怡保、槟城、马六甲

和新山巡展，同时开展以南侨

机工的“回顾峥嵘岁月”为主题

的演讲，影响深远。

陈毅明的心与南侨机工的

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她为之

奔走呼告，对南侨机工这一群

体被社会所认识、认可做出了

贡献。

1998 年 8 月的一天，陈毅明

接到南宁市南侨机工殷华生老

人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得知殷

老 1996 年以来的医疗费因单位

不让报销而积欠，不能住院治

疗，在家里病逝。单位的领导认

为殷老是“国民党”，对老人的

生死不曾关心、过问。殷老的儿

女们气愤不过，有过激行为的

冲动。陈毅明立即写了一封信，

发传真给时任中国侨联主席杨

泰芳。

殷家的事最终得到了妥善

处理，但这促使陈毅明寻求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1999 年 12

月，她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写

成《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一

文，分寄给海南、广东、广西、云

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侨联

和中国侨联，并附言请求在全

国两会上提交议案或提案，切

实解决南侨机工的工龄(从抗战

算起)和生活待遇问题，并建议

给以恰当的身份认定，如可否

考虑为“有功于抗战的爱国华

侨”，授予相应的荣誉证书，享

受相应的待遇。

来自民间的呼喊，引起了福

建省侨联、国务院侨办及相关

部门的重视。经过许多人的努

力，南侨机工获得了应有的荣

誉，生活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直到今天，陈毅明依然不时

接受相关采访，支持有关单位、

南侨机工子女拍摄、出版相关

的影视作品和书籍。2020 年 11

月 12 日，云南最后一位南侨机

工罗开瑚辞世，享年102岁，“抗

战史上最悲壮的群体”均已离去。

回首 30 年的奔走、宣传，陈毅明

感慨“尽了绵力，于心可慰矣”。

选择做直言敏行的侨务工作者
陈毅明既是一个面壁潜思

的学者，又是一个破壁敏行的

侨务活动家。

1992 年 8 月陈嘉庚国际学

会成立，进而酝酿集美大学的

组建。这其中，陈毅明起到了穿

针引线的作用。她以省人大代

表的身份向省市领导提供信

息，并多次陪同陈嘉庚国际学

会领导人李尚大、林子勤等会

见省市领导，商议组建集美大

学的各项工作。根据领导和海

外人士的设想，她起草了《陈嘉

庚国际学会建议筹办集美大学

公启》。筹建集美大学一事提上

了议事日程，1993 年 10 月，福

建省政府做出了《关于筹建集

美大学的决定》。

1998 年 8 月，陈毅明向致

公党中央联络部汇报了印尼华

人唐裕先生的情况，并根据指

示，以个人的名义支持唐裕先

生接受印尼政府颁赐特等功臣

勋章。陈毅明与唐裕一直保持

着密切情谊和往来，唐裕在为

改善华人处境和中国与印尼恢

复邦交、促进中印(尼)友好关系

做了大量工作。

陈毅明是中国致公党党

员、省人大代表，她将关于

“侨”的研究应用于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水平较高，特别是善

于切入侨情的热点、要点和难

点。她向省里提出不少建议，

促使多项归侨问题得到了解

决。

这些年来，陈毅明每天都过

得充实且有意义。她仍然在学

习，在思考，保持着特有的幽默

感，就像“生命中的光和盐”，在

丰盈自己人生的同时，还照亮

了很多人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