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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佳畅整理

陈有理，1950 年出生于印尼，

旅居海外第八代华侨。她很普通，

是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的一名

居民。她也不普通，印尼归侨，退

休后担任街道侨联主席，并自掏

腰包，跋山涉水，义务帮助海外华

人、华裔寻根，至今已有 61 期。她

被印尼华人子女称为“中国妈

妈”，更是海外华人华裔来闽寻根

者眼中的“指南针”。2018 年，陈有

理入选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

名单。

心中埋下爱国爱党的种子

陈有理出生在印尼一个华侨

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曾唯

旅居印尼 7代，母亲是陈安尼。

上世纪 30年代，在荷兰留学

期间，陈曾唯出任中华会副主席

（该会是留学荷兰印尼华裔学生普

遍参加的组织）。为支援祖国抗日，

他与陈安尼曾分别在荷兰和印尼

冒生命危险组织义演和募捐。

在印尼时，陈曾唯、陈安尼无

比激动地给孩子们讲述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他们因此受到极大鼓舞，对共

产党充满信心，一直向往回到自

己的祖国。

1960 年，他们断然决定响应周

恩来总理“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新

中国建设”号召，放弃自己财产和

舒适生活，带着 3 个孩子回到正

在经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年轻的新

中国，受到了中侨委、福建省侨联

热烈欢迎。

文革期间，爱国的夫妇受到

不公正的批判打击，但这丝毫没

有动摇他们对祖国的深情与期

待，毅然继续留在祖国，这使得许

多国外亲朋好友不可理解。

陈有理的个人命运随时代浪

潮起落，从小学到中学只读了 5年

的书。1969 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

到龙岩市武平县中堡公社，1971年

被招工回到厦门市新华玻璃厂当

工人。

1978 年，陈曾唯、陈安尼平反

后，陈有理被调到厦门大学党委

统战部从事侨联工作。

2007年，在生命走到尽头时，

陈安尼与女儿回望来时路，她吐露

心语：无怨无悔于自己的一生和选

择，所有的坎坷与不幸皆是命运的

安排。父母亲矢志不渝的华侨赤子

情怀深深地影响着陈有理。

几经周折帮荷籍华人找到故乡
思明区厦大北村小区，陈有理

家中，满满当当一个书橱，都是她

这些年寻根整理和参考的资料。

2018年 10月 19日，漳州龙海市角

美镇石美村北门社，11个人的华裔

寻根团，从德国、荷兰、美国、印尼、

香港等地，赶到厦门，在陈有理的

陪同下，找到了徐氏宗亲。

在 2018 年的 3 期寻根中，让

陈有理最欣慰的是，帮助荷兰第

五代华裔许添兴，找到了“遗失”

整整 5 代人的故乡———澳水。

“2017 年 10 月 31 日，我收到了香

港好友林冬雪的寻根求助信。”陈

有理回忆道，“信中说，她的公公

许添兴三代人，准备到厦门寻找

祖籍地，希望能得到帮助，而线索

只有三个字‘澳水村’。”

澳水村究竟在哪呢？陈有理查

阅了不少材料未果。好在林冬雪

在查阅《厦门志》等史料时，无意

中发现，他们寻找的“澳水村”，史

上有位“许志正”，其妻在演武亭

右曾立有节孝牌坊。

陈有理说：“根据这条线索，

我们开始对顶澳仔（演武亭一带）

进行调查。首先请厦大南洋研究

院聂德宁教授帮助解读许添兴祖

父墓碑上的‘承重孙荣桂孝孙’含

义，同时找洪卜仁老师了解关于

澳水的历史和面积，还找到了澳

水村主要的许氏家族成员，拿到

了一份不完整的许氏族谱”。“原

来，澳水正是顶澳仔的古称，就在

我家门口。”陈有理十分兴奋，她

最终带着许添兴完成了这次寻根

之旅。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中国

话》栏目组亦全程跟踪拍摄。

助华人华裔寻根 61 次
“寻根真是特别烧脑，拿到手

的线索往往少之又少，是体力和脑

力的双重考验。”陈有理总结道。

帮人寻根，第一道难关就是

语言。幸好，陈有理懂印尼语、荷

兰语，这在寻根时发挥了不小的

作用。不少海外华人华裔已经不

会汉语了，族谱、墓碑等资料上的

中文根本看不懂，有些资料甚至

是根据闽南语发音写的，都得靠

印尼华人子女喊她“中国妈妈”
“这是份苦差事，您不收一分

钱，还要自掏腰包，怎么能坚持这

么久呢？”面对提问，陈有理略加

思索，给出了答案：“雷锋”。“我是

旅居印尼的第八代华侨，1961

年，父母响应高级知识分子回国

参加祖国建设号召，我随父母自

费回国。”陈有理说，那个年代，全

国正兴起学习雷锋的风潮，“也就

是那时候，雷锋‘助人为乐’的种

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

陈有理到厦门大学党委统战

部从事侨联工作后，更是结识了

许多华人华裔，还帮助监护 5位

未成年印尼华人的子女，为他们提

供生活等各方面的帮助。而今他们

都已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他

们都称呼陈有理为“中国妈妈”。

助人为乐感动中国
陈有理 2000 年退休后，许

多华人仍找她解决各种困难，

她仍继续做些侨联工作。担任

思明区侨联委员、常委；2005 年

至今任滨海街道侨联主席，多

年义务帮助海外华人华裔寻

根；同时还热情帮助归侨侨眷，

为他们的亲人实现捐赠遗体和

器官的夙愿。

通过寻根，陈有理为福建省

博物院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资

料，使华侨博物院获得许多珍贵

历史相片和华人华裔的族谱；为

三个华侨历史研究单位输送有

关海外华人的资料。通过寻根的

美籍华人，为有关研究员获得郑

成功助手陈永华家族的族谱；通

过沟通海外华裔，为龙海角美镇

的石美村篁山家庙要来他们文

革期间失去的族谱资料。

对陈有理来说，成功寻根不

意味着结束。只要有空，她就把

寻根家族的故事翻译、记录下

来，成为华侨历史研究十分重

要的资料。几年来，她日以继

夜，放弃休息，翻译荷文、印尼

文、英文等大量资料，争取早日

系统地整理所有寻根资料。

陈有理在侨联工作了 28 个

年头，不仅与海外华人华裔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同样一如

既往地关心着五六十年代回国

的老归侨，做他们的知心人。在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归侨、还是

侨眷，她一接到他们的求助电

话，都及时尽快地给予帮忙。有

次凌晨，帮助“120 救护车”为中

风侨眷抬担架；为邻居行动不

便的老归侨天天量血压；帮助

逝世老归侨年老多病的家属到

社区领取油、米救助食品；帮助

住院的空巢侨眷处理各项事

宜；帮助老归侨选择敬老院和

入住敬老院，更可贵的是，陈有

理 20 年如一日地关照爱国归

侨郑自治、王金璇伉俪，帮助他

们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直到

2005 年郑老逝世。

1997 年，陈有理的母亲立

下捐赠遗体遗嘱，陈有理全力

帮助、支持她，并于 2002 年 85

岁时成功地到市公证处办理公

证，为当时本市的首例遗体捐

赠公证。她的母亲也已于 2007

年 6月 20 日实现了捐赠遗体的

愿望。2010 年，陈有理被厦门电

视台邀请，参加了道德论坛节

目。该节目播出后，在侨界引起

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老一辈归

侨通过陈有理办理了捐赠遗体、

器官手续。在他们临终前，只要接

到家属的电话，不论白天还是三

更半夜，她都会迅速赶到病床前，

让他们走得放心。老人走后，她便

及时联系红十字会和医学院，帮

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

2018 年 5 月 30 日，因 28 年

来热心帮助 131 位华人华裔归

国寻根事迹，陈有理入选中国

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名单。

回首这些年的点点滴滴，陈

有理时而欢笑，时而含泪。她

说，很多寻根华人和华裔，让她

十分感动，“尽管有很多人已经

不会说中文了，但是他们仍坚

持要找到祖先的故土，因为无

论在哪儿，他们体内都涌动着

中华血脉”。陈有理说，不少年

迈的寻根者，仍积极学着中文，

希望有一天，能寻回并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不管是做好事，

还是后来坚持寻根，仅靠我一

个人是完不成的，不仅有侨联，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都支持我、

帮助我。”陈有理还感谢家人的

支持与陪伴，只要她在忙，家里

的活都是丈夫干，有时候还要

帮她一起走访。

光阴荏苒，回想飞逝而过的

往事，陈有理仍然记忆犹新。她

感谢各级党委、侨联领导对她

和她父母的关怀。如今她也感

到十分荣幸能代表侨联，帮助

接待海外华人华裔；帮助归侨

侨眷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

党和侨联当义工。有机会为华

人华裔做些有益的事，她感到

无比幸福！

参考书目：《海峡导报》2018 年 12

月报道

陈有理帮忙翻译，“我先生是地

道的闽南人，给了我不少支

持”。

有一次，印尼的徐氏宗亲收

集了 11张墓碑的照片，请陈有

理帮寻根。他们已经不懂汉语

了，陈有理就把照片上出现的

汉字翻译成闽南语，再用印尼

语拼音写出墓碑祖先的闽南语

发音。为了让翻译尽量准确，她

还特意买了闽南语词典来学习

研究。

在陈有理的案头上，常用的

词典，如荷兰语、印尼语、英语等

加起来就有7本之多。而在翻译

过程中，陈有理最怕的是“地名变

更”，她还要常常找自己“组建”的

地方文史“专家库”帮忙。

有了方向，但每次帮寻根，

陈有理都要亲自前往当地确认

信息。她的足迹遍布闽南各地，

遇上崎岖的山路，连汽车都走

不了，只能坐摩托车。帮荷兰籍

华裔寻找“蓬山”时，为了确认

“蓬山”是如今的龙海角美镇上

房村，她特意跑到上房村。村里

老书记带她爬山找古墓，通过

古墓墓碑文字确认这里就是要

找的“蓬山”，这些都是体力活。

海外第五代华裔余望安，找

到陈有理时，能提供的线索，也

只有一张外曾祖父墓碑的照片

和一个叫“岭兜”的地名。陈有

理在闽南地区找到了 40 多个

叫“岭兜”的地方，但没有其它

信息可以确认是哪个。后来，余

望安的丈夫把寻根信息放到网

上，龙海市浮宫镇后保村岭兜

社有了回应。陈有理就专门前

往龙海，查看族谱，确认信息。

2011 年 7 月 15 日，陈有理

带领荷籍第 7 代华人 Tjay 和女

儿 Chin Lin Tjiook (第 8 代荷籍

华裔) 到长泰县陈巷镇上花村寻

根，他们回去荷兰后，Chin Lin

Tjiook 向祖母 Patsy（荷籍华人第

三代）详细汇报了寻根经过。这位

73 岁的祖母便率领 8 位来自印

尼和荷兰的亲人于 2012 年 4 月

29日至 5月 5日，一起来到厦门

寻找她祖父在上花村的祖籍地。

在陈有理整理的 3 本笔记

本上，清晰记着 2004 年至 2019

年 61 次的寻根经历，而这些常

常都是她自掏腰包，但她却乐

此不疲。之后，她仍奔波在为海

外华侨华人寻根的历程中。

许添兴祖孙三代到澳水寻根谒祖

陈有理获得“ 感动厦门十大人物提名奖”图片来源：思明区侨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