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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集美街道

厦门市侨乡侨文化系列宣传报道四十三
名片点击

集美街道是著名的侨乡，
是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
陈嘉庚先生故里，也是国内侨校、侨生最多的城区，具有“嘉庚精
神”和“华侨文化”等独特的文化底蕴。这里环境恬静幽雅，风光
旖旎，陈嘉庚先生故居、鳌园归来园、李林园、龙舟池、学村建筑
群等都是独具风韵的人文景观，年旅游人数近百万人次。
集美先人移居海外的历史，
有文字可考的可追溯到元末明初，
清代及民国时期人数尤众，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一带。他们长期与居
住国人民和睦相处，
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前赴后继的勇气，披荆
斩棘，
艰苦奋斗，
涌现出陈嘉庚、
陈敬贤、
陈文确、
陈六使、
陈永和等
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华侨、
华人素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他们身居异乡，
情系桑梓，
创业有成后，
纷纷回乡捐资兴学，
兴办公
益事业，
支持故乡建设。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是海外华侨中的
杰出代表，
被毛泽东赞之为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
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已有百年的历史，享誉海内外，
拥有从幼儿园、
小学、
中学到大学的完善的教育体系和完备的教
育设施。他创办的集美学村入选了“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
产”
，他兴建的建筑成了“嘉庚风格建筑”。他不仅影响了厦门这
座城市的建筑风貌，还有教育体系、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他身上
诚毅、勤俭、奉献、爱国的品质，以及开放包容的胸怀和胆识，彰
显了赤子的拳拳情怀，
成为我们弘扬的“嘉庚精神”。
近年来，
集美街道高度重视侨乡历史文化保护，
留住爱国华侨的
根，
让广大华侨华人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今天，
嘉庚精
神，
嘉庚风格建筑，
嘉庚故里的大社老宅，
正焕发着新的活力。

嘉庚建筑成厦门名片

道南楼

清风徐徐、书声朗朗、朱
色陶瓦、庄严典雅。漂亮的建
筑群融合了民族古典美与西
洋现化浪漫风格。依势布局，
因形成趣，错落有致地分布于
集美街道的土地上。校园绿树
成荫，环境幽静，多数是继陈
嘉庚先生创办的大专院校延
续发展起来的，学校规格品位
享誉海内外——
—这 便 是 独 一
无二的集美学村。
这些矗立在蓝天下，被誉
为中西合璧、穿西装戴斗笠的
嘉庚风格建筑楼群，被评为新
中国成立 60 周年共和国建筑
精品，入选“首批中国 20 世纪
建筑遗产”。有人说，陈嘉庚不
是建筑家，却胜过建筑家。
嘉庚风格建筑在集美 街
道主要集中于集美学村。集美
学村是陈嘉庚先生和胞弟陈
敬贤倾资创建的，包括原厦门
水产学院、集美航海学院、集
美师范专科学校、福建体育学
院、集美华侨补习学校、集美
财经专科学校、集美中学、小
学、幼儿园。这些建筑总体上
为闽南式屋顶，西洋式屋身，
装饰细节上则为南洋式。在空
间结构上，注重与环境的协
调。在细部的处理上，充分利
用闽南地区盛产各色花岗岩
和釉面红砖的优势，发挥闽南
能工巧匠的创造性，展示了建
筑的细节之美，处处体现了中

西建筑 文 化 的 融 合——
—这 就
是独特的“嘉庚风格”。后来学
村新建的各种建筑，也延续了
嘉庚建筑风格，如集美大学新
校区的建筑，与原有的建筑风
格和谐统一。
坐落 于 集 大 财 经 学院 内
的尚忠楼群，是嘉庚建筑的起
点之作，更是精品之作。尚忠
楼群包括尚忠楼、诵诗楼和敦
书楼。尚忠楼居中，敦书楼和
诵诗楼分立左右两侧，呈半合
围式，建于民国 1921 年，时为
集美女子师范教学楼。抗战期
间，被日军飞机炸损。1946 年
修复，改为集美高级商业职业
学校教学楼。1949 年 11 月，因
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再次受
损，1954 年 9 月修复，现为集
美大学财经学院学生宿舍。
南薰 楼 群 则 可 以 说是 嘉
庚建筑的巅峰之作，它坐落于
集美街道鳌园路，包括延平、
南薰、黎明和道南 4 幢楼，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薰
楼建于 1959 年，现为集美中
学教学楼。主楼 15 层，楼顶为
穹隆式钟亭，两护楼形似鸟
翼，翼两端为八角亭，与主楼
顶钟亭交相辉映，呈“山”字形
架构，整座楼宛如战机凌空而
起，威武挺拔。南薰楼建成之
初为福建省第一高楼，屋面铺
绿色琉璃瓦及少量嘉庚瓦，柱
头、屋檐装饰细腻，融合中西

建筑特色，现在也还是集美标志
性建筑之一。
南侨楼群位于华侨大学华文
学院内，建于 1952—1959 年，共 4
排 16 座，依次命名为“南侨一”至
“南侨十六”。其中南侨 13—16 号
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
墙以花岗岩条石砌筑，辅以红砖
镶砌装饰，色彩明亮，庄重大气，
楼顶山花图案有齿轮、麦穗、五角
星、五边形等各不相同。
允恭楼群位于集美大学航海
学院内，运动场对面的五幢“一”
字形排列的楼群，依次楼命名为
即温楼、明良楼、允恭楼、崇俭楼
和克让楼，统称为允恭楼群。楼名
取自 《论语·学而》：
“ 夫子温良恭

南薰楼

俭让以得之。”
借以希望学生能温
和、
善良、恭敬、俭朴、
谦让。
陈嘉庚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了

厦门这座城市的心里，这些建筑
所表达出来的“嘉庚风格”
，更是
让建筑名扬天下。

嘉庚精神彰显人文魅力
一座城，一个人。集美街道虽
是一方小镇，却和陈嘉庚这个伟
大的名字连在一起。
2018 年 10 月 20 日，
“ 十年树
木 春 风 化 雨 ——
—陈 嘉 庚 纪 念 馆
（2008—2018）”展览开幕式暨“四
驱万里诚毅行”发车仪式在陈嘉
庚纪念馆举行。来自马来西亚、中
国香港、中国澳门的 21 名车队成
员将作为中马、中新的友谊使者，
在 39 天的时间里 穿 越中 国 华 南
与西南三省，跨越越南、柬埔寨、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五个国
家，在 9000 多公里的行程中，一路
寻履嘉庚足迹，访问嘉庚遗业，宣
传嘉庚文化，弘扬嘉庚精神。据
悉，该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 11 年。
陈嘉庚先生是被毛泽东同志
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
名 爱 国 侨 领 ，以“忠 公 、诚 毅 、勤
俭、创新”为核心的嘉庚精神，是

在集美，
嘉庚精神
“无处不在”

其一生形成的崇高精神和高贵品
质的统称。嘉庚先生与厦门、
集美
渊源深远, 集美是嘉庚先生的故
乡，嘉庚先生的光辉事迹和嘉庚
精神不仅在集美家喻户晓、广为
传颂,更已成为厦门城市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凝聚于厦门城市发展
的历史脉络中。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特别指
出，要弘扬嘉庚精神，共圆民族复
兴之梦。嘉庚先生一生情系桑梓，
为厦门、集美的城市建设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嘉庚先
生、嘉庚精神是集美乃至厦门最
具代表性标志性的精神文化旗
帜。
从 2014 年起，厦门将每年的
10 月确定为
“嘉庚精神宣传月”
。在
集美街道，
嘉庚精神
“无处不在”
，
您
甚至不用特意走进鳌园、陈嘉庚故
居、
陈嘉庚纪念馆等特别的场所，
也
能明显感受到嘉庚精神对这一方土
地潜移默化的影响。
街头巷尾，一幅幅生动形象
的“图说嘉庚精神”公益广告，已
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各中小
学乃至大学，嘉庚精神教育相关
内容已纳入课堂，成为学生们的
必修课。

集美大社：
古厝旧貌换新颜
作为嘉庚故里，坐落在龙舟池
本生活美学体验馆，便可感受到花
畔的集美大社，拥有着 700 余载人
香馥郁、
醇香的咖啡。有着“中式 +
文底蕴。集美大社的美，
散落在每一
欧式”
混血，历经 90 年风貌犹存的
个角落，
传承文脉的宗祠古厝、
复刻
松柏楼，
如今旧貌换新颜，
华丽转身
时代的侨楼剪影。集美大社老景区
变为
“艺墅家”
，
是高端的精品民宿，
正焕发新活力，
这里正以文化搭台、 本土艺术的
“发声场”
。
旅游唱戏，
再现百年老街繁华。
集美大社项目打造“文创 + 旅
现在来大社，你可以触摸中西
游 + 商业”开放式文旅街区，规划
合璧的风情建筑、尝遍闽南传统的 “一环线、
一中心、
一聚落、
五主街”
，
古早美食、走访知名艺术家工作
构建大社文旅核心，再现百年老街
室、体验创新的手作文化……郑
繁华，
力塑全厦门最有故事、
最有情
建松工作室：实际是一间闽南古
怀、
最有温度的文旅新地标，
掀起一
厝，涧松老师擅长刻字、陶刻、书
场文化复兴热潮，
也是新、
老厦门人
法、国画，尤其在现代木刻上颇有
重拾城市记忆的最好去处。
造诣，木头与书法交融的庭院里，
集美街道办事处文化旅游办公
零星点缀着翠绿葱葱的竹子，仿
室主任薛兆镰表示，
大社发展文旅，
若进入了世外桃源。而小白楼则成
要因地制宜。
“一精神（嘉庚精神）三
了将美学融入生活，结合了多种模
文化（闽南文化、华侨文化、
学村文
式跨界的美学生活体验馆，走进禾
化），
嘉庚精神的魂不能丢”
。在他看

禾本生活美学体验馆

来，发展“城市双修”
要让游客望得
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还要
留得住文脉。薛兆镰说，
目前，
集美
旅游铛铛车和电瓶车已开通，可直
达街区；连接厦门大桥与集美大桥
的浪漫海岸线，
预计今年开工建设；
嘉庚纪念馆地下停车场，
计划 2019
年完成；集美旅游大通道前期工作
大力推进；集美旅游集散中心已完
成初步规划设计；以集美街道为试
点的区级民宿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
（据林忠阳《嘉庚精神与人文
集美》，冯立东《弘扬嘉庚精神 十
年成果丰硕》，陈成沛、卢瑜《集美
大社打造厦门文旅新地标 再现百
年老街繁华》 以及集美街道提供
的资料等综合整理）

古厝新颜的郑建松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