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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指出：“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固定下來的
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1 愛國主義雖是
一歷史範疇，不同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涵，但歸
根到底，它是同國家民族利益緊密相連。面對 19 世紀
末、20 世紀初國家分裂的慘狀，愛國僑領陳嘉庚與同
時代的革命志士一樣，將謀求中國統一作為其愛國主
義的出發點，並始終以完成國家統一為己任。陳嘉庚
國家統一思想有着豐富的內涵，是值得傳承和弘揚的
寶貴財富，對當今祖國統一有着重要啟示。

一、陳嘉庚國家統一思想的內涵
愛國是華僑華人的歷史傳統和基本屬性，陳嘉庚
國家統一思想是其愛國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反對外來侵略，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
1.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鄰國日本憑藉其地理優勢，加緊侵略中國，這使
陳嘉庚對日本帝國主義深惡痛絕。在日軍為阻撓北伐
軍統一中國製造“濟南慘案”後，他擔任“山東慘禍
籌賑會”主席，號召海外華僑慷慨捐助山東受害同
胞，抵制日貨。“陳嘉庚認為東鄰日本對我中華大好
河山窺伺已久，常存吞併中國之心”。 2 因而，他又
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與抗日救亡緊密相聯，指
出：“我們都在為民族的獨立、自由、民主而戰，為
幸福的新中國而戰……焦土血戰，直到將敵寇驅逐出
國境” 3；進入相持階段後，他對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充滿信心，並鼓勵國人：“確信敵人不能亡我，最後
勝利已無問題。” 4
當以汪精衛為首的投降派出現投降跡象時，他又
發電向國民參政會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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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案，給那些死心塌地的投降派一個沉重打擊，而
對一些具有投降傾向的親日派也是嚴正警告。因而，
此 提 案也 被鄒 韜 奮讚 譽為 “ 古今 中外 最 偉大 的提
案”。
2、譴責美帝國主義的干涉
獨立自主處理內政、外交等事務，是國家統一的
外在表現，也是其內在要求。台灣遲遲未能解放，與
美國存在直接關係。針對美帝干涉，他一貫堅持，台
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
的內政，絕不允許他國干涉。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指令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
灣海峽、空軍第十三航空隊進駐台灣島，再次粗暴干
涉中國內政，他即在《福建日報》上發表談話，嚴厲
譴責美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號召海外華僑擁護周恩
來外長“斥責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我國領土台灣的聲
明”。1954 年 9 月 28 日，陳嘉庚在與《光明日報》
記者談話時更直接重申：“解放台灣是我們的內政問
題，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鐵一般的事實。” 5

(二) 陳嘉庚對國家統一的理解
陳嘉庚國家統一思想內容豐富、見解深邃，把祖
國統一具體表述為民族統一、領土統一、政權與主權
統一等幾個方面，從而使其祖國統一思想具有鮮明的
愛國性、民主性、進步性，順應了歷史和時代潮流。
1. 民族統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國家統一自
然是包括多民族的團結。進入近代，帝國主義利用中
國民族問題作為實現其侵略目的的手段之一，使得民
族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而突出。處理好民族問題，搞好
民族團結，是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的關鍵。陳嘉庚對
此十分關注，指出：“世界各國之國旗必有取義，如
英系三島合國，故用三色……我國光復後孫總理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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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就職，公決用五色為國旗，系漢滿蒙回藏五族，共
和立國之義，何等光明，宏偉美觀。” 6 陳嘉庚贊成
“五族共和”，實質上就是希望國內各民族人民團結
起來，融合成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
侵略，最終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統一。
2. 領土統一
國家統一離不開領土完整，實現中國的領土統
一，是陳嘉庚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他在世時，非常
關心祖國統一大業，常常面對大海遙望海峽彼岸的大
小金門和台灣寶島。“他常說閩台人民同祖同宗，使
用同一種語言，有着不可分隔的血緣關係，是一家
人。” 7 後來他又對記者講：“從近一點看，當日本
侵佔台灣以前，台灣曾屬福建省，台灣和福建的關係
有如此唇齒之相依……全國人民都關心台灣的解放，
閩南人尤其關心台灣的解放，因為台灣同胞當中，很
多是他們的血親。” 8 他在臨終之際仍念念不忘收復
台灣。在遺言中，他說：“人總是要死，死不要緊，
最要緊的是國家前途。……我們應當盡早解放台灣，
台灣必須回歸祖國。” 9 這表明，他始終心繫台灣、
希望祖國早日實現領土統一。
3. 政權統一
政權統一是國家統一的重要內容，也是國家統一
的一種象徵。抗戰時期，陳嘉庚雖知國民政府已腐敗
透頂，但還是主張各派勢力應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
一致抗日。並且，他還將維護國家主權視為政權統一
的一個重要內容，為此，他一直主張統一台灣是內政
問題，中國的內政不容別人干涉。在各項活動中，他
也逐漸加深了對不平等條約危害性的認識，並把廢除
不平等條約當作擺脫中國落後挨打命運的重要方面。
他指出：“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以上諸事均為我
事事落後之中國所獨有也。” 10

(三) 對國家統一的政治追求：從三民主義到社
會主義的轉變
1. 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
民主革命時期，“三民主義”成為國家統一的政
治基礎。作為傑出的愛國華僑，陳嘉庚的一生“始終
貫穿着一根愛國的紅線” 11 ，三民主義是其擁護祖國
統一愛國主義中最主要的內容。無論是聲援革命，還
是傾資興學、改良社會，他都為了一個目的：“祖國
統一，振興中華”。久居南洋的他，創業成功，但無
論在創業還是興學過程中，他都強烈地感受到，由於
祖國的積貧積弱，海外華僑屢受歧視、排擠，因而迫
切希望早日實現國家統一。

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他與廣大海外華僑一樣，
深受着孫中山的影響。始終把開展民主與民生建設，
以達富國強民之境，實現“孫國父建國之主旨”作為
自己國家統一的政治奮鬥目標。
2. 社會主義的堅決擁護者
澳大利亞學者楊進發指出：“在三十年代，陳氏
對 馬 克思 主義 、 共產 主義 理 論的 書籍 亦 曾有 所涉
獵”。12 在陳嘉庚看來“蘇聯列寧革命黨，提供共產
政體……至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雖略有不同，然
均為廢除帝制、資本權利、奴隸階級等流弊，而實行
人民自由平等之幸福。” 13 因此，他認為三民主義與
共產主義區別不大，且殊途同歸。故實行共產主義，
也是實現三民主義。
新中國成立後，他感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
國，在全國考察之後，感慨地對身邊人說：“事實證明，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富強，使人民幸福。” 14 今
天，在集美鱉園的博物觀中，還可清楚地看到一幅短
聯：“擁護世界和平，推行社會主義”。15 這些都表
明，他成為社會主義的堅定擁護者，並深信社會主義
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政治保證。

(四) 對國家統一方式的思考
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陳嘉庚晚
年的一大心願。對此，他先主張武力統一，後又支持
和平統一。
1. 主張武力統一國家
他對蔣介石政權徹底絕望，是決定其“武力統一
國家”的最初原因。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包括海外
華僑都渴望建立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平與統一的
新中國，而國民黨蔣介石仍然要維護一黨獨裁專制，
並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大規模內戰，把滿目瘡痍的祖
國又推向了戰爭的深淵。這使他對蔣介石政權徹底絕
望。對此，他發表了《論美國救蔣必敗》
、《從歷史經
驗證明蔣政府必倒》等文章。
新中國建立後，蔣介石不斷騷擾東南沿海地區，
強化了陳嘉庚武力解放台灣的主張。1949 年 11 月，
針對蔣介石派飛機轟炸集美學校，造成集美中學校長
黃宗翔等 8 名師生和 21 名村民死亡，他無比憤怒，斥
責蔣介石的反動暴行：“蔣政府乃我民族最敗類之
流，賣國尚敢作為，何況慘炸文化機關，全國不日解
放，蔣賊不日消滅” 16 ，隱含着他渴望人民解放軍早
日用武力完成國家統一，結束內戰給沿海人民帶來的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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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和平統一國家
愛國心激起他“和平統一”的主張。他認為，雖
然從政治傾向上並不是所有的海外人士都贊成社會主
義制度，但卻都贊成祖國統一、主權完整，具有愛國
愛鄉的熱情。因而，1956 年 7 月 19 日，他在華僑人
士座談會上講：“國外的廣大華僑，包括許多國民黨
員在內，都是愛國的” 17 ，他號召：“應當‘發揮愛
祖國、愛家鄉的熱忱，積極為促進和平解放台灣，從
而完成祖國統一事業而努力。’” 18
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極力支持和平統一中國。
1956 年 2 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提出
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陳嘉庚表示衷心擁護，並在會
議發言中說：“希望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響應周主
席的號召” 19 ，最後，他進一步呼籲：“使台灣回到
祖國懷抱，完成統一大業。” 20

二、陳嘉庚國家統一思想成因分析
(一) 中華“大一統”傳統的影響
中 華 文 化 是世 界 最 古 老的 文 化 之 一， 它 有 着
5,000 年的悠久歷史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多民族區域
文化經過長期歷史融滙所形成的合體，是中國各族人
民共同創造出來的。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大
一統”傳統思想，是炎黃子孫獨有的國家情結，也是
維繫國家團結統一的重要基礎。因而，統一是中華兒
女的內在訴求。在歷史上，中國基本上都以一個統一
的國家而存在。雖然，陳嘉庚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中
華“大一統”傳統已深入其骨髓。“祖宗土地，寸土
不得讓人，反是則為國賊也” 21 ，便是他“大一統”
情結的集中體現。
(二) 國家分裂帶來的慘痛教訓
歷史反覆證明：統一則國家穩定，民族興旺；分
裂則山河破碎，人民離散。數千年來，統一時期的中
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始終領先世界。
然而，現實中國卻是分裂的，這給國人、僑胞帶
來的不再是光輝與榮耀，而是恥辱和傷痛。在山河破
碎的晚清王朝，陳嘉庚親眼目睹鼓浪嶼被割為帝國主
義的“公共租界”，英美商人在那裏販賣鴉片，設“賣
人行”，運出“豬仔”，進行各種經濟侵略，日本浪
人橫行霸道，祖國大好河山成了走私犯、土匪、買辦、
漢奸的安樂窩；民國時期，新舊軍閥爭奪地盤與權利，
連年內戰致使土地荒蕪、民不聊生；抗戰時期，國家

內部又互相爭鬥，幾近亡國滅種。身居海外的他，也
備受國家分裂所帶來寄人籬下的痛苦和屈辱。他曾寫
道：“最後滙豐銀行經理則毫不客氣言，我英國之利
權不容他國染指……此語無異暗示我華僑在內。” 22
此刻，他是多麼期盼中國早日統一，為華僑挺直腰杆
做世界公民，提供堅強的後盾。

(三) 統一國家強盛的直接作用
在新加坡長達 40 多年的生活，使他深感西方發
達國家的強盛無不以國家統一為前提。他從美國內戰
史中認識到，穩定、統一的美國形成和擴大了統一的
國內市場，為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的迅速發展準備
了必要條件。到 1894 年，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躍居至
世界首位，成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維護
統一的歷史告訴他：統一則強，分裂則弱。
鄰國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更是啟發當時中國眾
多有識志士。但陳嘉庚認識到，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
必須有一定的前提：“統一國家”。否則，日本是不
可能以三百諸侯的分裂狀態直接向近代國家過渡的。
世界主要強國無一不是通過實現國家統一而走向富強
的先例，進一步加強他對國家統一的渴望。

三、陳嘉庚國家統一思想的當代價值
堅持民族獨立、主張國家統一，是陳嘉庚愛國主
義思想的核心內容。與陳生活的時代相比，當今中國
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與僑情有所不同，體現在祖國
統一大業前景美好與道路坎坷並存，但是科學發展觀
在國家和平統一大業中體現着陳嘉庚國家統一的訴
求，並為打好“僑牌”指明了新的出路。

(一) 向海外僑胞宣傳“一國兩制”的國家統
一方針
西方和台灣媒體的誤導，往往使僑胞、台胞們形
成對大陸政府的誤解。因此，當周總理發出和平解放
台灣後，陳嘉庚隨即發表擁護總理號召的同時，開始
着手在華僑華人中的輿論宣傳。1956 年 10 月 5 日全
國僑聯成立大會上，他號召“愛國的僑胞對於推動和
平解放台灣的事業，應該和祖國人民一道，擔負起應
負的責任。” 23
目前，一些西方、台獨媒體大肆渲染，謬傳大陸
將用武力統一國家，給華僑華人和台胞們造成一定程
度的恐慌與不安。 對此情況，必須重申科學發展觀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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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平統一國家”立場不變，即關於解決台灣問
題，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是“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我們不承諾放
棄使用武力，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
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的。” 24

(二) 以中華文化為主軸，以華僑社團為橋樑，
促進祖國統一
古語曰：“欲亡人之國，必先亡其史”。中華各
族兒女共同創造的 5,000 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
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
基礎。台灣文化、華人文化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同
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台獨分子以“文
化台獨”、“斷根台獨”達到剪斷台灣文化與祖國大
陸母體文化聯繫的臍帶。
陳嘉庚曾感歎：“其時國內學制雖已改革十餘
年……而南洋學校寥寥可數……愛國觀念公益觀念均
甚形薄弱。” 25 對此，胡錦濤強調：“弘揚中華文化，
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保持民族性……加強
對外文化交流。” 26 足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是民
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因而，加強華文教育，學
習中華文化，是僑務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強
化海外中華民族特性的中心一環，經過持久、深入的
華文教育，使一代又一代海外僑胞傳承和弘揚中華文
化，加強對祖(籍)國的文化認同感，深化對“大一統”

的認識，為中國的統一大業作新貢獻。

(三) 切實保護僑胞的合法權益
胡錦濤講：“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
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
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
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
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27 歷史和實踐證明
做好僑務工作、保護華僑華人的合法權益，是發揮他
們在國家統一大業中特殊作用的需要，也是落實科學
發展觀的客觀要求。
陳嘉庚說：“南洋本省僑胞，誰無家鄉觀念……
只希望勿以殘酷苛政特施於我閩人而已。” 28 可見，
處理好華僑祖籍地的關係是打好“僑牌”的重要一
環。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僑胞憑着辛勤、誠實的勞動，
掌握着大量的財富。他們在擁有事業成功帶來歡樂與
喜悅的同時，也承受着一波波排華濁浪的衝擊，在他
們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抹平的創傷，所以，中國須在
發展與僑胞定居國友好關係的基礎上，加大維護海外
僑胞合法利益的力度。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
國的統一，是陳嘉庚的心願，也是海內外華夏兒女的
共同心願，更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堅信在香
港、澳門相繼順利回歸並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的感召
下，中國早日實現完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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