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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梅 冠群芳 94歲鋼鐵蝴蝶化蝶去
獲八位美總統委任顧問 溝通中美勝鬚眉
1925年

1930年代
入讀北京孔德小學；因戰亂隨母親移居香港，
先後就讀於聖保祿書院小學和初中部以及真光
中學，後考入嶺南大學，但嶺南大學因戰亂遷
往內地，於是轉入聖保祿女子書院

陳香梅

在北京出生

生平大事記

美國飛虎隊（美
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指揮官陳
納德將軍遺孀、著名美籍華人、中美
「
1925年-2018年
1944年
友好使者」 陳香梅女士3月30日在美國華盛頓家中
進入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成為該社第
逝世，享年94歲。陳香梅身上不僅僅有丈夫的光環，更
一位戰地女記者，採訪美國 「飛虎將軍
是一位傳奇女子。她是首位進入白宮工作的華人，而且自肯尼
」 陳納德和從事戰況報道
迪總統起，八位美國總統皆委任她出任聯邦層級的政策顧問，成為美
國政府政治圈內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亦是中美關係的橋樑之一。西方媒
1946年
體形容她是 「傳奇的鋼鐵蝴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陳
第一本小說集《寸草心》出版
香梅女士長期以來為促進中美兩國人民友誼和交流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中方對陳
香梅女士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向陳香梅女士家人表示誠摯慰問。

1947年

22歲的陳香梅在上海與
54歲的飛虎將軍陳納
德結婚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網、中通社及中央社報道：陳
香梅於上月30日因中風引起的併發症不治去世，享年94歲
。她於1925年6月23日在北京出生，父親陳應榮是牛津大學
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母親廖香詞也曾赴歐學習音樂和繪
畫。二人共生育了6個女兒，陳香梅排行第二。

1949年

獨自闖美打天下

移居香港，任台灣民航運
輸公司公關主任，並協
助陳納德寫回憶錄《陳
納德將軍與中國》

1950年
移居台灣，任報刊專欄作
家，並創作小說、散文，
作品甚豐

1958年

1962年
獲民主黨總統肯尼迪任命為美
國難民救濟總署主席，成為第
一位出任白宮公職的華裔

1967年
被尼克松委任為全美婦女支
持尼克松競選總統委員會主
席，並兼任亞洲事務顧問
；尼克松獲勝後，她被任
命為共和黨行政委員和財
務副主席

1973年
被選為全美72位最有影
響力人物之一

1981年

英雄愛美人 忘年異國戀引轟動
【大公報訊】綜合BBC中文網及
中新網報道： 「他進入我的生命中，
像春日的和風吹醒了百花，像四月的
陣雨潤澤了大地。」陳香梅在回憶錄
中深情地回憶自己與丈夫陳納德的相
遇。這次相遇發生在1944年的昆明。
彼時，19歲的陳香梅剛從嶺南大學畢
業，成為中央通訊社記者。她被派往
昆明分社，採訪戰功赫赫的 「飛虎隊
」將軍陳納德，由此展開一段 「英雄
愛美人」的故事。

「飛虎隊」抗日戰功赫赫
陳納德來中國之前，日軍正在對
中國後方城市進行狂轟濫炸，重慶受
損尤其嚴重，半壁山城已被炸毀，而
中國空軍實力薄弱，幾乎沒有還手之
力。1941年，中國空軍美國航空志願
隊成立，陳納德擔任上校隊長。1942
年7月4日，美國航空志願隊轉變為美

1989年
布什總統上台後，繼任
總統府白宮學者委員會
委員

國駐華空軍特遣隊，即 「飛虎隊」，
開始訓練中美飛行員。抗日戰爭時期
， 「飛虎隊」在中國、緬甸等地作戰
，抗擊日本侵略者。

熱愛情，也不願意一輩子過平平淡淡
沒有漣漪的生活。父親最終抵不過女
兒的堅持，還是同意了婚事。1947年
兩人在上海舉行婚禮。

無懼年齡相差30歲
陳香梅與陳納德可謂一見鍾情。
陳香梅回憶，在隨後的幾次採訪中，
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近。相識後第二年
，抗戰結束。陳納德回到美國迅速與
當時的妻子辦理離婚手續，然後啟程
返回中國，抵達的第一天就向陳香梅
求婚。
但是兩人的年齡差了30歲，婚事
遭到陳香梅父親的反對，也在社會上
引起轟動。父親問她，你們年齡相差
那麼大，如果陳納德過世了你還很年
輕，怎麼辦？陳香梅說，沒有關係，
我只要跟他在一起，五年、十年我都
願意，我寧可要轟轟烈烈而短暫的熾

從一名女記者到中美關係靈魂人物，陳香梅是走在時
代前沿的華人女性，她果敢、熱情、好客、能言善道、個
性直爽。她曾在香港接受採訪時說： 「我一生的經歷，無
論從流亡學生到從事新聞工作、單人匹馬在美國奮鬥，甜
酸苦辣都有。我在八位美國總統任內擔任過有職無薪的重
要工作，一路走來很有趣味，所以我沒有白活。」

▲陳香梅與陳納德的忘年戀成為一
時佳話
網上圖片

奔走兩岸促和平 籲台開放登陸探親

2002年

【大公報訊】據《陳香梅回憶
錄》，陳香梅在推動兩岸關係、促
進台海和平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80年代初，海峽兩岸關係趨於緩
和，兩岸間的相互了解最為重要。
年
面對祖國的呼喚，她首先向台灣
國家主席習近平為
當局建議，允許開放探親，否則
移居台灣的幾十萬花甲之年的
抗戰老戰士頒發 「
老人則是終生遺憾，葉落歸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
根是人之常情。台灣當局表
利70周年」 紀念章，
示可以考慮。1987年10月
陳香梅是其中一位獲
，時機趨於成熟，台灣當
得紀念章的代表
局通過了台灣居民赴大
陸探親方案。
年
開放探親以後
在華盛頓逝世，
，她認為，台灣地
享年94歲
方狹小，大陸投

大公報出版由陳香
梅撰寫的《陳香梅
回憶錄》

2015

2018

資環境又好，有優惠政策護航。所
存在的僅僅是台灣當局的禁令和顧
慮。台灣每年外匯儲備都是在七百
億至千億美元之間，又在不斷地尋
找投資市場，大陸和台灣都流着相
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為什麼肥
水總要流入外人田，衝破這道無形
的牆時機已經成熟，有膽有識的她
甘願當第一個 「嘗蟹人」。
1989年初，一個浩大的投資環
境考察團將要訪問大陸的消息傳出
，台灣工商界聞訊，歡欣鼓舞。
當時大陸方面會見了考察團的
全體成員，精心安排他們實地訪問
北京、上海、廈門、福州和廣州，
圓滿地完成了此次訪問的任務。事
實勝於雄辯，陳香梅獨具慧眼的預

20世紀60年代，陳香梅在美國聲譽鵲起，肯尼迪總統
委任她擔任進出口貿易之職，是第一位能夠進入白宮工作
的華人。從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
、布什，到克林頓，八位總統皆委任她出任聯邦級的政策
顧問。陳香梅也不負厚望，長袖善舞，在他們的競選中立
下了汗馬功勞。陳香梅是美國資深共和黨人，活躍於該黨
各層級運作中；曾擔任包括共和黨中央委員、共和黨財務
委員會副主席和共和黨少數族裔委員會主席在內的多項全
國性重要黨職，深受共和黨高層的重用，也成為極少數擔
任政黨要職的亞裔美國人。
作為華裔，陳香梅更是華府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是
美中關係的橋樑之一。1981年應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
邀請，陳香梅以總統里根特使身份訪華。據說，鄧小平讓
陳香梅坐第一貴賓的位置，他說： 「陳香梅坐第一，參議
員史蒂芬先生坐第二。因為參議員，美國有100來個；而陳
香梅，不要說美國，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個。」
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裏，陳香梅不斷來華訪問，並無私
資助祖國的經濟、文化事業、教育事業。2015年9月2日，陳
香梅受邀參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紀念活動，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她頒發了紀念章。

「一路走來有趣味，我沒白活」

1991年
第二次率台灣工商考察
團訪問北京，台商開始
在大陸投資

獲鄧小平邀請訪華

測果然得到了實現，不到半年，台
灣當局迫於工商界的壓力，正式開
放對祖國大陸的商務活動。

▲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4日在昆明
集體悼念著名僑領、飛虎隊將軍陳
納德遺孀陳香梅
中新社

二 ○○
二年大公報出版
▼
《陳香梅回憶錄》
大公報攝

里根就任美國總統，陳
香梅應鄧小平之邀，以
里根總統特使的身份訪
問中國

陳
▲香梅在白宮與尼克松、基
辛格合影 《陳香梅回憶錄》

加入美國共和黨，步入政界，
參與共和黨競選工作

一
▲九六二年肯尼迪總統委任
陳香梅擔任美國難民救濟總署
主席
《陳香梅回憶錄》

1959年

陳 香 梅 於 二 ○○
六年曾拜
▲
會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聯合晚報

丈夫陳納德在美國病逝，
享年65歲；陳香梅帶着兩
個女兒移居華盛頓

▲2015年9月2日，陳香梅受邀參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紀念活動，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她頒發了紀念章
資料圖片

抗戰期間，陳香梅和姐妹被送到昆明，陳應榮請求到
中國訓練飛虎隊的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就近照
顧，當時擔任中央社記者的陳香梅與陳納德因採訪工作，
兩人一見鍾情，成就了一段姻緣。1947年22歲的陳香梅，
與時年54歲的陳納德在上海結婚。婚後和陳納德育有兩女
陳美華、陳美麗。
1958年陳納德將軍過世後，陳香梅帶着兩個女兒，獨
自在美國華府打天下，繼續書寫後陳納德時代的 「陳香梅
傳奇」。由於生活所迫，年僅33歲陳香梅把家搬到了華盛頓
，獨自撫養兩個女兒。她找了份翻譯的工作，並開始進行
寫書、巡迴演講。她先後出版數十部中英文作品，其中回
憶錄《一千個春天》被《紐約時報》列為全美十大暢銷書
之一。此後，她還涉足商界，成為飛虎航空公司副總裁。

戰亂避居香港 初展文學才華
【大公報訊】1937年 「七七事變」後，陳香梅的父親
陳應榮就任中國駐美國新墨西哥州領事，陳香梅母親廖香
詞則帶着六個女兒避居香港。12歲的陳香梅考入聖保祿女
子書院學習。學識頗深的國文老師楊素影對陳香梅在古文
詩詞方面的幫助，使她有了長足進步。不久，陳香梅轉入
真光女中，她的文學才華在這裏初露端倪：參加編輯校刊
是她最大的快事，她始終樂此不疲，還多次代表學校參加
香港中學生寫作和演講比賽，獲過冠、亞軍。
其實，陳家到香港也未能避開戰亂。多年後陳香梅撰
文追憶那段患難時光。她寫道，當時她是香港銅鑼灣聖保
祿女中的住宿生，整個香港炮聲隆隆，兵荒馬亂，為了安
全計，校長要他們躲到地下室去。 「我們在地下室內待了
一整天，又冷又餓，又恐慌。修女們要我們祈禱，祈禱完
了再唱歌，靜下來，大家閉着眼睛休息。然後又再祈禱，
就這樣周而復始，但我們的肚子餓得發疼，我們的手腳也
冷得直發抖，老師不准我們回到宿舍去，那些此起彼伏的
炮聲就像爆炸在我們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