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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王”第四代：

拿到赔偿款 将恢复祖业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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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起，6年来最强寒潮天气登

陆乌鲁木齐。 主城区降下16.9毫米的罕

见暴雪，最低气温一度降至-4.1℃，创下

近30年同期气温新低。

从凌晨3时许，乌鲁木齐主城区先出

现降雨，随着气温急剧下降，降雨迅速转

为降雪， 强劲的降雪势头一直持续到昨

天上午。到了12时左右，降雪一度停滞，

阳光重现。但云层很快又夺回领地，雪花

陆陆续续降落下来。

根据市气象台的监测，截至17时，主

城区降雪量为16.9毫米，达到暴雪级别，

积雪深度18厘米（13时测量数据）。首府

境内降雪量最大的为南山小渠子， 此次

共降下18毫米的暴雪。

随着寒潮登陆，气温也如蹦极般下

降， 昨日凌晨6时左右气温降至0℃以

下。12时至13时，气温一度降至-4.1℃，

这也成为当天的最低气温。市气象台台

长王健介绍，22日16时左右， 主城区最

高气温曾达到23.5℃，仅仅20个小时，气

温下降了近28℃， 如此剧烈的降温幅度

历年罕见。

据乌鲁木齐晚报

上世纪40年代， 陈顺通在讨船未果后又获

悉两艘船已经在战争中沉没，他一病不起。陈顺

通当时罹患癌症，明白自己时日无多，在1949年8

月8日定下遗嘱，把“讨船”交给了长子陈恰群。

除了责任，交到陈恰群手中的还有1936年

陈顺通和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一份租船

合同。从那时起，这份租船合同，就是陈家人最

重要也是最珍贵的物品。

陈恰群1958年离开上海迁居香港，也因此，

这份珍贵的租船合同以及其他重要的原始文件

得以完整保留。陈中威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租船

合同就好像家族的命根子一样。 也因为保留好

了这份租船合同， 祖父陈恰群才得以在1970年

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在日本奔波十多年，花费60万美金打官司

的陈恰群肝肠寸断。为了履行家族责任，陈恰

群变卖了家中很多珍贵的古董，而公司收益也

大多花在了打官司上。1985年， 陈恰群积劳成

疾，67岁时不幸中风。

尽管这场官司陷入困局， 但陈恰群把希

望放到了儿子陈震和陈春身上。 中风之后，陈

恰群立下遗嘱，要求陈震和陈春代替他继续索

赔。遗嘱中写得清清楚楚，官司打赢之后次子

陈春要重新组建真正的中威轮船公司，恢复祖

业船运。 索赔款中大部分应用于家族事业，其

余的赔款应照顾好陈家的兄弟姐妹。

1988年12月31日，陈春和陈震向上海海事

法院起诉。1991年8月15日， 该案第一次开庭。

那一天，陈恰群的儿子们都去了，但他却因为

中风没能出庭。陈恰群未能等到结果，于1992

年4月撒手人寰。陈中威说，祖父在香港去世，

临走前，父亲陈春和伯父陈震陪着他。当时，祖

父紧握拳头，已经无法说出话来。“他就想打赢

官司出一口气， 希望儿子们帮他出这口气。他

和曾祖父一样是在愤愤不平中离开的。”

那份租船合同，就像接力棒一样交到了陈

春手中。陈家第三代终于等到了一个索赔成功

的结果。在陈顺通和陈恰群的墓前，陈春原本

许诺，这个家族使命一定会在自己这一代画上

句号，拿到赔偿……

“这份租船合同，现在放在中国香港的保

险柜里，是我们家这么多年最不能丢的宝贝。”

陈中威低下头， 拿出钱包中和父亲的合影照

片，细细端详。

“人生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第

二天起来有什么事情在等待你。” 两年前

的3月， 陈中威无意中告诉女儿这样一句

话。当天，他在香港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

的电话：“父亲去世。”这四个字就好像电

击棒一样打得他头皮发麻。

2012年3月，陈春因为突发心梗在上

海去世。父亲去世，给陈中威这个原本普

通的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选择题———是继

续过简单的老师生活，一家四口过着平常

的日子，还是接下父亲的接力棒，继续扛

下家族的使命？

“我师范学院毕业， 本来在学校教

书， 之前并没有想过要去父亲的公司帮

忙。”陈中威原本的兴趣就是当老师。父亲

突然离世， 家族的索赔案虽然大局已定，

但判决何时执行、索赔款何时拿到却尚无

日期。

在家族的紧急会议上，包括伯父陈震

在内的长辈认为，陈中威是第四代中的长

子，也一直了解船案，而且名字中又有“中

威”，应该承接责任，负责之后的索赔。于

是，家族的接力棒交到了陈中威手中。

“我小时候总是看到父亲书桌上

有一大堆各种案卷资料，父亲总是很忙，

经常看不到他。”陈中威自责。在陈春去

世前，他并没有太多疾病，但总是每天只

睡四五个小时， 所有有关案件的材料总

是自己写。那时，在讨论案情时，他们讨

论得更多的是索赔款拿到之后公司应该

如何发展，陈春做了很详细的计划。陈中

威总认为， 父亲一定可以把这起持续了

将近一个世纪的索赔案画上圆满的句

号， 并没有料想这个责任这么快就落到

自己肩上。

陈中威选择了“家族使命”。“我喜欢

当老师， 有朝一日可能还是会回去教书。

但是我有这个家族使命，我希望对父亲有

交代后再去做自己的事情。”陈中威感慨，

这也许就是自己这个姓氏的宿命。

或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半年前，陈中

威全家定下了陈春下葬的时间， 是4月20

日。彼时，距离陈春亲笔写下提交判决强

制执行申请已经2年半，何时会执行，陈中

威并不知道， 只是等待。4月19日晚上，陈

中威接到了律师的电话，告诉他法院已经

正式扣留日本公司的船。“那种滋味什么

都有，激动、复杂、欣慰，太奇妙了。”4月20

日，陈家30余口人驱车前往宁波，参加陈

春的下葬仪式。在车上，陈中威宣布了这

个消息。

冒着小雨， 陈中威捧着父亲的骨灰

盒，久久的。棺木落下前，陈中威的眼泪一

颗颗地淌下来，滴在了骨灰盒上。他终于

可以挺着胸膛说：“爸爸，你放心吧，强制

执行已经正式执行，我一定会把赔偿追下

来，你要放心。”“这个结果晚了，但还是

来了。”

回去的路上，太阳出来了。陈中威想

起了“愚公移山”四个字。这是陈春之前

告诉他的，这场家族索赔案就像愚公移山

一样，一点一点地做，总有成功的一天。

搬了将近一个世纪，船王一家终于搬

动了这座沉重的山。陈中威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他会完成祖父的遗嘱，“组建中威轮

船公司，恢复祖业船运，都将在计划中。”

揭 秘 民 间 对 日 索 赔 第 一 案 背 后 的 家 族 沉 浮

完成了家族使命

“我还会回去教书”

4月20日， 宁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1969

年出生的陈中威捧着父亲陈春的骨灰盒，眼

泪默默地顺着脸颊淌下来。 他对着骨灰盒轻

声说着话：“爸爸，你放心吧，法院已经强制

执行了。”安葬完父亲，陈中威和其他30多位

陈家人发现，下了一天的雨停了，阳光从云缝

中透了出来。

在离这块新墓地不远的地方， 就是中国

第一代“船王”、陈中威的曾祖父陈顺通的墓

地。7年前，当时还在世的陈春，拿到“中威船

案”胜诉的一审判决书，他立刻带着判决书

回到宁波，在父亲和祖父的墓地前，老泪纵横

地告祭家翁。

打赢船案，拿回属于陈家的产业，仿佛是

这个家族这个姓氏最重要的使命。 到陈中威

这一代，已然是第四代。陈中威从小就知道，

自己的名字来源于曾祖父陈顺通创办的“中

威轮船公司”。这位曾经的数学老师，在父亲

陈春两年前去世后，选择了辞去工作，接下对

日索赔的接力棒。

“我们生下来就好像背负了这个责任。”

4月21日，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执行判决，扣押

日本商船后，在父亲陈春下葬后的第二天，船王

第四代陈中威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

讲述这个家族77年索赔路上不为人知的故事。

中威船案

4月19日，上海海事法

院依法扣押了商船三井株

式会社所有的、 停泊于浙

江省舟山市嵊泗马迹山港

的 “BAOSTEEL� EMO-

TION”货轮。

1988年12月30日，原

告陈震、 陈春等为与被告

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现为

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

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

纠纷一案（“中威船案”）

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

讼，追索“顺丰”轮、“新

太平”轮船舶租金及经济

损失。 上海海事法院对该

案进行公开审理，2007年

12月7日作出判决，被告商

船三井株式会社支付及，

作为赔偿原告陈震、 陈春

“顺丰”轮和“新太平”轮

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

及孳息 2916477260.80日

元。2010年8月6日，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2010年12

月23日， 最高法裁定驳回

被告的再审申请。

上述案件是一起涉外

商事案件， 该案判决生效

后，原告方依据法律规定，

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强制

执行申请， 要求被告履行

判决确定的支付和赔偿义

务， 依法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上海海事法院于2011

年12月28日依法向被执行

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发出

《执行通知书》。 其间，双

方当事人曾多次进行和解

协商未果。为此，上海海事

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所有

的 “BAOSTEEL� EMO-

TION”轮予以扣押。

如商船三井株式会社

仍拒不履行义务， 法院将

依法处理被扣押的船舶。

据新华社

香港警方还原

内地幼童小便事件

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当值新闻

主任23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还原了4

月15日在旺角发生的内地幼童小便事

件经过。警方强调，网上传说这名2岁幼

童是女孩的消息并不准确，该幼童其实

是男孩。

据透露，15日下午大约5时24分，香

港警方接到报案， 说在旺角西洋菜南街

有人打架。 警方了解到， 涉事人共3男1

女，分别是29岁王姓（根据英文名翻译，

下同）男子和28岁吴姓男子，以及一对

内地夫妻， 为33岁叶姓男子和29岁付姓

女子。

警方调查发现，内地夫妻让2岁的儿

子当街小便，引起路过的王姓男子不满，

拿出智能手机拍照， 叶姓男子发现后前

去制止，并抢其手机，夺记忆卡。吴姓男

子见到这一场面，想去阻止叶姓男子，付

姓女子则用婴儿车去推撞吴姓男子。

警方表示， 叶姓男子因为抢别人手

机涉嫌盗窃、 付姓女子因为用车撞人涉

嫌袭击被警方带走，经调查，叶姓男子被

无条件释放，付姓女子则获保释，需要5

月中再来香港跟警方报到。

警方还表示，在他们的调查资料里，

不存在付姓女子打路人耳光的情节。

日前网上流传一条短片， 一对内地

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引

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举机拍摄，引发双

方推撞冲突。 事件在内地和香港引发网

友争论。

据新华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23日宣布，特

区政府与菲律宾政府就马尼拉人质事件达成

共识， 特区政府从即日起撤销对菲律宾实施

的制裁， 同时将菲律宾的旅游警示级别由黑

色调至黄色。

对此，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表

示，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与菲律宾政府就解决

人质事件后续事宜达成共识。

梁振英说， 自去年10月在印尼与菲律宾

总统会谈后， 特区政府一直与菲律宾政府磋

商， 就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受害者和家属提出

的四项诉求，即要求菲律宾政府就事件道歉、

赔偿、惩处和保障旅客安全，寻求双方都能够

接受的解决方案。

梁振英当日下午在行政长官办公室与到

访的菲律宾内阁部长阿尔门德拉斯和马尼拉

市长埃斯特拉达进行磋商后， 特区政府和菲

律宾政府发表联合公告， 菲律宾政府向受害

者及家属致以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诚的慰问，

并对他们蒙受的痛苦表达最诚挚的哀悼。

梁振英表示，随着事件的解决，香港和菲

律宾之间的关系即将恢复正常。由即日起，特

区政府取消对菲律宾的制裁， 同时解除对菲

律宾实施的黑色外游警示， 恢复到人质事件

发生前的黄色外游警示级别。

菲方在联合公告中对四项诉求均作出回

应， 菲方代表23日当面向人质事件受害者和

家属代表作详细讲解。 受害者和家属代表同

意接受菲律宾政府对四项诉求的回应。

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在会见记者时表

示，此次来港是代表菲律宾政府内阁道歉，事

件在马尼拉市发生，市长负责指挥警方，因此

可以由市长来道歉。他透露，受害者或其家属

所获的赔偿总金额超过2000万港元。

协助家属的特区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

示，由于签了保密协议，不便透露赔偿金额的

具体情况。 但金额是参照香港普通法伤亡赔

偿计算，他认为是合理且可以接受的。

埃斯特拉达还转达了马尼拉市议会通过

的两项决议，包括就人质事件道歉，及指定每

年8月23日及中国农历7月14日为事件中亡灵

的祈祷日。

人质事件中殉职领队谢廷骏的哥哥谢志

坚表示， 感谢大家在过去3年8个月对死者家

属及伤者提供的协助。他表示，人质事件已告

一段落。谢志坚说，菲律宾内阁部长在会上向

家属道歉，8名死者和3名重伤者及其他受影

响的人士得到合理赔偿， 而菲方亦指之前的

调查报告中，有关官员会受惩处，也有措施改

善旅游安全。既然对方已说出道歉，又回应了

家属四项诉求，家属应该接受。

另一名人质事件中的受伤者易小玲表

示，接受菲律宾政府道歉，因事件已经拖延太

久，她不想再纠缠。

据新华社

在陈中威的名片上，印着“中威联合体有

限公司”。联合体企业包含的第一个就是目前

早已没有船运业务的成立于1930年的中威轮

船公司。 轮船公司当年的标志———一面写着

“cw” 的旗帜醒目地印在名片上。“中威”，就

像是“船王”陈顺通这个家族念念不忘浸入血

脉的烙印。

“我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中威）这个公

司而起的。” 陈中威如此评价自己的名字。陈

中威出生的1969年，祖父陈恰群正在日本为索

赔那两艘在1937年被日本公司租借后却“一去

不还”的轮船奔走着。1967年，日本东京简易裁

判所调停中威公司和日本政府的民事纠纷，但

日本政府拒绝赔偿。陈恰群在之后准备正式起

诉日本政府。此时，家族中的第四代长子陈中

威出生了。陈中威的外太公钱远声认为，陈中

威属鸡，“雄鸡一啼天下白， 一定会带来好运

的。” 而陈恰群在当时的书信中告知上海的家

人，轮船索赔之事好像有眉目了。“旧的中威要

复兴， 新的中威诞生了， 这个孩子就叫中威

吧。” 钱远声于是为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起名

“中威”。

“这种家族责任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

陈中威说， 小时候觉得自己的名字有点奇怪，

和曾祖父的公司名字是一样的。而家人们总会

说，曾祖父开的这家轮船公司,被日本公司借去

了两艘船一直没有还。祖父陈恰群正在中国香

港、向日本追讨索赔。“我们总会把轮船要回来

的。”彼时，年幼的陈中威牢牢地记住了自己名

字的含义。

家族使命催生“我的名字”

“这场家族索赔案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一

点一点地做，总有成功的一天。”搬了将近一

个世纪，船王一家终于搬动了这座沉重的山。

3年8个月 菲政府终就人质事件道歉

香港特区政府与菲律宾政府就马尼拉人质事件达成共识，并从即日起撤销对菲制裁

人质事件

2010

年

8

月

23

日，一辆载有

20

多

名香港游客的大巴在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市中心遭劫持。 在菲警方当晚

实施的突击解救行动中，有

8

名香港

游客死亡，另有

7

人受伤。

新闻回放

澳海岸发现可疑物

澳大利亚搜寻马航370航班联合协

调中心23日说， 一件不明物体被冲到澳

大利亚西部海岸， 当局正在调查其与马

航失联客机的关系。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官员说， 这件

物体不大可能是来自那架飞机。

联合协调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说，澳

大利亚警方已经得到这件物体， 它在西

澳大利亚州南角奥古斯塔镇以东10公里

处被发现。 联合协调中心设在西澳洲首

府珀斯，奥古斯塔位于珀斯以南大约300

公里处。

声明没有对这件物体加以任何描

述。而路透社报道说，这是参与搜寻各方

4月4日据信首次探测到马航370航班黑

匣子信号以来， 首次报告发现可疑相关

物体和首条线索。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正在分析这

件物体的照片， 以确定是否需要进一

步调查、这件物体是否与马航370航班

有关。

《西澳大利亚人》报援引澳大利亚

运输安全局发言人的话报道称， 那件物

体可能存在关联性， 把疑似物描述为

“明显的飞机残骸”。

但运输安全局局长马丁·多兰告诉

美联社记者，初步分析显示，这件看似带

铆钉金属板的物体并不是来自马航客

机。“我们不认为这个对搜寻马航370航

班有用。现阶段，我们没有兴奋起来。”

多兰说，分析可能在夜间完成，24日

将发布一份正式声明。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当天说， 他没

有得到过任何意见认为马航370航班在

某地着陆的说法具有任何真实性， 并表

示澳方将继续搜寻。

据新华社

搜寻马航370航班 追踪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上海报道

新疆昨天下雪

气温从23.5℃降至-4.1℃

菲方就人质

事件致歉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讨船

1958年，陈中威的祖父陈恰群上海迁居中

国香港，并重新注册中威轮船公司。此时，陈恰

群最小的儿子陈平刚刚满一岁， 他的母亲、妻

子、孩子都在上海。而陈恰群的选择是，离开家

人去完成父亲的遗命。“他21年都没有回来，和

家人全靠书信往来。”

“我最近的工作大有进展，故告之……”陈

中威小时候， 经常看到父亲陈春收到祖父寄来

的信件。有时，他自己也会收到祖父写给他的信，

信封上端正地写着“陈中威先生启”，信纸还保

留旧时的习惯，从右到左，竖排排开。父亲告诉

他，祖父是家族的大英雄，留在内地他根本无法

完成家族的遗命打官司。 到1979年陈恰群终于

可以到上海时， 他仅仅和陈春就通了上千封信

件，每封信几乎都会围绕着一个字———船。

陈中威说，父亲陈春经常和祖父讨论船案

案情。父亲甚至在70年代拜上海一位出名的大

律师为师，反复钻研案情。祖父觉得这个儿子

很能干，也能在船案中帮上忙。1979年，当陈恰

群回上海时，就将陈春带去了中国香港，之后

陈中威及母亲、弟弟也都迁居过去。当时，恰逢

陈恰群在日本打了10年官司败诉，为了能在国

内重新启动官司，陈春花了三五年时间组建了

一个56人的律师团。

而在陈家第三代人中，并不只是长子陈震

和次子陈春扛起责任。年纪最小的陈平，在80

年代赴日留学，学习日文。陈平的哥哥陈风也

曾赴日留学。陈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父亲是

希望他们能多学习语言和日本文化，为家族官

司尽一点力量。“这叫各尽其责。”

为索赔 “祖父21年没回来”

分离

租船合同是“最不能丢的宝贝”

遗物

船王第四代的选择

船王第四代陈中威

陈中威和父亲陈春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