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研究：历史、文化、政治”

学术工作坊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

赞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

2016年 12月 4日-12月 5日

会
议
手
册



会议目录

1.会议通知

2.大会议程

3.摘要辑录

4.参会名录

5.来宾须知



1.会议通知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研究：历史、政治、文化”学术工作坊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
会议主题：马新华人研究新学术探讨
会议日期：2016 年 12 月 4-5 日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研究拥有长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战前中国学界的“南洋研
究”，即对马新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关注。对于“南洋”的研究也延伸到此区域
古籍的整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以及郑和下西洋。二战期间有关研究停顿，战后中
国内战使得此研究停滞不前。五、六十年代始，中国大陆厦门与广州有关高校，以及东南亚
地区马来亚大学与南洋大学，相继培养了一批学者，后来也有一批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学人
参与，逐渐开拓了崭新的研究议题，如移民、身份认同、本地化、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战后
华社的发展。当南洋研究在不断的深化与扎根时，其最被关注的领域无疑是马新华人。近年
来中国学界对新马华人也显露出浓厚的兴趣与崭新的成果。新马华人研究学术社群逐渐凝
聚，研究方法不断翻新，研究议题亦不断扩大。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与马
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将联合主办一项题为“马新华人研究的新学术探讨”学术
会议，邀请有关学者专家就以下论题发表论文：

1. 史料与历史
2. 人类学与习俗
3. 社会与社团组织
4. 宗教与信仰
5. 文学与教育
6. 地域与空间
7. 社会经济转型
8. 与中国关系
9. 政治与国家机关
10.新领域：保健、医学、科技

会议主办当局将会发出邀请函给学者。被邀请学者必须在 2016 年 10 月 10 之前提交
论文摘要。完整论文须 11月 25 日之前在提交。会议论文将结集出版。
主办当局将会提供在北京大学校内酒店 3晚落地招待，12 月 3日入住，12 月 6日上午退
房。邀请学者必须自付来回北京的旅费。
会议组织： 吴小安教授（北京大学）、黄子坚教授（马来亚大学）
会议联络： 陈业诗 电邮： ellen188@126.com 手机： (86) 15801390153

mailto:ellen188@126.com


2 .会 议 议 程

2016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

时间 项目 地点

9:30-21:30 大会报到 中关新园九号楼

18:30-20:00 欢迎晚宴 农园三楼

2016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

时间 项目 地点

8:30-8:45 会议签到

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

8:45-8:55 开幕式致辞

8:55-9:45
主题演讲 1

东南亚汉学历史中的后华性与角色设置
演讲人：石之瑜 主持人：吴小安

9:45-10:15 讨论问答

10:15-10:30 中场休息

10:30-11:20
主题主题 2

方法、地方知识、书评之必要：当前马新华人研究的几个重要议题

演讲人：何启良 主持人：黄子坚

11:20-12:00 讨论问答

12:00-13:30 午餐时间 艺园二楼
13:30-13:45 会议签到

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

13:45-15:30

1.历史、现实与理论：华人性、马新华人社会生态
主持人：曹云华

廖文辉：《近百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书写刍议》
陈琮渊：《婆罗洲华人研究途径探析：在地史料、跨域议题、理论创新》

张碧君：《什麼樣的華人？新加坡華人性論述的異同探討》

15:30-15:45 中场休息
2.地方、国家与区域：历史政治视野中的马新华人

主持人： 朱崇科

利亮时：《族群政治对马国华人在地认同的影响》

李淑飞：《李光耀的族群管治策略：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华文官化事件”

与族群政治》

陈爱梅：《誰的子民？论二戰前英屬馬來亞、北婆羅州和砂勞越華人的

公民權》

17:30-19:00 晚餐 艺园二楼

15:45-17：30



201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时间 项目 地点

8:00-8:15 会议签到

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

3.挑战、回应与调适：马新华侨华人的经济生活回眸
主持人：张翰璧

庄仁杰：《战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

新马地区的发展为例（1915-1941）》

徐晓东：《二战前的新柔廖华人经济网络》

陈妙恩：《晚清绅商在马来亚：以李季濂和锦纶泰号为例》

蔡静芬（Elena Gregoria Chai Chin Fern）： “Traders and Clients

Relationship in Riverine Trading: A Case from Sarawak”

10:00-10:15 中场休息

4.旧客、新客与承继：马新华人族群社会的更新换代
主持人：廖文辉

曹云华：《马来西亚的客家人》

张翰璧：《马新“客家”族群产业发展与网络创造过程》
吴龙云：《“失控”与控制之间：马来联邦华人新客的期望与艰辛

（1908-1910）》

12:00～13:30 午餐时间 艺园二楼

13:30～13:45 会议签到

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

5.文化、认同与发展：马新华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资源
主持人：潘碧华

张维安：《仙四爷信仰：马来西亚客家华人在地信仰个案研究》

吴益婷：《马来西亚都市华裔青年的文化资源与选择》

林德顺：《乡团在当今马来西亚华社的存在价值探讨》

15:15-15:30 中场休息

6.抗争、坚守与建构：作为文化堡垒的马新华校

主持人：何启良

潘碧华：《林连玉格律诗的传承与认同》

金进： 《华校书写与新加坡华人国族意识的建构》

朱崇科：《论新马华文文学中的“南洋大学”书写》

薛莉清: 《图像南洋与空间生产:以南洋艺术学院为例》

17:10-17:30 大会总结

17:30-19:00 告别晚宴 艺园二楼

10:15-12:00

13:45-15:15

15:30-17:10

15:45-17:30



2016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

时间 项目 地点

8:00-12:00 参会嘉宾退房离京 中关新园九号楼



3.摘要辑录



主题演讲一

东南亚汉学历史中的后华性与角色投置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石之瑜

华人研究几乎否认了对华人或华人性加以定义的可能性，这样普遍性的差异，使得华人

的自我认识必须具体仰赖各自选取的文化资源，借以与分享同一资源的其他华人群体，相互

识别，形成了在本体论上华人性的确认，以及知识论上华人性的难以确认，可称之为后华性。

后华性可以区分为两个向度，一个向度涉及识别的主体是自居与华人群体之内、之外或内外

之间；另一个向度下是指识别对象是属于时间或空间的范畴。，如此相互识别是对彼此角色

的界定。东南亚汉学与华人研究或中国研究的知识史，蕴藏了六种相互识别的可能路径，进

而在行为上引发角色的投置及弃置。

主题演讲二

方法、米提斯、书评之必要：

当前马新华人研究的几个重要议题

(Methodology, Metis, and the Necessity of Critical Book Reviews: Some Pertinent Issues about
Contemporary Malaysian-Singapore’s Chinese Studies)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何启良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研究（以下简称马新华人研究）至今有可以呈上台面的成果，也
存在着一些重大而需要关注的问题。作为研究领域，马新华人研究之所以能够逐渐慨念化，
被学界日渐接受并且推广和深化，其中有许多原因：学术研究团队的逐渐壮大、学术跨域后
新视野的开拓、全球化（更准确的说亚洲化）各项资源（如交流、出版、基金援助）的增加，
都是主因。就南洋研究、东南亚研究、海外华人研究而言，在马新的发展曾经经历过“去中
国性”、“去殖民化”与“马来亚化”的阶段，在文学本土化的浪潮较显著。中国改革开放
后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更始与改进，促使中文语系的著作成果亦受到重视，使到马新华



人研究又面临了一个转折点。中文著作具有庞大的教育市场和潜在的学术价值，在未来，研
究队伍数目的不断增加，其质素大有进步的可能，当然许多问题包括学术乱象也接踵而来。
本文将针对当前马新华人研究的几个课题进行讨论：（1）方法：伪方法、学科认识与学术
训练；（2）米提斯：地方知识与自治历史；（3）书评之必要：以及其他。



专题一.历史、现实与理论：华人性、马新华人社会生态

近百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书写刍议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中文系 廖文辉

进入 21世纪，马新华人社会成为中台学界争相关注的研究热点，在研究课题上基本延

续上个世纪的内容，如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报章、民间信仰等，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在史料方面，一些上个世纪较少采用或没有注意及的民间历史文献开始为学界注意和采用，

如口述历史、义山资料和乡音曲艺等。检视颜清湟的《新马华人社会史》，不难发现村镇、

民间信仰、血缘组织三者是颜著以 1911 年为断限的研究所无法深入处理或论述的。再者大

部分华人民俗的内容都是华人社会生活的部分，并不属于高层次的文化。民间信仰研究成果

固然丰硕，但从民俗角度切入的研究仍有待开展。为此开展村镇和民俗两个方向的研究实乃

当下可以拓展的领域。

婆罗洲华人研究途径探析：在地史料、跨域议题、理论创新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陈琮渊

在晚近“南洋研究”及“东南亚区域研究”交错浸濡的发展脉络下，新加坡及马来西亚

华人婆罗洲研究，由于地缘及研究资料丰富等因素，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由新马华人研

究的成果，也凝炼为人类学经典民族志及华人移民史的重要论述，成为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

范示（paradigm）。然而，跨学科方法演进全球化的浪潮，已使学界开始反思既有的研究

途径，是否仍能妥切的解释高度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各地华人社会（群）？尤以在新马华人研

究当中，综摄砂拉越、沙巴、汶萊，乃至于印尼加里曼丹的“婆罗洲华人研究”，相较于西

马及新加坡，受到的关注仍然有限，相关的研究資源及成果，也相对集中在砂拉越；甚至有

意识或不自觉地将婆羅洲華人復刻成“馬來西亞華人研究”或“中外關係史研究“，而限縮

了此一研究议程的精彩及独特性，殊为可惜。



什么样的华人？新加坡华人性论述的异同探讨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 张碧君

关于南洋/东南亚华人的议题向来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人不同，而探讨新加坡华人的华

人性又不同于检视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除了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当中拥有最高比例的华人

族群，更在于曾经作为海峡殖民地的历史脉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华人性”想象的华人群

体。本研究以文献回顾形式检视过去二十年来探讨新加坡华人或华人性的重要文献。这类文

献相当多元，并随着新加坡国家历程的演进而有不同的讨论。本研究将比较其中的异、同观

点，并藉此分析关于新加坡“华人性”论述的历史变迁（异），以及这类多元的论述又对于

新加坡华人作为优势族群有哪些共同的关注或期待（同）。



专题二. 地方、国家与区域：历史政治视野中的马新华人

族群政治对马国华人在地认同的影响

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 利亮时

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开放予非马来人公民权地位。这项计划对马来人而言，

等于是无视他们在这块土地的优越地位。马来知识分子为了保卫族群的利益，于 1946 年 5

月 11 日成立了“全国巫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进入 1950

年代，民族自决的浪潮席卷亚洲，代表马来人的巫统、华人的政党马华公会(简称马

华)(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与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简称国大党)(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三党组成了“联盟”(Alliance)，积极争取独立。

从 1957-1969 年，联盟一直是马来(西)亚(1963 年与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合并称为

马来西亚)的主要执政党。1969 年在野势力的崛起，令执政联盟的国会议席有所减少，更不

幸的是该年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冲突事件导致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下台，副手敦拉萨(Tun Abdul Razak)取而代之。敦拉萨上台后改组联盟邀请在野党加入，

并将联盟更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Barisan Nasional/National Front)。在野力量加入，

并没有对马国原本的族群政治生态产生改变，反而让族群政治继续壮大，巫统的力量亦随着

增强。从联盟到国阵，华人在国家脱离殖民地之后，应该进入在地化的阶段，然而，族群政

治的强化，却对华人在地化产生极大的阻碍，本文将探讨族群政治对华人在地化的影响，其

中将就社团、教育与政治面进行讨论。



李光耀的族群管治策略：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华文官化事件”与族群政治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李淑飞

在新加坡 1965 年独立建国一个多月后即发生的“华文官化事件”，是新加坡语文政

治和族群政治演变中的关键性事件，也是新加坡国族建构与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一个重要

时间节点。“华文官化事件”与马来西亚华社发起的“华文官化运动”关系密切，本文对华

文官化问题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借之考察新加坡建国初期的语文政治与族群政治，并

对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冷战背景下管治华人为主体的多元新加坡社会的族群管治策

略进行探讨。

谁的子民？二战前英属马来亚、北婆罗州和砂劳越华人的公民权

拉曼大学中文系 陈爱梅

二战前的英属马来亚、北婆罗州和砂劳越的华人是大英子民？苏丹子民？还是中国子

民？现在的马来西亚在独立／组成前可分为三个政治区域：英属马来亚（包括海峡殖民地、

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北婆罗州和砂劳越，这三部份的的管辖权都归不同的殖民政府或政

权所拥有。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英属马来亚、北婆罗州和砂劳越在二战前的公民权属性，

探讨的面向分为两部份，即中国政府和在地政府。中国政府采取血统主义，把海外华人都视

为公民；在地政府则有不同的公民权法令。除了探讨这些法令，这项研究也将论述这些法令

对当地华人的影向。



专题三. 挑战、回应与调适：马新华侨华人的经济生活回眸

战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

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新马地区的发展为例（1915-1941）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庄仁杰

中国企业的活动不限于中国国内，也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并非今日现象，在二战

之前，已有部分中国企业的经营触角就已伸往海外，可是相关研究却非常少见。

本文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活动为例，探讨

战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情况。为了厘清这个问题，通过以下三个子问题来讨论。第

一，和通过东南亚的代理商销售商品的中国企业相比，为何南洋等这些中国企业选择直接在

海外设立分行？第二，这些海外分行，它们在海外的组织方式、销售网络、宣传策略和营销

手法和它们在中国本土有何异同？并且这些海外分公司的盈亏情况如何？第三，它们在海外

的经营，是否受到中国本土与分公司所在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果有，这些

因素如何影响这些海外分行的营运？

本文将叙述与分析南洋烟草在 1915 年到 1941 年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公司组织

结构、销售网络、宣传策略、营销手法与公司盈亏。最后在结论中指出南洋烟草如何因应中

国本土和分公司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况，调整它在东南亚的投资，以及从拥有权优势

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指出，战前的一些中国跨国企业为何采取直接投资的政策，在海外设立

分公司。



二战前的新柔廖华人经济网络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徐晓东

本文在描述二战前横跨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尼廖内群岛省三地区

华人经济网络从构建到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揭示该网络在全球经济体系变化以及欧洲

殖民渗透背景下虽扩张却脆弱的双重特征，分析影响该历史变迁过程的内外生因素。其中内

生因素源于华族自身特点、地区独特的社会和政治情势；外生因素则包括西方殖民政策、西

方资本和资本家、世界市场变化等。

晚清绅商在马来亚：以李季濂和锦纶泰号为例

马来亚大学历史学博士 陈妙恩

华商在欧洲人未踏足马来半岛之前就已经在该区进行贸易活动。随着英国在 1874 年开

始统治马来半岛，而中国在 19世纪末面临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促使大量华工移民到马来亚

和新加坡。本文通过观察晚清和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绅商李季濂（1877-1936）及他所经营

的“锦纶泰”商号作为案例，探讨华商与华工移民之间的联系。作为一所跨国公司，“锦纶

泰”在中国的信宜和湛江、香港、新加坡及马来亚都有分行。它主要业务包括丝绸贸易，牵

引华工出洋，并提供客栈、汇兑等服务。至 1926 年为止，有 2万多高州人通过“锦纶泰”

被带到马来亚。同时，李季濂在马来亚也涉及锡矿和石灰岩的开采及木材业等生意，并在中

国广西开采朱砂矿。

Traders and Clients Relationship in Riverine Trading: A Case from Sarawak

Kelvin Ega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
Elena Gregoria Chai Chin Fer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

Abstract:
Rural riverine trad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establishments of bazaars and
townships in many rural areas of Sarawak, Malaysian Borneo. During the Brooke administration in



the 1850s when peace was generally restored among warring group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divisions of Sarawak, riverine traders began to venture further upriver to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ers and clients were forged based on mutual trust. Traders used system of
advance and barter trade to their clients thus creating a system of 'social debt'. This paper try to
discuss the interplay of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social obligation, based on Mauss framework of
system of exchange. Fieldwork for this research project1 is still ongoing and the discussion
provided is far from conclusive. However, it is envisaged that the preliminary finding could shed
some attention onto the system of exchange and trade between the local producers and Chinese
trading-boat merchants that determines a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ociety.

1 The project is funded by Institute of Borneo Studies, 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 under grant no.
F06/(NRC)/1337/2016(3)



专题四.旧客、新客与承继：马新华人族群社会的更新换代

马来西亚的客家人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曹云华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曹雨

客家人喜欢迁徙，他们最初从中国的中原一带迁徙到南方的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然后

又从这些地方再往海外迁徙，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国，遍布客家人的足迹。马来

西亚是客家人聚居的一个重要国家，客家人与其他华人族群一样，在这个国家奋斗、生根、

开花、结果，不断地繁衍后代，一般的客家人家庭，在马来西亚都经历了 3代至 4代人的

历程，有些移民早的，可能已经有 7、8代，甚至 10 几代的也有。本文着重研究客家人在

马来西亚移民的历史、分布情况，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文化适应，与其他华人族群的关

系等等。

一、简短的学术回顾

二、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迁移与分布

三、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文化适应

四、马来西亚客家人与其他华人族群的关系

五、结论

马新“客家”族群产业发展与网络创造过程

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教授 张翰璧

移民被定义为一种网络创造的过程（network-creating process），因为它会发展成

介于原乡与异乡间，一种愈趋于密集接触的网络型态。一旦被建立，这些网络便允许移民的

过程，在经济动机上的短期变化，变成一种自我维持（self-sustaining）与不易改变

（imperviousness）的状态。因这些跨国境的社会连结的运作，会降低移动国外的风险与



成本。也允许一家之主的男性携带家眷移民至国外，并开始超越原先的经济动机，达成的某

些规范性的预期，形成另一种文化，也在创造另一种网络关系。马新「客家」族群产业的发

展，从原乡到马新地区的发展是一个网络创造的过程，它也依赖既有的网络，创造另一种在

地网络关系（网络是一种既维持又创造的过程）。两者在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的「客家族群」

的内涵。本文希望以典当业和中药业为例，分析客家网络与「客家族群」概念的转变。

失控”与控制之间：马来联邦华人新客的期望与艰辛（1908-1910）

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华语所 吳龙云

马来亚的契约劳工在 20 世纪初期，已行之有年。因契约劳工制度弊病丛生，自 1870

年代开始，英殖民政府即着手推行保护契约劳工的政策与办法，尽管如此，契约劳工的问题

并没有全然解决。1906 年之后，树胶业的扩展，促使马来半岛的劳力需求也随之上涨。事

源于契约劳工前此的弊端，对于是否持继事推行契约劳工制度，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劳工需求，

殖民地政府因此拟进行调查，以寻求合宜的解决办法。1910 年终于成立一个委员会，而调

查报告书（以下称《报告书》）也在是年的年底上呈殖民部，造成 1914 年契约劳工制终遭

废除。该《报告书》曾为学者们参考，以阐述劳工制度与法律的变迁。但是，调查报告中其

他人物与角色在调查中所做出的一些说明，其中的详情与细节，却未有学者详为探索，本文

以此报告为基础，尝试以新客的工作与薪资，以及伤害与管理的角度，藉由从新客遭遇，以

及新客自身在调查时的阐述；中间人如承包商和客头角度；以及雇主与华民护卫司的角度与

看法，採取近距离的视角，理解新客的遭遇。



专题五. 文化、认同与发展：马新华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资源

仙四爷信仰：马来西亚客家华人在地信仰个案研究

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兼客家文化学院 张维安

客家族群以中国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地区为主要居住地，遍及华南及台湾

等地。客家族群的特色之一是广泛的移民迁徙，特别是在台湾、东南亚各地尤为集中。虽然

各地的客家海外移民的时期和理由并不相同，但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客家在移入地区，并

非总是作为客人或是过客，落地生根是一个共同的经验与趋势。在这个落地生根的过程中，

宗教信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处理的盛明利仙师爷的信仰，牵涉到惠州客家人向东

南亚，特别是向马来西亚移民的过程，因为所从事的锡米开采事业，发生许多与周边华人与

非华人的分类竞合关系。而仙师爷甲必丹盛明利信仰的故事便是在这个族群互动过程中所发

生的。本文将分析这个信仰在客家人经营锡矿的过程中，随着族群产业的开拓而分布在最少

26个庙宇，本文之分析，将以两次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讨论其分布与产业的关系，仙师

爷信仰本身的特质，以及近年的的兴衰与发展。

马来西亚都市华裔青年的文化资源与选择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吴益婷

东南亚华人十分多元化，而有中国经商经验的华裔商人和传统的华人宗乡会馆是大陆学

界所熟悉的研究对象。这些会讲普通话的华裔商人与中国联系时常被学者描述为东南亚华裔

的普遍现象（刘宏，1999）。其实华裔商人和会馆领袖只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一部分，本

篇的研究对象是居住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华裔文化创业者（cultural entrepreneur）。他

们多数是第三代，受过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投入各类的社区运动。本文探讨他们诠释国



家或族群历史的作品，包括展览、文化景点设计等，希望借此探寻他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资

源和选择。

保守与转型：乡团在当今马来西亚华社的存在价值探讨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院 林德顺

为数近万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当中，以地缘及血缘认同的乡团占有不少数目。作为马来

西亚华团最早的组织形态，它的组织结构蕴涵着传统儒家宗法精神原则。因此虽说有学者认

为马来西亚华社少了中国传统中的“士”阶层，乡团组织在传统社会成型及运作，还是彰显

它的“中华性”的。早期乡团成为华人日常生活的凝聚点，乡团—华人关系双向扶持，组织

历久牢固。独立以后现代国家成立取代它的准政府功能，它反过来成为后世保守传统精神的

场域。如今历经时代变迁的今天，除了有进行变通的乡团，亦有对本身社会功能认知停留过

往的乡团留存在世。作者认为，研究当今马来西亚华社文化者，必对留存的乡团进行更深入

的考察与思考，从中可看出华社的现代化进程中还保守什么价值，决定了华人对自身传统的

扬弃抉择。本文针对上述假设，以现有的数个乡团为参考案例，主要探讨乡团在当今华社扮

演的角色。当中发现华社对失去传统功能的乡团有多元的发展路径思考，唯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仍是殊途同归。



专题六.抗争、坚守与建构：作为文化堡垒的马新华校

林连玉格律诗：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与认同

潘碧华（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

成茉莉（台湾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林连玉（1901-1985），生于中国福建永春，祖父林以仁以及父亲林赓飏都是清朝名

儒，以教书为生，使他自小有机会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研读四书五经。1916 年，林连玉在

父亲的安排下到厦门当学徒，1920 年考入集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系，后以破纪录的成绩毕

业，留校执教 2年。1927 年，集美因学潮事件被关闭后，林连玉南来马来亚，投靠族兄林

采仁，先后在霹雳爱大华国民学校、巴生共和学校、加影育华学校以及吉隆坡尊孔学校等多

所中学担任教师。1949 年，他领导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成立，终身推动华文教育，尤其

1951 年《巴恩报告书》、1954 年《教育白皮书》、1956 年《拉萨教育报告书》推出后，

林连玉挺身而出领导华人社会向政府表示不满，坚决维护华文学校的基本特征，在马来西亚

华人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1961 年，马来西亚教育局吊销了他的教师执照，1964 年被内

政部褫夺去马来西亚公民权 。然而，种种政治打压不曾让林连玉却放弃他的斗争理念，纵

观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华教奋斗史，林连玉以团结教师、捍卫华教、争取公民权以及促成“三

大机构” 成立而为人所称道，也因此激励了许多人，被视为华教的精神象征。1985 年 12

月 18 日去世后，林连玉被誉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族魂”，吉隆坡福建义山为他建立了一个

墓园，世代受华社的瞻仰和祭拜，同时也将他的忌日定为“华教节”。事实上，林连玉创作

了大量的杂文与古诗词，大部分都曾在新马各大报章副刊刊出，如南洋商报《狮声》和《商

余》等。 1985 年林连玉逝世后，林连玉基金会陆续将他生前作品集结出版，包括杂文集

《杂锦集》（1986）、《吴钩集》（1986）、《姜桂集》（2002）；记事录《风雨十八

年》（上、下集，1988）；言论集《林连玉先生言论集》（2003）；旧体诗词集《连玉诗

存》（1986）；回忆录《回忆片片录》（1963) 等，各种文类大量的创作间接也证明了他

的写作才能。《连玉诗存》（1986）是林连玉的旧体诗词自选集，收录了 82 首古典诗词



创作，内容甚广，包括怀人诗、感怀诗、闲适诗、悼亡诗、咏物诗、咏史诗、赠友诗等。形

式方面，主要以七言律诗为主，其他包括七言绝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诗以及词。

林连玉创作了大量的古诗词与杂文创作，其杂文多顺应时事发展而撰文评论，讨论国事、教

育课题，主要向社会传达讯息，因此具有杂文体批判时事的尖锐锋芒，带有个人强烈的感情

色彩却不失理性特色，让读者看到一个奋不顾身、坚韧不拔的华教英雄的形象，永远站立在

众人的前端，感慨激昂发表言论。他的诗作多是生活中吉光片羽的记录，很大程度上表现他

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真实面貌。提供了我们走入他内心世界的凭据。即使是伟人，内心

深处也有迷茫和脆弱，其诗词为我们展现感性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林连玉——一

面对群众坚强，内心温情的知识分子形象。

华校书写与新加坡华人国族意识的建构

浙江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金进

新加坡自 1965 年建国以来，逐步确立了双语教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确立英语

的优势地位，对华人教育和华人语言进行压缩和控制，政策上的强势和不合理的政府行为所

造成的族群伤痕是巨大的，成为新加坡华人心中永远的痛。盛极一时的南洋大学于 1980 年

被迫关闭，华文两大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于 1983 年强制合并，历史悠久的华校于

1987 年停办转型，这些在在都展示着新加坡政府的实用主义执政理念。近六十多年来，新

华文学中的华校题材作品一直没有停止创作过。从早期的南来师资的文化活动，到 1970、

80 年代前后的华校断根之痛，再到断根之后新加坡华人的现实处境与困惑，都有着重要作

家的作品与这些话题相对照。本文选择英培安、郭宝崑、张曦娜、希尼尔、谢裕民、洪荣狄、

梁志强等新华最重要的作家的华校题材作品为分析对象，同时在百年新马文学历史的大背景

中，力图从官方历史和民间历史的缝隙中寻找新加坡华人国族意识的建构过程，以及剖析新

加坡人精英和草根两大阶层分离之后的社会认同的差异，从而重审当代新加坡华人文化的历

史构成和特点。



论新马华文文学中的“南洋大学”书写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校区） 朱崇科

1980 年存活了不到 30 年的南洋大学被李光耀（1923-2015）强行关闭，现实中的

南洋大学走入历史，但文学再现中的南洋大学图像却绵延不绝。整体看来，华文文学书写中

的“南洋大学”意象自有其发展脉络：“南洋大学”存在时期（1953-1980）的有关书写

显得富有活力，亦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倾向，而在确认被关闭后，也呈现出悲怆而又顽强的风

格；到了1980-1990 年代，作家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再现，如现实验证、前后比照、寓言重

写等等；21 世纪以来，有关文学书写亦有自己的风格，它们考虑如何借助文字再塑“南洋

大学”及其精神，也包括通过意象的锤炼加以重塑。

图像南洋与空间生产：以南洋艺术学院为例

南京工业大学 薛莉清

1937 年林学大与一批厦门美专的教师来到新加坡，在当时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的支

持下，按照厦门美专的课程模式筹建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自此，中国近现代美术开始在南洋

扩展其文化空间。随着社会局势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南洋艺术学院，这所开办时近乎是厦

门美专的海外一支逐渐开始转变自身的价值观和功能。

本文从南洋艺术学院的创建、转折、转型进入，通过分析艺术学院的领导层以及教师群

体的理念以及作品风格，对视觉艺术领域内的文化空间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同时，解析此过

程中华人艺术家的身份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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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新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126 号），位于北京大学东门地铁站 C
口的南侧，中关新园九号楼位于整个中关新园的最东边。

由首都国际机场到达北京的学者：A.学者如搭乘的士，费用在 100-130 元左右（含机
场高速费用）。B.学者如由机场 T3航站楼乘坐机场快轨，则需在三元桥站换乘地铁 10 号
线（外环、知春路方向），在海淀黄庄站换乘地铁 4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在北京大学
东门站下车，由 C口出站。沿着中关村北大街往南步行约 20 米，在天桥附近（图示标注 1）
左转继续向东步行 100 米即可到达中关新园 9号楼（图示标注 6）。机场快轨与地铁票价
共计 30元。这里需要特别提示大家，鉴于部分地铁 22:00 过后停运，因此对于在这一时段
到达北京的学者，建议以打车作为交通首选。

由北京南站到达的学者：可由北京南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4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到北
京大学东门站下车，由 C口出站。参照前文示意步行路线，往南走 20米于天桥处左拐继续
向东步行 100 米到达中关新园 9号楼。地铁票价 5元。

由北京西站到达的学者：可由北京西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9号线（国家图书馆方向）于
国家图书馆站换乘地铁 4号线（安河桥北方向），在北京大学东门站下车，由 C口出站。
参照前文示意步行路线，往南走 20 米于天桥处左拐继续向东步行 100 米到达中关新园 9
号楼。地铁票价 4元。

②农园三楼餐厅

本次会议的欢迎晚宴将于 12 月 3 日 18:30 在农园三楼餐厅举行，3日 18:20 会务组
将派专人在中关新园前台引导大家前往。农园餐厅位于我校第二教学楼西南侧，学者可从中
关新园出发，向西步行 260 米，过天桥、进入北京大学东南门后再向西步行 130 米，于第
二教学楼左转即可到达。



③陈守仁研究中心

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位于我校著名景点未名湖区的东南侧，紧邻博雅塔和地球与空间科
学院的遥感楼。12月 4号早上 8:00 和 5日早上 7:30，会务组将会在学者用餐过后派出专
人引导各位学者前往会议地点。当然，学者也自行可由中关新园出发前往，具体路线是：沿
着成府路向西步行 240 米进入北京大学东门，继续向西步行 280 米，于文史楼东侧右拐，
继续往北步行 470 米左转，而后继续步行 190 米即可到达。

④艺园二楼餐厅



艺园二楼餐厅是本次会议工作餐和告别晚宴举行地点，位于我校西南部学生宿舍区、学
五食堂附近。每个半天会议结束后，我们将派出专人引导大家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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