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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物的相遇——香港篇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 

    （文： 符嘉雯） 

 

 香港中文大学乃闻名遐迩，世界顶尖的象牙塔。从我们下飞机抵达中大后就一

直听到我们一行人发出的“哇”声，赞叹中大校园如此之大、设备如此之先进、校园美

景如此之迷人。 可是，其实真正冲击我们的思想观念、震叹内心的其实是中大的图书

馆。未踏入图书馆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拱门石像。据了解，这个拱门实

名为“仲门”，是台湾雕塑家朱铭的太极系列作品之一，现已是中大重要的地标之一。

“仲门”的外形犹如两人过招，传达着学者与学术切磋砥砺的精神暗通。有趣的是，当

我们因为好奇而欲穿过拱门之下时被香港朋友阻止了。原来，中大有个传说，如果学

生向着大学图书馆方向穿过“仲门”会得到一级荣誉毕业，反之如果向科学馆方向穿过

“仲门”就不能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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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百万大道，穿过

“仲门”，经过喷水池，庄重

又圣严的图书馆就在眼前。

一开始我们站在图书馆外面

听到鸟叫声此起彼伏，四处

张望却不见影踪。原来图书馆的屋顶外沿做成了凹陷的设计，旨在养燕。一间庄严的

高等学府，巧妙地跟环境和谐地融合，保留人类文明的同时也保卫绿色地球。图书馆

采用现代化管理系统，学生不仅可自行出借以及归还书籍，图书馆的讨论室内更是备

有多架电脑供学生使用。现在图书馆的藏书量已超过一百七十万册书刊，另外还有大

量的线上资源作为研究用途。图书馆主要的收藏可上溯至十四世纪的中文和外文善本

书、手稿以及其他具收藏价值的书籍。值得一提的是，中大的朋友还告诉我们，他们

这里还有个文化叫“进宿”，那就是临近考试时许多学生会在这里熬夜奋斗苦读。这些

都令我们称奇不已。 

【环境与人类共存，开发与保护同步】 

（文：符嘉雯） 

 扪心自问，我们人类文明经济发展的代价，是不是牺牲地球和环境？世界企业

发展脚步越来越快、城市发展越来越拥挤，高楼大厦也越建越高。如果我们再不保护

地球，我们的下一代也许生下来就无缘看见青葱的草原以及漫天的繁星。 

赛马会气候变化博物馆致力于介绍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同时也推广洁

净能源，低碳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概念。通过这次的博物馆导览，我们也了解了

气候变化及明白建立可持续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不得不说，这个博物馆跟我们以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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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物馆有点不一样。赛马气候变化博物馆用雪龙号等事物营造故事气氛，把我们带

入情景以内，启迪我们的环保思维以及唤醒我们的公民责任珍惜资源。 

【二战后香港社会与经济发展透视】                               

 (文：符嘉雯) 

 香港自二战到回归前的时期里，保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与韩国、新加

坡和台湾并称为“东亚奇迹”中的“亚洲四小龙”。参与马港交流团的所有学生都有幸听到

了由饶美蛟教授主讲的"二战后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透视"的讲座。饶教授不仅剖析了

香港当前的经济政策争论，还与我们讨论香港现今发展路向和比较了香港与马来西亚

之间经济的长处与短处。首先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游港的这段期

间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让我们看到香港人对于身份认同十分坚持。其实不仅是他们，

马来西亚人对于身份认同这个话题也很敏感。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并区分华人，华裔

和华侨的差别。不仅如此，一开始的时候，香港朋友因为不了解所以一直统称我们为

马来人（意指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纠正马来人与马来西亚华人是有所

不同的。这是一种对于身份认同的一种体现。通过这场讲座，我们也了解到身份认同

其实是需要互相包容理解以及尊重的。另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即是香港的居住情

况。在与香港朋友夜谈的时候得知香港新生代基本上都觉得买房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梦

想。关于这个部分，饶教授也剖析了其实增加供应房屋单位是香港特区政府当务之急，

因为这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土地供应问题，而香港居住情况这件事也直接导

致香港人压力指数与不开心指数偏高。 

【传耆 与 二十四节令鼓】 

（文：符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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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艺术，可惜随着市场空间收缩，

一些行业渐渐式微，更逐渐被大众遗忘。俗话说，文化成就未来，遗产不能忘怀。花

牌蕴藏各种传统礼仪文化，可惜现在只有在一些传统节日才能看到了。黄乃忠师傅与

传耆向我们详细地解释了花牌的用途与制作方法，他们也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制作精

美手工花牌。耳闻不如自己动手制作，我们也更加了解这个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通

过此次活动，我们从中认识了花牌的结构，特色，也学习到了基本的扎作技巧。 

 除了可以让本土手艺得以薪火相传，延续无限可能的花牌之外，另一项活动也

让我们更加了解传统文化和华族的根。二十四节令鼓是大马本土遗产。它是在华人传

统鼓艺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创新而成。节令鼓除了是一项鼓艺表演，更是东南亚华人文

化传承的象征。通过此次活动，我们学习了两首简单的鼓曲，也学会了基本的动作。  

 其实不论是传耆抑或是二十四节令鼓，他们都是在用现代的方式来传承文化。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包装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海外的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文

化熏陶。毕竟在这个手机族时代，年轻人需要更加新鲜的方式来接触祖辈留下的中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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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院——一国两制的条约】 

（文：傅学净） 

 香港立法院的组成分为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地方选区的议员是以公民投选的

方式所选出；分别在香港岛、九龙西、九龙东、新界西以及新界东进行投选事宜。功

能界别则是由 29 个不同的行业，比如工程界、劳工界、保险界等不同行业的人士里

选出。一国两制的原则是在认同两地为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个制度，是中国政

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政策。该院的讲解员告诉我们，立法院的会议通

常于每星期三上午在立法院大楼会议厅举行会议及处理立法会事务（包括提交附属法

例及其他文件、汇报及发言、发表声明、提出质询、审议法案，以及进行议案辩论）。

立法会所进行的会议都是以公开的形式进行，亦开放给市民旁听。会议过程的内容也

将会以中英文记录，并记载于《立法会会议过程正式纪录》内。 

 

 

 



马港 2019 团体报告 南方大学学院 

8 | P a g e  
 

【電車文化考察之旅】 

 

（文：韋政廷） 

香港叮叮车——电车，一个看似巴士又

像火车的公共交通工具，有着像巴士的机体，

使用着像火车的轨道。没错！这就是香港历史

悠久且特殊的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常在马来西

亚电视上看到电车的我们，没想到有幸能在这一次的马港之旅

中乘坐一次。非常感谢林先生所给予的赞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的安排，让我们不仅能够在香港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事物，甚

至能够体验乘坐叮叮车的乐趣。原来电车的轨道是与汽车以及人行道共同配合的，我

们可以看到当地的交通灯不仅能够安排汽车、电车的行驶，还能安排人们的行走时间。

这一类型的奇观，在香港叮叮车上就能够见识到。当天的叮叮车就似承载我们马来西

亚和香港的学生绕完整个香港一样，让我们在路途中能够欣赏街边的商店、看见香港

人繁忙的步伐、闻到了香港海味的香气。 

【太平山——香港美丽的夜景】 

（文：韋政廷） 

到访过了香港许许多多的市区，你是否还没见过这美丽之都的夜景？来自马来

西亚的我们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同学们热情介绍，要我们一定要去太平山见见香港迷

人的夜景。就这样，坐着巴士往太平山上的崎岖路途中让我们联想到了马来西亚的高

原旅游胜地——云顶。那曲折的道路外加上山的行程，确实与前往云顶的路相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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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目的地的风景更是好奇。抵达太平山后，我们从高处俯视着香港的高楼大厦，

看着大厦上的各种灯火、吹着山顶上的微风、欣赏香港的璀璨星火。 

【新闻博物馆——香港新闻媒体的历史】 

（文：韋政廷） 

对于新闻都甚少了解的我们，来到了香港的新闻博览馆。从该馆中的各种资讯及内容，

我们对香港历史的一些重大社会与政治新闻有了多一点点的认识，包括六四事件和雨

伞革命。 

除此之外，博览馆里还展示了过往新闻媒体人是使用什么样的器材进行拍摄、

使用什么技术进行连线报导，这一类的知识是鲜少能在马来西亚学习到的，让我们格

外珍惜。以新闻为主题的博览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该馆也引进了一些技术让访客们

能够进行一

系列的游戏，

从中认识并

了解到关于

新闻的一些

知识，其中

就包括了绿

景 （ Green-

scene）。绿

景是现在大多数主流新闻媒体会使用的一项技术，这个技术能帮助新闻导播在新闻主

播后方插入特效背景，让新闻更加生动有趣。我们可以在该馆体验到在绿景棚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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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系统会自动在我们的绿色背景当中插入片段，让我们直接尝试了人生中第一次在

绿景前当主播的体验。我们或许不知道，身为媒体人，他们所需面对的人、事、物是

我们无法想象的。历史中的一些事件是媒体工作者因被政府或权威人士所打压，而影

响了新闻的自由度。 

该馆把一些媒体人所遇到过的心酸透露出来，让大众能够更深一层的认识新闻

工作者在工作上所遇到的一些黑暗的故事。这一类型的黑幕在马来西亚是不被允许透

露的，凡是泄露了机密资讯的人士将会受到法律的对付。香港和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

度不同，导致媒体工作者愿意透露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新闻自由

度会比马来西亚高出许多，香港的媒体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小众媒体，都能够对于政

治进行更深度的讨论甚至是网上批评；马来西亚相对比较敏感些，因为政府的限制，

很多主流媒体都不愿把一些会影响政府声誉的新闻发布给大众，导致大众无法更了解

该事情的真相，从而影响大众进行深度的讨论及批评的空间。 

 

【共享办公室——Smart-Space 8】 

（文：黄琴惠） 

第四天在中大的和声书院餐厅享用早餐后，我们参观了由数码港最新开设，位

于荃湾的共用工作间——Smart-Space 8。它是专为有意透过数码科技实验创新理念

的年轻企业家而设的。除了为年轻企业家提供平台外，Smart-Space 8 也希望凝聚志

同道合的企业家来交流合作，以达到培育新一代科技栋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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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仁生】 

（文：黄琴惠） 

在圆玄乐农素食馆享用完午餐后，我们便前往元朗工业村参观余仁生中心。我

们一边参观余仁生中心的厂房，讲解员一边为我们解释了余仁生制作中药的过程和介

绍一些昂贵的中药标本。过后，余仁生的负责人，Mr. Richie Eu 也为我们介绍了余仁

生 139 年的历史。此外，我们也有幸能和他进行一段简短的分享会。这段分享会让我

们对余仁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也从中了解到了他们的企业经营之道。 

 

 

 

 

 

 

 

 

 

我们于余仁生拍的大合照。 

【香港文化博物館】 

（文：黄琴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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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该馆设有金庸馆和大英博物馆藏

品展，大家重温了金庸武侠小说里所蕴含的内容及观看了一小部分的金庸经典电影。

然后再透过大英博物馆里馆藏的 100 组物品，让我们认识到了两百万年间物品和人类

之间的故事与关系。通过这些文物和一些历史资料，让我们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入的了

解，也让我们有更强的意识来保护它们，让这些珍贵的文化可以保留下去。对我们来

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让我们更喜欢人类文化的历史和了解中国历代的故事。李

小龙的主题展示厅也不容小觑，馆内的设计让我们都叹为观止。里头播放着一些经典

的李小龙著作，摆设也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到了晚上，我们便前往火炭的德记大排档

享用晚餐。分配完食物后，大家一起大快朵颐，享用着香港的道地美食。在我们认为

肚子都要填饱了的时候，香喷喷的鸡粥又被端了上来。大伙儿在愉快的气氛下交谈着

自己国家的饮食文化，然后以汽水来结束这一天的旅程。 

 

与香港文化博物馆外的李小龙雕像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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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渔村——大澳】 

（文：张荣真） 

端午节前夕，烈日炎炎，负责人依然热情如火般带我们游大澳。一路上，除了

搭建在陆地上的屋子，我们也发现许多搭建在水上的船屋。密密麻麻的船屋一般会建

在纵横交错的河道旁，这便是大澳最为独特的景观——棚屋，这也为大澳现今的面貌

打下了基础。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马港之间的水乡文化，有许多相似与相异的地方。第

一，在香港的端午节活动里我们发现到，除了新年，不同的区域都有特别注重的大日

子，例如柔佛新山的古庙游神和峇株巴辖海口的天宫诞；而端午节便是香港大澳渔村

渔民们最重视的节日。6 月 6 日端午节前夕，正好是他们为了龙舟赛与祭祀仪式进行

彩排。我们也发现家家户户门口都插上了三角龙旗或带有名号的四方旗子，场面极为

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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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划龙舟对他们

而言，除了纪念屈原，它更

像是一种祭水神的方式。或

许对于渔民来说，没什么事

会比“风调雨顺”来得重要吧。 

 

 

第二件事情，马港之间有着共同的海神信仰——妈祖娘娘。香港人称之为 “天

后”。原因是因为香港曾经就是一个渔港，所有的渔民都希望家人出海捕鱼后都能顺利

归来。可是，海上的大风大浪往往都会成为渔民们的恶梦。因此，这一尊海上女神相

当受香港与马来西亚沿海一带的居民们爱戴与推崇。保佑一切平平安安，风调雨顺。 

第三件事情，除了导览，负责人也与我们分享到，在以资产为本的世界里，大

澳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主要来说分成了三个层面，即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及居

民个人因素。 

首先我们看一看地理位置的问题。大澳位于香港的西南方，道路崎岖颠簸，属

于偏远位置，而且有大量道路工程的进行，因此容易发生路地交通的延误，交信网络

也非常的薄弱。社会环境则是遇到人口老化、就业机会不高、设施与环境破旧以及年

轻人口的迁移。个人因素方面则是失业率偏高，人们所掌握的技术有限。因此，他们

现在正努力掌握更多的技术与发展旅游业，如晒咸蛋、织鱼网、推出更多的旅游配套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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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化就意味着该区居民的抵抗力越来

越薄弱，从而容易生病。因此，医疗服务在大澳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据了解，目前大澳并没有

一家设备齐全的医院，只有普通的药材店。因此，

每当有人生病需要医疗急救时，只能寻求外援。

可是，颠簸又崎岖的道路为紧急医疗服务带来了

隐患，这是一个有关当局必须解决的民生问题。

庆幸的是，当地居民说，其实早已有了备用方案，

那便是通过水路与空军使用直升机将病患送往医

院。不仅如此，他们现在也在努力争取一家属于大澳的医院。最后，希望有关当局早

日建成医院，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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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莲禅寺与天坛大佛】 

（文：张荣真） 

素有“南天佛国”之称的宝莲禅寺，位于大屿山。向来香火旺盛的宝莲禅寺也是

香港非常著名的寺院，主要供奉大雄宝殿内的竖三世佛。除了供奉的佛以外，宝莲禅

寺内的布局与马来西亚许多寺院的布局极为相似。当然，鼎鼎大名的天坛大佛只有一

尊。天坛大佛是一尊非常庄严祥和与雄伟的大佛。据香港伙伴说，天坛大佛同时也是

全世界最高的户外青铜佛像，意味着香港国泰民安。它不仅是香港重要的地标，更是

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昂坪 360】 

（文：张荣真） 

  昂坪 360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缆车系统，它连接大屿山及东涌，是一个非常方

便的交通工具，早期主要是方便东涌人运输物资到山上的宝莲禅寺。原先需要一小时

左右车程才能抵达目的地，有了缆车后，只需区区的 20 分钟便能通往两个地方了，

整整缩短了 40 分钟的车程。不仅如此，这长达 20 分钟的缆车服务，感觉自身已经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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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在半空中，碧海蓝天，美景不言而喻。  

  但比起美景，主要还是要让更多人去参观大澳渔村。因为在今时今日，早晨逛

大澳，下午上美丽的大屿山游览昂坪市集、宝莲禅寺、天坛大佛及心经简林后，傍晚

时分乘搭缆车回去東涌，沿途欣赏日落已经成为了许多游客一日游的最佳选择。它带

动了大屿山的旅游业，也在悄悄地提高大澳的经济与旅游，从而提高工作机会，并吸

引年轻人回去淳朴的大澳好好发展，减低人口老化问题。或许，这也是另一种挽救大

澳的机会吧！ 

【逛中上环】 

（文：尹楚珴） 

我们分成两组由导赏员带我们去逛中上

环。通过导赏员的讲解，我们才知道中

环是香港的政治及商业中心，香港的心

脏地带，很多银行、跨国金融机构及外

国领事馆都设在中环。中环也是香港的

摩天大厦最集中的地区，香港的政府总

部、立法会大楼、终审法院，以及前港督府都位于中环，中环和上环一样是通往赤鱲

角、元朗、屯门和边界的要区。但是，也有一些为数不少的老人也生活在这个区域，

维持著一些道地的旧式老店，中环有新有旧、有贵有平、有年赚过亿，也有靠领老人

金过活的，老嫩交替、东西方交汇、富有歴史，亦有感人故事。而导赏员带我们逛的

正是道地的旧时老街。首先，我们去了之前在叮叮车上看到的西港城。西港城是在

1906 年建成的，也是第一个用钢铁去建支柱的建筑物，而这些支柱也保留到了今日。

西港城大楼原本是船政署，后来改作上环街市，一直是附近居民常去的市集。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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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赏员带着我们去逛了几条街。在逛着的路上，导赏员向我们讲解了几个历史建筑物

的历史。通过如此生动的讲解，我们更加认识到当地的建筑物与历史。 

【跨文化沟通与领导力】 

（文：尹楚珴） 

这场讲座的主题是跨文化沟通与领导力。讲师是来自互文教社的 Jey 和 Till。通

过讲师们的幽默演讲，我们对文化有了新的定义。其实我们每次注意到的文化差异只

是在行为上，并没有真正地去了解到更深一层的东西，那就是态度和核心价值观。讲

师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交流表面上的不同比如行为、食物，更是要去交

流不同文化的人对事物的态度并从中去学习，让自己更进步。而在这一场讲座上，讲

师们就通过了几个小游戏来让我们更容易地去了解如何去和不同文化的人沟通。整个

讲座充满欢乐与笑声。另外，他们让我们学会了如何跟不同文化的人去展开一场真正

有在交流的谈话，而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你的爱好是什么啊？”这种充

满着尴尬以及无法延伸下去的话题。听了这场讲座后，接下来我们都尝试用讲师教我

们的方法去与香港的同学交流。通过这个方法，我们真的了解到了很多香港同学对不

同事物的看法与想法，也发现了自己看待人与事物的想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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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物的相遇——大马篇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 

（文：符嘉雯） 

马来谚语有句话叫"tak kenal maka tak cinta"，不曾体验不曾接触过，我们不会对一件

事情产生兴趣。同样的，不曾参与体验，我们也不会对马来文化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

今天的体验让我们更贴近马来传统文化，也更爱传统并想把它发扬光大。峇迪（Batik）

是大马的文化瑰宝，也是我们国人民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可是，别说香港人，就连

部分的马来西亚本地人都不曾体验过峇迪制作过程。除了峇迪制作，我们也参观了马

来村屋并与香港朋友们互动切磋一些马来传统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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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依斯干达州议会——马来西亚柔佛州之会议】 

（文：傅学净） 

身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透过马来西亚-香港文化交流之旅，有幸来到了柔佛

州依斯干达州议会厅。在这里，你能够更加了解到柔佛州的一些历史背景以及柔佛苏

丹历史上帮助柔佛人民的善为。柔佛州议会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州立法机构，是由 56

名议员所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每届州议会的任期如马来西亚国会一样是以五年为准，

届满后会自动解散，但州务大臣可以向苏丹建议提前解散州议会。解散后必须在 60

天内举行选举。 

除了州议会里面端庄隆重的会议厅，外头的花园可说是多姿多彩。你想不到在

这么有正式感的州议会厅外竟然种植了许许多多的花草树木。导游说，柔佛州议会不

止得要注重内部装潢，也需要维持绿化环境的概念，让州议会能够增添一些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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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与粉色回教堂】 

（文：李慧仪） 

坐了幾個小時的飛機，我們終於來到了馬來西亞 — 吉隆坡。一下飛機我們就到

了 Putrajaya，這座太子城市。布城是馬來西亞行政首都和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坐在巴

士上遊覽時，我發現布城整個城市面積寬闊，接近 70%都是綠地，紅花綠葉相映，環

境清幽宜人。 

我們也參觀了粉紅清真寺，它是一座粉红色穹顶回教堂。這是我 20 年來第一

次進去參觀回教堂。雖然我們都生長在馬來西亞，可是我從來沒有踏進回教堂。此次

機緣巧合之下能踏入美輪美奐的教堂真的很開心。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都需要穿

上紅色禮袍以表示對穆斯林的尊重。 參觀後我們步行到國家行政中心以拍張照留個戀。

在這裡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我們大夥兒步行的時候，為了要順利地穿過馬路，

我們幾位馬來西亞同學把手拿出來示意路過的車輛讓路。雖然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平

常的事，可是香港的朋友卻對此舉動很吃驚。我也才愕然發現，其實所謂的文化差異

就體現在普通小事當中、而這次的旅程一定也是希望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和體會到文化

差異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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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庙宇与印度文化】 

（文：李慧仪） 

過後我們以步行的方式來到了新山印度廟。這次不僅是香港人第一次來到印度

人廟也是馬來西亞的人的第一次。在踏入印度廟以前我們需要脫掉襪子和鞋子洗腳

以確保乾淨。入庙前，需脱鞋洗脚，摇摇左门上的铃铛，相当于告诉神明你要进来。

一进庙，供奉于庙的正中央“房间”里的正是 Mariamman 神，房间外的天花板上则

有其画像。这是因为兴都教的神像为黑色，无法看清，所以都会在房外放有塑像和

肖像。從廟裡的工作人員得知非印度信徒不能雙手合十來膜拜印度神明。我們很榮

幸能上 suthan 的課，他為我們講解了印度文化以及服裝的種類。我們也品嚐了印

度的傳統糕點。這不僅是香港人第一次品嚐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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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古庙】 

（文：邱玉薇） 

在繁忙的市区内到处都是直立高耸的大楼但是在其中有着对柔佛非常重要并且

拥有超过 141 年历史的柔佛古庙。柔佛古庙是新山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柔佛古庙象

征五个不同籍贯的人相互合作的精神，这五帮就是“广东帮”，“福建帮”，“客家帮”，“潮

汕帮”和“海南帮”。我们也向香港的朋友们分享每年柔佛古庙游神的壮观景象，因此对

于新山人来说柔佛古庙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行人带着香港的朋友体验抽签，烧香以

及膜拜。其中香港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便是抽签以及解签环节了。师父在解签时，香港

朋友们都非常认真的在听。除此之外大家也在古色古香的古庙内拍了许多照片做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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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年文化街】 

（文：邱玉薇） 

陈旭年文化街坐落在柔佛新山市区中心，喜气的红色老店，古色古香的老咖啡

店，挂满街上的灯饰，到处都充满着浓浓的华人文化气息，更特别的是在着充满华族

文化气息的街上有着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文化注入。近年来许多友族注入陈旭年文化

街，开了许多早餐店，呈现了一种多元种族和睦共处的景象。早餐我们一行人就在陈

旭年街享用，除了享用出名的锦华茶餐室，香蕉蛋糕，其中一组人特别去到了一间马

来友族与华人一同营业的早餐店，香港朋友们都对于会说华语的马来友族感到亲切。

接着参观了位于陈旭年文化街内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是全马

华团首创的地方性历史文物馆，一楼的新山华社活动大事记简介，紀錄以及保存了新

山华裔先贤过去在新山开衫僻野的史迹，二楼的文物馆更是将这些历史点滴以及“文物

讲古”等方式，叙述新山发展史与人物。第三層敘述了五幫精神、 柔佛古廟精神、日

戰時期和二十四節令鼓等文化。讲解的导览员用着亲切并切容易明白的方式带着我们

大家一起参观，讲解过程十分生动有趣，大家都获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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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 

（文：邱玉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嚷嚷上口的诗歌

是我们从小就学会的，但是参观了位于

适耕庄的米厂，对于这个诗歌有了更深

一层的体会。讲解员和我们解释我们平

常吃的米的处理过程从插秧到做成米的

过程，有机械与人工的差别，更加体会了农夫们的刻苦耐劳。米厂也赠送了当地倍受

欢迎的特产珍珠米作为纪念品。 

接着我们走入稻田，望着一望无际

的稻田看着随风摆动的稻浪让人心旷神怡。

大家也在稻田中留下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做

纪念。适耕庄有着鱼米之乡的美称，因为

除了稻米外也有渔村以及海边。我们抵达

了热浪沙滩自由活动。热浪沙滩也是港剧

“单恋双城”的拍摄取景地方，香港朋友们在这边可看见在港剧中出现的场景。在热浪

沙滩大家放风筝，拍照，散步，玩到非常开心。在热浪沙滩旁有一个拿督公庙，庙前

有棵挂满了红彤彤许愿布的许愿树。只要在拿督公庙投了香油钱便可拿许愿布写下愿

望到许愿树许愿，然后把许愿布抛上树上祈求愿望成真。不管是香港朋友还是马来西

亚朋友大家都虔诚的许下愿望开心的抛许愿布，其中有一些朋友因为一直抓不到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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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布的技巧而频频失败也因此成为了大家欢笑

的理由，那一幕成了大家在适耕庄欢乐的回忆。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文：陈珮妮）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是一间结合传统展示与现代科技的民办博物馆，也是马

来西亚首家全面展示华人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博物馆。比起以往多是以古物或文字来呈

现历史的博物馆，这家华人博物馆真是与众不同。 

 馆内设有不少精致的小型人偶塑像，以展示不同年代的不同人文风情。此外，

馆内设有实景重塑，提供视觉、听觉和触觉三大冲击。当我们靠近苦力的住所、南洋

咖啡店等实景时，灯光和音效会同时呈现，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视听飨宴，仿佛我们真

的之身在那个年代。再来，我们也扫描特定图像以观看早期的历史影像。通过馆内先

进的扩增实境(AR)科技，我们如同亲临该场景，对华人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感触。 

追溯回两千年前，郑和下西洋开始

了华人大规模移民的历史。在那一个坎坷

的时代，不少中国人移民至马来亚，成就

了现在的我们。而我们有幸参观此博物馆

内的点点滴滴，仿佛亲身那个年代，看着

先辈们一步一脚印地把华族文化发展至现

在的地步。由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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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林连玉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地做人！ 】 

（文：陈珮妮） 

林连玉曾说过：“我的头上是天，我的脚下是地，

我林连玉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地做人！”他也说过：

“我们的子子孙孙，将要世世代代在这可爱的土地上，

同工作，同游戏；在遥远的将来，更可因文化的交流，

习尚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人。我们

当前的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

作的基础，培养起共存共荣的观念。”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林连玉纪念馆内摆放着一尊林连玉先生的雕像。雕像面向吉

隆坡独立广场，但视线却被梁柱遮挡，寓意林先生的公民身份尚未被国家恢复承认。

林连玉，他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倾尽一生，被誉为华族的“族魂”。他将一生奉献给华

文教育，毕生致力于追求民族平等、国家进步，为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平等待遇与保留

母语教学。为此，他更被吊销公民权。 

 看着影片内林连玉先生坚挺的身影与不惧的眼神，身为马来西亚华人后代的我

们感触颇深。香港朋友一出生就能以广东话或华文，也既是他们口中的普通话沟通、

上学，母语教学对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马来西亚，保留母语教学其实很

艰难。那是先辈们拼尽一切、万般争取才能保留下来的，其中林连玉先生对华文教育

的贡献更是无法形容。是他，为马来西亚华人保留了“根”！ 

林连玉先生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为马来西亚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翼

望有朝一日他的公民权能被国家恢复，并承认他的付出与贡献。而我们，身为马来西

亚华人后代，也应致力于提倡母语，传承自己的“根”，万勿在霓虹世界里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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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教，你在東南亞的名字與身份】 

（文：尹楚珴） 

这场讲座的题目是華教，你在東南亞的名字與身份。这场讲座的讲师是来自新

纪元大学学院的白偉權助理教授。讲师向我们解说了现代华教的意义。华教不仅仅是

华文教育，更是祖先文化的传承、是不能忘本的根。另外，讲师也向我们述说了在各

种时代海外华教是如何教书的。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 华教是以方言进行的。当中还跟

我们说了那时候人民是如何坚守华教的。在最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齐心协力地去筹

办华教 比如剪头发、 卖胸花 、甚至连妓院都把赚到的钱拿去帮助华教，这些举动都

能看得出来华教的路是多么地艰苦。通过这场讲座，我们非常地感激我们的祖先为了

华教的传承所付出的辛苦与艰辛。我们也一定会更珍惜说华语、写华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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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黄梨之乡】 

（文：林联卫） 

这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凤梨园，最像是已经快要被城市人所遗忘的美景，位于笨

珍黄梨之乡的代表笨珍共生农场。讲解员和我们说由于笨珍地势低平，这里也是马来

西亚最大的黄梨最大产区。这里的园区最要分为了 3 种不同的种类，有黄梨，蜜蜂和

菜园鸡。我们主要参观了黄梨和蜜蜂。我们在这里与香港朋友一起探讨到了，他们总

是最爱吃的菠萝包上的菠萝和凤梨的品种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同是黄梨，但是不同种

族。黄梨上半部的绿色部分正是黄梨的萌芽，经过处理后再重新重在土里，叙别的黄

梨就会诞生了。黄梨的繁殖方法和其他的植物和其他植物不同，即是收成也是新的生

命开始。此外主讲人也与我们分享了蜜蜂的栖息，也让我们在面对蜜蜂的追逐时，不

能跑直线，需要以 “S” 字形的方式去闪躲。这一个参观让我们与香港朋友大开眼界，

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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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Kossan Rubber Industries】 

（文：张荣真） 

手套帝国- Kossan Rubber Industries。 是一家在马来西亚主要出口手套的上市

公司，这家从 1979 年创办以来，保持 0 亏损记录。在这一天的分享会，老板不仅分

享了他的商业之道，还分享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一，老板

一直在提醒我们这群年轻人，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我们要

有远大的格局，才能有更好的自己。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是：“我们做生意，留

钱给别人赚。否则，将不会有人想要与你合作。” 从这一句由浅入深的句子中，我从

他的身上看见了，何为格局、气魄、世界观，真是受益良多。 

第二件事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执行任何事务的时候，一切都

简单化，把多余并且不重要的事宜给省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多多利用多余的东西，避免造成浪费的现象。 但，以上都只是

理论。 创办人还提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 理论必须要不断地练习，熟能生巧。任何事

务学会了，但却没有进行练习的话，人类的大脑，将会遗忘自己所学的事务，东西忘

了，就没有用了。因此，毕业后，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地学习。打个比方，我是来自金

融与投资的学生，对于这一句话，我深感认同，因为课堂上，我学过了许多领域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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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技巧。如：股票、债卷、外汇、期货、风险转移甚至理财技巧等等。我想，我必须

更加实践性地学以致用。否则很容易就遗忘自己所学的事务。最后，我必须扪心自问：

“如果，学了又忘了，那学来干嘛？”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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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绒比艾之旅】 

（文：林联卫） 

丹绒比艾是一个让你聆听着海洋轻快的小

曲进入梦乡和领略宇宙的浩瀚无边，是为

你呈现出亚洲最南端的天然美景。丹绒比

艾的天然美景距离新山市中心南部 90 公

里。这是一个美丽的红树林，红树林是保

障生活在红树林中的各种野生动可持续增

长的主要依靠之一，对它们的自我恢复非

常重要。 红树林还拥有帮助这片土地抵御

海浪侵蚀的作用。此外在这里我们也能亲

眼目睹了很多可爱的动植物，也能对着海

岸看着马来西亚的邻国新加坡和感受着在最亚洲最南端的美景，让我们有如脱离了城

市的繁华，享受着大自然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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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馬來人文明】 

（文：林联卫） 

这是一个关于马来人文明的起源与历史的讲座。讲座是南方大学学院的陈秋平

博士为我们讲解有关的历史性上的每一刻。在这一个讲座中让我们深入的了解马来西

亚这一片土地是怎么开始。早年的印度文明支配着马来西亚。从印度输入的印度教和

佛教文化，主导了早期马来西亚的历史。公元初马来半岛建立了羯荼、狼牙修、古柔

佛等古国。15 世纪初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满刺加王国统一。从 7 世纪到 14 世纪，在苏

门答腊的三佛齐文明达到高峰，其影响力延伸至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和婆罗洲

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早在 10 世纪传至马来西亚，但直到 14 世纪和 15 世纪，三

佛齐覆灭后不久，伊斯兰教才在马来半岛奠定根基。这个地区分裂成众多以伊斯兰教

为主的苏丹国，其中最突出的是马六甲苏丹王朝。伊斯兰文化对于马来人产生了深远

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受到马来民族的影响。在一次讲座中让我深深的了解到马来西亚

的历史文明改变的每一刻。也留下很多相关的历史遗产，希望未来能亲眼目睹这一些

历史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