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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講堂

張曉卿：供後人反思學習

上一個大問號。

勿把中國當情感依托
（吉隆坡18日訊）《下
南洋》總導演周兵指出，隨
着互聯網時代和全球化的
來臨，馬來西亞華社不應再
把中國作為最重要的情感依
托，反而應該把本身的地位
視為一種優勢，於未來在文
化上支援和幫助中國。

天下任何一個民族面受的苦難，
敗；一個重視歷史教育的國家，說明了
這個國家的遠見；一個正視歷史錯誤的
民族，才可以看到這個民族真誠的懺悔
與增長的智慧。

他昨晚在《下南洋，見中
華．南洋華人的歷史與未來》
論壇上表示，隨着互聯網時代
的來臨，馬來西亞未來年輕人
是否還會將中國視為情感的依
托，必須打上一個大問號。
“除了文化和血脈的相
連外，如今人們不得不面對更

《下南洋》重溫歷史記憶
耗時5年，走訪9個國家並跨越亞洲、歐洲等上百
座城市製作而成的《下南洋》紀錄片，運用了

張

曉卿說，《下南洋》的攝製與投資是一份
機緣巧合，也是隱藏內心已久的心念和願
望；本着一分不自量力的信念，憑着一股刻骨銘心
的記憶，他總懷着人生夢想，希望可以為民族文化
做點什麼。
“我特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為海外華人千百
年的飄零與苦難，敬獻一分心力。＂
他指出，飄零的歷史不應該被遺忘，苦難的生
活不應該被掩埋，因為歷史可以提取生活的智慧及
指引照亮我們的前路。
“歷史還是一面鏡子，一種省思、一種方向、

黃澤榮（右）與楊忠禮在《下南洋》論壇上，談起千千
萬萬華人遷移南洋找生計的那段苦難日子。

一種價值；一個失去歷史的民族，猶如失去了一切
的記憶，無所依從。＂
他說，幾千年的歷史文明孕育了中華文化無限
的生機與豐采，堅韌與精深，它是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的精神財富；雖然歷史的興替與盛衰充滿滄桑
與沉重，卻也印記了民族的豪氣與自信。

《下南洋》叫人心驚又心喜
“翻開《下南洋》歷史的卷軸，雖然叫人心
驚，也讓人心喜；心驚的是，《下南洋》華人千百
年的飄泊與遷徙，充滿了血淚和苦難。＂
“而心喜的是，在東西方文明交匯並存的社

會生態與文化面貌中，展現了它豐富、多元及包容
的特質與魅力，並在促進世界人類走向大同的理想
中，寫下了令世人都驚嘆的格局與貢獻。＂

感謝華社支持
張曉卿也說，《下南洋》紀錄片在馬來西亞正
式推出，他要深深感謝華社各界的支持與掌聲。
“大家熱烈的參與和出席，就是對《下南洋》
最大的祝福和鼓勵，今晚精彩與激昂的對話，我希
望是一次豐富的知識之旅，也是一次大家對歷史的
新認識和再理解。＂

鏡頭和聲音將南洋華人的歷史分成10集，娓娓道出下南
洋的歷史淵源、情懷和流變，延綿至今，展望未來。
《下南洋》由首集的《華南之洋》展開敘述，接着
由《南下之帆》、《異鄉家園》、《血淚南洋》、《百
年蘭芳》、《千年家族》、《母國春秋》、《北望之
心》、《開放之門》和《期待南洋》推動時間輪軸，引
領觀眾逐步向前，重溫逝去的時空。
敘事從百年前模糊的南洋地理概念開始說起，跟着
進入遠渡重洋的階段、融入異國與建立家園的艱辛，以
及在各西方殖民國家底下所面對的命運。
南洋華人也是中國百年動亂最切身的旁觀與經歷
者，並在現代歷史中一度從悲劇的主體，轉變成想要改
變國家悲劇命運的人。
南洋也是中國與外界連接的重要門戶，《開放之
門》帶出了南洋如何在變革潮流中，在思潮、物質流通
和人才進出上試圖給中國帶來什麼。
末集的《期待南洋》則講述在全球化進程下，有着

周兵（右）和祝捷在“下南洋．見中華――南洋華人的歷史與未來＂論
壇上分享拍攝《下南洋》的心路歷程，他們將紀錄片獻給南洋華人，做為對
南洋華人極力傳承中華文化的敬意。
來西亞華社應該感到驕傲，應
該擁有更優勢的心態，以便在
未來於傳統文物、文化與精神
上支援與幫助中國。＂
同時，他表示，在完成了
整個紀錄片巨製後，對華社在
各國所在地的文化相融性上有
所反思。
“和中國血脈相連的同
時，散佈各地的華人是否足夠
開放？華人的精彩文化和價值
觀，是否也貢獻在其他民族的
政治文化發展上，這是我近期
間不斷反問自己的事。＂

“此外，我們在去年底完成4小時的英文版，也已經
在美國歷史頻道向世界各地播放。＂
他也說，紀錄片的製作團隊是個國際化的團隊，同
行分別來自比利時、法國、德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
中國，多元化的團隊都一同參與了前期的製作與合成。
《下南洋》另一位總導演祝捷則打趣說，中國能在
一天內完成幾棟大樓，曠日費時製作而成的紀錄片，無
疑是違逆了中國的“快速＂風潮。
“這部紀錄片除了是看歷史，也是為了見未來，如
今，很多已經在中國遺失了的文明密碼都可以在馬來西
亞找到，或許中國必須在未來到南洋尋找這一些被保留
下來的傳統文化。＂

鄭丁賢

逾1千300人踴躍出席情義八五
星洲日報大講堂“下南洋．見中華
――南洋華人的歷史與未來＂論
壇，現場座無虛席。

陳再藩

電視台播新山古廟遊神後

中國潮州復辦遊神

播放南僑機工訪談
讀者踴躍出席“下南洋、見中華―南洋華人歷史與未來＂論

就被禁止，但由於當地的電視台
來到新山古廟拍攝游神活動的紀
錄片後，帶回到潮州播映，以致
中國潮州游神活動在今年復辦。
他說，更令人振奮的是，
今年在潮州長達10公里的游神隊
伍，基本上也克服了地方政府在
可辦或不可辦之間的心理障礙。
他表示，在潮州的民族教授
也聲稱，今年潮州能復辦游神活
動，基本上是這幾年來與海外華
人互動的效果。
“教授也認為，如果要辦得
好，也需要多與大馬的文化學者
交流，向新山學習。＂
因此，他認為，雖然海外華
人在心靈上有些斷層或失聯，但
卻都希望“中國家鄉＂的人能夠
看到海外華人在做的東西。
他說，海外華人除了希望自

己能回鄉尋找文化，更多時候，
是希望家鄉人能看到自己在海外
所做的東西。
他指出，以他的個人感覺，
只要把飄洋過海、披荊斬棘、落
地生根和開花結果這幾個元素放
在一起，都是大家認為是華族來
馬很重要的歷史過程。
“而這個過程肯定能夠感
動，然後產生一種我們能夠不論
多辛苦都能克服的精神，因為當
年的悲情恰恰就能成為今天的一
個動力。＂
另一方面，陳再藩也說，雖
然《下南洋》紀錄片有漏掉一些
東西沒有拍攝，但漏掉的東西可
以慢慢補回來。
他認為，《下南洋》除了是
一部紀錄片，也帶來了一個總結
性，能夠帶給時代一個很好的劃
分，並深信不只在大馬，很多地
方都在做着這樣有意義的事情。

族、血緣、文化那段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史
詩。
“如果用一趟旅程來看待，這是一段民族與
國家的史詩。我們都是命運的共同體。＂
“《下南洋》是一個我所看過，最完整的南
洋華人歷史素材，也最讓我感動。＂
鄭丁賢昨晚在主持“《下南洋》南洋華人歷
史與未來的對話＂論壇上說，在紀錄片里，他發
現南洋華人是在海外最先接受民主概念，並將它

廖文輝

帶回去中國，讓中國成為共和體制的民族。
“作為第三代，來自福建永春的的第三代華
人，《下南洋》把我的視角提升至500年前，從
明朝看南洋，再從我的祖父母在百年前已經在南
洋落腳后，又如何看中國。＂
“很多做為南洋華人所不知道的，是他們
對中國潛移默化的貢獻，值得讓我們驕傲與自
信。＂

讓南洋華人了解自己
鄭丁賢說，《下南洋》的深層意義，是讓南

中國與南洋華人

“失聯卻血脈相連＂

，但卻血脈相
“失聯連。＂
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歷史研
究中心主任廖文輝如此為中國與
南洋華人命運，作簡單有力的注
解。
他說，從很久以來，中國與
南洋確實已經失聯，然而《下南
洋》紀錄片卻以全新角度，重新
詮釋了中國與南洋華人的關連，
卻是血脈相連的，這基本精神讓
他甚為感動，內心震撼也非比尋
常。

紀錄片充滿悲情
他說，他可以用一個字來總
結《下南洋》紀錄片：悲。

“下南洋、見中華――南洋華人歷史與未來對話＂論壇請來學
者及文化工作者，與《下南洋》總導演周兵（左三）和祝捷（右二）
暢談南洋華人事跡。右三為論壇主持人鄭丁賢。左起為陳再藩及林玉
裳。右一為廖文輝。

“紀錄片充滿悲情、有非
常悲壯的情節、有令人悲憤的情
感。南洋華人在傳承上扮演非常
關鍵角色，到現在仍起作用，否
則便與中國沒任何關係。大馬華
人傳承很多中國文化，實際上我
常常思考，是文化或民俗？還是
生活習俗？＂
“文化是屬於高層次的，文
學哲學思想等，當年華人到南洋
時，傳承的更多是生活習俗。大
致上這些移民都目不識丁，不可
能把高層次文化帶進來，卻把家
鄉的習俗文化帶進來，並根據當
地情況調整與改變。＂
他說，很多習俗雖然源自中
國，卻與中國有所區別，例如一
年里，幾乎每周都有社團舉辦宴

洋華人了解自己，“唯有了解了自己，才知道未
來怎樣走下去，這才是我們最后的依靠。
“下南洋這段歷史，彌補了南洋華人歷史上
空白的部分，建構了回憶空白部分，將它系統的
建立起來。＂
“若沒有丹斯里張曉卿爵士的推動，《下南
洋》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對華人族群的熱愛及寬
廣胸懷，讓他對南洋華人做出貢獻。＂
“《下南洋》，不僅是給我們，也是子子孫
孫的文化遺產。＂

會，其中涉及維護華人傳統文化
的目的，如為華校、社團往后的
發展籌款。

文化新創發起互動作用
廖文輝說，海外華人在下
南洋后，有文化的新創發。這樣
的新創發不僅是在本土流傳與奉
行，更回流到中國，起互動作
用，意義深遠。
“舉個例子：德教，原本起
於中國戰前，在潮州一帶盛行。
后來新中國成立，宗教被認為是
人類精神鴉片，因此被禁止，
德教卻在那時傳到馬來亞與泰
國。＂
他說，中國的潮汕地區后
期舉行德教尋源活動，還要來大
馬與泰國找德教源頭，再帶回中
國。
“另一個海外華人的驕傲，
是陳再藩創辦的廿四節令鼓，
還有高桩舞獅。那是了不起的創
發，也是我常常引用的例子。＂

林玉裳

林玉裳以當時檳
榔嶼潮州會

館為修復韓江家廟而籌
款時的情況為例說，當
他們一間一間去敲門籌
款時，是沒有人會拒絕
的。
她說，有一位老人
家和孩子各捐2萬5千令
吉，就因為本着是潮州
人，那是潮州人的祠堂
所以一定要捐款。
她舉例說，一位老
婆婆也會特意且自豪地
向朋友介紹潮州會館。
“形式上雖然是失
聯，可是心靈上還是相連的。＂
她指出，她的祖父在她開始會寫
字時，就教導她寫潮州故鄉的地址。
“我們堅持保留中國文化，因為
我們血脈還是相連的。＂
她說，海外也將中華文化保留得
很好，因為還是很執着的保留着文化
的特殊習俗。

修復韓江家廟籌款

藩指出，中國潮州
陳再游神活動在1949年後

壇。

《下南洋》完整歷史素材

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輯鄭丁賢說，《下
南洋》紀錄片記錄了南洋華人在家

論壇邀請了本地學者
及 文 化 工 作 者， 與 《 下 南
洋 》 總 導 演 周兵 及 祝 捷 對
話，探討大馬華裔祖先從中
國南來大馬落地生根後，與
中國之間保留的關係。
這場論壇被形容為
“馬來西亞、中國新一代針
對文化、血緣、鄉情而展開
的深情對話＂。
受邀在論壇上發言的
是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委員
會主席陳再藩、新紀元大學
學院大馬歷史研究中心主任
廖文輝、北馬古跡文化遺產
保護工作者林玉裳；論壇主
持人為星洲日報副執行總編
輯鄭丁賢。

論壇開始前，主辦單

針

對
MH370
事件，周兵表
示“失聯＂兩
字目前是中國
網絡上最熱門
的字眼，但他
自己卻是乘坐
馬航班機安全
抵達我國。
“ 最 終
我們還是乘坐
馬航的飛機平
安到來，我
的旅行箱上因為工作的關
係，貼滿了歐洲、北美和
亞洲等各國航空公司的標
籤，但我發現貼的最多的
還是馬航。＂
他表示，這也顯示了
本身多次前來馬來西亞，
而馬航也始終將他安全送
達。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參贊林動：

民族國家史詩

星洲獻讀者重要禮物
吳德芳：
“《下南洋》是星洲日報85週年報慶
獻給讀者與華社最重要的禮物，所有華人
都必須看的一部紀錄片。
馬來西亞華裔來到第二或第三代，對
祖先、華族文化、血緣、鄉情的情意結已
經日益薄弱，而這部紀錄片正是記錄了世
界各地華人的足跡，讓我們省思原來我們
所保留的中華文化比中國更豐富。然而今
日中國的強大，不是海外華人的後盾，華
人要成功還是要靠自己。＂

讓後代追溯華族之根
楊忠禮：
“這是一個歷史的記載，讓我們
身為馬來西亞的華人、華裔的後代，知
道我們的祖宗，是從哪裡來的，也藉此
認識我們的根。＂

論壇內容引發省思

啟發思想傳承文化

宗親慷慨解囊

本地學者
與周兵祝捷對話

亞羽壇一哥拿督李宗偉的對話表示，新
一代中國年輕人在互聯網的影響下，有
着非常大的變化，這可從2008年北京奧
運會的男單決賽中看見。
他指出，李宗偉當時希望透過贏得
那一場比賽，以使得馬來西亞全民為華
社喝彩，進一步提高華社的地位，反觀
林丹贏了比賽卻無法得到什麼。

美歷史頻道播放英文版

1300人捧場反應熱
心（KLCC）大會議廳，出
席 情 義八五星洲日報大 講
堂 “ 下南洋．見中華― ―
南洋華人的歷史與未來＂論
壇，當中包括大馬華社領袖
及中國駐馬大使館領事參贊
林動，現場座無虛席。
這場論壇是由《星洲
日 報 》、《亞洲週刊》 、
孝 恩 集團《東方之子》 聯
辦，《零傳媒》及南方大學
學院協辦，頤和地產、台山
頤和溫泉城及蘋果旅遊全力
支持。
《下南洋》是一部講
述 南 洋華人歷史的大型 紀
錄 片 ，星洲日報把《下 南
洋》作為創刊85週年“情義
八五＂的特別內容，推薦給
讀者。

《下南捷 洋引 》述 另自 一己 位採 總訪 導馬 演來 祝西

共同歷史源流的文化同胞如何在各國生活，展現出人類
未來的景象。
《下南洋》總導演周兵在分享環節中指出，事實
上，紀錄片從籌備、策劃到推出的時間一共耗時5年，並
拍攝了將近2萬分鐘的素材，走了數萬公里路程。
“目前，我們將這兩萬分鐘的素材製作成將近20
小時的紀錄片，並完成了6個版本的南洋歷史。第一個
版本已在中央電視台播放了500分鐘，今年5月中央視
（CCTV4）也會重播。

“下南洋＂論壇座無虛席

位 特 別 播 放 南僑 機 工黃鐵
魂 的 訪 談 片 段， 聽 他追述
參 與 興 建 “ 滇緬 公 路＂的
事蹟；另外，主辦單位也播
放《下南洋》的預告片及片
花 ， 簡 略 介 紹每 集 《下南
洋》的內容。
出席者包括丹斯里楊
忠 禮 、 丹 斯 里吳 德 芳、丹
斯 里 林 玉 唐 、丹 斯 里林順
平 、 馬 中 總 商會 總 會長拿
督黃漢良、馬中友好協會秘
書長陳凱希、孝恩集團董事
經理拿督朱兆祥、蘋果旅遊
集團董事經理拿督斯里李益
輝、印象馬六甲首席執行員
巫光倫、星洲媒體集團董事
經理黃澤榮、星洲媒體執行
董事兼星洲日報首席執行員
許春、執行董事兼集團行銷
總監黃康元、世華多媒體有
限公司首席執行員邱天雄及
常青集團特別事務總經理蔡
天佑。

祝捷：中國年輕人
受網絡影響大

馬航安全送抵大馬

耗時5年走訪9國

張曉卿（右起）、林動、吳德芳、林順平、林玉唐、李益輝及巫光倫也是
座上賓，他們對精彩的對話報以熱烈的掌聲。

正視歷史錯誤增長智慧

開放、更迅速變化的互聯網
時代，我也親眼見到和我同樣
歲數的朋友的下一代，他們對
中國的文化了解很缺乏，且不
斷被美國化和歐洲化。相較馬
來西亞，中國的年輕一代在文
化傳承上其實面臨更嚴峻的挑
戰。＂
周兵進而指出，馬來西亞
華社應該對此感到驕傲，因為
本身比中國更完整的保存了古
老的祠堂文物、傳統佳節和家
族血脈相連的文化精神。
“其實我不知道這麼說在
場的各位會否覺得不高興，為
什麼馬來西亞華社要把中國大
陸作為最主要的情感依托？馬

周兵：多次乘搭

歷史指引照亮前路

張曉卿（右六）與受邀嘉賓出席論壇。左起為巫光倫、李益輝、林玉唐、林順平、吳德芳和林動。右起為許春、黃漢良、陳凱希、黃澤榮和楊忠禮。

“我們不能做一個忘記歷史和丟棄文化的民族，
當別人希望你忘卻歷史時，你越要警惕和醒覺，越要
挖掘歷史帶給我們的價值和力量。＂
“天下任何一個民族面受的苦難，是一種祝福
和洗禮，不是一種詛咒或挫敗；一個重視歷史教育的
國家，說明了這個國家的遠見；一個正視歷史錯誤的
民族，才可以看到這個民族真誠的懺悔與增長的智
慧。＂
“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含糊其詞，是今天中日
緊張對立關係的根源所在；德國對發動侵略戰爭進行
徹底的反思與教育，卻贏得了世人的諒解與尊重；所
以，如何面對和處理歷史問題，還可以展示一個國家
恢宏的氣度。＂

“我很佩服張曉卿有這麼大的勇
氣，以過千萬的資金來製作這部紀錄
片。這部紀錄片不但造成海外華人轟
動，中國人也開始對海外華人的歷史有
興趣，同時它也填補了歷史的空白處。
在了解過去的歷史和苦難之後，接下來
就應該是展望未來。＂

輕人是否還會將中國視為情感的依托，必須打

是一種祝福和洗禮，不是一種詛咒或挫

他強調，拍攝《下南洋》紀錄片不是為了算計歷
史的正確與錯誤，或計較曾經流過的汗水和付出的生
命。
張曉卿也是世界中文報業協會首席會長，他昨晚
在情義八五星洲日報大講堂“下南洋．見中華――南
洋華人的歷史與未來＂論壇上致詞時說，當我們憶起
和想起海外華人千百年的苦難與血淚時，一定要好好
地記取和學習。

陳凱希：

隨着互聯網時代的來臨，馬來西亞未來年

張曉卿：拍攝《下南
洋》，是為了在歷史的記憶
中找到可供後人反思與學習
的靈感和素材。

（吉隆坡18日訊）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斯
里張曉卿爵士說，拍攝《下南洋》紀錄片，是
希望在冷靜與理性的思索中，讓後代人有機會
看一看、想一想先輩是如何在生命的壯烈與絕
處中走過歷史，並在歷史的記憶中找到可供後
人反思與學習的靈感和素材。

填補歷史空白處

周兵：大馬華社
未來應文化上支援

《下南洋》挖掘歷史價值

逾1千300人昨晚齊
聚吉隆坡會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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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見中華――南洋華人的歷史與未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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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這個活
動很有意義。張曉
卿爵士花了馬幣2千
多萬令吉拍攝紀錄
片，這紀錄片不是
商業活動，而是有
着啟發思想、傳承
文化的意義。
這 是 很 有 魄
力、很不簡單的
事。剛才聽了這些
嘉賓的分享，很受
啟發。在馬航事件的時候，鄭丁賢副執行總
編輯寫了一篇文章，關於正確看待馬中關
係、馬國政府處理馬航事件、網民過激的言
論等，這篇文章我們大使館也非常認同，也
建議中國國內的報紙轉載，助於釐清一些誤
解，加深理解。
華人到南洋五、六百年，披荊斬棘，逐
漸站穩腳步，也取得了成果，為馬來西亞各
個方面的發展做出貢獻。

華人貢獻獲中馬認同
這些付出，也獲得馬來西亞社會和政
府的高度認同，這些都是歷史不能抹殺的。
華人在發展事業的同時，修橋鋪路，捐資助
學，為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貢獻良多。
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最早到中國投
資的就是華人，在華人的帶領下，才開始有
外資；中國遇到大災難的時候，馬來西亞華
人慷慨解囊，做出很大的貢獻。
對華人做出的這些貢獻令我們中國政
府印象非常深刻。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也對華
人的貢獻，有高度的評價，以前毛主席就說
過，馬來西亞華人為了抗日戰爭做出巨大的
貢獻；孫中山也說：華僑是革命之母。這
麼多年來，對於華僑的貢獻，中國政府和人
民，都銘記在心。
剛才提到失聯的問題，為什麼會出現失
聯的問題？可能在福建廣東這些華僑多的地
方，老百姓跟華僑的聯繫和接觸比較多；中
國北方則對華僑不熟悉，對他們的貢獻不了
解，所以會產生一些誤解。
現在有了《下南洋》這麼一個紀錄片，
通過完整描述華人下南洋的歷史，應該算是
填補了一個空白。對於中國社會了解這段歷
史也起了非常大的幫助。我們應當廣為宣
傳，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了解華僑的貢
獻。＂

吉隆坡同善醫院中醫部內科心血管專
科醫師劉曉航教授：
“這場論壇是我在這幾年內聽過的有
水準的論壇，幾位主講人的內容引發了我
很多思考。
我是現代下南洋的中國人，我來馬已
經10年了。馬來西亞華人堅持華教，我的
兒子可以在這里讀華小、獨中，這對中國
人來說是多么不可思議和了不起的事！
這是馬來西亞華人應該驕傲的事。我
到過新加坡、印尼，心里十分感概，那里的華人已經不會講華語
了，就連名字都改了。＂

為中馬關係架起橋樑
《亞洲週刊》副總編輯江迅：
“這場活動非常成功，整個會場爆
滿，活動後還有很多人留下來，這在中
國、香港、台灣是難以想像的。我們這個
團隊一共14人，在馬航事件特殊的時刻，
從中國來到馬來西亞，連熊貓都暫時不來
了；但是，我們來了。
這是馬航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第一
個文化代表團來到了馬來西亞。很多朋友
勸我們，這個時候坐馬航，還去發展馬中
關係，是不是腦子有問題？但是我們很堅
定，越是這種時候，越需要我們，為中馬兩國架起一座橋梁。＂

華人始終要靠自己
孝恩集團董事經理拿督朱兆祥：
“我很認同主持人鄭丁賢最後總
結時說的那句話――馬來西亞華人始
終得要靠自己。雖然我們馬來西亞華
人跟中國華人在血脈上是相連的，可
是我們畢竟是馬來西亞公民，所以很
多時候還是要靠自己努力。＂

通過歷史珍惜幸福
王成昌（60歲，商人）：
“我生於50年代，已是第二代南洋
華人。我的祖父與父親，當年就是這樣
遠渡重洋來到馬來亞。
他們都沒受過教育，幾乎目不識
丁，慶幸自己仍有機會完成基本教育，
並具備謀生能力。比起祖先們的辛勞與
艱辛，這一代還過得不錯，至少衣食住
行不是問題。我覺得這樣的講座很棒，
能夠讓後輩們通過歷史，珍惜所擁有的
幸福。＂

自豪保留華人傳統
郭南昌（70歲，中醫師）：
“我為南洋華人尤其是馬來西亞華人，
在今日仍能保持如此豐厚的傳統文化感到自
豪，並在保留與傳承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是第二代南洋華人，希望後輩通過這
些影視資料的展現，更懂感恩與知足。＂

瞭解華人南來故事
陳仁（90歲，退休人士）：
“我一個人從八打靈再也坐輕快鐵
來聽講座，想知道更多關于先賢們下南洋
的故事。
我是馬來西亞第二代華人，當年我
的祖父被賣“豬仔＂到印尼泗水，和家人
失去了聯絡。我的父親在不久後又飄洋過
海來到馬來亞。雖然過去聽父親說過不少
華人南來的故事，但我想了解更多其他地
區華人遷移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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