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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图文集

南弦回荡





惠存

我们真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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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是极好的构思。此举可使香港中文大
学，以及马来西亚南方、韩江和新纪元，两地四校之三十多位师生，有

此良机，于十多天之间，由香港、吉隆坡和新山一路实地考察和交流。这活动称之为香
港马来西亚文化交流之旅，可谓名副其实。

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因为祖国之贫困衰弱，远离家乡飘洋过海者多不胜数，大家
落脚四处，皆有相同的悲歌，但又有不同的移民经验，时至今日，难得我们的年轻一
代，可以有此机会去了解和体验华人在不同地区的生活和文化。团员当中，不仅只有香
港和马来西亚的学生，其中还有来自台湾的年轻人。在吉隆坡新纪元这一站，我校四位
来自印尼的华裔学生也随团协助和参与，这种交融，打开了年轻一代对区域和对华人世
界的视野，并且亲身感受和接触。

这次我们新纪元师生有幸参与这个深具意义的活动，是他们的福气，也是我校的荣
幸。香港是华人地区建设得非常成功的典范。中文大学更是亚洲、乃至世界顶尖的大
学。这使我们学生大开眼界，受用无穷。

同时，非常难得的是，这次我们是与南方和韩江一同共襄盛举，这对我们三所马来
西亚华人民办的高等院校而言，都是难得的合作和交流机会。感谢大家对我校师生的照
顾，和对新纪元的爱护。

归根究底，必须一提再的是，我们衷心感谢林顺忠先生的大力促成和慷慨赞助，林
先生的用心我们全都感受到了。谢谢您，林先生。过程中林先很多事情甚至是亲力亲为
的，我们确实受宠若惊，林先生待人处事之道，使我们受益良多。办教育不容易，幸好
世间上总有好人愿意无私奉献。

莫顺宗博士
新纪元学院院长

视野和典范：港马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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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师长与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今晚，本人很荣幸能与大家聚在香港中文大
学校园，一齐为 “马来西亚及香港学生文化之
旅”举行破冰晚会，首先让我们鼓掌热烈欢迎远
方的三间民办高等学院共22名师生，他们是韩江
学院师生5名，新纪元学院师生7民及南方大学学
院师生10名。他们今早由吉隆坡飞到香港并已安
排入住中大宿舍，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也选出了14
位师生来参加这次文化交流活动，他们14人在香
港首站将以主人身份接待来自马来西亚的客人，
我在这里特别要谢谢他们。

启动“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开幕词

林顺忠
香港南大校友会主席

“敢梦、敢创、敢闯”

众所周知，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综合大学，成立于1963年，经过50多
年的耕耘，中大已经拥有9所书院、60多个学系的高等院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及研究
生）达到三万人。中文大学师资阵容强大，聘用多名获诺贝尔奖的教授，以及众多知名
学者，多年来培养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史学家、学者、医生、银行家以及众
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工商领袖，对香港及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二十年来中大
十分重视同学的国际视野，多次与其他大学合办学生精英交流的培训计划。今年马来西
亚三院同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同学的交流是另一个新的尝试。这项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
交流之旅计划能如期举行，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同事一年来的努力筹
备工作，也得到马来西亚三院校方的配合，才有今天的成果。

各位同学，你们是由各校选出来的精英，希望在今后十二天的香港站及大马站各项
活动如专题演讲集参观活动中，能够增进知识，扩大视野；并能透过互相讨论、分析、
交流过程中提升思考能力及表达能力，体验两地的文化差异，了解两地不同的文化背景
和面貌，彼此互相了解，做个好朋友，相信对今后个人的成长及事业发展一定会有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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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翻阅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的刊物，其中有一期的标题内容特别引人
入目:“敢梦、敢创、敢闯”。我今天便借用这三句话送给你们；各位同学现在很年轻，
对将来必有抱负及有期待，如能具有:“敢梦、敢创、敢闯”的精神，做事有担当，“有
热情，敢负责，不怕吃亏”今后的期待才会梦想成真。

让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大学生事务处处长梁汝照先生积极推动这项交流计划，使
到这项计划能够实现，我也要感谢担任专题演讲的教授及老师，以及各校安排活动节目
的负责人。还有，我要感谢向我提议在中大赞助这项活动的好友饶美蛟教授，可惜他刻
下在欧洲，不能出席今晚的活动。

最后，谨祝各位同学老师们在香港及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取得圆满和丰硕的成果。
祝各位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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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事。

伍燕翎博士
新纪元中文系主任

这是我继2010年以后第二次到香
港中文大学。

如今再来，这座校园仍然在山城傲然而
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起香港这座城
可以让人心生暖意，竟然是这里的人和事。

照片提供：伍燕翎

予我而言，中大全称中的“中文大学”于旅途中时掠耳际，别有滋味。多少年来，
马来西亚华社由始至终期待一所中文大学的出现，然而所谓“中文”绝不可能仅面向一
种语言、一种文化。教育必然也需要合乎事宜。时过境迁，如今于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
社会再谈“中文大学”，理应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正如中大创校校长李卓敏所言：“香港中文大学特殊的地方在于中大是专门为了一
个特殊的使命而努力；这个使命就是把中国的资料吸收和融化到各个学科，予以发扬光
大……简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学是把中国文化的境界溶合到各学科的大学。”

我校新纪元不也是走在同样的路上？

新纪元以继承南洋大学未竟之业为使命。2013年，我校图书馆定名“陈六使图书
馆”，由中国雕塑家铸刻的陈六使铜像落户新纪元；同时又获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和
马来西亚南大校友会支持，设立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和陈六使研究所。诚如新纪元学院院
长兼陈六使研究所所长莫顺宗所言：“南洋大学不应走入历史，应走向未来。”华教薪
火若要能够持续在年轻一代学子心中发光发热，华教历史传统必然需要承继流长，先贤
一代人所努力过的事应该铭记心中。

六月炎夏，承蒙南洋大学香港校友林顺忠先生的促成，我校新纪元和另两所民办高
校——韩江和南方大学学院有幸参与“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此非一般交
流观摩之旅。除了参观岛上多个代表性的旅游坐标之外，更重要的是大马同学真正融入
香港中文大学（中大）的校园氛围和学风建设。中大于1963年创校，甫进入五十之年，
校园文化却独树一帜。此次负责安排交流团的学生事务处处长梁汝照先生一再强调，中
大除了提供学术发展和个人成长平台外，他们更是全方位协助同学发掘潜能，促进个人
全人教育发展。这一次，我校同学跟中大同学一起被安排入住国际生宿舍，期间参与学
术讲座、研习交流、参访、活动，并于膳食住寝中学习相通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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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座城一定有些人和事让人动容，也应该让人记得一辈子。

还记得这次参观香港文化博物馆，恰有武打巨星李小龙展，黑色荧幕层层涟漪浮动
中显现好些李小龙语录：

As you think, so shall you become。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真的成为那样的人。

 Know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apply; will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do.
单是知道是不足够的，必须加以应用；单是有心是不足够的，必须加以实践。

还是应该谢谢这趟大马-香港文化交流之旅的背后推手——香港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
先生。他们那一代对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躬亲力行的爱护，一点一滴，永记心里。

照片提供：伍燕翎

那几天，好几次，我们步行到新亚书院。随团的年轻同学疾步而过，大概没有多少
懂得钱穆先生在港办学的故事。离开中大前一天，我一人于清晨跑上青山之岭，极目之
处海湾深深。空寂无人的广场写着：New Asia College。1953年，因中国风云色变流亡至
香港的钱穆不忍看见由内地投奔至此的难民颠沛流离、举目无亲，毅然决定创校办学，
为原来无依失学的青年填补心灵慰藉。钱穆开始在新亚传授中国文化、中国通史、中国
文学等，落实新亚创校“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一切教育方
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今日，新亚书院学规第一条：“求学
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无疑是我们治学办教育最好的借鉴。

钱穆的《新亚遗铎》为新亚记录一段校史，回顾了他个人一生经历。年逾六十的钱
穆以示气节，后来坚决辞职离校，拒绝申请十万元港元的退休金，后人无限想象，却是
冷暖自知。“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
见生成。”这是钱穆的新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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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与林氏都是南洋大学最早期的毕业生，他们有机会目睹陈六使先生的兴学办教
的风采，见证了海外华人辉煌的一幕。我出生在一个相对幸福安逸的年代，只能在新纪
元学院的南洋大学史料中心看到一些泛黄的老照片，沿着1953年到1980年的时间线阅读
南大的光辉岁月，让我认识先辈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与热情，从商贾侨领到草根群众，所
有人都汲汲营营创办这所华文大学的情景让我深深感佩。南洋大学虽然避不了被命运的
洪流给吞噬，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人心，留下陈六使精神，充盈着浩然正气。

2016年，我有缘再度与林先生合作，参与了首届“香港—马来西亚学生文化交流之
旅”的筹备工作，与香港中文大学、南方与韩江的师长协调合作。当时我想，为什么是
新纪元、南方及韩江这三所学校呢？我们并非本地顶尖学府，规模与中大相距甚远，与
其说是交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到中大取经学习。当然，时间不容许我做太多的考虑，
我开始策划交流团到马来西亚的首站行程以及着手进行甄选品学兼优的学生代表参与。

我们有什么可以让香港同学学习的？不论从学术层面或着是国际视野，位处香港的
中文大学更可取道中日韩，放眼欧美澳，何必下南洋？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
文化、拥有多种源流学校的国家，在中港台以外，我国是华文教育发展最完善的国家。
在行程设计过程中，我力求以学生的角度出发，沿着早期华人为了生活如何到海外“开
山垦荒，祖先再穷也要为教育忙”的全民运动，了解本地华人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到体
验乡间的田园生活。

从南大到中大

吴振声

甫从2011年始，从新纪元学院毕业后，我
就开始在新纪元上班，工作自然离

不开华社与华教，时有机会接触南洋大学之名，可是
却一直没有机会深入认识何谓南洋大学及其陈六使的
渊源。2013年8月29日，我有幸与郑良生夫妇及林顺
忠先生一起晚膳，胡兴荣博士从旁解说，使我对这两
位前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当时只觉得岁月的痕迹
浮现在他们脸上，可是观他们待人处事却见灵活、充
沛。在2013年9月10日至11日，莫顺宗院长给了我一
个机会参与筹备“中国香港书法家容浩然师生书法义
展”，让我亲身体会南大人出钱出力，做事不遗余力
的风格与魄力。

照片提供：吴振声

新纪元学院公关与招生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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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心情非常激动，能够和一群走过大时代的南大人合照。林顺忠（前排左二）
郑良生（前排右二）一直是香港南大校友会的核心。

照片提供：吴振声

文化交流之旅已结束一个半月左右。对于首次踏足香港的我，回眸日前的韶光，数
日游历于中大，让我对大学的行政管理及办学理念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我找到了中大与
我们的共同点，也明白了为何林顺忠先生致力撮合中大与大马三校的交流之旅。光阴似
箭，残酷的现实还是把大家拉回原本的生活，唯一不可磨灭的是两周的旅程的每一个风
景及每一个笑容。这些都烙印在彼此心里了。我希望马来西亚独特的文化与悲壮的华教
史能给香港同学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与收获；我也深信此次旅程必会成为马来西亚同学
们大学生涯中最精彩的一页。

曾任南样大学校长的黄丽松在其回忆录中言：“一所大学的成功与否，不在乎校内
有多少宏伟的建筑物、傲人的设备，而在乎教育出来的学生对国家社会有多少贡献。”
而时至今日，南大毕业生如林顺忠和郑良生则在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后，还进一步无
私地回馈社会。这些都证明了新马华人创办这所大学的成功，继承陈六使为最多数人谋
最大幸福的教育理念。

今夜，弦歌不断，回荡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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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香江与椰林间  

洪芯仪
中国语言文学系二年级

这是一篇不长又不短的故事：

从前有个善良的老人家，他在蕉风椰雨
之间长大，后来到了繁华的香江工作，并
在美丽的他乡成家立业。有一天，他想起
了家乡的孩子，或许他们穷尽一辈子也没
有到国外看看世界的能力，同时又觉得生
长于香江的孩子生活富足，应该到不同的
地方体验一番。于是他出钱出力，策划了
一趟香江——椰林交流之旅，邀请来自两
地的孩子们参加，才成就了这个绚丽却又
朴实的故事。我就是其中一位有幸参与其
中的来自椰林的孩子。

从马来西亚到香港，需时四小时左右；从香港国际机场到香港中文大学，需时一小
时左右，如果不算出境时漏拿的护照，整个过程是十分顺利的。随着风云，我就这样来
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岛屿，一切新奇，又亲切。

在香港的这几天，时间过得飞快，咻的一下，瞬间转移到了第三天的电车文化考察
之旅。《家好月圆》中几个孙子吵着要奶奶带他们去坐叮叮车的那一瞬间，依稀记得它
好像是深绿色铁皮车，高高瘦瘦，经过站点时会发出“叮叮叮叮”的声响，还有车长亲
切的笑容。因此我自然而然地结合想象与印象，也把电车唤作叮叮车。

听香港的同学说，车公庙是港人年初三必到之地，他们来做些什么呢？梗系争上头
柱香啦！上了头柱香，整年顺风顺水，有谁不恨？于是我像是沾了光似的，买了一轮系
上铃铛的红风车，头脑自动点播《宫心计》里刘三好的招牌歌“求风车转一转吧，福来
我家～”，同时也在盘算怎么把不大不小的红风车安全空运回国。当然在这之前，边走
边吹边摇晃风车之必要是必须有的。后来清脆的铃声到了沙田的大排档以后忽然静止，
因为我的味觉嗅觉视觉都被大排档的美食占据，除了沙田闻名的乳鸽以外，有许多叫不
出名字的菜肴，一一询问香港的同学后才知道桌上摆着的是港剧中江湖大佬的必点夜宵
如避风塘炒蚬。印象中的大排档里面必有两队江湖人马，一言不合便拍桌斗殴的场景，
如今身处宁静和谐又被美食环绕的氛围中，心想即便江湖大佬翻桌打架我也不愿舍弃我
最爱的香滑鸡粥！

照片提供：洪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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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比财运亨通重要多了。

当香港之旅结束，带着香港的同学回到马来西亚，才深觉旅程才刚刚开始！为了不
辜负香港同学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怎能不一尽地主之谊？印象中为他们做过最有趣
也自认为最伟大的便是教会了他们一些简单的马来语，其中包括Terima kasih、Selamat 
pagi、Selamat petang，还有本地华人的独有感叹词“Walao!”，一路上玩得不亦乐乎。
至于适耕庄一游，最难以忘怀的便是马来西亚同学的翻译功力，在马来语与粤语之间游
走，瞬间觉得不枉自己苦学多年，在马来西亚要是不懂点简单的马来语可无法生存下去
呢！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泥鳅～”又是一曲回忆童年的歌，我只记得自己双脚浸泡
在泥泞中，脚踝的泥鳅溜过的滑腻感和着一阵阵的尖叫声，结果当然是一条泥鳅也没抓
着，这一次另类的体验，永生难忘。此外，如果将头顶上的高温火球移走的话，亲手割
稻、筛米的过程是十分新鲜欢快的，但如果火球缺席，这趟便不是完整的收割体验了！

托福香港同学的福，我也首次以游客身份一游吉隆坡，去了一趟中央艺术坊，看了
数场专为游客而设的马来传统舞蹈，夜里安静地观赏了两场国油双峰塔前的音乐喷泉，
这一夜，未眠。待一觉惊醒，赶往南院，又可以静观马来西亚的文化美。 

于我，香港魅力的初体验不在于楼高与灯美，而是不到五分钟便跨越维港的过海港
铁隧道！我心里的惊叹早已跨越了隧道的长度，表情完全可以参照爱德华·孟克的《呐
喊》。在香港的短短几天，我们到过尖沙咀海傍、走出一堆酒徒的兰桂坊、中环地标巨
型摩天轮，还在离开香港前匆忙地拥抱了铜锣湾的美。忘了一提，第一次带领我们出走
跨越维港的不是港铁，而是《家好月圆》里面管家仔外送糕饼的必备交通——渡轮，果
然没有白看这么多年的港剧！港币2块5毫买回的风景与海腥味不是一时三刻便可以忘记
的，还有抬头可见的香港摩天轮，以致于一下船边朝着它的方向奔去。

参与这趟香江——椰林之旅最大的收获，除了美食和文化体验，必提的还有香港历
史博物馆之一览。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本身有稍微接触过一些历史课题，也清楚了解马
来西亚对待历史、文献的态度，真正到了香港这个小小的岛屿，才发现港人的保存历史
文献与环保意识十分浓厚，让我想起马六甲古城中被随便曝露、未加完善保护的文物，
不禁唏嘘。

照片提供：洪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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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香港归来

伍祖涵
媒体研究系二年级

照片提供：伍祖涵

旅途归来一个月，为着说好的
保持联系，我向着脸书的

入口处经过似的走进了每个人六月以后的
生活。从香港回来的人有的去了海岛，有
的回到了学校篮球场上继续挑战自己；而
回香港的人走得更远，他们的暑假还未结
束，他们有更好的理由继续行走。有的去
了马来西亚人永远去不了的以色列和沙尘
石画度过美好的一天，有的背起背包走进
云南部落找寻一个最纯粹的生活方式，有
的组团去了台湾吃美食，有的飞了几个国
家觉得有点疲惫于是再飞一次北海道泡温
泉……

我们在香港的旅途虽然结束，但文化交流还在进行中。明信片写写寄寄、打不太熟谙
的广东口语也断断续续。于我，这样的沟通方式是最舒适的。偶尔分享近况，再互道一
声生活愉快，这模糊了旅途中每每需要点算人数时分得太清楚的国籍界限---其实我们
都是一群正值茂年、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大学生，我们渴望看看外面更精彩的世界。

每趟旅程开启前，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收拾行李。我总是在出发前戏称旅行是要到另一
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去玩，而后归来，那就是回归现实，因此出发前我得和本来的生活做
交代，它提醒了我该向谁心存感恩。若不是这让我无后顾之忧的资助，我怎么能有机会
从上学的正轨中暂时掉队。这一次的交流计划是由毕业自南洋大学后仍不忘热心华教的
林先生促成的。除了感谢他的慷慨赞助以外，其实我感到特别惊喜的是，他给了我和一
群马来西亚学生一个重新审视华教与大马之美的机会。听听香港人眼中的我们，再向他
们介绍我们眼中的自己，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更为自己生长的环境感到骄傲。

香港和马来西亚是相似的，同为二战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街道和建筑物皆留有英伦风
的痕迹。我们的过去尽管相似，但后来的规划与经营却是在地人按着各自的理想去努力
了。记得去香港前，媒体系的一位讲师曾跟我分享她走在香港街头的感觉。在这之前我
是从未去过香港的  ，而我一直以来从TVB无线电视剧里接触到的香港并不能算是它的全
貌。我说我需要更多线索来拼凑一个我即将前往的城市，于是她说：“在那里我不觉得
安全。”说的倒不是香港的治安不好，而是土地不多，那窄窄的、全都挤到一块的压缩
感不允许那里的人拥有独自的空间。 “走在路上好像随时有人一不小心地就闯入了你的
生活。”所以我怀抱着小心翼翼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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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电梯并没有我想象的挤，倒是在搭叮叮车绕港岛时比较能够感受到之前
说的“走在路上好像随时有人一不小心地就闯入了你的生活”的心情，但这回闯入别人
生活的是我。在叮叮车与小巴汽车共用的大马路上用水平线的视角关注每一家店的名
字，你就可以知道每条街在香港人心中独特的代表性。比如走进一条充满咸鱼味的德辅
道西（又称海味街），从头到尾连着开了好多间都卖鲍参翅肚的海产店；比如我才想起
香港歌手谢安琪有一首成名曲《喜帖街》，叮叮车历史解说员张先生便忽然指着路口对
面另一条垂直的街道说，那就是喜帖街（又称利东街），不长，因为昔日是香港著名印
刷品制作集中地，尤其以印刷喜帖著名，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坐在叮叮车上，我们与
街道和人群靠得如此近，就像是坐在游览车上参观没有玻璃窗隔着的历史和它的展览
品---我们是来窥视香港人的生活的呀！

我喜欢城市，也乐意给城市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既要走入他们的生活，就没理由也
死守着自己的空间不让他们加入。和港人聊天，有人能对着莫奈的画侃侃而谈，有人能
针对会考制度与大学生活提出质疑。他们的文化底蕴、世界观都是让我大开眼界的。他
们的城市是活着的，因为他们根本没停下来过，一直在走，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明确
的去处正迫不及待的等着他们去抵达。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在繁忙的上下班时间杵在地
铁站中央只为等待而什么都不做，我多怕因此而阻去了他们充满计划的方向。这里密密
麻麻的不只建筑物，还有节奏。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香港文化交流之旅结束后，我
们香港的朋友仍在马不停蹄地赶行走的进度。他们是在香港回归后成长的新生代，对于
香港未来十年的喜或忧，他们有自己主导的路要走。

在香港待了几天，我不再执迷于狮子山隧道和红Van的神话，只有当你真正走入，你
才会发现一切其实是多么地习以为常---那不再是神话，它已是那等待抵达的家常。

照片提供：伍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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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Review of 
Malaysia-CUHK 
Exchange Program

In this trip, I had a variety of feelings that 
are deeply embedded in my memories. 

Firstly, I feel nervous. I’ll be honest; I don’t re-
ally know any of my teammates who are going 
on this trip. I know Ting Wei for a very brief 
moment while we are in the same class togeth-
er for one semester during my foundation year. 
I don’t know the others because I have never 
worked intimately with them before. When we 
went out for dinner the first time, I found out 
they knew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are in the 
same class before. That was kind of surprising 
and I feel a little intimidated because they are 
all older than me with more experience. Howev-
er, they made me feel quite at home in the end 
and that was really nice of them. 

 

 
Zoey Siew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一年级

When it was time to meet th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I feel surprisingly calm. 
It may be due to the scenery of the university as we approach the hall. The scenery is 
really nice and not to mention it is quite cooling. Malaysia can use some of that cool-
ness too! I met my roommate Sunny. She is a really sweet and bubbly girl. It turns out 
she is Taiwanese and her Chinese is on point. She made me feel right at home with her 
bubbly attitude. To me, she is the perfect guide around Hong Kong. 

Hong Kong is a really nice place. My favourite place will have to be Mong-Kok. The 
ubiquitous amount of food there really has me on my highest spirits. I love the hawker 
food there. However, lunch and dinner time are still my favourite time to dine. We 
dine through our trip like kings and queens with the best cuisine there is and I am re-
ally grateful for it. CUHK is a very nice school. Its facilities make me feel in awe. This 
should be the environment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study in! Sunny toured me around 
the school and she brought me to a few places in the school where the scenery is just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She mentioned that because she is Taiwanese, she knows 
which places that tourist will be able to appreciate more than Hong Kongers. 

 

照片提供：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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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Sunny

In this trip, I learned that humour is the easiest way to obtain a person’s interest 
and trust.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is trip are mostly quite humorous therefore they 
have no problem fitting in. The other way is being caring and remembering to involve 
others when they are being left out. By making others feel that you care for them, you 
have succeeded in gaining their trust and when they trust you, they will follow your 
lead. It is a process of being a good leader. 

 
I also learned that an excellent student can have a great variety of academic suc-

cess or co-curricular success but attitude is still the core to being a successful. In this 
trip, I have encountered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d those with really good 
attitudes and strong personalities are the ones that people are willing to follow. 

  
I want to thank my teammates and teacher for giving me a chance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in this trip. I am very grateful to all my new friends who have accepted me 
for who I am and to get to know every one of them is an honour. Lastly, I really want to 
thank our sponsor Mr. Lim Soon Tiong. Without your generosity and your trust in me, I’ll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xchange program that has taught me a 
great amount of new things. Should there be a second time exchange program like this 
is held again, as much as I like to participate, I wish to give the opportunity another 
lucky student in New Era College. I hope he or she will be able to benefit from this trip 
as much as I have and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till people in this world that 
are still kind enough to car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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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的杂思杂想

张维康
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系二年级

话说一开始，我甚至对此次的交流之旅提不起兴趣，并没有很向往香港这个地方。
比起城市的繁华，我比较喜欢乡村城镇的朴素亦或者是森林郊野的宁静。是在老师鼓励
之下，才参与了此项交流计划的面试。或许老天知道我对香港兴致缺缺，所以硬要安排
我到香港让我认识香港。又或者，有其他更重要的事，非要我到香港走这么一趟。

结果在出发的第一天就出事了。我失了原本早上的班机，只好独自一人搭下一趟下
午起飞的班机去香港。抵达香港以后，靠着与我之前抵达香港的同学和网络的帮助，我
按着同学给予的指示独自搭巴士和地铁抵达了香港中文大学，在还未开始交流之旅前，
就已先接触了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统和人。我清晰记得那个晚上，坐在巴士上看向窗外的
风景。远处是一排排整齐的建筑，闪着微弱黄光。巴士行驶着的路上有写着中文字的告
示牌，向宣告马来西亚已远在南洋，如今是踏踏实实地身在香港了。

入乡随俗和随后而来的影响。

这一次去到香港，或许是我这21年人生中说过最多广东话的一次了。五天下来的量
堪比我平常一年内说广东话的量还多。这里的人都说广东话呀，我怎能不趁机磨练磨练
呢？从一开始说得支支吾吾，到整个交流之旅结束之后变得伶俐许多，真可算是另一番
收获。而广东，那是我父亲祖籍的籍贯。而今在家里，父亲也鲜少使用广东话作为沟通
媒介语了，取而代之的是华语。

照片提供：伍祖涵

香港于 我 是 怎 样 的 一 个 地
方？

对“香港”二字熟悉，但对香港却
很陌生。生长在马来西亚，早年对香港
的印象不外乎来自香港电视剧和电影，
但真实的香港究竟长什么样子我真的没
有想象。这一次的文化交流之旅，真的
就像是踏足另一片新天地，闯入未知领
域。

或许冥冥之中已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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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最美的风景，是你们。

12天的行程中，我们一行人参观了博物馆和行政机构等等地方。在香港的自由活动
时段期间，我们也随中大同学的引领，去了其他的地方诸如：旺角，兰桂坊等地，更深
入看到了香港。经过这些走走逛逛和一起吃饭的时间，来自各个学院和背景的同学，都
培养了一定的感情和建立了了解。这样的感情，在去到马来西亚之后，更是持续发酵
着。我们谈论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分享我们各自的文化，对彼此开无害的玩笑，一起玩
耍唱歌吃饭。尤其马来西亚地大路长的关系，从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时，都要在巴士
上度过。在巴士上的年轻人如我和其他团员当然不甘就此罢休抓紧时间休息，反而是接
连不断群起唱歌。每当其中一人唱起歌曲中的一段歌词，大家便会开始接着唱下去。如
此重复了又重复，直到我们都累了为止。

我们创造了属于第一届马港学生交流计划一行人专属的回忆。行程结束前一天真的
有好多的不舍，其实有好多话都来不及说。结束之后，大家依然透过社交媒体保持联
系，更新彼此最新的状态，且不断以文字和照片回忆那12天一打的旅程直到我们都…… 

再见。

自从交流之旅结束以后，便开始在生活中关注起生活中吃到的中餐佳肴菜色，或者
更直白地说是比较和辨识。每当吃到类似我在香港吃到的味道，便会激起我做许多联
想，把父亲祖籍的语言和我吃到的这些味道连接。语言和味道都在消失着，而我想找回
这些失去的味道和语言。最近一次在怡保旧街场的鸿图酒楼就吃到了熟悉的味道，广东
菜色的味道，感动非常。最开心，当然是我爸爸，像是找到了家的味道一样，不停念者
那里的味道有多么地好，感觉像是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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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遗憾

吴廷威
媒体研究系一年级

我爱好摄影，我想将我眼前所看到的景色都一一记录下来，走马看花般的旅程，许
多景点都无法用心细细地去感受，仿佛那段时间的我也成为了香港人，总在与时间赛
跑，一生都在忙忙碌碌的节奏。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中大的学生爬上了天台观望香港的夜景，景色漂亮地让人
赞叹，景色中的每一户公寓的单位都亮起了灯，如同在夜空中的萤火虫，但这却让我体
悟香港人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在忙碌，丝毫不停歇的生活。

通晓粤语的我不难于中大的学生沟通，携有八达通的我还被中大的学生质疑是不是
道地人，想到那一个晚上独自从中环地跌站乘搭地跌回到中大的我，还是不晓得自己怎
么会那么勇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这样闯荡。

其实在这一趟旅程，我开阔了我的视野，看见了除了新纪元学院以外的大学学府生
活，甚至看见文化对一个社区所能带了的提升，听着吴主任和伍主任的分享，从这趟旅
程的开始前就有着的渊源流长的历史背景。

华裔子弟的自强不息，在南阳大学被关闭后欲在全世界发光发热，证明自己也证明
南大的能力。那一夜与南大校友共席一桌享用晚宴，聆听着他们诉说曾经的往事与过往
的丰功伟绩，就可看见当代的精英在过去享有多大荣耀。

独特的香港具有着最独一无二的景色，电车之旅也让我带着缓慢的步伐缓缓地走入
香港的社区，更在其中看见传统与现代香港面貌的融合，在之后登上太平山，看见以往
只能在明信片上看见的景色。

照片提供：伍祖涵

我依然还记得那时候我被选中的喜
悦，

那一份对香港之旅的期待。我是幸运
的，我告诉我自己，所以我必须要有所回
馈。我带着沉重的器材，带着疲惫的身
子，心却无比地激昂。在飞往香港的前一
个星期，我在台湾进行着拍摄的工作，在
飞往香港的前一天我回到了马来西亚，隔
了一个晚上，我又身在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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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Sunny

香港一直都是我很向往可以到达的地方，也很感谢林先生实现了我的梦想，让我可
以在大学时期有这么一段时光，在往后的日子得以回味，最为惋惜的是我无法完成这一
趟旅程，但最珍贵的也是这段旅程中所收获的回忆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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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弦回荡：
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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