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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回忆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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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香港——马来西亚学生文化交流之旅”乃是深具意义之活

动。此项活动使到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马来西亚之南方、韩江

和新纪元，两地四校之数十位师生，于十多天之间，由香港、

吉隆坡到新山，跨国跨校，一路考察，共同学习，互通有无。

可以断言，这样的活动，必定对我们年轻学子扩大视野，体验

不同文化，大有裨益。

近百年来，香港一直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国现代史上，

香港地位举足轻重。因此，香港经验，值得年轻一代，尤其华

裔子弟深入了解。同样地，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华

人所走过的道路，亦是我们炎黄子孙年轻子弟，不可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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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顺宗博士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校长

同时，非常难得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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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必须一提再提的是，我们衷心感谢林顺忠先生的大力促成和慷慨赞助。过程中林先生很多事情甚至是亲

力亲为的，由此可见他对这项目是如何地寄予厚望。我们可以感受到，从马来西亚到香港，林先生非常希望回

馈他人生中这两个他感情最深的安身立命的家园。林顺忠先生待人处事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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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美好的愿望和努力，促成此项活动顺利由第一届迈入第二届，我们深信参与者必定从中受惠。我们同

时也期望，这类构思极佳的项目，可以对社会中更多热心人士有所启发，为年轻学子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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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 Malaysia students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is a very meaningful activity. It allows 
about a doze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Han Chiang College and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from Malaysia to observe and 
learn together in a journey starting from Hong Kong to Kuala Lumpur and to Johor Bahru for about 
ten days. Without a doubt, such activity will certainly benefit our youngsters, to broaden their mind 
and let them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Ove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China’s medium to access to the world, 
and it hold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erefore, Hong Kong’s history is 
knowledge worthy to be learned in depth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Chinses com-
munity. Likewise,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that of Malaysia 
should be learned to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have the good fortune of participating in this 
meaningful activity; it is not only a blessing to them, but also an honour our school. Hong Kong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top university in Asia, but also in the world. This will be an eye-opener as well as a 
benefit our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u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nd Han Chiang College. For these three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 built by the Malaysian Chinese, 
this a rare chance of cooperation and culture exchange. I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for being caring 
to my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cherishing our institution. 
 
Of course, it is important to thank Mr. Lim Soon Tiong for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generous 
sponsorship. Throughout the process, Mr Lim himself has a very hands-on participation, and we can 
observe his high hopes for this program. We can feel that, from Malaysia to Hong Kong, Mr Lim really 
hopes to contribute to these two places that he calls home. Mr Lim treats people and handle matters 
with order, and we benefitted a lot from it. It is not easy to educate, and it is fortunate that we have 
good Samaritans who contribute selflessly. 
 
Because of wonderful hopes and efforts, this program has successfully progress from the first ex-
change program to the second,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participants will benefit from it. At the 
same time, we hope such excellent projects will inspire more warm-hearted people from the society,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learn.

Dr. MoK Soon Chong
Vice-chancellor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序二
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先生，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理念，事业有成后，热心社会公益，设立了各项奖学

金，资助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优秀生深造，培育人才不遗余力。从2016年开始，又赞助香港中文大学和马来西亚

三所民办的华文大专院校，即北马的槟城韩江学院、中马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和南马的南方大学学院的学生，在

香港和马来西亚两地进行文化的交流和学习，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以培养具有世界观的青年。这项常年活动无

疑为两地四校搭起了桥梁，为学子提供多元的文化体验，彼此互相砥砺、学习和成长。

在这长达两星期的交流活动中，两地学子分别到对口学校和国家各交流学习一个星期，期间除了拜访名胜古

迹，也安排了许多专题讲座和工作坊，除可增进两地历史文化的认识，也能从中习得专业知识，课程和活动可

谓丰富多彩。这两届的活动我皆有幸代表新纪元大学学院为同学们进行讲座，内容是讲解马来西亚历史以及三

大种族社会形成的历程。类似的讲座内容不仅对香港同学极为陌生，即便是马来西亚的学生很多也不明就里。

尤其在现今种族和宗教极化，政客叫嚣的年代，许多似是而非，扭曲事实的言论此起彼落的时刻，拨乱反正，

辨明是非，无疑极为重要。此外，这种多元交流的文化活动恰好是对治单元趋同的不二良药。

马来西亚三校的代表分别由各自的学校遴选，故此能脱颖而出成为代表的学生皆是一时之选。本届是第二届的

马港文化交流之旅，六位代表学生分别是孙雪莉、潘佳雯、苏佩诗、纪佳贝、萧依雯和陈骏宇，他们皆是本校

各科系的优秀生，其中五位代表皆是曾经选修我课程的学生。现在活动结束，他们准备用文字将所学所闻记录

下来，并以摄影抓住这刻难得的记忆，故此筹划制作一本图文并茂的特刊，不让青春留白，特此嘱我写序，我

欣然应允。

是为序。

廖文辉博士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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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时间过得很快，去年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的记忆犹新，转眼间第二届已经结束，第三届正接踵而

来。四所学校的师生因此结缘，相聚于斯，了解彼此，一起成长，一起编写大学生活里美丽的篇章，我非常欣

慰看到同学们旅途前后的改变。

尽管每次旅程为期只有两周，紧凑的流程恨不得让同学们把所有的知识全部吸收，大家亦竭尽全力表现自己，

希望让来自远方的朋友满载而归。有时我们担心同学们过于理想主义，不免在旅程中安排不当，蹉跎了宝贵时

光；殊不知，若不从身边的小事一步一脚印的做起，从错误中学习，何来成长？人生亦是如此，唯有循序渐进

才能谈伟大的理想，天下间一步登天的例子太少了。

光阴飞逝，短短两周的交流之旅在欢笑中划上句点，虽有难过不舍，但终须结束，而大家将回到自己的生活继

续寻找自己的方向，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和美好的人生。我相信，曾经在那短暂却快乐的日子里，在马港文化

交流之旅，与师长、同窗好友度过的美好时光，将会永远留在大家的心里。

在此，首先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南方大学学院以及韩江大学学院的师长们为了促成此行尽心竭力，没有他们

的细心安排，这趟文化交流之旅就不会迈入第三届。此外，也要感谢此次参与编辑的同学们，他们对编辑工作

的主动付出与努力求进步，充实了本书的内容，本书才能成功出版。本书行文浅白通俗，适合来届的学弟妹及

社会人士阅读。书中以五个篇章来讲述他们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它们包括城市考察、讲座、社区参业、交流

活动以及生活感想。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林顺忠先生，谢谢您大力推动这项计划，让各校莘莘学子有机会造访不同的国家，了解彼

此的文化，阅读异地的故事，领略先贤的奉献精神，以为社会培养未来的“陈六使”。

弦歌不断
回荡马港

吴振声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公关处暨国际交流处主任



马来西亚-香港文化交流之旅开幕词

“多看、多听、多交流”

林顺忠——香港南大校友会主席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

很荣幸能参与“马来西亚—香港文化交

流之旅”的破冰晚会。首先，让我们鼓

掌热烈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三所民办高

等学府的师生，他们分别是来自韩江学

院的5位师生，新纪元大学学院的7位师

生，以及南方大学学院的10位师生。当

然，也少不了香港中文大学的20位师

生，他们将在香港首站以主人的身份接

待来自马来西亚的师生们，我在这里特

别感谢他们。

参与这次交流的同学们一共有42位，他们将在今后的两周内参加不少活动，这些节目主要是由香港中文大学精

心策划。众所周知，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综合大学，近二十年来香港中文大学都十分注重学生们的

国际视野，多次与其他大学合办学生交流的培训计划。去年，在我的好朋友饶美蛟教授的提议之下，启动了第

一届“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计划”，今年也来到了第二年。这项“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

之旅”能如期进行，我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  处长梁汝照先生以及他的两位同事Wendy, Ann 的精

心安排，让今年的节目比去年更加丰富。

想必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世界公认经济自由排名第一的大都会，在资讯方面也非常发达，政府、企业与社会的

效率都很高；马来西亚则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多宗教的一个繁荣国家。到了大马站，你们将会体验到两

地的文化差异，包括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背景和样貌，并通过互相讨论、分析、交流过程中提升

思考能力及表达能力。我希望在这十四内你们可以多看、多听、多交流，互相学习和了解，做好朋友。我相信

对同学们而言，这对今后自己的认识和事业发展有所帮助。

借这个机会，我也感谢在这个文化交流中担任专题演讲的讲师，以及企业公司的支持，还有参与我们南大校友

分享会的校友。我也感谢让我们参观的企业和机构，以及各校安排活动节目的负责人。

最后，我衷心祝福各位同学与老师在这趟“马来西亚香港文化交流之旅”中取得圆满和丰硕的结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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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

古语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此话用于本次交流活动可谓贴切。透过城市实地考察，两地学子走入彼

此的生活之地，无论是街头小巷，宗教场所又或是历史古迹等等，学子们凭着“眼见”、“耳闻”，真切的感

受到文化之异同，其感受烙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之中，而非仅仅是脑袋的知识。走进彼此的世界去接触，感受和

体会是建立关系和互相了解的途径，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步。本国文化活动如二十四节令鼓体验，巴迪彩绘

与印度文化工作坊等，让香港学子体验马来西亚文化的多元性。另外，不得不提的是让我印象特为深刻的讲座

及工作坊，如香港中文大学的Intercultural Education Workshop，主讲老师们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进入主题，

让同学们以轻松有趣的心情了解彼此的文化，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同学们体会到突破尴尬不是一件难事，与初次

见面的同学交流可以很有趣。

“大马香港文化交流之旅”为期14天，回首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路，沿途的脚印不仅留存了港马学子之间体验

彼此文化时的欢乐喜悦，还有体会与学习到的理念，团队的合作以及两地的友谊。此图文特辑记录着港马两地

的重要回忆。

随着时间的迁移，华夏子弟遍布了五洲四海，虽为同根生，却

因地域的差异而发展出独特的美丽文化。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

先生为华社贡献良多，培育华社子弟可谓热心之至。感谢林顺

忠先生赞助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

大学学院和韩江学院三所民办大专院校，为港马两地的大专生

搭建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次交流，港马38位学生代表透过城

市实地考察，企业文化，文化活动交流和讲座的方式了解两地

独特多元的文化。本人有幸担任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带队老师，

陪伴我校6位学生到香港及马来西亚中部与南部，与其一同体验

该地文化以及促进四校交流，深感莫大的荣幸。

麦彩琁 —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执行员

不如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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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世界的另一个面貌
翻开历史册，我们得知香港中文大学系由“难民学校”脱

胎而出。在花果飘零的战后时期，一班学者文人以有限的

资源成立几所书院，为南渡的民众子弟提供宝贵的教育机

会，最终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间中的艰辛，与马来西亚

华文学校的成立确有几分相似。这些奋斗的轨迹，或许是

香港中文大学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院以及韩江

学院的共通之处。今天相遇，也算是缘份。

一年过去，我很开心又再踏上马来西亚的土地，领队参

与“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手上的学生名

单换了一份，眼前的风景却依然熟悉。不单到访的院校相

同，熟悉的面孔也回来迎接新一届的参加者。这份心意实

在格外温暖，让人更想把今年的活动安排得更妥善，将这

份温暖送给接棒的同学。

对香港人来说，马来西亚是个既亲近又陌生的国家。马、港同处亚洲，两地距离比很多地区近，可是我们对之

认识甚浅，更遑论在日常生活中与大马民众交杂。于我来说，马港交流之旅是将我与马来西亚连系的开端，引

发我对这个国家的好奇。这份收获，相信并非由我独享。在交流之旅的两周，眼看两地同学从腼腆到开怀，抓

紧时间互相了解异地文化、风俗和社会状况，相信大家定必获益不少。这两星期的经历，除了带来知识，也为

同学带来珍贵的友谊。

两个地方，自有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乐观地看，相遇的两方会从对方观察到世界的另一个面貌。现实来说，碰

撞的两方容易因不同的处事方式产生磨擦。纵使拥有上年顺利的经验，活动开始之前，我也不免担心同学之间

的相处会否出现问题，事实证明我是多虑了。或许人和人之间相处充满磨擦，但正是如此才展示出互相迁就、

互相包容的可贵。和而不同，正是文化多元的可贵，这是同学们以身示范的素养。

在活动结束后的两个月，收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同学的邀稿函，为活动纪念册题序。其实，比起后页所载同学的

经历、感受、反思，这篇短序又何足挂齿？但愿同学不忘一刻的感动，而是将这份回忆一直保存在心中。感谢

林顺忠先生慷慨赞助，赐予同学宝贵的学习机会，亲身体验不同文化。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受益于马港交流之

旅；两地的同学将成为连接马、港的桥梁，微小而坚固。

冯可欣 —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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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历史博物馆

历史，看似简单，不过是两个字、一个词，实际上蕴含了一个民族自文化、民俗、建筑、社会等多方面的流

变。作为中文系生，“历史”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因此我对文物总有一种莫名的执着，文物上凹凸不平的纹路

仿佛是岁月弯弯曲曲的踪迹，叫人看得痴了。

从入口走到出口，这是一趟时空之旅，将历史的演变由始至终娓娓道来。我看着镂孔莲花瓣陶器座的花纹与造

型，佩服唐朝时的人们是如何在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完成每一件作品，又不禁开始思考陶器如此设计是否有其

深意。对我而言，文物的美丽在于其承载的思想内涵，教材上的文字诠释停留于表面，也不易吸引他人接触与

深入了解，唯有亲眼目睹历史的遗留物，才能真正感受到“历史”确切而真实地存在过，体会书上所谓的“特

色”。

一步步走在通道上，还可见馆方展出小型的建筑模型，例如九龙寨城，小巧的房屋与围墙模型尽可能地还原当

时的城市规划。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处摆放了好几艘大船与小船的实体展览区。走上桥，我伏身探入船中，

船内别有洞天，馆方放置了壹个正在收拾东西的女人人像，一旁也摆设了日常用品。比起死板的说明，这一幅

活脱脱的渔民船上生活显然生动起来。

文 | 潘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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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大船，映入眼帘的却是静谧的褪色街道，仿佛误入过去的时光，一间间老旧的房子与庙宇，甚至还有抬着

轿子的人像。保存在透明柜子里的衣服、纸扎神像、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钞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人像，无声

地述说着曾经的点点滴滴。凭借着些许共通的记忆，我盯着“虎门销烟”小小的人物与场景模型，一点壹滴地

回想起鸦片的进入以及在“虎门销烟”后的事件，不禁希嘘。

老旧的品牌已经被取代，但几十年后，新品牌也即将走入历史，一切都会过去。一路走来，自史前年代至现代

化时代，香港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如同文字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历史亦是如此借由文字与文物得以保

存下来，其珍贵之处在于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精华。历史或许很沉重，但却能借由设计与展览方式，让人真切体

会“历史”真正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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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
文 | 纪佳贝

一朵朵白绵绵的云与蔚蓝的天空相映成趣，难以想象这怡人的景色竟出现在以城市繁华著名的香港。留在香港

的那一个星期里碰巧是正值夏季，还记得抵达大澳的那天，迎接我们的是除了蓝天白云，还有一波波的热浪，

估计那天的的温度应该有32摄氏度吧！

大澳给我的感觉就像马来西亚的吉胆岛，不同之处大概是这里使用的语言是粤语，马来西亚吉胆岛则通行福建

话。我们进入环岛游前，先体验手制咸蛋环节。这个环节就像是环岛游的先行预告。因为大澳咸蛋是早期从前

辈们之用蛋白修补渔网，而剩余的蛋黄就会被制作成咸蛋。参与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先融入大澳村民的生活，

这让我们在之后的环岛游里，更能够确切了解大澳人的生活。此环节，也让我们体会到早期的祖辈们是如何珍

惜食物，并且把每一个食物的角色发挥至淋淋尽致。

在环岛游的旅程里，我发现我们的解说员——梅姨，在为我们导览时眼神充满热诚。这股热诚源自于她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想要把这片土地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的情怀。历时大约两个小时的环岛游里，她让我看见了大澳渔

村里的美景，就像香港早期的士多店（杂货店），雨棚下的诗集，早期的盐田等，一路上我们也遇见了不少的

当地人，看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感受到他们踏实地过日子，朴素中带有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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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乡村逃不过面临年轻人纷纷外出城市打拼事业，人口老化的问题，大澳亦是如此。庆幸的是，大澳村民虽

然面对渔业衰退等问题，依然能够从旅游业的方向去维护和发展大澳，这也许是香港人那不愿认输，相信“柳

暗花明又壹村”的精神吧。梅姨所服务的旅游单位负责人并不是大澳人，但他却看到了大澳的美，有一颗想要

发展它的心。于是，他留在大澳，并且聘请村里的村民作为解说员。这样的一个契机，让大澳的村民多了就业

机会，也让在地的老人们有了可以发挥闲暇时间的工作。此外，我觉得这一次的大澳之旅让我看到了，香港社

区企业在对于人或环境上的关怀方式。不管是ibakery或者大澳，都能发现他们都以人和环境为主，并且将其能

发挥到的角色发挥至淋淋尽致。

这让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与推动是需要像老板一样的人。这让我想到马来西亚也有许多风景漂亮的小城镇。

如果他们都有一位伯乐，懂得欣赏它的美，带领推动，我想大马旅游业的成就也会更上一层楼，也能让本地人

受益。漂亮小镇需要伯乐，人才需要伯乐，愿这一次交流团的所有同学都能早日遇见那个属于欣赏与发掘自己

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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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体验
1904年启用的香港电车，至今已达一百个年头，却仍然保有着旧时光的情韵，缓缓地与车辆、公车走在同一路

廊。电车是香港的意象之一，更是香港重要的文化财产。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安排下，我和团员们踏上了这趟电

车文化考察之旅。

电车由石塘咀总站开至跑马地，沿途经过当年的维多利亚城，再入跑马地马场及香港坟场。途中，导览员为我

们讲解相关的历史，更有图片对比以前的香港，看见许多建筑的消失和改变。从了解中，我发现许多历史建筑

物只把外壳保留下来，却掏空了里面的灵魂。香港在过去十多年，经历不少以商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市区重建，

令不少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和街道，如旧邮政总局、花布街等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湾仔作为香港历史悠久的特色

旧区，亦不能幸免。

於我，在电车上的感觉就像是闯入了别人的生活中，电车缓缓地行驶在繁忙的香港里，而我就在电车里视角关

注每一家店和街道的名字，以及背后的故事。比如途径充满咸鱼味的德辅道西，整个街道都是卖鲍参翅肚的海

产店，故别名海味街。突然间导览员一指一条街道说道那就是喜帖街，原名利东街，这里更是香港少有的特色

老街之一，因为昔日是印刷喜帖的聚集地，因而得到喜帖街别称。来到了铜锣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鹅颈桥下

这地方。常在电视港剧里看见的打小人，原来就在这短短一百多米的桥底路段。打小人在内地可能早就因种种

原因而彻底消失的习俗，在香港却始终保留了下来，甚至成为一道受游人追捧的人文风景。要说到最神奇的地

方，莫过于在电车转进跑马地那一瞬间，能感受到周围的喧嚣杂声瞬间变得非常宁静。跑马地有静中带旺的优

势，由于没有娱乐场所，因此人流不会复杂，而入夜后环境更宁静清幽。

文 | 陈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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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改变非常快的城市，许多现有的人事物，或许明天就消失了呢？“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

天下”——《喜帖街》。就如谢安琪的《喜帖街》表面上是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其实是伤感香港的改变。歌曲

仿佛把人们带入时间隧道，听谢安琪娓娓道来关于这条街巷的如烟往事。而我，衷心希望香港在发展的同时，

亦能保留原汁原味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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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马来西亚站吉隆坡站，是个凸显出马来西亚华人曾经在这扎根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茨厂街的大街小巷里走着，

看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与招牌，追念起当年漂流来马生活的祖先。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我们，虽然没经历

过当年华人的困苦生活，却看见了当年华人努力奋斗的影子。随着马港交流团的脚步，香港的同学与我们一同

穿梭在华人下南洋，扎根于马来亚的时空中，感受着个个先贤在此地开垦的岁月，白手起家的他们挥霍着无数

的血汗，方能成就先进在马的华人子孙。

若数先贤，吉隆坡的开拓必须得归功于甲必丹叶亚来，香港朋友并没有到访到叶亚来开创的仙四师爷宫里参

观，也没看见那条以叶亚来命名的小街，可见在这一个充满历史色彩的地段里，都已被商业旅游的气息所侵蚀

埋没，因为到来吉隆坡观光的游客，在主流的旅行团中压根就不会听见这一段属于华人在马来西亚开垦的历

史，而往往他们所会看见的只是地标性的繁华，林立于夜空中的双子塔放佛傲视着先贤们所留下的文化遗迹，

不足与它的光辉配比。

文 | 纪佳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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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参观吉隆坡城市馆。吉隆坡城市馆的壹楼有着吉隆坡的历史，为香港同学导览吉隆坡，却

不禁想起如今的历史课本上，叶亚来开辟茨厂街这段历史，已不知被写成怎么样了；而二楼有着吉隆坡城市的

模型和未来规划。参观了这个城市画廊后，我们更了解了吉隆坡这座城市的灵魂之处和未来规划。

在这一天的考察下，我不禁感叹马来西亚并没有如同香港一样有着一位如何藩一样的摄影师，在岁月的洪流

中，他通过照片将曾经的香港定格，一张张的照片缓缓地在拼凑着曾经的香港岛，见证着香港如何走向今日的

繁荣。希望吉隆坡城市越来越繁荣，但是繁荣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勿忘初衷，不忘吉隆坡的历史与开拓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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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KA

On the 10th day of our program, 13 June 2017, we travelled to Melaka for a one day trip. It was a very 
exhausting but fruitful trip because we got to se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roots of Malaysia. The 
team from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trip. Some of us took initiative to help 
explain stories and facts and als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articipants. We were also accompanied 
by one of the professors.

My favourite part of this trip is the visit to the Cheng Ho Cultural Museum. Recorded to be born in 
the year 1371, Cheng Ho, also known as Zheng He, is an admiral from Ming’s Dynasty. In his famou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he had visited Melaka at least five times. He had a magnificent fleet 
of over 200 ships and some stories mentioned that his ships were the largest ones to ever be made 
out of wood.

By Siw Yi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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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story of the voyage of Cheng Ho is one of the famous accounts of the treasures he 
brought back. The gift was a giraffe from Malindi. The Chinese, who had never before seen a giraffe, 
thought of the animal as a Qilin, a mythical creature that brings luck and prosperity. It caused quite 
an uproar. The museum has a very nice vibe to it. It is a shame that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o 
rowdy and noisy that the caretaker got a little upset at us. I personally think she is justified to feel 
that way but judging by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feedbacks, they don’t. 

Cheng Ho’s visit to Melaka helped in setting a diplomatic exchang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elaka. I also love the story of princess Hang Li Po. In one of his visits, Cheng Ho brought a 
Chinese Princess, Hang Li Po, to be the bride of to the Melaka Sultan, in a political marriage. Hang 
Li Po was recorded to have received an entire hill by her husband as a wedding present. The hill is 
now called Bukit Cina. A well was also named after the princess. Hang Li Po’s well is the oldest well in 
Malaysia. It is built by the princess’s followers and acted as the main water source then. Nowadays, 
it has become a wishing well for tourist. I believe some of my fellow participants made a few wishes. 
Hopefully it will come true! 

For lunch, we went to a Baba and Nyonya restaurant. It served some really spicy food that did not 
went really well with my taste buds! The sambal belacan is one of the featured food in the Baba Nyo-
nya cuisine, so it was really highlighted in many of the dishes. The best moment of all was when the 
dessert was served. The cold and sweet ice kacang really calm our taste buds and cool us down after 
a meal like that. We also enjoyed some cultural dance performances in the restaurant and in the end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joined in for a dance. 

We obviously visited some of the other historical spots. Melaka is a town full of interesting history 
and it is a very colourful place because it is a place where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meet. Most of these 
cultural exchanges happened due to trad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lso being conquered by 
others. The A Famosa, is a famous port left by the Portuguese. It is one of the oldest European archi-
tecture in South East Asia. It is proof of how Melaka was once conquered by the Portuguese and a 
few other countries and still managed to prosper into the wonderful place it i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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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是马来西亚最南边的城市，东方临巴西古当、西方接依斯干达、西北方依古来、南方与邻国

新加坡隔海相望。马港文化交流的这一趟新山老街之行，让我不小心爱上这不折不扣的典型南洋百年城市。

新山老街是为了纪念陈旭年在新山的贡献，而于1855年被命名的“陈旭年街”，是一条具有时代背景的景点，

全长三百公尺左右都坐绕老店建筑，而其中的古老建筑，也被注入了各式的新元素，让古色古香的面貌延续以

外，特色潮流的文化也因此兴起。

一行人兵分两路，跟随解说员认识这新旧交替的文化商业街，探索每一所老店屋的故事。考察之路的开端，先

到老街里头超过半世纪的锦华茶餐室、华美茶餐室等老咖啡店品尝新山从未消失的老味道。他们没有华丽的装

潢，却有着地道实在的味道。而从食物里头，也能感觉业者的用心，对待上门而来的每个人。另外，老街里全

马首家二十四节令鼓主题咖啡馆也是其中一个文化杰作，它的存在似乎是种生命力传承与创新延续的精神。

一路上，我们一步步接触了协裕面包厂、柔佛红屋、柔佛古庙…… 最后进到了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里头除了

让人了解陈旭年街的历史、新山的历史外，还能感受新山华人在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度里，竭力拥护先贤百年开

辟这片土地的努力与贡献。处于多元的大马，保留并发扬自己族群的文化，不是简单的事，这一个文物馆的存

在，反倒让这趟觉得老街之旅，更有意义和丰富了。

柔佛文 | 孙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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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我也从文物馆里头知道：这一条具有新山华人历史与文化色彩的街道，早在10年前竟然是新山政府眼中

脏乱、落伍的旧街。在政府不重视历史遗迹的情况下，许多建筑遭受荒废与破坏，那时候的老街不但没有历史

价值与文化意义，反而还成了黑区地带。好在2009年时，新山文化人——陈再藩先生发起并成立文化委员会，

积极带领推动与建设，才得以保留先贤的精神与无价的文化遗产。

陈旭年街能继续散发着古韵气息，承载开埠的岁月痕迹，蕴含百年文化的变迁点滴，这一切都要感谢赐予它新

生命的文化推动者，让原本的“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让老城区又再次活络起来。许多年后，希望有

更多的文化使者挺身而出，为大马文化的延续进行尝试与改变，让我们看见更多在现代城市展现其风华魅力

的“不老街区”。

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仅愿马来西亚的万种风情和美丽，能被更多人看见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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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无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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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年来获美国传统基金评“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公平可信的法律制

度，有利吸引外资，令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自从2010年后，香港政府改变了一直採取的“积极不干预”

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作用渐趋积极。

香港的住屋问题一直被港人垢病。据资料显示，现今基层市民轮侯入住政府租住房屋的时间约需五年，这令我

非常惊讶。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一直予我的感觉都十分富裕，但原来和我们在电视所看到的是有很大差别的。

在我看来，香港的私人物业市场从来不是高度竞争的自由市场，房价从来不是由供求决定。从房屋来源看，土

地是政府垄断，政府控制了上游土地的供应，就决定了下游房屋的定价。在卖家市场，麵包一定贵过麵粉。香

港房地产是寡头垄断，所谓地产霸权，确实存在。香港私人楼宇，早已不是生活必需品，其实是奢侈品。近几

年来，香港的自杀率不断提高，其中一个原因脱离不了房屋问题。许多香港大学生在毕业出来社会后，面对房

屋价格实在力不从心。再说，许多人朝“减轻学业压力”的方向寻找解药，并认为香港社会“处处竞争的风

气”、“对文凭的追求”应该要被检讨。

香港社会与经济发展之
回归前后时期

文 | 陈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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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当初实行的由港人治港的“一国两制”方针50年不改，至今已过去了20年，距离2047年这个50年大限的日

子又近了一步。香港泛民主派普遍认，1947年6月30日之后，一国两制自动失效，社会主义制度自动在香港实

施。香港的朋友也告诉我说，许多小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被开始培养“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加强国民身

份认同，原来我发现，一国两制其实有名无实。还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十年》，是一部涉及香港未来

的自由、法治、语言和文化等会受到大陆的冲击，因而被喻为香港的“预言书”。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

其中一个故事《方言》，是说香港以后都只用普通话，将来不懂普通话则无法在港生存。北望广东省这些年的

状况，广东话逐渐消亡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可是在香港的脉络，广东话从来都是一种处於狭缝中的语言。

其实，一切都离不开政治。电影《十年》以想像香港十年，一石击起千重浪。电影以“为时未晚”四字作结，

提醒决志，寓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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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苏佩诗

马来西亚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四季如夏，还有不同种族的人和谐地一起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从殖民地时期

走向独立，转眼间马来西亚已经走过60年的风雨岁月。这一路确实涵盖了所有人民的甜酸苦辣的日子，也包括

人民与国家之间，见证彼此的成长和变化。

马来西亚在独立以来，社会议论总是离不开到底这一片土地属於哪一个族群，我们又是不是马来西亚人？以身

份证而言，我们绝对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从文化而言，我们却得以选择自己是否要当一个确确实实的马来西亚

人。

廖老师从历史角度回顾马来西亚史，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形成缘起自早期移民。马来亚接纳各地而来的移民，

不同民族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开始在这南洋土地落脚扎根，历经岁月，一代传一代，随着各自的发展而产生归属

感和认同感，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壹点，马来西亚人民即便再不满意自己国家的管理机构，

但总会对外宣称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在奥运会时为马来西亚选手的表现而激昂。

我还记得香港的朋友曾经对我们说过，他们无法像我们对国家那样有如此坚定的身份归属感，因为作为香港人

的他们在面对中国两岸三地的复杂关系之下，有许多香港的年轻一代朋友们想逃离，甚至抛弃香港公民身份。

他们无法在这复杂的政治环境地下，认同自己是那个国家的人。听了他们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遗憾，一个国

家如果无法让公民产生归属感，它的文化传承可能有些欠缺或遗漏。

作为马来西亚的新生代在听了廖老师的分享之后，我发现身份认同这回事是一个涵盖了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因

此，哪怕是我以后有机会到国外求学和工作，但我依然会很骄傲的对他们说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的建国
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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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南大校友交流会之我们成长走过的路”是一场经验心得。主讲人林源德先

生，林顺忠先生，和史进福先生分享了各自的创业心得和失败到成功的每个关键后，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领

悟，即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业梦、自己该走的路，但成功人士的故事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个人都能成

功。主讲人勉励年轻人学习谦卑的精神，只要不怕吃苦，我们一定能闯出一番天地。心态是影响着成长所走过

的路，我们明白赚钱是一个人的目标，而如何赚钱是一个人的选择。

这场讲座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史进福先生的创业分享，令我们明白到以顾客为本，为顾主着想的重要性。面对

着公司的失败，史进福先生勇于面对、不逃避，甚至以此借鉴，为成功打好壹个基础。我十分佩服他面对危机

时的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当厂房的食品安全受到质疑时，他当机立断把同一批产品销毁，才得以保证产品的

品质及保持公司的声誉口啤。你宁愿损失一批产品的价钱，还是宁愿损失公司的名誉呢？产品是钱可以买的，

而名誉有时候是钱也无法买到的东西。名誉是一个公司的可信赖之处，同时也是让人们认识公司的第一印象。

作为一个想创业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次的讲座让人体会了很多。每个成功人士都有自己通往胜利的管道，我们

无法找到一个固定的路与答案。在这未知的事世界里，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努力地刻苦耐劳，就能闯出自

己的一片天。而当自己的成功的时候，我们也不忘初衷，谦虚地做人，甚至做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即源自社

会，回馈社会。每个人的人生经验都是宝贵的一课，主讲人们给我们大大小小，不尽相同的人生启示，好让我

们在未来路上能走出自己的成功路。只要找到自己的路，就是走出成功的路。我们不断地面对挑战与失败，而

不害怕失败就是成功的基础。感谢林源德先生、林顺忠先生与史进福先生。

32



南大校友座谈会：
我们成长走过的道路

文 | 纪佳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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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Lian Geok, born on 19th august 1901, is dubbed the “nation’s soul” or the “father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The great activist was born in China and started off as a teacher in his homeland. 
After the school he taught in was shut down, he made his way to Southeast Asia and finally ended up 
in Malaysia in 1931. Instead of fleeing during wartime, Lim Lian Geok stayed behind to aid the people 
and their fight for independence. 
 
In the 1950’s, Lim Lian Geok is a prominent leader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 led them in 
a fight for Malaysian citizenship and rights. He strived for Malaysia’s independence, equality among 
races, non-native’s loyalty to the country, the mentality of coexisting and prospering together in 
developing the country. He also led a campaign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be list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of Malaysia and be used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emorial Lim Lian Geok is a memorial centre dedicated to the former chairman of Jiao Zhong,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In the memorial, there stood a statue of 
Lim Lian Geok. Facing outwards rather than towards the visitors in a walking position, the statue rep-
resents Lim Lian Geok as a leader, forever inspiring and lead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also faces 
the Stadium Merdeka (Independence Stadium) to show his support and approval of our country’s 
independence. 

In the memorial, we get to see the story and evidence of Lim Lian Geok’s struggles and journey. He is 
a man of simple needs, always seen wearing a button up shirt yellowed with passing years. His shirt 
buttons are of several different patterns because the originals fell out and had to be replaced with 
different ones. He also rode an old bicycle to most of the places he went. I was really inspired by how 
selfless he was in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 He did not care for riches but for what is right. His most 
powerful weapon of all was his pen. Lim Lian Geok wrote lots of articles and letters about his beliefs. 
So much so that it got him into trouble. 

Memorial 
Lim Lian Geok By Siw Yi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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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ll of his efforts, Lim Lian Geok did not really get what he deserved. In year 1961, he was officially 
stripped of his teaching registration. In 1964, he was deprived of his Malaysian citizenship. All of 
his works were considered banned. Even so, he did not lose heart or regret. All his years of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it must have used up so much of his energy and faith but he persevered through all 
of this hardships and did not lose his foremost intention. On 18th December 1985, Lim Lian Geok 
passed away still holding onto faith. 

I think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 of all that we gain from this memorial is to remain true in your inten-
tions and foremost believe even after facing challenges. Lim Lian Geok’s sacrifice showed how much 
a man can lose from standing for what he believed in. A lot of people upon entering society brought 
a lot of wonderful ideas and beliefs that are worth fighting for. Living in the society means facing 
obstacles every day.  It can be very testing on our strength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Sometimes, 
we lose to the society and lose our faith because we cannot withstand the attacks any longer. Lim 
Lian Geok was able to brave through all of the doubts and strikes and emerged unscathed in spirit. 
He shows that it is not just about how hard you fight but also how long you can fight for.  This is a 
mentality and spirit that we need to striv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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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盏灯是壹脉香火，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

《传灯》。在我还小的时候，曾听过这首歌，当时尚不明事，却对歌词琅琅上口。我以直以为这只是一首普通

的老歌曲，却未曾料到会在这壹趟文化交流之旅中再次邂逅这首《传灯》，而这首歌竟与南洋大学有一段情。

南洋大学，对新院生而言并不陌生。南洋大学、独立大学、新纪元大学学院，一脉相传的是对华文教育的坚

持。踏入图书馆前，映入眼帘的是图书馆前的陈六史先生的铜像以及“陈六史图书馆”六个大字；走上图书馆

二楼转角处是南洋大学史料中心；校内也设有陈六史研究所。一所已被关闭的大学，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於

世人眼前，又能传达出什麽信息？

我曾接触过二十四节令鼓，因此对陈再藩先生（小曼老师）的名字如雷贯耳，有幸听他与张帆先生细数南大点

滴。张帆先生对南洋大学校园区命名为“云南园”之渊源的研究精辟，令人为他严谨的研究精神肃然起敬。一

首首他们与杜南发先生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湖畔》、《屋外》、《长河》、《传灯》，穿插在座谈会，

听他们细数创作之路上与南大的点滴，更多的其实是看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身上所拥有的“南大精神”。

二十四节令鼓是节气与乐器的结合，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鼓声响起，人心激昂，二十四节令鼓如今传播到全

世界，将中华艺术之美推广，但又有多少种像二十四节令鼓的文化遗产得到所有人的瞩目？老街逐渐消失，华

乐与京剧逐渐沈默，在社会急速发展丶科技取代过去，恍惚间想起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开拓的痕迹。

南大校友座谈会:
   不老的云南园　
     永恒的南大精神

文 | 潘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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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华人下南洋，采矿、做生意以求生存，重视华文教育而设立华小与独中，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而开办南洋大

学。南洋大学不存在後，华人又争取独立大学的成立，一波三折，未能成功。这段历史，若没有人坚持与贯彻

信念，恐怕“新纪元大学学院”作为华文大专，也只是镜花水月。

在南洋大学被关闭以後，他们彼此互相扶持一步步走在风雨中，难以想象在当时中文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如何

坚持这份信念走下去。在仅有25年建校历史的一所大学中，南大校友会又是如何团结至今，一步步开拓各自的

事业的同时，又能与彼此保持联系，将华人精神传承下去，才能在今日的座谈会上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我在鼓声与歌曲间听见南大的声音，听他们秉持传承精神

与文化的点点滴滴，自强不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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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貌似大马文化和香港文化的对谈会，一场透过不同的角度解析和爱上

自己文化的对话。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直接点就可被称为杂

种，但杂种却是一件不需要害羞的事，因为里头含有很多的优化性。依稀

记得安教授的那句：“承认自己的杂种性，才有自尊用自己的嘴巴谈自己

的文化”，让我深深感触。的确，如果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历史，首先就先

需要对它有份温情。

讲座中运用了许多活生生的现实例子，让我们了解文化的包容融合的可塑

性。相信香港对马来西亚人并不陌生，很多大马人都在TVB的环境熏陶下

长大，从中不难发现香港的用词很本土，通常用粤语表达都会较为到位。

除了透过连续剧接触香港外，我也会从音乐丶文学的管道了解这个东方之

珠，一个因文化的牵绊，让我们和这个国家其实贴近得很。很多时候，眼

前的现实让我们不容乐观，甚至可谓险恶，但这样又如何，是荒诞又如

何？站在文化的内在视角，我仅看到里头带来的冲击，一个个深度的描写

和深刻的体会。

龙应台说过：风筝飞得再高，线也要紧握在自己手里，因为没有人要你二

手的感动，不要让文化变薄。一个国家的不断壮大成长是可喜可贺的，但

当中最初的原点却不能因此被磨灭。我一直以为对马来西亚的文化非常了

解，但其实根本就是小人物在看世界，蜻蜓点水而已。就好比马六甲有座

最早的清真寺，它被誉为世界汇集的灵光，蕴含杂种之美的味道。但惭愧

的是，多番去到马六甲，我竟没见识过。图片中回教堂的外观、印度风的

塔、华人风的燕尾门，但其实是马来民族的朝拜场所，真的是个有意思的

建设。

中
华
文
化
与
跨
文
化

文 | 孙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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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我们也透过文学的诗和原创歌曲解剖大马，从小曼的《两岸》、周金亮的《因为我们如此深爱》、黄明志

的《我还是我》，可以得知马来西亚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大马从1945年的发生将近4年的大屠杀、1946年英国人

重返殖民的冷战时期、1950年的新村计划、1957年马来西亚的独立、1960年华校的改制与坚持、1969年的513的

种族冲突事件、1970年新经济的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引发…… 马来西亚即使一直被一堆挑战灌溉，但

却依旧坚持成长。很多时候发生在马来西亚的重大事迹并非种族所挑起的课题，更多是利益、权益、权利之争

所造就的。对我而言，历史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历史的位置定位及其重要。

一场从未有过的文化传承对话，留下的是更多的反思。讲座有个思考的话题，究竟中国崛起的冲击是挑战还是

契机？大马人总占着中文、英文、数理的优越，但仅凭马港文化交流，我已发现这是个一山还有一山高的世

界。全球化的自己究竟在哪里，被迎合还是被捆绑，这仍旧是个未知数。一个马来西亚，其实也有万种风情，

透过世界视野和本土化视角的结合，我们只能更坚毅地守护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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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少去注意一只空罐子，而罐子的商机正恰好在其空空如也，因为这样才能容纳下任何产品。”——罗

富昌先生。我一直认为，作为容器的罐子，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重要。在知道要前往永福容器的总部参观时，

我特意上网搜寻了一下相关资料，罗先生说的这句话让我改变了一些看法。

在进入永福容器集团办公室时，可以看见不少香港家传户晓的传统品牌，像是荣华月饼和以酱料起家的李锦

记。在参观永福容器的制作工厂前，负责人先让我们了解公司的背景以及企业管理文化。永富所秉持的就是顾

客至上，品质第一。对员工的管理，我觉得一样蛮重要的就是沟通，这与我们日常处事都很有密切关系。罗先

生不仅要求管理层做到时常沟通和分享，并且要求透过管理阶层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将这样的精神渗透进企

业的每一个部门和工作环节之中。

来到了偌大的厂房，我们戴上了负责人提前让我们戴上的耳塞，原因是这里机器运作的声音很吵。在参观厂房

的生产线的时候，我发现工作人员们对於产品的要求绝对是严格的。他们会在半成品完成时，检查是否有瑕

疵，稍微有一些瑕疵的就会另放一旁待处理。据了解，由於这里制造的容器都是用来放置食品的，所以容器内

会涂上一层安全涂料，以确保卫生。

随後，我们跟随着负责人回到会议室里听罗富昌先生的分享。在讲座上，罗先生分享了其自身的创业道路与经

商之道。他说，夥伴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好的伙伴，一个对的人。就如当年香港南顺集团董事总经

理林顺忠先生慧眼识英雄，说服了罗先生加入他的食品行业，从此罗先生与制罐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

在大学时期把所有东西都学好，把基础打好了，创业才不会太辛苦，而找到足够的资金也是一个关键。

文 | 陈骏宇

永富容器集团:
    我的创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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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业内人对罗先生的评介都是“眼光精准、效率奇高”，所以他也告诉我们说，做事情必须要果断，不能犹

豫太久。除此之外，他说在跟自己相同文化背景，甚至是领域上的人比较时，要有一定的优势，这样才能在全

球化的同时能够立足。最後，罗先生也让我们多看书去影响自己的思维，对於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我

认为书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我们应该将自己当作一块海绵，不断地吸收新知识。

罗富昌先生能被称为 “中国罐王”，其中付出的努力肯定是不少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正如罗先生

欣赏的这句话，我们应该向罗先生学习，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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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社与生产线参观，是我十分期待的行程之一。身为一位媒体

研究系的学生，对於报馆工作有着一定的憧憬和好奇。这是一间专业和系统化的公司——这是我踏入这里後对

报馆的第一印象，从采访、定稿、排版到印刷上，导览员都十分详细地为我们讲解报纸的生产过程。我对报纸

的生产认知是比较紧绷的工作速度，加上有点热的生产工厂，也较为封闭。但是，南华早报却颠覆了我对报馆

的认知，其有系统化运作，让所有人都可以清楚了解报纸的运作。除此之外，他们也利用高科技的产品印刷报

纸，有别於马来西亚的报纸印刷厂。

抵达报馆後，我们被分成了两队，分别进行讲座和导览环节。我比较喜欢导览的部分，因为我们除了可以听到

导览员的讲解，同时能看到实体操作。南华早报的办公室是属於开放式的办公室，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员工正

在做些什麽，不会被办公室所封闭的感觉。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开放式的办公室，觉得非常特别和有趣，

也值得借鉴。开放式的办公室不会让人感到压迫，在工作的时候也能格外的放松与更多的创造力。除外，开放

式的办公室也有很多有趣的建筑物和摆饰品，让工作环境与品质相当舒适，达到最高的标准。

随後，我们被带到会议厅听讲座，主讲人耐心地为我们介绍南华早报旗下的杂志与报纸，并告诉我们南华早报

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一个媒体公司。南华早报的宗旨为公正和可信赖的资料来源，在选择新闻与资料的时

候，南华早报会以根据资料来源的可信度与权威性，以避免错误报道的事情发生。我也认同这一点，身为媒体

人，我们应该公正与客观地报道新闻，而自律是媒体伦理重要的部分。

我们与主讲人也讨论了关於纸媒与网络媒体的转变。纸媒虽然面临着淘汰的边缘，但是他仍然有他的价值存

在。无论是纸媒或网络媒体，身为媒体人都要对自己所报道的事件负责任，哪怕是一件很小的报道。媒体是人

民认知世界的一个管道，因此媒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到人民的思想与行为。随着时代的演变，就算纸

媒被淘汰了，仅留下了网络媒体，但是媒体身为第四权的宗旨仍然不变，不忘初衷。

南华早报    文 | 纪佳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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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很漂亮，不仅是外观的漂亮，还涵盖内容的漂亮，因为一间不大不小的烘焙餐厅里，实际藏着一群折

翼的天使。一颗颗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却可能比完整的苹果更为鲜甜可口。一开始进到这家餐厅时，我原

以为是茶点的享受时间，但经过时间的雕琢，才发现这是一场升华思想的交流。

iBakery爱烘焙餐厅是东华三院属下的社会企业，是个给予弱势群体重生和成长的地方，爱很浓，意义很

深。“i”代表推动“Inclusion社会共融”的决心，也包含“我”的意义；中文名的“爱烘焙”象征对於工作

的热爱，也有着获得尊严和满足感的含义。除了烘焙餐厅外，iBakery也富有自家的烘焙工厂丶专卖店和轻食

站，带着“不同能力，同一热爱”的理念，贡献社会。iBakery创立于2010年，来到2017年已有7年的历史之

久。经过主讲人的介绍，得知iBakery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杰出社企的奖项认可。另外，该社企除了在七

年来毫无间断获得许多荣誉外，当中培养出的折翼天使，每一个都是获奖无数的人才。

新纪元大学学院致力秉持着“多元开放，成人成才；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教导莘莘学子们饮水

思源的美德。而在社会企业这块，我一直在琢磨“社”和“企”之间，究竟何者更为重要？因为在自负盈亏

中，同时也要达至回馈社会的目的，实属不易。而从香港回到新纪元，想起学校的办学理念时，似乎顿悟了。

因为社企的最大价值，正也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企业都在拔尖之处寻找优秀人才时，社企则是个补底的

角色，任重道远带着一群理念相同的好朋友，共融且服务社会。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很喜欢iBakery的创立理念，因为除了带领折翼天使自力更生

外，更赋予了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提供如此的平台已来的不易，当中还要加倍耐心，根据每个折翼天使的个

性和优劣之处，分配岗位，且让他们愉快胜任工作，相信负责单位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是个感性和理性集结

一身的双鱼座，当时看着他们走来走去为我们服务的画面，内心无数个感动外，也一度因此弄湿了眼眶。因为

我从他们的微笑和言谈间看见了他们对此的热爱，而且还意外撞见了他们自信中最美丽的灵魂。

iBakery 
文 | 孙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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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其实也拥有相似的推广团体和单位，中学时期我也曾贡献服务过，因此从中发现大马单位和校园的连

接并不强。大学校园是股很强的力量，有朝一日还望能够回去，为此做个中间的连接和付出，让更多人看到另

群折翼天使的努力。飞过人间的无常，看见了iBakery这个守护天使，因此我甚是期盼会有升华的社企概念出

现，即能干企业家开始“由企入社”，把他们的营商技巧，应用於解决社会难题。这样未来的“社”与“企”

才能水乳交融：社会专才可向企业的人员请益，而企业的高手又可和社会机构了解社会上的需要，贡献自己的

力量，馈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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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Microorganisms
Nearing the end of our program, we attended another talk about environment awareness. The topic 
of the talk is effective microorganisms, better known as EM. EM is a mixture of a few different types 
of microorganism that is produced in a natural process and i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he talk started with a display of data abou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al-
ready a known fact that the earth is getting more polluted. Harmful substances are increasing rapidly 
while beneficial ones are decreasing. Although I have already known these, it is always a damper 
to hear it again. During a discussion with the speaker later, she stated that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problems of pollution but they just sympathise rather than do anything about it. I understand their 
actions for I am guilty of it too. We are unwilling to adopt a greener lifestyle because it means sacri-
ficing comfortable lifestyles. 

Next, the speaker introduced EM. EM was discovered by Dr. Teruo Higa, a professo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EM Technology Center. It is a compilation of microorganisms through fermenta-
tion with no additional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cess so it is all natural. The microorganisms are also 
able to coexist in a beneficial manner. Due to its benefits, it has many use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our 
daily lives, such as cleaning, cooking, gardening and so on. It is safe for consumption and has been 
used in agricult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duce as it produces nutrients. It helps to reduce pol-
lution too, as it helps with breaking down and decomposition of waste substances, reducing toxic all 
the while not producing any undesirable effect like harmful gases of pungent smell. 

 After the explaining the theories and benefits, the speaker invited us to make our own EM enzymes. 
We were given a few products by EMRO, Effective Microorganism Research Organisation. It includes 
a bottle of EM and a bottle of molasses, syrup produced from sugar cane. After explaining the uses of 
the products, we began our enzyme making process. Essential materials include: EM, molasses (can 
be substituted with brown sugar), a plastic bottle of drinking water (without chlorine). 

By Siw Yi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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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dure starts by adding 20ml of molasses to 400ml of water and stir. Then add 20ml of effec-
tive microorganism and stir. Cap the bottle and wait for at least a week for the fermentation. When 
the solution turns slightly reddish and has a sweet-sour smell, then it is ready to use. Be sure to use 
a plastic bottle to mix the solution because it will produce carbon dioxide and cause the bottle to 
expand. If it is a glass bottle, it might crack or explode which is dangerous. It is also required to open 
the bottle about once a day to let out the gases. 

I think making this enzyme is a start for people who find it hard to start living green. I asked the 
speaker later for the side effects of EM, but she said until now, there has not been any found. That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us, as it helps to improve our health and environment without causing any 
pollution and does not require a lot of physical work. Certainly i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to tr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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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锁品牌的背後往往有一段艰苦的故事，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玉米是如何经历烈阳与风雨，才有今日的繁

盛？或许在大家眼里，只注意到他们的品牌取得多大的成功，或是他们旗下牌子的食品有多麽美味。在还未参

访Daily Fresh之前，我对Daily Fresh的印象，是一家以小档口的形式经营玉米为主食的饮食连锁品牌产业，

在各大购物商场内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

参访Daily Fresh玉米田的那一天，艳阳高照，一片片的玉米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更为动人。要种出好的玉米并

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从播撒种子到收割玉米的每一个步骤里，都需要格外的有条理，才能种植出有品质

的玉米。从对於玉米的培植里，其实就能判断出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对自己的企业经营理念和方式有一份坚持。

参访厂房後，我们移步至视听房，有幸能听到创办者兼经营者蔡汉松先生的分享。原来这家连锁品牌在今天拥

有如此傲人的成就，成功地把自己产品推销到各大海外地区，都是因为其创办者——蔡先生有着不屈不挠的精

神，才能够把其企业发展得如此成功。蔡先生是来自一个乡村的孩子，家里的环境条件，让他必须在非常年幼

的时期就出外打工帮补家计。这些在我们外人看来是辛苦的过程，可是对於蔡先生而言是快乐的童年回忆，也

是教会他如何做生意的启蒙老师。我发现大多数的成功人士都有个共同点，这一点我也在蔡先生的身上感受到

了，那就是坚持和努力。无论在哪个年代，创业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何况当自己的起跑点是比别人落後

时，所要付出的努力肯定要比别人来得更多。

此外，蔡先生也教会了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家除了要把“利”字当头之外，更要注重的是能否脚踏实地的待人，

并且懂得如何“取自社会，用之社会”的这一个概念。我觉得听之有理，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仅是

通过自身的努力换取，也有赖於社会给予我们的肯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你没有足够的能

力去帮助别人时，就先照顾好自己，但当你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要帮助别人。我相信世间的每一样事

情的发生都源自因果循环，彼此环环相扣，因此我非常认同蔡先生对於“取自社会，用之社会”的这一个经营

理念。这一个分享会让我知道了，只要坚持和努力，没有到达不了的高峰。

Daily Fresh                                                                                                   

文 | 苏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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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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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府，不同文化，但却有一颗热衷教育的使命。我相信这是每壹间大专学府的共同点吧，也是形容这一次

参与马港文化交流营的三所大专学府——香港中文大学、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院以及韩江学院。马来

西亚的三间大专学府是民间自办的中文大专学府。那相较于香港中文大学，它除了是研究综合型大学以外，更

有了在香港大学里独一无二的书院制。所谓的书院制指的是它们与大学相辅相成，以提供以学生为本的全人教

育和关顾辅导，并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凝聚了学生对于书院和母校的归属感。香港中文大学的现有书院成

员包括了崇基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逸夫书院、晨兴书院、善衡书院、敬文书院、伍宜孙书院以及和声

书院。书院制对于马来西亚的政府或私立大专而言算是一个较新颖的大专学府管理方式，目前尚未被采用。

  文 | 苏佩诗  中文大学展览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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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里有着自己的大学展览厅，而这展览厅

除了对外展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校历史和各个书院

历史之余，也展示了许多中国文物。这也恰巧符合了

其大学的宗旨：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外学术

交流，并且贡献于社会。目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收藏品

总数已经超逾了一万三千件。这包括了，中国历代瓷

器、铭刻文物、宣兴紫砂、名家书画等等的文物品。

我觉得在大学里设立博物馆的作用，除了可以让学生

有更强的归属和认同自己是那间大专学府之余，它其

实也发挥了另一个作用就是让学生认识自己大专学府

的历史脉络和其国家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接着，香港因地理大小的关系而有着寸土黄金的称

号。但是，香港中文学在这一个称号的冠名下，却依

然成为了在香港拥有最大地段的校园，并且五脏俱

全。香港中文大学让我们看到了何谓“大学之大”。

它们有效的运用了其大学的地段，建设不同于多量的

设施，以让学生得以在学校里发挥自己专长和消遣。

虽然，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院和韩江学院在

与香港中文大学相比之，我们有着校地和设施上的差

别，但我觉得真正的差异不再这些外在条件，而是在

于各自的建校历史。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年份成立，但

却恰巧的继承了南大精神，完成华人教育的最终阶

段。可是，作为后代的我们虽然对于各自大专学府的

宗旨和使命了如指掌，但真正深入了解和知道的这段

历史又有多少人呢？

此外，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香港中文大学里的民主

墙。这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生活在任何事都开放的

年代里，我们就应该要更加提倡自主，自立，自理的

概念。我觉得民主墙是可以让有想法的学生勇于表达

自己对学校里任何事物的看法，并且得到关注。最

后，愿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天空里，能够持续的对教育

保持热诚。

59



文 | 陈骏宇中文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因为它是知识的宝库，也是同学们在课堂外可得到知识的来源。

借着这交流团的机会，我有幸地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伫立于百万大道的一端，简朴

却庄重的建筑，没有鲜亮的色彩、雄伟的高度，却巧妙地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更成为香港最多小白燕

的安家之地，使我感到惊讶的就是这图书馆居然是如此的现代化。超过2400个温习座位和超过230部电脑可供使

用，为使读者拥有一个独立而安静的学习环境。大学图书馆还提供了参考阅读室、教员研究室、博士生研读室

以及在较高楼层的安静研习空间，为不同需求的使用者提供相应的空间，实在贴心！

来到了进学园，这里有一片长长的白板，可以让学生们写下一些想法或者意见，并不限制，或者这也代表了香

港的言论自由？值得一提的是，进学园里有一间高性能的多媒体工作站，有专为电影剪辑和图像设计而设以及

3D打印及扫瞄服务。还记得导览员让我们抬头望向天花板，才知道原来这进学园是位于图书馆外的“惠园”

水池下，自然光可透过水池照射入地库，学生置身地库内仰望，可隔着玻璃天花看到水池池底，巧妙地把传统  

“不见天日”的地库建造成五彩缤纷的多功能学习空间。进学园里有懒人沙发，蜷缩在里边再抬头透过玻璃水

池45度仰望天空，快哉快哉。中大的同学告诉我说，许多中大的同学在期末考都会在这进学园里熬夜读书，因

此这进学园也被中大的学生称为“进宿”呢！于我，在一个图书馆里，能有一个那么舒适而自然的地方，确实

能让学生们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也让他们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压力。

60



话说我在进入大学图书馆时，特别留意到了位于图书馆前的一个类似拱门的雕像。在经过了解后，才知道这是

由台湾雕塑家朱铭的太极系列中最后一个大系列，“拱门”的首件正式作品。“仲门”外形如两人对招，就像

比喻着与学术切磋砥砺的精神。顺带一提，在中大学生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言，就是凡事穿过“仲门”者都不

能顺利毕业。朱铭到中大为雕塑进行翻新工程时听闻这传说，为了让学生觉得这雕塑是可亲近和穿越的，便把

它重新命名为“仲门”，并题以英文名“Gate of Wisdom”（智慧之门）。

正如“仲门”的含义，人生就是需要补充知识，而图书馆正是知识的金库，只要好好利用，必定满载而归。知

识这种东西，绝对不是不耗功夫就得来的，凡事都需要付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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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6th of June 2017,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exchange 
program were brought on a tour in the school. We got a 
chance visited one of the school library which was humon-
gous and awesome with some really incredible facilities in 
it lik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fter that, we attended a 
workshop organised by the Inter Cultural Education, ICE. 

As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implied, the ICE’s workshop 
is to teach us about understanding culture when different 
cultures meet. The speakers for the day are three amazing 
people, Till, Jey and Aggie. They started off with some warm 
up and ice breaking games. It was impressive how they 
set such a great first impression on us. Their introductions 
were really interesting; I’m still not sure how they make it 
so interesting. Maybe they have really interesting liv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was a game after that on making your 
introduction more interesting. We were to stand in a circ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to each other to see whose is more 
interesting. I think mine still needs som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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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iw Yi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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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earned how understanding a culture does not mean just mimicking what the other person is doing. 
For example, just because you learned how to eat with chopsticks, it does not mean you already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ulture. Likewise, just because you know how to bow while greeting peo-
ple, it does not mean you understand Japanese culture. Culture is so much deeper than that. It is 
buried deep in our values and our way of thinking. It is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ur that we cannot 
explain but just do instinctively. I believe it is portrayed in how we communicate and go about 
our daily lives, like how we talk differently to different people will be different in another culture.
 
I also learned about self-awareness. Learning a new culture also means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
ences between your culture and the other culture. Therefore, learning about one’s own culture is 
important. Having self-awareness can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our actions more. We will realise how 
we think and why do we think that way.

In this workshop, we were taught how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In an exercise, we were given an irregular 
shape and random dots on the shape. They then asked us to distribute the shape into equal parts. Safe 
to say most of us did not succeed, because we thought the dots were guidelines although we were nev-
er told they were. Through this activity, I witness how we limited our thoughts to the boundaries built 
ourselves. Perhaps we were taught so, and we just follow and conform, not thinking why. This causes 
us to be restrained in our thoughts, to neither see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nor think out of the box. 

This workshop really makes learning culture fun. I really enjoyed it. It was very informational and 
made me gain some really good insights on how the world is becoming multicultural all around. In 
the future, we have to compete globally to be successful.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culture is a 
skill that will prove useful for us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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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的舞台剧只有三位演员、简单道具和灯光效果，没有标致的装饰、换戏服，却也没有冷场；演员只以

他们的小动作和说话方式让观众知道角色转换和特质。

《三个小孩》是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的学生所呈现的一个戏剧表演。三个小孩的舞台剧主要是讲述华

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故事。其中包括了吉隆坡开拓时期的主要人物——叶亚来和林连玉先生的事迹。

“骑啊骑，骑啊骑…”看完舞台剧《三个小孩》，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相信香港朋友一开始看的时候还不太

懂，但如果翻查了马来西亚历史，其实不难发现这舞台剧贯穿了两百多年的马来西亚华人近代史，从华人最初

的寄居心态，慢慢转化成落地生根的国民身分认同。

在观赏的同时，我也为香港的同学做解释，让他们明白每一幕戏、每一个角色所包含的历史与意思，让他们能

更了解剧情的发展，也更明白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例如说明青色和黄色小孩、林连玉其人、历史课本上消失

的叶亚来、一些马来文与方言的意思。除了欣赏三个演员的精湛演技，更重要是令我们反思历史，从而思考将

来要走的路。

三个小孩
文 | 孙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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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演员在表演中不断穿插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历史事件。其中511流血冲突事件是我在这场舞台

剧里最印象深刻的部分，511流血事件是马来西亚人一个阴影、一段恐怖的经历，大家都不愿想起或提起的一件

事情。他们以生动的方式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带出历史的悲伤。

结束后我更加了解马来西亚华人来马的辛苦与不安。不断地抵抗，只为了以免自己族群被欺压。现实中，我们

更需要珍惜族群的牺牲与付出，虽然一切已经过去，可是却让我们得知：我能学习华文、我能说着自己母语，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尊重其他的友族同胞的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

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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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马来西亚有三大民族；

马来西亚人会非常多语言……这些都是从香港的朋友口

中，所理解到他们对大马的初认知。他们提及的都没

错，但我总笑着和他们说“马来西亚的特别之处绝不仅

限于此。”待在香港时，我就已经雀跃盘算好带着他们

游大马，介绍大马，并体验文化的计划和画面了。

马来西亚的特别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身为大马人的我

所一直引以为傲，所想和大家分享与交流的。结束香港

文化之旅一站后，来到大马站，就直奔新纪元大学学

院，开始了地主的身份。纸上谈及终觉浅，流程中也安

排了三大民族的文化特色，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自体验

并从中学习。

首先以本校的二十四节令鼓队——爱艺鼓的表演作为迎

接的序幕。二十四节令鼓的每一面鼓代表一个节气，形

成天、地、人融合一体的表演概念。我因成长环境的熏

陶下，从小就有幸地可以学习二十四节令鼓这文化，也

导致我从小就很喜欢二十四节令鼓，声声巨响且激昂的

鼓声似乎向我传递着一股股的能量。文化体验的环节，

有幸披上主持人的身份，当时我站在观众席前方，凝视

同伴们的时候，我清楚看到他们被这艺术打动且产生共

鸣的表情。鼓声很真实，眼神也不会骗人，一到体验环

节时，大家也都主动跃跃一试。虽然敲击体验很短暂，

但这安排已让每个人向大马文化跨向了第一步。

三大民族
文化体验

文 | 孙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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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体验是属于马来人的传统艺术体验——蜡染（Batik）。Batik是马来民族利用蜡料，通过特殊的工具把

图案手绘在白布上，染上鲜艳颜色，而制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过程中最考功夫的就是沿草稿点蜡画上

去的步骤，一点歪或不顺，整体作品都可能走样。香港的朋友虽说都是初体验，但看到他们都乐于其中，每个

人异想天开，画了很多几何图形、抽象画等。他们一不小心的快乐和笑声就让我想起，第一次制作Batik的过

程，那种回忆的体验绝对是最佳的纪念品。体验结束后有问及大马的朋友，才发现这对于很多人而言，竟也是

他们的第一次。这不禁让我深思，有幸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烘炉下又如何，资源和机缘不被把握，学习平台

不主动被给予时，人终究还是会沉浸于自以为的世界里啊！

第三项的印度民族文化体验，是抵达南方大学学院才进行的。主讲团都是印裔同胞，其中很多人都口操着流利

的华文在与我们沟通和交流。我们从学习简单的印度话、品尝印度甜食、体验印度各种服装、到用染色的米绘

制kolam，甚至是亲手拼凑花圈……每一个体验都让我们更认识和接近他们。文化的背后本来就是一本厚重的

藏书，实践的体验是一步步的挖掘，用心的认识才是一门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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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历在目

71



随
笔
壹
记

文 | 潘佳雯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这座城市上演的短剧，或许只有几秒钟的擦

身而过，或许从此展开纠缠几年的故事。风景再动人，也抵不过触

动的刹那。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降机时踏在平地上，拿着护照通关，看见中大

的Ann老师举牌迎接我们的瞬间，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已经

抵达香港，即将与待会儿碰面的同学壹起度过接下来的十四天。

对于香港的认识不多，最初的印象停留在“城市”、“东方之珠”

、“东西文化交融之处”，却还没真正去认识这座城市。

在机场与韩江、南方两所学校碰面后，乘搭巴士来到香港中文大

学，南院的同学坐在巴士前段，新院的同学坐在中段，韩院的同学

则在后段，大家各自讨论着接下来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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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向窗外的海岸，这些独属香港的风景都存在我小小的手机荧幕中。从太平山顶一览香港夜景，各色灯光勾

勒出城市的轮廓；在宝莲禅寺的天坛大佛最高处望向远处水与天的交际处，心旷神怡。若说吉隆坡的自然景色

是城市中的一点碎绿，那么香港的风光是一环绿水怀抱城市。

我非常喜欢中大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大学展览厅。大学图书馆的二十四小时不闭馆、为不同阶层如一般来众与硕

博士生的使用者规划空间，以及开放留言区，气氛写意宁静；大学展览厅则展示了中大校史，包括建校缘起、

扩建过程以及在中大的有名文人学者们，让参观者更了解中大的历史。对我而言，校区能拥有专属校史展览

区，不仅能让外人容易贴近学校外，学生也有管道理解自身校园的过去，领会办校信念，也能真正培养出有精

神、有风骨的学生。

课堂上，老师鼓励我们到其他国家，或其他大学走走看看，不同的环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一趟旅程，

我最大的收获，是看见了不一样的学生。香港的同学们很自立，几乎都有出国或担当交换生的经验，他们热情

与积极的态度值得学习。

自香港回到马来西亚，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我们是时候发挥地主之谊。去谷中城的火车上，我、Zoe，以及来

自韩江的静娴、昕颐看着香港的Sherman对着显示器一一念出马来文书写的车站名字，Angela和Nana在一旁

偶尔凑过来打闹。那天晚上，我们再次去白灯品尝印度煎饼、以拉茶干杯，香港同学甚至还用蹩脚的马来文拉

了厨师一同合照，欢笑连连。

如今，曲终人散，两个月后的今天，白灯面临即将关闭。有些记忆失去凭依后，是否仍清晰留在脑海中？天下

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彼此约定再到香港与马来西亚聚会，十四天，半个月，玉米已发芽，开始往上长，而我们

却已经从开始走向结束，划上句号。然而，句号后是新一句话、新一段落的开始，我们仍可谱写新的故事。

异国风情，尽入眼帘。友情、思想、回忆，是这十四天凝聚出的珍宝；十四天后，我又在异乡，仅通过照片与

简短的文字传情。点点滴滴，此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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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出申请到踏上香港这段期间，我都抱着平常心，去试试的状态去学习。我是个喜欢学习新事物的人，但我

却害怕跳出自己舒适圈子里，参与第二届的马港文化交流之旅是我想也没想过的事情。在这个交流团里，我看

见了很大的世界，也看见了渺小的自己。我知道人类是很渺小，但我从未看过有多渺小。我很佩服香港的朋

友，也佩服其他马来西亚参与交流团的朋友。大家的年纪相同，但是在想法、个性甚至是智慧都是有不一样之

处。

我觉得香港人与马来西亚人很像，由于我家里交谈语言是使用广东话，所以在香港的时候他们与我交谈都是用

广东话。我与我的室友KM原本都较为害羞，但是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我们尝试与对方分享了自己的生活与各

自国家的事情。让我惊讶的是，KM虽然看似傻钮，可是却有着很多的学问与知识。一向来喜欢研究社会科学的

我，却遇到了读社会学的学生。我们无所不谈，其中包括马来西亚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或者各自的对于对方

国家的看法。

真
正
重
要
的
东
西

文 | 纪佳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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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上是我们聊天最佳时机，我与团友们时常围在一起讨论一些政治议题，而五六个人一起聊天分享，对我来

说是好机会。香港政治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也有提到大学生政治运动——雨伞革命。在聊天的过程，我觉

得大部分香港大学生都拥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马来西亚学生是欠缺的重要部分。在填鸭

式教育的熏陶下，马来西亚学生会比较偏向于应试，仅对自己课业以内的事情感兴趣。而香港学生从小到大都

是活在一个竞争力极强的一个国家里，他们在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得好，让能与其他人竞争学位或工作。面对

压力，他们恰恰培养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聊到香港自杀率的问题，读社会工作的Pangpang在巴士问了我一个问题，也是我想也没

想到的答案。“知道香港自杀率最高的群体是谁吗？”我答道：“上班族或学生吗？”。“不是，是老人。”

这是个让我及其震惊的事情，在香港一个经济发达，生活节奏极快的国家里，香港人不断地为自己的生活打

拼，可是在年老无助的时候，无所事事的他们，却选择了自杀，据说是个“脱轨”的现象，脱离了社会的轨

道。聊着聊着我的心中慢慢多了很多事件，同时我也分享了我个人对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的看法，在分享的同

时，我们发现原来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安东尼·圣修伯里在《小王子》里有提到，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在马来

西亚香港交流之旅下，我看见的香港不仅仅是在电视台TVB所播放的电视剧一样，而是靠心与香港学生接触交

流所得，我得到的东西不再是肉眼看见，而是用心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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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苏佩诗

香港无线电视台（TVB），让我对香港有初步的认知，脑海里对香港的印象都来自于港剧。我曾幻想过，若有

机会到这个地方旅行时，我该如何去发现当地的美，却没有想到自己能以交流团学生的身份去认识香港。

这一次的交流之旅，我感受香港在灯光迷离间仍流露着满满的人情味。交流团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油尖旺品

尝各种小吃。那时的我就像壹匹刚入城的小鹿，对于香港人的夜生活充满好奇，不断地往前走，却忘了后头的

朋友们。香港的朋友们精神紧绷了，因为他们深怕在喧闹的街头与我们失散，而紧紧地跟着我们，也不时叫唤

我们的名字。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不禁放慢脚步，走在异乡而有些忐忑的心倍感温暖。

在香港活动的时间里，我发现香港人的脚步真的很匆忙，例如那会让人紧张的红绿灯提示声，在超市结账的的

速度等。我想，若我是在这个国家成长，我应具有多少抗压能力来平衡心理因担心跟不上步伐而带来的不安

呢？不得不佩服香港人的韧毅。

回到马来西亚后，我发现香港朋友们的可爱之处，或许当初他们在香港时看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我们作为马

来西亚的学生，也通过外国朋友眼中的马来西亚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美丽之处。我们认为在印度嘛嘛档喝拉

茶，吃印度煎饼多么普通的一件事。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些食物可以让香港的朋友们如此兴奋，甚至争相为

食物拍照留念，不断地称赞。食物如何美味这让我作为马来西亚人不禁自省，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外国的月亮

比较圆”，以致忽略马来西亚的独特之处——那文化交融而擦出不同火花的美丽。

这一趟交流之旅是一趟成长旅程，也是一趟让我放下脚步去开始关注周围细节事物的旅程“天气不似预期，但

要走，总要飞——岁月如歌”，谢谢中大，韩江，南院的朋友们。期待我们能再见面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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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归来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个月。还记得当初提出申请到面试成

功的那份喜悦，能以交流生的身份前往香港是我从未想过的。于我，香港是个

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的是那些地方名以及场景，陌生的是香港真正的文

化以及故事，其实并不了解。借着这交流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暂时放下繁重的

课业，跳出课室的框框，并设身处地去体验异国的发展和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

识，亦广阔我们的眼光。

四个小时的飞机，不长也不短，转眼间就身在他乡。抵达香港的那一刻起，我

对香港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心，拿起手机就是不停地把这些熟悉的场景拍起来。

说到拍照，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场景，马来西亚的学生在香港时就是无时无刻

都在拍照，而香港的朋友则在一旁等待；在香港的朋友来到马来西亚时，就轮

到他们在拍照，我们在等待。每天活动结束后的夜晚都是自由时间，那五晚的

香港夜游，为我留下不少精彩的回忆。还记得有一晚，我、CJu、Nicky三个人

从旺角徒步到维多利亚港，途经漫画星光大道、重庆大厦、华人清真寺等，这

些都是搭地铁看不到的。

文 | 陈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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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专业的吃货，其中非常期待的就是香港的美食。短短的一个星期，就尝到了不同的香港美食、点心、

大排档、街边小吃、煲仔饭……在电脑前写着这篇文的我，肚子饿了。其中一晚，CJu带着我们一伙六个人上

门参访他的家，带我们夜游大埔海滨公园。他知道我一直很想吃香港的茶餐厅，于是就带了我们去到一家我很

喜欢的电影里出现过的茶餐厅，原来那间茶餐厅就在大埔啊！在回到马来西亚时，我也尽了地主之谊，带我的

JY车五人组到处去吃。当然，榴莲做为果中之王，一定得带他们去尝试。坐在路边摊吃榴莲的那晚，看着他们

陶醉在榴莲的美味中，我也不自觉的感到满足。

在香港的一个星期，其实他们的生活和我想像中的有所不同，非常的不一样。在和香港的朋友一起聊天时，聊

到了大学生对毕业出来后的压力、面对房价日益增长的问题、两国政治以及经济的看法。香港是一个改变和进

步很快的城市，稍微比别人慢些脚步，或许就跟不上了，这就是和马来西亚最大的差异。犹记得我们在参访大

澳鱼村时，让我感叹原来五光十色的香港，还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导览员梅姨在解说时对大澳的热诚，这

是我忘不了的。

在前段日子，我和几位新纪元的朋友一起去拜访了槟城的朋友，以补在交流之旅是未能去到槟城的遗憾。那几

天，看着几个熟悉的伙伴，仿佛又回到文化之旅。从吉隆坡乘飞机到香港、驾车到槟城、驾车到新山，都是四

个小时；原来我们的距离就是短短的四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有心一定可以见面！一直都想在短短的几年生涯里

留下一些回忆，而你们，则是我大学生涯里最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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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weeks in an exchange programs may seem like a short time, but a fruitful journey as such surpasses what 
one could learn in a longer time. It summarises my journey in this exchange program with the students of CUHK. 

The first time I interacted with the students in this program was when we first meet in a cafeteria in CUHK. Most 
of us kept to our own little group at first. A few of the students I tried to approach also shied away. However, 
slowly and surely, we started to mingle within different groups. I enjoy meeting new people but it was rather 
awkward because we kept running out of topics to talk about. The awkwardness slowly ran out as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with time and thanks to the more charismatic students, the atmosphere was always fun 
most of the time. 

Amadeus Wolfe once said: “sometimes the greatest adventure is simply a conversation.” My greatest adventure 
in this trip is learning Hong Kong through the lips of the Hongkongers. We only get to see so much of Hong 
Kong in the week we were there, therefore we learn so much more through our partners’ stories. My partner 
and I often discussed politics. Through it, I learned that not everything is what it seems. I also really admire the 
amount of freedom exercis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y could be prosecuted for some of the things 
they say if they live in Malaysia! 

My favourite part of the program was when we got to visit an Egyptian mummy exhibition in a Hong Kong 
museum. It wa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I really like the Egyptian history and being able to see a part of it was a 
dream. I also enjoyed the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Workshop. I love explori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rough this 
workshop I learned that learning culture is more than imitation but understanding others’ values and mentality. 

I also discovered the standards the university hold for the participants in CUHK. They were required to have 
excellent results and good command in three languages, Mandarin, English and Hokkien. In the Malaysian 
university colleges like mine, students are judged more on their positions in co-curriculum activities like their 
positions in the student council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or abilities. In CUHK, their positions would not have 
been an advantage. Most of the Hong Kong students I met are more concerned and determined to achieve 
flying colours in their studies. My partner revealed that competition is very high in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ey have to work hard to maintain on top. On top of that, due to their culture and lifestyle, they live 
with a very fast pace. From the eyes of a Malaysian, I feel that this lifestyle is really stressful. However, I think it 
will do Malaysians good to adopt a little fast pace attitude from the Hongkongers. It may just help us to achieve 
our dream to become an advanced country faster. 

The journey together is mostly fun and knowledgeable, but I must admit that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with 
how my fellow participants acted in some occasion. Some of us were rowdy and spoke out of turn. Most of us 
cannot practise punctuality and are impartial to the instructions given by our coordinators. While our program 
is supposed to be educational, some participants are not interested and do not pay attention in the talks and 
workshops organised. However, I do understand that it was a very tiring and packed journey so everyone was 
a little worn out from it. Perhaps participants in the following program can prepare themselves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eforehand. 

All in all, I really enjoyed what I reaped from this program. It was the knowledge that I learned and the friends 
that I made that mattered to me the most. I am really thankful towards all the participants and coordinators. I 
want to extend my thanks to Mr Lim for making all of this possible. His generous actions surely inspired us and 
hopefully it will do so to other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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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人生最美的就是相遇，也相信每段遇见都有它的意义。这一次的启程很特别，因为这是第一次为了文化

探索踏上的旅途，而随着旅途的结束，除了留下掩不住挥不去的情感和记忆外，也留了一缕缕文化交流带来的

成长和深思。这趟文化交流的精髓，大概就是建立在彼此拥有的共同点上，理解与学习各自的不同之处；而意

识彼此的不同时，也不忘共拥的相似点，以长补短，成就更美好的文化和我们。

大学学士这两年我总想游到更深更远的海域，最好成就另个破浪的一段传说。这一趟马港的交流文化之旅大概

是个圆梦的过程吧，因为藉由机会开启了大学生涯的另一面。本是对于自己相当高要求的人，面对学习管道

时，松懈的精神更不可出现。身上背着“学生会会长”身份的重量，肩上扛着新纪元的校名，腰上系着完美的

横秤…… 很多时候我急于在过程中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欲速则不达，我是做到了，但最后回到马来西亚时

就已被压力和疲惫给覆盖了。可我却很庆幸，因为经历总会默默拉拔我成长，教会我不完美也是种完美，所以

后半段调适后的自己更自在于这个汪洋中学习。这里，教会我的不仅是文化，赋予我的不仅是友谊，还有更多

的是做人的价值观。

改变我第一层面想法，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考察大澳所遇到的长者。发展常被视为时代巨轮的必然产

物，不管在马来西亚还是香港，发现都面临着继承容易，传承难的窘境。正因如此，对于那天带领我们游览大

澳，一字一句和我们阐述着当地水乡文化生态的长者，他的精神更让我钦佩不已。当时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很

老实说自己其实多次都按耐不住，多次都想逃离烈阳的追杀。但面对于此，他却仍然眼神发光，孜孜不倦地向

我们娓娓道来里头的点点滴滴。学习文化当儿还可以学习做人做事的精神，真的让我产生很大的冲击。感恩仍

有这么一群人为了保留历史与文化，毅然走入被忽略的生命一角。

时间有限 我们无限
文 | 孙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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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流程的安排，过程中彼此的交流和分享也让我获益不少。有时更爱好计划外的事情，每个人都很珍惜每次

相处的空间，一有时间就会抓紧机会围成小组，天南地北地聊一番。总觉得这是快速学习的不二法则，所以从

中真的会意外掀起多番浪迹，总会有惊喜的想法对话蹦出来，让人对彼此的国家又有另番不同的认识。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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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文化之旅看似结束了，但在

我的生命中才正要开启功能。我不希望这十四天的体验只是一场场莫虚的感动和冲击而已，而是望于自己能将

其贯穿于生活内。盼多年以后，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能够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文化献出一份微薄力量和贡献的

人。一个不为改变世界，但希望世界变得更好的人。

新纪元的校歌唱道“从南大到独大，我们有共同的悲壮；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有共同的愿望；教育就是希望，

花期再远也会归来盛放。”感谢机会让我见证两个星期的文化绽放，让我们聚拢离散，和遇见的每个人沉思交

谈。时间匆匆带不走你我，因为初识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过程中的回忆已是最珍贵的宝贝。不知为何，这一

趟旅程的结束，我反而获得更深沉的神奇力量。我想，坚守值得守护和传承的文化，并坚信与确保这个价值继

续发光，是多么不易的信念。各种的激昂澎湃、各式的豪情万丈，我倔强相信，当发光恒常，留下来的，总会

化身为不可磨灭的绚丽点滴。祝愿下次的相聚，能遇见更美好的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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