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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冰 博士

本辑主编
副校长（学术与研究）
暨中华研究院院长

本论文集自 2018 年 8 月征稿以来，获得海内外学者热烈回响。本编委会于 2019 年 1 月
开始审稿、选稿，精选论文 9 篇，2 月杪发出录用通知并回馈作者修改意见，3 月进行各篇的编
辑、修缮，4 月进行全集编辑、修缮，5 月各级人员审阅、校对、审批，拟 6 月中旬付梓出版、制
作，8 月推介并为研讨会所用。
配合韩江百年校庆，研讨会与论文集以“百年韩江与潮州”为题，本论文集也将 9 篇录用
论文归作 3 类：
“百年韩江”、
“学术文献”与“文化历史”，并以此作为研讨会的三个场次之
题。
“百年韩江”聚焦韩江三校百年的历史与发展；
“学术文献”指向潮州的学风与学术发展，
兼及对潮州学人之研究；
“文化历史”则面向马来西亚潮州与中国潮州的文化、社会、历史、艺
术等领域。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前韩江学院中文系）自 2002 年创刊以至 2018 年，出版了
14 期文学（艺）刊物《泼墨》。林佳慧《回顾〈泼墨〉出版之形式演变》聚焦刊物的尺寸、页数、
装帧、印刷、选纸、排版、美编等，探讨 14 期刊物在出版形式上的变化。研究认为，
《泼墨》与
时俱进，得出“从《泼墨》的成长可见韩江的成长”之归结。
韩江家庙于 1919 年发布《创校缘起》，1939 年为创办中学而刊发《募捐缘起》。杨金川着
手以上两份珍贵而鲜为人知的文献，作《战前韩江学校发展缩影：从〈创校缘起（1919）〉到〈募
捐缘起（1939）〉宣言》，不但重现韩江学校前期的发展历史，甚且生动再现槟城潮人办学的
精神原貌：传承文化、凝聚潮人、不落人后、兴邦救国——为所有韩江人还原了可贵的历史现
场，让韩江人重新感知历史，重构身份。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于 2018 年 8 月开办中文研究学士课程。黄美冰《中文系之“文学”研
究——韩大学士课程设置路径》为课程设置前之预研究（Pre-study）。从“文学”入手，考察
中、台、港、马各大学院校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兼及英国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马来西亚大学
的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语言文学课程设置，在比较与反思中建设与打造多元而独特的韩江
中文系学士课程。
放眼中国潮州，陈腾《晚清潮州的经世风教与温廷敬的议政意识》首先梳理了自陈澧、张
之洞、丘逢甲、温仲和以降的晚清潮州“经世致用”的学风脉络，进而探讨近现代著名学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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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学家温廷敬在西学东渐下对此学风的一脉相承、融通与创新。相隔百余年，潮州士子的
经世风教在这样细致的爬梳下更是彰显其现实与现世意义。
罗玉钗、陈泽芳从练江流域丰富的儒学碑刻文献，探讨潮人在练江流域办学的情况。
《练江流域儒学碑刻与儒学思想流播》也旨于从相关碑刻中探究潮汕的儒学思想文化，进
一步揭示碑刻对儒学的传承与传播功能，同时将碑刻中承载的“仁”与“礼”，指向潮汕人
的精神气质之核心。文末兼论孝悌、礼义、尊孔崇儒思想、岭南文化与潮人的关系。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新四军，基于政治敏感与文献多佚，张业松《战区“风景”与文本
三重性——丘东平〈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发掘报告》更显双重稀珍之意。藉由对海丰（今汕
尾）作家丘东平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的细读、考据与版本比较，不但“深入发掘”流
传不广且长期佚失的新四军文献，让读者更好地感知和领略鲜为人知的历史，尤其领导人言
论与战区生活和精神风貌等，更在研究方法上做出真诚而出色的示范。
文化历史上，
《霹雳州丹绒槟榔（角头）：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潮籍渔村的移殖史》探
讨霹雳州北部一个具 160 年历史的潮籍渔村的形成与战前的发展。陈妙恩、蔡慧钏以历史
研究法与文献法，从地图、英殖民时期官员的记录、报章、国家档案局的文献，辅以访谈，追
溯二战前丹绒槟榔的历史，探勘潮州人早期的定居、经济活动等。扎实的研究功底为后学
提供方法的借鉴。
陈海忠《海外华侨华人与近代潮汕乡村景观的变化》不但对潮汕传统民居形式和传统
村落的特色进行图文并茂的描述，更在他的考察与论文中揭示：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了近
代汕头都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为潮汕乡村社会带来南洋文化，改变着潮汕乡村传统的社会
景观。从“下山虎”、
“四点金”、堡楼、老村、老厝等，到新型侨宅、洋房、碉楼、新村——对
内，反映一定的人口增长，对外，也可见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之推动。
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虽名扬四海，实则多存隐忧。刘秋梅、陈俊
华《潮州木雕的传承与创新探究》，以文献法、调研、访谈搜集一手资料，以潮州木雕代表
性传承人为主要对象进行口述访谈，梳理潮州木雕的传承、发展、问题，进而提出发展的建
议，为潮州木雕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质朴的考察、实在的贡献，也为老行业和传统文艺研究
提供了一个研究典范。
从征稿到当前进入最后审阅、审批阶段，仰赖海内外学者、师友、同学的照拂与支持，
全过程无往不利；9 篇录用论文作者在多次的修缮和通信都给予我编委会最大的配合；杨
金川博士与陆思麟博士在编审工作上给予最大的助力与用心；王文卓为各篇英文摘要润色；
何淑敏则一如既往，细致地做出色的论文排版与设计；校长给了最大的信任和自由；董事会
给了最大的财力支持——学术之路从此多伴。
感莫可言，泥首以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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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韩江

回顾《泼墨》出版之形式演变
林佳慧*
摘

要

韩江学院中文系系刊《泼墨》自 2002 年创刊号出版以

来，至 2018 年为止，已出版 14 期。本文回顾这 14 期刊物在出版
形式上的演变，包括：尺寸、页数、装帧、印刷、纸质及颜色、
排版、美编等。本研究将《泼墨》归纳为：创刊期（1-4 期）、演
变期（5-10 期）、稳定期（11-14 期）等三个时期，发现不同时期
的刊物有质和量的飞跃。从创刊期《泼墨》单色印刷在 B4 纸上，
对折后以订书针装订，只有 18 页；后来则发展为印刷及装帧皆精
美并有 ISBN 书号的正式刊物。《泼墨》作为韩江中文人的创作园
地，它的出版正体现了韩江的成长。
关键词

《泼墨》

学生刊物

图书编辑

书籍设计

前言
《泼墨》创刊于 2002 年，乃由韩江学院中文系第一届及第二
届学生主动发起出版。此后，《泼墨》约维持一年出版一期的频率，
至本文撰稿的 2018 年为止已出版 14 期。而在这 17 年间，韩江学
院升格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文系也更名为中华研究院，在原
有的文凭班之外增设了学士班，硕、博士班也正在规划中，预期
在 2020/2021 年开办硕博课程。
《泼墨》作为韩江人的创作园地，它的出版随着韩江的成长
而茁壮。早期的《泼墨》是单色印刷在普通的 B4 纸张上，再以订
书针简单装订而成，整本刊物只使用 5 张纸，页数共计 18 页；后

*

林佳慧，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兼任讲师。Email: linch@hcu.edu.my

来则发展为印刷精美并有 ISBN 书号的正式刊物，以近三期《泼墨》
来说，页数平均有 152 页。
值此蓬勃发展的时刻，回顾《泼墨》的出版格外有意义，正
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本文将以文本分析法及访谈法，探讨《泼墨》
出版的演变。本文著眼于出版物形式上的演变，形式指的是书籍
呈现的样貌，包括：尺寸、页数、装帧、印刷、纸质及颜色、排版、
美编等。最后提出几点思考，以俾未来继续出版之参考。至于《泼
墨》所收录作品的体裁样式与写作题材等内容上的研究则有待专
文另行探讨。
研究者根据《泼墨》呈现的样貌，将《泼墨》的形式演变分
为三期：创刊期（1-4 期）、演变期（5-10 期）、稳定期（11-14 期）。
这个分类不仅是来自《泼墨》出版的时间段，也因为不同时期的
刊物有质的飞越。下文将分述研究者对各期《泼墨》在形式演变
上的观察。

一、创刊期：《泼墨》创刊号至第 4 期
初期包含创刊号至第 4 期，这四本《泼墨》在外观上大小一致，
都是 182mm x 257mm，也就是 B5，厚度上也都在 1mm 到 4mm 间。
回溯《泼墨》的出版，在 2002 年 3 月第一期的创刊号中，刊
物顾问老师陈金辉《学习路上继续加油》文中提到：“中文系同学
此次自动自发出版系刊，这股精神是令人激赏的。”（创刊号：2），

可见出版系刊是学生们主动发起的。关于这点，担任第一期版图
构成及封面设计的李振辉也指出：“当初就是学生和校方都有这样
的想法，所以就办了出来。”1

而创刊的原因则可在该期主编李嘉雯的《丑妇，终须见家翁！》
里找到答案：

2018 年 11 月 14 日访谈。韩江原已不存《泼墨》创刊号，图书馆及中文系之藏本
均毁于 2017 年 11 月水灾。承系友李振辉出借创刊号予以本论文研究用，并复制收
藏于韩江，特此感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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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一直以来都缺乏一个可以供同学们发表作品的园
地。……中文系系刊是同学们相互在文字上交流的最佳
空间。通过系刊在学院内的流传，其他系的同学也得以
多了解中文系。（创刊号：4）
一致的答案也可以在刊物顾问老师陈金辉《学习路上继续加
油》文中得到印证，他说：“希望同学们通过这片小小的作品发表
园地，互相切磋与交流”（创刊号：4）。可见《泼墨》的主要功能是

作为同学们创作的发表平台，同时也是作者、编者与读者三向交
流的媒介，而读者包括中文系和非中文系的韩院学生。
俗话说“万事起头难”，《泼墨》创刊的历程也并非易事，
据主编自己说，“系刊发行日期一再展延”（创刊号：4），还“曾经
一度难产”（创刊号：4），但主编“始终没有产生想放弃的念头”（创
刊号：4），并赖同学、老师和全体编委的努力，才得以出刊。

检视《泼墨》创刊号，它的尺寸大小是 182mm x 257mm，也
就是 B5。其实创刊号的封面和内页都是使用 B42 纸张，对折成一
半即成为 B5，那么，每一页都是 B5 的大小。以纸张数量来说，
封面使用 1 张纸，内页有 4 张，整本刊物共有 5 张纸。刊物是正
反面均印刷，1 张 B4 纸正反二面即应有 4 个 B5 版面，5 张纸应该
有 20 个 B5 版面。创刊号标注的页数有 18 页，这是因为封一 3 和封
四 4 不标页数。
封 面 和 内 页 所 使 用 的 都 是 的 80gsm 的 模 造 纸（Simili
paper），也就是普通的影印纸。为了区分封面和内页，封面选用
蓝色的纸张，内页则一律采用白色的纸张。整本刊物都是单色印刷，
装帧是在版心沿中缝以订书机打二个钉装订而成。
封面设计的图案非常切合刊物名称，有占据半版的泼墨点染，

B4 的大小为 257mm x 364mm，也就是 B5 的二倍大。尚须说明，此处所指 B4 及
B5 为日本工业规格 JIS B。国际标准纸张尺寸 ISO 与 JIS B 在宽度与高度上不同，
以 B5 纸张为例，ISO 为 176mm x 250mm，JIS B 则是 182mm x 257mm。
3
封一指书刊封面（Front Cover）。封面的内页（Inside Front Cover）为封二。一本
书籍从正面看的第一页是封面，打开封面后，封面里面那页（即封面的背面）为封二。
4
封四即封底（Back Cover）。封底的内页（Inside Back Cover）为封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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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醒目，墨点左上方横著一支毛笔，让墨点的来源更加清楚（参
照图 1）。

图 1：创刊号封面

翻开封面后，封二上方的三分之一版面有“编制阵容”和“鸣
谢”两栏，分别列出编辑职务和赞助人名单；下方的三分之二面
则是文章目录。封二虽然没标页数，但实际上算是第 1 页，因为
页数的标注是从封二右边的那页开始标第 2 页。内容正文是从第 2
页开始收录，包括整个书心（页 2 至 17）一直到封三（第 18 页）
和封四（不标页数），因此创刊号并无封底设计。
创刊号的美编说起来是相当有整体感的，除了封四之外，每
一页上面都有墨点，彰显“泼墨”之名。上文已说过封一有占据
半个版面的巨大墨迹，封二编制阵容旁的泼墨二字乃笼罩在中型
的墨点里面（参照图 2），且内页每一页的边栏上段标注有“泼墨”
这二个字的地方也有墨点，墨点依文字方向落在“泼”字或“墨”
字上（参照图 3）。但有别于封面凝重的大块墨迹，内页的墨点几
乎呈正圆形，给人一种俏皮的感觉。内页俏皮的墨点，研究者推
测是为了与风格可爱的插图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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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创刊号封二

除了墨点之外，创刊号的插图都使用几米的画作为素材，这
也使整本刊物的美编风格一致。美中不足的是，插画和正文内容
较难看出直接关连。如《春假记趣》写的是趁著春假时徜徉于太
平湖畔的自然美景中，插图却有点魔幻风格，画面里有只兔子在
月下吹著长笛，有一男一女乘著笛子飘送出的音符飞翔；而《从
白衣那儿感受到妈妈的爱》一文，文如其名，写一个叫做蓓蓓的
女孩子体认到妈妈把她的白色衣服刷洗洁白就是母爱的一种示现，
插图配以一个小女孩抱著玩偶站在满是落花的花树下，和正文的
关系可能就在于文中曾提到蓓蓓“小时候”和妈妈一起洗衣的经历，
文图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整体说来，创刊号的排版方式非常有纸质报纸版面设计的味
道，诸如：一个版面往往由形状各异的文章区块共同组成、突出
标题等设置，这与负责排版的李振辉曾在报界工作有关。整本刊
物的版面设计是相当灵活的，例如在同一个视觉平面的页 3 与页
4，页 3 是一整篇直排的文章，页 4 则是两篇横排的文章，中间以
分隔线隔开（参照图 3）；又如构成同一平面的页 9 与页 10 里面
共有 9 首诗，版面里以不同粗细及方向的线条加上插图巧妙分隔
出空间（参照图 4）。此外，页 11、12 是四栏横排的两篇文章，
但会将篇幅较小的文章置放在虚线方框内，以便与占据一个半页
的另一篇文章间有清楚区隔（参照图 5）。至于醒目的标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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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所有的标题字体都在宋体 18 号以上，这就与使用宋体 11
号的内文有明显的区别。标题周围一般都有空白空间，这不但使
标题更加清楚，而且视觉上比较清爽。这些排版方式都将版面空
间利用到了最大化，可以说是办刊初期最经济实惠的排版方式。

图 3：创刊号页 3-4

图 4：创刊号页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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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创刊号页 11-12

《泼墨》的第 2 期和第 3 期都维持和创刊号相同的选纸、印
刷和装订。封面和内页均采用 80gsm 的模造纸，封面用纸的蓝色
和创刊号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内页也都用白色纸张。整本刊物
都是单色印刷，装帧是在版心以订书机打二个钉装订而成。撇开
封面设计，这三本《泼墨》的外观一看就是一家人（参照图 6）。

图 6：创刊号、第二期及第三期封面

第 2 期《泼墨》出版于 2003 年 3 月，距创刊号的出版刚好一年。
这一期的页数和第一期一样，都是 18 页，只是这期的封四不再刊
载正文的内容，而有了封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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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的美编风格是走古典风，封面上有极具浓厚中国气息
的祥龙图案，封底是飘飘欲仙的苏轼画像配上《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题词，其他内页插图有鸳鸯戏水、莲塘、飞燕、寒梅、
花与书、瓶中花、斗鱼、虾戏图等画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插
图都是由当期负责插画的三位学生创作的。虽然还是有文图不符
之虞，如写亲情的散文《一串脚印》配上虾戏图、谈孝顺的《我 •
父母 • 儿女》配上四只乳燕，但胜在整本刊物风格一致，洋溢著古风。
在内页排版上，第 2 期的《泼墨》也更一致。除了诗歌之外，
其他各类文章都是一页三栏横排，并且不再以区块方式插入较小
篇的文章（如上图 5），而改以横线区隔（参照图 7），整体排版
更简洁。

图 7：第二期页 7-8

第 3 期《泼墨》出版于第二期的半年之后，即 2003 年 9 月。
这期《泼墨》稿量大增，除了封一、二、四不标页数，有标页数
达到 39 页。计算其纸张用量，整本刊物用了 10 张纸，是前二期
的整整两倍。
这一期的封面设计也颇具巧思，整个画面是一个古雅的书房，
书案上焚著香，墙上挂著一幅墨宝，而刊名“泼墨”二个字就是
镶嵌在这幅墙上的卷轴当中（见图 6 右）。第 3 期的《泼墨》和
前二期还有个不同之处：设有“韩苑泼墨觅红楼”这个主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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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就标在封面上，因应此主题，第 3 期的内页插图一律采用
红楼相关画作，如黛玉葬花、宝琴立雪、探春结社等等，封四则
是宝玉手持书卷的人物画配上红豆词。遗憾的是图文仍不符合，
如散文《战争》配上金钏投井、亲情散文《回忆》配上晴雯倒箧。
这一期美编最失策的要数内页天头（head margin）征引的中
西格言警句，在一个对衬的页面中，页面左上方是格言的英文版、
右上方是中文版。这些格言和“韩苑泼墨觅红楼”不但格格不入，
而且这些格言往往与正文的距离太过于紧密，易在视觉上造成混
淆。试看，《最想念的季节》《电梯人生》《窗》这三首诗新中
间的空白处配上香菱学诗图，上面再加上一句英文格言，画面会
有多怪诞了（参照图 8）。

图 8：第 3 期页 30

至于第 3 期的内页排版，维持和第 2 期一样各类文章都是一
页三栏横、以横线区隔较小篇的文章；但这一期内页版面设计却
一点也不似第 2 期的清爽。造成版面混乱的设计包括：文章标题
字体和大小并不统一，标题放置位子不突出（参见图 9“爬山”），
文章分隔线包括星号、虚线、或以文章篇名隔开，使用类似浮水
印的大字装饰版面（参照图 10 左的“幻”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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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第 3 期页 26-27

图 10：第 3 期页 10-11

到了 2005 年 3 月《泼墨》第 4 期，这期的封面和封底用纸
告别前三期的普通模造纸，改用二张 B5 大小 216 gsm 的再生纸
（Recycle paper），这就已经是硬卡纸厚度的纸张，对于仍然是
80gsm 模造纸的书心才能够起到良好保护作用。不过这一期的书
芯不再用 B4 纸张对折，而都是使用 B5 纸张。所以本期《泼墨》
内外都是用 B5 纸张，装订方式是先在书的左侧以三个钉书针固定
封面、书芯和封底，再以一片与封面等长且材质一样的长条纸张
包覆封面左侧外露钉书针处、书脊、一直黏贴到封底外露钉书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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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比较美观，又能保护钉书针不生锈，并遮蔽原来裸露的书脊。
（参照图 11）

图 11：第 4 期封一（左）及书脊（右图中）

《泼墨》第 4 期封面不只摸起来手感较佳，设计感也更上层楼。
封面选用米黄色为底、上面带有非常浅的褐色斑点的纸张（色号：
Desert Haze），看起来比单单是米黄色多了另一种彷佛掺入其他
纤维的质感，而封面和封底整体印刷只用深深浅浅的咖啡色和黑
色，看起来便非常素雅。封面上除了刊名、出版年份及月份、卷
期号之外，还有“踏入文学之乡”这个主题。不过这个主题大约
只和封一及封四的设计有些关连，封一上有恬静的田园，大概就
是美好的“文学之乡”，而封四有一小童带著一只狗向著田野行去，
可能正走往心中的家园。至于内页的插图则是由插画设计者自由
发挥，有时是图片，有时是励志格言，有时是图加上文，只求填
补版面上的空白，不求与内文有所呼应。
在内页设计上，第 4 期《泼墨》所有内文都是一页双栏的设
计，两栏之间的距离比较宽，留白处也较多，加上去掉了前三期
都有的左右边栏框线，整个版面就比较清新疏朗。第四期的文章
标题虽然在字体和字形上力求变化，但放在整体比较开阔的版面

回顾《泼墨》出版之形式演变

15

空间中，并没有第三期那么杂乱的感觉。但由于印刷上的失误 5，
这一期的边栏和页数都向著版心，视觉上不免有断裂的感觉。（参
照图 12）

图 12：第 4 期页 10-11

综观 1-4 期《泼墨》的外型呈现，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期都在封
面及封底设计、版式、插图上各具巧思，每一期都力求创新。第
一期创刊号的泼墨封面就让人对《泼墨》刊名印象深刻，然而碍
于版面，封底还是印上了正文；到了第 2、3 期有了封底，就更是
一本有头有尾的刊物。然而前三期的书皮毕竟都太薄、太软，到
第 4 期的封面封底选纸上才让这本刊物更接近装帧良好的书籍，
加上页数也比前增加，除了封一、三、四不标页数，有标页数达
49 页，显见质量和份量都有进步。而前四期的插画虽都未必能与
正文良好配合，但画作多出自学生之手，各期选画也有一致性，
足见还是相当用心的。

第 3 期副主编杨金川回忆，当时是先以印表机打印出来，再送印刷店复印。但店家
在正文开始的第 3 页之间多插入一个空白页面，导致后面页数都跟著跑位。应在左
边的页都跑到右边，右边页却跑到左边，造成边栏都向著版心。(2018 年 12 月 21
日访谈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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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变期：《泼墨》第 5 至 10 期
《泼墨》出版到了第 5 期有了划时代的演变，从这一期开始，
装帧上就已经是一本正式的书籍，而且也开始有国际标准期刊号
ISSN6。我们把 5-10 期归类为演变期，是因为 5-9 期都使用 ISSN
刊号 1823-78197�，而第 10 期虽然改用 ISBN8，但在装帧与编辑风
格上 8-10 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也划分在演变期里。至于第 11 期
之后书籍设计上另有共同特点，归类在下个时期。
在演变期囊括的 5-10 期中，又可以把 5-7 列为演变前期，8-10
列为演变后期。演变前期的变动是比较大的，演变后期则承袭前
一时期的特点持续发展。

( 一 ) 演变前期：5-7 期
从第 5 期开始，《泼墨》的尺寸都是 148mm x 210mm，也就
是 A5，这属于正式图书出版印刷常用尺寸中的 32 开本。文学类
书籍常用 32 开本，这样的大小便于阅读及携带，而且看起来不会
太厚重、沈闷。从第 5 期采用这样的幅面大小，此后各期《泼墨》
都遵循这个规格 9。
也从这期《泼墨》开始，书籍厚度都超过 6mm，不宜再似
前几期以针钉固定书页，所以采用的装帧方式都是胶装（perfect

ISSN 全称为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翻译为国际标准期刊号、期
刊国际识别代码、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是 由 8 个数字组成的编码，用于
识别各种纸版或电子版的报纸、杂志、期刊、画报、年度出版物、网站等持续出
版物。在许多国家，所有法定送缴收藏的出版品都必须有 ISSN 号（参 见 ISSN 官
网 https://www.issn.org）。马来西亚设有国际连续出版物记录中心（ISSN National
Centre for Malaysia /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负责处理 ISSN 号码申请。
7
可于 https://portal.issn.org/resource/ISSN/1823-7819# 网站上查询出版资讯，如刊物
名称、出版国家、出版介质等。
8
ISBN 全称为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译为国际标准书号。ISBN 是因
应图书出版、管理的需要，并便于国际间出版品交流与统计所发展的国际统一的编
号制度，由一组冠有“ISBN”代号的 10 或 13 位数字代码组成，用以识别出版品所
属国别地区或语言、出版机构、书名、版本及装订方式。这组号码就是该图书的专
属识别号码。在马来西亚由国家图书馆处理 ISBN 的申请。
9
由于各印刷厂技术条件不同，5-14 期《泼墨》尺寸上会略有 30mm 内的误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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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ng）10。胶装的书本平整度良好，而且有明显的书脊，书脊上
的资讯方便读者从书架上查找书籍。此外，胶装需要特别的机器，
一般小型的影印店无法做到，势必要送印刷厂处理，因此这一期
的《泼墨》便已经是以专业方式出版。
既然是专业出版，除了有专业的装订方式，印刷方式当然也
走向专业化。封皮一看便知不是一般家用彩色打印机能印得出来
的，其色彩细腻，应是数码印刷（Digital printing）。本期《泼墨》
内页的纸质虽然与前四期一样，都是适用于普通印刷书籍的模造
纸，厚度也无甚差别，但细看便可发现，本期《泼墨》的内页不
再是以影印机印刷，而是送印刷厂胶版印刷（Offset printing）11。
专业印刷出来的字体边缘清楚、印面干净，而不似影印机复印出
来字体的边缘较模糊、页面上时有墨色不匀或不明印痕。
看第 5 期《泼墨》的封面设计，我们可以发现，从封一、书
脊到封四是连贯的，有一长条型的碧海蓝天图案横跨封四、书脊
到封一（参见图 13），连续不断的图案更显得海天延伸无穷无际。
这个选图其来有自，封面上，这一期的主题特别明显，以超越刊
名字体大小的大字标明：“中文系 ‧ 一千个理由”，昭示读者翻
开本期《泼墨》必将看到各式各样读中文系的原因说明作为内文，
而阅读完整本刊物后，在封底的海天之间，则点出“打开中文系
的窗台 / 道尽千个理由 / 不如同望一处海阔天空”，呼唤读者一起
加入中文系的行列，亲身体验这个广阔的天地。

10

胶装即用胶把书页黏合在一起的装订方式。将印品各页固定在书脊上，再黏合封面。
这样的装订方式避免骑马钉书脊针钉外露和针钉易生锈的问题，是页数较多的书籍
常见的装订方式。附带一提，因胶装需要切边，5-14 期《泼墨》的书籍尺寸实际上
是比 A5 略小一些的。
11
可能采用胶版印刷（offset printing），也可能用数码打印 (digital printing)。这二种
印刷方式虽然存在些微色彩上及适用纸质的差异，但二者成品的质量都极高，是专
业印刷的二大方式。通常印量少的印品会选择 digital，而量大则采用 offset，这是因
为 offset 贵在制版费，而其墨水却较便宜，量大时就可以平衡印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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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第 5 期封面

除了连贯的图案，封面、书脊及封底设计的一致性还表现在
留白处及用字的颜色上。横跨封四、书脊到封一的碧海蓝天图只
占据页面六分之一，其他六分之五的背景都是白色，海天图便自
然成为视觉上的吸睛点，大片留白又带来干净清新的感受。用字上，
虽然字型、字体大小有变化，但选用的都是一样的深蓝色 12。错落
的深蓝色字和碧海蓝天背景极为搭配，在大片留白的封面及封底
上却又非常醒目，而深蓝又有沈静感，不似大红大紫的跳脱刺眼。
封面和书脊上都有刊名、卷期号和主题，封底碧海蓝天图底下有
ISSN 和韩江学院的院徽，此外就没有其他多馀的图案或文字讯息，
整体图文设计非常简约，看起来非常舒服。
翻开这一期《泼墨》，首先会注意到，封二是不作印刷的。
在这一期《泼墨》之前，排版都是从封二开始，这其实和我们一
般对书籍印刷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般书籍封二是空白的。
因此，第 5 期《泼墨》封二的留白让这一期刊物更像一本正式书籍；
另外，封二不作印刷也让读者有机会欣赏本期《泼墨》的封面选
纸 13------ 淡米色的纸张上还有浅浅压纹，质感很好。

12

只有主题“中文系 ‧ 一千个理由”的阴影是以淡绿色处理。
这一期《泼墨》封面用纸并非一般书刊封面常用的铜板纸，而是较特别的纸张，
就材质看接近 238gsm 的 Strathmore Writing Wove 卡纸，色号 Soft White。这种纸张
印刷面平滑却不像铜板纸会反光，呈现雾面的感觉，另一面有浅浅的纹路。有些人
13

回顾《泼墨》出版之形式演变

19

紧连著封二就是书芯了。书芯的第一页是本期《泼墨》的扉
14

页 ，上面只有“中文系 ‧ 一千个理由”这几个字。这一期《泼墨》
的扉页虽然说不上有设计感，却是《泼墨》第一次有扉页，而不
是打开封面就开始刊载内容，扉页的设置还是能让读者在阅读时
比较从容的。这一期《泼墨》也在书末设有版权页，上有编委名
单和出版及印刷等资讯。扉页和版权页都是现代较高级正式书籍
的必然配备，此后各期《泼墨》也都有扉页与版权页。
快速翻阅这一期《泼墨》，我们发现，版式除了目录页，整
本刊物都是单栏排版，这也是普通 32 开书籍最常用的排板方式，
简单明了、大方得体。前四期的《泼墨》尺寸较大，单栏会显得
单调。然而这一期开始是 32 开，如果有二栏以上的文字则会显得
太紧密，因此以单栏来呈现文字是适宜的。
内页纸质仍维持普通的模造纸，采单色印刷。内页里没有任
何插图，如果一篇文章行文结束，则留白，下一篇另起新页。不
置插图这点可说是编辑对于《泼墨》跻身正式书籍的行列所展现
出来的信心，因为以往的《泼墨》虽然在插图上颇为用心，但东
填西补的插图给人的感觉是不敢留白、一定要塞点什么填满空间，
也让整本刊物显得比较花俏，比较像是中小学刊物或海报设计，
而不似正式书籍。但这期的页码位置有点失误，左方页面都靠向
版心、右方页的页码却靠外边，不符合一般书籍页码都靠页面外
侧或置中的编辑习惯。
整体看来，第 5 期《泼墨》已经是一正式的出版品，它在装
帧、排版和印刷这几个方面对后期的《泼墨》都有示范作用。装
帧上，从第 5 期开始，《泼墨》都是 32 开本、胶装。在印刷上，
封面四色印刷且纸质较厚，书芯还是普通纸张单色印刷 15，但印刷
方式已不再是以影印机影印，而是送印刷厂。内文多是单栏的版式，

会以这种纸作画。
14
在本期刊物中，扉页即封二右边的、与封二对衬的那页，也是翻开书后的第一页，
或说是整本书的第二页。有些书籍还有衬页，扉页就指衬页之后、正文之前的那页。
扉页设计通常比较简炼，有些是不印文字的，有的则印有书名、作者、出版者等资
讯并留出大量空白。
15
第 8 期开始，在书籍的最后会插入少量铜板纸彩色印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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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此后各期《泼墨》的内文就完全是单栏排版 16 且没有插
图 17，但基本上，单栏成了此后《泼墨》内文排版的主样式，且步
入稳定期的《泼墨》也都是单栏且不放插图的。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第 6 期《泼墨》。第 6 期出版于 2008 年
11 月，距离第 5 期出版的 2006 年 3 月已经超过了二年半！这是《泼
墨》出版时间上距离最久的一次。据研究者所知，2006 年时韩江
学院的中文系主任离职，2007 年暂无主任，2007 年底姚光正代主
任只代理半年，一直到 2008 年黄妃担任中文系主任，韩院中文系
领导层才暂告稳定。怎么衔接这二年的断层、重新拾起《泼墨》
的出版，其实并不容易，因而第 6 期的《泼墨》在质和量上和第 5
期相比，可以说是退步了，也就不能太过苛责。在量上，第 5 期
页数标到 159，第 6 期只有 92，篇幅少了三分之一，所以第 6 期
《泼墨》在所有 32 开本《泼墨》中，是最薄的一本。在质的方面，
第 6 期的封面纸质是 230gsm 铜板纸 (Art card)，表面 UV 上光 (UV
Coating)，但经过上光的封面太过光滑、且会反光，手感稍差且较
为刺眼，近十年来书籍已经不太采用这种上光方式为封面加工。
再多说说 UV 上光这种封面加工方式与本期《泼墨》封面设
计的不合拍之处：一般 UV 上光加工后的封面色彩会比其他加工
方法鲜艳亮丽，这可以是优点，却不适用于本期《泼墨》的封面
设计 --- 封面上竹丛的叶片、黑色墨痕和朱红的仿印章设计（参见
图 14），这三者的绿、黑、红色就都非常夺目，较难分辨设计上
的主次；而背景由浅至深的米黄色原来是要营造出中国画作在宣
纸上经过久远年代的历史感，在 UV 上光后，闪亮的封面让古雅
意图全失。

16
17

第 7 期《泼墨》诗歌和小说是双栏，其他文体则是单栏，双栏约占全书 3/4 份量之多。
《泼墨》第 5,6 期没有插图，7-10 期还是有插图，第 11 期后则都无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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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第 6 期封一

不过撇开 UV 上光这个败笔，第 6 期《泼墨》的封面设计也
是比较弱的。设计主要的元素有两个（参见图 14），其一是占据
封面右侧三分之一大小的竹丛，其二是左上斜至右下几乎横跨整
个封面三分之二大的墨痕，黑色墨痕上有反白的“泼墨”二字。
竹丛的黑色与绿色叶片颜色都非常饱满且力度强劲，让这个竹丛
绝对是设计上的重要元素。但是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前述的另
一个设计元素，也就是画面上那条巨大的墨痕，就让读者犹豫到
底哪一个才是占山之王。而究竟竹丛和这期《泼墨》有什么关连？
夹在竹丛与墨痕之间的是“韩江学院中文系”这几个字，这几个
字的位置比较靠近竹丛，是想暗示韩院中文系的高风亮节吗？最
后，读者必不会忽略封面左下角有“泼墨系刊”四个字的朱红印章，
因为这个图案其实并不小，颜色又鲜亮。除了视觉上没有中心点
或说焦点太多，竹丛、墨痕、印章和“韩江学院中文系”这行字
等四个元素又把封面的空间切割得零散了。总之，本期《泼墨》
封面设计的层次感不明，可以说是各期《泼墨》中最无章法的一
次设计。研究者尝试联络本期封面设计者，但这位同学已经不记
得当初的设计理念，唯记得那时是用 photoshop 设计出好几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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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编委们和系主任一起遴选。这也再次体现经验上的断层 18 在办
刊过程中的困难。
第 6 期《泼墨》内文的排版设计是中规中矩的，在页头 19 和页
尾 20 之间以上下栏两条黑线框住正文（参见图 15），单栏排版，版
面显得工整有序。这一期增设了分隔页，各以一单页标示：序、目录、
文林、新诗，各类内容接在分隔页之后，读者在阅读时就能清楚
知道内容类别的变换。

图 15：第 6 期页 49-50

但这期的排版在页码位置及行距上还是有点问题。页码都靠
向版心（参见图 15），不符合一般书籍页码落在页面下方正中或
靠页面外侧的编辑习惯。整本刊物的文字间的行距是不一致的，
为了不让一个文段被切割在两个页面，于是弹性调整行距，这样
一来，同一视觉平面的左右半页行距不一致（参见图 15），翻阅
整本刊物时也会觉得文字时松时紧。但整体看来，内文排版还是

18

第五期和第六期《泼墨》出版相距二年又八个月。韩江学院文凭班的修读时间是
二年半，因此第六期担任编委的学生们进入韩江时，上一期曾参与编辑的学长姊早
已毕业，无从请教编辑事宜。系主任和系上老师也全是新人，均无参与过前几期《泼
墨》编辑。
19
页头或称页眉，是文件或书籍每一页的顶部，可置放文档附加讯息，如标题、作
者姓名等。第六期《泼墨》页眉上的统一讯息为：韩江学院中文系系刊《泼墨》第
六期。
20
页尾也称页脚，是文件或书籍每一页的顶部，通常标注页码或其他文件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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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整齐的。
本期《泼墨》创新在于书前有序。其实创刊号《泼墨》有二
篇“老师的话”，但创刊号只有薄薄几张纸，目录也就不列“序”，
而只把那二篇老师的勉励文章规划在“老师的话”这项与小说散
文等并列的栏目。第 2-4 期《泼墨》则没有类似序的文字。到了第
5 期《泼墨》，扉页之后有三篇分别由名誉院长、院长及中文系主
任撰写的文章，但文章前面或页眉都没标出这三篇是序文，在文
章后面的目录页里面也收录了这三篇文章的篇名，而一般书籍的
序文是另立于目录的，所以这三篇文章是不是序文就有点意味不
明。真正有以分隔页标出“序”，乃是从第 6 期《泼墨》开始。
第 6 期的序有三篇，但名誉院长和院长的序各只有八个字 21，真正
的序文是系主任的一篇文章。但自从本期标出“序”，此后各期
也都有很明确的“序”。
我们对第 6 期《泼墨》在呈现上的评价虽然不是很高，但第 6
期《泼墨》的重要性在于它接续起停顿已久的出版，承先启后的它，
其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而且以学生的非专业排版水平来说，要编
辑整份刊物，也非易事 22。
第 7 期《泼墨》出版于第 6 期之后正好一年，2009 年 11 月。
比对这两期的编委与作者名单，可发现第 6 期的编辑群在第 7 期
已退居幕后担任内文供稿者，没有出现世代断层；系主任还是第 6
期时的主任，在督导上也就有了经验。于是这一期在质量上又到
达一个新高度。
份量上，第 7 期《泼墨》标注页码达 160 页，稿量又重新拉
回到第 5 期的水准。在质的方面，这期刊物的排版及美编也极具

名誉院长谢师坚博士的八个字是“百家争鸣 / 百花齐放”，院长王云霞博士则是“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其实比较像贺词而非一般上的序文。
22
第 5 期主编杨金川说，据他所知，1-5 期刊物编辑都是用 word 来排版。1-4 期是排
版后打印出来送学校对面的影印店复印并装订；第五期因是交印刷厂送印，而学生
们当时并不能掌握专业排版软体，于是还是以 word 排版，再把封面和内文的文字
档和图片交印刷厂排版，同时提供 word 打印的排版本做参照。可以说排版的理念
是学生提供，操作则交给专业排版。而第六期负责美术设计及排版的陈佳钰虽然不
记得当初用的排版软体是哪个，但还记得是印刷厂指定的软件。所以编辑和封面设
计完全是出自学生之手。（杨金川访谈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陈佳钰 12 月 18 日）
21

24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水平。第 7 期的封面是画家庄嘉强先生的画作“槟城阿齐回教
堂”(Penang Acheh Mosque)，占封面一半的版面（参见图 16）。
画作是素描，只有黑与白，封面设计不适合再出现太多色彩，避
免抢夺画作作为设计焦点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一期的封面以画作
为中心，上方和下方印上了深蓝色有暗花的色块，这二个深蓝色
块像是卷轴衬垫的布帛，画作如同被珍而重之的裱在这个沈稳的
衬底上。西式的铅笔素写加上中式的彷裱褙处理及中国风的暗花，
和谐的呈现出历史感。刊名、卷期号、出版单位及出版年份这些
出现在深蓝色区块的文字一律是白色字，白字在深蓝底上显得清
楚，又呼应素描的大量留白，设计上具有整体感。封底的颜色区
块乃延伸封面而来，也沿袭蓝底用白字、白底用黑字的配色，整
个书籍的外封设计一致。这一期的外皮也不再 UV 上光，而只上
了普通的保护涂料（water-based coating），否则闪亮亮的书封大
概会使封面的历史感大打折扣。那么这一期的封面这么有老槟城
的风华，刊物的内容是不是也有书写老槟城的共同主题呢？其实
并没有。封面设计值得称赞，可是它与内容无关。

图 16：第 7 期封一

翻看内页，书籍扉页再次出现封面上的阿齐回教堂图案，图
的上方加上该建筑的说明文字，作为本书的扉页揭开序幕，页数
也从这页开始标示第一页。扉页后依次是三篇序、目录、本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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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各类作品。本期的序和目录之前没有分隔页，但收录的各类
作品前有分隔页 23，唯有诗歌类前面没有分隔页，所以诗歌的第一
篇作品是紧接在目录页的右手边，衔接有点突然（参见图 17）。

图 17：第 7 期页 6-7

第 7 期排版使用的栏位有单栏和双栏，而以双栏为主 24。但无
论是以哪种栏数编排，都不再有第 6 期行距不一的毛病。内文都
用大小一致的楷体，楷体的字形端正匀秀，常用于课本或正式刊物，
但为了避免看起来太严肃，排版就在文章篇名的字体和篇名位置
上做变化，于是字体各异且位置多变的篇名带动整本刊物活泼的
气息。另，每篇文章的第一个字用正文四倍大的字型，即“首字
下沈”手法，也让文字不呆板。版面抽掉上一期页头页尾的二条
线 25，没有上下框线的设计让本期《泼墨》比前两期都更轻松自如。
本期页码的位于书籍切口侧，是符合排版惯例的。
之前说过，第 5 期开始，《泼墨》基本上不再有填版面的插画。

目录不包括在目录页之前的三篇序文。目录列有个 5 类别：诗、散文、小说、论
文和读书随笔。诗歌的前面没有分隔页，但散文、小说、论文和读书随笔前都有分
隔页，在 38、108、141、154 页分别以单页印上散文、小说、论文、读书随笔。
24
序、小说、论文、读书随笔和编后语是用单栏，页数总合为 54，约占全书三分之一。
25
第五期书头有眉线，第六期承袭第五期再于尾部多加一条线，第七期完全不用线
是一种新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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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期也没有插画，但这期很特别的是，每篇作品的附近 26 会有一
整个单页的作者介绍——超过半页的作者生活照加上自己提供的
简介（参见图 18），于是整本《泼墨》就像是一本纪念册，不单
只留下文字，创作者也同等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一期《泼墨》
的编排是一种“以人为主”的方式。这可以从目录的设计窥见端倪，
以往各期《泼墨》都是先列出篇名，篇名后接著作者姓名或笔名（参
见图 19 第 5 期目录），而这一期的泼墨在文类底下，是先列作者名，
人名后面才是这位作者的几篇创作名称（参见图 20）。这个打破
既定惯例的编辑方式并以此期《泼墨》为时光留下见证，可说是
很特别的创举。

图 18：第 7 期页 26-27

26

作者介绍有时在作品前，有时在作品后，有时插入在同作者的两篇作品中间。一
位作者可能投稿多种类别，但作者介绍只会有一篇，出现在第一篇作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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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第 5 期目录页

图 20：第 7 期目录页

在《泼墨》的发展史上，第 5 期到第 7 期这段简直像坐云霄飞车。
第 5 期陡然上升，第 6 期忽的下降，第 7 期攀升回第 5 期的高度
而又力求突破。经过这起伏的一段，我们继续看《泼墨》接下来
的发展。

( 二 ) 演变后期：8-10 期
8-10 期外观都比较古风。出版于 2010 年 7 月的第 8 期《泼
墨》及 2012 年 1 月的第 9 期《泼墨》在外观上几乎是双胞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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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1），二者的书封都是仿线装书的设计，连利用线装书封面
贴书名签来标示刊物名称、卷期号、出版年分等的假签条的大小
和位置都如出一辙，只在颜色上有所差异：第 8 期是深蓝色、第 9
期是暗红色。第 10 期封面是取清明上河图部分做淡化处理作为封
皮的背景，封一上只有“泼墨”二个书法字，下方有二个墨点和
水墨的蜻蜓、小鱼，封四中心是仿印章样式的“泼墨系刊”四字，
靠下方有定价、ISBN、出版单位名称。这三期的封面都选用铜板纸，
彩色印刷后都有雾面上光处理（Matt Lamination）27，因此质地也
很相似。

图 21：第 8、9 期封面

第 8、9 期也分别延续第 7 期的二个精神：放槟城素描图、有
作者介绍。
内页设计上，第 8 期接续第 7 期以画家庄嘉强先生的槟城素
描做为扉页用图，并收录更多庄先生的图画做插画，放在分隔页、
目录页和散置于正文中，共计 58 幅。不得不说，第 8 期的内页插
图真的很美轮美奂，但是包裹在一个古色古香中国风的封皮底下，
在美感上完全不协调。第 8 期里面黄妃主任的序虽然说“第八期
也承袭‘家 ‧ 故乡 ‧ 土地’的主题”（第 8 期），在这里先不
谈本期选文其实并没有彰显这个主题，而大量的槟城插画虽然能
27

裱贴一层不具高光泽反光的柔光胶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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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出老槟城的风味，但这些插画既和封面不搭，与内文又是违
和的 --- 如《小鱼的告白》配上大仓库（Beach Street Gudang）、《爷
爷的槟榔树》配上回教堂（Acheh Mosque）、《街角的星巴克》
配上鲁班古庙（Lu Ban Hang），其他不再一一举例。所以图文不
搭是本期《泼墨》美编上的最大问题，否则这期的版面其实是相
当好看的。
第 8 期《泼墨》首创在书末有彩色印刷内页。这一期目录的
编排不再是如第 7 期“以人为主”的方式、也抽掉作者介绍，该
怎么记忆青春？就要靠书末的这 3 张共 6 页的“韩江学院生活点滴”
留下印记，以 7 张照片和 1 张活动海报，配合说明文字，记录下
2008-2010 年间的大事纪。这个在书末放彩色活动照片的传统从第
8 期持续到第 10 期。
第 9 期《泼墨》不再有槟城地景素描插图，也没有其他插
28

图 ，但恢复了作者介绍。不过作者介绍篇幅缩小到一页版面中的
七分之一（参见图 22），位置统一在作者第一篇作品文末。在这
期排版上，文章标题、作者姓名、内文的字型、大小、置放位子
都是统一的，行距和段落间距加大，整个版面疏朗而不死板，版
面的美感是胜出前面八期的。本期除了以间隔页区分不同类型体
裁，每个右边页面的页头还贴心的点明这一篇文章属于是属于那
个类别。唯，扉页（参见图 23）和间隔页（参见图 24）的设计所
用的线条和花纹是比较西式的，与中国风封面不搭，是美术设计
上的不足。可以说本期内文编辑已成熟，美编还差点火候。

28

30

唯一例外是页 7 右下角的滑鼠照片，这是《滑鼠》（页 6-7）一文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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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第 9 期页 14-15

图 23：第 9 期扉页

图 24：第 9 期间隔页

第 10 期《泼墨》出版于 2013 年 3 月，上距第 9 期一年二个月，
内文页数标至 206 页，是截至 2018 年为止所有《泼墨》里页数最
多的一期。这一期的各篇作品的标题及正文都延续上一期的字型，
但在尺寸上小了一号，整个版面就更精致。内文版面的右上方有
一块墨渍，墨渍里有“泼墨”和一个阿拉伯数字 10，揭示这是第
10 期《泼墨》；对称的左下角则有两个墨点，较大的墨点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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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29，兼具美感与实用性（参见图 25）。

图 25：第 10 期页 144-145

第 10 期的美编功力也修练到家了，扉页只有刊名、卷期号、
作者这三项资讯，字体一致，有钢笔书写的美感，挥洒著洋墨水，
笔意却融合中国书法的意态。分隔页的图案设计都是水墨画风格，
与中国风的封面非常搭配。本期有几张插图，图与文经过悉心搭
配，如：配合《世纪之战》的是帆船水战图、以工厂排放浓密废
气的照片呼应《哄睡》里提到的“被遗弃文明背后的悠悠翠绿”、
有几篇电影观后感文后放的就是该部影片的剧照。
总结 8-10 期，这三期在云霄飞车般大起大落的 5-7 期之后，
编辑水平已能保持在一定的质量，对前期有继承，又在同中求新
求变，慢慢地越来越进步。十年磨一剑，从 2002 创刊到 2013 年
的第 10 期，《泼墨》的编辑终于臻于成熟，也越来越精彩。

三、稳定期：《泼墨》第 11 至 14 期
稳定期《泼墨》在外观上是很容易与演变期做区分的，稳定
29

本期《泼墨》页数固定出现在这个左下角墨点里，右侧没有墨点，所以只有双数
页有标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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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告别演变期的中国风设计，而都露出一股“文艺范儿”，共同
展现出近年来文艺书籍封面设计上清新简洁的特质。这四本《泼墨》
都有勒口 30，封二勒口上都是韩院中文系简介 31；12-14 期封面都以
雾面上光加上局部 UV（Spot UV）32 方式加工，这也是近年来文学
类平装书流行的装帧方式。
11-14 期不仅在正面封面上有共通的文艺风，易于和前期做区
别，而且这四期从书的侧面看，也能一眼看出它们的相似。这四
期书脊的资讯是统一的，由上至下依序为：卷期号、刊名、出版
单位、校徽。尤其 12-14 期这些资讯置放的高度还是统一的，加上
书脊都是白色，那就更一致了。
第 11 期《泼墨》的选纸是各期《泼墨》中最特别的，封皮
是 240gsm 的 Dali Bianco 纸，这种特别的卡纸有明显的纹路，因
此在视觉和触觉上，这一期的封皮是有肌理的。米黄色（色号：
cream）的封皮上有黑色行草“泼墨”二字，背景是从封四、书脊
到封一延展开的小朋友捉迷藏图案（参见图 26），有六七个小朋
友分散躲在四个超大的晕染开来的墨点画的石头后面，当“鬼”
的小朋友眼睛被蒙起来，乖乖伸平双手移动著要抓人，却惊起身
边的几只小鸟。这一期的封面是四色全彩印刷，整个封面上最主
要的四个墨团构图是以深深浅浅的灰色凸出水墨渲染的感觉，人
物却是西式水彩画的笔触，置放在肌理明显的纸质上，真沈淀出
一股历史感，让人想向泛黄的童年画面里寻找些什么。“觅”这
个画作主题以浮水印方式隐藏在封一右下角的墨团里，果然叫人
好找。觅字底下是韩江学院的校徽，所以，那些经年追寻的，是
要在韩江寻找吗？封四有一段文字：“分享迷途 / 共享秘觅——
和你和文字 / 携手并进”，答案就在这里了。

30

勒口是封面在切口处多留一定宽度向里折叠的部分。主要是封面和封底都宽于书
芯，将宽出的部分沿书芯向里（封二和封三）折齐的装帧方式。
31
第 14 期因应学校升格，改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简介，内容大同小异。
32
Spot UV 是将欲上光的指定部位制成网版，以 UV 光油印（紫外线光胶固定）在
表面，成为局部有亮光的效果，印色也更显鲜艳。因为这层胶或光膜有厚度，视觉
及触觉上都会有立体感。通常为了凸出局部上光的效果，印品会先上一层雾膜（Matt
Lamination），再上 Spot UV，较能显现出立体及颜色鲜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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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第 11 期封面

这一期《泼墨》内页的选纸也是各期《泼墨》中，唯一选
用米黄色纸张的。米黄色是比白色更利于阅读的。分隔页则用
160gsm 米白色的卡纸，与内页区别。如中文系主任黄美冰博士在
该期的序所说，编委们在用纸的颜色与质地选择上“实践著文艺的
真、善、美”（第十一期序，不标页数）。

研究者认为《泼墨》到了第 9 期排版已成熟，此后各期变动
不甚大，却也日渐进步。第 11 期在版式上的佳处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但要捻出一点：自从第 5 期装订如正式书籍后，到本期的目录页
才是最理想的。之前的目录各有瑕疵，如第 5 期稍嫌严肃且页码
置于篇名前、第 6 期略为粗糙、第 7 期有点凌乱、第 8 期形式不一，
第 9 期和第 10 期各类名称不明确，如各以“世说心语”和“书香”
作为散文这个类别的名称，必须要翻阅文本才知道这些名称指涉
的体裁类别。第 11 期编委也为各类取了很文艺的名字，幸好这期
目录在每个大类名称后面列有清楚的说明，如“积墨：小说”、“著
墨：散文”，让读者不必费心思去猜。
第 11 期《泼墨》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这期在书末有“舞墨：
书画”收录师生的书法及篆刻作品，以“丰富韩院师生的文艺天地
与视域”（第十一期序，不标页数）。至于 8-10 期书末惯有的学生活动

照片从本期开始不再收录了，则本期《泼墨》越发朝向纯文艺书
籍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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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么优秀的第 11 期在前，第 12 期要怎么突围？第 12 期
的封面设计相当有魄力的来个大转弯，彷佛抽干上一期所有的墨
色，封面上最多的颜色就是白色，一时间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
一反上一期将封面整个画面铺满的构图，本期以极简的构图突出
焦点，画面上的图案只有一只杯子，装著半满的茶，杯中载浮载
沈著书与笔、社交媒体标志、钟表、面具等四个元素（参见图
27）。这一期在刊名后面有个标题：生活 ‧ 心 ‧ 事，大片留白
上显得孤伶伶的杯子和杯中的元素都与主题可堪玩味。

图 27：第 12 期封一

编辑上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呢？ 9、10 期在页眉标所属文类，
第 11 期标文类在页脚的页码旁，这一期则以页码外罩着的图案来
区分文体类别。这四个图案也是杯中的四个元素，图首先会出现
在目录的文类后（参见图 28），然后在标示体裁的四个分隔页上
会放一张大的图（参见图 29），所属类别文章的页码处则有一样
的小图（参见图 30），可对应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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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目录处元素

图 29：隔页处元素

图 30：页码处元素

另外，第 12 期虽然不再有书法和篆刻作品可供欣赏，却开创
“摄影 / 手绘图”这个栏目，征集共 12 张摄影作品及手绘画作，
以铜板纸彩色印刷。后面第 13、14 期也延续了这个栏目，每期都
有 12-15 张精美的摄影或画作，有些甚至配上如诗歌一般的文字，
和图一起欣赏时，正可加深彼此的韵味。
13、14 期的封面延续第 12 的清新风格，第 13 期梦幻的粉彩
天空飞著几架纸飞机（参见图 31），让人想起小时候把讯息写在
纸上，再折成飞机射向他或她，一不留意，我们都这么大了，飞
机暗寓主题“给时光的情书”。第 14 期的封面背景色是唯美的蒂
芬尼蓝，主题“韶华”二字在封一画面中央上方，旁边有小注“美
丽的 时光”，主题下方是拍立得相机（参见图 32），还有什么比
相机更能抓住时间呢？封四设计呼应封一，有一张仿拍立得的照
片，照片上有一束美丽的花，上方有一段话：“画面定格在一瞬间、
时间留下无尽的思念”。整个书封设计很有日本杂志或广告的感觉，
有点美、有点寂寞，时光终将要逝去，我们能留住什么？唯有以《泼
墨》记这一次花开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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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第 13 期封面

图 32：第 14 期封面

整体说来，
《泼墨》进入稳定期后，它的出版形式已经很稳健了，
于是就在小处用心。封面自是很美且呼应主题的，而封面设计元
素还会延伸到勒口和内页；版式差不多，都有大量留白让画面有
呼吸的空间，正文所用字型和大小维持一致，于是各期在文章标
题和作者姓名的字型做变化。凡此种种，都是用心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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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结对这十四期《泼墨》出版形式的观察，它就是文学在韩
江生产的留影。创刊期的 1-4 期编辑阵容中，还常有“打字”一职，
在 2018 年的今天，恐怕没有多少刊物还收手写稿。比较粗糙的装
帧和页数不多直接相关，薄薄几页的刊物昭示著一个稚嫩的开始。
《泼墨》才开始发出嫩芽，学生们以热情浇灌，从征稿、插画、排版、
送印，一步步都由学生完成。这四期刊物虽然说不上是专业程度
的出版物，但如果没有这个起头，梦想就永远是空想。
演变期 5-10 期中，我们很难不注意到第 5 期平地拔起，在出
版的质量上有巨大的飞跃。实现这一大跨步的推手，很现实的，
是来自校方的经费赞助 33。从第 5 期开始，《泼墨》印刷费就由学
校一力承担，没有经费后顾之忧后，学生们就能放胆去征更多稿、
进行各式书籍设计，以实现心目中的《泼墨》梦想。第 5 期的排
版是交由印刷厂专业人士之手，水准当然没问题。真正交棒到学
生手上以排版软件来编辑刊物是从第 6 期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从
第 6 到第 10 期，《泼墨》慢慢进化，排版先成熟，美编紧追其后
也跟了上来。
稳定期的书籍设计已堪称稳健，文、图、刊物主题互相呼应。
而每个时代欣赏的美感都不一样，《泼墨》也与时并进。一般说来，
第 11 期之前的《泼墨》，设计风格都是比较古典的，半数以上的
封面图案都有浓浓中国风。而从第 11 期开始，封面设计改走文艺
清新路线，印后加工方式也与市面上印刷精美的文艺书籍同步。
本文对这 17 个年头以来共 14 期《泼墨》的历史叙述，彷佛
树木年轮一般，同步再现当代文学出版在韩江的风采。17 个年头
过去，《泼墨》茁壮了，而在文本电子化后结合影音且融入读者
互动式创作、数位出版当道的现在，《泼墨》是不是会有更多的
惊喜在后面？我们且拭目以待。

第 5 期主编杨金川说道，1-4 期的泼墨多是校方赞助部分、再由学生自筹经费，所
以刊物上往往会特别标出一个栏位鸣谢赞助人。第 5 期《泼墨》送印刷厂专业排版
及印刷，则完全是由校方出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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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PoMO
Lin Chia-Hui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a student journal titled Po Mo
published by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between 2002 and 2018, including its size, number of pages,
binding style, printing, paper and colour, typesetting and design. It was found
that the 14 issu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early period (1-4),
the evolving period (5-10), and the matured period (11-14). At each turn,
the journal had see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From the first issue printed in
black and white on B4 papers with only 18 pages, it has now evolved to an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ook with ISBN. Po Mo, which functions as the soil
that grows Han Chiang’s young writers,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Han Chiang’s
growth.
Keywords: Po Mo, students journal, book typesetting, book design

战前韩江学校发展缩影：
从《创校缘起（1919）》到《募捐缘起（1939）》的宣言**
杨金川*
摘

要

韩江学校是由潮州方言群创办的学校，考察其创建与

发展，可以发现槟城潮人兴办教育，不只是基于潮裔族群的文化
传承与凝聚，过程中更是呼应着母国的变革走向。韩江家庙于
1919 年发布《创校缘起》至 1939 年为创办中学而发起《募捐缘起》，
借此可窥见其教育态度之变迁。潮人群体的办学初衷，先是本着
不落其他方言族群之后，徒让他人专美的姿态，其后更是打出兴
邦救国的教育目的，进而在战后马来亚的政治环境与政策变迁中，
发出保留民族之根的呼声的转变。韩江学校的教育宗旨在其发展
过程中超越了以畛域帮派之分，抱持着发展中华民族之侨教、在
异乡传承中华文化、不为外族所同化为目的而兴办教育。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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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殖民政府积极开发马
来亚自然经济资源，为此大量引进劳工，恰逢中国面临经济崩溃、
列国入侵，形成一股“下南洋”热潮。初下南洋，移居海外的先
辈几乎持着“寄居南洋”的心态而寻求更好的经济回报，冀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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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韩江家庙筹建韩江学校时，对外发表《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
文中简称为《创校缘起》。1939 年拓建韩江中学时，发表《韩江学校购置新校舍筹
办中学募捐缘起》，文中简称为《募捐缘起》。

劳力的付出，积累更多的财富以求衣锦还乡。随着世界形势的改
变与变动，第二、第三代的华人子弟在本土出生与植根，受限于
种种外在的因素，回家之路遥遥无望，本土华人开始思考，如何
立足本土生活，植根于本土经济。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华人逐渐
积累出一定的财力及影响力与日俱增。1911 年，随着辛亥革命取
得成功，海外华人本着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兴学办教的呼
声渐起。自 1904 年第一间新式学堂——槟华中华义校在张弼士的
主催下建立，兼之英殖民政府在 1920 年前对华人办学采取较为宽
松的态度，不加干涉，其后的十几年间，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
迎来蓬勃发展的高潮。发展教育，已然成为南洋华人、社团、会
馆等以地缘与血缘为纽带关系的组织设立为重要推动事业。
1919 至 1939 年间，韩江学校发展的重要时期。王琛发《韩江
小学：艰辛与荣光的八十年》全文主要考察了韩江学校的事物的
变迁与发展，而陈剑虹《槟榔屿潮人史纲》则重在探讨槟榔屿潮
籍社群与韩江学校之关系，两位的大作虽有提及两份“宣言”，
却未及深入。细读两份对外宣言，以及创建学校时对外发布的系
列新闻稿，我们可以发现，内容无不透露出南洋华人子弟从民族
到爱国主义的思想转折。通过对宣言的分析，能使我们了解以地
缘及方言性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群体，是如何在“寄居地”应对政
治与环境的挑战中，传承经营民族文化，在异地保存民族之根。

一、从《创校缘起》到《募捐缘起》宣言
1919 年 10 月由林参提议发起筹办韩江学校；1919 年 10 月 14
日，韩江家庙 1 会议议决将“潮州公司内辟为临时校舍”；1919 年
11 月 27 日至 1919 年 12 月 4 日，《槟城新报》一连 8 天刊登了由
许宗豪和刘子宽草拟 2 的《槟城韩江家庙创办韩江学校缘起》：

1920 年 3 月 8 日，韩江学校假韩江家庙为临时校舍正式开课，槟榔屿韩江家
庙 成 立 于 1864 年，1934 年 配 合 马 潮 联 会 的 成 立， 易 名 为 潮 州 会 馆（ 王 琛 发，
2000:15）。
2
原刊登于《槟城新报》的《创校缘起》宣言，并没有标识草拟此宣言之人。而《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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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此文明最盛，竞争剧烈之世，非发展教育，无以图存。
欲谋教育之发展，非广设学校莫能竞厥其功。盖学校者，
所以灌输其智识技能，锻炼其精神躯体，使成为坚强果
敢之优秀国民者也，故学校兴，则优秀之国民众。国多
此大多数之优秀国民，则其国不期强而自臻于强矣！又
何患乎幸福之不增进，国势之不扩张哉！然而欲促进学
校之发达，俾获收尽为优秀国民之效者，厥惟最富有慈
善心之人是赖也。我潮侨居留此间为数不少，而求学子
弟日益增多，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之专美，殊为
憾事。此同人等，所以有创办韩江学校之举也！盖捐多
数金钱以办慈善事业，为最得金钱之运用，而办慈善工业，
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利益者也。我潮侨不乏热心慈善之
士，故对此新补信理员之时，正宜振刷精神，急起直追，
合群策力，共襄斯举，则他日成效，自不难与各团体媲
美齐辉矣。是为启。（《槟城新报》，1919 年 11 月 27 日）
《创办缘起》不仅是对于研究潮州社群、韩江家庙、韩江学
校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它也是一份研究马来亚华人与教育
的史料组成部分，以此可以窥见当时的马来亚华人社群如何配合
国民政府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呼声，以推展侨民教育。《创办缘起》
是以韩江家庙的名义发布，以此向槟榔屿华族社群宣告潮籍华人
即将创办学校的决心。其后在 1920 年 3 月 8 日韩江学校暂借韩江
家庙为临时校舍，正式开课。从立意筹办到正式开课，仅用时 4
个月。纵观《创办缘起》的内容，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潮籍社群未创办学校，徒让他人专美，当急起直追，合
群策力，与各团体媲美齐辉。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从 1912 至 1919 年 3 月；第二阶段从 1919 年至
1941 年。第一阶段是新式小学教育的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学

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133）亦有全文刊载《创
校缘起》，而此文下明确标有许宗豪和刘子宽二位姓氏。由此可知，为我们明确提
供了草拟宣言者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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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首创与发展期（颜清湟，1993：8）。当时槟榔屿以地缘性及血
缘纽带为关系的闽粤帮派或姓氏学校，相继创办新式学校，如闽
籍方面有龙山堂新江学校（1906）、植德堂杨氏学校（1907）、
九龙堂林氏学校（1908）、颍川堂陈氏学校（1917）、钟灵学校
（1917）、纵德堂谢氏育才学校（1919）、太原堂王氏学校（1919）、
福建女校（1919）；粤籍方面有商务学校（1908）、崇德学堂（1908）、
益华学校（1913）、台山学校（1918）（陈剑虹，2010：108-109）。对
于潮人社群而言，这是一个剧烈的冲击，因早期以地缘和方言为
基础的帮派对立观念的影响下，不同方言群子弟到其他方言群所
建立之学校求学，难免存在着种种隔阂。若不奋起直追，致使潮
人子弟在求学上出现难题。而潮人子弟前往他校接受教育，随着
时间的推移，难免年轻一辈对于本身的方言社群乃至文化认可也
会渐渐淡化。因此，以凝聚潮州方群体为主要功用的韩江家庙，
在受到其他方言群的冲击与挑战下，创办学校已然成为当下的燃
眉之急。尽管韩江学校的创办勉强搭上了新马教育发展第一阶段
的末班车，但也为潮人弟子捎来教育的新希望。
二、顺应时代之发展趋势，兴学办教以图存，普及知识教育
方能与时俱进。辛亥革命的成功，鼓舞了暂居海外的华人，对已
腐化的清朝统治不抱任何希望的华人，重新掀起一股爱国热潮。
冀望祖国富强的愿望，敦促着南洋华人子弟将目光投射回中国的
发展。响应中国政府通过教育，革除清末封建思想，创设新式学校，
鼓励儿童入学，灌输新的思想、知识、技能从而提高教育水平的
呼声，由此引发槟榔屿的华人社群纷纷响应，推动兴办新式学校
以培养华裔族群子弟。
观《创办宣言》的行文，明显有着呼应了蔡元培在 1912 年 4
月发表的《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其中提出“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北洋
教育部档案，1919：22）的教育改革观点。蔡元培认为教育应该重视公

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
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创办宣言》以“处此文明最盛，
竞争剧烈之世”创校目的，信理会成员观察到当时世界观局势的
变革，唯有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培养族裔子弟，方能在剧烈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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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势中生存 ；“灌输其智识技能”开启民智，灌输其所该具备
的知识与能力，明显是回应了“智育”的教育宗旨；以“锻炼其
精神躯体”关注强身健体，响应“体育”教育的重要性；以“成
为坚强果敢之优秀国民”呼应“德育”，培养侨民的公民教育。
三、新式学校之教育宗旨，为灌输技能知识，锻炼精神体躯，
以培养优秀国民，兴国图强，扩张国势。1912 年 1 月 19 日南京临
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时课程
标准》废止小学读经，强调教学的教育性，培养国民道德教育，
注重生活上所必需之知识。小学初高等级，开设修身、国文、算
术、体操、缝纫、商业、外语等科目，力求使教育发展符合民主
共和精神（孙培青，2000：357-359）。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 , 以教育
救国论为思潮的运动，更是给华人子弟带来更多的冲击。这一股
爱国热忱，教育改变国运，为韩江家庙迎潮赶上创办学校，带来
一定的启发与影响。潮籍社群，在同年的家庙新理会改选上，毅
然议决积极推动筹款，购地置校，兴学开智，创办韩江学校，以
灌输知识及培养国民素质为宗旨，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全然依照“壬
子癸丑学制”，彻底贯彻祖国的教育改革政策。
韩江学校于 1920 年 3 月 8 日开课，直到 1923 年 10 月 10 日
才在新建校舍举行开幕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韩江学校一直在
稳步发展。至 1937 年遵照中国侨务委员的指示，“韩江学校”改
名为“韩江小学”。1935 至 1939 年间，随着暹罗政府颁布民校条
例，实行强迫教育，推动单元教育同化政策，迫使暹罗潮人子弟
相继前来韩江学校求学，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当时位于吉灵街与
韩江毗邻的韩江学校校舍不堪容纳，为此设法扩大校舍的呼声渐
起，以容纳更多暹马两地潮人子弟求学。1939 年 12 月 16 日，韩
江董事会召开潮侨大众会议，讨论扩地建校事宜，其后又即席成
立韩江中学建校委员会，分头筹募基金（姚非丹，1953：45）。会议
成立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并推举林连登为正主席，
林任可为副主席。其后由林任可、姚非丹草拟“缘起及奖例”，
负责推动一切事宜。1939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
通过缘起及奖例规章，其后发表《韩江学校购置新校舍筹办中学
募捐缘起》：

战前韩江学校发展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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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兹国步方艰，暴敌凭凌，复兴民族，端赖生聚教训。
吾潮夙有海滨邹鲁之风，有明一代，人才蔚起，彬彬余韵，
易俗移风，故虽天南偶寄，兴学未能后人。吾侨韩江学校，
创办迄今，垂廿余年矣，赖群策群力，校务得以蒸蒸日上。
惟际此家园沦陷，胡骑纵横，已属惨目伤心，乃学子南迁，
琴剑飘零，益兴向隅之叹。为国育才，岂容故步自封！
拓舍增班，鼓励士气，为刻不容缓之图。
本校正董事长林连登先生，为百年树人大计，首捐巨款，
慨助价值四万余元之校舍，赠献学校，同侨莫不欢欣钦崇。
然建设修葺，在在需款；且学海无涯，图书是赖；自然
实验，仪器必需。愿吾潮侨，秉为国育才之本旨，振兴
文化之热忱，再接再厉，相与努力，共襄义举。行之巍
峨黌舍告成，韩潮余韵不辍，桃李满园，为国效忠有人。
建国成功之日，吾侨与有荣焉。
槟榔屿韩江学校购置新校舍筹办中学委员会谨启
1939 年 12 月（？）姚非丹
（《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133）

1927 年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其后政府先后颁布 50 余项侨民教
育政策和法规，规范海外华人教育，其关键是将国内教育宗旨作
为海外华侨教育宗旨，要求海外侨校的管理、备案等方式与国内
学校基本相同，很大程度上使得华侨教育成为中国的国民教育（庄
国土，2000：114）。长期的民族及爱国主义不断的渗透到华校教育体

系中，当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华社报刊舆论充斥了反日宣
言，侨民纷纷募款捐资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募捐缘起》写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相较于《创办缘起》字里
行间透露出与其他方言族裔在某些领域上的明争暗斗，
《募捐缘起》
一改姿态，以“潮夙有海滨邹鲁之风，有明一代，人才蔚起，彬彬
余韵，易俗移风，故虽天南偶寄，兴学未能后人”强调继承韩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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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兴教办学的精神。韩愈初贬潮州，“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
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苏轼《潮州韩文
公庙碑》） 致使潮州文教风貌为之一变。“天南隅寄”四字，足以

透露出槟榔屿潮人子弟依然是维持者暂居的心态，正当母国危难
之际，兴学办教延续韩愈之精神，遂天南之隅，但为国育才，不
在乎何时何地。因而《募捐缘起》最值得关注的是，语句间充斥
着浓烈的“复兴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潮。如“国步方艰，暴敌凭凌”、
“家园沦陷，胡骑纵横”，“虽天南偶寄，兴学未能后人”发出“为
国育才，岂容故步自封”以期“为国效忠有人”，待他日“建国
成功之日，吾侨与有荣”无不道出，华人子弟重视教育之精神所在。
20 世纪初期，华人子弟对中国的认同感，是基于以血缘宗族、
乡土意识、方言族群为纽带关系的乡土认同，并不对清朝政府保
持任何冀望，仅希望寄居南洋生存。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随着南
京民国政府的建立，其渐重南洋侨民的生存发展，其后强调国文
教育的宣导，进一步打破华人子弟以帮群为关系的地方主义，萌
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在中日对抗日渐加剧的形势下，最终聚集
在爱国主义旗下，兴办超越地缘性组织的学校，培养为国效忠的
人才。比较两份《缘起》的共同点，其字里行间带着最强烈的色彩，
战前的潮人子弟依然持着“暂居者”的态度，兴学办教的最终意
义与目的，是在地为“国”培养人才。

二、1919：韩江学校创办期
1786 年 8 月 11 日，法兰西斯·莱特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登陆
槟岛。自此，槟岛迎来了渐步的发展。1842 年到 1950 年代的人口
变迁中，槟岛华人人口由 9,715 人增至 28,018 人，大批的中国移
民在 1850 年开始移入马来亚，自 1880 年到 1900 年见，由 5 万人
增至 20 万，移民的最高记录是 1927 年，移民人口高达 36 万人（朱
敬勤，1983：355-356）。尽管

19 世纪初，华文教育已出现在马来亚殖

民地，但是其规模不成体系，教育方式亦保留着传统私塾模式，
多服务于富裕人家。学者把这些早期的华文学校分为三个类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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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富裕华人为其子弟专设的家塾；二、个别教师假借庙堂或临
时场所开办的私塾；三、某些族群按照一定规章创办的公立学校（陈
绿漪，1984：283）。

1911 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912 年 1 月 9 日南京临时政府正
式成立，快速推进现代式教育变革。1917 年，中国教育部派黄炎
培、林鼎华南来调查华侨教育，鼓励华侨学校向中国教育部立案。
自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新思想逐渐传播到南洋，获得热烈反响。
此后槟城华校，改为实行中国的教育制度，推行国语教育，采用
中国出版的教科书，聘请由中国来的教师，故而被认为“华校学
生都以中国为效忠对象，而马来亚不过是他们侨居的地方”（陈翼经，
1983：400）。根据林鼎华“游历南洋工作报告”所记《南洋各岛埠

递年创办学校一览表》，其时向中华民国教育部登记在案的槟榔
屿华校有：
表 1：《南洋各岛埠递年创办学校一览表》（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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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教员数

学生数

常年经费

1

中华学校

11

393

6700

2

邱氏学校

6

117

4000

3

南华学校

3

70

1400

4

时钟学校

6

131

3000

5

商务学校

3

100

2000

6

蒙养学校

2

34

800

7

谢氏学校

1

25

700

8

杨氏学校

1

25

600

9

林氏学校

1

40

650

10

陈氏学校

1

40

-

11

同善学校

3

115

2400

12

钟灵学校

4

81

2500

13

益华学校

6

7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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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梁元藻义学校

4

131

3120

（《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1991：522）

1917 年向中华民国教育部登记的槟榔屿华文学校仅有 17 所，
教员 53 人，在校生共 1377 人。上述登记列表，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亦有例外者，如福建女校、璧如学校、务内学校、慕义学校、益
华学校、颍川学校等多所学校并未向民国政府登记。此或因在地
办校，初期未仰赖民国政府乃至殖民政府之辅助，董理会具有高
度的自主权，所以林鼎华在其报告“附记”中指出：“南洋侨校
虽系教育机关，而各校之学董会，实含自治团体性质。凡已设之校，
未设之埠，力图扩充，联祖邦之声气，培侨地之人才，当以此为
要焉。”

（《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1917）。1920

年以前，殖民政府

对于华校的建立并未采取任何管制策略，祖国大陆此时亦兼顾未
及，故而华文学校的兴建依赖自己社群子弟需求而创建，无论是
自设、自请或公开的私塾皆是如此。因此一般华人都以出钱出力，
筹办华文学校为荣，创办华校蔚然成为一时之风气。
槟城及新加坡的福建帮是最早在马来半岛创立华文教育的方
言族群，他们在自己的社群组织里开办富有办学精神和目标的闽
南语私塾，对族群内子弟一律免费（郑良树，2005；9-10）。上述林鼎
华所呈列表，登记学校大多属于以闽粤方言族群或宗亲血缘组织
所主催筹办。这也激发了其他方言群也纷纷开创设立学校，以解
决自己社群子弟的教育问题，林鼎华所谓“未设之埠，力图扩充，
联祖邦之声气，培侨地之人才”亦可证其游历南洋时，与当地华
人对话中所取得的讯息，即华人在地兴学办教育，是一大趋势，
为“联祖邦之声气，培侨地之人才”是当下之要事 3。
辛亥革命宣告的成功，掀起海外团体参与建国运动的热潮，

自从 1904 年，中国领事张弼士所倡办的中华学堂，以现代学校的姿态问世；于是
各地华人，才竞相效仿。期间又以清末维新失败的康有为，亡命南洋各地，转而鼓
励华侨兴学；重以孙中山的策动革命，同志遍南洋，也以开设华校及组织书报社相
号召。于是兴办学校，风起云涌……盖一般华人，都以出钱出力，创办华校，为立
己立人，爱家报国的要图，蔚成为一时风气。《马来西亚教育史的分期》，页 34。
见王秀南（1970）《星马教育泛论》，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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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兴国的理念影响下，南洋华人对开办新式学堂尤为热衷。
槟城地区以地缘性组织为纽带关系的宗亲会馆组织先后建立了钟
灵、福建女校、璧如、务内、毓南、慕义、培南、育才、崇德、
商务、新民、公民等校。又从上表可见，以福建帮社会所组成的
宗亲和氏族为结构基础的五大姓氏宗亲会（邱、谢、林、陈、杨），
除了凝结力强，经济力量雄厚，在宗庙的基础上，开办了以培养
姓氏宗亲为核心的姓氏学校。试举 1920 年 3 月 4 日两则刊登于《槟
城新报》之广告为例：
九龙堂林氏学校招生广告
本校定民国九年三月八日（即阴历元月十八日）开课，
凡我林姓子弟有志向学者，须当预早前往港仔口新万源
报名，以便安排编入班次，幸勿迟，此布。
民国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又
谢氏育才学校添设高等科招生广告
本校现在扩充办理添设高登科，其学科除遵章外，授商
业科目，又国民科各级亦添加学时。凡我谢姓子弟有志
入学者，从速来本校报名，报名时期自登报日起至旧历
正月十八日（即开学日）止。本校又为便利附近学生起□，
他姓子弟有志来学者，有本族人之介绍亦可到校报名。
民国九年二月廿五号
上述两则招生广告，是由闽籍社群，林氏与谢氏宗亲会所创
办的姓氏学校，其首先对同姓宗亲开放学籍，其后才接纳本族人
所介绍之他姓子弟。这也从旁说明，其他尚未开办学校的方言社群，
在入籍前需要四处请托人情，以介绍自家子弟入学。
相较与闽粤宗亲组织筹办学校的步伐，槟榔屿潮籍人士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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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时机相对缓慢。陈剑虹《槟榔屿潮州人史纲》指出“根据
1921 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在乔治市市区的 82,567 华人人口中，
潮人更只占 5.3% 而已，共 4,399 人。他们虽然是统计数字上弱小
的方言族群，但是人们办学的热忱，和传播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毅力，
却不能用数字简单地量化”（陈剑虹，2010：107）。或基于人口比例
基数偏小，二十世纪初以前潮人办学需求并不明显，其他方言族
群及地缘性组织奋起兴学的当儿，潮人群体也无法忽视子弟对求
学的需求。“当时犹称为韩江家庙的潮州会馆若不解决子弟的就
读问题，是不符合整个客观的需要，也难以向整个潮人社群交代的”
（王琛发，2000：51-54）。随着潮籍方言群移民人数在槟榔屿的日渐

倍增，兼及民国教育部渐渐重视旅外侨胞的教育问题，作为槟榔
屿潮籍社群的核心机构——韩江家庙，必然不能忽视方言社区对
教育的需求。从韩江家庙所发布的《创办韩江学校缘起》中有言“徒
让他人之专美”不难看出其迎潮赶上兴教办学的姿态。
“1919 年 - 1920 年是槟榔屿潮汕人士在华文教育领域里，审
时度势，聚蓄力量，作出重要决定和付出艰辛努力的二年。在槟
岛的西南山区，潮人结合与其他社群力量，共同开设了新民义校；
在乔治市，他们以单一方言群的资源，创办韩江学校。”（陈剑虹，
2010：106-107）。根据许崇知手录会议记所载创校缘起如下：

民国八年，侨贤林参、林连登、连瑞利、戴淑原、许文
造、马元廷、傅炎峰、胡福德、周满堂、纪合仁、戴振顺、
纪合义、陈罗雄、陈源泰、杨锦泉、洪景南、许宗豪等
诸君，鉴于旅槟同侨日众，学校教育，寂然无闻，我侨
弟子深感失学之苦，非创办一教育机构，实无以作育青年。
遂刊印宣言，作将伯之呼。（王琛发，2000：9）
1919 年 10 月 14 日，韩江家庙会议议决将“潮州公司内辟为
临时校舍”（陈剑虹，2010：109）。创办韩江学校是槟榔屿潮籍人士
的共同愿望，由其时具有名望并在韩江家庙理事会中较具地位的
影响力的人士倡导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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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
连瑞利、林连登、林参、戴淑原、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
胡福德、周满堂、纪合仁、戴振顺、纪合义、陈罗雄、
陈源泰、杨锦泉、洪景南、许宗豪
赞成人
马英、沈耀南、黄悦、沈德政、林加如、郭野、杨馥南、
文光汉、谢槟清、翁泽民、陈赐兴、张舜卿、黄桔桢、
陈仰仁、南发栈、许养吾、郑亦侬、廖启伟、翁琴生、
黄赐保、许高祉、蔡海生、林式之、潮顺兴、林任可、
王瑞合、潮利亨、黄大榮、沈训彬、郑荧秋、谢凤歧、
马爱智
己未年十月初六日至十三日止
（《槟城新报》，1919 年 11 月 27 日）

从对外刊登的信息可见，发起筹办韩江学校的韩江家庙信理
员共有 17 人，并有 32 人赞成。韩江家庙董事成员其后在 1919 年
12 月 5 日开全体会议，选定“韩江学校筹办员”，并于 12 月 6 日
至 12 月 12 日以韩江家庙的名义，将筹办员及董事名表刊登于《槟
城新报》，原文如下：
槟城韩江家庙十二月五日开全体会议，选定韩江学校筹
办员及民国九年董事，芳名例左
筹办员
马元廷、周满堂、马英、杨锦泉、纪合义、陈源泰、洪景南、
文光汉、黄大榮、刘子宽、杨馥南、许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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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董事长：林连登

副董事长：傅炎峯

财

查

政：周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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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何云皋

董

事： 林 参

戴淑原

连瑞利

许文造

黄

悦

戴振顺

林加如

陈继雄

马元廷

胡福时

马 英

沈德政

沈耀南

郭

野

黄桔桢

纪合义

纪合仁

陈仰仁

廖启伟

杨钟泉

洪景南

文光汉

林任可

刘子宽

刘生余

黄赐保

陈赐兴

陈源泰

黄大榮

王继合

杨馥南

许宗豪
民国八年十二月六号
韩江家庙谨启
（《槟城新报》，1919 年 12 月 6 日）

筹办韩江学校成员由 12 人组成，其中筹办员及董事任命有重
叠，第一届韩江学校董事成员共 36 人，并由林连登任董事长一职。

三、1920：韩江学校草创期
自选定“韩江学校筹办员”后，筹委会即以“韩江学校筹办处”
的名义，于 1919 年 12 月中旬至 1920 年 3 月 8 日，一连在《槟城新报》
刊登办校进度。1919 年 12 月 15 日首登《鸣谢捐款》；1919 年 12
月 19 日登《韩江人办学近讯》，文云：
韩江同乡，筹办韩江学校，发起于春初。现告成立。民
国九年总协理又经举定。最可喜者，正总理举林连登君，
思想既极开通，输财复极慷慨，开始募捐，林君即认
一万元，可概见矣。昨闻友人言，林君对于此校，具极
大计划，务必使之为本埠有名之学校。对于校长一席，
十分慎重。拟本其总理职权，通函国内，延聘完全师范
毕业有名之教育家充任之，该校前途，深堪喜慰。想韩
江同人，皆明达之士，必深题林君之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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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1 月 5 日始刊登《聘请校长》启事，文云：
本校现聘请校长一位，月薪一百元，膳费在内，教授概
用普通话，惟须通晓潮音者。完全师范毕业，尝充当高
等小学校教授五年或二年以上者（须有该校年限证明书）。
有意者，请于本月廿五号以前，将履历住址投函寄交义
兴街泰丰栈，门牌二十四号便可。
槟城韩江学校董事部启
（《槟城新报》，1920 年 1 月 5 号）

自民国建立以后，新式教育体系积极推行国语教学，所以韩
江学校所刊登的聘请校长启事，首先要求教学过程中必须用普通
话，但也必须通晓潮州话。董事部本意当是配合中国教育部的法令，
亦顾及潮州社群的认同。同年 1 月 13 号开始刊登《槟城韩江学校
招生广告》（见图 1）其文如下：
（一）宗旨：本校以灌输其普通知识，养成高尚之国民
为宗旨。
（二）学级：分国民、高等二级。国民级四年毕业；高
等级三年毕业。
（三）学校：依照部定应有科目，高等级加课商业科。
（四）入学：本校收取学生不分界限，凡属华侨子弟，
有志向学者，均得入学。
（五）学费：国民一二年级，月收一员；三四年级月收
一员五角；高等级月收二员。贫穷者得准
说明理由免收。
（六）校址：本校临时校址，设吉灵街韩江家庙。
报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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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兴街泰丰栈

大门楼炎记

打铁街乃裕

打铁街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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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街仁裕

北索街大和
槟城韩江学校筹办处启
（《槟城新报》，1920 年 1 月 13 日）

（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图 1：《韩江学校招生广告》见《槟城新报》

1912 年孙中山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并于
1912 年 9 月 2 日颁布《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北
洋教育部档案》，1991：22） 其后于

1919 年 9 月 28 日颁布《教育部公

布小学校令·第一章·总纲》之“第一条：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
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
宗旨”（《北洋教育部档案》，1991：441） 从韩江学校的办校宗旨“灌
输普通知识”、“培养国民道德”可见，董事会筹办处是依据民
国政府所颁布的教育法令，并拟定相关细则。韩江学校所设编制
及学科亦按照“部定应有科目”当是依据《教育部公布校令》第
三章之教科与编制“第十条：初等小学校修业期限为四年，高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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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修业期限为三年”“第十一条：初等小学之教科目为修身、国
文、算术、手工、图画、歌唱、体操。女子加课缝纫。逼不得已时，
可暂缺手工、图画、唱歌之一科目或数科目。”“第十二条：高等
小学校之教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
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课农业。女子加课缝纫。视地方情性，
农业可以从缺或改商业，并加设英语；遇不得已时，手工、唱歌亦得
暂缺。”（《北洋教育部档案》：1991：442-443）。

尽管韩江学校的创办《缘起》有言“潮侨居留此间为数不少，
而求学子弟日益增多，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之专美，殊为憾事”，

然而学校开创之始，其培育和招收对象，并不局限于同姓宗亲或
潮籍子弟，而是“凡华侨子弟，有志向学者，均得入学”。1953 年
林连登为《韩江中学建校特刊》所作《序》中有言：“韩公治潮，
民感其德，而名其江，纪其功也。本校为发展侨教，以韩江而名其校，
亦即纪吾潮文化起于韩公也，或谓韩江属于潮人，仅能培植潮侨子弟，
此乃未明吾人建校之旨也”（《韩江中学建校特刊》，1953：5）虽此序离

创办韩江学校有 34 年之久，然韩江学校的创办与发展，无不在林
连登的推动下奠定基石。故而借此序文，亦可一窥其为韩江学校
设定的教育精神，不以畛域、帮派之利益，以灌输知识，培养高
尚之国民为宗旨。之后在 1920 年 3 月 2 日起，一连数日刊登“开
学启事”：
槟城韩江学校启事
本校定阳历三月 8 日（即阴历正月十八日）开学，诸生
务必于是午前九点钟来校行礼，此布。
中华民国九年三月二日
槟城韩江学校启
（《槟城新报》，1920 年 3 月 2 日）

1920 年 3 月 8 日韩江学校借吉灵街韩江家庙举行开学仪式，
根据《槟城新报》的报道，于《本屿》栏目有《韩江学校开学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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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埠韩江学校，昨日（十八日）行开学式。礼仪庄整，
学生将达六十名。董事暨学生之父兄，到者甚众，泱泱
华夏，济济一堂，诚潮侨空前之盛举也。（礼节从略）
是会首由覃树林君宣布开学旨趣，林连登君、周满堂君、
徐宗豪君相继训词，苏昌荣君演说。大致劝勉学生认真
勤学，宏哲伟论，语语劝听。查该校之创设，发起于去
年九月杪，距今未及四阅月，以极短少之时间，能成此
伟大之神圣事业，虽云一时布置未能完备，然其规模亦
大有可观。非该校校董之热诚备至，何克臻此。此所以
敬而志之，亦以观后效焉。
（《槟城新报》，1920 年 3 月 9 日）

此时，韩江学校仅是举办开学仪式，因其尚没有一所完备的
建筑作为正式学堂，在 1920 年至 1923 年间，学堂是暂借韩江家
庙所临时校址以进行教学。根据 1919 年 10 月 14 日的会议记录，
可知临时校舍极其简陋，记录云：“一、前厅左畔之房拆去；二、
内门一概收起；三、就有家私暂且收藏；四、临时校舍甚窄，由
学校租金提供教员住宿”（王琛发：2000：15）。于是在 1920 年间，
林连登有鉴于校舍简陋，遂召集潮人大众会议，即席慨捐一万叻币，
并向同侨殷商筹募建校基金。根据韩江学校筹备处于《槟城新报》
所刊登鸣谢启事，从 1919 年 12 月 15 日起，至 1920 年 4 月 17 日
止，韩江学校筹备共接获 100 条捐款，共 51,840 元（陈剑虹，2010：
111），其后筹办处将购置一片与韩江家庙为邻的校地，并建筑校

舍一座。

三、1923 至 1941：韩江学校的稳步发展
初期，华人办学与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密切关系，随着民国政
府渐重南洋华侨的影响力，政治介入学校，华校响应中国政治号
召以发挥影响力，进而威胁到殖民政府的统治及经济利益，由此
而关注并落实相关教育法令。1920 年 5 月 31 日，殖民政府以“一九二
战前韩江学校发展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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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教育条例”的名目，由海峡殖民殖民地立法议会通过首读 4。
7 月 6 日“条例”改名为“学校注册法令”并通过二次选读。条文
规定所有马来亚地区拥有十名或十名以上学生的华文学校必须向
当局注册，而政府当局得随时宣布何所学校为非法，并将其注册
取消。依据《槟城新报》之报道，1920 年 3 月 8 日韩江学校正式
开办时，学生人数将近 60 人，为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韩江学校
及教师亦依照法令进行注册。《学校注册法令》并没有影响学校
的发展，新校舍建筑的筹募依然是有条不紊的稳步进展。
19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9 日，韩江学校于《槟城新报》刊登《韩
江学校请柬》，定于 10 月 10 日举行开幕仪式。该文告的特别之处，
是将仪式整体流程完全公告社会，广邀各界人士前来共襄盛举，
（见
图 2）。

（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图 2：《韩江学校请柬》见《槟城新报》
4

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之监控，确在某些程度上，限制华校的各种政治活动，减
少“效忠中国”政治意识的成长。1920 年，殖民地政府为吸引华文学校对殖民地教
育政策的支持，除加强监督外，更宣布“津贴”制度，对符合教育法令，愿意配合
教育政策的华文学校加以补助。殖民地政府宣布，只要这些华文学校接受政府对其
课程及教科书之监督，就给予财政上的资助。但因当时绝大部分的华文学校，既有
来自中国的经费补助，又有当地华族社区财力上的支持，故多未接受殖民地政府有
附加条件的资助（古鸿廷，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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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韩江学校方有一正式校址作为完善的校舍，其后举行
一庄严隆重的仪式，以向社会宣告韩江学校百年发展之宏愿。《槟
城新报》在 1923 年 10 月 12 日的“本屿”栏目有《韩江学校开幕
志盛》：“外门高悬额扁一方，大书‘开幕纪念’四字。旁□联。
幕开韩江，汉族振兴赖学子；校建槟岛，欧风输入藉青年。”文中

并载林连登训词：
今日为本校开幕纪念日。溯本校创办于民国九年，迄今
四年，始行开幕者，阙当日学校系附设在韩江家庙，不
过暂备规模而已。幸我潮属同侨，热心诸君，踊跃捐助
本 校 基 金， 始 得 购 地， 建 筑 新 校， 现 已 落 成， 故 于 今
日举行正式开幕典礼。鄙人添居斯职，乐观厥成，要有
一二言，为本校诸学生告者。窃我侨创办学校，系体国
家兴学主意，欲以栽培诸生成才，翌日可为国家所用。
诸生当本此而行，尽心力学，毋怠毋荒，倘得学□成才，
对于国家，可以效力，对于自身，可谋自立，庶内一慰
父兄，外可慰师友。此鄙人所深望于诸生者，愿诸生勉之。5
创办新式教育，振兴民族、培养人才，为国所用，韩江学校
开幕对联与林连登训词彼此呼应，宣告了韩江学校办校之根本宗
旨。其后韩江学校进入稳步的发展，根据王爱洋《马来亚华教全貌》
所收录《韩江中小学简史》所载，韩江学校自开幕以来，学生一
直保留在百余人之间 6，学生的暴增是因受到暹罗政府教育政策的
改变 7，“迨一九三四年旅暹潮侨因环境关系，其子弟相继来槟就学，

5

本文所引《槟城新报》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之馆藏，并上载至网页，对外开放
参阅。文段中所标识“□”为扫描文件中模糊难辨字眼，故于此不作文意推测，仅
以“□”以示不可辨读。
6
根据陈剑虹的研究指出：（韩江学校）在初办的十五年中，韩江学校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学生来源。它纵然有着软硬体建筑和设备上的相对优势，学生人数的成长率仍
然偏低。1931 年时全校仅有八十余人，高级生七名，而每年开支则是三千余元。（陈
剑虹：2010，113）
7
1932 年，泰国政变后新政府曾严格执行民校条例和《暹罗强迫教育实施条例》，
还规定华文课每周授课不得超过 6 小时；不准采用含有唯国主义及政治内容的课本。
1933 至 1935 年间，华校因不合条例而被封闭的有 80 所；被强迫取消或自动停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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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秋，韩校为适应时势之需求，于是增辟课室，另租宿舍，以
资容纳，学生人数，遂由百余人而增至五六百名，教员由 45 人增至
十 45 人，校务大加刷新”（王爱洋，1961：30）。根据郑良树的考察，

截取了韩江学校在 1926、1929 及 1935 年的学生增长情况如下：
表 2：韩江学校 1926 年至 1935 年学生与教员人数
校名

韩江

1926

1929

1935

学生 140+

学生 148

学生 165

教员 6

教员 5

教员 7

高小与国民
共7级

高小一班
初小三班

五级五班
（无六年级）
（郑良树，1999：262）

或限于韩江学校于吉灵街建筑规模所限，学生人数维持较为
稳定，增长不显著。学校运作的经常性支出多靠潮州会馆的捐助
维持，如 1930 年至 1933 年，每年获得 1500 元，1935 至 1940 年
从 346 元至 1080 元不等（葛立功，2013：39）。1936 年，校长郑
文光鉴于韩校经费支拙，特具文呈请当地政府津贴。中国民国政
府行政院于 1932 年至 1936 年间，颁布系列“华侨教育法令”，
韩江学校又于同年十一月廿八日，遵照民国政府教育法令，向中
国教育部正式立案，并改名为“韩江小学”。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国家沦陷”之际，引发中华民
族抗日的决心，华侨子弟更是发出“为国育才，岂容故步自封”
的呼声，韩江学校董事会进而提出创办韩江中学之大计，更是潮
籍人士在教育领域的一大跨步。华社办学，财务多赖以宗亲、社团、
社会组织以及善心人士的慷慨解囊，教育之收效亦无法当下立见，
从为方言籍贯办学到为国育才的转变，是一个进步与兴办教育理

共 200 多所，因此，共将近 300 所华校停办。1936 年，泰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民校条例，
同时取消 1918 年的民校条例。新民校条例对华校的限制更多。见李屏（2018.8）《泰
国华文教育史研究综述》，《东南亚纵横》。见李屏《泰国华文教育史研究综述》，
《东南亚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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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转折。
1939 年，韩江小学校务日益发展，校舍渐渐不敷容纳，为
应付日渐增加的学生，董事长林连登出资四万二千元购买位于若
兰亚珍（Hutton Lane）洋楼一栋，拟捐献以改建为校舍。其后在
1939 年的一次赞助人大会上，林任可提议组织建校委员会，公举
林连登、林任可、丘竹帆、陈源泉、姚非丹、何如群、方君壮、
陈志杰、陈源泉、陈世容、陈梦灵、林若虚、钟可聚、戴淑源、
方世榮、方岑生、赖松善、蓝渭侨、苏永晓、周植南、杨悼云、
吴伟通、谢永嘉、胡福德、刘惠城、陈创韩、翁子铭、林子明、
纪合议、徐合运、连成发、连裕祥、林为卿、潘应祥、戴振顺、
周国钧，35 人为建校委员（林景汉，1991：34-35）。进而在 1939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缘起及奖例，其后发表《韩
江学校购置新校舍筹办中学募捐缘起》8。
1940 年 2 月，召开筹建校舍委员会议，经各委员研讨，因
若兰亚珍洋楼毗邻为新世界游艺场，环境喧杂，不适合充作校
地。其后，林连登另购车水路二百三十一号洋楼一座，连空地计
8

根据不同的史料记载，韩江中学建校缘起动机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筹办中学
的缘起是在 1939 年 12 月 16 日的潮侨大众会议提出；其二是 1940 年 5 月林连登捐
献连理园校地时提出。第一种说法是根据姚非丹为《韩江中学建校特刊》（1953：
54）撰写的《韩中建校经过》中记载：“本校扩充小学而进于筹办中学，方针既定，
遂于 1939 年 12 月十六日召开潮侨大众会议，讨论建校事宜，即席成立韩江中学建
校微会员，分头筹募基金。”又根据《韩江中学宿舍同学重聚纪念特刊》（1991：
34-35）载《韩江中学建校史（1939-1957）》载：“1939 年 12 月底，召开第一次
委会会议……推举林任可、姚非丹两君，草拟‘缘起及奖例’……岁暮 12 月三十一日，
召开第二次潮侨委员会议，通过缘起及奖例，进行广泛宣传”其后全文引录《募捐
缘起》，但文中未称此“缘起”之全名。而《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
年纪念特刊》收录姚非丹所撰写《募捐缘起》下有撰写日期为 1939 年 12 月（1995：
133）。此说是指韩江中学的建校动机是在 1939 年 12 月，林连登未购置连理园校
地前已发生。第二种说法是指，由于先后购买的若兰亚珍及车水路的两片为扩增韩
江小学所选定建筑校舍的地皮，不为政府批准，其后林连登购置了连理园三十一余
亩校地后，在 1940 年 5 月的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将其中十二亩地割让，以供建筑
新校舍，为创办中学，提供了空间，此说见王琛发《韩江中学金禧回顾半个世纪校史》
（2000：57-58）。而《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收录郑
永美《韩江草创师资鼎盛》一文中亦言“1940 年 5 月间，在委员会议席上，林董事
长报告募捐情况……本人已经购定亚逸依淡路丰顺，面积有三十一又四分之一英亩，
打算割让十二英亩为校地，以供建筑新校舍……座上都是热心教育的委员，以为韩
校既然有这么广大的校地，理应由扩办小学进而增建中学”（1995：135）。在未
见更详尽的文献资料以前，本文的撰写采用最早的文献依据，即采姚非丹所撰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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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万七千余方尺，总值二万七千元，并添捐一万三千元，凑足
四万元，捐献学校，以拓充韩江小学之用。然而，经地方政府工
程勘测，因地段偏狭，没有操场，不宜建设学校。最后，林连登
于 1940 年 5 月间，在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购得亚逸淡连理园，面
积三十一又四分之一亩土地，并将十二亩地捐献韩江小学充校地
并兴办中学。由林连登牵头之下，远近潮侨踊跃响应，数月之间，
各地认捐者已达八万二千余元。三易校地，为求将教育办好。然
而，事与愿违，于 1941 年韩江新校舍正当兴工之际，日军南侵，
建校计划遂告中断，为此韩江迁校，兴办中学之议案延后十年。
直至 1948 年，召开潮人大众会议，讨论创建韩江中学问题，临时
主席姚非丹报告林连登捐地缘由，并重新扩大筹建韩中校舍委员
会组织，并重拟“建校宣言”9，重拟的建校宣言，从围绕着振兴
民族，强调教育之根本目的，综述战前至战后筹办韩江中学的过程。
1950 年 3 月间，韩江中学建筑图纸，获得政府批准在案；4 月 19 起，
在各大报章刊登启事，找人投标承建；至 1950 年 7 月 15 日在连

及《槟榔屿潮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收录的《建校缘起》所署日
为说。
9
重拟建校宣言，全文如下：
“国家之盛衰隆替，视乎教育之良窳为断；昔人生聚教训，
奉为千古信条。欧风东渐，科学昌明，物竞天择，人为之淘汰益彰；我国开化最早，
数千年来，故步自封，教育既未普及，科学则幼稚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名
列四强，而次殖民地之讥犹在；外敌凭凌，强邻压境，奋起直追，挽狂澜于既往，
乃当前之急务；生聚教训，努力图存，为振奋民族之生机。吾潮以海滨邹鲁之邦，
秉先贤遗训，尚儒道，勇于进取，足迹遍全球，虽远客异域，而淳厚之风，未曾或渝。
殆所谓得礼教之先机者欤！槟城为南暹北马暨苏东之要衝，东西交通之孔道，贸易
繁兴，市肆殷骈，第户云连，而风光绮丽，景色幽奇，甲于南岛，有东方花园之雅誉，
最适于青年学子之清修。近境各地同侨子弟，年间负笈来槟就学者无数。千万潮人
之创业，同居于斯土，而目为第二家乡者，亦属不少。然教育事业之发展，则独瞠
乎人后，中等学校，竟付阙如；此外虽间有公立学校之设，亦如凤毛麟角，不可多觏！
既未能扩事容纳，遑论普及。况侨胞子弟，致浅试辄止，进修无门，殊有失培育后
代创业勘卅之本旨。民国廿八年间，同侨林连登先生等，鉴于时势之需求，发起筹
办韩江中学，登高一呼，纷纷响应。首由林连登先生独立购赠校地一片，计三十余
英亩，价值不赀，各地同侨殷户，相继踊跃输将，不期而巨款筹集。方已成功在迩，
不胜欣庆，不幸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进行中止。和平后疮痍未复，物价腾贵，商情
维艰，而建经资，较前突增数倍，需款竟达数十万。同人等力绌身长，筹措极感困难，
原定计划，无从全部实施，迁延迄今，良堪扼腕，惟事关整个同侨百年树人大计。
自非群策群力，共同奋斗不为功。我潮人素以急公好义著称于南洋，每逢慈善公益，
靡不竭力以赴，对兹空前盛举，定能一本初衷，当仁不让，力促其成，深望慨解义囊，
集腋成裘，使同侨子弟，求学有所。将来校舍落成，巍峨矗立于风光明媚之槟江，

64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理园校地举行奠基典礼，着手兴工建筑。1951 年 2 月 1 日中学启
用新校舍，2 月 2 日宣告开学，自始潮人创办了一个从小学到中学
的完整教育体系。

结语
1912 到 1935 年间，中国推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颁布了系列
从小学到大学的新教育制度，这些事件也冲击着暂居马来亚的华
人。1911 年至 1941 年是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
期也是中国的重要变革时期。国家命运的走向引动南洋的族裔的
牵挂，在地兴办现代式小学及创立华文中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
大小市镇蓬兴发展，兴学办教传承民族文化为国培育人才的热潮，
在此时几乎牵引着华人社会运动的走向，也可看出当时人们是如
何重视教育的影响力。纵观两份宣言以及韩江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可以得出一个总结——槟榔屿潮人的兴办教育目的与姿态，不只
是基于帮派族群文化的利益关系或为保存方言文化。在兴学办教
的过程中，更是呼应着母国的变革，“兴邦救国”是潮人打出兴
办教育的一大特点，进而在战后的马来语的政治环境与政策变迁
中，发出保留民族之根的呼声。韩江学校的创立，是集潮人单一
方言群为主力的华文小学，本着不落人后，徒让他人专美的姿态
创办，而韩江中学的创办已然是超越了以畛域帮派之分，发展中
华民族之侨教，侨居这片南洋土地，以不为外族所同化。熊叔隆
为《韩江中学建立特刊》所写《序》中指出，华文教育之宗旨“宣
扬我国文化，实为主体，而以训练有用人才为目标，使其适合当
地环境，为将来事业发展……华人子弟，最低限度，亦应受全部
华文高小教育，然后方能初步明了其祖国之文化，不然者，则海
外侨胞，不出数十年，经过三代之变迁，外形依旧，而实质全非。”
（熊叔隆，1953：9）维系民族生存之根本，培养族群之文化传承与历

史意识是华文学校建立的根本宗旨。
春风化雨，广被南溟，为潮人焕一异彩，确立万事不朽之基，岂吾潮侨之幸，亦全
侨之福也。”（林景汉，19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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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Han Chiang School
before World War II:
From The School Founding Declaration (1919)
to The School Founding Fund Collection Declaration (1939)
Yeoh Kim Chua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bstract: Han Chia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by
the Malaysian Teochew community. From investigating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it was found tha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initiated
by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Penang is due not only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ohesion of the dialectal group, but it also echoes the reform back in
China. The School Founding Declaration published by Han Jiang Ancestral
Temple in 1919, and The School Founding Fund Collection Declaration in
1939 reflected a change among the Teochew community’s attitude towards
education. While the initial objective was to ensure that the Teochew
community did not lag behind other Chinese dialectal communities, it
subsequently morphed into a patriotic rationale to save their homeland (i.e.
China). Subsequently, during post-WWII period,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limate and policies again shifted the schools’ focus to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al roots. As Han Chiang schools grow, their missions vastly exceeded
the boundary of regions and dialectal groups and it now champion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means to preserve Chinese culture and to deter
assimilation so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does not lose its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Before the World War II, Penang, Han Chiang School,
Declaration

中文系之“文学”研究
——韩大中文研究学士课程设置路径**
黄美冰*
摘

要

放眼中文世界，中文专业素以“中国文学”、
“汉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或“汉语言文学”为名——以“文学”入名而
其缘由与现实如何？中、台、港、马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
之“文学”现实有何异同？观照马来西亚大学其他语文的语言文
学专业设置，与“英语语言文学”在英国——不同的语境对各地
各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台
湾、香港、马来西亚各大学院校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主要对象，
兼及英国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与马来西亚大学的马来语、英
语、泰米尔语语言文学专业等课程设置，进行内容分析。藉由此，
比较与反思四地中文专业之课程设置与文学教育，以求更好地把
握与描述显在的事实，进而更好地理解中文学科历时的意涵。在
跨地域、跨语言的比较视野中，探讨潜在之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致力于建设优质且独树一帜的韩江传媒大学中文研究学士课程。
关键词

*

中文系   课程设置   文学   大学

黄美冰博士，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副校长（发展与研究）暨中华研究院院长。
Email: bpengooi@hju.edu.my
**
本论文从《名实之间——中、台、港、马大学中文专业课程之“文学”研究》修
正而来，该论文曾于 2016 年 7 月 23-24 日，于台湾文学馆主办之第二届“从误读、
流变、对话到创意：战后台湾、香港、马华文学场域的形成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发表。

前言
在中文世界中，中文专业素以“中国文学”、“汉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或“汉语言文学”为名——不少热血文青因而误
闯，一心兑现作家梦；家长们一边疑惑这样一门学科到底葫芦里卖
的什么药，得知中文系全名则平添疑惑：“你们只教中国的语言和
文学吗？”，一边听着就不免琢磨门里门外冷暖悬殊：“文学何
价？”然后携子女落荒而逃；同学们如果死心蹋地， 惟中文系不
读，多少会受亲友冷眼与热嘲，甚至与家人发生或大或小之矛盾与
对峙，方才凯旋归系或长期对抗；另一些家长或同学，则满心以为
中文系“好读”，横竖都是“自己人”，至少会听会写会说，视中
文系如同家常便饭，也常常因此垂死挣扎，半路出家；在我国，
“Chinese Studies”与“中文系”都容易让人以为是一个学语言和语
文的地方——许多不谙中文者，甚至商家老板都会嘀咕嘟哝：堂堂
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系，就不能开办华文班，教教中学生、公司职
员、达官贵人？……打着“语言文学”之名堂，中文专业其实怎
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研究者以为，是时候
跳脱出来，重新打量、审视与思考，以辨析中文系之名与实，以明
晰我们的足下。
鉴于此，本研究之研究问题为：
1. 中文（中国文学/汉文学/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以“文学”入名之起源与沿革为何？
2. 以“文学”为名的中文（中国文学/汉文学/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之课程设置——其“文学”之实如何？
3. 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文学”现实有何异同？
4. a) 和“英语语言文学”对照比较，普遍上，“中国语言文
学”专业与之有何异同？不同语境如何影响专业的设置？
b) 和马来西亚各大学之“英语语言文学”/“马来语语言文
学”/“泰米尔语言文学”对照比较，普遍上，（尤指马来
西亚各大学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与之有何异同？不同
语境如何影响专业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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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思四地大学中文专业之课程设置与文学教育——有何新的
思考与启发？

一、研究方法与设计
论文的结构将以以上研究问题为主，设计上以每节一题一一依
序进行相应的探讨与论述。
方法上，研究以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各 5 所大学院校
之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为主要对象，兼及 3 所英国大学的英国语言文
学专业与 3 所马来西亚大学的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语言文学专
业之课程设置，进行课程搜集、整理、分析、归纳与分类，对中文
专业以外之马来语与英语内容作出中文翻译，进而进行内容分析，
以：
ͳǤ 分析概括中、台、港、马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 色
（参见表 2 至 5）；
ʹǤ 分析比较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异同（参见表 6）；
͵Ǥ 观照英国、马来西亚之英文、马来语、泰米尔语专业课程设
置之属性与特色（参见表 7 至 10）；）
ͶǤ 提出问题与思考。
30 个研究对象的选择以综合参考各类对相关专业的排行榜而选

出五地居于榜首之大学院校（详见表 1），课程设置及其内容则主要

依据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间各大学院系官方网页上的课程信
息与资源。

表1：研究对象概览
大学院校与院系名称

专业

中文




中
国

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专业文凭 / 本科（/大学部）之
专业 / 课程设置
(1)
(2)
(3)
(4)

中国文学
汉语语言学
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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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2.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1) 汉语言文学
(2) 汉语言

3.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 汉语言文学

4.

南京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1) 汉语言文学

5.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
言文学系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1) 汉语言文学

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 中国文学系学士班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 国文学系学士班

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 中国文学系大学部

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中国文学系大学部

10. 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 中国文学系学士班

6.

中文
7.

8.
台
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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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文

马
来
西
亚

11.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
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本科
生课程

12. 岭南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

(1) 中文系本科生课程

13. 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 中国语言文学文学士
（荣誉）学位课程

14.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 中国语言文学
(2) 中国历史文化
(3) 翻译

15.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
学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 中文及历史文学士
（Chinese Stream）
(2) 中文及历史文学士
（Cultural Heritage
Stream）
(3) 中文及历史文学士
（History Stream）

16.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1) 语言与文学
(2) 社会与文化

17.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18.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1) （荣誉）文学士 （中
文）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1) 中文（荣誉）学士学位
BA (Hons) in Chinese
Studies

韩大中文研究学士课程设置路径

75

19. 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文

马
来
西
亚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ew Era College

20. 韩江学院中文系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Han Chiang College

(1) 中文专业文凭课程
Diploma in Chinese
Studies

21. 牛津大学英语学院
Faculty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Oxford

(1) BA (Hon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BA (Hons) English and
Modern Languages
(3) BA (Hons) Classics and
English
(4) BA (Hons) History and
English

22. 剑桥大学英语学院
The Faculty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 Undergraduate English
Course

23.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 English BA

24. 马来亚大学英语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Malaya

(1) BACHELOR OF ARTS
ENGLISH

25. 国民大学语言研究与语言
学学院
School of Language Studi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
(2) Linguistics
(3) Literature in English

英
国

英语

马
来
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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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语言文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2 (in
Collaboration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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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与传播
学院英语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英语

马来
语





泰米
尔语




马
来
西
亚

(1)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English Language
(2)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English Literature

27. 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院
Academy of Malay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1) Bachelor of Professional
Malay Languages
(2) Bachelor of Malay
Socio-Culture
(3) Bachelor of Malay Arts
(4) Bachelor of Malay
Linguistics
(5) Bachelor of Malay
Literature

28. 国民大学马来语言文学文
化研究中心 School of
Malay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 Malay Literature
Programme
(2) Malay Language Studies
Programme

29. 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与传
播学院马来语与语言学学
院
Department of Mala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1)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Malay Language &
Linguistics
(2)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Malay Literature

30. 马来亚大学印度研究系
Department of Ind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1) Bachelor of Arts Ind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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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文学”之名：“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探源
中文（中国文学Ȁ汉文学Ȁ中国语言文学Ȁ汉语言文学）专业以
“文学”入名之起源与沿革为何？以“文学”之名，需要对“中国
文学”、“汉文学”、“中国语言文学”或“汉语言文学”专业之
“文学”溯源与梳理——先探讨“文学”之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演
变。
“文”，本义“纹”，《说文解字》：“错画也，相交文。”
原意为丝织物的文理，物件的文理。后来，凡是有组织性的、有条
理的东西就说它有“文”；引申到人文活动，就概括为礼乐、制
度、文字等一切意义建构的系统。《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
出 则弟 ，谨 而信 ，泛 爱众 ，而 亲仁 。行 有余 力， 则以 学文 。 ”
“文”于此中指向“一切学问”。《论语•先进篇》：“德行：颜
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
路；文学：子游、子夏。”则把“文学”等同于“文”，即典籍与
诗书礼乐；“文学”亦等同于“学术”、“经学”。甚至于，在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属于“文
学”的范畴内：“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
程 ，叔 孙定 礼仪 ，则 文学 彬彬 稍进 ，《 诗》 、《 书》 往往 间 出
矣。” 将经、史、子、诗、骚、乐府、铭箴等统称为“文”是广义
的文学观。
一直到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文”才建立起了今日文学
形式的尺度：“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
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之序文中，进一步细化了“文学”
之意涵：“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
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
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并没有很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
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文学”一词，则与今日“文艺学”相
似。而中文世界之“文学”概念，据说最早从日本传入。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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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日本翻译“”为“文学”。五四时期中国也接受这
种西方的文学观念。然而，何谓“”ǫ
Literature， 取自拉 丁文“Littlerature”，“Littlera”意为“文
字”，“Literature”即指“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罗马时代至 18
世纪，Literature 指向“文献、著作、学问、学术、知识、思想”。阿
尔诺德（Mathew Arnold）的诠释便可见“文学”之广遍：“文学是
一个广泛的名词，它可以解释为：凡是经由书籍而达到我们这儿来
的知识，都是文学。”（1882） 18 世纪的英国文界进一步区分“文
学”与“非文学”，“文学”包括：历史著作、自传、书信、哲学
书籍、诗歌，而街头小调、通俗文学、戏剧则属于非文学。19 世
纪，文学的范畴逐渐缩小，仅仅限于“创造性”的和“想象性”的
作品。其时与此后，对“文学”的探讨与论说也是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
狄•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世界上第一有知识的文
学，其次有力量的文学。前者的职能，在于教导；而后者的职能，
则在于感动。”将“力的文学”指向“软的文学”——诗歌、小
说、戏剧等。（1848）

布洛克（Stopford Brooke）：“所谓文学，我们说的是那些有才

智的男女所写出来的思想和感情，而能安排出一种形式，来给与读
者以快乐。”（1879：5）

亨特（Theodore W.Hunt）：“文学是经由想象、情感和趣味而

用文字写出来的思想的表现，它用的是一种非专门的形式，来使一
般的人们对它容易了解，容易发生兴趣。”（1906）

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文学理论》

中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条件，包括：篇章结构个性表现、对语言媒
介的领悟和采用（语言的特殊用法）、不求实用的目的和虚构性。
“其中每一术语都只能描述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或表示它在语义
上的一个特征；没有单独一个术语本身能令人满意”，因为“一部
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
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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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森（William Henry Hudson）：“文学，第一，是由于它的
题材和题材的处理，来引起一般人士的趣味；第二，是以形式的要
素和形式的快乐作为骨子的书籍所构成的，也只有这种书籍才可以
把它构成起来。文学的作品，和天文学、经济学、哲学，以及历
史，这些特殊论文之所以不同，第一，因为文学不是诉诸于一部分
特殊的读者阶级，而是诉诸于一般的男男女女；其次，特殊论文的
目的，在于传授知识，而文学作品的理想目的，则不管是否传授知
识，要在依靠处理题材的态度，来获得一种美的满足。” （1963：
10）

更甚者，当代学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则挑战，也试图

瓦解一切定义：“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因此也就无从给予文
学客观的定义，只能由人们主观认定。”（2003：14）

综括而言，文学的概念是流变的。每个时代被称为文学的东西

并不一样。既继承自前人，也因时代的要求而变化，因各家之说而
丰富。文学的定义，不论中西，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
的文学泛指一切学问知识及文化内涵，或泛指一切著述；狭义的文
学则指诉诸感情与想象，以激发读者兴趣与感动的纯文学作品。
至此，可以想见：“文学”入名之中文专业也许走上两条道路
——依广义之文学观或狭义之文学观。研究对象中较早的中文系，
即北京大学中文系，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898 年京师

大学堂创办之初，即有“文学”科目，但并非独立组织形态的系
科。1910 年分科大学开办，中国文学门正式成立，1919 年改称中国
文学系。（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网）此后，北师大
（1902）、南大（1914）、浙大（1920）、复旦（1925）中文系都
设立“（中）国（语言）文学系”。尔后，中国、台湾、香港、马
来西亚等地之中文系也维持着与前者相仿的体制与课程。综观当今
各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不难发现，取（或自然而然以）广义文学
观设系办学者居多；而纵观各别大学历时的体制变革，则有从广义
过渡至狭义文学观之发展势态——此两者且作本研究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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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文学”之实：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
及“文学”现实分析比较
回应研究问题 2，本节试图探讨：以“文学”为名的中文（中国

文学Ȁ汉文学Ȁ中国语言文学Ȁ汉语言文学）专业之课程设置——其
“文学”之实如何？研究就研究对象中的中、台、港、马之大学院
校与院系，在分类分析的基础上各对其中文专业或课程之名称、结
构、文学比重及显著特色作出概括（见下表 2-5）。
在中国，各大学对外的中文专业Ȁ课程名称是一致的，都以专业
入名。在北大与复旦，专业直属中国语言文学系，而北师大与南大
则将专业直属文学院。从中国各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看来，北师
大的课程门数高居中国五大中文系第一，共 142 门，而北大的本科
中文专业最多，共 4 个。与复旦一样，同设有语言与文学专业——
北大细分为“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复旦则有较为综合的
“汉语言文学”与较为纯粹的“汉语言”；北大更设有四地本科Ȁ大
学部未见之“古典文献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看出对古典文
献与语言应用性的着重。课程类别而言，北大、南大、浙大是兼而
有之，复旦不设社会历史文化类课程，北师大则不设哲学思想类课
程。选修课上，北师大与浙大各见特色——北师大将选修课划为九
大模块，其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模块相当显著，共 19 门，文艺
学模块共 29 门，较其他模块高，也高于其他大学。此外，北师大选
修课也设有民俗与民间文学模块。浙大的课程结构在四地大学中显
见其独特性——必修之余，在专业模块下设普通班、基地班、影视
与动漫编导方向。基地班相等于精英班、重点培育班，故课程门数
与学分数要求相对普通班要更高；“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置入中
文专业也是前所未见，课程包括：影视艺术、电影史、中国当代影
视文化、影视与动漫编剧技巧。文学与非文学的比重上，除了北大
（35：47），其他大学文学课程之门数都较其他类别课程门数高。
特色课程而言，各大学的特色课程在一般的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中显
得新颖、值得借鉴（参见表 2）——众多特色课程在顾及学术性的同
时也呈现一个取向，即学科应用性的强调：北大设中国说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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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设汉语言文学专业英语；北师大设教师语言艺术；而浙大的特
色课程更强调编辑出版与电影电视。

表2：中国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专业/课程设置

大学院校与院系

名称

结构

文学：
非文学

其他特质

（约略）

o

1.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1) 中国文
学
(2) 汉语语
言学
(3) 古典文
献学
(4) 应用语
言学（中

（不详） 

35：47

文信息处
理）

o

o

o

2.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1) 汉语言
文学

(2) 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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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
（不详） 

o
o

（从略）

本科专业设
“古典文献
学”，在传统
学术课程设置
之余，侧重版
本、古典文
献、考据等古
典文献类。
“汉语语言
学”之余，另
设“应用语言
学”专业；
特色课程：国
际汉学研究视
野、中国说唱
艺术。
汉语言文学专
业上，文学类
课程的比重较
其他类别高出
逾 ͷ 倍。
不设社会历史
文化类课程。
特色课程：汉
语言文学专业
英语。



3.

4.




北京师范大
学
文学院

南京大学文
学院

(1) 汉语言
文学

(1) 汉语言
文学

A. 学科基础
课
B. 专业选修
(a) 古代汉
语模块
(b) 现代汉
语模块
(c) 语言学
模块
(d) 中国古
代文学
模块
(e) 中国现
当代文
学模块
(f) 比较文
学与外
国文学
模块
(g) 文艺学
模块
(h) 民俗学
与民间
文学模
块
(i) 语文教
育模块

88：54

A. 学科专业
课程
B. 指定选修
课程
C. 其他选修
课

29：22

o
o

o
o

o

o

o

选修课分模块；
课程门数高居
四地第一，即
学科基础课 18
门，专业选修
124 门，共 142
门。
不设哲学思想
类课程。
比较文学与外
国文学模块共
19 门，文艺学
模块共 29 门，
较其他模块
高；与其他大
学相比较，也
有显著的比
重。
其他特色模
块：民俗与民
间文学模块。
特色课程：教
师语言艺术。

整体课程设置
相对简略、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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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5.

浙江大学人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
学系

(1) 汉语言
文学

A.专业必修
B.专业模块
(a) 普通班
(b) 基地班
(c) 影视与
动漫编
导
方向
(d) 选修课
程

o
o
38：24

专业模块设普通
班、基地班ͳ 、
影视与动漫编
导方向、选修
课程。
特色模块：影
视与动漫编导
方向。
特色课程：版
本学、出版学
概论、编辑学
概论、中国编
辑出版史、校
勘学、目录
学、电视节目
策划与编导、
欧洲影片分
析、亚洲影片
分析、美国影
片分析。



在台湾，整体而言，各大学中文专业课程的专业名称设置较为

统一：（一）都以“文学”入名；（二）一系一学士课程；（三）
冠系名。差别只在于有称“学士班”者（台大、台师大、清大），
有称“大学部”者（政大、成大）；有称中国文学系者（台大、清
大、政大、成大），有称国文学系者（台师大）。与中国北师大一
样，台师大的课程门数不但高于台湾其他四所大学中文系，也高居
四地第一，共 171 门；其次为政大，共 150 门；成大也有高达 119 门
课——门数之多，为中、港、马所不及。课程类别上，北大、南
大、浙大是兼而有之，成大与清大均不设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类课
程。选修课上，台师大师培生必选修之哲学思想类课程相当显著，
共 42 门，比重上较其他类别高出近一倍或以上，也冠四地大学。其



ͳ  基地班一般指中国国家专门拨款培养某一方面的人才，学生除了享有一般学生的全部权

利，也享有专项基地奖学金。学校也将优先推荐基地优秀学生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或选送
到国外深造。相等于“精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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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也有应用性之取向（详见表 3），尚且将书法分为四门课—
—书法（一）（二）、书法研究（一）（二），也显见其对书法艺
术之着重。相较于中、港、台，从课程设置也见出台湾三所大学中
文系对书画艺术的认可与用心——台师大四门书法课程与“汉代画
像的文学阅读” ；成大也设国画、书法课程；政大甚而将书法列为
必修课，同时设置系列相对完整的书画选修课：书法、绘画、篆刻
（详见表 3）。政大文学类相关的特色课程也既生动且实用：中国歌
谣、文学与图像专题、题画文学、儿童戏剧、传记文学、戏剧与制
作。清大的汉学英文与复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英语如出一辙，研究
者以为是本专业走出中文世界的重要桥梁。而清大语文学学程下强
调应用性之课程（详见下表）则在为同学准备教学之长。文学与非
文学的比重上，台大（32：31）悬殊最小，政大（84：66）、成大
（58：61）、清大（34：41）基本相当，后二者虽有逆差，但远远
不比台师大较明显的反差（55：116）。
表3：台湾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专业/课程设置
大学与院系
名称

6.




国立台湾
大学
中国文学
系

(1) 中国
文学
系
学士
班

结构
A. 必修课程
B. 群组必修
C. 选修
(a) 经学
(b) 史学
(c) 学术思想
(d) 古典文学
(e) 现代文学
(f) 其他

文学：
非文学

其他特质

（约略）

o
32：31

o
o

整体课程设置
相对传统。
文学与非文学
课程比重悬殊
最小。
特色课程：音
乐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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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7.

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
国文系

(1) 国文
学系
学士
班

Ǥ必修
Ǥ必选修
(a) 文学组
(b) 经史组
(c) 师培生

55：116

o

o

8.

国立政治
大学
中国文学
系

(1) 中国
文学
系
大学
部

Ǥ必修课程
Ǥ群修课程
(a) 思想类
(b) 语言文学
类
(c) 选修课程

ͺͶ：

o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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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非文学
课程比重为负
一倍。
师培生必选修
之哲学思想类
课程共 42 门，
较 其 他 类 别
高；与其他大
学相比较，也
有 显 著 的 比
重。
特色课程：汉
代画像的文学
阅读、书法、
诗歌吟诵学、
演说与辩论、
书法研究、国
际汉学引论、
编辑与采访、
数位内容与语
文教学、中文
网页艺术与设
计、文字布置
与文雅生活。
书法列入必修
课程；选修课
程也包括系列
中国文艺相关
的 课 程 ， 计
有 ： 中 国 歌
谣、书法篆刻
研究、宫廷绘
画史、书法名
文名作选读、
中国艺术史、
中国书法史、
行草的辨识与
赏析、中国书
法理论史、书
法美学。
其 他 特 色 课
程 ： 中 国 歌
谣、文学与图
像专题、题画
文学、儿童戏



剧 、 传 记 文
学、戏剧与制
作、注释学。
o

9.

国立成功
大学
中国文学
系

(1) 中国
文学
系
大学
部

A. 系核心课程
B. 跨领域课程
C. 语言及文献
学领域
D. 经学与思想
领域
E. 古典文学及
文学理论领
域
F. 现代文学及
文学理论领
域
G. 实用文学及
主题文学领
域

o
o
58：61
o

o

10. 国立清华
大学
中国文学
系

(1) 中国
文学
系
学士
班

A. 系定必修
B.专业选修
(a) 古典文学
学程
(b) 学术思想
学程
(c) 近现代文
学与文化
研究学程
(d) 语文学学
程

o
o
34：41

o

文学与非文学
课 程 比 重 相
当。
不设世界文学
与比较文学类
课程。
传统学科领域
之余，明码设
置“实用文学
及主题文学领
域”。
特色课程：读
剧与演出、意
象学、戏剧制
演、数术学概
论、敦煌学、
国画、书法、
古典诗吟颂教
学。
文学与非文学
课程比重基本
相近。
不设世界文学
与比较文学类
课程。
语文学学程下
强调应用性之
课程：华语教
学通论、华语
文教材教法、
华语文阅读认
知 与 教 学 实
习。
其 他 特 色 课
程：旅行与文
学。

对外，综观香港各大学中文专业课程的专业Ȁ课程名称，则见各
别的设置出入甚大：（一）港大以专业为名；（二）中大与岭大以
“本科生课程”入名；（三）城大冠文凭名作“文学士”；（四）



韩大中文研究学士课程设置路径

87

浸大同时声明文凭与学位“文学士（荣誉）学位课程”。中大、岭
大、浸大的中文专业直属中国语言文学系Ȁ中文系，港大的直属中文
学院，而城大的则直属中文及历史学系，也因之于 2016 年将其中文
专业的学位与文凭名字易为“中文及历史文学士”（参见香港城市
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网）。整体而言，香港各大学的中文专业课程
门数不算高，中大最多，共 74 门；港大最少，共 39 门。除了城大
（25：30），其他大学的文学类课程都多于非文学类课程，中大
（48：26）与岭大（39：19）甚且高出一倍。课程类别上，中大、
浸大、城大兼而有之，岭大与港大中文专业均不设社会历史文化类
课程。选修课上，中大古典文学类课程相当显著，共 31 门，较次高
类别（现代文学类，15 门）高出一倍，也较其他大学高出近一倍
（岭大），或更多。放在比较的视域里，城大的 GroupB 选修也颇具
特色，系列课程（详见表 4）强调学科的应用性，面向职场，为实用
型课程类。相较于一般的中文课程设置，中大之五四女作家研究、
浸大之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关照、港大之“病美人：明清文学中的
性别与疾病”更趋向专题研究，俨然提早将研究的视野下放、普
及。特色选修中，香港的大学对“创意”也有所强调（在中、台研
究对象之课程中尚未发见）——浸大开设中文创意写作法；港大开
设创意与写作；城大开设中文创意写作。
表4：香港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专业/课程设置
大学与院系
名称

11. 香港中文
大学
中国语言
及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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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语
言及文
学系
本科生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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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A. 基本科
（必修课）
B. 专业科
（选修课）
(a) 古典文
学
(b) 现代文
学
(c) 古代文
献
(d) 语言文
字学

文学：
非文学

其他特质

（约略）

o

48：26
o

古典文学类课
程较其他类别
高出许多，共
31 门；较次高
类别（现代文
学，15 门）高
出一倍。
文学类课程也
较其他类别课
程高出一倍；



12. 岭南大学
中文系

13. 浸会大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1) 中文系
本科生
课程

(1) 中国语
言文学
文学士
（荣誉）
学位课程

(1) 中国语
言
文学
14.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
(2) 中国历
史文化

A. 专业必修
B. 专业选修
(a) 中国古
典文学
(b) 中国现
当代文
学
(c) 中国语
言学
(d) 中文
写作

A. 核心课程
B. 选修课程
(a) 思想
文化
(b) 语言
文字
(c) 古代
文学
(d) 现代
文学

A. 一二年级
初级课程
B. 三四年级
高级课程
C. 四年级总
结性学习
体验课程

39：19

o

特色课程：五
四 女 作 家 研
究、出土文献
专 题 、 目 录
学。

o

文学类课程较
其他类别课程
高出一倍；
特色课程：儿
童文学研究与
写作、中文文
书写作：公关
与广告。

o

o
o
30：28

o

o
24：15

文学与非文学
课 程 比 重 相
当。
毕业论文为可
选项：论文Ȁ创
作。
特色课程：传
统中国文化的
现代观照、中
国目录学、中
文 创 意 写 作
法。

特色课程： “病
美人”：清代文
学中的性别与
疾病、创意与
创作。

（从略）

(3)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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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4) 中文及
历史文
学士
（Chinese
Stream）

15. 香港城市
大学
中文及历
史学系

A. 核心课程
B. 选修课
(a) Group
A
(b) Group
B
(c) Group
C
(d) Group
D

25：30

文学与非文学
课程比重为负
数。
特色课程组：
强调学科应用
性之 GroupB 及
其课程，包
括：对联诗词
写作入门、普
通话交际传意
应用、普通话
办公室口语传
意、中文口语
传意、中文说
明文写作、中
文创意写作、
政府及公共行
政中文、法律
中文、商业中
文、广告中
文、传媒中
文、中文编辑
与写作、中文
学术写作、中
文教学、高级
商业普通话，
共 15 门。

(5) 中文及
历史文
学士
（Cultural
Heritage
Stream）

（从略）

(6) 中文及
历史文
学士
（History
Stream）



在马来西亚，相对而言，中文课程设置较前三者简易和趋同：

（一）多直属“中文系”（唯新院对外也称“中国语言文学
系”）；（二）课程门数较少，区间也最小，最多者未过 50（马
大，44 门），最少者只有 30（韩院）；（三）基本都设有与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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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华人相关之课程（详见表 5 各大学院校特色课程）；（四）课程
结构一律划以必修与选修；（五）课程类别都兼而有之。不同的
是，入名的有以专业的（马大），其他（拉大、南方、韩院）有以
文凭学位的，新院甚且以浙大的双联关系入名，亮出的是学生未来
的可能，而非实质的课程内容设置及其实际可得之文凭
（Diploma）。除了拉大与新院，其他大学的文学类课程都少于非文
学类课程，马大（17：27）反差最大，其次为南方（15：24）与韩
院（13：17）。专业上，唯马大设有两个专业：语言与文学、社会
与文化。也因于后者，使得社会历史文化类课程占整体课程逾四分
之一，共 12 门。系列地域性社会文化课程也颇具特色（详见下
表），高居全马之首。其“翻译：理论与实践”更是综观四地中文
系——未见其二之课程。拉大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南方的书法、
新院的中华艺术与文化创意、韩院的初级采访也为本国独家，各有
侧重。
表5：马来西亚大学院校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专业/课程设置
大学院校与院
系

名称

文学：
非文学

结构

其他特质

（约略）

o
o

16. 马来亚大
学中文系




(1) 语言与文学

A. 必修课
B. 选修课

17：27

o

文学与非文学课
程比重为负数。
社会历史文化类
课程居专业门类
最高，共 12 门，
也较国内其他大
学院校之中文专
业之首。
地域性华人研究
课程显著，包
括：东南亚华人
社会与文化、华
人企业文化、华
人文化、华人宗
教、马来西亚当
代华人政治研
究、马来西亚华
人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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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 社会与文化

92

（从略）

17.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
院中文系

(1) （荣誉）
文学士
（中文）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A. 必修课
B. 选修课

18. 南方大学
学院中文
系

(1) 中文
（荣誉）
学士学位
BA (Hons)
in Chinese
Studies

A. 必修课
B. 选修课

19. 新纪元学
院
中国语言
文学系

(1) 中国语言文
学学士课程
（2+2）
Bachelor of
Arts in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2 (in
Collaboratio
n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A. 必修课
B. 选修课

20. 韩江学院
中文系

(1) 中文专业
文凭课程
Diploma in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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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翻
译：理论与实
践。

A. 必修课
B. 选修课

o

特色课程：马来
西亚华人研究、
中文工具书使用
法。

o

特色课程：马来
西亚华人史、华
人文化研究与社
会调查、书法。

o

特色课程：马来
西亚华人研究、
中华艺术与文化
创意。

o

特色课程：马华
社会与文化、马
华人物选读、华
人民间信仰概
论、初级采访。

21：17

15：24

20：13

13：17



综观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其设置虽因地而异，却也共享一些特
质。回应研究问题 ͵，表  就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的相通Ȁ共同与
相异Ȁ不同作出比较与概括。
表6：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之异同比较
中文专业课程设置

中国大学

相同之处

专业Ȁ
课程
名称

相异
之处

香港大学

马来西亚
大学

1.

“中国语言文学系”包含文学与非文学类课程——前
者取广义文学观，后者取狭义文学定义；

2.

课程门数多（马除外），其他多在 50-170 门区间；

3.

或多或少，始强调学科的应用性；








专业与
院Ȁ系
之关系
与属性

直属“中国语
言文学系”Ȁ
“文学院”

直属“文学
系”（中国文
学系Ȁ国文学
系）

属性多元

多直属“中
文系”

课程
结构

选修模块层次
不一

选修多以大小
类别分类Ȁ组Ȁ
领域Ȁ学程

选修多以大
小类别分类Ȁ
组Ȁ模块

划一：必修
、选修

文学ε非
文学

4

1

3

2

文学δ非
文学

1

3

1

3

文学≈ 非
文学

-

1

1

-



社会历史文
化类课程比
重较其他三
地显著

其他特
质




台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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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观照：“英语专业”在英国与马来西亚
三语专业设置
诚如前言研究方法与设计所提及，本节首先回应研究问题 4a：
和“英语语言文学”对照比较，普遍上，“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与
之有何异同？不同语境如何影响专业的设置？与上节一样，研究将
对英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进行属性与特质的分析、概括（详见表
7），进而将之与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比较。其次，回应
研究问题 4b：和马来西亚各大学之“英语语言文学”/“马来语语言
文学”/“泰米尔语言文学”对照比较，普遍上，（尤指马来西亚各
大学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与之有何异同？不同语境如何影响
专业的设置？研究将对马来西亚各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马来
语言文学专业、泰米尔语言文学专业进行属性与特质的分析、概括
（详见表 8-10），进而将之与四地大学中文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比
较，同时，比较英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与马来西亚的英语语言文
学专业设置，以及马来西亚各大学四语（中文、英文、马来语、泰
米尔语）语言文学专业设置。
表7：英国大学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大学院校
与院系

21. 牛津大学
英语学院
Faculty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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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设置
名称

(1) BA (Hon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BA (Hons)
English and
Moder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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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A. Compulsory
B. Optional
(a) Course I /
(b) Course II
(focuses on
earlier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文学：
非文学
（约略）

其他特质

o
25：6

（从略）

特色课程：
Tragedy 悲剧、
Afrofabulation
寓言。



(3) BA (Hons)
Classics
and English
(4) BA (Hons)
History and
English

22. 剑桥大学
英语学院
The
Faculty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 Undergradu
ate English
Course

23. 伦敦大学
学院
英语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 ENGLISH
BA

A. Compulsory
Papers
B. Optional
Papers

A. Compulsory
Modules
B. Optional
Modules

23：6

o

特色课程：
Lyric 歌词

o

特色课程：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文学再现与同
性恋史。

18：5

表8：马来西亚大学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大学院校与院系

专业/课程设置
名称

结构

文学：
非文学

其他特质

（约略）

o

24. 马来亚大学
英语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Malaya




(1) BACHELOR
OF ARTS
ENGLISH

A. Core
Courses
B. Elective
Courses

24：7

特色课程：
Exploring
Travel
Literature 旅行
文学探索、
Creative
Writting 创意
写作、
Advertising
Discourse 广
告话语、
Theatre
Performance in
English 英语
剧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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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民大学语
言研究与语言
学学院
School of
Language
Studi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6. 博特拉大学现
代语文与传播
学院英语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1)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

（从略）

(2) Linguistics

(3) Literature
in English

（即将开办）

(1)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English
Language

（从略）

o
(2)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English
Literature

（不详）

17：5

特色课程：
Play
P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
Techniques 戏
剧出品与表演
技法

表9：马来西亚大学马来语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专业/课程设置
大学院校与院系
名称

27. 马来亚大学
马来研究院
Academy of
Malay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1) Bachelor of
Professiona
l Malay
Languages
(2) Bachelor of
Malay
SocioCulture
(3) Bachelor of
Malay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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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文学：
非文学
（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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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略）

其他特质



(4) Bachelor of
Malay
Linguistics
o

(5) Bachelor of
Malay
Literature

A.系核心课
程
B.专业核心
课程
C.专业选修
课程

27：7

o

o

28. 国民大学
马来语言文学
文化研究中心
School of Malay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o
(1) Malay
Literature
Programme

(2) Malay
Language
Studies
Programme




（不详）

14：9

伊斯兰相关
课程：源于
伊斯兰的马
来研究、伊
斯兰文学、
马来伊斯兰
文学、文学
文本中的爪
夷文字研
究、伊斯兰
文学；
其他特色课
程：创意写
作：理论与
实践、商业
文学、文学
与律法。

伊斯兰相关
课程：伊斯
兰文学。
其他特色课
程：创意写
作、美学与
舞台制作、
法律与宪政
文学、旅游
与文化出
品、文化产
业

（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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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Malay
Language
&
Linguistics

29. 博特拉大学
现代语文与传播
学院马来语与语
言学系
Department of
Mala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98

（从略）

A. Core
Courses
B. Minor

(2) Bachelor of
Art - Major
In
Malay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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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用语
言研究
(b) 英文
(c) 马来文
(d) 传译与
翻译
(e) 阿拉伯
文学
(f) 华语语
系文学
(g) 英语文
学
(h) 马来文
学传播
学
(i) 伊斯兰
教育
(j) 写作
(k) 英文专
业写作
(l) 表演艺
术
(m) 资源管
理

o

16：7

o

伊斯兰相关
课程：马来
伊斯兰文
学。
特色课程：
创意人才培
养、多媒体
中的文学、
批判与创意
斯思维



表10：马来西亚大学泰米尔语专业课程设置之属性与特色分析概览
大学院校与院
系

30. 马来亚大学
印度研究系
Department
of Ind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2

专业/课程设置
名称
(1) BACHELOR
OF ARTS
INDIAN
STUDIES
(LANGUAGE
AND

文学：
非文学
结构

o
A. Core
Courses
B. Elective
Courses

16：6

LITERATURE)

(2) BACHELOR
OF ARTS
INDIAN
STUDIES
(SOCIOCULTURE)

其他特质

（约略）

o

无哲学思想
类课程。
特色课程：
天文学与占
星术对泰米
尔文化的影
响

（从略）

诚然，研究承认不同语系之语言文学，因各自的历史发展脉络
不同而必然各有特色，然而，在课程设置比较研究的视域里，更可
以观照和发见各别的特质与异同。综观表 7-10，可以看出，不论是
英国的“英国语言文学”或马来西亚的英语、马来、泰米尔语言文
学专业，和四地中文专业设置上较为显著的差别在于：（一）课程
门数少（22-34 门）；（二）课程类型更集中于文学类，非文学类课
程多属于实习、论文等总结性课程（英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也侧
重语言文字类）。英语专业在英国和马来西亚的设置也略有不同：
在英国，古典文学的比重较为显著，在马来西亚，则具有“现代”
与“应用”意义的文学类课程比重较高——此特质也和马来西亚的
马来语言文学专业设置相一致。哲学思想类课程在英国的英语语言
文学专业上是缺席的，社会历史文化类课程与世界文学Ȁ比较文学类
课程也极少。放眼马来西亚四语教育，则马来语言文学专业与英语
专业较为相似，一系之下设有 2-5 个专业，以“文学”入名者必然可
以更纯粹，也更有“专攻”。马大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与泰米尔语



2




经研究调查，马来亚大学是国内唯一开办泰米尔语言文学专业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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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学专业也如出一辙，在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之余，另设会文化专
业——作为对外交流或内部自强的窗口与管道，这般设置在多语国
家的意涵就不言而喻了。相对而言，其他院校的中文专业就略显单
一，甚或单薄，一系之下设一专业，课程基本相似，未见各院校较
为显著之特色。

五、反思“文学”
与“中国（/ 汉）（语言）文学”专业
综上分析与比较，研究兹此提出几个问题，藉以反思与探讨四
地大学中文专业之课程设置与文学教育：
1. 扰人耳目的是广义文学观与狭义文学观之间的默契？
诚如前言所提及的各种经验问题——从学生的、家长的、公众
的种种不解和疑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更加倾向于狭义的
“纯文学”观。以此观来要求各地的中文专业，就显得缘木求鱼，
甚或“奢望”；不以此观来要求则任由中文学科一脉相承，越往
后、往外则愈是包罗万象。马来西亚各大学院校尤其试图以简化之
名 堂“ 中文 系” 淡化 这之 间的悖 理， 却也 引来中 文系 （ Chinese
Studies）作为学习与研究语言之误解。到头来，文学的位置在哪
里？中文专业的设置方向或变革之需——（或也碍于没有契机）也
乏人问津，只有知其故者安于此中，意义持续在“外界”纷然。
2. 课程门数宜多还是少？
3. 课程涵盖的领域/范畴宜大还是小？
4. 如何传统？怎么现代？
在考察中文专业的视域里，从 30 门至 171 门者有之，其他研究
对象的课程门数则较均匀地在 22-34 门之间。那么，究其竟，课程门
数宜多还是少？课程多，对学生而言意味着选择多，对管理意味着
成本高，对学术意味着自由与生气蓬勃；除却成本，俨然正向。然
而，门数一多，也会引来不好把握的问题：我们致力于培养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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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才？如果单就课程设置看来，尽管不明初衷，我们对英国
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的一目了然。然而放眼中文专业的设
置，我们对本“专业”的要求又显得超乎专业本身，并且不断扩
张，不能，也不愿放弃任何传统的学科领域，又在时代的进程中加
入许多现代与实用面向的课程，甚至模组——“专业”变成需要重
新被正视和定夺的词藻。仿佛我们从来不曾被这样培养过，也不会
那样要求——我们不培养专才？我们成就的是全才与通才？ 抑或
是，课程多少、领域大小、传统与现代的取舍未必需要有度？
5. 保留同质还是创造特色？
毫无疑问，在本研究中，最为闪亮的，莫非相关专业、模组、
课程所披露之特色。特色使对象鲜活、突出，无疑将为专业打造最
好的品牌，以立足，以利营销。然而，我们如何评价浙大打出的影
视与动漫编导？我们如何看待政大将书法列为必修课，同时设置系
列相对完整的书画选修课（书法、绘画、篆刻等）？特色不单给出
余地，更给出另一番天地——若然中文世界中各大学院校都致力于
打造各家的中文专业特色，那么中文天地必然宽敞无垠 ——那时
候，我们和我们的中文专业与子弟是渐行渐远吗？在已然异化的世
界再行异化，“中文系的人”会不会愈发失去对话交流的平台？
6. 坚守学术还是面向应用？
综观本研究，无论四地中文专业，或英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专
业，或马来西亚的英语、马来、泰米尔语言文学专业，纷纷披露其
现代与应用面向——中国以浙大为甚；台湾则除台大（清大也较
少），台师大、政大与成大都有较具规模的实用性课程；城大更开
办一组 15 门的实用性课程，从对联诗词写作入门，到中文教学与高
级商业普通话。诚然，传统学术的路径，不但为我们培养学术人
才，也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之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者；现实不可
违，面向职场也是本专业在本世纪保持与创造其竞争力、活力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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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发挥最大价值？
诚然，在学术型和实用型课程之间，我们面对一把尺的问题、
取和舍的问题——因为，另一个现实是：学生的课时有限——我们
要在这般有限里填入什么以使之获得（并可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这个以外，另有一个现实条件是：减低成本，以求收支平衡；最好
成本最低，回报最高。

六、打造韩大中文系学士课程特色
下表为本院系的中文研究学士课程结构设置（表 11）与选课方
案（表 12）3，在照顾传统学术的培养之余，也致力于文学教育，同
时为同学们进入职场稍做准备——我们以为，可以逆向思考课程的
设置方向：读中文系的人，毕业之后，可以怎样？三条大道显而易
见：走上学术的路途；写作或投入文学教育；直接进入职场。前者
为传统之道，综观各大学院校的中文专业设置——这个路径依然最
为显著。其次是我们乐见的、为培育写作人或文字、文学工作者—
—这个在设置之前，在本国是“无门”，有志者常常不明所以，失
望而返。通过这样的设置，我们希望可以在本国推动华文文学写
作、阅读与欣赏、批评，将之普及化，也算是填补多语语境下中小
学华文教育对华文文学之不逮。再者，即面向职场，为甫毕业就需
投入职场的同学准备更多可能与技艺。










3

课程结构与方案虽主要由研究者主导，各类别课程的设置也仰赖时任全职讲师的几位同事之
协作，她们是：叶耿瑾、林佳慧、陈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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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韩大中文研究学士课程结构设置
核心课程 （Core）(20 门/61 学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中国历史（一）History of China I [3]
中国历史（二） History of China II
[3]
中国文学史（一）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 [3]
中国文学史（二）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I [3]
古代汉语（一）Classical Chinese I [3]
古代汉语（二）Classical Chinese II
[3]
中国哲学（一）Chinese Philosophy I
[3]
中国哲学（二）Chinese Philosophy II
[3]
中国文化导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3]
文艺导论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3]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3]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3]
中国现代文学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中国当代文学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3]
文选 Selected Readings in Classical
Prose [3]
诗词选 Readings in Chinese Poetry [4]
马来西亚华人史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3]
马来西亚文学 Malaysian Literature [3]
基础写作 Fundamental of Writing [3]
研究方法论 Research Methodology [3]

选修课程（Elective） (5 门/10 学分)
1.

2.
3.
4.

5.
6.
7.
8.

9.

经学名著选读 Readings in
Confucian Classics [2]/ 子学名著选
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2]
文学经典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Chinese Classics [2]
音韵学 Phonology [2]/ 文字学
Philology [2]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laysian Chinese
Beliefs [2]/ 中国史地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2]
曲选 Readings in Selected Qu [2]/ 古
典小说精读 Intensive Readings of
Classical Novel [2]
台湾文学 Taiwan Literature [2]/ 香
港文学 Hong Kong Literature [2]
世界文学 World Literature [2]/ 比较
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中国物质文明与历史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in China [2]/
马华历史人物选读 Selected
Recitation in Malaysia Chinese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2]
语言与文化 Language and Culture
[2]/ 汉语方言学 Chinese
Dialect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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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中文
ͳǤ

专业选修（Major Elective）ȋǦͳͲ 门Ȁʹ 学分Ȍ

语言学研究专题
  
 ȏ͵Ȑ
中国历史专题
  
 ȏ͵Ȑ
中国哲学专题
  

ȏ͵Ȑ
古典文学研究专题
  
 
ȏ͵Ȑ
古典文学批评专题
  
 
 ȏ͵Ȑ
现当代文学研究专题
  


ȏ͵Ȑ
本土研究专题
Selected Topics on
Local Research [3]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3]


ʹǤ
͵Ǥ
ͶǤ
ͷǤ
Ǥ

7.
8.

应用中文

创意中文

毕业作业：学术论文
Academic Dissertation
[6]

ͳǤ

ʹǤ
͵Ǥ
ͶǤ
ͷǤ

Ǥ
Ǥ
ͺǤ


创意思维
ȏʹȐ
诗歌鉴赏与创作
ǣ 
ȏ͵Ȑ
散文鉴赏与创作
ǣ 
ȏ͵Ȑ
小说鉴赏与创作
 ǣ
 
ȏ͵Ȑ
影视文学与创作

ǣ
 
ȏ͵Ȑ
现代戏剧与剧场表
演

 ȏ͵Ȑ
歌词研究与创作
 ǣ
ȏ͵Ȑ
广告文案研究与创
作

ȏ͵Ȑ
毕业作业：文学创作
Creative Writing [6]

ͳǤ
ʹǤ

͵Ǥ
ͶǤ

ͷǤ

Ǥ
Ǥ

ͺǤ






职场入门
 

 ȏʹȐ
说话的艺术
ȏʹȐ
新闻写作与报导

ȏ͵Ȑ
广告文案研究与创作


ȏ͵Ȑ
职场写作 
ȏʹȐ
翻译理论与实践
ǣ
  ȏͶȐ
中文编辑
ȏʹȐ
中文教学与对外中文
教学 

 
 ȏͶȐ

毕业作业：职场实习
Industrial Training ȏȐ 

通识教育课程（MPU &大学必修 ）ȋʹ͵ 学分Ȍ

͵ͳͳ͵ /͵ͳͶ͵ʹȏ͵Ȑ
͵ͳʹ͵ Ȁ ͵ͳ͵͵ȏ͵Ȑ
͵ʹ͵͵Ȁ͵ʹͳ͵ȏ͵Ȑ
͵͵ʹ͵ȏ͵Ȑ
͵ͶʹʹȏʹȐ
Engish for Communication ȏ͵Ȑ
ȏ͵Ȑ
  ȏ͵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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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韩大中文研究学士课程设置与选课方案便览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20]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20]

第一学期 [20]

第三学年
第二学期 [20]

第一学期 [16-20]

第二学期 [14-18]

核心课程 （Core）[15]

核心课程 （Core）[15]

核心课程 （Core）[12]

核心课程 （Core）[10]

核心课程 （Core）[9]

专业选修 （Major Elective）

中国历史（一）[3]
中国文学史（一）[3]
古代汉语（一）[3]
中国文化导论[3]
基础写作 [3]

中国历史（二）[3]
中国文学史（二）[3]
古代汉语（二）[3]
文艺导论[3]
语言学概论[3]

中国哲学（一）[3]
中国现代文学 [3]
现代汉语 [3]
文选 [3]

中国哲学（二）[3]
中国当代文学 [3]
诗词选 [4]

马来西亚华人史 [3]
马来西亚文学 [3]
研究方法论 [3]

[12-16]

选修课程（Elective）[4] 3 选 2

专业选修 （Major Elective）
[4-8] 8 选 2/3

选修课程（Elective）[2]
2选1

选修课程（Elective）[2]
2选1

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
中国史地概论 [2]
经学名著选读/
子学名著选读 [2]

中国物质文明与历史/
马华历史人物选读 [2]
文学经典选读 [2]
通识教育课程 [3]

通识教育课程 [3]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3]

Presentation Skills [3]

选修课程（Elective）[2] 2 选
1
音韵学/ 文字学 [2]
台湾文学/ 香港文学 [2]

语言与文化/ 汉语方言学 [2]
曲选/ 古典小说精读 [2]
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 [2]

1/2/3（组内）+2/1/0（跨组）
学术中文

中国历史专题 [3]
中国哲学专题 [3]
古典文学批评专题 [3]

通识教育课程 [6]
通识教育课程 [6]

马来文不及
格之本地生
Bahasa
Kebangsaan A
[3]

Religious Philosophy [3]

本地生
Hubungan
Etnik [3]
Tamadun Islam
dan Tamadun
Asia [3]

留学生
Bahasa
Melayu
Komunikasi
2 [3]
Pengajian
Malaysia 3
[3]

毕业作业

学术中文

学术中文

语言学研究专题 [3]
古典文学研究专题 [3]
现当代文学研究专题 [3]
本土研究专题 [3]
社会语言学 [3]

学术论文 [6]

创意中文

创意思维 [2]
现代戏剧与剧场表演 [3]
广告文案研究与创作 [3]
应用中文

应用中文

职场入门 [2]
职场写作 [2]
广告文案研究与创作 [3]

说话的艺术 [2]
新闻写作与报导 [3]
翻译理论与实践 [4]
中文编辑 [2]
中文教学与对外中文教学 [4]

通识教育课程 [3]
Academic Writing [3]

专业选修
（Major
Elective）[6]

4/5（组内）+2/1/0（跨组）

诗歌鉴赏与创作 [3]
散文鉴赏与创作 [3]
小说鉴赏与创作 [3]
影视文学与创作 [3]
歌词研究与创作 [3]

创意中文

留学生与马
来文及格之
本地生
Negotiation
Skills [3]

15 选 4/5/6

学期长假 [6]

创意中文

文学创作 [6]
应用中文

职场实习 [6]

通识教育课程 [2]
Self-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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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设置没有万无一失，我们只求在权限内能力所及处，以
更有侧重与指向地培养本地学术人才、创意写作人以及各行各业
的优秀人才，尽善尽美。随着同学们理论知识的提升，再经系统
的训练和实践，各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有不同的挥发天地——独
立进行学术研究，有利于未来的研究或教学事业；善批评、鉴赏、
创作有创意、意义的作品；善表达、分析、推理和组织，有利于
他们未来在任何职场上驰骋，尤其涉足或开创文化、教育、媒体、
出版等相关的事业。
设置课程之前，在韩江学院迈向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进程里，
我们深深明白：如若韩大即将是一家 Kopitiam（传媒大学学院），
喝咖啡的顾客（报读传播与媒体专业者）必是多数——有多少人
愿意走入 Kopitiam 品尝一杯清茶？如是故，我们致力于打造只此
一家的普洱，不但温和有蕴藉，也香醇多功益；不一定最正统，
也未见最有名，却一定极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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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iterature” of Chinese Studies:
Approach towards Curriculum Design of
BA (Honours) in Chinese Studies
Ooi Bee Pe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bstract: Within the Chinese world, Chinese studies programme is often
named “Chinese Literature”, “Han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r “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they typically contain
the term ‘literature’. But in reality, how is “literature” differently interpreted
by curriculum designers across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laysia?
Looking at curriculum design of other language studies in Malaysian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gramme in
the UK, how do different national contexts influence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different language studies?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content analysis
on curriculum design of Chinese Studies in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laysia universities, but also looks into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grammes in UK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Malay, English and Tamil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grammes in Malaysian
universities. The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reflect on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Chines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across the four nation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describe their differenc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t also aims to explore potential problems within a cross-regional and crosslinguistics comparative frame and seek to propose new ideas,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ive to offer a quality and distinctive Bachelor of Chinese
Studies in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 studies, curriculum design, literatur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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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潮州的经世风教
与温廷敬的议政意识
陈腾*
摘

要

经过陈澧与张之洞相继的改革与倡导，清代中后期潮

州“经世致用”的学风深入士子人心。在西学之风炽盛的背景下，
温廷敬承续这一学风，与潮州士人通过学堂与媒介，融通中西以
更新潮州学界的知识结构。温廷敬自己亦借由报纸议事论政，诠
释传统士人如何借由西方社会科学以达“经世致用”，从而实现
身份转型。
关键词

潮州学风   温廷敬   经世致用   西学   议政

从“东塾学派”到张之洞：潮州风教的背景
清代中后期，岭南的学术文教经由阮元主倡的学海堂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粤学”自此更换了此前“白沙、甘泉之学”的面目，
形成了以经古考史之学为核心的“汉学”传统。但是，这种朴学
风气的流衍似乎只是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省垣及其附近的地方，此
中的原因自然与省属书院，诸如学海堂、广雅书院、菊坡精舍等
文教机构的地域分布有很大关系。反观潮州一域，则此地文士对“粤
学”转向的接受明显滞后于上述地方 1。潮州的文教风气自来就有
“闽学”笼罩的影子，特别是南宋一代，莅潮的官师几乎都是福
建人士，其中多有朱熹的门生，所谓“自庆元以后，官师不少为

陈腾，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研究实习员。Email: 1005375464@qq.com
吴榕青曾依凭地方志和碑刻材料对潮州书院作了全面的考察，认为“清初的潮州书
院教育依然还是理学的天下，后来书院又基本上成了举业的准备场所”。（2001：
70）
*
1

朱子一系人物”（饶宗颐，1996：398），这种浓厚的理学氛围延续至
清代，恰好与清初政治高层推行的文化政策十分吻合，这在某种
程度上也使潮州学术自成坚壁，加重了其固守传统的惰性。
承阮元之后，使“汉学”传统在岭南延续并且更新的当属陈
澧及其身后的“东塾学派”。“汉宋兼采”为此派学术理路的核
心要义 2，此中“汉学”的训诂考据在陈澧眼里是体贴汉儒方法的
重要途径，参以宋儒的义理能够避免单求考经的繁琐，如此调和
二家，方能规避他眼中的“今时学术之弊”：
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
近儒异；著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
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
迭木架屋。（陈默，1931：175）
由此不难看出“东塾学派”既重经史功底，又务实求是的学风。
而更为关键的是，陈澧曾身经两次鸦片战争，故而他的学术背后
也隐含着不少现实关怀。在陈氏的论说中，突出“读史”在学术
中的地位显然不是泛泛之议，而是有意针砭当世“天下之乱由于
做官者不知读书，读书者不知做官”的时弊（陈澧，2008：363）。
陈澧意欲借精研学术锻造人才，从而实现学政合一的思路和
张之洞的心意可谓十分契合。1884 年张之洞督粤，“粤学”又再
次遇到改塑传统的机会，洋务出身的张之洞除了面对“汉宋之争”
的学术史传统之外，还必须回应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空前震荡的“西
学”因素的挑战。在张氏眼中，传统的经史学问自是不能丢，关
键还在于如何使学人既有中学的根底，又能引入西方学术，使之
能够因应时务，用新的政治观念处理现实问题，这或许是更为重
要的当务之急。所以，在彼时的张之洞眼中，传统的经史之学似
乎已逐渐成为学人的一种修养，并非以往专门研究的学术对象，
而与此同时，洋务实学成为与之并行不废的时兴学问 3，因此，其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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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眼光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清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汉宋”议题。
从现实政治和学术挑战出发，张之洞更倾向于“发掘东塾经说中
隐含的经世倾向”4。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学术传统衍变的是广雅书
院的学生。在他们的课艺作业中，陈澧学问中经世致用的一面屡
屡被提及，比如陈澧主张将《周礼》和《大清会典》配合阅读，
讲道学者必讲礼学，以及《考工记》与西学相通等 5。由此可见，
张之洞一脉的文教体系激活了广东传统学术中“通经致用”的一面，
并使之成为当时主导的学术风气。
前述潮州的学风士风在阮元主掌广东文教的时代是滞后于全
省主流的 6。但至迟到了光绪年间，这种风气已经出现了松动甚至
有改易的契机，金山书院的成立就很能反映学术风尚转换的消息。
1877 年，时任潮州镇总兵的方耀拨款兴建金山书院。以军功起家
的方耀为政潮州达 9 年之久，期间兴办学务是其致力的重点，此
外无论是河修海防，治理狱讼，均表现出雷厉风行和务求实效的
一面（陈泽鸿，2004：373-376），于此似乎也预示了书院日后引导潮州
士人群体形成“经世”意识的隐脉。书院辟在潮州城北，颇具深
意的是，此处正是理学大儒周濂溪祠的旧址所在，故而周围仍留
存着许多潮州理学传统的象征：“院前为崇道堂，中祀文昌，左
祀韩昌黎，右祀周濂溪”（饶宗颐，1949：29），而此时建立的金山
书院已呈现出与这种以道学为宗尚的学术传统不甚相同的姿态。
这一点从书院掌教人选的安排上就可以看出其中端倪，首任掌教
陈维岳以及其后的廖廷相正是出身学海堂的东塾弟子，可以想见
训经课古的学风开始渗透此区。
张之洞督粤期间改造中学系统的眼光并非仅仅局限在省府地
馆，创设水陆师学堂等等。详参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第 111 页。
4
张之洞在督粤期间广延陈澧的门生故旧经营广雅书院与书局，“东塾学派”成为其
改造“中学”的重要学术资源，而忧患意识和经世务实的质素成为张之洞对陈澧一
派“多有会心”的内在契机。陆胤、对此做过详细的探讨。可参看陆胤《政教存续
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
5
陆胤通过考察《广雅书院文稿》，全面分析了“广雅院生的陈澧观”，从中梳理出
以陈澧为代表的地方学统被张之洞所主导的文教体系改造的痕迹。具体可参看陆胤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第 103-106 页。
6
据吴榕青的研究，在阮元开办学海堂之后，“固守理学遗风的潮籍学人直到光绪前
期居然无一人入读学海堂”。（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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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金山书院为潮州“九属生员肄业之所”的地位，其所具备的
引领风教的作用不可小觑。或许正是出于此因，1887 年，张之洞
巡阅潮州的时候特意视察金山书院，并且“饬建书楼院左”（饶宗
颐，1949：29）。张氏建筑书楼的饬令当与他不满潮州的学风有很大

关系，彼时金山书院虽然已经成立十载，但是书院教授的重点仅
仅是应付科考的时文，这与此时张之洞所力倡的“经世致用”的
学术立场极为龃龉（蔡起贤，1995：134-136）。由于有张之洞督令在前，
潮州知府方功惠对书楼的建设十分用心，其中对书目与版本的选
择自然考究有加，据传这里不无为任一方向督抚夸耀文教治绩的
因素在 7，这也恰好说明地方行政首领在政治权势的规范下，开始
参与对地方学风的整顿。金山书楼的藏书书目今已不可考见，但
其中所代表的学术路向则应当已烙上张氏的影子。后来掌教韩山
书院的丘逢甲曾参观过金山书楼，其为书楼题下的楹联似可以为
我们提供一点参考：“西北揭阳岭，东南太平洋，此楼萃山海奇
观，望远登高，顿生八表经营志；刺史韩昌黎，衙官赵天水，所
学得圣贤宗旨，读书论世，莫负千秋尚友心”。书院的山水风景
和历史传统，让向以新学新政眼光打量世务的丘逢甲不忘强调“经
营”、“论世”，足可想见书楼之藏书的学术旨趣所在。此外，
张之洞对金山书院的掌教人选似乎也有其考量。就在张氏巡阅书
院过后的第二年，作为陈澧后学代表的吴道镕入主书院的讲席。
这个时间点与张之洞致力整合广东地方学统的时期相合。而事实
上，地方书院一直没有离开张氏的视野，这在掌舵书院人选的考
虑上有所体现。湖湘诗人邓辅纶之弟邓绎曾经主讲河北致用书院，
学术理念与张之洞以学术影响世道人心的主张颇为吻合，张氏因
此欲聘之为潮州金山书院的主讲，但是最终未能成行 8。虽然没
有确凿的证据，但先在韩山书院任教的吴道镕突然在此时移席金
山，或许正与此有关。无论是经世风气浓厚的湖湘出身的邓绎也好，

7

蔡起贤先生亦是从潮安的前清廪贡生王永锡老人处获知此中来龙去脉，见蔡起贤
《金山书楼与藏书》，载《缶庵论潮文集》，第 135 页。
8
陆胤引邓绎《藻川堂全集》中《复两粤制军张香涛之洞》及所附《两粤制府张香涛
来书》对此有所勾稽，见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
人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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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素来隐含“经世倾向”的东塾后学吴道镕也罢，这种人事的
安排正好说明张之洞时代主导的学术风气已经流衍至潮州，并将
在此后发生深远的影响。

新眼光审视下的潮州经世风教
从掌教书院人员的递嬗看，金山书院与“东塾学派”有着深
厚的渊源，自第一任的陈维岳和廖廷相、再到后期的吴道镕和温
仲和，均是出自陈澧门下的翘楚。同为陈澧高足的梁鼎芬曾在《答
杨模见赠之作》中对陈氏门生做过一次概览，大约他所提到的人
物均是声名较为卓著的，廖廷相与温仲和皆名列其中，从所谓的“后
来富俊彦，略记温（仲和）陈（伯陶）汪（兆铨）”寥寥数语中（沈
云龙、梁鼎芬，1972：226-227），则不难看出，温仲和在陈门的殿军派

生徒中属于较为突出的。就在金山书楼建成两年之后，金山书院
于 1894 年聘温仲和掌教席，主要是以“训诂之学课士”（饶宗颐，
1949：29），主讲义理的大埔人杨国璋四年之后才由书院聘任。于

此可见，书院彼时意欲标尚的学术乃在于经古之学，可以认为这
是延续了张之洞督粤时期有意营造的学术风气的结果。温仲和此
时入主金山，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其作为东塾后学，具备深
厚的经史修养，为学讲求实事求是 9，对敦实地方士人的学养有重
要意义。但如果深究一层，他旧学功底背后留心西学，通经致用
的学术面向恐怕也是地方主政者物色人选时重要的考量因素。
考察潮州学风的嬗变，温仲和自然不能被轻易放过。只是由
于他功名不彰，且很早就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束身修行，专意学
术文教，所以温仲和几乎成为一个被现代学术史所忽略的人物。
温仲和（1849-1904），字慕柳，嘉应州人。光绪己丑登榜，和丘
逢甲是同科进士。丘逢甲当年倡议守台曾有意邀请温仲和前往，
但温氏并未前往，丘逢甲内渡之后，两人恢复联络，过从甚密，“无

其《为学通议 • 辩经第一》对经学史之评断很见眼光，曰“献王好古，实事求是；
司农著论，悉信亦非，其于经之辨，思过半也。”（吴道镕原稿、张学华增补、李
棪改编，1973：30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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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不相见，见则商榷古今利病是非，齗齗连日夜”，“两人者
相视常莫逆也，如是者十年”（温仲和，1935：27），10 被岭东人士目
为“温丘”（丘逢甲，1994：329）。丘逢甲在温仲和殁后悲恸异常，
连写《温柳介先生诔》、《温柳介先生墓志铭》和《温慕柳先生
像赞》表彰其遗懿大节，对温仲和平生治学的路数也多有心得之语：
治群经，尤精“三礼”。游太学时，翁相国同龢、潘尚
书祖荫先后管学，祭酒则宗室盛昱，皆朝望也。太学时
称多士，君课常最；于《礼记》，成《三礼经纂》上焉，
管学、祭酒咸震许，都下一时盛传之。并世经生多锢守，
不通天下大局，君治经务致用。（丘晨波，1994：329）
除了《三礼经纂》，温仲和在翰林时还撰有《读〈春秋〉〈公
羊〉劄记》及《求在我斋经说》，则辩经守诂乃其学问的根本，
然而，他又能跳脱出传统经生的视野，留心世务，此一点不能不
说乃真得师传。温氏之特别留心“三礼”，其实也有其别有会心
之处。陈澧亦曾主张将《周礼》和《大清会典》配合阅读，就是
意在借之以通治事，温仲和承续乃师的观点，又多有发挥，认为
“六经昭如日月，而礼之用特繁”，“大无不包，六艺于斯总会，
小无不备，百家归其系连”，甚而将“礼”作为沟通宋学的中介：
抑又闻之，朱 子 晚 年，惟 订 通 解；横 渠 讲 学，本于礼意。
仲尼《燕居》云：“礼 也 者，理也”。《乐记》云：“礼
者， 理 之 不 可 易 者 也”。故 礼 学 即 理 学 也 。 礼 以 明
节文，理以分其条理，是以博文之后，以约礼为极；多
识之余，以一贯为归宿。圣人之教，其在斯乎。（吴道镕，
1973：310-311）

此类观点带有鲜明的“东塾”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隐藏
在具体观点之后的视野和思路，很能反映这一辈学人博纳闳通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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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这一质素不容忽视，对于像温仲和、丘逢甲这样经历国族
文化巨变的学人来说，关心致用和善于变通的头脑有助于学者主
动出击，自我调整知识结构。在丘逢甲看来，温仲和对礼学的重
视已经不再拘囿于融通汉宋这一层面了，背后其实有以中学证西
学更为深远的考量，这一点恰好与丘逢甲甲午之后所致力传播的
新学思路相一致。故而，诸如“君每言，战国后为中国退化时
代；考古人良法善政，与泰西互证可行于今者，求史不如求经。
三礼为政典所存，故于群经尤嗜之”这样温仲和曾说过的话多年
后还让丘氏记忆如新，足证丘氏对此说倾心的程度（丘晨波，1994：
329）。

对于温仲和这一辈学人来说，“通经致用”不仅仅是发挥经
典中关涉风俗人心、典章制度的精义，还要衍申到与西学相互衡
量的语境中，这就要求士人别具只眼，不但要超越训诂的传统学
术视野，进而发掘经史典籍中牵涉现实政治的议题，还要参入西
学的眼光，使中西之学能够汇合，新旧知识能够融通。温廷敬作
为温仲和颇为得意的弟子，对师氏的学问自有自己一番深刻的体
会：“言汉宋之学歧于国朝诸家，而兰甫先生持其平。言中西之
学盛于近时诸儒，而吾师观其通数。先生者，皆断然为一代之言，
能主持夫风会而不为风会所溺也”（温丹铭，2014：421），此论对学
术风气嬗变的概括堪称到位，前述张之洞改造粤学传统时有意挖
掘陈澧沟通汉宋之余隐含的经世倾向，那么风会移转到温仲和这
里，中西、新旧学术的碰撞更加激烈，则调和汉宋已经成为遥远
的学术史议题，更为迫切的是如何调和中西，应对世变，恐怕这
才是这股“经世”风潮的核心旨趣所在。
最能体现温仲和平生学术立场的文章当属《为学通议》。篇
中专辟一章谈士人学者如何因应时势，串联今古。《为学通议·质
今第八》开篇就立意高远地指出“知今而不知古，吏胥也；知古
而不知今，迂儒也”，在他看来，昧于古今的学者有两种表现，
一是“考古有术，而质今鲜方”，另一则是“妄以今事，诬之古人”，
理想的状态是“通古之意，而不泥其迹；酌今之用，而不拘其方。”
而这一切唯有碰到“命世之才，可以语矣”，可见在温氏心中，
为能通乎古并且质乎今的人才保留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而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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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谈论沟通古今，温仲和更想描绘出他胸中所横亘着的学人境
界：“故夫生民休戚利病之源，国家兴衰治乱之故，风俗之浇朴，
人情之真伪，既可观今而鉴古，即可陈古以镜今。学者期无空言，
通儒贵于实效”（吴道镕，1973：312），这是他对士风学风所葆有的
特别期待。当他带着这样的期待在甲午年入主金山书院，后人解
读起来难免感到特别的意味深长。事实上，外在时势的变化的确
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温仲和的思路，丘逢甲说他“甲午、乙未间，
时局已变，而戊戌，而庚子，变益而烈。君既决不出，遂一意教育”
（丘晨波，1994：329），如此则不难推想温仲和在金山书院六年间所

主导的学术方向。然而，由于潮州一地的学术风气向来稍显闭塞，
对于温仲和悬格如此之高的人才学术议题一时难以接受，丘逢甲
在墓志铭中曾约略言及，说温仲和“庚子以前，士习患蔽于旧，
其后则患嚣于新。君于蔽者开之，嚣者正之，前诽后谤无所动”（丘
晨波，1994 ：329），温原甚而将温仲和视为“教育改革家”（温原，
1991：157），可惜这其中龃龉的原委却已经难以考详。温仲和是带

着些许失落离开潮州的，这一点倒是真实可征的，温廷敬对此感
慨颇深，说乃师“受聘主吾潮之金山书院者凡六年，潮人士疑焉
信焉，终莫得其绪蕴”（温丹铭，2014：421）。潮州的地域学统如何
抵触温仲和倡导的融通新旧，经世务实的学风其实是一个很有意
思的话题，可惜文献无征，无从周知，但是从温廷敬追述老师学
术文章的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大致揣摩时人讳言西学的情状：
名德硕望，来主金山。莘莘学子，始辟其藩。经史词章，
抉要钩玄。旁及历算，经世危言。古来经生，迂远是患。
先生不然，通权达变。同光之际，时故益蕃。西士代筹，
设报穷论。衮衮清流，摈不欲观。或有谈者，斥为汉奸。
先生斋居，馀力究殚。谓宜采用，弥阙补偏。（温丹铭，
2014：421）

所谓“衮衮清流，摈不欲观。或有谈者，斥为汉奸”，可见
当时保守观念尚未能为风教所化。然而也不乏脱颖士人如温廷敬，
他对师氏的学术意图领悟较为深刻，在他的眼里，老师的离汕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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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是因为“未博荐绅欢”，这对于潮州学术文化风气的更新造
成了有如“化雨成枯旱，春风变薄寒”的沉重打击（温丹铭，2014：
421）。

温仲和对西学的裁量，时时是以能否经世致用作为标准的。
温廷敬对乃师的西学观也是这么理解的：“凡明西学者，以算为主，
西人之技艺皆本于算，吾中国之人亦未易习也。欲兴中国之技艺，
非先算不可。凡先生教人之本如此而已”（温丹铭，2014：421）。然
而，即便是“如此而已”的观念也引起地方人士强烈的反应，这
可能也是温氏所始料未及。所幸温仲和对此始终笃守其信念，并
未变易他的人才培养观，等到戊戌、辛丑之际，他对政局与学术
人才更新的看法就十分坚定了，他对黄遵宪说“以天时人事卜之，
必当更行新政。第经此次变法之后，较之前数年必更难措手。然
经此次变故之后，较之前数年必皆知守旧之终不能徒存，皆有翻
然思变之意，则阻力必较少。是以数年以来所以讲求设施之方者，
不可谓其无功也”11。所论乃是着眼全国时势，但“讲求设施之方”
之类的话未始没有几份夫子自道的意味。或许正因为温仲和的学
术观念得风气之先且在教学中能一以贯之，等到 1903 年金山书院
变换门庭，升级成潮州中学堂，院方仍旧聘请他入主教席，这在
丘逢甲看来，乃是温氏“以前主讲金山，多效”且“弟子多成材者”
的缘故。
尽管整体风教并未得到彻底整顿，但是从温仲和对其学术孜
孜不辍的坚持以及人才涵养的初步成效看，在潮州学界，一种以
新眼光审视“经世”传统的习尚已形态初萌。应当说，这种风气
之形成首先得益于一批不仅思想观念有所更新，而且或多或少具
备涉足洋务与新政经验的士人先后入潮，这批士人相继主持潮州
的地方书院，与温仲和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的融通中西以求经世的
风气交相应和，蔚蔚可观。比如，继温仲和之后而掌教金山书院
的何士果，就颇有延温氏主持风教之余绪的意思。何士果，大埔
人，本名寿朋，民国以后以字行。早在少年时代就随同父亲何如

温仲和《与公度书八》，转引自温廷敬著《温仲和传》，
《文明之路》1935 年第 21 期，
第 27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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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出使日本，与黄遵宪交好，属于在戊戌前后维新时风激荡下成
长起来的士人。戊戌以后的变局使得这批士人在仕途上受到排抑，
何士果选择回到潮州“以学救国”，先是在潮州的东文学堂“倡
潮士习日本语言文字”，后接替温仲和掌金山书院，“摘经史大
义通于西学者课士”，晚岁“更务求实用，以闳通为归所”（刘织超、
温廷敬，2003：1）。从其仕宦履历和知识背景看，方学术风气在何士

果的引领下进一步深入更新就显得顺理成章。这在现今仅存的一
本《金山书院课艺》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现藏于汕头市图
书馆的《金山书院课艺》为光绪辛丑年（1901）选刻，扉页署“何
士果夫子鉴定”，则表明其中选刻的篇目和结撰的评语都可视为
何士果及其学生学术好尚的体现。为直观起见，兹将此选刻本的
学生习作题目列表于下。
表 1《金山课艺集》习作题目表（1901 年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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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作者

说学

王师愈、邱光涛

管子治术原本周礼论

饶荣宗

南宋北宋以议和而存，开衅
而亡论

饶荣宗、何如辉

秦始皇拿破仑合论

王师愈、吴世瀛、何如辉

《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即今西人之设陪审员说

邱光汉

泰西政事艺学原于罗马
希腊考

饶荣宗

原种

邱光汉、郑国藩、萧曹

王猛治秦自长安至诸州夹道
皆种树论

饶荣宗、邱光涛

读《校邠庐抗议》书后

朱乃霖

三代寓兵于农之法与西人征
兵于民之制异同得失论

饶荣宗、萧之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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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俄皇大彼得变法纯用客
卿，日皇睦仁变政之初亦参
用西员，今中国变法可仿行
否？有谓用洋员为客卿不如
聘洋员为客幕，其说当否？
试详论之

王师愈、饶熙

《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
杪即今西人之统计学说

黄节香

《汉书·艺文志》九流百家之
学皆出于古之官守论

王师愈、林鸿基

续刘才甫息争

饶熙

《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
风即今西人之设报馆说

陈毓春

秦商鞅、宋王安石变法得失
论

方尔锡、王惠和

问胥吏改用士人，其得失若
何

陈毓春、王国镇

西学发源诸子论

郑国藩、饶熙

拟募捐各县小学堂公启

王仁杰

通览上述所列题目，则不难看出金山书院师生瞩目的议题与
彼时士人群体热议的“西学中源”以及革新政治并无二致，正是
在西方政治、科技的刺激下，这批年轻的士子也开始融入检视中
国古典学术的风潮。所选诸篇很能反映出金山书院的读书人渴求
贯通中西知识的强烈愿望。王师愈和邱光涛的《说学》被置于书首，
想必就有编选者昭示宗旨的意图所在。这在何士果对两篇习作青
眼有加的评语中可见一斑，王作被视为“于古今中外学术源流门
径贯通融会，而又能心知其所以然”，邱作也能达到“酌古通今，
有伦有脊”的标准，王师愈甚而还被何士果盛赞为“真奇士也”（何
士果，光绪年间：10、18）12，足见评价之高。王师愈所作之所以受到

如此高的赞誉，当与他的文章中运用中西学术对比的眼光梳理彼
12

分见何士果鉴定《金山课艺集》，光绪刻本，第 1 册第 10 页、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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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异同的努力有关系，试观其对中西之学的思考：
余尝纵古今、横宇宙，见有古人之学焉，有今人之学焉，
有中人之学焉，有西人之学焉。中人之学又有训诂之学
焉，有义理之学焉，有著作之学焉，有经济之学焉。西
人之学又有普通之学焉，有专门之学焉，有政事之学焉，
有工艺之学焉。论其本：理本同原，无古今，无中外，
无本末；要其归：途归一致，无古今，无中外，无本末。
（何士果、王师愈，光绪年间：1）

这种在努力分辨两种学术差别的同时，不忘从上古说起，强
调中西学术“理本同原”、“途归一致”的思路是课艺全集所贯
穿的一个要点。循此，就不难理解，像“西人之设陪审员”、“西
人之征兵于民”、“西人之统计学”、“西人之设报馆”这样的
西制通通可以在《王制》里找到依凭。尽管时人的讨论态度严肃
认真，但这已超越纯学理层面的探讨，颇有几分“以经术缘饰政治”
的味道。西学给予的明明是新眼光，可在邱光涛的论述中，西学
是唤醒中国由来已久“经世”传统的一剂猛药，他援引龚自珍“自
周以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的说法把“治”、“学”一体
的意思表述得更为显豁：
然则学与治之合为一事也，由来旧矣。夫国之与立者治，
治者固学之显为用者也。故由体用之义推之，则普通专
门之学可以同；普通专门之学可以同，则训诂、义理、
经济、著作、工艺、政事及一切古今中外之学无不可以同，
而政事工艺之学可以兴矣。（何士果、邱光涛，光绪年间：12）
之所以再三论述中西古今之同，无非是为西方的学科分类寻
找合法性，落脚点还是在今日之政治经济，所谓“平华夷之界，
开政艺之门，而天下始学有其用矣”，一旦学有其用，则“天下
国家之治成矣”的理想境况就倚马可待了。
以求实用的眼光去探量“西学”，像“富国学、交涉学、算学、

124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格物学、化学、电学、重学、制造学”，又或者“动植学、地学”和“农
学、商学、体操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13，这
些学科关系到彼时中国的政经命脉。出于干议时政的需要，王师
愈、何如辉、吴世瀛都将拿破仑和秦始皇当作比较的对象，从根
源上寻找中国政治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秦始皇成为“为尊君卑臣
之礼以压抑齐民，废先王之经焚百家之语以愚黔首”的罪魁祸首，
而拿破仑被尊奉为“开欧洲民主之局”的关键人物（何士果、王师愈，
光绪年间：15）。又如饶荣宗、何如辉同以《南宋北宋以议和而存，

开衅而亡论》为题的习作也都是别具心意的，所谓“宋之辽金元，
不过一隅之狡虏耳，祸遂与为终始。况乎环球相逼，较之金元，
其强百倍者。苟蹈宋之覆辙，而不图可守可战之道，吾恐欲为南
宋而不可得也。悲夫！”（何士果、何如辉，光绪年间：25），这显然是
对近代以来的“和战”问题有所指涉，类似这种以西学知识衡估
现实政治的题目成了书院课艺的热门选题。
深入影响此时潮州士人观念的还是“中体西用”的根本原则，
知识结构得到一定程度更新的士子似乎一下眼界大开，对时政的
批判因为有新眼光的支持而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这种转变与莅汕
几代学人的有意改造不无关系，诚如为《金山课艺集》作序的地
方学人陈宝瑜所感知的，金山书院在引导士风学风转变中显示出
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方照轩军门创书院，延名儒课学。潮之学，隘者以广，
拘者以通，盖风气之大开哉！有泽群廖子以经史词章学
课士，而士知则古；慕柳温子加以中西时务学，而士知
效今；何子士果乃益导以新学，而士知学之日出而不穷。
（何士果、陈宝瑜，光绪年间：15）

其实，就在温仲和在课士内容有意“加以中西时务学”之时，
日后以更大力度整顿地方学术的丘逢甲也于此际莅潮，并于 1897

13

邱光涛引用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对西学加以概述，颇能见当时金山书院
学生接触书籍的范围，见何士果鉴定《金山课艺集》，光绪刻本，第 1 册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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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老友温仲和的推介下主讲韩山书院，“以实学训士”（丘逢甲，
1984：430）之类的做法实与金山书院成呼应之势。至庚子前后，潮

州在全国书院升级学堂的风潮之先就已有开办私立性质的“东文
学堂”的构想，其时日本人正以广开日文学堂的名义暗度陈仓地
实行文化渗透，丘逢甲被认为是“深通中西之学，兼谙潮、嘉之
语”的最佳人选，并且温仲和、何士果等人亦都进入中介人杨守
愚的视野 14，这亦从异域的眼光证实彼时潮州学界能够主导风会的
士人群体已经隐约形成。后来，潮州的东文学堂因变故中途停办，
与潮州几乎并行而设的汕头同文学堂又成为风会的焦点。至迟到
1901 年，丘逢甲任学堂监督期间，在其号召之下，何士果、姚梓
芳、温仲和以及一直随侍左右的学生温廷敬先后进入学堂分掌教
务。先是，丘氏与温仲和合拟学堂章程，继续重申“以中学为主；
西学辅之，学其有用之学，非学其教也”的宗旨，而随后丘氏自
撰的《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更是以深切沉痛的笔调批驳士风学风，
颇显其劝学的苦心所在：
其上自王公大臣，而下至百执事，叩以六洲之名茫勿知，
询以经世之条瞠勿答。遇交涉则畏首而畏尾，值兵争则
百战而百败。其负文学重名而自命通才者，亦不过求之
训诂词章，以为吾学之能事已毕。语以贫弱，则曰吾学
不言富强；语以危亡，则曰是有天运。通国之人心若此，
士习若此，无惑乎外人竟嗤我为睡国，比我为病夫，夷
我为野蛮、为土番也。（丘逢甲，1984：301-302）
以下文字更是痛数“国祸”之惨烈，所谓“夫今日之祸，不特
灭国，抑且灭种。种何以不灭？则以教存故。教何以存？则恃学在”，
则其借“兴学”以“存教”的思路与情怀斑斑可见。丘氏对学堂
事务颇为热忱，以此刷新学风的眼界似不局限在潮州一地，甚而

郑喜夫《丘仓海先生年谱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48 页，
转引自夏晓虹《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载《燕园学文录》，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9 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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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导全粤的野心，《章程》曰“同道之嘉应、惠州。邻境之漳州、
汀州各属，自当不分畛域，以广造就。即各省府厅州县有志之士，
均可查照章程，入堂肄业”（丘逢甲，1983：304）。如此旗鼓大张，
实对风潮的鼓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丘氏所期待的“忧时惧祸之志士，
庶几接踵而起者”隐然成为潮州士人新的追求。

温廷敬的身份与议政意识
如前所梳理的，晚近潮州的学风士风均发生了比较显著的转
变。一方面，一批有西学背景的学者主持风教，使得西学的片影
日渐进入地方士子的视野，在日后逐渐影响及他们的知识结构和
思想言行；另一方面，在眼界扩张的背景之下，学术风气的深刻
转变也渐及士风，以事关国家天下的“有用之学”排斥“沾沾科
举业者”成了学堂取士与教育的新标准。作为在这种学术背景下
成长并成熟的地方学人，温廷敬的行事与文章风格无不镌刻着彼
时“经世”风气的印痕。
晚年温廷敬自撰《八十自述》诗，述及自己早年的学术经历，
念念不忘的是当时正鼓荡的风气：“平生教益殊师门，知己寥寥
胜感恩。朝左风声传梗概，岭东学术辟乾坤。”所谓“朝左风声”，
其句下自注云：“余乙丑岁试樊介轩学使，知进郡庠第二。乙未
恽次远侍郎岁试食饩，科试第二陪拔。乙亥张文达公冶秋岁试第一，
科试复第一，奖励甚至。樊、恽二公立朝有直声，张公尤为清季
汉儒臣之冠”（ 温丹铭，2014：249），张之洞改造地方学统背后就有
“清流”的政治背景，此处引述可看出温氏对彼时主持广东学政
的人物“梗概”风度的认同，故而晚年才会引此自重。论及温氏
的学术渊源，温仲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岭东学术辟乾坤”即
指乃师对潮州学术的整顿之功，而且自注云“各种学问则得力于
家柳介夫子”，“余从游最久，受益甚深”，隐然有以温仲和学
术嫡传自视的意思 15。据好友饶平陈梅湖为温廷敬所撰传记，称温

15

陈梅湖（顽叟）
《故修职郎温丹铭先生传》亦称“太史（按：指温仲和）主讲金山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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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敬少作《甲午感时》诗 16 与课艺文章《是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
乃是“激昂慷慨，襮揭时弊，言人所不敢言”，不仅仲和极为叹赏，
且形成了“课卷发，读者咸感动，不旬日传遍岭东”的广泛影响（温
丹铭，2015：591）。此事颇能反映温廷敬在议论国事方面展现出来的

勃发的热情，这恰是其师温仲和对其青眼有加的原因。
甲午之后的世变触动士人阶层敏感的神经，温仲和在潮州提
倡“中西时务”就有这一层背景。作为学生，温廷敬对这种氤氲
周身的时风的感触同样深刻，日后追述老师学术业绩，也从这一
点体认温仲和出场的时代意义：“甲午倭患，朝野悚魂。志士大
呼，变法图存。先生应之，诲士谆谆。欧化国粹，两斟其元”（温
丹铭，2014：472）。“甲午”一时也成为论说的焦点，温氏回忆当年

“有朋屡荷先施谊”的盛况，俨然为彼时潮州士人动辄“言关天下”
的缩影，其诗下自注曰：
“乙未丁君叔雅首先过访，论甲午战败之故。
余认为中国之弊，在于不务实，丁为首肯。何君士果亦先造访，
何君后与共事同文，且谓为政治长才，尤称知己”（温丹铭，2014：
249），可见温氏在潮州学界崭露头角伊始，即被冠以“政治长才”

的声号，晚年还能追忆及此，说明其对这种论定深为认同。丁叔
雅即丁惠康，晚清名臣丰顺人丁日昌之后，被目为“晚清四公子”
之一，维新政事是其平生为人瞩目所在，有诗《酬温丹铭见赠次韵》，
颇有引温氏为同道的命意：
文章声价重鸡林，有道神交具素心。笑我铨才甘落寞，
只君高调合登临。翻怜世事如棋局，太息中原已陆沉。
最是东阳腰瘦损，莫将辽海恨难禁。
多才读遍五车书，望幸分将记事殊。讵谓时艰能大隐，
应无笑士到樵夫。纷纷建议无良策，赫赫当年有伟谟。
沧海横流今莫问，与君记取诵阴符。（温原，1992：170）
先生实始终之”。载温丹铭撰，郑焕隆点校《温丹铭先生诗文集》“附录二”，第
591 页。
16
温原《温丹铭先生生平》亦曾提及此，”曾应金山书院课，作甲午书感组诗（其
诗已佚），抒发其爱国之悲愤“，诗名略有出入，可惜原诗已不可窥。见温丹铭撰，
郑焕隆点校《温丹铭先生诗文集》“附录一”，第 5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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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潮籍贤良是温廷敬平生职志所在，如此殷切之语出自家
学与声望俱享盛名的丁惠康，对温氏而言，自然颇为受用。风习
所及，也影响到他对潮州晚近士人学者的理解，甚而成为他做地
方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在其校理的地方学人著作中，丁日昌、
丁惠康父子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从中可窥得其倾倒丁氏一门
学行文章的心迹，如《丁中丞政书》三十六卷即据丁氏藏本重校
而成，后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援以印行。他又将莫友芝
所撰《持静斋书目》重新校录一过，另成《莫氏初订持静斋书目》
一书，复编订持静斋所收善本书，定为《持静斋善本书目》。惠
康的诗曾有地方学人姚梓芳刊印，但是残缺严重，温氏又勤加搜
罗，编成《惺庵诗文剩》三卷，《潮州诗萃》所选丁惠康诸篇亦
注重突出其“忧时感事，芬芳悱恻，有骚人之意”的一面（温廷敬
辑，吴二持、蔡起贤校点，2001：1260），惠康殁后，温氏为其父写修改

旧年《行状》，对丁日昌卓绝一时的“吏治洋务”详加排比，并
且特别指出丁氏早年幕游时期就注意“考其山川风土、沿革政教、
民情得失”，在温廷敬看来彼时丁氏已“隐然有经世志矣”（温丹铭，
2014：453）。而温廷敬与何士果的交谊多半也出于志士之间的同气

相求，何士果调往吉林省民政调查局，即邀温氏往任法制科科长，
是温氏一生中不多的能展现其“政治长才”的机会。温廷敬同样
也颇为关注这位同乡的父亲何如璋，所辑《茶阳三家文钞》就是
以“经世”的眼光衡量选文的：“若就其文以求其实，则林、丘
以吏治著，何以外交著。而何之建白，尤有关于大局；丘之著述，
则兼有裨于史”（温丹铭，2014：453）。清理温廷敬彼时的学人交往
可发现，不管是与同辈杰士的相互激发，还是由此而及父辈的道
德文章，“经世”是贯穿其中的一个热点，若联系温廷敬思想观
念中对政治时务的敏感，则这些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不可谓小。
温廷敬之于自己身份的认识与社会角色的期待实乃经历一个
过程，从中可以梳理出其思想观念转变的轨迹，大致的情况如其
《八十自述》诗所追述的“育材言责两难行，宏愿修书集众英”。
质实而言，约略在 1903 年前后，温廷敬随温仲和应丘逢甲之邀往
岭东同文学堂任教习，稍后又成为《岭东日报》的主笔，直至 1908 年，
短暂的桂林游历之后回汕，重为《岭东日报》写文章，此时又兼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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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报》的总主笔，所谓“育材言责”指的就是这近十年的经历。
应当说，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中，温廷敬的社会角色是学堂教师与
报刊主笔，至于发愿修书，校理地方文献，以学术写作自见则是
在此之后的选择，这其中所涉及的自我转型与其对中西新旧之学
取舍的变化有一定的联系。先就其早前的社会活动看，则温氏对“育
材言责”这两个身份是颇为看重的，因为这两种身份恰好可以发
挥从甲午以来潮州士人群体中不断升温的“经世”风气。更为重
要的是，这符合他的自我期待，他在 1900 年写给温仲和的《送柳
介先生回里序》就表白自己的志向，乃是“窃欲明当世之务，求
致用之学，以成先生未就之志”，而先生之志为何？在温廷敬看来，
“先生之志本在用世，但静观变，不欲轻重以冒其锋，故留其身
以培育人材，使异日群出而效力，视仅出一身以殉天下者，其量
之大小为何如也”（温丹铭，2014：421），则选择地方教育也是“用世”
的一种方式，可见，温仲和、丘逢甲等老师辈在潮州所引领的风
教对温廷敬“严教育以期新进”观念的形成之影响俱在。若深究
一层，温仲和的人生选择出于自愿的成分多，但是温廷敬的人生
选择则多少受到客观现实的钳制。与传统的士子一样，温廷敬亦
曾徘徊科场多年，但是偏偏“科名无份原因命，战格难膺不合时”，
其间的经历颇为曲折，具体情形是“予甲午乡试，以文体简古被摈；
丁酉、己亥，以病不能终场；甲辰获隽第五名，以托人购卷代填
履历，笔迹不符被斥”（温丹铭，2014：419），也就是说直到 1904 年，
温廷敬仍试图通过参加乡试获得体制内的认可，这颇能折射出温
廷敬这一辈士人的心态，即把“用世”的希望都寄托在参政之上。
等到科举的进路完全堵塞，转向能影响人心且发挥其一贯所擅长
的“政治长才”的新式学堂和报刊舆论场，则是再贴合不过了。
尽管温廷敬与传统的士大夫角色绝缘，但是他对士的社会角
色却还保留了其极大的认同。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歌中，传统士
人淑世的情怀频频见于笔端，如“腐儒枉抱匡时愿”（《读澍甘
太守〈自寿〉再和韵》），
“腐儒独抱忧时戚，辜负韶光转瞬过”
（《前
诗率臆，乃蒙柯君见赏，投以珠玉，弥惭形秽。叠韵四首呈柯君，
并索和吟坛诸君》）。复有以《秋怀》为题一口气连写十二首的
组诗更能见其心中郁结所在，诗中不时流露“壮志竟不遂，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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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鬓丝”的感叹，其“壮志”不仅拘囿士人的参政议政，甚而常
常幻想能有“投笔思从戎，拔剑斩鲸鲵”的惊人壮举，可是终归“书
生负弱躯，万里安能扫”，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不如究治法，
优游悟大道。春秋志经世，致用以为宝”17。写于 1904 年的《元
旦书感》更是因感慨“有生屈指三十六”而不禁黯然神伤“元旦
对酒空自叹，一杯入腹百感生”，所纠结的还是“男儿既不能投
笔万里立勋名，又不能冒险入海波涛惊”。彼时温氏已经任教岭
东同文学堂，但仍觉得自己只是“徒然学作雕虫技”，在国家蒙
尘的背景下，这种“志大身弱苦不遂”（温丹铭，2014：24） 的沉重
慨叹隐约像是不能身与政事，实现用世抱负的曲折表达，从中亦
可看出其淑世情结之深，一旦将这种经世的情怀宣之于文章，干
议时政的热情也就流溢纸上。
温廷敬之措意时政，实有两个层面：其一是探究中西政治制
度之学，在学理层面加以深入讨论；另一层面则是对社会现象和
政治事务的批评和建言。前者体现的是作为学者的温廷敬的眼光，
背后涉及中西学术的冲突交融。后者体现的是以传统士人作为自
我期待的温廷敬在新的语境下对政治实务的关注。联系本章言及
的潮州新的士习学风，此处所讨论的温廷敬的议政意识将聚焦在
后者，借此略窥温氏如何将观念中的“当世之务”与“致用之学”
落实到字面。
晚年温廷敬在潮州学界颇享声誉，自述诗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晚岁犹膺耆宿称”，这对一生言行谨慎持重的温氏而言，是难
得的“疏狂”味，由此而忆及年轻时的思想经历，更是对自己曾
经“先识独持防侮议”（温丹铭：2014：249）的高见颇感自得，句下
不忘加注“清末立宪、革命并起，予独主合满汉以防外侮，严教
育以期新进”，似意在将这些对政治关节的先见之明做一次自我
表彰，颇可看出他一生志向所在。以此核验其早年所写的诗歌，
则议论政事实务的热情不时闪现。《大埔二首》之一云：“晋室
万川隋义招，故城遗址认湖寮。地经唐宋翻芜废，代入元明尚寂寥。

17

以上所引诗句均出自温廷敬《秋怀》，温丹铭撰，郑焕隆点校《温丹铭先生诗文集》，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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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始闻重置县，多乡仍见盗连镳。萑符一靖山川改，科第煌煌
照本朝。”之二云：“此邦人物颇清刚，土瘠民贫亦可伤。丰岁
尚难储瓮盎，饥年那得给糇粮。壮男重利轻浮海，健妇持家事垦荒。
我欲山中兴种植，更求工业补农桑。”丰富的乡邦历史知识常常
激荡着温廷敬的现实情怀，诗中追索家乡大埔的历史源流，是为
了衬托其面对家乡民生凋落现状而生发的焦灼感，末尾道出以工
业补充农业的想法颇有受鼓荡中的维新思潮影响的痕迹，虽不在
其位，却不忘在诗中设想自己成为一个实业家，这实在是晚清读
书人才会生发出来的想法。对于地方政务，温氏关注的热情也显
得非常高，《报效谣》一首是用歌谣的形式直接批评地方制订财
政政策的失误，其序云：“自去岁黄镇来汕，议加报效，近尚无成。
然阅《海关贸易册》，商务之受恐慌者已不浅。呜呼！不通计学，
徒事剥削之害一至于此，是可戒已！爰作《报效谣》一章，以告
地方有理财之责者。”温氏对地方财政的重视乃是有深意在焉，
背后和他对地方自治的期待有很大关联。
《补读书楼文集》收有《厘
定地方财政议》一文即深入论述了地方葆有财政自主权的重要性，
文章开篇明义地道出“今中国竞言地方自治矣，虽然言自治矣，
而不筹自治经费之所出，则自治之实终莫能举也”，言论激越处
甚而直指当朝“地方一丝一粟皆须听命于国家，而国家财赋又与
皇室混，一任挪移挥霍而莫敢谁何。故质言之，止可谓朝廷之财赋。”
（温丹铭，2014：327）这些举措与其背后的政治观念均有日本的痕迹，

温廷敬也时时以“日本未变法之先，其赋税亦同中国”作为参照，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学知识的武装使得像温廷敬这样的传统读书
人面对具体的政治事务时，是以一种更为自信的姿态在发言，尽
管他是旧体制内的仕途进路的失败者。
同文学堂开办的宗旨就是要造就一批新的士人群体，身为学堂
教习的温廷敬对人才升降的关节自是敏感，学生中难得出现一二
“天资纯笃，下笔斐然”如姚雨平者，他就特加爱护，作诗劝勉“只
手期君扶世运，区区岂第为科名”，用学堂新的理念看待彼时的
大多数学生，温廷敬不禁略感失望地言道“近日入学堂仅求卒业
出身者，其志趣亦犹向日之求科名”（温丹铭，2014：31）。温氏对
学生辈的期待，毋宁也视作一种自我要求。然而，对于没有科名

132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的一介读书人，该如何做到“扶世运”，安置他传统士大夫的情
结？这个矛盾则由教师之外的另一身份报刊主笔来解决。事实上，
利用当时的新兴媒介，温廷敬笔耕甚勤，道咸以降士大夫集中展
现的“言关天下”的热情，到了温廷敬的时代则可以借由报人的
身份加以发挥，并且由于其地方读书人的身份，所议之政除去关
乎宏观的政体讨论之外，更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他对地方自治的关
注上，很好地将甲午以来潮州士人群体形成的“经世”风气和“务
求实用”的追求承续了下来。
翻检温廷敬的文集，其中有一组文章以“劝告”为题，揣摩
行文口吻，应当都是见诸报端的公开言论，篇目如下：《劝告汕
头商会派人习法政警察文》、《劝告汕头绅商设自治局文》、《劝
告汕头绅商倡设戒烟公会文》、《劝告潮绅商协力捐修北堤文》、
《劝告汕头绅商修筑道路文》、《劝告潮民筹备咨议局文》。这
些文章多涉及地方的政治实务，大至设立地方咨议局，小至号召
绅商捐资修堤岸，无不表现出他对改良地方政治风气的迫切愿望。
应当说，温廷敬“议政”意识的明晰与热情的高涨固然可以视作
近代以来潮州学术与士人风气的延续，但除此之外，不断变化的
政治时局以及他濡染渐深的西方政治理念又给了他一种观念上的
诱导，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的国族治事的沦丧更是一种情感的刺激，
合此观之，则不难理解他为何将议题的焦点集中在地方自治之上。
这种对地方自治的热忱首先来源于他对地方政治风气所作观
察的结果，《劝告潮民筹备咨议局文》就痛心疾首地呼吁“呜呼！
吾潮人其真无一毫政治之思想乎？国会请愿之声盈于通国，而吾
潮人不与也；立宪公民之格期诸数岁，而吾潮人不知也。”（温丹铭，
2014：432）言语中对潮汕民众对政治淡漠的状态极为不满，进而言

曰“有志之士，平日方太息痛恨于政府之昏庸专制，不早与吾民
以参政之权，及一旦事机可乘，反付之悠悠，若无与其中者”，“呜
呼！此固吾举国之通病，而吾潮人为尤甚。吾念及此，辄不禁怦
怦也。”主张民众参政权可谓是近代政治理念的一大表征，这是
当时思潮影响所及的一种认识，而具体到温氏对政治的认知，则“良
民至上立场”是他认为面对诸种政治潮流时所应当坚守的，所谓“国
之所恃者民也，而民之可贵者尤为良民”，“良民”是社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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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阶层，革命所伤及的正是这个阶层的利益，出于规避革命风险
的需要，面对“良民”，政治运作的重心必须落在“劝业以裕其生，
教育以开其志，合群以厚其力，自治以巩其基。而终以要求立宪、
开设国会以达其的”（温丹铭，2014：370）之上。与温廷敬笔下不断
挥洒的议政热情相伴的，还有一种体验了近代以来丧权辱国之势
而生的灼痛感。其文《劝告汕头商会派人习法政警察文》倡议学
习法政、警察之法为自治的基础，根本的目的还是宣传自治的重
要性，故而言之切切地写道“我中国所以受侮于外人者，即以不
能自治之故。”而提倡设戒烟公会之时也不忘提及近代以来的耻
辱记忆：
五口通商一役，为我中国之奇辱；而潮州列于五口，即
为潮州之奇辱。此固我汕人历世不忘而当留为大纪念者，
此一耻也。
通商以后，鸦片输进日多，我潮丰腴之地，遽化为枯瘠。
虽有糖业之出产，洋客之致富，不能敌漏卮之广，而贫
不聊生者，反仰给于外人而为其奴隶。庚申一役，陷津
沽，破北京，皆雇用我潮强悍挑夫，练为壮勇，以收其
力。贪外人之资财，杀己国之同胞，使我中国万劫不复，
而潮人实任其咎，此二耻也。
鸦片大入，而我潮商贩与订专约，为之运卖，沪上此业
几壅断于潮人之手。其大商则列栈卖土，其小者则挑膏
开灯，潮人之行贾各省为此者盖十居八九。以害人之物
为我潮特别营生之业，此三耻也。（温丹铭，2014：429-430）
温廷敬少小即以通解国情政事被目为“长才”，在报刊上驰
骋笔墨，弥补了他没有走为官治政道路的缺憾，传统士人的社会
价值也藉此得到部分实现，故而他所写的议政文章隐隐以启迪民
众政治观念的口吻和身份自居，这就是他身上所意识到的士的社
会责任。角色与职责所在，使得这些政论文章常常饱含深沉的历
史感，立论往往从近代国势浮沉的高度入手，如以“中国每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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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夺我主权，虽然，以事实言之，则中国实自放弃其主权”呼
吁绅商捐款，深刻透视中不无沉痛感。又因为温氏深究历史，尤
其是地方史志，议政文章不时会“以吾征诸吾潮前事，当宋明之
世，其官吏士绅尚能力谋公益”，结语则横插一段感慨“盛瑞明、
杨儒、杨琠、薛侃等之遗风尚在，鄙人窃愿馨香而顶祝之”（温丹铭，
2014：431），顿使文章增显沉厚之势和幽微之情。应当说，温廷敬

在这些政论文章中倾注自己的学问与情怀，努力将平生所学与得
风气之先的见闻灌注于议论文字之中，与其对处理士人与时代之
关系的思考有密切关系，正如他与黄太初论议时政的书信中提到
的“改良社会则实业教育固宜讲求，而其要则尤在一二士夫之勤
苦刻励，躬自提倡，风声所被，沾丐自宏。”（温丹铭，2014：419）
不难估量“用世”的理想在温廷敬心目中的地位。
晚清潮州的学风和士风在主流学者的引导下不断得到更新，
政治认识与身份意识逐渐形成趋新的走势，温廷敬受业与交游的
经历无不濡染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这也使得他在“过渡时代”
自觉地担负士的社会职责。而报政主笔与新式学堂教师的身份使
其得以主动顺应时势，将甲午以后潮州地区形成的经世风教进一
步深化。他的政治言论中隐约透露出一种启蒙者的朦胧意识，实
际上借助报刊的媒介，使以往仅能拘囿于士子和课室的风教得以
面向更为广泛的人群，比如商绅 18（温丹铭，2014：431）、“社会份子”
等等。如果照应丘逢甲、温仲和那一辈学人所深望的“造就圣贤
有用之学”，温廷敬的社会实践或许可以称得上回应了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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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zhou’s Style of Study and Teaching of
Pragmatism in Late Qing Dynasty with Wen Tingjing’s
Awareness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Chen Teng
Research Department,

Shantou Polytechnic

Abstract: In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Pragmatism was widely
embraced due to Chen Li and Zhang Zhidong’s reformation and advocation.
At a time when Western ideas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Wen Tingjing
inherited the legacy of Pragmatism,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Teochew
scholars, they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to revis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within Teochew academic circles through schools and media. Wen
Tingjing also deployed newspaper as a means to discuss current issues and
politics, and to explain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 attain humanistic
pragmatism through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to transform their identities.
Keywords: the style of study of Chaozou, Wen Tingjing, Pragmatism,
Western Studies, political discussion

练江流域儒学碑刻与儒学思想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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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江流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相对丰富的碑刻文献

是研究潮学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练江流域现存儒学碑刻时间、
地点真实可考，较好保存着练江流域兴办学校的情况，对于潮汕
儒学思想文化的研究分析与传承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练江
流域现存碑刻文献的数量和分布、基本特点进行整理和概述，旨
在探求元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在练江流域的传播，兼论述碑刻中体
现的孝悌、礼义观和尊孔崇儒思想对人们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练江流域   儒学思想   碑刻

潮汕地处东南沿海，既封闭又开放。“府（指潮州府）介闽
粤之间，为门户地。负山带海，川原饶沃，亦东南之雄郡也。”（顾
祖禹，1998：671）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阻遏了潮汕与中原地区的
直接交往，但富饶的平原和绵长的海岸线吸引着大量的北方移民。
中原文化在与潮汕本土文化融合渗透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
自秦始皇派兵统一南越并把潮汕划归南海郡管辖后，潮汕就不断
接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在潮汕地区
加速传播。至唐代韩愈南贬刺潮，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韩愈大兴
儒学教育事业，传统的中原儒家文化因此深深扎根在潮汕的土地
上。潮汕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内向性、文化传入的单向性，使
得儒学思想成为潮汕文化的核心，而儒家文化本身的包容力和同化
力，又让儒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潮汕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
**

罗玉钗，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Email: luoyuchai@126.com
陈泽芳，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Email: 269559363@qq.com

练江流域文化传播现象在潮汕文化中有着典型的意义。练江
是潮汕三大河流之一，自西向东途经现在的普宁、潮南、潮阳三地，
经海门湾汇入南海，全长 71.4 公里，流域面积 1354 平方公里，是
潮汕人民的“母亲河”之一。练江所流经区域是粤东人口最多的
地区，亦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林瀚的《潮阳县学记》指
出潮阳人文之兴盛：“歴宋迄元，金革屡警，士农失业者久。我
朝一统华夏，治化渐被，于是闽广人文攀跻上国，日益月盛。然
广之郡十，而潮最盛；潮之邑五，而潮阳最盛。”（吴颖修，2003：
374-375），因此，练江流域散存的碑刻也相对丰富，现存的碑刻对

儒学思想的传播尤值得探讨和关注。

一、练江流域儒学碑刻文献现存情况及特点
练江流域的儒学碑刻主要分布在潮阳、潮南、濠江和惠来、
普宁五县（市、区）。通过查阅方志史料和田野调查，潮阳县（即
现潮阳、潮南、濠江三区）所存儒学碑刻主要有：林泉生《潮阳
县学明伦堂记》（1350 年）、周伯通《混混泉记》（1409 年）、
李德《重修县学明伦堂记》（1454 年）、李龄《重修潮阳县儒学记》
（1468 年）、林瀚《潮阳县学记》（1517 年）、林大春《重修潮
阳县庙学记李龄》（1572 年）、何吾驺《潮阳邑侯漆公鼎建文光
塔记》（1637 年）、韦振飞《重修潮阳县文庙记》（1686 年）、
臧宪祖《重建潮阳文昌阁碑记》（1691 年）、周光镐《潮阳县王
侯重修学宫记》
（1695 年）、蓝鼎元《重修潮邑义学碑记》
（1723 年）
和《棉阳书院碑记》（1728 年）、闵黯《重修学宫记》（1730 年）、
杨觐光《重修文庙碑记》
（1772 年）、陈诰《改建崇圣祠记》
（1825 年）、
黄钊《重修东山聚圣塔记》
（1840 年）、郑锦城《重修学宫记》
（1863）、
张铣《潮阳县新建试舍记》（1876）、郑安淮《莲峰书院记》（1878）
和《培元堂文祠记》（1884）。
惠来县的碑刻主要有：盛端明《建儒学记》（1545 年）、吴
仕训《重修惠来县儒学碑》（1604 年）、黄琮《重修儒学碑》（1604
年）、游之光《建文昌阁记》（1604-1609 年）、林熙春《惠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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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阁记》（1615-1616 年）、张秉政《重修文庙记》和《重建文
昌阁记》（1678 年）、查曾荣《重修西庑》（1698-1701 年）、张
玿美《义学记》（1727 年）、张蝌《张邑侯义学记》（1727 年）、
周硕勋《文明书院碑》（1762 年）、杨缵烈《惠来县葵潭书院记》
（乾隆年间）、王治洽《重修文明书院碑》（1836 年）、陈庆镛《重
修惠来学宫碑记》（1845 年）。
普宁县的碑刻主要有：邓修贤《儒学题名记》（1588-1594 年）、
林熙春《普宁县重修儒学》（1603 年）、张凤韬《重建明伦堂并
修学宫碑记》（1682-1688 年）、罗秉琦《重修普宁县儒学记》（1722
年）、萧麟趾《新建培风塔记》（1743 年）、方声亮《昆冈书院记》
（1743 年）、张璇《重修文昌宫碑记》（1871 年）、陈文耀《重
修三都书院记》
（1871 年）、张璇《重修昆冈书院碑记》
（1872 年）。
从时间分布上看，碑刻数量较多的集中在清朝。据笔者历年
调查与统计，现练江流域共有儒学碑刻 71 通，其中元代 1 通，明
代 16 通，清朝 47 通，民国时期 2 通，另有 5 通时代不详。现可
知保存下来的碑刻多为清代碑刻。例如现存于普宁市里湖第一小
学的《上社书院章程》和《黄都上社书院碑记》（图 1），存于普
宁洪阳镇小学的《重修昆冈书院碑记》（图 2），都为同治年间碑
刻，现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见。

图 1 ：《黄都上社书院碑记》，张声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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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重修昆冈书院碑记》张声金摄

从内容上看，碑刻多涉及练江流域的文教振兴过程，例如张
蝌《张邑侯义学记》对潮汕儒学思想的追溯：“昔昌黎韩公刺潮，
潮人未知学，公命赵德为之师，文风翕然丕变，有‘海滨邹鲁’之称。”
（张玿美，1968：664）又如对历代地方官吏宣扬、推动儒学教育的记载 ,

雍正初年蓝鼎元的《重修潮邑义学碑记》载：
潮邑义学，在县治谯楼之东。始于康熈二十四年，前令
臧君宪祖创成之。为斋舍凡二十间，迄今将五十年，墙
倾椽朽，瓦桷颓敝，春雨漏淋，无地容足，诸生犹勤勤
于学，声琅琅出金石闲。余爱之，因捐清俸，设法兴修。
先小学，次大学。（周恒重，2009：448-449）
碑刻中可见官员在地方担任要职时，致力于创办、重修学校，
传僠儒学思想，以促进潮汕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儒学碑刻还多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道光十八年《谢
兴和捐助河东书院碑》有“丙申秋，余权招收场事。地有河东书院，
故属鹾使监临，因得与诸生朔望讲论其中。问询书院经费，则自
院长修脯外，一切膏火皆生童自备。按是院建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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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八载至庚寅，诸绅士亦尝醵金为膏火费”1，详细地记载书院的
经费来源。从碑记中可知清代潮汕书院也接受乡绅士民的资助。
若从经济角度研究古代潮汕教育经费的筹办情况，这些材料价值
极高。

二 、现存碑刻与练江流域儒家思想的传播
练江流域儒学碑刻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为进一步研究潮汕
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证据。在反映历代儒学思想在练
江流域的传播情况方面显得尤有价值。这些碑刻材料有助于我们
了解潮汕儒学的传播和主要思想。
潮汕文化根植于中原文化。儒学作为中原传统文化的主体，
其理论核心是“礼”与”仁”。孔子认为“仁”是爱人，要“爱亲”
也要“爱众”， 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血缘关
系中，“仁”是对亲人的“孝悌”，在社会关系 ,“仁”是做人的“忠
恕”。从血缘关系到社会关系，孔子强调的是人的主观精神的自觉，
以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为道德起点，推己及人，扩充成一种普遍
的同情心与仁爱心。儒家也高度地重视“礼”, 孔子的“礼”不仅
仅是与血缘宗法相适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等
级制度，“礼”更多的还是道德范畴上的普通人伦规范 , 孔子对孔
俚的教诲是“不学礼 , 无以立”，希望每个人通过礼来约束要求自己 ,
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最后“克己复礼为仁”。儒
学的“礼”与”仁”的核心思想成为潮人共同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
渗透在潮汕的语言、音乐、戏剧、饮食、工艺等不同领域中，并影响、
熏陶着潮人的精神面貌。潮汕人宽厚待人的气度、注重礼仪的传统、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等体现着儒家“仁”与“礼”的思想。
潮汕自唐朝开始，在韩愈的影响下开始崇尚儒学。南宋乾道
间出任州学教授的陈庆余就说“潮之为郡……文物之富，始于唐

汕头市濠江区达濠中学图书馆旁；尺寸：高 190 厘米 ( 连座 207 厘米 )，宽 75 厘米；
字体：楷体；行款：无碑额，碑文共 9 行，右起直行，正文 8 行，款 1 行，第 6 行
起首高 1 字，第 8 行起首高 2 字；字径：3.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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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盛于我宋。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
久而益光大”（黄挺、马明达 1999：103）。康熙三十年臧宪祖的《重
建潮阳文昌阁碑记》也写道：“潮阳开拓于秦汉，文教振兴于昌
黎，是谓海滨之邹鲁也。英才接踵，代不乏人。”（周恒重，2000：
535-536）宋代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先进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文风渐盛。
从全国范围来看，儒学在元朝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同时也逐渐向民间传播。鉴于元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较突出
的不安定因素，统治者更需要儒家思想维持统治。潮汕地区也主
张尊韩活动，在尊韩的旗帜下，使本地的儒学发展得到有力的推动。
在推进地方儒学事业的发展时更注重标榜正统，增进官民认同。
当时练江流域的儒学教育侧重对“孝悌”思想宣扬传播。儒家的“孝
悌”观念有利于地域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同时也利于统治者的
管理。当“孝悌”思想成为人们的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时，
更容易由孝及忠。分析比较不同时代练江流域的儒学碑刻材料，
可发现元代倾向把学校教育的意义指向“明伦”。 “夫五伦，人
道之本也，三代以上，学校以明伦而作；三代以下，学校以明伦而存，
不然，礼废乐亡，六籍焚缺，教养之法何以能独存至今耶？”（黄
一龙，2005：134 － 135）强调“五伦”为人道之本，看重的是“五伦”

关系中忠、孝、悌等关系准则。元代潮汕地区的儒学思想可由林
泉生的《潮阳县学明伦堂记》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潮阳县学明伦堂记》林泉生撰
至正九年冬，潮阳县新作明伦堂成，明年东西序列舍成。
县尹雷杭彦舟以书来，属其友人晋安林泉生为之记，且
曰：“昔先正韩文公之守是邦也，以圣贤之道导其民，
故其民至今兴于学。”邑旧庙学废，前尹崔思诚始新，
王宫监县偰立篪作戟门，两庑绘诸从祀，惟师生讲习之
区隘陋弗称，杭惧韩氏之流风善教因是而坠，为作斯堂，
广弟子员。日视其业，敢求子之言，朂其人于不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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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潮阳之政知所本哉！夫五伦，人道之本也，三代以
上，学校以明伦而作；三代以下，学校以明伦而存，不然，
礼废乐亡，六籍焚缺，教养之法何以能独存至今耶？孟
子云：学以明人伦也，信乎伦纪之在于民彛者，千万世
不可灭也；圣人因民彛以立教，然则有天下者，又安能
外此以求治哉？昔者七国兵争，天下之为异言异行者靡
靡然，孟子独于杨墨而辟之。唐之中叶，敝政日出，韩
子独攻佛为甚力。二子之心，诚以生民不能无治乱，惟
无父无君之教，不可一日行于天下，其害至于灭人类而
后已。故辞而辟之，必称父子君臣。韩子之言本于孟子，
孟子之言本于孔子，孔子之道，尧舜文武周公之道也。
道明而王化敷，予故曰：知所本也。他日登斯堂者，因
予言以省其身，其于仁慈孝忠敬信友恭之道，或有所未
尽，能无惕然乎？因其惕然者而充之人道焉，有不立乎？
是则斯堂之惠人无穷也，不可不书。彦舟云：邑民有范
天麟者，捐其所居之地以拓讲宫，是习其父兄之教以尊
信韩氏者也，法得并着。若夫堂庑高广之度，经费之数，
皆略而不书。彦舟，建安进士，其政本于学云，至正十年。
（黄一龙，2005：134 － 135）

碑记内容指出五伦是人道之本，五伦即孟子在《滕文公上》
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是孟子“人伦”思想的核心内容，忠、孝、悌、忍、善便是这
五伦关系的准则。所以，当时“学校为以明伦而作”，不难看出
元代的儒学教育对“孝悌”思想宣扬传播的看重。儒家学说中“孝”
指向对父母的敬养与关爱，“悌”是对兄长的尊敬。在元代的儒
学思想中，大力宣传孝悌，除了有人本思想的价值诉求，更多在
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论语·学而》中也讲到，“其为人也
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
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儒家的“孝悌”
观念有利于地域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同时也利于统治者的管理。
当“孝悌”思想成为人们的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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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容易实现由孝及忠。也可见“儒学碑刻是历代帝王利用儒学
思想巩固其封建统治的历史见证者。”（参见郝玉朋，2001：27）
明初，明太祖命设立府、州、县“儒学”，并说：“学校虽设，
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唯识干戈，不识俎豆。朕惟治
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
宜令郡县皆立学。”( 张廷玉 ,1974：1686) 因明太祖令天下兴学，故“明
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 张廷玉 ,1974 ：1686)

在这个大背

景下，地方官员也纷纷修建书院，提倡讲学。建书院必有记其事，
这也就有了明朝学记文的盛行。由嘉靖进士林大春的《重修潮阳
县庙学记》便可看到当时练江流域恢复儒学设施，复兴官学的情况。
《重修潮阳县庙学记》记下潮阳知县黄一龙莅任，立即动手修葺
学宫。在拮据经营了三年之后，学宫终于竣工。林大春在碑记中
说：“方侯之始至也，门庭之寇未殄，岭海之氛祲未息，此何时也，
固宜无暇于此。而侯乃首举及之，竟尔就绪。”（黄一龙，2005：160162） 嘉靖二十四年惠来县盛端明的《建儒学记》：“嘉靖丙戌，

县令乐平欧侯淮首建县治，遂创学宫、文庙于县左茶山之麓。”（郭
春震，2003：40） 到万历五年（1577）寇乱完全平息之时，潮州府学

和各县县学的运作，基本都步入正轨。在潮汕，儒学迎来了快速
发展的时期。现以嘉靖进士林大春的《重修潮阳县庙学记》来看
明代儒学的传播和主要思想。

《重修潮阳县庙学》林大春撰
尝考古立言之士，多有记载之文，以纪学宫修废事者。
盖夫子宫墙，万世所瞻，譬之泰山乔岳，精灵聚焉，即
有崩阤弗奠之 患，则邦君耻之。故庙貌必饰，政之首也，
而颂声载扬，文之正也。但其事率多寻常，其文亦往往
袭故，然而君子犹弗之废也。矧尔建明，彰彰较著者，
则亦何可以弗文而记之。记曰：维我潮阳，厥有庙学，
实基有宋。至于皇明，德及荒裔，爰始大备，岁久弗葺，
起敝惟人，载在贞珉，厥功茂矣。乃时嬴举，诎物力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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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数贤之手，皆未有际遇孔艰，卓然垂不朽盛事如今
日者也，盖自正德一振人思，宋侯偱风邈矣，余韵未衰。
嘉靖己未之变，其文运之厄乎？属者，豺虎纵横，元元
失业，靡所底戾，多栖止殿下，堂庑榱题，芜秽不治，
庭除鞠为茂草，此讲业邹鲁之英，望之所为兴悲，谈经
河洛之儒，即之而忾焉寤叹者也。维皇建极，思底隆平，
乃于御宇之初，诏重守令之选。于是晋江黄侯一龙，首
以隆庆戊辰甲第出宰斯邑，盖距正德时又五十有余年矣。
侯以已巳之春莅任，未几而百度改观，舆情悦豫，民社、
城隍且次第举矣。因以其年夏五月重修棂星之门，增砌
泮水之池，明君子所届，文教伊始也。秋八月而修学前
通衢二坊，广达观之路，崇揖让之风，示民有尊也。冬
十月而修文庙，越明年庚午春二月告成。寻以是月修东
西两庑，又一月而修戟门，傍及边亭、几案之属，靡不
焕然一新矣。迨至仲夏，歴于季秋，而进德、修业两斋
并树，士之藏修有所矣。又明年辛未春二月而修敬一亭，
三月而修启圣祠，圣谟洋洋，寝成孔安矣。及是冬十二
月而修儒学大门，巍然一学之伟观也。又明年壬申春二
月而修明伦堂，及乡贤、名宦二祠，以重彛训，章轨范令，
人有兴起之思焉。学宫至是，盖无一而不备矣。徛欤休哉，
侯于斯举，其亦可谓用心之勤，而综理之周者欤！夫孔
子之道，天地之道也，极天所覆，极地所载。凡有血气者，
孰不知所以尊之，凡有君师世教之责者，又孰不知所以
重之。然当其从容暇豫之时，间有祠阙，里谒庙庭，追
崇表章，以为粉饰太平之具者，皆不足贵。惟过鲁一祀，
行于马上倥偬之日论者，以为汉家四百年之业，基之何
者，其所值之时固难也。方侯之始至也，门庭之寇未殄，
岭海之氛祲未息，此何时也。固宜无暇于此，而侯乃首
举及之，竟尔就绪，及渠魁授首献馘于斯，春秋享祀，
对越于斯，岁时会馔，读法于斯。俾吏民目熟于登降之节，
耳习于钟皷之声，采芹作而食苹。赋所以培植元气，储
养真才，以为清庙明堂之需者，又恒于斯矣，何其盛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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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侯之在邑甫三载耳，盗黠而思以除之，民罢而思以拊
之，王赋未复，军实未充，而思以处之，盖皇皇如不遑
暇食矣。乃无日不留心于学校之务，不烦民力，不费公储，
瞿然以一官之俸，羡赎之金，调剂而经理之，不疾不徐。
匪棘匪舒，卒之事集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此其区画念虑，
讵可与寻常举动者同日语耶？虽然铸千金之剑者，必三
年而后成，其光烨如也，其用也，水断蛟龙，陆剸犀象，
可谓天下之利器矣。然而成之者常三年，而置之者常十年，
十年不发，即干将莫邪未有不晦且蚀者。乃今庙学之修
诚伟，使涵育其中者，惟儒是名，匪墨是祛，固无为贵
士矣。苟士砺风淳，而旧政弗由，徽音罔嗣，无能振起
而光大之，则亦何以异于置千金之剑，而废三年之功也。
故争自濯磨，以求无负乎教养者，士之责，而及时淬砺，
屡修而屡饬之，以不遏佚前光者，后人之事也，此在执
事者加之意而已。是举也，县丞东阳楼君椿，主簿四明
包君大炣，署教谕莆田陈君应梅，司训南安洪君彩，罗
源陈君应文，实共赞厥成，而典史叶世隆，亦与有程督
之劳者，其征文勒石以传远久，则陈洪三君子意也。（黄
一龙，2005：160-162）

以上学记可看出明代潮地人民一是致力于恢复儒学设施。嘉
靖万历之间大规模的寇乱，不但破坏了社会和经济的秩序，也使
官员和士大夫们经过百余年共同努力，刚刚塑造起来的地方教化
形象，受到严重摧残，“嘉靖己未之变，其文运之厄乎？”当是时，
社会动荡，经济崩坏，百姓流离，地方官吏忙于补苴罅漏，，无
暇顾及文教。祸乱稍息，恢复被破坏的圣贤之教，又开始让官师
和士绅们耗费心力。官学之外，社学、乡约也大多废弃。随着正
统教育的衰败，在地方官眼里，潮州风俗已经日渐浇薄。他们开
始出声慨叹“潮民难治”，慨叹潮州“邹鲁之风陵替”。匡扶的办法，
也只有尽力振复文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潮汕地区开始复兴官学。
《重修潮阳县庙学记》记载的便是潮阳知县黄一龙莅任后动手修
葺学宫的情况。在拮据经营了三年之后，学宫终于竣工。林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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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记中道：“方侯之始至也，门庭之寇未殄，岭海之氛祲未息，
此何时也，固宜无暇于此。而侯乃首举及之，竟尔就绪。”
随着王阳明的新儒学思想传入潮汕，潮人在努力振复文教时
更看重的是“礼”与“义”。“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
其要义在于建立礼仪文化制度、规范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礼在《说
文解字》中是：“礼，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在周公的“制
礼作乐”一说中，礼具体到社会制度层面，就是“宗法”制度的
确立。孔子所担心也正是这种作为宗法关系、社会制度的礼一旦
遭到破坏，社会就“礼坏乐崩”。复“礼”（先朝的礼乐制度）
成了孔子的理想追求。在孟子这里，礼的更是成为一种内在精神，
“礼”直接指向恭敬与辞让之心，这是从本质上直接落实礼。同
时，儒家通过弘扬“礼”来承载着 “义”的精神。“义”在古代
意思是“宜”，即适宜之意，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即是“应该”与
“不应该”的选择。而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最终判断的标
准还是儒家所制定的“礼”。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了“义”的要求，
也就遵从了儒家的礼制。“礼”与“义”作为儒家的思想，一方
面可以提高百性的思想道德境界，另一方面作为封建社会自上而
下的一套行为规范，也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实际上，明政府
也非常注重“礼”的学习，弘治十七年（1504 年）“令各府、州、
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
丧、祭之礼。”

( 张廷玉 ,1974：1686)

但社会动荡，经济崩坏带来的

文教不兴，社会的“礼崩”给儒生带来沉痛和责任感。林大春的
学记中就可以看到他希望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所试图采取的措
施就是要诉之于“礼”：“俾吏民目熟于登降之节，耳习于钟皷
之声，采芹作而食苹。”林熙春在《惠来县尊经阁记》也指出“积
德百年，礼乐之兴正在斯时。”（林杭学，2000：623-624）类似体现儒
家的兴礼乐重义气的思想在明代的其它碑刻中同样能找到印迹。
儒家主张的“礼”通过以礼约民，并导之以义，起到了让统治者
维护统治的作用，这也是儒学思想在不同年代都能得到传播的原
因之一。
清代的儒学教化发展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主要原因是清代
清朝入关之后 , 为保障了清朝政权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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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把重视儒学教化视为清朝一个重要策略。清初不仅重用儒士 ,
接受汉族文化 , 还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清朝对儒学教化的高度重视
大大提升了儒学的传播。清代儒学教化的形式很多 , 有以书院、社
学、乡约、保甲为主的官方教化 , 也有以义学、善书、乡规民约和
家训族规为主的民间教化。特别是清代书院，承担着蒙养育德、
化民成俗、彰善纠恶等重任。清代书院儒学传播对当时社会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兴盛。潮汕地
区的府、县学和私塾在清代全面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康熙到乾
隆年间，潮汕社学和官学已非常多，到了晚清时，潮汕各地主要
书院约有 40 所，颇有影响韩山、金山、城南、榕江（揭阳）、东
山（潮阳 )、景韩（澄海）等书院。大量书院的兴建和重修，是尊
孔崇儒的结果。通过《重修潮阳县文庙记》的碑刻可看到清代练
江流域对儒家思想的崇敬和对儒学的重视。

《重修潮阳县文庙记》韦振飞撰
自司徒典学之官设，而学校之制兴，故自古及今，舆图
之广，在在有学，用以迪民彛、育贤才，诚巨典也。三
韩臧公治潮有年，兴学布化，政通人和，雅有成效。而
顾瞻学宫重地，殿舍弗葺，以渐就颓圮是惧，毅然图更
新之。不谋于僚佐，不议诸绅士，不烦公帑，不役民力。
先殿庑，次仪门及泮桥。朽者以更，欹者以正，堙者以浚。
增其所未备，易其所未宜。鸠工于今年丙寅秋，仲冬告
厥成。丹垩就理，舄奕殊观，一时缙绅逢掖入而仰瞻圣
容，翱翔艺圃，莫不勃然兴起，相与嘉公之德，宜垂无
斁，伐石于庙，而属予为记。窃尝考功令，其广厉之条，
与誉髦之任，慈惠师帅，邑大夫最为隆重，且吾辈日率
羣弟子沐浴教泽，仰成德造，以无忝厥职，亦为邑大夫
是赖。乃或簿书鞅掌、敷化未遑，安望其餙庙貌、兴礼乐，
以成就人才。我皇上崇儒右文，辟雍致治。甲子东巡，
特幸阙里，祀先师，绍帝王之旷典，复御书“万世师表”，

150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颁列学宫，示傚臣民。凡兹有位宜若何，郑重钦承，俾
遐陬荒域，治教休明，以仰副圣天子尊师重道，作人至意。
潮列服岭表，自唐昌黎出牧，起衰济溺，举赵德为弟子师，
人文丕变。数百年来三阳称盛，而颂昌黎之功于不衰。
今公于民则已治，于士则已教，而于学校更益修，官常
师帅，忠勤克着，真昌黎其人也。异时司勋课最，大书
特书，入而黼黻皇猷，诞敷文教，千秋大业，将自兹起，
岂特彼都人士鼓舞乐育，感奋风云，独私公泽也哉。予
辱在儒官，教化大行，有志未逮，幸公之功在庠序，治
效在国家，私心向往，乐道其盛，期与潮诸绅士父老相
观有成也，是为记。（周恒重，2000：533-534）
碑记由教谕韦振飞撰写，作为一名学官，他大力推崇儒学，
从“以仰副圣天子尊师重道”、“教化大行”等表达可看出尊孔
崇儒对清代儒生的影响较大。臧宪祖，字子敬，是广宁人。康熙
二十一年 (1682) 由监生任潮阳知县。他莅潮 13 年，为官廉明，当
时潮阳户口紊乱，他通过努力清夙弊，他的贡献还在于倡导义塾。
韦振飞的碑文对臧宪祖“兴学布化”进行大力赞扬。这是地方官
吏崇儒的体现。类似的崇敬儒学、希望通过儒学教化移风并兴学
修建学校的记载在清代练江流域碑刻中并不少见。乾隆时知县杨
觐光在《重修文庙碑记》中也记下“余奉檄署棉阳。下车之日，
诣宫瞻拜。见栋拆榱崩，垣墙剥落，恻然久之。……爰捐俸劝输，
鸠工葺理，属绅士萧重光、陈鸣阳、郑安道、萧玉电、黄国辅、
陈绳武、郑肇堦董厥事，八阅月而工始竣。”（周恒重，2000：543—
544）清代地方官员本着兴教化的目的，积极修建学校并把政治安宁、

文化繁盛归功于儒家的教化。如碑文中说：“数百年来，三阳称盛，
而颂昌黎之功于不衰。”同样的思想在同时代的碑刻中都有较相
似的表达。
随着各个时期儒学在潮汕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入每个
潮人。练江流域的碑刻在潮汕地区儒学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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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存儒学碑刻的价值
1．现存的儒学碑刻弥补了潮汕儒学研究上历史文献保存的不
足，在区域文化研究中更显其珍贵。
碑刻真实地记录了儒学思想的传播，同时也反映儒家文化在
促进潮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时的作用。明清时
期许多官员利用担任地方要职的有利条件 , 在练江流域创办或重修
学校的举措就可通过碑记得知。
2．众多碑记构建了浓厚的潮汕儒家文化氛围。
练江流域中的儒学碑刻构建了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匾额“莲
峰书院”、“魁星楼”、“文明书院”等彰显着时代在这里留下
的人文传统，潮阳文光塔的“云门列岫，练江笔海，螺髻增辉，
棉岭文峰；光华复旦，卓立乾坤，统宗河岳，文运重开；高百粤，
探月窟，达天衢，振三阳；曜东方，显西土，拱北极，镇南邦”
更是写尽练江流域的人文气息。大量的学记、书院记、捐碑记、
膏火记等记录下练江流域对兴儒学的重视，碑文中“明人伦”、“克
忠尽孝居仁”陶冶出了练江流人们的儒家理想人格。
“文教兴”、
“人
文渐起”“海滨邹鲁”便是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
这些儒学碑刻有助于后人发扬兴学立教的好传统。
3．儒学碑刻彰显了潮汕精神。
潮汕人的精神气质、行为习惯皆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气息。
潮汕人讲忠孝仁义，讲究礼仪，恪守信用，团结互助，思想根源
多源于儒家文化；潮汕人重教育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潮商的
义利观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信”。现在传承下来的潮汕民风民俗
也可见潮汕人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与熏陶之深。
儒学碑刻彰显着潮汕精神，特别是碑刻村料中“仁”与“礼”
的思想，正是潮汕人的精神气质所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 , 许多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
指导意义，‘什么是儒学’的追问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学问题，尤
其不是线性历史的命题；它本身就含蕴着现代性的意义，既是历
史的也是超越历史的。（参见景海峰、赵东明，2015：186） 儒学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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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爱、忠恕、诚信等是现代人安顿心灵、提高修养的精神来源，
也是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依据。从碑刻所体现的练江流域儒家思
想文化传播情况看，潮汕地区历来十分重视儒学的建设，儒学发
展的兴盛又对潮汕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着区域文化特征
的儒学碑刻，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在文化
环境复杂多变、物质欲望被极度释放、良莠不齐的新价值观涌入
的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对儒学碑刻文献精神内涵的挖掘，结合实际，
传承岭南的文化传统，把儒学思想的精华部分转化为有益于地方
的文化与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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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Tablets
in Lianjiang Basin
Luo Yu Chai & Chen Ze F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tou Polytechnic

Abstract: Lianjiang Basin has ric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ne of its
legacy, the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tablets, is a critical resource for the studies
of Teochew.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ancient tablets which recorded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ivate schools and academies has immense
value in refi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s in which Confucianism was
sprea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numbers, lo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tablets in Lianjiang area,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in the a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oncepts like filial piety on the locals.
Keywords: Lianjiang Basin, Confucianism, tablets, inscriptions

战区“风景”与文本三重性
——丘东平《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发掘报告**
张业松*
摘

要

《 向 敌 人 的 腹 背 进 军》 出 版 于 1939 年， 是 丘 东 平

（1910-1941）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由于是新四军建军初
期的军中出版物，当时流传不广，之后长期失传，埋没七十余年，
原版全本迟至现在才得以发现。原书保存形态完好，体现新四军
军中出版物特征。无序跋，收录 8 篇作品按部队进军过程排列，
是新四军成军后挺进敌后的初期过程的原始记录，保存了领导人
言论、部队作风、战区老百姓生活和精神风貌等重要史料。作为
战地创作，“风景的发明”体现东平的创作特色和造境能力。书
中所收《武装的政治工作队》等篇曾在期刊发表过，与书籍版对照，
体现出复杂的“文本三重性”，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出版
领域的博弈情况的写照，也是文学版本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

丘 东 平  《 向 敌 人 的 腹 背 进 军 》   文 本 三 重 性   
新四军  史料

一
丘东平（1910-1941），原名潭月，字席珍，广东海丰人，今
属汕尾市。早年投身海陆丰农民运动，曾任彭湃（1896-1929，海
丰人）的秘书，随军转战，达于潮（安）、普（宁）、惠（来）

*

张业松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Email：zhangyesong@gmail.com
本稿原为丘东平著《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影印本）前言，三联书店（香港）有
限公司 2015 年 8 月版，2019 年 3 月修订。
**

地区（分属今汕头、揭阳市）。后亡命香港，开始文学活动，以
这一时期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农民运动
题材的小说。后以其中一篇《通讯员》成名。该篇在“左联”主
办的《文学月报》发表后，被鲁迅、茅盾选入意在向美国读者介
绍中国左翼文学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并称赞说：“在所有
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
而且写得很好。” 11931 年回乡，追随在十九路军翁照垣（18921972，惠来人）旅任参谋主任的大哥丘国珍（1894-1979）将军，
入翁旅任副官，亲随翁将军左右投身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
后撰有《吴履逊和季子夫人》《“善于构筑防卫工事的翁照垣”》
等作品，并有《一二八抗日战争的回忆》载于《东方杂志》。吴
履逊（1900-1974，揭阳人）时任翁旅六团三营营长，亦为一员猛将，
东平在文中“为他这独特人品立下了一个确定的公式：广东人 +
男子汉 + 军人 = 吴履逊”。以上算是东平基于乡缘从事文学和社
会活动留下的主要业绩。此外，其作品还多有取材于潮汕一带乡
风民俗、反映风土人情的情形，如有题为《“潮州仔”》的小说等，
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 • 二八”战后，东平随十九路军参与了“福建事变”，失
败后往来于沪港之间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参与《太白》编辑。
1934 年底往日本，留学于明治大学，期间参加“左联”东京支部，
其作品受到郭沫若的赞扬。郭说：“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
新的时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
（郭沫若，2004：132-133）1936

年初回上海，“七七事变”后，参加

了“八 • 一三”淞沪会战，随后又北上济南，南到汉口、南昌等地，
活跃在抗战前线。这一时期，东平勤奋著述，不仅接连出版了《沉
郁的梅冷城》《火灾》《长夏城之战》《给予者：1.28-8.13》等新
《通讯员》原载《文学月报》第 1 卷第 4 号，署 1932 年 11 月 15 日出版，但据鲁迅、
茅盾为《草鞋脚》撰写的篇目简介，该期杂志实际出版于 1933 年春：“这一篇原
登一九三三年春季上海出版的《文学月报》第四号。《文学月报》是左倾的刊物。”
见鲁迅、茅盾选编，蔡清富辑录：《草鞋脚》，第 575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草鞋脚》一书是应美国记者伊文思之约编选的，英文版出版于 1974 年，
作为英文版编者，伊文思并没有完全采纳鲁迅、茅盾的意见，而是做了增删。前引《草
鞋脚》中文版是由蔡清富根据相关资料辑录出版的，两个版本中都收录了《通讯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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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品，还迎来了个人创作力最旺盛、最有成就的时期。其代表
作《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等被誉为“抗战以来最
伟丽的诗篇”（许翼心、揭英丽，2011：4）。2 由于这批作品多发表在
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上，被视为“七月派”代表作家。
胡风评价说，展开他的作品，“我们就象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
底雕像，在他底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底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
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胡风，1984：457），民
族意志和力量由此得到鲜明的体现，标志了抗战文学的最强音。
本文所要处理的，主要是东平在新四军时期的创作。1937 年，
东平追随叶挺（1896-1946，惠阳人）到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工
作，1938 年 1 月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秘书、
一支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新四军先遣支队随军记者，写下
一批战地通讯，及时向外界传递了前线信息。1940 年随陈毅部队
到苏北，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苏北文艺界协会理事，
期间还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领导工作，笔耕不
辍。1941 年 7 月日军扫荡，丘东平率一部鲁艺师生突围时，于盐
城北秦庄壮烈殉国，年仅 31 岁。3
由于过早逝世，除胡风当年的选编和推介外，丘东平的作品
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尤其是其新四军时
期的作品，除少数散篇之外，人们熟知的只有他身后出版的未完
成的长篇《茅山下》（1944）。2011 年我应许翼心先生之约承编《丘
东平作品全集》（张业松，2011）时，在汇编辑佚方面多所致力，收
获不小，但因时间仓促，为赶在东平捐躯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出版，
留下很多遗憾。号称“全集”，其实是不全的。最遗憾的就是他
的一部佚书没有找到，只能依据相关信息搜辑所收作品，予以“重
建”。这就是《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一部新四军早期军中出版物，
收录东平投身新四军之后最初阶段的作品，当年流传不广，事后
踪迹难觅，多年来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时至今日，人们在开列东
2

语出聂绀弩《给战死者》。
关于东平生平史实的叙述，主要依据戴文兵：《忠诚的战士 杰出的作家——东平
烈士传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海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海丰文史》第 4 辑，第 29-37 页，198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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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著述目录时，也几乎从不计入此书。
关于该书的流传和搜辑情况，我曾在相关文章中加以说明，
此处不赘。当初写下“如果有朝一日原书能够重现世间，这种遗
憾也就不算什么了”（张业松，2012） 这样的句子的时候，我其实
不抱希望，内心做了放弃打算。不料峰回路转。2015 年左右我从
常去的网络社区豆瓣网（www.douban.com）收到的一封站内信直
奔主题地说：“你好，个人藏有丘东平著《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一书，原版。1939 年出版。如有相关问题或需要，可以致电：
xxxxxxxxxxx（张）。”这是来自北京藏书家王政先生。他慷慨地
将个人收藏公之于世，使烈士遗珠终成全璧，给我带来意外惊喜。

二
王政先生提供的《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复印件显示他的藏品
原属北京某单位图书室，页面清晰完整，品相甚佳。原书封面、
扉页、版权页、目录页各 1 页，内文 95 页。封面素色无图，除书
名和著者，署肩题“抗敌丛书”、出版单位“战文社”。扉页肩
题增行，署“抗敌丛书 文艺之部”，页面周边加花纹边框，其余
元素与封面一致。版权页下部加花纹边框胪列所有出版项：“抗
敌丛书，文艺之部（有版权），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作者东平，
编辑者抗敌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者战文社，发行者战文社，代
售处各埠大书店，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初版，实价贰角伍分，
外埠酌加邮费。”目录及编排次序一如先前的了解，唯一有出入
的是其中一篇的标题，书中做《宣扬“皇道”者的行列》（内文同），
之前的著录信息错为《宣扬王道者的行列》。
版权页的出版项没明确标注出版单位地址信息。之前我判断
此书由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对外称抗敌社）出版于安徽泾县云岭。
判断依据主要是此书内容、编辑、出版宣传与《抗敌》杂志密切相关。
《抗敌》杂志出版单位署“抗敌社”。《抗敌》杂志出现的图书广告，
出版单位多署“战文社”。目前我暂未看到有关“战文社”或“战
文社”与“抗敌社”的关系研究，高度怀疑二者是新四军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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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在出版期刊及图书时对外使用的不同代称，即同一机构。
书中各篇末署创作时间地点，按目录顺序依次是：
《向敌人的腹背进军》：1938，4，30 晚上，离湾沚敌人封锁
线还七十里。
《武装的政治工作队》：1938，5，20，于朱门。
《铁蹄下的故事》：一九三九、三、十一。
《截击》：一九三八，六，廿四。
《宣扬“皇道”者的行列》：一九三八，七，三。
《母亲》：一九三八，七，二九。
《东湾——敌人据点的毁灭》：[ 一九三九 ]4 二月十日 XXX
《用战斗的顽强性》：一九三九．七．四．
以上各篇除《铁蹄下的故事》外，其余按创作时间编排，有
明显的“进军”过程纪实性。全书内容起于由陈毅、粟裕将军直
接指挥的新四军先遣支队第一次挥师出征，终于部队深入敌后之
后，“用战斗的顽强性”游击作战，在江南地区站稳脚跟，基本
反映这支部队成军初期行军作战轨迹。开头的《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武装的政治工作队》两篇和结尾的《东湾——敌人据点的毁灭》
《用战斗的顽强性》两篇篇幅长，是直接的行军作战记录。中间
的《截击》记录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此外三篇不直接涉及军事行动，
是写于战斗间隙的战区情况报告。其中《铁蹄下的故事》《宣扬“皇
道”者的行列》侧重反映日寇暴行，《母亲》写一位母亲对投敌
的女儿大义灭亲。日寇暴行和中国老百姓的表现是直接反映军事
行动的诸篇随时涉及的主题。
归总来看，《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可谓名副其实，忠实记录
新四军成军初期（1938 年 4 月至 1939 年 7 月）在安徽、江苏一带
江南地区的行军作战过程及部队所到处敌、友、我方面情况。由
于书中所收各篇随时在外界期刊发表（全书 8 篇有 5 篇目前可查
到发表记录），结集成书迅速，可以说，《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4

此年份篇末未署，但文章开篇写明本次战斗发生的年月日。（东平，19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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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四军成军初期江南战场情况的反映相当及时。
三篇不直接涉及军事行动的战区情况报告中《宣扬“皇道”
者的行列》内容简略，篇幅不足一千字，记录一位“从日本兵那
边逃回来的伕子”讲述的句容日军下乡“宣扬皇道”的情况，像
行军途中匆忙的速记。在简略的记述中，日本兵的色厉内荏、沿
途奸淫掳掠的情形被刻画得生动直观、如在目前。
《母亲》记述对一位大义灭亲的母亲的采访，篇幅约三千字，
前半部份侧重第一人称“我”往访途中对环境、氛围的观察和感
受，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创作性，体现东平创作的一般特色，既善
于营造点染兼具忧郁色彩和沉思风格——他常用“沉郁”一词——
的有我之境，又有很强的造型性，寥寥数笔使人物和形象鲜明地
呈现出来。试看本文开篇：
新绿的田野，低低地落陷着，落陷在几乎是地平线以下
的位置，平原的面积愈在人的眼帘下缩小了。流水和村
落的白墙用鲜丽的白色光焰交织着，仿佛有人把碎片的
金属物撒向空中，叫他们在明朗的阳光下片片的飘扬起
来，互相投射，这样炫耀自己的奢侈和富有。──我独
自个在田径上走着，带着工作和疾病所给与我的疲劳，
沉郁地目送着远处田径上的人们，时而聚集，时而分散。
我仿佛熟习他们每一个的命运，暴力的黑影像魔鬼似的
追蹑在他们每一个的背后，他们生活在过度悲哀，过度
愤恨的日子中，生活在或者逃亡，或者战斗，或者以疯
狂麻醉自己的日子中；他们是那样狼狈，残败，在行进
的路上不断的掩埋自己的队伍中被击倒下来的死者，他
们的咒骂，他们的怨责和愤恨的声音，将要把原来所有
的道德，伦理完全代替。（东平，1939：57）
这样的描述若能被称为环境描写的话，与其说是“风景的发
现”，不如说是“风景的发明”，明显是内在视像对外在景观的
投映和改写。因这样的改写，孤立分散的人和物的无意义的空间
措置被编织进广阔宏大的全民艰苦抗战的历史洪流。生活的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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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人物的一举一动因而具备深沉意义。这是现代，由历史洪
流裹挟而来，因战争的强加格外凸显。置身其中，因人身和人力
的渺小而“那样狼狈”，将被“命运”的沉重击倒、压垮、摧毁
的人们将何以自存？一位“壮健，沉重，一种坚强果敢的气质在
她丰满的面孔上洋溢着，有一副锐利而细小的眼睛，——年纪约
在四十左右”

（东平，1939：58）的告发自己的汉奸女儿的母亲和一

位年纪衰老、身体疲弱的婆婆有怎样的内心、如何展现她们的主
观战斗精神因而变得格外富于悬念。文章后半部分以母亲的讲述
为主，辅以婆婆的证言，记录一位汉奸女性的堕落和毁灭过程。
因东平对客观性的追求（“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墨水笔和日记本子，
把她的话逐句的记录下来”）（东平，1939：60），文章保留更多原
初信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汉奸”女儿的处境和行为或有某
种复杂性；但也正是通过东平的笔触，使我们得以了解了当时当
地民心民气的向背趋止，从而对于抗战胜利的必然性，获得更多
后见之明。
作为全书中唯一没有按创作时间编排的作品，
《铁蹄下的故事》
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编排上，还存在一个著作权属的问题。其开
篇小序云：
以下是在南陵的时候，一位友军的宣传员交给我的油印
的宣传品中所写的十个短短的故事。十个短故事合订为
一个小册子，用黄色的油光纸作封面，题名是《敌人的
暴行》，中间一行小字是《抗战丛书之三》，下面又是
一行小字，标明是“轩政战宣队讲演组编印”的，不晓
得执笔者是谁，交给我这十个短故事的宣传员的名字也
忘掉了，记得这位宣传员当时曾经对我说，这些故事都
是事实，其中所记载的人物不是执笔者的家人就是亲戚，
乡邻和朋友。故事发生的地点大抵在宣城、湾沚一带，
那时候宣城、湾沚还在敌人手中。现在把十个故事发表
在这里，以未能征求原作者的同意为憾。──作者（东平，
19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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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作者声明”，意思是他并非真正
的作者，只是转手发表了这一组“故事”。对于这种形式的“小
序”，熟悉中国新文学史的读者可能怀有本能的警惕，不愿轻易
相信。毕竟多年来，中国新文学史从《狂人日记》讲起，一上来
就碰到了这种“假托的小序”。东平的这篇“小序”可信度有多
高呢？且看下文。没错，下文由各自独立的“十个短故事”组成，
编有序号，讲述都很简练，所述都是“敌人的暴行”。第一则《三
个农夫》，不足三百字，讲三个在敌占区的老农夫路遇两个日本兵，
主动跪在地上求饶，却被日本鬼子“笑嘻嘻地拿起他手里的军刀，
把他们一个个的从头顶剖到胸口，拖着丢到大河里去了。”结尾说：
“小朋友们，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鬼子兵，我们能白白的放走他们
吗？”（东平，1939：37） 看起來的确像是目标明确、通俗易懂的战
区宣传品。其余九则中，《两个妇人》《一个小朋友》《两个年
轻姑娘》《猪头换人头》《一群青年》《芜湖北乡的女人们》六则，
篇幅也都在三百字上下，内容和写法略同，都是记述惨遭鬼子屠
戮的无辜牺牲者，最后向“小朋友们”发出动员呼告。另外三则
篇幅稍长，写法略有不同，最明显的区别是结尾没有对“小朋友们”
的直接呼告，而是对日本鬼子的残酷和中国人民的觉悟做了形象
化的展示。其中《残废的小天使》约四百字，写日军空袭苏州城
外某处，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惨剧，废墟中仅有一位失去左手的
小姑娘幸存。《两个东北人》约五百字，内容是一位从芜湖逃出
来的商人转述两位东北逃难者对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的揭露和控
诉。《可怜的老夫妇》将近一千字，记述芳山地方一对七十多岁
的老夫妇在日军扫荡下的悲惨死亡，用了很细腻的笔触记述他们
逃亡﹣归家﹣遇敌﹣被杀﹣老弟见证弥留的全过程。
从上述内容能否判断这“十个短故事”的作者是否东平呢？
好像有点困难。但这样的内容，似乎也没有必要设置假托的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序开头出现了一次“友军”。按本书中的通例，
“友军”是从新四军立场上对当地国民党军队的称呼。在第六则
《一群青年》开篇，又说“我们的国军退出了宣城……”（东平，
1939 ：40），直接点出了“国军”。按说由于“新四军”也是编入“国

军”序列的战斗部队，新四军称友军为“我们的国军”应属正常，

164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但在丘东平笔下，好像并没有这样的用语习惯。由此，这篇《铁
蹄下的故事》的源本很可能确属国民党军队的战地宣传品。值得
讨论的只是，东平在发表这组故事时，是原样照录，还是做了改
编或重写？小序中既然说明原作是“小册子”，则篇幅应该较大？
应该说，东平拿来发表时做出加工，而非原样照录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
小序中说：“以下是在南陵的时候，一位友军的宣传员交给我
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大抵在宣城、湾沚一带……”全书依次读下

来，可以明了这些地理信息除了表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包
含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信息，即，本篇是作为新四军进军过程
中的一个插曲被包含进来的，恰当地被安放在其得以发生的时间
点上了。由此可证，全书编排的首要依据是“故事发生的时间”，
而非写作时间。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一九三九、三、十一”应
该是由东平抄录 / 重写时标注的，而不是原作日期。
又，抗战时期题名为《敌人的暴行》的出版品为数不少，有
报刊文章，也有单行本，甚至有人以《欢迎敌人的暴行！》为题
撰文。5 我见到其中一种正文 21 页的“小册子”，署文金编著，列
陈立夫题签的“特教丛刊”第五种，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会印，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版，正中书局印刷。全书 11 题，分别是：一、
前言，二、陷落后的南京，三、天堂成了地狱，四、七年来的东北，五、
屠杀成了本性，六、卑劣的掳掠，七、焚烧的惨剧，八、妇女的厄运，
九、辱人丧德的兽行，十、怎样对付敌人暴行，十一，我们的出路。
篇幅除一和十一各 1 页外，其余每题各约 2 页。《前言》中说：“敌
人一方面用武力侵犯我国，在各处烧、杀、抢、淫，并且以飞机
在全国人口集中的地方，乱投炸弹。但另一方面，却又散发传单，
和用其他种种方法宣传‘中日亲善’，‘不杀良民’，‘推行皇道’

志公：《欢迎敌人的暴行！》，《国防线》，1938 年第 2 期，第 36-37 页。此文
为社论性质，主旨是：敌人的暴行神人同疾，天地不容，但站在国家、国族立场上
来说，“它是加紧刺戟我们的情绪，加快鞭策我们的天良，加强振奋我们的人心，
加速唤醒我们国家、国族的意识，结果，使我们上下一心，全国一致，敌忾同仇，
与敌人拼个死活，争取最后胜利。……孟老夫子说得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我们要来迎接复兴国族，建设国家的良机！我们便要来感谢敌人暴行的赐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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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鬼话，来哄骗诱杀我们的同胞。这是非常痛心的事！现在，且
把敌人在各地的真实行为，和许多人亲见亲闻的事实，作一简单
报告，好使大家能得到些战区的真消息，认识认识敌人的真面目。”
这个立意，应该说与《铁蹄下的故事》的源本相去不远，但二者
在具体内容上并无重合。作为教育部在国家规模上的制作，“特
教丛刊”版《敌人的暴行》在内容取材和编辑处理上，显然要比《铁
蹄下的故事》有优势得多。相比之下，后者只能算是“局部战场素材”
吧，但也因此，它所保留的战场原生信息要更多一些。

三
本书出土后面临的最为复杂的情况，是原文的版本异文。
如前所述，全书 8 篇中可查到发表记录的有 5 篇，其中 4 篇
可找到。《向敌人的腹背进军》载《七月》第 3 集第 3 期，《武
装的政治工作队》易题《我们在行进》发表于《国民公论》第 1
卷 第 2 期，《 截 击》 载《 文 艺 阵 地》 第 2 卷 第 2 期， 以 上 均 为
1938 年发表；《东湾——敌人据点的毁灭》载《时论丛刊》第 3 辑，
1939 年。《宣扬“皇道”者的行列》载《抗战文艺》“武汉特刊”
第 2 号，原刊没有找到。
对照比较杂志刊出的文本和单行本文本，版本异文情况显得
复杂。对读下来，仿佛每篇作品都有三个版本：杂志本、书籍本、
以及存乎两者交叉空间中依稀可辨的作者原稿本。这个依稀可辨
的原稿本，从研究者的角度说，也许可以称为“理想版本”，其
特点是：行文更口语化、更具野性和生气，有许多独特的措辞、
意象和句式，同时，也是更忠实地反映战地实情和战斗职责的文本。
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语言和文章个性风格特点，也更能体认
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他的长处与短处，他的意愿、匠心、参与
和观察，透过其文字，或者尤其是透过他人对其文字的删改，得
以清晰呈现出来。可惜的是，除非有朝一日奇迹般地重新发现原稿，
我们将永远无法得见这个“理想版本”，而只能通过经编辑处理
的另外两个版本来加以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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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三重性对研究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揭显了更多值得讨
论的面向。在此以《武装的政治工作队》为例，略加讨论。杂志
版本《我们在行进》的结尾加括弧标注了一句话：“武装的政治
工作队中部的一段”，意思是所发表的只是原文“中部”的段落，
删节幅度自然很大。删节的原因没有说明，不排除是因为原稿篇
幅太长，杂志容量有限。但通常来说，这种原因是最容易说明的，
既然结尾要加说明，多加几个字，写成“因原稿太长，这里只发
表了《武装的政治工作队》中部的一段”是很容易的事。事实上，
进一步比勘两个版本，可知杂志本除了删节，还有大幅度的修改。
这种编辑事务上的处理和不处理构成“有意味的对照”，不免使
人多想一阵。
先看删节部份。杂志本说所发表的是“武装的政治工作队中
部的一段”，其实不对，从书籍本来看，它并没有对文章的后半
部份做什么删节，相反，结尾还比杂志本多出了一段。这篇文章
整体上是围绕“武装的政治工作队”这个主题，记叙新四军先遣
支队从安徽青阳县经南陵县穿越日军的交通线到达宣城市一带的
行军历程。主要侧重途中的四个内容：陈毅在部队干部会上所做
的关于“与群众的关系，与友军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战略战术”的
政治报告；沿途的群众工作；与不友好的“友军”的遭遇；乌溪
群众的自发抗日斗争。“对群众的宣传”和“对自己部队的教育”
是这一阶段行军过程中的主要工作，东平看似流水账的记叙，始
终扣题很紧，写得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可读性强，又富于文采。
杂志本删节了文章的整个前半部份，保留下来的后两项内容中，
又删除了在处理与“友军”的关系时，部队战士与当地群众的一
段谈话，如下：
“你们看，我们打日本强盗，打到这里来，还要碰到这
些拦路鬼呵！”一个战斗员同志说。
“我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我们渡过各种各
式的河，像这样的一条小河，随便一跨就过去了，不过
要等候首长的命令。”第二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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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不冲过去呢？”老百姓很气愤地问着。“我
们受他们的气也够了。我们原是住在河北的，我们有田
地在河南，游击队不准我们过河，我们在河南的田地不
要耕种了。──游击队说我们是汉奸，土匪。同志，你
们也是汉奸么？是土匪么？”
另一个老百姓这样解释：
“我听见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们不让你们过河是有原
因的，他们要的是款子，他们派河南一带老百姓每保
二十元的款子，还要缴枪。听说你们新四军反对派款，
反对缴枪，他们着了慌，从昨天起就拼命的缴枪，催款子，
恐怕你们一来，什么都弄不成功。”（东平，1939：26）
这样的删节处理是不难理解的。陈毅的政治报告，有大篇幅
的原始记录，发表出来就是“政治宣传”。上举引文中涉及“二万五千
里长征”的内容和“友军”派款缴枪的内容，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也会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在一方看来是好的和正面的宣传，在另
一方可能就是坏的和反面的。本来“国共合作”、联合抗战时期，
政治上讲求的应该是民族政治，不同的政党，共同的政治，大家
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也都有权公开论述自身对共同政治的理
解和追求，但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理想，而是相互之间壁垒重重，
充满“暗战”。战场实际状况已经是“友军不友好”了，后方宣
传上消除于己不利的“杂音”正属在所当然。抗战时期的出版审
查不仅没有因为全民抗战而有所放松，反而更加严密，国共两党
在出版领域的博弈也更加激烈（参见王海军，2014）。当此情形下，
杂志对文稿的编辑处理，可能是出于对“抗战宣传”的政治正确
性的主动追求和自我审查，主动规避可能涉及政争的敏感内容，
也可能是由于官方出版审查所致。从杂志方面说，自我审查可视
为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术，是为生存而生存，还是为斗争
而生存，是这类涉及实利的事业所面临的永恒的难题，也是道德
评判最容易下手、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除了党争的政治性之外，更重要是这部作品本身就产生和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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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于抗战的政治性中，在“纪实”和“宣传”（激扬民气）之间，
倘有不能或不够一致的地方，分寸如何拿捏，在不同的文本处理
过程中难免会有不同的体现。就事论事来看，在书籍本中呈现得
比较客观的一些现象，在杂志本中往往被修改得更加正面、积极、
正义了。比如书籍本中的一句“我所看到的乌溪人大抵都是坚强的，
勇敢的”（东平，1939：33），杂志本中删去了“大抵”二字，抹除
了不确定的语气，增强了语意肯定性。另如书籍本中的一小段：
被占区中的人民，并不全都是抗战的，还有不少在做着
他们苟且偷安的迷梦，以为敌军一来，如果不和他们反抗，
好好的接待他们，便能免受烧杀。乌溪人起初也是这样
的苟且偷安的一群。（东平，1939：31）
在杂志本中是这样的：
被占区中的人民，并不全是了解自己的地位，有着高度
的抗日情绪，积极参加抗战的标准人民，还有少数是在
做着他们苟且偷安的迷梦，以为敌军一来，如果不和他
们反抗，好好的接待他们，便能免受涂炭。乌溪人起初
也是这样苟且偷安的一群。
“烧杀”被改成“涂炭”，由直观变成了象喻。如果说这可
能只是出于编辑的个人喜好，略显奇怪的话，那么，“并不全都
是抗战的，还有不少”的简单陈述，变成“并不全是了解自己的
地位，有着高度的抗日情绪，积极参加抗战的标准人民，还有少
数是”这样的瞻顾曲折、力求周全的表述，尤其是量化概念“不少”
被改成“少数”，这类修改就可谓戒慎恐惧，字字刻意了。
以上所述，主要是杂志本基于政治性考量做出的删改。除此
以外，杂志本对原文的改动似乎很少，从而保留了更多风格性的
表述细节，包括句子、词汇、意象等。与之构成美妙对照的是，
书籍本在出于自身动机的编辑处理下，也在它不敏感或刻意突出
的空间，保留了一些原稿的个性因素。两相比并，一一得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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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的庐山真面才得到了更多的呈现。──我的意思是，杂志本
和书籍本各有各的敏感和考量，同时也有各自的不敏感和不经意，
双方参差交错，各自斧斤不到之处，反而更加突出了原稿本所包
含的个性特征，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东平风格”。这方面更充分
的鉴证和钩稽，需要更细致的工作，且待来日。
书籍本的编者黄源毫无疑问在政治和思想意图上是与作者一
致的，其对原稿的处理，显得更偏重于语言文字的规范性，由此
相对杂志本，一般而言是删得少，细小得改动多。但也有些地方，
不知究竟出于什么情况，杂志本会出现多于书籍本的成段文字。
比如前引杂志本《我们在行进》的结尾，多出来一段文字：
在这一次英勇的战斗中，乌溪人已经洗刷了过去苟且偷
安的错误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光荣的战士，他们并且得
到宝贵的教训，铁一样的事实告诉他们，要投降，愿意
当亡国奴，都是死路一条；要活，要摆脱亡国的惨痛，
只有和日本强盗拼命。
通篇读下来，这段卒章显志的总结性文字，看起来是有点多
余了。文章基于记叙的呈现，已足以显出“事实”和“教训”，
再这样“升华”一下，反而破坏文气，画蛇添足。这段文字的来
源究竟是怎样的，不免令人生疑。究竟是来自东平原稿，还是杂
志本的添加？在这段文字的有无上，黄源在编辑书稿时是否起到
过什么作用？一时之间恐难定论。而且，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我
们在行进》中，还有一段较长的文字也是书籍本中所没有的：
未到裘公镇之前，我们听见这里的群众有很多对国共两
军合作的情形还不大清楚，他们中了一些汉奸分子的谣
言的毒，不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而说是国民党允
许共产党人自首，或者说国民党赤化了，因此作街头演
讲的同志特别地对群众解释统一战线的问题，写标语的
同志尽量地在墙壁上多写“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抗战
到底”这个标语，而我们的战斗员们，是到处的唱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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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两党合作进行曲》──这一首强健有力的赞美歌，热
烈的歌声笼罩着全镇。
比起结尾的段落，这一段的描述更为具体，由编辑添加的可
能性更小一些。但在作出更细致的研究（包括对发表《我们在行进》
的期刊和编者的研究）之前，也很难断定。按照现代文学文本校
勘的一般经验，两个版本中各自多出来的文字，除非有确证来自
他人添加，否则以归属于原稿为宜。倘是，则由上述两段文字中
所见出的东平，应是政治上充满热情，且不乏幼稚的？
──这样被谈论的东平，究竟有几分接近于他的真实呢？我
没有把握。但无疑，倘若没有《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原本的出土，
我们借以认识东平的材料会是更加残缺的，据以展开的想像也将
是更加不足为凭的。

四
这只是东平佚书《向敌人的腹背进军》的初步发掘报告，其
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有意思的问题没有涉及。好在，承香
港三联书店侯明总编慧眼识珠，《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在香港影
印出版。奇文共赏，疑义与析，我相信很快可以读到更多更高明
的讨论，如此，本报告作为引玉之砖，也就功德圆满了。
就我浅见，上述而外，《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原书的发现，
还在以下方面尤具意义：
一，书中保存了陈毅、粟裕将军的个人活动和言论史料，尤
其是不见于其他地方的一手言论记录，对陈、粟研究、新四军初
期活动、抗战初期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研究等有帮助。比如《武装
的政治工作队》中较大篇幅的陈毅的政治报告记录、各篇中记载
的粟裕等将领的作战指挥等，都非常值得重视。以下是陈毅讲话
中的两个段落，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策略性和领导艺术与能力：
对于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彻头彻尾去执行。我们今天发

战区“风景”与文本三重性

171

动这伟大的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对抗的斗争，正如应用一
部复杂的机器；政党、派别、军队、人民，都好比机器
中的零件，必须配合而使它们都发生力量。我们行军，
还有人挡驾，这是统一战线还不够深入所致的结果。……
我们可以预料，我们这一次出动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
定要无耻的散布谣言，说出共产军怎样进行不正规的活
动，以遂行它们挑拨离间的阴谋，我们要用统一战线来
粉碎它们这个恶毒的阴谋！
战略战术的决定是和整个的政治路线互相配合的；从来
没有离开了政治路线而定下来的战略战术。我们今天以
一弱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从这战斗中建立新的
国家，我们的战略战术都出乎常轨，世界各国都不能理解，
我们今后是在敌人的包围中求发展，在敌人的中心根据
地进行战斗，政治上建立统一战线，军事上进行机动的
游击战。你们要注意，每天不论如何疲劳，在任何困难
的条件下都必须进行小集会，讨论，保持我们固有的优
良作风。以前是山地战，今后是村落战，河川战；以前
我们的工作范围只限于工人农民之间，现在，在中国广
大的国境中除了汉奸托匪任何阶层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牢固地把握住这个丰富的工作内容。我们要加倍
武装我们的头脑，来适应这个环境，并且从这个环境中
创造我们的新战术。——我们的新战术是怎样的呢？这
是要用我们以后所表现的具体事实来作解答了！（东平，
1939：11-12）

关于本书的史料价值，新四军的另一位著名将领叶飞将军也
曾提供见证：
那时，宣传新四军还是合法的，邱（应为丘──引注）
东平的《东湾——日军据点的毁灭》就发表于重庆出版
的《时论丛刊》上。……这篇文章中写的“团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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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挥员”就是王必成同志，“敌工股长琼州人”则是
作者本人。（叶飞，1992：24）
《时论丛刊》是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办的期刊，主要负责人
为王任叔。由于出版环境复杂，“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
战术，一期换一个书名”，不排除曾出现将出版地署为重庆的情况。6
二，本书对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在江南的活动的记录，与同一
时期的其他史料，尤其是陈毅将军本人的讲话、写作构成关联，
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互文性，对照阅读，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新
四军战史和战区方方面面的情况，增进对历史丰富性的认识。这
方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陈毅将军的《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
（1939.2）、《江南抗战之春》（1939.4）、《茅山一年——江南
游击区》（1939.6.21）、《江南游击区域工作经验片谈》（1939.7）
等富于生气、脍炙人口的作品，与丘东平的写作，以及同时期其
他新四军部队作者的写作相关互补，值得对读。陈毅作品中有一
篇《关于学习——四月十一日在干部晚会的报告》（1939.4.11），
原载《抗敌》第 1 卷第 4 号，篇末标注“东平记”，可以作为陈
毅作品中的“东平烙印”的直接见证。7
三，丘东平新四军时期的作品，以捐躯前未完成的长篇《茅
山下》最为著名，此外还有《我们出发了》《日本兵的故事》《蒋
老大和老叶》等集外文，现在加上《向敌人的腹背进军》，组成
了更为完整的系列，对于全面认识丘东平这一时期的创作和贡献，
无疑更有帮助。

6

参见王益：《我的印刷情结》：“1939 年的上海租界，日寇宪兵不能进入，只有
特务在租界活动，我们还能展开活动。通过八路军上海办事处，收到延安出版的《解
放日报》、《解放周刊》，虽不能原样翻印，但却可以把其中的重要文章，摘编成
一本杂志，在上海租界上秘密出版发行。最初用《时论丛刊》的名称，后来被日寇
发觉，引起极大惊恐，在他们的报纸上大肆咆哮。我们就不再用《时论丛刊》的名称，
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一期换一个书名，敌人抓不住、摸不着，无可
奈何。”载《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三编）》，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4-245 页。
7
事实上这方面史有明文，丘东平传记资料中说：“在此期间，他经常为陈毅同志起
草文稿，记录报告，四月十一日，他记录整理了陈毅同志的报告《关于学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海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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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实中国现代文学库存，为丘东平个人的诗学风格、创
作成就研究和抗战文学、左翼文学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文本。
参考文献
戴文兵：《忠诚的战士 杰出的作家——东平烈士传略》，见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海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6）：
《海丰文史》第 4 辑，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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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ttleground’s “Landscape”
and the Treble Texts:
A Report on Qiu Dongping’s Lost Book
Marching Towards the Enemy's Back
Zhang Ye 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ovel Marching Towards the Enemy's Back (Xiang Di Ren
de Fu Bei Jin Jun) was published in 1939. It was the last book published
before the author, Qiu Dongping’s death. Because it was published at a time
when the New Fourth Army was just established, the book did not reach a
wide audience and was not heard for more than 70 year until recently. The
book was found to be in good conditions, which is typical of publications
by the New Fourth Army. There was no preface and it included 8 pieces of
writing which are the first-hand record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during
its early establishment. It recorded vital histor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leader’s opinions, fighting style of the troops and the daily lives and attitude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of that period. As a piece of writing written on the
battleground, his “invention of landscape” showcased his unique writing style
and his ability to skillfully recreate scenes. Several works of this book had
been published on journals, but when compared to the book, it demonstrated
the complexity of publishing on different platforms and reflected the politics
of publication during the war.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future study
of literature bibliology.
Keywords: Qiu Dongping, the treble texts,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he New
Fourth Army

文化历史

霹雳州丹绒槟榔（角头）：
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潮籍渔村的移殖史***
陈妙恩*，蔡慧钏**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霹雳州其中一个已有 160 年历史的潮籍

渔村——丹绒槟榔（Tanjung Piandang）的形成与二战前的发展过
程。丹绒槟榔，也称作角头，在地里位置上被划分在霹雳州 ，却
与槟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将通过地图、
英国官员的记录、报章和国家档案局的资料追溯二战前丹绒槟榔
早期的历史，并辅以口述访谈，以检视潮籍人士如何在这个地区
落地生根，以及华人早期在此涉及的经济活动的发展。
关 键 词   马 来 西 亚 华 人   霹雳吉辇   北 霹 雳 的 经 济 活 动
潮州渔村   马来半岛西岸

绪论
对于马来西亚潮州人研究，除了 1950 年代潘醒农的《马来西
亚潮侨通鉴》、1999 年王琛发的《马来西亚潮人史略》和 2009 年
陈骅《潮人在马来西亚》外，近年来也对各州包括柔佛（郑良树，
2004）、槟城（陈剑虹，2010）、东海岸的丁加奴、吉兰丹和彭亨（何
启才，2015）与雪兰莪和吉隆坡（詹缘端、徐威雄、童敏薇，2016）进行更

进一步的梳理。《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2016：49-50）一书
中提出了西岸滨海区的潮州链带这个概念，并指出这一条潮人链
*

陈 妙 恩 博 士， 马 来 西 亚 大 学 马 来 西 亚 华 人 研 究 中 心 博 士 后 研 究 员。Email:
tanmiauing@um.edu.my
**
蔡慧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Email: chua.huichuan@u.nus.edu
***
此文章是《2017 年角头口述历史与调查计划》的部分研究成果，该计划获得来
自角头许才发先生的支持与赞助。

带，其间的居民多从事农耕或捕鱼，与潮汕原乡大致相同。这包
括（从南到北）丹绒士拔、吉胆岛、巴生、瓜拉雪兰莪县的东姑
腊渔村（Kg. Bagan Sungai Tengkorak）、沙白安南县的适耕庄、大
港（Sungai Besar）、双武隆（Bagan Sungai Burong）、乌暹渔村
（Bagan Nakhoda Omar）、 直 古 鲁（Kg.Bagan Teluk Ru）、 浅 顶
（Bagan Sungai Pulai）、新沟港口（Bagan Parit Baru）、水柳头（Kg.
Bagan Sungai Lang）和文丁哥坝（Kg.Bagan Beting Kepah）。
王琛发（1999：30-32） 也认为 1950 年代以前，马来西亚半岛的
潮州人已形成了许多以渔业为主导的聚落，例如：南马的丰盛港
（Mersing）、兴楼（Endau）、龟咯（Kukup）、龙引（Rengit）等地；中、
北马的巴生、大港、安顺（Teluk Intan）、牛拉（Kuala Gula）、
古楼（Kuala Kurau）、亚罗士打十字港（Simpang Empat）等地。
如果将这些地区（从柔佛沿岸，经过雪兰莪，北上霹雳 1、槟城 2 和
吉打）联系起来，沿着这条链带可北上进入潮籍人数占多数的泰国。
此外，也有一些潮州人地区是以农耕为主，或者兼具农渔两业。
沿着这条链带，本文主要记录霹雳州其中一个已有 160 年历
史的潮籍渔村——Tanjung Piandang （丹绒槟榔，当地人称之为角
头）的形成与早期的发展过程。由于霹雳州还未有任何有关潮州
人的专著出版，所以本文希望能在地域上衔接中马和北马的潮籍
聚落，同时将潮州人的研究引向这个地区。本文将通过地图、英
国官员的记录、报章和国家档案局的资料追溯二战前丹绒槟榔早
期的历史，以检视潮籍人士如何在这个地区落地生根的过程。

1950 年代潘醒农的《马来西亚潮侨通鉴》提到潮州人的渔业主要集中在下霹雳的
峇眼那督 （Bagan Datoh）、峇眼巴硕（(Bagan Pasir Laut) 、双溪镇、双龙江、双
怡杖、文丁、对面港及四条港（Bagan Parit Empat）等处。人数约有四千余人，以
海澄县人占多数。次为天定河口的邦各岛。再次为槟城。现今其他潮州人占多数的
渔村有下双武隆（Bagan Sungai Burong）、巴眼依干（Bagan Ikan）和双呂拔 (Bagan
Lipas)。
2
潮州人渔夫在槟城多沿公巴（Teluk Kumbar）新路头港脚、双溪槟榔及本头公屿
（Tanjung Tokong）一带海湾而居。在威省则多数聚集在武吉淡汶（Bukit Tambun）
和高渊港口（Sungai Udang）。后者的居民 95% 是潮汕人家，而其中大约 65% 是
普宁北山原籍的许氏后裔。（陈剑虹，20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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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头的地理位置与人口变迁
角头位于马来西亚西海岸霹雳州的西北部，与马六甲海峡为
邻。东北与巴力文打相隔，南与瓜拉古楼为邻。虽然一直以来接
受霹雳州苏丹的统治，但居住在其中的华人却深受隔邻槟城的影
响。Piandang 原 是 一 种 树（samudera indica） 的 名 称（S. Durai Raja
Singam ，1980：144），而

tanjung 则是马来语海角的意思，所以华裔

居民称之为角头。早期居民沿 Piandang 河（当地华人的语境里称
为角头河）而居，形成今天的河流蜿蜒贯穿市区，将角头分为南
港与北港，流入西北部的大海。在陆上交通未发达时，这条河是
角头交通的大动脉，承载着三板、帆船到后来的汽船。根据《吡
叻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校第 26 周年暨新校舍落成特刊》（1961：
D1）记载，角头原是由海岸的贝壳污泥、残枝败叶，年久聚积而成。

再由于角头周边都是稻田，“芭”象征田芭之意。如图 1 显示，
市区大街向东一段被称为“芭顶”，向西一段则称为“芭尾”（连
慧茵，2016：3）。

（连慧茵，2016：3）

图 1：南北港与芭顶尾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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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文件，编号：A12b-3h）

图 2：1885 年吉辇县地图 3

（摘自谷歌地图）

图 3：2018 年角头范围

图 2 和图 3 分别显示了 1885 年及 2018 年角头的地理位置。
今天的 Tanjung Piandang，除了指角头市区外，也泛指吉辇（Kerian）

1885 年地图显示，其时角头位于第四区。它的名字被拼写为 Tanjoun-Pyandang
Divisio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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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 8 个区（mukim）的其中一个区 4。整个丹绒槟榔区（Mukim
Tanjung Piandang）占地约 40.76 平方公里（见图 3）。 2010 年人
口普查显示角头拥有 15,696 人 ，大部分是马来人，其次是华人，
印裔人口只占少数 5。马来人多数住在附近的村庄（kampung） 和
镇上。华人则主要在市区和 Bagan Cina 渔村。印度人则散布其间。
这里大部分华裔居民的祖籍为广东普宁，主要方言为潮州话，其
次为福建话，其他方言群则占少数。丹绒槟榔区有以下 8 个村：
Kampung Jalan Pantai Lama / Pasir Gedabu, Kampung Jalan Pantai,
Kampung Parit Sungai Burung, Kampung Parit Tanjung Piandang,
Kampung Baru, Kampung Parit Haji Kerani, Kampung Jalan Atas,
Kampung Sungai Betul Bawah. 。
若以行政区（Administrative District 或 Local Authority Area）
划分的话，2010 年角头的人口则只有 2,502 人。当中华人占大多
数（86%）， 其次是马来人（9.3%）和印度人（3.1%）（见表 1）。
由于不确定 1931 年，与 1970 年和 2010 年行政区划分有何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在 1970 年之后，虽然各族的百分比还是一样，但总
人数竟然呈现下降，从 6 千多人下滑至 2 千 5 百人。男女比例则
从明显从 1931 年的失调（71% 对比 29%）到 2010 年的平均 （50%
对比 50%）。虽然本文没有角头正确潮州人的数目，但村内人人
口操潮州话，其他居住在其间的各籍人士也以潮州话作为主要的
沟通语言，是公认的潮州聚落。

其它 Mukim 有 Bagan Tiang, Parit Buntar, Kuala Kurau, Bagan Serai, Beriah, Selinsing
和 Gunong Semanggol。
5
2000 年的 Tanjung Piandang 区的人口普查没有显示种族。但根据 1970 年代的数据，
当时整个区（Mukim）的人口有 16,346 人，57% 是巫裔，41% 是华裔，2% 是印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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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角头的房屋、性别、总人口及华、巫、印裔人数的百分比
（1931，1970 和 2010 年）6
年份

1931

1970

2010

项目

人数

%

人数

房屋 （间）

110

男

385

71

1,249

49.9

女

157

29

1,253

50.1

总人口

542

100

6,508

100

2,502

100

马来人

62

11.4

503

7.7

233

9.3

华人

446

82.3

5,744

88.3

2,154

86.1

印度人

33

6.1

261

4.0

78

3.1

其他

1

0.2

-

37

1.5

%

人数

%

576

角头如何形成一个聚落吸引人们定居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的主要的建筑物都围着河的两岸展开。早期的角头也一样。

（摘自谷歌地图）

图 4：2018 年角头的卫星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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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文件，编号：A12b-3d）

图 5：1885 年的角头

图 4 的卫星地图呈现角头现今繁荣之景象，沿着角头河的聚
落的规模与早期的角头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在图 5 里看到
1885 年的角头位于一片红树林（mongrove jungle）之后的河口，
现今称为芭尾的一带无住户；到现今称芭顶的一带，则被稻田包
围，间中也有椰子树，槟榔树和几间亚答屋。丹绒槟榔河（Tanjoung
Peandang River）川流而过，提供了饮用淡水。主要的道路是海岸
公路（coastal road）通往槟城和古楼。

（国家档案局文件，编号：A86-C59）

图 6：1914 年的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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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显 示 1914 年 的 角 头。 与 1885 年 形 成 的 聚 落 相 比， 人
口更加密集，住户渐渐往芭尾延伸，并设有学校，法院（court
house）和关税局（customs station）。屋子沿着人工开凿的运河而建，
与 30 年前一样四围都是稻田。
然而这与民间普遍认为角头最早的聚落略微不同。当地人所
编撰的《霹雳角头真君大帝暨蓝啅公古庙理事会辖下巴沙加拉武
华人义山重建大伯公庙纪念特刊》（2012）上，即表示巴沙加拉
武（Pasir Kelabu）的伯公庙一带是华人最早聚集地方，此地区至
双溪武隆（Sungai Burung）之间，在 1970 年代以前仍有 10 多户
华人居住，大多为许氏，来自中国广东省普宁县北山东埔乡。在
1904 年，港主谢亚熙与许世盛争取将伯公庙周围 13 余依格的稻田
（Lot No. 939）划为华人公冢。2008 年，村民发现该公冢中，有
一个总坟“广肇府总坟诸公仝墓”（见图 7），墓碑右侧刻有“庚
子年”，推测是 1900 年。1950 年代初期，仍有一些居民把夭折的
婴儿送到这里来安葬。1970 年代才不再开放埋葬。后来巴沙加拉
武的居民都已搬离此地。

图 7：巴沙加拉华人公冢总坟

除了上一本特刊，《霹雳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金禧纪念
特刊》（1985：144-145）和《南华小学创校七十周年纪念特刊》
（2005：188-189）记录了有关真君大帝暨蓝啅公庙建庙事迹。该
庙是位于现今的角头市镇中心地段，是当地最为重要的庙宇。记
录显示，1916 年，谢亚熙将约 1 依格土地（Lot No.1397）捐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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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啅公古庙，并在谢蒜头、罗连金、邱朝厥、万和兴（谢亚熙）、
柳有合、林锦春领导下，筹资 845 元，建成古庙。随后，张字眼、
邱朝厥、许成宗、洪炳煌等人联合捐赠数片地（Lot No. 1146，
1148，1149，1305），租借给近 20 名租户。随后逐渐发展至现今
角头的规模。

二、19 世纪初至二战前的角头
Tanjung Piandang 这个地名是出现在一位叫安德逊（John Anderson） 的 英 国 官 员 于 1824 年 撰 写 的《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relative to the Malayan Peninsula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ya》。7 文中记载了他从马来亚半岛的北部沿岸的
海岸线往南的考察，而角头正位于甸河（Sungai Tiang）和士林星
河（Sungai Selingsing）之间。甸河没有居民，但却是海盗的“渡
假胜地”。他们在河口清理出一块地方，聚集在这里抽鸦片，斗鸡等。
士林星河也没有居民，海盗通常在 10 月至 11 月之间在这里出没。
（John Anderson, 1824：174）1845 年的另一篇报导也提到在丹绒
槟榔附近有 4 艘海盗帆船，分别是 2 艘大船和 2 艘小船。（Penang.
, 1845, August 12： p. 36）
在 1885 年一月完成的图 5 里也提到，在 1880 年之前吉辇被
一片原始森林包围着，除了河流之外，没有任何道路或路径通往
这个地区。密集的红树林沿着海岸延伸到内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
或更远的地区。这里可以找到老虎，黑豹，豹和各种猫科动物，
还有印度雄鹿、鼠鹿、野猪、马来莫、犀牛等，也有大像出没在
这错综复杂的丛林里。这荒芜的地方后来变成耕地。

1836 年 4 月 9 日《 新 加 坡 纪 事 报 》（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重新刊登该篇文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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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文件，编号：A12b-3d）

图 8：1885 年地图夹带巴里文打（Parit Buntar）素描图 8

其实吉辇早在 1880 年以前已有村落形成。在一篇有关东南亚
渔业历史的书籍《The Closing of Frontier: A History of Marine Fisheries of Southeast Asia, c. 1850-2000》（2004: 80） 也 提 到 在 19 世 纪
50 和 60 年代，一小群华人（在一些文献中有时被称为海盗）开始
在马六甲海峡沿岸的许多地方定居。在马六甲海峡东岸，华人在
古楼，角头，邦咯岛，吉胆岛和其它几个地方建立了渔村。 这里
提到的古楼和角头都在吉辇。
在 另 一 篇 1888 年 由 被 派 遣 到 马 登（Matang） 和 砵 威（Port
Weld，今十八丁，Kuala Sepetang）的英国官员 Arthur T. Dew9 所
撰写有关吉辇和古楼渔业的报告中（Arthur T. Dew，1891：114115）指出，虽然角头是一个潮州渔村，但在角头居住最久的是一
名叫 Ooi In 的福建人。他已经在角头居住了 39 年。当 Dew 完成
那篇报告时（1888 年），Ooi In 已经 70 岁，是当地最年长者。所
以根据推算，在 1849 年已有华人定居在角头。Dew 也提到这些居
住在角头的渔民原来是从事农业的新客苦力，当他们的苦力合同
到期后，他们转行从事补虾的工作为生，因为他们不是强壮的男性，
也不适合需要太多体力的工作，也不适合搬运重物。这与之前提
到的海盗显然不是同一批人。
图 8 素描图像是位于吉辇河（Krian River）上的一个马来聚落。相信当时位于附近
的角头也是相似的情形。延河而居，以提供食水和成为主要航道。
9
Arthur T. Dew 负责税收，仲裁也是港务长（Collector and Magistrate and Harbour
Mas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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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角头有较详细的描述是在英国人与马来酋长和两大华人
会党的领袖签订了 1874 年的《邦咯条约》之后，被派遣到当地的
英国官员所做的记录。第一任英国驻霹雳的参政司毕治（J.W.W.
Birch）。在被暗杀前的几个月前曾到访角头，在他的日记（P.L.
Burns., 1972： 245-249,）中记载了

1875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1 日这两天

他在角头的活动和观察。
毕治的助手，耶利米（Jeremiah）告诉他角头的华人受到哈山
（Cander Hassan），一位据称是霹雳州苏丹授权人的煽动，抢劫
马来人。耶利米说哈山是槟城一个华人秘密社团的成员，是一个
恶棍。他在不兰查（Blanja, 今天称为 Belanja）与苏丹阿都拉在一起。
毕治认为阿都拉很可能在不兰查给了哈山他的官印，所以他在角
头有收税权。所有运送稻米的船只都要向他交税，招来马来人的
厌恶。耶利米还告诉毕治，这条河上的县长阿里（Che Mat Alli）10
非常友好，做了毕治所希望他做的一切，直到苏丹的大臣（Mantri）
召见县长阿里。回来后，县长阿里告诉人们不要向耶利米缴税，
直到他再一次见到毕治为止。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人来到之前是由马来酋长
掌权。华人来到这里定居得到马来酋长的允许，并向马来酋长缴税。
英国官员的到来，展开了马来酋长和和英国官员对税收权的争夺
战。在一份 1977 年对角头马来村长和区长的访问中，他们认为角
头是在 1875 年开始由霹雳州皇族和一位华裔商人 Ban Chu 一起合
作发展起来。他们请来苏门答腊的巴塔克（Batak）合同劳工来清
理这片土地。（Fahmi Omar, 1978：186-194）这显示角头的马来人
也承认华人在开垦角头的贡献。
1875 年，角头和附近的地区约有 21 家商店，400 名华人。其
中 120 人在角头，24 人在 Sungei Ayer Mat、101 人在直落鲁比亚
（Teluk Rubiah）。 然后是牛拉（Gula），竹沙港 (Pulau Klumpang)， 士 林 星（Selensing），Sanga Besar，Sanga Kichi 和 十 八 丁
（Sipatang）。根据毕治的日记，角头的房子大多都比较破旧。

毕治的日记上记载 Che Mat Alli 为“Datu”，他其实是彭古鲁（Penghulu），Jajahan（县）
的领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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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毕治的记录中了解到角头虽然是华人村落，但却由霹
雳州苏丹所委任的马来土酋管辖。州内发生了许多次内战 11——霹
雳皇室的权利斗争和两大华人会党——义兴和海山之争。角头无
可避免地也卷入内战当中。历史学家邱家金（Khoo Kay Kim, 1972：
73）提到角头如何参与了第四次拿律战争：

义兴和和合社控制了在瓜拉吉辇和角头之间的区域，袭击
了向他们的敌人运送物资的马来和华人船只。 1873 年 7 月
23 日，两艘华人渔船遭到袭击并被带到吉辇；7 月 24 日，
两队马来人遭到袭击 ——一个在角头，另一个在离开角
头不远的地方；7 月 25 日，4 名马来人在瓜拉吉辇遭到袭
击；7 月 26 日，其他 3 名马来人在瓜拉吉辇遭到袭击。
在角头从依布拉欣（Ngah Ibrahim）租用土地种植稻米的
两名马来人，Yakob 和 Lebai Ali 也就是 7 月 25 日被一群
武装华人袭击。所有攻击的马来人和华人都是槟城的居民。
大臣依布拉欣 12 在 1858 年被霹雳苏丹（Sultan Jaafar Mua’azzam
Shah，1857-1865) 委任为拿律县（当时包括吉辇，丹绒槟榔和峇眼甸）

的统治者。他在治理吉辇时开撬了以他命名的运河（Tengku Ngah
Ibrahim Cannal）灌溉古楼下游到吉辇的沿海稻田。
角头因地理及交通因素使得这地区偏向临近的槟城，而不是
霹雳。当毕治第一次抵达角头时，他也曾思考过，要不要将角头
纳为英国属地，被英国人直接管辖。当时角头临近的槟城和天定
（Dinding）都属于英国海峡殖民地（British Straits Settlements）。
在签署 1874 年邦各条约后，第一任英国参政司毕治决定让角头

也称为拿律战争，Larut War。
依布拉欣（Ngah Ibrahim）是拿律锡矿大王 Long Jaafar 的儿子，后来被委任为
Orang Kaya Menteri Paduka Tuan，霹雳州四位大臣（Orang Besar Empat of Perak）之一。
他因涉嫌参与刺死霹雳州第一任参政司而被放逐到塞舌尔岛，在途中他在新加坡去
世，而被埋在当地 。2006 年新加坡政府允许将他运回霹雳马登安葬。参见 Iskandar
Zulqarnain (2017, March 7). Ngah Ibrahim, Jutawan Tanah Melayu Abad Ke 19. Orang
Pea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rangperak.com/ngah-ibrahim-jutawan-tanah-melayuabad-ke-19.htm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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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留在霹雳州。霹雳州第二任参政司瑞天咸（Frank A Swettenham）在他 1876 年的报告里建议将吉辇划分为县，将角头置于吉
辇县之下，并选出一位华人首领。13（Local District Government., 1883, June
14, p. 5）

饷码是税收承包制度（revenue farm system），针对一些需求
量大的商业领域，特别是将今天被认为是“偏门”的行业，例如鸦片、
酒、赌、当、妓院等产业设定为专利，将其经营权承包给具有很
强社会控制能力的富商。（白伟权，2018 年 3 月 16 日） 饷码承包商只
需要事先支付某个定额的租金就可以保留其它税收收入。马来土
酋在英国人来到角头之前，也通过饷码制向华人征税。
毕治在他 1875 年的日记中提到从角头到十八丁（Sipatang）
的华人都属于和胜公司（Ho Sen Congsee）14，Poh Ah Tow 是这间
公司的头目，也是鸦片饷码的得主。他引进了鸦片，在角头以 18 元
一球的价格售卖。他最好的鸦片是 80 仙一两的，另外一种是 75 仙。
所有其它河流的鸦片都是从这里提供的。关于酒（samshoo），也
是由饷码得主在当地酿造。他们从威省带来了糖蜜。他从县长阿
里那里，以每年 300 元，为期 10 年的价格投标得这个饷码。毕治
提到他还有 8 年包括赌博的经营权。这显示在早在 1873 年，华人
的商业活动已经蓬勃到足以支撑饷码的税收。
除了鸦片饷码外，榈檬树（nibong）和亚答、samaya（用以
编织草席的植物）、内陆地区的赌博，以及在这条河上红树全部
以每年 700 元的价格，为期 5 年承包给在槟城的 Tan Siang。他有
一个合伙人，Ah Jim。从角头到十八丁（Sipatang）的红树，则由
副参政司史必地上尉（Captain T.C.S Speedy）口头让给了 Poh Ah
Tow——每月 100 元，为期 1 年。在这条河上， 县长阿里向输出
去的产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毕治也发现到虽然大量的盐被用于腌制咸鱼，但盐却没有被

13

直到今天角头还在吉辇县内。吉辇县的北部是槟城威省，南部是拿律地区，东部
在 1885 年还尚未定义，而西部则是临海。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称》，取自：
网页名称，网址
14
一个混合其他帮群，包括福建人的小型秘密会社，它与海山和建德结盟。(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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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渔获也没有征税，可是渔民必须以每斤 4 分的价格向 Poh
Ah Tow 出售 ——每担好鱼 4 元，用作肥料的鱼则每篮 50 仙。这
些鱼不是直接卖去威省，而是腌制成咸鱼。它在槟城出售约每担（约
两篮）1.50 元。好鱼的售价为 4.50 元或 5、6 元，有时可卖到 8 元。
毕治建议向盐征收 10% 的饷码税。在 3 月 1 日这里就有 15 ½
coyan15 （约 620 担）的盐，但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渔获的数量。这
是因为许多村庄也在拿律战争中被摧毁，正在恢复当中。所以后
来盐和设在沿海的捕鱼虾的器具都被征税。
毕治也重新开放饷码权，将之前饷码得主与土酋所立的约废
除，将税收大幅度提高。以下是新的鸦片、酒和赌博的饷码投标
者与饷码的标价 ：
1. 槟城的 Hong Kong Cheam，
他是邦咯岛和天定
（Dinding）
的木材饷码得主——3400 元。
2. 古楼（Kurow）的 Hong Gan 已经在这里待了 12 年 ——
2400 元。
毕治也提到槟城的辜尚达（Koh Sin Tat），有意让他获得饷码权，
以方便控制沿海的走私活动。对于红树、亚答、榈檬树、cadjans
和藤这些饷码权的投标是：
1. Ulu Kurow 的 Koo Ah Jim，古楼 Tan Siang 的合伙人——
2,000 元。
2. 古楼的 Hong Gan ，与鸦片饷码的第二位投标人是同一
位，招标 2,100 元。
3. 古楼的 Tan Siang，与 Koo Ah Jim 一同是现在饷码的承
包人——2,200 元。他们之前的投标价是 700 元。
毕治接手角头后，让他的书记登记角头所有的村庄和房屋的
数量，继续收取之前县长阿里和 pangulus（头人）所征收的房屋税

Coyan 是 衡 量 单 位。1 coyan = 40 piculs = 800 gantang。 资 料 来 源：https://sizes.
com/units/coyan.htm
15

192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Klamin asal” 。毕治也建议角头的船只在槟城注册。他认为这
将对防治抢劫提供一些保护。他也建议在角头选出一位华人甲必
丹，以便管辖。和胜公司的头目 Poh Ah Tow 成为主要人选。但不
久后毕治就被暗杀了。
第四任参政司休罗（Hugh Low）的日记（Emily Sadka, 1954：
60-61）则指出在他担任参政司期间，当时的华人村长是 Chiah Cha
Wan。这位华人村长也在角头引起了一次大规模的骚乱。这件事
情主要是村民们对饷码和警察局 16 的存在本来已极度不满，再加上
1877 年 2 月，吉辇和古楼地区（包括角头）的饷码让槟城义兴公
司的二当家 Oh Wee Kee 承包。他是一位福建人。而角头却是一个
由和胜公司控制下的潮州村。
当饷码承包者抱怨因鸦片走私活动导致他的利益受损，麦克
斯韦（Maxwell）陪同休罗在访问沿海村庄时，带了一队警察在角
头寻找走私的鸦片。结果他们在华人首领，Cha Wan 的房子里发现
了走私的鸦片和酒。这在村民中引起了骚动。五、六十位华人村
民使用长矛，三叉戟和其他武器袭击麦克斯韦和他的同伴。后者
通过向人群开枪来解围，导致 2 人死亡，多人受伤。
在这次骚乱中，角头的首领 Chiah Cha Wan 被判处罚款 700 元，
因为他拥有非法鸦片和酒，以及他在骚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没
有付款的情况下，他不仅会被取缔，他的房屋还将被烧毁。这项
惩罚措施引起了代理总督安森中校（Lieut-Colonel Anson）的严厉
批评。后来 Cha Wan 屈服，判刑没有执行。
角头的骚乱之后，休罗下令所有沿海的村子不可藏有武器。
1879 年，霹雳州议会下令拿律沿岸，在木威（Beruas）和古楼河（包
括角头）之间的华人都需要进行登记。他们的村庄也受到警方的
检查。1881 年，接下来的登记法令扩大到每名在霹雳州的华人男
性都需要登记。而 1 元的登记费被用于资助太平荣华医院患有脚
气病的矿工。
几年后，角头又发生另一起骚乱，导致村子被警察烧毁。早
前所提到的英国官员 Arthur T. Dew 在他 1888 年的文章中提到大约
16

休罗形容角头的警局是一个很好的警局，周围有一条沟。该警局于 1875 年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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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73 年，Datoh Ali17 的年代，角头有两百多人。他们用网捕捉虾，
而来自高渊（Nibong Tebal）的人过去常常过来用 blat18 来捕虾。这
些人一直有着目无法纪的声誉，当中有抢劫犯，小偷和其他罪犯。
最终在 1884 年，当警方来角头逮捕这些罪犯时，发生了袭警事件。
警方后来将村子烧毁。当时约有 100 名渔夫。部分村子重建后，
在 1888 年只剩下约有 20 间屋子和 30 至 40 名渔夫，他们只抓虾。
这些渔夫都是潮州人，除了之前提到的 Ooi In 是一名福建人。从
1870 年代的 200 多人，到 1880 年代的 100 多人，和毁村后的 30
到 40 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到角头人口拥有非常高的流动性。
海盗与走私一直和角头脱不了关系。 1932 年一艘开往苏门答
腊岛运载火柴的商船在公海上被五名福建籍的海盗袭击。其中一
名船员被角头的马来渔民救出并被带到角头的警察局。警方在许
多次突击行动中，在角头破获了许多走私物品。（Piracy Nea Penang.,
1932, April 4, p. 11）

此外，一位前新加坡殖民地部门秘书，W. Blythe（1960）在其《华
人秘密会社在马来亚的影响》的书中也提到 1947 年，各帮派在角
头产生利益冲突，导致鱼贩协会会长 Chia Ling Ngai 在角头渔村的
鱼贩协会外被枪杀的细节。当年的报章也报导：
角头是一个拥有走私设备的潮州渔村，距离瓜拉古楼西
北 5 英里，一直具有独立精神，不愿忍受外界干扰。这
是一个潮州人聚集的地方，但往南去，大部分却是福建人。
根据警方的报告，它与其它地区的区别在于它属于三合
会第三门（Third Lodge Triad Society）。其它沿海的社群，
则是第二门（Second Lodge Triad Society）的忠诚支持者。
（Another Fish Trade Murder., 1947, November 9, p. 1）

其实，参加秘密会社者不仅仅是华人，谢文庆（2012: 174）在他
的书中也提到来自瓜拉古楼和角头之间地区的约 100 名马来人，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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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浅海地区的捕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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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 Banjarese，被三合会（ Ang Bin Hoey）招募成为会员。

三、角头早期主要经济活动的发展
上文已提到角头与槟城有着紧密的联系。角头的农产品很多
都输出至槟城，甚至早期角头的土地拥有者多数是槟城人。籍贯
是潮州普宁北山乡，1930 年出生在角头的许坤敬先生表示，早期
他们家所耕种的稻田即由槟城的马来人所有。角头南华小学的旧
校地皮原来也是槟城福兴兄弟公司所有。此外，槟城也是潮州人
抵达角头的衔接站。来自潮州普宁大坝镇的李美娥（生于 1927 年）
回忆她小时候从潮汕来到马来亚时的过程，并且如何辗转来到角
头：
我 8 岁时，收到父亲的来信，要母亲带上我来南洋汇合。
于是我们和约十个邻居朋友，从村子来到汕头，从汕头
的港口乘搭货船，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到槟城。我们先
被送去木寇山，在一个像医院的地方，被隔离一个星期后，
才能离开。
我们乘小船进槟城，再到对岸，进入马来半岛。一同南
来的邻居朋友去往不同的目的地。我和母亲乘公车到居
林（Kulim），父亲来接应，再一起前往他落脚的吕蒙文
打（Lubuk Buntar）。
我在 12 岁时，经介绍来到新峇来（即现今的巴里文打）
当地大户人家——陈荣昌的新万成号做家工。两年后，
通过介绍，嫁入角头的田氏家族。
另一名，来自潮州普宁北山乡东埔社的许智国（生于 1925 年），
也有着相似的经历，显示槟城与当时角头居民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 21 岁来南洋，乘船抵达泰国曼谷，由在曼谷的乡亲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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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坐火车到大山脚，从大山脚再
搭巴士到角头。我跟着兄长居住了 2 个月，后来就自己
生活，我当时居住在巴沙加拉武，房子是自己盖的亚答屋。
我曾晒咸鱼、种田与卖椰子，也卖米给米较厂。也开始
学马来文，帮马来人买卖东西。
我若要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得去到槟城打石街的潮山栈，
那里有代写家书的服务，给两块钱就可以帮你写一封信。
上文已经阐述，角头的渔业从开埠以来就一直存在，且渔民
大多是潮州人。根据英国官员记载，华人所采用的渔具，马来人
之前已经在使用着，包括漂网（drift nets）和各种渔栅（fishing
stakes）。有学者推论角头早期所生产的咸鱼是运往霹雳内陆地区
的矿产，供矿工食用。但英国政府的数据显示，马来亚的咸鱼绝
大部分是由暹罗（今泰国）入口的，而角头和附近地区最大的出
产是虾和由小虾所制成的马来栈（belacan）。
最早有关角头捕虾业的报导是在 Arthur T. Dew 于 1888 年的文
章（1888：95-122） 中提到在 Datoh Ali 的时代（约 1873 年），角头
有两百多人。他们用网捕捉虾，而来自高渊（Nibong Tebal）的人
过去常常过来用 blat（设在浅海地区的捕虾器）来捕虾。他在文章
里也提到当地所使用的各种渔栅。同时，该文的作者也访问了当
地渔民，获知虾的数量越来越少。在 1884 年前，每个人每月可以
获得 6 到 8 元的利润，在 1884 年之后渔夫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钱买米。
他们不知道为何虾变少了，他们推测是鳄鱼造成的。政府没有征
收这个渔村居民的门牌税，饷码权拥有者也没有向他们征收鱼获
的十份之一。但英国人统治这片地区后，用来腌制鱼获的盐和各
种渔栅开始需要缴税。1884 年之前角头约有 100 名渔夫，毁村后
只剩下 30 至 40 名捕虾的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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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85-1887 年从角头出口的渔获。

（Arthur T. Dew，1891：122）

* 其中虾米占了角头总出口收入的约 95%，其次是马来栈和咸鱼（5%）。

在 20 世纪初，大部分从马来亚西海岸的鱼获是以捕鱼栅捕获
的。根据官方数据，在 1916 年的雪兰莪有 1500 个 ambai 和 belat
捕鱼器与 360 个 jermal 和奎笼。在霹雳沿海一带较少奎笼和 jermal，但有两倍以上的 ambai。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些捕鱼器具所
捕获最值钱的是虾，尤其是可以做成马来栈的小虾。但以数量来
说的话，绝大部分捕获的是做成甘蔗和其它农作物的肥料，特别
是猪和鸭的食物。那些拥有这些捕鱼器具的人大多数的从事养猪
和家禽业的华人。他们将大鱼卖掉，将其它的当作禽畜的食物。
据 John G. Butcher 的报告（2004：80 & 90）显示，1904 年政府成
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西海岸的渔业。委员罗宾逊（H.C. Robinson）查了雪兰莪河口一个 jermal 所捕获的鱼，他总结说“所捕获
的鱼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长大的鱼苗。根据初略估计少过三分之
一的鱼获可以单独带卖。”根据他的观察在河口的 jermal 不仅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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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小鱼，也将寄居在烂泥地里的鱼苗一网打尽。这影响了未来鱼
获的数量。因为罗宾逊和其它政府部门的报告，马来联邦和海峡
殖民地政府禁止 ambiance 的使用，规定在 jermal 的使用中要有一
英寸的间隙。
政府严格的执行这项法案，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马来栈的
出口急速下降。在 1909 年执法开始松松，出口再次攀升。但几位
政府官员继续抗议使用细孔的捕鱼器。1912 年罗宾逊报告说以巴
拉煎为主的捕鱼“摧毁了许多大型食用鱼的鱼苗”。在 1914 年一
项对角头的一些 ambai（袋子状的网）所进行的调查显示，那年的
渔民捕获了约 10 公吨的鱼，该渔获物包括“非常大的优质食用鱼
之鱼苗，但没有一种适于人类食用”。同时期的几个报告也得出
同样的结论。
除了捕鱼虾，角头的稻米也非常有名。早在 1877 年，拿律
（Larut）的警察局长爱德华 • 辛克莱（Edward Sinclair）在访问木
威（Beruas）时称，“一些壮观的稻田和角头一样出色，都有着良
好的供水优势”。（Perak., 1877, August 25, p. 1）休罗在 1877 年也提到
他需要穿越稻田才到达警察局。沿路上休罗也看到包括南瓜的各
样瓜果，它们被运到槟城售卖。（Emily Sadka, 1954：58）
日本学者 Kenzo Horii（1981：38-39.） 在研究西马的稻米业中提
到在 1874 年英国人到来之前，吉辇几乎全被浓密的森林和红树林
覆盖着，只有沿岸的地区有来自槟城和威省的农夫种植稻米以自
供自足，并只有耕种和收割的季节才出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
这地区被威省的华人商家发展为甘蔗种植园。一些华人头家购入
了大片用于种植甘蔗的土地，他们在吉辇和古楼沿岸的一些糖厂
都有蒸汽机，而其他人则使用更原始的方法：用水牛拉动石辊压
碎甘蔗。1914 年，大量槟岛的华人涌入角头的甘蔗种植园工作，
但同年角头爆发霍乱疫情，几乎消灭了所有的工人。（Fahmi Omar,
1978：186-194）

同时期，许多马来农夫从吉打、威省、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
的马辰（Banjermasin）、苏门答腊和爪哇搬迁过来。为了要发展
这地区的农业，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霹雳州一般土地法规（Perak
General Land Regulation, 1879 年），吉辇灌溉计划（Krian Irr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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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Scheme, 1896 年）和灌溉区法规 - 霹雳州（Irrigation Area Enactment- Perak, 1899 年）。公共设施如道路，学校和人工开撬提供
淡水的运河（1884 年），让更多人选择在这里定居。但随着制糖
业在 1890 年代走下坡，稻米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农作物。
在 1889 年年尾峇眼甸（Bagan Tiang）和角头发生旱灾，导
致 农夫放弃了已经种植的稻田，到别的地方找工作。这让统治者
发现他们没有善加利用吉辇区的三支主要河流，建造灌溉系统，
将水引入灌溉稻田。第六位参政司，威廉爵士（Sir William Hood
Treacher）策划了吉辇灌溉计划（Krian Irrigation Scheme）。这计
划涵盖角头，为单季稻提供灌溉和排水设施。
但一直到 1904 年灌溉系统才开始动工，因为 1903 年又是稻
米欠收的一年。从锡兰来的 Sabapathy 被公共工程局委任为角头
灌溉系统的工程师。霹雳州灌溉工程师，安德逊（R.O.N. Anderson）在报告里说明他们如何开凿出灌溉系统：“通往角头的支渠
一直穿过稻田，那里有相当多的人口。马来人住在角头支渠的附
近，他们被找来清理和剥离渠岸旁的草，类似于清理稻田的工作。
他们每天支付 70 至 80 分。 Sabapathy 招募了 400 至 500 名工人，
Sabapathy 负责角头支渠的某些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是霹雳的马来
人，几乎所有人都来自支渠所在的地区。”
这项灌溉计划（Krian Irrigation Scheme）终于在 1906 年完成
了。当时是马来亚最大和最早的灌溉建设。（Kenzo Horii，1981：3839）旱灾的威胁大大减少后成功吸引了更多马来和华人农夫迁入角

头。角头也成为了农业产品的散集和运输中心，更多华裔商人来
到角头做生意。几乎所有的米较厂都是华人经营的。为避免中间人，
尤其是华人米较厂的剥削，政府鼓励合作社成立。在 1922 年在尾
峇眼甸和角头有 3 个合作社，但只有 62 个成员（马来水稻种植者）。
（The Malays of Krian., 1922, November 30, p.6）

角头居民许坤敬先生讲述了早期华人种稻的模式：
我们全家都要帮忙种稻，十分繁忙时期会聘请临时工。
不同工作类型请的人不一样。一般是请马来人插秧，以
散工的方式进行，他们招来亲朋戚友一起工作，工钱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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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劳动的田地大小来计算。我们也会聘请印度人来除
草和收割稻谷，印度工头招揽印度工人的形式进行。收
割季节，印度工人须在 10 日内收割完所有稻谷，以防止
稻谷成熟过度，工钱则以稻谷来支付，可抽取十分之三
的稻谷，田主收十分之七。一般印度工人不会收下全部
稻谷，田主即以当时的市价买下剩下的稻谷。
角头和吉打的耕种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吉打的农夫
是用牛犁地，泥土弄松了以后，用手插秧；角头农夫
仅是割除杂草，故土地会比较硬，需要使用工具 kuku
kambing 插秧。当时，1 个依格稻田可以种得约 30 多个
麻袋的稻谷，1 个麻袋可装 25 干冬（gantang） ，1 干冬
约 4 斤，即 1 个麻袋约 100 斤的稻谷。角头早期都是单季稻，
天气好坏会直接影响收成。我们一般是在农历 6 或 7 月
开始除草，8 或 9 月插秧，11，12 月或来年 1 月收割。
收割后，就休田，任田地长杂草，恢复肥力，待下雨，
田地蓄水以后，再割草种田。收割好稻谷，我们会用舢
板船，通过小河流运送，卖给古楼或角头的米较厂。
许先生阐述了角头稻米种植的一些特点，也道出了华人从事
种植业，家族成员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然而在农活繁忙时期，
他们还是需要聘请马来人或印度人来分担工作，并且不同族群习
惯以不同方式获取工资。不仅如此，许先生也补充了非繁忙时期，
华人会进行其它经济活动增加收入：
在休田或等待稻谷成熟期间，我们会去收土产，例如从
田地周围的椰树上收集椰子，制成椰干，或向周边的马
来人家收购鸭蛋，再转卖去角头。
我们在插秧后约 1 个月的时间，也会开始在田里围一尺
半的网抓淡水鱼。最大的淡水鱼体积约 4 只手指大，渔
获最好的时候，可以抓到 800 斤至 1000 斤，100 斤最多
可以卖到 20 元。这些淡水鱼还可制成咸鱼，卖给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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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二战前角头已有大规模的养鸭业，许多地方都有养鸭
的池塘。每年都有数千万只家禽从瓜拉古楼和角头出口到外地，
尤其是槟城和太平等地。这行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华人手中，尽管
居住在这里的许多马来人也饲养家禽，但都是为了自己食用，甚
少买卖。养鸭业在这一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渔业发展蓬勃，
稻田生产丰富，许多碾米厂生产大量副产品。这些都是鸭的主要
食物。这地区有 10 个大型孵化场，每天可生产 2,500 只雏鸭和 2,800
只雏鸡。这些完全由华人运作并遵循华人的方法。19
华人鸭农通常将产蛋与食用家禽一起饲养，将所有鸭子保留 1
到 2 个产卵周期，然后将其育肥出售用于食用。如果价钱高的话，
也有的在 3 至 4 个月非常小的时候出售 。这个地区的鸭子类型有
很大差异，但大多数是“Itek Jawa”20 。羽毛从白色到深灰色以及
棕色和绿色和蓝色的色调不等。另外，鸭粪是居民的经济来源之一，
据 1960 年初的估计，角头每年输出的鸭粪可达百吨以上。（《吡叻
角头南华国民型华文小学校第 26 周年暨新校舍落成特刊》，1961：D26）如今仍

可以在角头找到以鸭蛋为主要原料的咸鸭蛋小型制作工厂。

结论
西岸滨海区的潮州链带这个概念在本文中被反映出来，尤其
是与槟城的联系。角头虽然隶属霹雳州，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
上却与槟城的联系较紧密。该地角头的鱼获、蔬果等农产品都贩
卖到槟城。潮州人在到达角头前都会先抵达槟城，甚至是另一个
潮州人为主的城市曼谷，再进入槟城后到角头。在访问当地的居
民时也有提到二战后，有些渔夫其实是从其他潮州渔村迁移过来
的，最远的甚至有来自柔佛东海岸的丰盛港，但这不在本文讨论
的时间段内，所以没有多加追溯。
从民间资料显示，角头聚落初期是在离角头河一段距离的巴

华人的孵化业有一种非常专业的技术，已在马来亚农业期刊（Malayan Agricultural
Journal）第 18 卷，第 341 页中有所描述。
20
“Itek Jawa”与 Khaki Campbell 相似。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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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加拉武和双溪武隆之间。但从官方资料可以推测，角头在英国
人还未抵达之前已经形成潮州聚落，并与当地的马来酋长保持良
好的关系，也遵循马来土邦的饷码制度。这平衡在英国人抵达之
后被打破，甚至几度遭到毁村的遭遇。但居民们很快的再次聚集
搭建新的房屋，形成新的聚落。该地区丰富的渔产与良好的灌溉
计划，吸引越来越多的华人来此定居，约 1910 年，人们逐渐向在
角头河两岸至沿海一带扩张，奠定了现今的角头村镇之基础，也
成为了是马来半岛西海岸最早的潮州村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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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jung Piandang, Perak:
Migration History of a Teochew Fishing Village
on the West Coast Area of the Peninsula Malaysia
Tan Miau Ing & Chua Hui Chuan
Malaysian Chines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Malaya &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njung Piandang (also known as Jiaotou in Mandarin) — a 160-year-old
Teochew fishing village in Perak, Malaysia before World War II. Although
Tanjung Piandang is located within the Perak state, it has maintained a stro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 with the Penang stat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its early history before WWII, through maps, journals of
British officers, newspapers and other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as well as interviews, to unravel how Teochews started making a
living in the area and to identify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at the Chinese were
involved in during their early period of migration.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Kerian Perak, economics activities of North
Perak, Teochew fishing village, West coast area of the Peninsula
Malaysia

海外华侨华人与近代潮汕乡村景观的变化
陈海忠*
摘

要

华侨文化是近代潮汕社会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典型

特征之一。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与南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不但促进了近代汕头都市化进程，同时也为
广袤的乡村社会带来了新颖的南洋文化，改造了潮汕乡村传统的
社会景观。近代潮汕乡村出现了传统民居与新式洋楼并存的景观，
呈现出新旧交替、由传统趋向近代化的复杂的过渡形态特征。
关键词

海外华侨华人   近代   潮汕   乡村

华侨文化是近代潮汕社会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典型特征之
一。1860 年《北京条约》准许英、法等国招募华工出国，广东、
福建沿海开始出现移民高潮，并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1911-1949）。
汕头是闽粤地区潮州人与客家人下南洋最重要的出入口之一。根
据潮海关（Swatow Customs）统计及相关资料，从 1904 至 1934
年共 41 年间，共有 360 万余人次自汕头出国往南洋各地，同期自
南洋回国的仅有 294 万余人次，潮梅各属净出国人数 66 万余人次
（谢雪影，1935：38-39）1。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与南洋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促进了近代汕头都市化进程，同
时也为广袤的乡村社会带来了新颖的南洋文化，使乡村景观出现
传统民居与新式洋楼并存，呈现出新旧交替、由传统趋向近代化
的复杂的过渡形态特征。

陈海忠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教授。Email: 195748765@qq.com
《潮海关史料汇编》，内部出版物，1988 年，第 133，245-246 页；谢雪影：《潮
梅现象》，汕头时事通讯社，1935 年，第 38-39 页。
*
1

一、传统潮汕乡村
潮汕地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滨海地区，在自然地理环境与
历史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潮汕人逐渐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
方式，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与村落。村落中有祠堂，祠
堂前有一大埕（小广场），大埕前有一水池，或圆或方或半月状，
池边一颗大榕树……这构成了传统潮汕乡村聚落的基本要素。

（蔡海松 摄）

图 1：传统潮汕乡村景象

（一）传统潮汕民居形式
潮汕村落民居最基本的形式为“下山虎”“四点金”和堡楼；
大型村落则以“下山虎”或“四点金”为基础依地势的变化，横
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
凤朝阳”。

1.

中小户人家的下山虎、四点金
“下山虎”又名“爬狮”，是由三面房屋一面墙壁组成。正

屋为三开间居中，中央开间是“大客厅”，两侧各一“大房”；
正屋前为天井，天井两侧各为一开间的“厢房”( 俗称“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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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房”连接；前为高墙，墙上开门。形成“一厅二房二伸手”
的平面格局。
“下山虎”还有一种形式，它的大门侧升，占去一侧“伸
手”位置，称为“单跑狮”。

（蔡海松 摄）

图 2：下山虎平面图及外部景观

“四点金”即是以“前厅—天井—后厅”为中轴线，前后厅
的东西两旁各有一房，占据整座大房的四角，故称“四点金”。
正屋 ( 大厅、大房 ) 和门楼间均为三开间居中轴，中间隔着天井，
天井两侧各有厢房连接正屋和门楼间，形成围合；大门多开于门
楼间中央开间；天井四周屋檐下有回廊，交通整座小院。有的“四
点金”横向发展扩大规模，大厅、门厅两侧各有两房或三房，形
成正屋和门楼五开间或七开间，俗称为“五间过”或“七间过”；
也有于一侧或两侧各加一“火巷”和“排屋”，分别称为“单背剑”
和“双背剑”。

海外华侨华人与近代潮汕乡村景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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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四点金平面图

图 4：五间过平面图
（四点金的增大型）

（蔡海松摄）

图 5：五间过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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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豪巨族的“四马拖车”“百凤朝阳”
“百凤朝阳”俗称“三座落”、“三厅串”，较大规模的称“八

厅相向”。它们都是两座“四点金”纵向合并与扩充，整个平面
系中轴线对称布局，主体建筑共三进三座 (“八厅相向”为四进四
座 ) 三开间平行布置，相邻两座中间均隔着天井，天井两侧各有厢
房连接形成围合；主体建筑两侧各有一列或两列排房，俗称“从厝”，
以巷隔开，称“火巷”。主体建筑后面又有一列排屋，与两侧“从
厝”排屋相连，与后厅以巷隔开，此为“后包”。整座的正门开
于门楼间中央，门前有一大埕，大埕两侧均开有门，称“龙虎门”。
“四马拖车”也称“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一种大型复合单元，
是“四点金”的复杂化。“落”是潮州方言，即进的意思。第一
进有凹形门洞，俗称“门楼肚”。进大门，中间是过渡厅，左右
各一间房子，称为“前房”。一进与二进间，有天井及左右两道
通廊。通廊前端各有一门通火巷。过了天井便是二进，二进有面
阔二间的大厅，两边各有一间“大房”。二进和三进中间也有天井，
天井左右各有南北厅。三进的结构与二进相同，只是三进的大厅
后面隔开一块狭长的暗间，称作“后库”。后库左右有门通后包。
整个建筑格局像一驾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故名之。

图 6：三座落平面图

图 7：驷马拖车平面图

（四点金纵向增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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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州古建筑》）

图 8：潮州市意溪驷马拖车格局民居

堡寨 ( 楼 ) 是潮汕地区一种集屋式民居，形式上有“方寨”、
“圆寨”两种。圆形楼寨较多，通常占地 2 亩～ 3 亩，由 24 套～ 36
套二层房间环拱围合而成；较大的如道韵楼共由 56 套三进堂屋和
16 套角屋组成的大型聚落，是集防御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传统聚
落。

（陈海忠 摄）

图 9：道韵楼

212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二）潮汕传统村落的特色
传统潮汕村落非常注重建筑的位置朝向、布局及其空间组合，
注重民居细部处理和装饰装修等方面，其中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
化内涵 , 透射出潮汕人的价值趋向、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

1、 建筑布局一般采取外封闭、内开敞和密集的方形或圆形形
式。
“下山虎”“四点金”“百凤朝阳”还是“四马拖车”式的
民居都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堡楼形式则为圆形居多。外封闭、
密集的布局形式，一方面是出于防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潮人
文化内敛、聚族而居的反映。潮汕长期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
民居建筑也受传统严密的规制影响，外墙高耸、森严，一般不开
窗户。但为了适应地方湿润、炎热的气候条件，又必须使民居保
持通透凉快，因而逐渐形成外封闭、内开敞的平面布局方式。为
了追求内部开敞，一般在厅堂部分下功夫，如把厅堂作成开敞式
或半开敞式，向前伸出，或向后延伸，使厅堂获得良好通风条件，
保持前后通畅。

2、 空间组合体现崇宗睦族的文化传统。
带有祭祖敬神功能的厅堂、祠堂在空间中处于无可替代的中
心位置。潮州人崇宗睦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反映在建筑上就
是潮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崇配食，重祀田”（嘉
靖《潮州府志》）。潮州民居恪守对称的布局，有明确的中轴线，
以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规模大时则纵向
延伸或横向发展，规模更大时则多厅堂组合，或并列数条轴线，
形成多院落组成的大型聚落。
村落以宗祠为中心进行布局。围绕宗祠，按尊者居中的原则，
空间层层展开，主次分明、分区明显。从外部看，村落就形成这
样的格局：大宗祠的左右是小宗祠，然后是火巷和厝包（包屋），
它们从三面拱卫大宗祠，外围是一座座重叠相连的“下山虎”与
“四点金”，最后就是坚固围合的寨墙。在百凤朝阳、驷马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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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大宅院，更加明显而直观地反映了潮州民居建筑的主次分明、
尊卑有序的礼制思想及崇祖敬宗的宗族观念。

二、海外华侨与潮汕乡村景观的变化
宋元时期潮汕海外贸易发展后，开启了潮汕人移民海外的历
史。大量潮汕人陆续往东南亚一带从事贸易、农业及采矿等工作，
19 世纪 80 年代，“华侨”身份得到朝廷的认可，遂有大批华侨光
明正大地回乡置业、建屋与投资，使潮汕乡村景观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一）传统乡村中出现了一批新型的侨宅
侨汇是近代潮汕农村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主要被用于华
侨家庭中的老人、妇女与小孩日常生活所需。如果略有结余，购
房或购地建房就成为不二选择，遂在潮汕乡村中催生了大量的新
型侨宅，悄然改变着传统潮汕乡村的景观。
澄海樟林是潮汕著名的侨乡之一，樟林乡村景观的变化可以
看作是近代潮汕乡村的典型。社会学家陈达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在
樟林调查时，记录了樟林几家华侨家庭的住宅：
其一
某在暹罗经商的华侨 1930 年代在家乡三次购买新屋，期
中第二次购买的一座大厝，中座四厅六房，两从厝有二
厅十房 ; 另有新式洋楼一座，内有二厅四房，合共八厅
二十房。建筑的质料全用灰、石、杉、瓦砖等，不用士敏土。
其二
另一家旧式的大厝，屋甚大无楼，有三厅四房。屋脊高
约二丈二尺，大厅两旁有大房各一，有棚可以堆物。厅
内光线尚好，房内光线不足，湿气亦盛。家主信风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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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说，不敢将其房间多开窗户，致漏屋内“灵气”。
建筑的质料用贝壳类的灰沙筑墙，杉木作椽桷。椽桷之
上铺瓦。地上则铺红砖及石条；企柱亦有用石者，四围
与邻人的住屋相比连，无园地及空地，惟屋前有一宽埕
为出入的门路。
其三
住屋为三层楼，系新式。三层楼上有天台，以便游息养
花及藏物。占地约半亩，屋前有空埕，屋后有余地为园。
最低层为客厅，后库有房。二楼有厅一房二，三楼与二
楼同。建筑的质料，柱基棚面俱用三合土与铁条凝成，
余用贝壳灰，木料极少见。屋之两旁，与邻居相毗连。
屋内的光线与空气均合卫生。2（陈达，1938：115-125）
在建筑样式的选择上，潮汕华侨侨眷似乎偏爱修建或购置了
略带南洋装饰风格的潮汕传统民居，俗称大厝；当然也有一部分
则修建了新式洋楼，如陈达记录的第三个案例。值得注意的是，
潮汕地区的新式洋楼并不像五邑地区华侨修筑的规模宏大、具备
防御功能的碉楼，而是带有潮汕传统民居风格的、融于传统乡村
聚落之中的西式洋楼。故而从整体上看，潮汕地区的西式洋楼并
不会显得特别突兀。

（来源：http://test.kptour.com/ 开平碉楼官网）

图 10：开平碉楼
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p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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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村”的大量出现
与单体新洋楼比较，“新村”的出现更足以反映出海外华侨
华人与近代潮汕乡村景观变化的关系。
所谓新村，是相对于老村、老厝而言的称呼，有的地方直接
以“老村名 + 新村”命名，有的则另外新起了一个名字。这些新
村是一些华侨富商回乡之后，因老村土地狭窄、位置不便或其他
缘故，在老村的附近购地另建新村，安置家人或同姓、同宗、同
派族人，形成了新村、老村并存的格局。
同样以澄海樟林为例子，《樟林乡土志略》“乡土变迁”载：
樟南，旧名头充。本为林畔田围，因犯案，乾隆时被没入官，
故名头充。西社郑蟹，字瑞勋，旅暹发财。长子大忠，
邑庠生。于光绪三十三年创建为新村，名曰樟南。
梅冈里，在塘西田下。池基进，土名池马 , 旅越南成家，
于光绪三十四年创建为新村，名曰梅冈里，乡人但称池处。
南盛里，旧名布袋围，又名索铺。南社蓝鹄丑，字金升，
旅叻成家，于宣统三年由园地创为新村。
植芝里，在“虫習”墩脚南畔，旧名塭仔。黄雪村旅汕成家，
于民国三年亦由田洋创为新村。
元第里，在塘西田下，旧名田下。黄秩香，号俊发，旅
香港发家，于民国五年由天洋创为新村。
张处内，在塘西，旧是风伯庙前堤内水田。东社张淑楷
旅汕成家，于民国六年建大厦三间，七年建金鉴祠与堤外，
并屋宇成村。
垂庆里，在东社砂墩脚，旧名河内田。东社黄得庆，字子清，
任澄海高元发事，创业汕头成家，由田洋建成新村。
德和里，在塘西下围外，旧名李谷堤。黄冈陈欣木旅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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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家，购此地筑造祠堂大厦，移家来居。
常安里，在塘西下围外，原名李娘堤。塘西陈开河，字海秋，
旅暹发家，于民国七年由田洋建成新村。3
从上可知，樟林的这九个聚落，都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
到民国七年（1918）由在暹罗、香港、安南、汕头的乡亲回乡新建的。
类似的情况在潮汕各地乡村比比皆是。例如，在清道光中叶，
潮州宏安乡的马来亚华侨有不少人因种植甘蜜、胡椒或经营进出
口生意，成为巨富，回乡置业建屋。1870 年至 1872 年创建了洋尾、
旗地两新村。最先建过侨房的是新加坡的巨商沈以成，此后，又
有新加坡沈庆副、沈联芳、沈佳趁和四海通银行董事沈嘉然、长
兴号东主沈祥郡，以及哥打丁宜老纪港港主沈大炳等人，共盖建
侨房达 6.6 万多平方米。其中仅和平里一处，面积就有 8000 多平
方米。有的侨房建筑得规模宏伟，令人叹为观止。如曾任柔佛华
侨侨长的陈旭年，在金砂斜角头所建的资政第；暹罗张君丁，在
西坑劈山造屋，所建的梯形新村；新加坡陈永锡，在王厝所建的
占地 1 万平方米的新乡；新加坡巨商刘喜日、刘玉田家族，在刘
陇的中乡、新乡所建的成片屋宇，占地面积均多达 1 万多平方米；
暹罗“二哥丰”郑智勇创建的淇园新乡，占地之大，更为突出。4

（三）潮汕著名的侨宅、新村
在遍处潮汕各地的侨宅、新村中，从熙公祠、陈慈黉故居、
淇园新村三处最具典型意义。

1.

从熙公祠
现位于潮州市潮安区的从熙公祠是典型的潮汕传统祠宇建筑。
陈旭年（1827-1902 年），海阳县上莆都（今潮安县彩塘镇）

金砂乡人。道光年间，陈旭年只身前往马来半岛，历经多年艰辛，
3
4

（民国）《樟林乡土志略》“乡土变迁”，2005 年翻印，第 8-9 页。
刘权：《广东华侨华人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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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马来半岛上最大的港主，富甲一方。1870 年前后，陈旭年斥
巨资在家乡金砂斜角头建造了资政第新宅，光绪九年（1883 年）
竣工。后来，陈旭年从柔佛移居新加坡，从潮州请去工匠并运去
原材料，按从熙公祠的规格和式样，在克里门梭路和槟榔路间又
建了一座“资政第”。

（来源：百度图库）

图 11：丛熙公祠平面图

图 12：丛熙公祠正门

“从熙公祠”是家乡资政第大院的一部分，作为陈旭年的生祠，
是典型的潮州近代祠宇建筑，在群体组合的配置形式和构架系统
上从传统的营造法式，在建筑装饰、色彩与结构的结合方面，则
充分运用了潮州石雕木雕及彩画的高超工艺技法，极富地方特色，
是潮州近代祠宇建筑中的杰作。
门面及两侧共分布六幅凹肚石雕。其中四幅分别以士农工商、
渔樵耕读、花鸟虫鱼为题材的青石彩绘通雕，巧妙地运用了传统
的“之”字形构图，在有限的空间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故事内容，
其艺术造诣之高，堪称石雕丁艺中的罕见精品。
祠堂中大量使用颇负盛名的潮州金漆木雕装饰艺术。首进厝
身、后厅抱夏、后厅廊步等处的屋架及后厅中槽屋架均饰以玲珑
别透的金漆木雕，配以黑漆装金，五彩装金等彩画，烘托出整体
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梁枋、析柱及各种穿插样件上，汇集了潮
州木雕工艺的多种雕刻技法和不同的外观表现手法。全祠雕饰均
衡分布，每一局部均显示其精湛的工艺水平。

218

百年韩江与潮洲：学术论文集

2.

陈慈黉故居
现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陈慈黉故居是典型的中西风格交汇的

建筑群。
陈慈黉（1843-1921）原籍广东澄海县隆都镇前美村。陈慈黉
的父亲陈焕荣年青时代到漳林港当红头船船工，后来购买了红头
船，经营汕头至曼谷的航运。陈慈黉继承父业，把航运、米粮的
生意做得更加红火，在汕头 - 香港 - 暹罗 - 新加坡之间形成了庞大
的商业网络。宣统年间（1909-1911），陈慈黉回乡修祠堂，造桥
修路，创办成德学校，在老村附近倡建新村。现在的陈慈黉故居
始建于 1910 年，历时近半个世纪，计有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
三庐等宅第，占地 2.54 万平方米，共有厅堂 506 间，被誉为岭南
第一侨宅。

（来源：百度图库）

图 13：陈慈黉故居（局部）

“郎中第”自 1910 年动工，历时十余年始建成。整座建筑物
共四进，龙虎门内置舍南、舍北书斋各一座；两厢为平房，四周
由骑楼、天桥连接。有房 126 间、厅 32 间。“寿康里”始建于
1920 年，格局与“郎中第”基本相同，有房 95 间、厅 21 间，门
窗嵌各色玻璃。“善居室”建筑历时 17 年，堪称史诗式的家族建
筑工程，占地 6861 平方米，共计有大小厅房 202 间，是所有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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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模最大、设计最精、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三庐”，建筑
风格形似书斋、别墅，用以接待客人及族内议事之所。
陈慈黉故居整个建筑群格局与装饰风格高度融合了中西方的
建筑艺术。
格局上，以传统的“驷马拖车”糅合西式洋楼，既保留潮汕
民居“下山虎”“四点金”“驷马拖车”的建筑风貌，分若干个
小院落，构成大院套小院、大屋拖小房的住宅网络；又融进西方
建筑艺术，使用了西式洋楼格局与西方建筑材料如彩色窗花玻璃、
马赛克等，中西合璧。整座宅院外面又建起一围二层洋式楼房，
以洋式楼房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
装饰上更是中西合璧，有的饰以中式金漆木雕，名家书丹的
石刻，典雅大方；有的饰以西式图案瓷砖，彩色玻璃，金碧辉煌。
建筑材料汇集当时中外精华，其中单进口瓷砖式样就有几十种，
这些瓷砖历经近百年至今，花纹色彩依然亮丽如新。各式门窗造
型饰以灰塑、玻璃，华丽又雅致；木雕石刻多以花卉、祥禽为内容，
表达吉祥、喜庆、富贵的美好愿望。斗拱、檐璧皆贴上进口彩瓷 ;
嵌瓷则多为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也有西方的石膏泥塑、几何图形，
通廊石柱梁上还巧妙地将拉丁字母点缀于花纹中。5（叶春生，林伦伦，
2010：85-86）

（柯晓 摄）

图 14：陈慈黉故居鸟瞰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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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淇园新乡
现位于潮州市潮安区的淇园新村是由暹罗侨商郑智勇修筑的

典型的新村。
郑智勇是近代泰华社会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人称“二哥丰”。
1911 年，泰国华侨郑智勇（1851 至 1937 年）在家乡淇园村附近
新建一座村庄，名为琪园新乡。
淇园新乡位于淇园老乡东南面，占地 140 多亩，包括宗祠、洋楼、
更楼、围墙等，有房屋三百间。新乡南面以“荣禄第”为主体，
附以“驷马拖车”构成华厦巨宅。中座三进两天井，右护厝两列，
格局完整。中座头门，面阔三开间，双凹肚。墙体青砖外抹灰，
不同于潮汕民居一般的夯土墙体。与南面住宅平行，建有罗马式
拱门二层洋楼二座；新乡东面以“海筹公祠”为主体，前有前埕
和池塘。这座建筑以祠堂为核心，左右各有一座三坐落加抛狮，
以及一系列护厝、后包、天井和埕组成，形成巨大的建筑群。中
欧结合的建筑风格，富丽堂煌，气派雄浑，别具一格。全乡双重
围墙，并有更楼，结构严密。

（来源：百度图库）

图 15：淇园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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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园新乡建成后，郑智勇将房子分给其家族及近亲嫡系，还
以土地和房屋换取外乡人改姓郑而入住该乡。每人给良田 4 亩、
房屋 3 间。外乡的一些贫苦人家，纷纷投归琪园。随后，郑智勇
又在琪园新乡附近，新建“忠美”“信美”“井头”“铜锣”“巷尾”
等数个村落，同样以优惠条件吸引周围贫苦乡民入住从而成为“一
方望族，雄视潮汕”。

三、结语
从一个较长历史时段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宗族社会
渲染了潮汕乡村景观的底色调。一方面，虽然明代中后期潮汕商
品经济和海外贸易已有大规模发展，潮州商人在经历清初短期的
沉寂之后，乾隆之后大量活跃于中国沿海与南洋各地，潮州商帮
成为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但潮汕本土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
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明代潮州宗族社会已经成型，在
地方工商业兴旺、科举鼎盛、学术发达与山海啸乱的一片喧嚣之中，
潮州社会完成了宗族化的历史过程，这也是潮州社会财富与文化
底蕴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到了清代，商人大量参与地方宗族
建构，建筑恢弘、装饰瑰丽的宗祠逐渐成为潮州一个靓丽的文化
景观。在小农经济与宗族社会传统共同作用下，在潮汕乡村形成
了强大的遵循传统的社会氛围和审美追求，在晚清海外华侨华人
改造乡村景观的过程中仍然大力凸显传统元素。例如陈旭年的从
熙公祠，虽然使用了一些南洋的装饰材料和技术，但从熙公祠从
建筑规制、格局、审美品味上看，完全是传统的潮汕祠堂。
海外华侨华人为潮汕乡村建设增添了新的元素，使潮汕乡村
景观呈现明显的现代与传统、本土与海外因素并存的特征，海外
华侨文化渗入乡村社会，与传统乡村的文化要素耦合，共同改造
着近代潮汕乡村社会的景观。“新村”的出现，也是近代潮汕社
会经济史上重要的现象。这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清代后期潮州地区
人口急速增长，原有的乡村土地狭窄，已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
多的人口，整个乡村必须向外拓展建设用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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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人经过了长期在外的拼搏，已积聚了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
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富商，例如泰国的郑智勇、马来西亚的陈
旭年、新加坡的沈以成等等。他们不仅成为所在地华人社会的翘楚，
也有能力在故乡建设“新村”。姑且不论他们建设新村的初衷如
何，客观上人口的增长为华侨巨商建设“新村”提供了必要条件，
而新村的建设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当地乡村的景观。
参考文献
蔡海松（2010）《潮汕乡土建筑》，文化艺术出版社。
陈 达（1938）《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
潮州市建设局编（2008）《潮州古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谢雪影（1935）《潮梅现象》，汕头时事通讯社。
叶春生、林伦伦编（2010）《潮汕民俗大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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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hange of Rural Landscape
in Chaoshan in Modern Times
Chen Haizhong
The Institute of Chaozhou Cultur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aoshan society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As a bridge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Nanyang region, overseas Chinese not only promoted the
urbanisation process of Shantou in modern times, but also spread Nanyang
culture to the vast rural society and thereby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landscape of Chaoshan village. In Chaoshan countryside, a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western-style buildings has emerged recently, which
reflected the complex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a society which is moving away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Modern Times, Chaoshan, Rural area

潮州木雕的传承与创新探究
刘秋梅*，陈俊华**
摘

要

潮州木雕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名海内外，

然而其在本土的传承与创新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从文献调研入手，
通过实地调查、访谈的第一手资料，结合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
口述史，梳理潮州木雕的传承、行业发展状况及其在传承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发展建议，探求潮州木雕传承与创新困
局的解决办法，为潮州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完善与
有效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   潮州木雕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创新  口述历史

引言
潮汕位于中国广东东部沿海，在历史上属于“潮州府”管辖
范围，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素有“海滨邹鲁”美称，也是著名
侨乡。潮州木雕作为诞生于潮汕地区的民间雕刻艺术，以其悠久
的历史，完整的体系，精湛的工艺，丰富的题材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而享有盛名，在 2006 年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潮州木雕既在家乡民间展示着潮汕人的风尚习俗和人文精
神，也流传于有潮人足迹的海外。比如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韩江
家庙，便是一座布满潮州木雕装饰的传统潮州祠堂式建筑物，于
2006 年荣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可以说，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木雕。
*
**

刘秋梅，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Email: 88905100@qq.com
陈俊华，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Email: jh589@qq.com

由于现代居住环境的改变，传统民俗日益淡化和现代简约观
念的冲击，就潮汕本土而言，潮州木雕市场逐渐由建筑装饰、祭
祀神器等向家居装饰、工艺美术品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创作难
度大，又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经济效益短时间内难以见效，目
前潮州木雕陷入后继乏人的境地，亟待抢救、扶持。
解决创新、传承困局，需要生活在现代又懂得传统木雕的手
工艺人负起传承和革新的重任。潮州木雕能够久负盛名流传至今，
与世世代代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手工艺人的传承与发扬分不开，
他们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木雕创作，把一生的岁月投身
到潮州木雕的继承与发扬中。其中已认定的木雕非遗传承人是木
雕技艺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木雕传承与保护的关键与核心
人物。而口述历史工作是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
保存的口述凭证，作为相关史料的补充，让人们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而且，因为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传承人口述史工作研究迫在眉睫，
具有抢救的意义。
基于此，笔者从文献调研入手，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
合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访谈，通过口述史的方法对传承
人的从艺经历、生存现状、传承情况等进行调查研究，并全面调
查潮州木雕行业的发展现状及工艺的传承情况，整理、归纳发展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理清潮州木雕发展与传承的基本方向与定位，
分析传承与发展战略实施的要素，提出建设性的发展策略，为非
遗传承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展开提供参考。

图 1：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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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州木雕行业发展现状
从文献资料情况看，目前与潮州木雕研究有关的内容有限，且
未形成学术研究热点，核心作者主要有杨坚平、曾庆钊、郭肖蕾等，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①潮州木雕的艺术特色、地域
特征；②潮州木雕的题材造型与文化内涵；③潮州木雕兴衰发展史；
④潮州木雕在现代建筑和旅游业中的运用等。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潮州木雕在工艺传承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
不少薄弱环节，比如对传承创新的具体措施研究不足，对中基层
工艺师的调查了解很少，对潮州木雕“非遗”传承人评定的具体
情况基本无人涉及，对潮州木雕行业产业化、规模化的认识尚停
留于表层等等。
为全面了解潮州木雕行业的发展现状，笔者及课题组成员多
次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自 2015 年 7 月起，两年多时间里，走访
了 30 多家潮州木雕厂、工作室及店面，整理访谈稿约 20 万字。
结合问卷《潮州木雕发展建议》、《潮州文化旅游游客意愿》的
调查数据，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一）潮州木雕从业人员及工作室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 年 1 月，潮州市大约有 231 个潮州
木雕从业人员，被认定为潮州木雕非遗传承人的有 10 人（国级 3 人，
省级 1 人，市级 6 人），被评定为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各 3
人，市级工艺美术师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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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列表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48 岁，年龄最大的是 72 岁的卢臣杨，
最小的是 19 岁的郭奕晖。其中，经营规模较大、成就较多的是出
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的 40 岁以上的男性木雕艺人，
多为原潮州府人，占一定比例的外地木雕工人在其作坊工作。女
性从业者较少。受访的木雕艺人均接受过文化教育，但受教育水
平较低，多为初高中文化水平，少数为小学文化水平，仅有国级
传承人李得浓 1 在广东人民艺术学院（现广州美院）进修过雕塑，
相当于大专学历。
李得浓（1949-2016），潮州木雕国家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笔者于 2016 年
4 月间为大师作口述访谈，不料 10 月惊闻大师因病逝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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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开始学习木雕手艺的年龄段为 12-24 岁，其中多数人
在 15-18 岁开始学艺。学艺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为家族代代相
传；其二是学徒式学习，包括传统作坊式拜师学艺和规模化学徒
班学习：20 世纪 60-70 年代，潮州木雕业曾两次招收木雕学徒——
1964 年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六四徒”（陈绍明等）和 1973 年
二轻金漆木雕厂的“炖钵徒”（金子松等）。
潮州木雕市场多为小作坊生产，规模不够大，且具有较高工
艺水平、能够独当一面的人越来越少。已走访的 30 家木雕经营者中，
人员规模在 5 人及以上有 15 家，经营规模最大的是拥有 50 人左
右的木雕厂。经营方式大多为“店铺 + 作坊 / 工厂”，木雕艺人同
时兼顾店铺户主。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大部分木雕艺人已在潮
州市工艺品街（湘桥区中山路）创办工作室。

（二）潮州木雕市场及经营情况
目前，潮州木雕经营者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方式如下：主要经
营家居装饰木雕、古建筑装饰、木雕作品收藏以及少量从外地进
货的木雕旅游纪念品。经营方式以个人独立经营为主，销售方式
为直销，也存在潮州工艺品的专卖店辅以网销，但成交量不高。
历史上的潮州木雕主要用于建筑构件、礼祭器具等方面，现
在潮州木雕更大程度地向工艺品、现代家居装饰、家具等实用品
发展。产品范围拓宽，以中高档礼品、艺术品为主要产品的潮州
木雕发展前景甚好，且近年来融入现代家居装饰领域，实现了观
赏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国级传承人辜柳希提出：潮州木雕的
发展要跟着社会步伐，眼明手快地去发现和生产社会需要的。
由于现代人审美更趋向于素雅大方的低调，因此有部分潮州
木雕从业者借鉴东阳木雕等其他流派的创作风格进行创新，如工
艺师卢庆合表示，潮州木雕的设计布局太复杂，因此他做的木雕
风格更接近于东阳木雕，该空则空，更符合现代审美。
如今，潮州木雕形式上以挂屏、虾蟹篓居多，挂屏的题材主
要是有吉祥富贵寓意的花鸟、梅兰竹菊等，人物题材相比以前较
少。省级传承人金子松表示：“省非遗处一直强调潮州人仔屏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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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舞台艺术’。现在找五十岁左右的师傅来做却找不到了，
因为没人喜好这个，社会没有需要，看着木雕上的几个小人像佛
殿里面的神灵一样，他们哪肯挂在家里？经济社会给了木雕艺人
生存空间，所以一大堆人做花鸟。但人物木雕这个门类需要保存
下来。”
在市场分布及开拓方面，潮州木雕国外客源地主要是马来西
亚、新加坡、泰国等地，以定制贴金佛像和传统题材的产品为主；
国内市场主要是广东沿海地区。省外市场主要以北京和香港为主，
省内市场则集中在广州、佛山、珠海、深圳和潮汕地区。无论是
海外还是国内市场，潮州木雕的市场占有率偏低。潮州木雕的发
展需要进行市场的扩张，随着家庭消费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无
形资产的扩张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潮州木雕技艺传承概况
潮州木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广
州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曾庆钊集十几年之力系统研究美院收藏的
潮州木雕，在《岭南民间艺术图典——潮州木雕艺术》书中总结
潮州木雕的艺术特色为：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图丰满，布
局匀称；精雕细刻，金碧辉煌；美化实用，融为一体（曾庆钊，
2000）。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的潮州木雕“学院派”
大师杨坚平赞誉潮州木雕是“熔雕刻与绘画于一炉”的艺术（杨
坚平，2000）。国际著名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观赏了李得浓作
品后欣然写下褒扬赞语“方家有神技，大匠无弃材”。

图 2：访谈者与李得浓大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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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木雕相比其他木雕，优势在于更擅长多层次的镂空雕。
辜柳希表示：从创作水平来看，现在很多作品应该是超过清代木
雕的，现在的木雕作品更注重形、意，更精细。图 3 为辜柳希创
新性地采用花梨木雕刻的巨型三层龙虾蟹篓（3.28 米）。

图 3：辜柳希 巨型花梨木三层龙虾蟹篓 3.28 米

潮州木雕在技艺传承方面，离不开工艺匠师们无私的薪火相
传。市级传承人，现潮州市二轻金漆木雕厂厂长陈绍明表示他当
学徒时，师傅授徒非常无私，什么事都手把手教，学艺进步就相
对比较快了。近代以来部分潮州木雕工艺师的不完全师承关系如
下：
表 2：部分潮州木雕工艺师的不完全师承关系

（注：横线表示代际传承，纵向表示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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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州木雕发展面临的挑战
潮州木雕具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和技术基础，从设计、技法上
来讲都是很独特的流派，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如果发展不起来，
将是中国工艺的重大损失。自 2013 年，已经有潮州木雕艺人公开
呼吁“潮州木雕当下须解决创新传承困局”

（陈福香，2013）。经过

我们的实地调查、访谈，潮州木雕发展面临的挑战如下：

（一）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经济效益短时间难以体现
传统的潮州木雕主要以纯手工操作为主，一整套木雕刀具多
达几十上百把，仅学会磨好刀具就需要数月时间。目前虽已有电钻、
拉花机、仿模机等电动工具应用于辅助制作，但诚如辜柳希所讲：
若没二十年的功力，一把小电钻也无法得心应手；现在虽有 3D 等
雕刻技术，但遇到潮州木雕这种多层次镂空基本做不下去，还得
以手工为主。而打粗坯用的仿模机，也只限于少数颇具规模的木
雕厂（如艺葩木雕厂）投入使用。
潮州木雕产业发展还面临 “精品化”和“产业化”的矛盾。
金子松在接受潮州电视台采访 2 中表示：“潮州木雕要形成产业规
模尚需时日，当务之急是将精华传承下来。”李得浓更是提出，“必
须把潮州木雕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承”，考虑“如何把木雕提高到
一个文化的层次，而不是盲目地宣扬成为产业化、收益有多大。”
辜柳希、李中庆等则表示他们一般情况下是以产业化来养精品。

（二）潮州木雕手工艺后继乏人
潮州木雕的手工雕刻过程漫长，加工工序繁多，赚钱之路缓
慢艰难，甚至是只能应付日常开销。目前已经很少有人，特别是
年轻人愿意从事木雕工作。工人较少，导致生产力低下。辜柳希

2

潮州公共频道《潮州新闻》2014-1-5“中国梦，我的梦”栏目之金子松的潮州木雕
传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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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示，“一般年轻人想到要学两三年才能出师都不愿意干了。
制约潮州木雕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就是生产力不足。”另外，据工
艺师们反映，学习木雕的最佳年龄是初中毕业，而社会存在偏见
“做手工的都是不会读书的”，导致某些父母不同意小孩学习木雕。
现在，潮州木雕行业里存在很多江西上饶、赣州等地方的外来工，
潮州木雕的纯粹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承人坚持传承受阻。据采访的工艺师表示，师
傅教会一个徒弟需要消耗大量精力，还需自费学徒学艺期间的生
活补贴，使学生能安心学艺。这使得更多的木雕师傅打消将手艺
传承下去的想法，有“独善其身”的观念存在。卢庆合说：“政
府总说要支持传统工艺但没有真正着手扶持，虽说对传承人每年
有经费补贴，但对一些规模小或者名号小的人来说，补助有名无
实。”采访中，辜柳希算了一笔账：“学生一踏进门，2000 多元
一套的工具肯定得买吧？要是有十个学生来学，我不就得拿两万
块钱出来买工具了？二十个学生就四万了。实际上这二三十名学
生来学习，上头给我五万块钱还不够我买工具呢，更何况还有其
他的东西。”

（三）缺少质量检验体系，行业市场乱象环生
据了解，目前潮州木雕市场存在抄袭现象。辜柳希指出：一
件优秀作品一旦流入市场，接着就会出现大量的仿制品，且这类
仿制品的质量不高。更有甚者，市场上还出现从外地进货的假冒
产品。如最能代表潮州木雕多层次镂空工艺特色的产品虾蟹篓，
是用一根完整的木头雕刻而成，中间隔着外面的一层蟹篓镂空雕
刻出蟹或虾等，四面可观，极能体现潮州木雕的通雕技艺。但市
场上已出现把中间全部掏空，然后再放入原先已雕刻好的虾、蟹，
并用胶水固定的虾蟹篓作品，甚至是连外层的蟹篓也是先分两半
雕出再拼接起来。这种拼接的木雕产品会随着胶水的退化而“原
形毕露”，使得购买者蒙受损失；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潮州木雕
的品牌价值，使得有意购买者特别是首次没有熟人介绍的购买者
踌躇不定，影响潮州木雕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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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艺师缺乏交流与创新，独门技艺记载受阻
辜柳希在采访中表示很遗憾，由于大多数的潮州木雕工作室
是各自为政的局面，一些大型的项目无法接单，只能放弃。采访中，
不少小作坊主表示销路很成问题。对此，辜柳希感慨地说，他厂
里的订单关起门来也能做几十年，但一些人就是不愿意来拿去做。
工艺师许学建也表示，“自己做，自己卖。我们这些开铺的
很少和别人相处。有一些人担心你是来看我的产品，然后自己就
去做（仿制）。比如现在我设计这个图案，你看到了，你再去做
接近这种图案的，我的生意就受到打击。所以，我们都是独立的，
自己做自己的。”
另一方面，目前潮州木雕从业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大多都
是初中水平，撰写不了评职称所需的论文。一些表达不了自己艺
术追求的老木雕艺人没法进行职称评定，只能当一辈子 “木雕艺
人”
；此外，由于不擅长使用媒介，关于传统潮州木雕手工艺的特点、
做工、技法和鉴赏方法等只能通过口授心传（学习者自己体会），
无法记载下来供后人借鉴参考。潮州木雕传承工作主要依然在走
以前的老路——个人传承（师傅带徒弟），这种言传身教的授徒
方式单一，可教授的群体也日益狭隘。

（五）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采访中，大多木雕工艺师表示，政府对潮州木雕的扶持力度
不够。潮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品种众多的知名工艺，
陶瓷、木雕、潮绣、抽纱、花灯、剪纸、银饰、嵌瓷等等。潮州
市以陶瓷产业为主导，政府对潮州木雕行业的态度矛盾，一方面，
宣扬非遗、传统手工业，一方面针对潮州木雕的扶持力度较低，
宣传不足，基本无资金扶持，无土地扶助，无税务优惠。访谈到
的唯一一位独立门户的女性木雕艺人卢洪卿感叹，单靠木雕工的
一锤一凿，木雕道路艰辛。辜柳希也表示：“传承单凭我们个人
的力量实际是相当薄弱的，主要是政府要重视，各方面的人要重
视，因为它涉及的东西相当多：土地问题、建厂问题、招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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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得浓则讲到，如果政府能鼓励“大师，你们只管去做好的东西，
我们政府有能力来帮你们收藏起来”，何愁潮州木雕不会越来越
精致？

四、潮州木雕传承与创新策略分析
在调查分析潮州木雕发展现状、传承瓶颈、木雕艺人的从业
理念及传承态度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潮州木雕的传承与创新涉及木雕艺人、政府管理部门、市
场等多方面因素。

（一）传承人的历史使命
木雕艺人应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前提下，契合现代理念，走创
新道路。
李得浓 2012 年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表示，“木雕的制作
要达到以后的文物水平”。在我们的访谈中，李大师再次强调，“木
雕必须作为文化来传承”，把木雕当作艺术品去创作，价值肯定
更高，对木雕事业也好。“潮州木雕就是要追求其艺术价值和艺
术意义，这样，传统文化才不会跟没了。”金子松则表示，有条
件的情况下，他卖出去的一件作品，会另外再制作一件用于保存。
“我们要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作品，传承下去给孩子们看，让
他们从技艺到题材设计思路都有可参考的资料。”

图 4：金子松的“红楼梦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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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访谈中李得浓大师修改其作品

访谈中，李得浓特别指出，潮州木雕“设计和创意是第一关
键的”。好作品的关键在于有思想。金子松也表示，“我个人从
艺几十年来，一直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木雕的。怎么想就怎
么做，能够参加国家级的展会并一举拿下金奖，也是自己坚持积累，
耗费大把的精力得来的结果。”
另一方面，潮州木雕在近二十年间，从主要应用于古建筑、
祭祀用品发展到现今的艺术欣赏品。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对潮州木雕的审美需求在变化，因此潮州木雕必须在传承传统工
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需求，最大程度地在题材、造型、用途等
方面满足社会的要求。
作为中坚力量的青年工艺师，卢庆合认为，将潮州木雕融入
现代家居装饰领域中是目前潮州木雕发展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因为近些年的装修有走复古、中式风格的趋
势。李得浓表示其在设计、创作古建筑或仿古建筑的木雕作品时，
都要考虑木雕构件的独立性及可拆卸性。如此一来，即使建筑物
本身有改建或拆迁的变化，屋内的精品木雕构件可以拆卸下来另
作他用，或者其本身就是一件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极高的艺术品。
辜柳希等则表示应创新性地使用质地较硬的高档木材，如花梨、
黑檀、紫檀等进行木雕创作，这有利于使精美的潮州木雕与现代
高档家具相结合，使潮州木雕的观赏性与实用性都能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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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辜柳希“十二年磨一剑”之“梅兰竹菊”

（二）政府引导与政策支持
政府在潮州木雕传承与发展舞台上应扮演好“领头羊”的角色，
加大资金、政策的扶持和宣传力度。
目前潮州市政府在潮州木雕上投入的扶持资金及鼓励方式对
于潮州木雕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而言远远不够。辜柳希表示，作
为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 他对木雕有一份社会责任感，他通过师
傅补贴学生以及学成以后去留自由的模式来传承这一产业，呼吁
更多的人来学艺。但是学徒增多，资金方面就难以支撑下去。同时，
在场地需求方面，政府的相关扶持就显得尤为欠缺。“潮州木雕
没能形成市场，因为潮州人现在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没能集中
形成一个产业基地或是产业市场。要想做大要有场地，如果没有
场地，要怎么做大？”
市级传承人卢进文对福建莆田成立二轻工业联社（主管木雕
产业和专业市场，每年由市财政出资 500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机构
开展工作（黄小明，2013）深有感触：“如果宣传力度够，人们
才会知道木雕是可收藏的工艺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年轻人才知道
一件作品的售价可以有多高。莆田木雕现在一年 5、6 亿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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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非常重视地方木雕行业的发展，一个高级工艺师就能分配到
大约一亩地，有的还有资金鼓励。我们这里，如果要达到他们那
样的程度，整个市场就得像枫溪镇做陶瓷的氛围一样。而且，与
其一直到外地宣传，不如干脆先在本地扩大整个木雕市场，打响
品牌知名度。这样，一些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的人才会慕名而来。”
潮州木雕和东阳木雕并称为中国民间两大木雕体系。对比东
阳木雕，潮州市政府可以借鉴的地方也有很多。例如东阳市政府
对当地木雕的扶持力度大， 1998 年建成的工艺品特色街已经从一
条街扩展成面； 2007 年建成的东阳外贸城专业市场，后升格为“中
国木雕城”，2011 年市场交易额 105 亿（胡祥林，2012）；2015 年筹
建东阳木雕小镇，增强产业集群，发挥产业的联动作用，现已形
成系统的创作、雕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

（三）加强产业链建设，以生产性传承方式加以保护
根据潮州木雕产业的结构和特性，其产业链的主要链条为产
品 / 工具设计、木雕制作、产品展示、自营销售等。目前，自营
销售是最为薄弱环节（伍钰施等，2017）。因此，促进木雕产业的发
展，需增强营销，开拓市场，增加销售路径。另一方面，潮州木
雕千百年来以家庭作坊的形态存在，单靠个人和家庭作坊的力量
难以成大气候，生产效率常跟不上市场需求。
辜柳希表示，潮州木雕的大型镂通雕、立体雕等的艺术造诣
远高于其他木雕，潮州木雕的发展重在抓住商机。在市场经济的
浪潮中，政府必须整合潮州木雕行业上下游的相关产业，如木材
加工业、旅游业、家具制造业、家居装饰业等等，延长产业链，
拓宽销售领域，并给予一定规模的土地支持，形成潮州本地的“木
雕城”，为潮州木雕产业集群创造良好的环境，以生产性传承的
方式进行潮州木雕的传承保护。
目前，潮州市政府深入推进“互联网 +”行动计划，潮州木雕
等非遗传承也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推广。在“中山对口帮扶潮州”项目中，中山大涌镇与
潮州意溪镇联手共同打造红木家具制作与潮州木雕工艺的高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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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规划建设 200 亩产业基地。该基地集生产、展示、销售及售
后服务于一体，服务范围将覆盖粤东和闽南地区，进一步帮助潮
州木雕形成产业链，推进潮州木雕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四）打破门户之见，加强行业协会与业界的凝聚力，
抱团谋求发展
要促进整个木雕行业的发展，需要从业者联合抱团发展才能
取得良好成效。
广东省木雕门类三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部出自潮州市。
2014 年潮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召集成立了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木
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辜柳希，名誉主任委员为谢金英、陈培臣、
李得浓），目的是为了推动省木雕行业的发展，促进潮州木雕转
型升级，促进行业的人才成长、技艺交流以及专业水平的提升。
这是值得期待的事情。但据卢庆合介绍，省木雕委员会曾开过会
讨论如何抱团发展潮州木雕行业，但一直没能真正落到实处。笔
者以为首要前提是要打破门户之见，打破从业者各自为政的局面，
实现行业交流、资源共享，在自身优势中不断改进，抱团谋求发展。

（五）加强学习培训，培养传承创新人才
潮州木雕的传承发展，需要培养人才，保持一定的传承人群，
建设人才梯队，才能薪火相传。
据卢进文、许学建等工艺师建议，学木雕者在初中阶段学最
为合适，年纪小吸取知识较快且手脚灵活。在潮州木雕单一的“师
带徒”基础上，政府应建立系统的木雕人才培育体系，如借鉴福
建莆田政府的做法，加大在技校、高校设立木雕兴趣课程的力度，
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招揽木雕学徒；地方院校也可以开展贯通
中职 / 高职 / 本科的“3+2+2”人才培养体系，发挥高校教育的社
会责任作用；还可通过举办文化节、开展潮州木雕文化讲座等活动，
抓住每一个挖掘潜在人才的机会。
另一方面，接受正规的专业培训是很多民间工艺师所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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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初广州美术学院举办了“广彩瓷烧制技艺普及培训班”，
为大批土生土长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群提供高等院校的学院式教育，
以打造“文化产品”为培训理念，探讨如何活用传统工艺美术，
融合当下的艺术设计创作，展现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工业化产业
的互动互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红，2016）。
访谈中，卢进文重点讲到：“（2015）年初，文化部派我代
表广东金漆木雕去中央美院学习，全国二十人中木雕一项就占四
人。我学习了一个月，学习跟现代生活有关的像造型方面的内容。
如果你喜爱你在做的东西，且它跟现代生活有关的话，木雕的‘密
度’就得改变。我这一次去中央美院学习，自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对绘图等各方面有很大的启发和突破。”
据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8 年 4 月
发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方
案（2018-2020）》，该研培计划自 2015 年实施以来，得到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全国 80 余所高校举办研修、研习、培
训 390 余期，培训学员 1.8 万人次，有效地帮助传承人群增强了文
化自信和传承实践能力，提升了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未来 3 年内
将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惠及更多传承人群。

五、结语
随着近年来民俗活动日益兴盛，传统潮州木雕市场需求增大，
潮州木雕传承发展面临一大契机。图 7 为 2019 年正月二十至廿三
（2019 年 2 月 24 日至 27 日），潮州王伉传统文化研究会在韩江
边青龙古庙区举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的“潮州
青龙庙会”，安济圣王及大夫人、二夫人金身进行巡游活动所乘
坐的神轿，此为传统潮州木雕在民间祭祀活动的代表性应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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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卢庆合制作的潮州青龙古庙安济圣王神轿

总而言之，在推动潮州木雕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任重道远，
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潮州当地政府应科学规划，资金扶持，组
织专业市场，宣传推广到位，给潮州木雕市场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
传承人应在坚持传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在提升技艺的同时谋
求抱团发展，努力适应市场需求拓展空间，形成良性循环，才能
有更好的发展态势。期待潮州木雕在海内外重展昔日辉煌，尤其
是对于潮文化有一定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东南亚潮籍同胞，在他们
需要打造或修复潮州式祠堂建筑时仍然可以得到祖籍地艺人的支
持，以纪念先祖、连接亲情，维系好全球数千万潮州人“记得住乡愁”
的重要精神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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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aozhou WoodCarving:
Based on Literature, Interviews,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s
Liu Qiumei & Chen Junhua
Library,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aozhou woodcarving is a Chines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ll known with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Unfortunately,
its loc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e facing a multitude of challenge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en first-hand
information from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combined with oral history
from inheritors of Chaozhou woodcarving.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aozhou woodcarving
industr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reserving this art to put forward viabl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to explore feasible solutions to solve the
dilemma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
future reference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preserv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ways to implement the mechanism effectively.
Keywords: Chaozhou woodcarv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ral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