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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国驹教授领导下，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编印的《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

查研究报告》，由于有了赖燕鸿、韩川元、何奕恺、王连美诸君组成的编委会的具体承

担，大功告成：使它可以崭新的形式，在新加坡共和国迎向其建国50周年大庆之际，

得以印行，为过来人、未来人、天下人提供几本可以一读的另类新书。

一，师生-师友的情谊-情义，可以天长地久的……

当然，这里，不能不提的是，许多南大校友对它的关心。戴渊君进行其东南亚

华人研究时，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书库里，发现了这些手抄本的报告，十分惊喜，并

利用了多本的资料，进行他的钻研撰述。因此，事后，他提出，必须对这三十几本报

告，进行编辑，加以印行，不要使它在故纸堆中淹没。而潘君及时地做出反应，利用

世界科技的人力、物力、财力、网络，邀请韩君以过来人的身份，参加这项长达近两

年的编辑工作。

计划付诸实行时，我以为，这不会是一项复杂、曲折的事情，编者只要把原有

的手抄报告，一本一本地找出来，然后一页一页地摊开来，拍了菲林，便可上机付

印，准备装订成册了。但，工作一展开，他们把报告找齐了，才发现，原文照印的想

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经年累月，许多文件已是模糊不清了。因此，他们便采取了重

新打字-校订-辨认-编印的方式。这一来，不得了！因为，进退失据，那可是没完没

了的工夫、工作呢！

在这期间，潘、韩、何诸君不时来函告知我工作的情况和进度，使我们在一个持

续学习-持续成长的进程中，有了一个新型态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对他们的任劳任

怨、埋头苦干——尤其是世界科技的坚决承诺、坚定承担，十分赞赏与佩服!

可是，等到书稿付印前夕，他们节外生枝，都认为做为任课导师，对于修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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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报告，我有义务为它的编印写一篇序文的——我知道，这是他们给予我当年的

教师的一种肯定，是一项荣誉——但，也是一个责任。因此，读了潘君和韩君的序文

后，后退无路，也就欣然接受，好自为之了。

二，教与学的道路上，可以有许多同路人-过来人-未来人

其实，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四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我是1958年8月从吉隆坡出发的，在新加坡小住几天后，9月1日，从新加坡搭

船北上，到香港新亚书院读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哲学的。从那里，取得哈佛燕京

学社奖学金，到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深造，又回到香港，在刚成立的中文大学崇基

书院和联合学院做了三年助理讲师，主讲的是“中国近三百年社会思想史”和“社会

制度-社会问题”的课程。

1968年8月1日才南下，到南大历史系当讲师，而于1971年12月26日，仓促之间，

又回到香港。进进出出，一住就是四十年，由新马华侨成为港澳人士了。

在南大期间涉及最大的就是在历史系教授“东南亚华人史”。它分上下两段，每

个学年上下学期都开一班，连续开了三年，选课的学生以历史系为主，也有中文系及

其他学系的选课生，所以，前后修课的学生，当在120人左右。

由于1960年代是一个“文革”和越战的年代，又在哈佛读书，所以做为一位所

谓“左倾学者-进步学人”，回港后，我的教研方法便具有明显的小组学习、走出课

堂、跨越课室和教科书及满堂灌的传统，具有多样化的动向：

一是，根据课程的进度，不时安排学生前往社会进行参观访问，我们除了到国家

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之外，还参观、访问了中华总商会、商会、报馆、会馆、庙宇，

甚至坟场也去过几次。每到一处，除了要求学生细读和抄写石刻、题字、匾额之外，

还邀请主人给大家做专题讲演和让我们翻阅其档案。难得有大学生到访，我们所到之

处，莫不受到多是热烈的接待呢。

二是，利用口述历史-文献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华人村史”和“华人行业史”

的参观访问-田野工作-调查研究。

后来，因为到马来语文学系教授“东南亚文化史”，我也带过马来学生和华人学

生。在前者的带动下，前往新加坡的几个马来乡村做田野工作、参观访问，但还没有

整理出什么报告、文章。

三是，根据参访和田野工作的资料，结合讲课的资料，安排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然后大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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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几个形式，师生接触过的校内外的各界人士不少：方修	[吴之光]、戴玄之、

吴振强、陈亚平、崔贵强、吴相湘、潘明智、黎经富、梁华璜、李廷辉、刘伯松、饶

宗颐、许云樵、张奕善、许统义、陈育崧、潘醒农、潘国驹、廖雪娜、连瀛洲、黄望

青、黄思、李向、陈川波、林徐典、林崇椰、韩山元、郭宝崑、郑心锦等等。可以

说，他们是我们师生的教研-探索-思辨的“校外导师-课外导师”，听他们的讲演、

报告、谈话，使课程的资料、观点，大有增加，有所增益。

三，跨越课室-走出校园：到处都是学问所在之地

没有想到，我们当年做的两个“口述历史”系列，在这三几十年里，倒成为各方

人士不时引用和阅读及议论的文献。

现在想来，我的教研方法里有口述历史-田野工作之举，也是一个时代的反映：

——“文革”时代，许多人在阅读过毛泽东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重视文

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我也不例外。当然也把它当着金玉良言-教研指南呢；

——我的大学历史系老师牟润孙教授强调，文献典章和考证考察的结合；

——我在哈佛修过人类学家	Cora	DuBois	及	John	Pelzel	的课程，而田野考察便

是被倡导的一种方法论；

——我修过亨丁顿	(Huntington)	社会发展的课程，撰写的论文便是〈河南新乡的

社会变迁	(1900-1960年)〉。在中央图书馆的地窖里，把有关的资料都找出来参考，

写了一篇论文，还得他的赞赏呢；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社会学与社学工作系的任务，除了讲演“社会思

想史”和社会制度的科目之外，还到大学附近的大埔厦村去参加社会调查。除了黄寿

林主任外，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也常去“蹲点”呢；

——从崇基转到联合去，我安排选修“社会问题”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对香港

青少年问题、交通问题、吸毒问题、住屋问题等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代，香港有一个大学生服务队，我的好朋友林鼎彝、梁秉中、蔡一

豪、胡锦生等都是它的活动家。我常跟他们到香港穷乡僻壤去参加修路造桥的活动，

因此厦村调查之外，我也接触了不少村落。

——当然，还有一个家庭背景：我到吉隆坡中华中学去读高中以前，每天下午到

屋后的一块园地上去耕种，卖菜的收入，对家计大有辅助作用呢。

这就是说，在“东南亚华人史”的课程里，引进小组学习方式的田野工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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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研究、文献研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其产生-开发-开展，还是同个人的生活

历史、学业课业、政治信念和社会参与有关。

四，口述历史之中的网络：华人“村史”和“行业史”的调查研究，是

一项师生的共同课业

无可否认，除了教学的热情与燥动之外，当时，我没有其他深入考虑，所以一上

课，便部署口述历史、田野工作的计划：

第1步，要求三四十位选课的学生自动分成5-7人的小组。

第2步，建议组员根据父兄的职业-行业-事业来探索调研的主题。

第3步，一组里可以有多个选题、课题，有关同学对其提议必须做出报告，促使

小组成员做一个选抉。

第4步，有了选题，提议者即得带其他组员到其父兄工作、公司去参观访问，由

其父兄现身说法，把有关行业的情况加以报告。最主要的是请他们对从中国移民来

新马及其就业-择业-创业的过程，加以介绍。由于说的是个人和家族的历史，所以

资料翔实，也有许多个人的观感观点。

第5步，各个小组将其初步选题向大组报告，听取其他组员、同学的报告和询问。

这时，可以发现各组的选题的同异及交叉进行的地方。

第6步，选题之后，小组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进行访问，一路到校内外的图书馆

查阅有关档案，产生第一份调查问卷。

第7步，大组讨论各组问卷，功能之一是让一班六七个小组的同学都知道其他小

组做的主题、问题、内容会是什么。

第8步，口述历史-田野调查开始。由于组长通常就是推荐主题的同学，所以由他

带组员去访问父兄，再由后者介绍同行给他们去访问，一个介绍一个，向前滚动，很

快就可以有三几十个访谈的对象。

第9步，访谈时，主要靠组员的人海战术：边听、边问、边记录。因为那个时候

不容易借到录音机，而有机在前，受访者有心理障碍，诸多顾忌，不肯畅谈。

第10步，组员回校后，即得把纪录加以整理，汇入小组资料库。

第11步，通常，访问的对象有形形色色的资料和实物可供参考，需加纪录。因为

那个时代大学和同学都不容易借用照相机和录音机。

第12步，小组汇集所有的资料，整理出一份写作大纲，根据它到图书馆或商会

去查阅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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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步，各组做初步的论文内容简介。在大组里交流，使各小组知道其他小组的

资料、观点、主题、内容，可互相交流、借用、取舍。

第14步，指定一位组员，根据本组及其他小组的分析研究，撰写报告初稿。

第15步，小组报告初稿先后在本组和大组上提出报告，进行讨论，产生定程。

第16步，指定一位文字工夫比较好的组员，撰写小组报告的定稿。

第17步，指定一位文字端正的组员，用腊纸抄写定稿，到大学讲议室油印报告，

取回各页，由组员把它组合，装订成册。

第18步，各组交换报告，并奉报告送往受访的主要人士及其团体，也寄送报告

给本地的主要图书馆。

这一系列活动，曾经得到校内的南洋研究所的赞助，所长Dr.	Victor	Fix	也因此

被校内其他南大校友围攻，莫名其妙。没有他让我们使用资源，许多事是做不成的。

做为任课教师、调研导师，我的工作和任务自是“无所不在，又不存在；若无

其事-煞有介事”。即，教师不是万能，也不需要是万能，而要最大程度地，让各个

小组成员在其组长带动、组员互动下，投入活动、进进出出。因为，教师大大地发挥

一个统帅的作用、一个指导员的作用，像是高明极了。同学们在学习过程，是学不到

东西的。可见，导师不是万能的人，不必是三头六臂的人，又不可过份地介入，干扰

学生的作用，有碍其学习的主动性、互动性呢。

在记忆中，和同学一齐参观访问、上山下乡，在课室走来走去、指手划脚，师生

之间有说有笑，在杂乱、混乱中，报告逐形成，确是至今犹是难忘的景象呢。

也许，“神龙见首不见尾”是导师最好的活动方式呢。

五，学海无边：东南西北中和各方人士中都蕴藏着可以被发掘的学问

和真理

在南大的那三年八个月期间，我自己在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教学-研究-撰述上，

也有一个教学相长-做好功课-增长学问的曲折过程。

其一，备课所涉及的在校内外图书馆和博物馆，使我有机会掌握大量的文字资

料、文献史料，还有新马各地会馆、商会、学校、报馆出版的许多特刊。

其二，陪同学活动之外，我也得到南洋研究所的赞助，花了几个月时间，在碧

华陪同下，到马来半岛和泰南进行田野工作、实地调查、口述历史，每个站小住三几

日。因为我已在《星洲日报》写社论，所以每个记者站都是我的立足点，由当地记者

介绍我去拜访地方上的历史古迹、华人领袖、会馆、商会、学校、教师，请我们品尝

地方特色的饮食品，甚至陪伴我们去坟场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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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研究、华人研究上，庙宇和会馆及商会的碑刻，以至坟场和墓碑，都是非

看不可的史迹、史料——南大历史系访问教授、德国汉学家傅尔康，便东南西北中跑

了一趟，又抄又写，编了一本文集呢。

其三，《星洲日报》高级编辑、马华文学史专家方修君，是我在南大教研期间的

良师益友。他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兼课，因此，带我去那里，介绍了许多专家学者和

同学。他拨出宝贵版位，发表了我的许多论文、文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介绍我到

报馆去写社论——在当时的新马社会，社论主笔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呢。

其四，更值得一提的是，方修坚持要我把同学们编纂的村史和行业史的手抄报

告，加以摘编，交给他，在《星洲日报星期刊》上连载，有三几十篇之多，而另一

位同事郭史翼君，则把它们转载于世界书局出版的《南洋文摘》里。

其五，我利用口述历史的报告，直接间接地撰写多本有关东南亚和华人及中国

发展的文集：(1)《从东方到西方》、(2)《马华社会导论》、(3)《马华历史调查研究

绪论》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史讨论》。

其六，2012年8月，我结束在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及澳门特首办可持续发展

策略研究中心等处的研究、撰述的合同，返回香港家居前夕，把南大华人研究的档案

整理出来。一箱又一箱，正愁如何把它打发时，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高级馆员赖燕鸿君

便来信：要求我把它捐献给NLB，由它做数字化整理，并保留原始文件。我便把文件

都寄给赖君。

因此，我向潘国驹教授指出，何不考虑把《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

究报告》的出版，和	NLB	对有关档案的处理，当着一个体系来处理，相得益彰，增

加它们的文献价值。

六，与时俱进、再换新天：华族社会-华人研究必须“走出‘#2.0’-走

向‘#3.0’”

因为我自己是1939年4月出生于马来半岛雪兰莪州吧生港口的一个贫苦人家的家

庭里，所以我后来虽在港澳受教育和生存发展，最近又移居美国，但“港澳是我家-新

马是我家”已然是我的思想感情的一部份。

因此，对于东亚-东盟-中国的发展，日后，仍将是我的生活-工作-发展的一大

内容呢。

在南大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教学与研究，其实是我离开哈佛大学严肃地、独立

地做学问的开始。1971年12月26日离开新加坡后，我以为这一辈子不会再做华人研

究了，因此有十几年的时间不及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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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80年代以后，我开始对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做发展研究，又使我回到华

人研究了。

这里，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研究、东亚研究、华人研究是分割不开的。

其一，东亚和中国的变化	[A]	直接地影向到东南亚和华人华侨	[B];

其二，华人华侨的发展	[B]	也是同中国和东亚发展	[A]	分割不开的;

其三，	[A]、[B]	这一两百年来的发展，其实都是受制于西方主义	[C]；因此，[C]	

的未来的变化，必然波及	[B]、[A]——倒过来，亦然。

其四，今后，[A]、[B]	可以有较大的发展；故可以返馈	[C]。（见图表）。

图表  华族社会-经济中华-华人研究的不同发展时期-范式

探索项目
走出‘#1.0’

-走进‘#2.0’的活动
“#2.0时代

-范式”中的活动
走出‘#2.0’

-走向‘#3.0’的前景

1.	涵盖的时期 1810s-1910s 1910s-2010s 2010s-2050s

2.	世界的形势 西方族群-西方国家-
西方文明及基督教文
明对亚太地区展开凌
厉的攻势，使各地传统
的“#1.0时代-范式”
为“#2.0西方主义时
代-范式”所取代。

‘#2.0’达到高潮。旧
西方殖民帝国体系为美
苏两霸所取代，其风光
终而为美国体系-美式
和平所独占，但世纪之
交，东亚-东盟-亚太
各地也有许多新兴的
族群-文明，东盟和德
国及中国等。是其佼佼
者。

10+6 FTA、10+1 ACFTA、 
TPP以及EU、“金砖国家”、 
“上海组织”等。之类的
国际合作体系，将相继出
现；一国及其集团自外而
内-自上而下地对各国发
展做单极性的操控，可能
性不大。

3.	亚洲
	 -东亚的
	 形势

西方国家-西方文明
对亚洲各地的国家-
文明进行摧毁性的袭
击，许多地方成为各
殖民帝国主义体系的
海外属地。

二战和太平洋战争及冷
战都是西方国家-西方
文明延续其在亚太的争
斗战。1950年代以后，
亚太-中国的兴起，使新
的文明发展成为可能。

10+6  FTA和TPP等之类的
国际合作体系，相继出
现，可享有持续发展。

“亚洲两个‘次大陆’” 
（南亚-印度次大陆，中
南半岛-马来半岛次大
陆）、“亚洲两座‘大陆
桥’”（东南亚大陆桥，
亚洲西南大陆桥）地区及
中国、印度、印尼将成为 
“三大‘发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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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的形
势：冲击

在“#2.0西方主义”
冲击下，“#1.0中华
帝国-中华文明”及
其“天朝礼治体系”
既不能自保，也不能
对周边国家的群体-
文明提供什么保护
伞，故中国长时期地
陷入殖民地-半殖民
地-次殖民地的困窘
状态。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仍
身陷内外战乱，谈不上
什么现代化。

1950年代以后，进入新
的现代化运动。“毛模
式”和“邓模式”各三十
年，近年才出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可视为中
国的“走出‘#2.0’-走
向‘#3.0’”的发展阶
段。

“一国两制-两岸四地；
中国模式-中华范式”的
发展有一个大有做为的
前景，但它的成败，决
定于内部发展的质量。
也决定于对外关系上，
能否落实”天下为公，
仁者无敌；共同发展-前
途无量”的发展范式。

5.	珠江口
	 -穗港澳的

形势

珠江口-伶仃洋-香山
澳地区是明清以来闽
粤人士前往东北亚-
南下东南亚的仲介
站，洋人亦循此途径
进出中国。

鸦片战争后，华人华侨
由港澳前往世界各地谋
生，并对中国的现代化
运动和民族主义-民主
义的斗争，有所参与-
有所支持。

由于“一国两制-两岸四
地”的开发开展，台澳
台将继续是世界-东盟
的华人华侨参与中国发
展的重要平台。“伶仃
洋发展湾区”可以成为
泛珠江流域及港澳 / 9+2
地区的交流站，可以成
为10+1  ACFTA的发展平
台。

6.	生产方式-
发展范式

“#1.0时代-范式”
和“中华帝国-中华
文明”未曾对东南亚
进行控制与掠夺，但
也未对亚太-东亚地
区的发展，有什么促
进性的意义。

西方范式进入后，西
方化-现代化-全球化
开始改变亚洲生产方
式。

“#2.0：西方主义”根
据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
需要，对亚太-东亚进
行改造。它们在“西方
范式：英国模式-法国
模式-荷兰模式-日本
模式-美国模式-苏俄
模式”寻求发展范式，
好事多磨，“毛模式-
邓模式”、东盟等是本
地化-在地化发展展范
式的开始。

“走出‘# 2.0’- 走 进 
‘#3.0’”，东亚-东盟和
世界各地的发展式将循 
“非西方模式-后西方模
式”（但不是“反西方模
式”）寻求发展。

世界的形而上-形而下的
方式，不再是自外输入 
（被强加以） 一种模
式，从一而终。

7.	华人华侨及
中国新移民

在‘#1.0’中，华人华
侨-华族社会不构成
在地经济-在地文化
的组成部份。槟城，马
六甲及新加坡等海峡
殖民地成立后，华人
华侨在“#2.0：大英帝
国”范围里大有发展，
在菲律宾与东印度等
地，亦有所发展。

但对本地及其祖国的
发展，无特殊贡献。

华人华侨成为东南亚各
地的发展动力，但亦成
为”西方主义”与“反西
方主义”的夹心饼；对
其祖国的支持，更导致
它遭遇多次种族主义的
攻击，伤亡惨重。1980
年代以后，华人华侨在
东盟-东亚-中国的现
代化运动中，取得更大
程度的发展参与与权益
分享的机会。

10 +1  A C F TA和“两个 
‘次大陆’-两座‘大陆
桥’”的开发开展，使东
盟的华人华侨-华裔人士
和中国新移民，可享有更
多的在地化-区域化-全
球化的机遇与权益。

但，它不可能成为好处占
尽-自成一体的族裔-文
明；既不可能再次汉化-
再次中国化，也无需要建
立其封闭性的“华裔社区
(Chinese Diaspo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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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概念的来源:

	[1]	[清]	印光任、张汝霖等编纂，《澳门记略澳门志略》（2002年重印本）

	[2]	林华生主编，《亚洲共同体》，日文版（2013年）

	[3]	郭益耀，《不可忘记毛泽东：一位香港经济学家的另类看法》（2010年）

	[4]	谢诗坚，《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2004年）

	[5]	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下册（2008年）

	[6]	基辛格，《中国论》（2012年）

	[7]	基辛格，《世界秩序论》（2014年）

	[8]	黄枝连，《从东方到西方：印欧一月行》（1971年）

	[9]	黄枝连，《马华历史调查研究绪论》（1972年）

	[10]	黄枝连，《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1992年）

	[11]	黄枝连，《中华文明的未来史论》书稿

结论：高瞻远瞩：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侨；有发展的地方就有 

华人华侨

这批“华人行业史调查报告”共有八本：(1)	福州人与理发、(2)	温州人与木器、	

(3)	新加坡当业发展、(4)	兴化人与交通业、(5)	新加坡华人巴士交通业、(6)	新加坡华

人中药行业史、(7)	新加坡中药、(8)	新加坡华人布匹业，从新加坡几家图书馆被找出

来，经过整理，得以出版，也可以说是一个异数。在此基础上，也许，《南洋大学新

加坡华族村史调查研究报告》，亦可相继出版呢。

因此，关键在于如何为“一个人：过来人、未来人、天下人”做点有益于持续发

展的事。潘君的〈序文〉有曰：

如今，科技昌明，各行业发生很多变化，但当年这八个领域的从业

人员为新马两地的社会稳定，商业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明年是新加坡建

五十周年，在此，我们对各个行业的功臣，道一声谢谢！

我也希望年轻人在阅读本书中，能汲取历史经验，学习前辈的刻苦

精神，开创更好的商业未来。

当然，人们可以预期和要求，不惜功本对八本行业史报告的编印与发行，不止于

是一项学术上和文化上的贡献；也要求有其经世济民的义理-义利，即，对今后新加

坡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及其同中华经济交流的经济中华的发展，是有其参考-启示-推

动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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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君的〈编后语〉亦有是语：

这一年来，在编辑过程中，有感于新加坡各个行业的前辈们的创

业，守业和发展的艰辛，对他们多了一份了解和尊敬，希望本报告书的

出版，能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国民，更珍惜我们建国第一代的前辈们，为

国家的开拓和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

显然地，我们可以从潘、韩二序的省思和对后人的寄托中，更上一层楼，把华

人企业-华族社会-华人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也是千载一遇的机遇，是一个

黄金时期呢。

如果，以历史上的亚洲及其文明的发展时代为#1.0，而以近500年为#2.0西方主

义”，那么，今后三几十年的“走出‘#2.0’-走向‘#3.0’”，便可视为中国、华

社、世界的共同打造的未来，而各方的关系型态都有所不同-必然不同。因此，必须

不时地、及时地加以调整。

或许，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华人华侨如何与时俱进，取得其所在地生存发展的

主权和主动权，是华人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任务呢。

2014年10月14日于纽约曼哈顿赫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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