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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名华人设
计师在美举办“漂流”
艺术展，在当地引起广
泛关注。漂泊在艺术之
都纽约的华人艺术家，
通过整合不同艺术背景
和领域的设计师作品，
给 观 展 人 带 来 了 一 份

“‘同’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的暖心
情愫。

“一位作者，一件作
品 ，一 段 故 事 ，一 种 生
活。”征稿过程中，500 多
名旅美亚裔设计师和艺
术家积极响应，经过严格
筛选，10 项作品脱颖而
出，终于在不久之前与观
众见面。

此次展览整合了来
自不同艺术领域的亚洲
年轻设计师的作品，创
作灵感皆来自他们在海
外生活的切身体悟。

多媒体艺术家吕俊
男的设计作品《悬挂在
这》，运用真人与实物互
动，并配以视频的形式，
展现了海外华人通过邮
寄家书一解思乡之苦；新
加坡华裔设计师伊莱恩·

庄则用迷宫般的字体设计，折射出华人在纽约都市
中的迷茫与不安；来自台湾的特邀参展人陈春风带
来了参展作品《椅子》，采用中国传统的竹子作为主
要材料，在快速加工的年代，重新诠释“中国竹”的
质感……

海外求学经历是不少参展作品共同的创作来
源。旅居海外多年的宋佳奇用视频记录了眨眼时
睫毛轻触身体的画面，表现紧张繁复的求学生活
中容易被忽略的细微感触。吕俊男则有感于母亲
赴美参加他毕业典礼前签证申请无端遭拒的经
历，使用护照、财产证明、签证申请费收据等重
要文件的复印本，制作了一只纸质手部模型，将
其悬挂空中，拍摄下自己不断尝试够到它的画面。

繁重的课业常常使建筑专业的程畅昼夜颠
倒。对他来说，“一觉睡到自然醒”成为了一种奢
求。“百叶窗从小就是我生活点滴中不可缺少的构
成。”在程畅的记忆里，清晨，阳光透过百叶窗的
缝隙洒落在他的脸上，将他轻轻唤醒，那一刻的
平静异常珍贵。为此，程畅运用留学租房生活中
常见的百叶窗元素，以作品 《转变的设计》 联结
起了他在中国时的童年记忆。

谈及举办此次“漂流”艺术群展的初衷，旅
美设计师、本次展览总策展人顾时荣表示，艺术
类留学生在美数量庞大，但似乎很少成为大众或
主流媒体所关注的群体。他希望借助这个展览提
供给观众一个特别的视角，通过观看参展作品并
且聆听创作者生活中的故事，感受华人艺术家在
留学时期的生活点滴。

“此次艺术展既为参展人提供了一个分享故事和
经历的空间，同时也使观展人产生了同为漂泊在外的
异乡人的共鸣。”本次展览的艺术总监朱怡萱说。

据悉，本次展览于去年 10月开始筹备，为期
一周的艺术展迎来众多观众，在当地取得了不错
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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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华人回归

穿过一座刻有“鸡场街文化坊”六个
烫金字样的牌坊，一条蜿蜒的老街，行人
如织。满目的大红灯笼，点缀着两侧林立
的“福建会馆”、“林氏宗祠”等闽南风情
建筑，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很难想象，30 多年前，这条位于马来西
亚马六甲老城中心的街道是一番截然不同
的景象。

“当时，70%的房子都荒废了，华人尤
其是年轻一代纷纷离开这里。”和本报记者
聊起当初的破败，颜天禄有些唏嘘。作为
闽籍“华四代”，他和父亲颜文龙两代人都
在鸡场街附近生活，早将这片华人世代居
住的土地视为自己的根。

根脉不保，何以立足？
2000 年，当时身为马六甲的行政议员，

颜文龙发挥在政界和民间的号召力，在华人
社区组织成立鸡场街文化工委会，开始着手
老街的修复工作。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颜
天禄，决定跟随父亲，一起“翻旧”老街。

“我们不是开发，而是提升。”颜天禄
特别强调这一点。为了取经，他和父亲曾

经去过北京的王府井、厦门的中山路等多
地考察。走过一圈之后，一个念头在这对
父子心中逐渐清晰：恢复老街当年的繁
华，不只是为了吸引游客来此观光，更是
为了吸引华人重回这里生活。相比商业
化，中华文化的保存更为重要。

为此，面对民众起初的不理解和不支
持，颜天禄和父亲挨家挨户拜访老街坊，耐
心解释疏导。“我们用了两年多时间，说服老
百姓，如果不改变老城现状，这里的中华文
化就会随之没落甚至消失。”

当时，虽然颜文龙在政界担任要职，
但鸡场街的修复和文化保存工作完全依靠
民间力量，这意味着这对父子需要付出更
多心力，甚至财力。

房子翻新了，为了吸引更多人气，颜
文龙父子提出在鸡场街开办夜市，鼓励大
家来此摆商铺、做买卖。然而，最初，门
可罗雀，为数不多的商家做的都是亏本买
卖。颜文龙二话没说，自掏腰包，每月补
贴商家，直到5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

“眼光不能只有三寸。”颜天禄还记
得，最难的时候，他和父亲常常以此相互
勉励。而今，眼见鸡场街重新找回生机，
并且成为马六甲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那些辛酸都成了笑谈。

注入年轻活力

“父亲是开拓者，我是承前启后，把更
多元素带进老街。”5年前，颜文龙年过耄
耋，颜天禄接过父亲衣钵，成为鸡场街文
化坊规划维护的主要负责人。

对于这条老街，颜天禄“情有独钟”。
40多年前，他在这里出生、长大，又在附
近的华文小学念书，学会一口流利国语。
老街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有他的童年记忆。

作为“70后”，颜天禄想让老街重现昔
日风貌，更想为老街注入新鲜活力。在他
看来，这份活力应是由内而外的，而这离
不开年轻人的参与。

为此，这些年，颜天禄特别注重培养
年轻一代接班人，吸引他们关注鸡场街，
一起参与老街的文化保存。

每逢春节、元宵等节日，鸡场街都会
张灯结彩，举行舞狮、武术等表演，这个
传统已经保留了 20多年。最近几年，颜天
禄将写对联、唱新年歌等新颖的活动形式
融入其中，邀请年轻人上台表演。

“最多的时候，2000头‘狮子’一起舞
动闹元宵，场面非常热闹。”颜天禄说。渐
渐地，鸡场街又如过去那样，成为当地老
中青三代华人共同的文化家园。

不仅如此，颜天禄还带领一群年轻人
成立了一个中文网络电台，名为“听见马
六甲”，定期传播当地华社的活动信息。新
媒体的无限触角，让更多人知道鸡场街，
来到鸡场街。

如何让这些年轻人更愿留在老街？颜
天禄决定扩大观光夜市的规模，在保存文
化的同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每到暮色降临，老街灯光点点，人头攒
动，青春洋溢的面庞言笑晏晏，一如往昔
繁华景象。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做法。”沿着父亲
的足迹，颜天禄在鸡场街留下了自己的印
记。5年的用心经营，也让他更深地体会到
父亲当年坚守中华文化根脉的不易。

不过，不论面对怎样的质疑、批评甚
至诋毁，父亲的教诲让颜天禄从未有过一
丝犹疑。“父亲告诉我，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保存中华文化，
即便再辛苦，都要坚持做下去。”

延续文化交融

在鸡场街文化坊的 20多条街道中，有
一条颇为与众不同。短短 500 多米的老
街，汇聚了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
兰教等几大宗教的建筑，这样的场景在世
界各地恐怕都不多见。

过去几百年间，在这条名为“亲善街”的
老街上，马来裔、华裔、印度裔等马来西亚三
大族裔的民众和睦共处，亲如家人。

“我们沿用鸡场街的名称，而不是改名
为唐人街，就因为这是一个包容的地方。”颜
天禄说。在恢复鸡场街原貌时，他和父亲两
代人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识——保留老街
上各族裔民众相处融洽、相互融合的传统。

其实，文化交融的种子，早在 600 多年
前就已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当年，郑和的
一些随行人员定居马六甲，与当地马来族通
婚，后代被称为“峇峇娘惹”。他们讲马来
语，却在结婚时身着汉服。他们不会用筷
子，却在吃饭时使用来自中国的碗碟。

“峇峇娘惹吸纳了马来人的生活习惯，但
仍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是中马
友好往来的象征。”为此，颜天禄特意完整保
存了鸡场街附近的峇峇娘惹祖屋，以此直观
呈现这个族群如何兼纳文化，如何融入当地。

正是因为秉承中华文化的博大包容，华
人在异乡扎根，发展，与其他族裔往来互通，
最终成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这么多年来，颜天禄和父亲始终不
懈传承这份文化基因。“无论是在鸡场街的
修复保存过程中，还是在担任地方行政议员
时，我和父亲在捍卫华人权利的同时，总是
不忘努力维护其他族群的权利。”

如今，在鸡场街临河一侧，当年郑和第
一次踏上马六甲的登岸处，有一块“马中友
好植树广场”，马中友人共同栽种的大树，在
友谊与岁月的浇灌下，今已亭亭如盖。

而在鸡场街不远处，颜天禄和父亲的办
公室内，一面墙上挂着多年来当地各族裔民
众送给他们的牌匾。其中一列有 10 块：“德
政可风”“品望昭扬”“才孚重望”“众望所归”

“勋猷卓著”“发扬体育”“四海同钦”“德建名
扬”“任重道远”“华社增辉”。放眼望去，绵绵
不绝，光这一面墙上便挂了20多列。

像这样的墙，足足有五面。

马六甲华人颜天禄：

重燃郑和留下的火种
本报记者 严 瑜文/图

600多年前，中国宝船载着郑和及其近万名随从，远下
西洋，途经马六甲。华人由此踏足这片陌生的土地，并在
通向大海的河口往来经贸，繁衍生息。不知过了多少年，
这片最初的“官厂”旧址、而后的华人聚居地有了一个充
满闽南味的名字——“鸡场街”。

30多年前，伴随时代变迁，鸡场街人去楼空，往日繁
华不再，中华文化在此濒临失传。一对华人父子决定做出
改变。“我们有这份责任。”忆起和父亲颜文龙共同修复鸡
场街文化坊的这些年，身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对中国
事务特使的颜天禄谈及往事，感慨良多。

侨 界 关 注

近日，美国纽约华人博物馆首次推出以“中医在美
国：理念、人与实践的融合”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反映中

医中药在美发展历程。展览将持续至9月9日。图为观众在
观看展品。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美华人博物馆举办中医药历史展

华 人 社 区

美迎来首个铁路华工纪念日美迎来首个铁路华工纪念日 5 月 10 日，美国加州迎来了首个铁路华
工纪念日。据记载，1869 年 5 月 10 日，主要
由华工修建的太平洋铁路完工。时隔一个多
世纪之后，华工当年的牺牲终获认可，这

“迟来的正义”令美国华人欣慰。
据悉，2017年5月8日，美国加州众议院

全票通过决议案，将每年 5 月 10 日定为铁路
华工纪念日。这项决议案由选自硅谷的华裔
众议员罗达伦提出，华裔众议员朱感生、周
本立、丁右立与日裔众议员土村等共同联
署。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鹿强用

“里程碑”形容纪念日的设立，认为这凸显了
华人在美地位的提高。 （来源：中新网）

图为一名美国观众正在观看“美国华工
历史图片展”。 王 欢摄

日前，意大利普拉托市政府宣布，
于当地时间5月9日正式开通政府官方
微信公众服务平台。这是意大利地方
政府首次使用华人较普及的信息交流
平台，加强与华人社会的交流与沟通。

据报道，普拉托市政府官方微信
公众服务平台，以中意两种文字形式
面向华人及当地民众，全方位提供市
政府相关政务、新闻、法律信息。普
拉托市副市长西蒙娜·法吉表示，市政
府开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使大家能
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
并向政府提出反馈意见和建议。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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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华星华人之声合唱
团日前在悉尼雅碧庐养老院举行慰问
活动。

25 名来自悉尼华星华人之声合唱
团的演员为老人们演唱了 《掀起你的
盖头来》《映山红》 等耳熟能详的歌
曲，还为大家献上了 《卓玛》《天边》
等充满民族特色的舞蹈。

该养老院共有60多位老人，多来自
中国大陆、香港及东南亚国家。院长梁
美娥表示，这次慰问演出，让老人们欣
赏到了带有浓郁中国气息的歌曲与舞
蹈，为老人们带来了温暖与关怀。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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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漂流”艺术展策划团队合影。

图为颜天禄（前排左三）和父亲颜文龙（前排左二）参加鸡场街文化坊元旦倒计时活动。
资料图片

图为马六甲鸡场街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