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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是组成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在鲁白野后来的作品如 1958 年

出版的《马来亚》一书中，其身份认同已从族群认同转变为国族认同，而这身份转变

的因素包含了中华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的参与及形塑。由此，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鲁

白野外在的华侨身份即离散意识的形成以及他与中华文化的维系如何在文本中为华族

塑造历史主体；而内在的本土性方面则旨在挖掘它的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并研究他

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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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言 

 
二战结束后,鲁白野结束在印尼 12 年漂泊流浪的生活，选择重返马来亚。

彼时的马来亚华文文坛正处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主张时期，其所主张的内容主

要是呼吁作家在作品创作中注入更多“此时此地”的真实情感以及以本地人的

视角来进行书写1，这种创作主张也意味着本土意识的提升与强化。 

短短 7 年的时间，鲁白野就发表了 10 本著作，当中包括论文所研究的对象

《马来散记》。作为一本地方本土文史散记，《马来散记》表现了鲁白野对于

身份认同的探索与形塑过程，而这其中因漂泊流浪期间所产生离散意识、文化

认同与本土意识是探索鲁白野身份认同所不可忽视的因素。马来亚在 1957 年独

立后，鲁白野的身份认同从“侨民”转向“国民”时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不适

感，反而将早前在《马来散记》中所指的“我国”，迅速从“中国”认同转向

“马来亚”认同，故研究《马来散记》的身份认同除了能够更了解其中的转变

因素，也能窥探出独立前华人作家的身份认同。 

由此，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鲁白野外在的华侨身份即离散意识的形成以及

他与中华文化的维系；而在内在的本土性方面则旨在挖掘它的本土意识与叙事

策略，并研究他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 

 

 第一节·研究对象 

 

 鲁白野（1923-1961）原名李学敏，其他笔名还有威北华、楼文牧、越子

耕、华希定、范涛、破冰、姚远、郁强等。1923 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

在怡保育才学校求学，于五年级时辍学，自此之后便开启了他漂泊流浪的生活。

他离校后曾到过马来半岛各地如拿乞、万里望、金宝、红毛丹、马六甲、槟城、

以及新加坡。1942 年日据时期，他与父亲逃亡到印尼。在这期间他为了躲避日

军的侵害而四处逃亡，曾当过农夫、文化工作者、抗日分子、囚犯、失业者、

士兵、报馆编辑、教员等。二战后，他参加了印尼的独立战争并在两年后退役。

 
1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页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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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他加入了文艺社团“蚁社”，认识了“四五世代”作家，并因此与印尼诗

人安华（Chairil Anwar）结交为好友，鲁白野的文学多元书写便是受到他们的

影响。 

 1948 年，鲁白野结束了长达 6 年的印尼流浪生活，选择到新加坡定居。

在新加坡期间，他因通晓多种语言，前后任职法庭记者兼通译等。自 1950 年代

起，他便在《星洲日报》担任国际版电讯翻译，创立与主编《星洲日报》马来

文副刊“国语周刊”。1953至 1960年间，他先后出版了散文、小说、游记与诗

歌等作品，而本文所讨论的《马来散记》 2与《马来散记·续集》 3即是他于

1953 年所出版的文史散文集。1961 年 4 月 26 日，他因高血压和心脏病骤发伏

倒在《星洲日报》报馆的办公桌上，最终于新加坡中央医院逝世，结束了他 38

年短暂又不平凡的一生。 

 

 第二节·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笔者之所以选择鲁白野《马来散记》作为研究方向，主要是被其充满个

人特色的文史书写所吸引。随着作者对史料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贴切的在文

史书写中置入个人情感与生活体验以及其在描述人事物时所使用的诗意文字技

巧让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犹如走进了鲁白野所描述的历史事迹，对其所写的本

土文化更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故此，笔者决定研究鲁白野《马来散记》的

身份认同以深入探析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如何影响其多元文化的写作模式。 

 王润华教授形容鲁白野为“天才早逝诗人”4，即便如此他却似乎逐渐被

文坛所遗忘。鲁白野的文学作品既多元又具时代色彩，本应有高度研究意义。

但是文学史上一向多以单一视角如年代、历史事件、文学流派等等来评论文学，

鲁白野作品因多元与复杂性使得当代学界无法用相同的视角将他定位，他也因

此不受马华文学界的青睐。这绝对是马华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2 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 年 10 月初版。 
3 鲁白野《马来散记·续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 年 10 月初版。 
4 王润华<重读鲁白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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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散记》有别于一般的历史书写，作者在史料上做了大量的考证，

在论述某个历史事件时往往能引相关资料作为辅助。除此之外，他还会在论述

历史与文化的当儿加入个人情感及所见所闻，如此的文史书写方式使其散记变

得更为生动迷人，更容易引导读者进入他所书写的历史情境中。他的文笔流畅，

善于用意象与诗意的文字来描写事物，让其文史书写兼具美学价值。 

作者在书中大量书写马来亚华人的贡献，填补了华人在马来亚历史上的空缺。

与此同时也不忽略对马来族与印度族的文化与历史记载，以及殖民者建设马来

亚的贡献。鲁白野的《马来散记》于当时而言可谓是拥有面面皆俱的历史观。

研究《马来散记》也可从中窥见华人的本土认同历程。 

 因此籍着对鲁白野《马来散记》的文史书写研究，笔者将研究他的身份

认同对于他在文学写作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意义。 

 

 第三节·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结果 

 

 随着学者对鲁白野及其作品的重新审视，鲁白野近年来已逐渐引起关注

及研究。不过对于《马来散记》的研究仍是少数，至今尚未有一本书籍是专门

讨论鲁白野的文史散文研究。故此，笔者梳理了部分与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

并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总结。 

 书籍方面，有周星衢基金出版的《马来散记.新编注本》5，其为鲁白野

的《马来散记》添加了多达 15 万字的注释及丰富的导读，王润华更盛赞其为

“历史上最早挖掘、最深的考古式文化书写之一6”。内有王润华为之所做的总

序<重读鲁白野>7提出了鲁白野多元书写的特色与来源、研究了流亡印尼的生活

为鲁白野写作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当今马华文学界对鲁白野的忽视作出批判。

《马来散记.新编注本》六篇导读文章即叶欢玲<面面俱到的马来亚史>
8
与<趣味

 
5 《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 
6 《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 
7 王润华<重读鲁白野>，《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6-21。 
8 叶欢玲<面面俱到的马来亚史>，《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3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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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然的地方志>9、仇莉莲<各负雄才留青史>10与<文化撞击的激动>11、郭诗玲<垦

出一派风光>12及<无数的“我不知道”>13。这 6 篇文章分别为《马来散记》及其

续集中史话、方志、人物、文艺、风物和掌故的篇章做导读，让读者能够更了

解鲁白野的写作风格与特色。 

 在论文方面，有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

-政治论述>14是针对《马来散记》中使用的华人视角作出评析。 

 

 第四节·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身份认同理论来分析鲁白野《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所表现

出来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本土性。此外，本文也会使用阿德勒的《自卑

与超越》中“早期记忆”来分析鲁白野在文学中所书写的“记忆”背后的含义。 

论文第二章集中讨论鲁白野如何在《马来散记》中表现“外在的华侨身份”。

该章底下划分为三小节分别探析鲁白野离散意识的形成、与中华文化的维系以

及他的文化认同与叙事策略。论文的第三章则是论述鲁白野内在的本土性，此

处将从一个小节来讨论其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 

  

 

 
9 叶欢玲<趣味盎然的地方志>，《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121-

126。 
10  仇莉莲<各负雄才留青史>，《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183-

186。 
11 仇莉莲<文化撞击的激动>，《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313-
315 
 
12 郭诗玲<垦出一派风光>，《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231-

235。 
13 郭诗玲 <无数的“我不知道”> ，《马来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页

273-277。 
14 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第 29

期，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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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研究资料  

 

 本论文以 1954 年新加坡世界书局所出版的初版《马来散记》与《马来散

记·续集》为主要研究资料。辅助资料方面有：周星衢基金 2019 年出版的《马

来散记·新编注本》，以便对鲁白野在文中所引之典故、部分历史的人事物、

特有名词与异体字等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张松建所著《新马文学六论》中<族

群与国族的变奏——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有助于本论文更进一步探讨鲁白

野的文化认同与离散意识。理论相关的书籍有：张锦忠著《南洋论述——马华

文学与文化属性》、许文荣著《马华文学类型研究》、朱立立著《身份认同与

华文文学研究》都有助于在理解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离散意识、本土意识方

面的理论与实践方法。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作者的书写特色，本文也会参考及研究鲁白野其他著作的写

作特色如《春耕》15、《黎明前的行脚》16来分析鲁白野离散意识的形成。 

 

 

 

 

 

 

 

 

 
15 鲁白野《春耕》，新加坡：友联图书公司，1955。 
16 鲁白野《黎明前的行脚》，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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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外在的华侨身份 

 
鲁白野在《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是采用“华侨视角”来展开论述，除

了梳理出马中两国悠久源长的交流史，也书写了许多对马来亚发展有着巨大贡

献的华侨及其事迹。从表面观之，《马来散记》的叙事策略无疑充满了浓厚的

中国性意味，而这实际上是结合了鲁白野漂泊流浪期间所产生的离散意识与文

化认同的表现。本章将会探讨鲁白野离散意识的形成以及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与认同，如何影响其在《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叙事视角与策略。 

 

第一节·离散意识的形成 

 

若要研究鲁白野的文化认同，首先得讨论其离散意识的形成。在马华文

学中对于“离散”一词的定义，是指一个族群因客观形势或自我选择而从一个

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的“漂泊离散”的历程17。鲁白野的离散经历可以追溯

到他五年级从怡保育才学校辍学开始，在那之后他就开启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流

浪生活：到过拿乞、万里望、金宝、红毛丹、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印尼，

最后回归马来亚并在新加坡定居18。侨居印尼的十二年间，他为躲避日军侵害而

四处逃亡，曾当过农夫、文化工作者、抗日分子、囚犯、失业者、士兵、报馆

编辑、教员等，漂泊离散的经历已然构成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远离故土后，在他国面对被边缘化而产生的经验与感受19正是鲁白野离散

意识的形成。在印尼流亡期间，他亲身感受到作为弱势族群的离散华人在历史

进展中如何遭遇苦难与伤痛。因此，他在《流星》中塑造了不少关于离散华人

的故事，如<南燕北雁>中被迫成为汉奸，错过所爱之人的印尼华侨“子青”；<

一人的山>中因不谙华文与中华文化而遭嘲讽的“天风”，主动与中国文化断绝

关系，投入印尼民族解放战争，最后惨遭荷军击毙；<今天还不是春天>的华侨

 
17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马华离散文学与政治无意识>，（台北：里仁书局，

2014）页 134。 
18 鲁白野，《马来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1954），页 1-2。 
19 许文荣，<马华离散文学与政治无意识>，页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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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为了参加印尼抗日救亡与马来亚抗日地下组织而放弃爱情；<括风底春> 

写“我”作为流亡华人，如何影响不问世事的青年画家“华查”逐渐关心国家

时势。 

另外，合集<黎明前的行脚>有两篇文章与印尼华侨处境有关，即：<负伤

兵>中描述了印尼华侨如何惨遭利用、掠夺与杀害，以及<战俘>中作者同情并对

与荷兰殖民军队抗战的印尼人民施以援助；同时又痛恨于印尼杂牌军与败兵残

暴屠杀华侨一事。 

离散华人的故事塑造透露了鲁白野对于离散华人的处境与遭遇之焦虑。

由此，一个被边缘、被放逐的离散华人作家，于是主动拥抱文化祖国（中国），

为自我身份认同与离散的族群命运找一个强大的后盾与信仰。 

 

第二节·维系中华文化认同 

 

著名马华文学评论家张锦忠说：“一个新马华人，如果因现实的阻隔，

无法亲中倾共，并不表示他的政治认同就会自动转变或以本土文化为归属20”。

1949 年中共掌权后，殖民地政府为了阻止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在马来亚土地

上传播，故禁止两地人民自由来往，同时也禁止中国书刊输入本土。然而鲁白

野并没有因此隐藏或更换认同对象，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彼时马来亚未从英殖

民政府手中取得独立，鲁白野在印尼漂泊流浪了 12 年，带着离散华人的意识重

返马来亚，漂泊无根的焦虑感急需政治上的寄托，由此其对中华文化认同并没

有因此而削弱。 

关于鲁白野的文化认同，最早要从他峇峇的身份开始论述。对于南来华

侨作家武断地将峇峇文学归类为马来文学，鲁白野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

并写道：“峇峇文学固然是用马来文表达，但其本质还是表扬着纯粹的中国思

想。因此，它应该是属于华侨文学的支流21。”从这段论述可以得知，鲁白野认

 
20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页 109。 
21 鲁白野，《马来散记》，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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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峇峇的文学蕴含纯粹的中国思想，侧面反映出其峇峇娘惹的家庭环境应该是

受到中国思想与文化熏染，从而塑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其次，是关于教

育方面。鲁白野虽在五年级便辍学，然其小学（怡保育才学校）教育内容主要

以中华文化为主，这也是鲁白野面向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马来亚此处漂泊与流亡印尼的日子里，鲁白野的生活虽波折重重，但

他却坚持阅读华文文艺书籍，并以华文书写来从中获得方向感，维系离散华人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22。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曾提及老舍自述<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也讨论了艾青和中国的街头诗23。由于在流亡印尼期间，他深刻体会到作为离散

华人失根后的焦虑与痛苦经历，因此他在书写关于荷兰殖民者、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者以及印尼军士方面都带有深刻的批判意识24，并加深了自我文化认同的倾

向。 

 

第三节·文化认同与叙事策略 

 

（一）“华族的马来亚”建构 

 

鲁白野结束了十二年的印尼流浪生活后，选择重返马来亚。伴随着漂泊

流浪期间产生的离散意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鲁白野自 1949 年开始便在马

来亚大量写作，并于 1950 年代发表许多著作，其中《马来散记》及《马来散记

续集》的发表时间仅相隔一年。 

对于书写《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目的，鲁白野在序文及<谈马来亚的历

史>篇中这样写道： 

 
22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

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页 140。 
23 转引自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页 140。 
24 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页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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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故乡长成的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要亲切地写我们的先人曾经怎样流

了无尽的血汗在努力开拓它、耕耘它，创造一个幸福、繁荣的新天地25。” 

“中国与马来亚的古代关系既是那么密切，现代的马来亚又是我们祖宗辛苦经

营，从荒地开垦成为一块富饶的土地。我们更应在历史创作上努力，把马来亚

历史的丰富资料重新搜集和整理，我们要写成一部更客观的、正确的、没有偏

见的马来亚史26。” 

除了表现出对故乡的爱慕与憧憬，更多的是鲁白野已意识到华族在马来

亚的历史位置与贡献被有意遗忘及边缘化。由此，为了凸显华人对马来亚历史

发展的贡献，鲁白野从马来亚与中国的文化互动方面下手，以“华侨视角”在

《马来散记》及其续集中展开叙事。 

他首先将华侨南来马来亚开拓的历史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湮远时

代到明朝期间，中国人与马来本土居民进行和平贸易；第二阶段是明朝时期，

郑和下西洋扶助满喇加王朝建国；第三阶段则是十九世纪后，华侨劳工的大量

输入以及其为马来亚种植业与矿业的巨大贡献27。划分好上述阶段后，鲁白野便

开始围绕在这三个阶段所出现的人、事、物来展开论述。 

从《马来散记》中可发现：马来亚地方的开拓者有开发柔佛的大功臣陈

旭年、努力开拓霹雳太平的中国人民及吉隆坡的开拓发展者叶亚来；马来亚行

业发展有开辟橡胶业的始祖陈齐贤以及开辟甘密业与胡椒业的潮侨；交通方面

有最先组织船业的土生华人陈明水等人、首个造船成功的华侨何亚忠以及成功

模仿两轮脚车的华侨；港主制度的由来与甲必丹制度的兴衰等等，介绍完 26 篇

与华人有关的历史及制度后，鲁白野才开始介绍其他族群，但其在叙事中仍不

断点出华侨的影子，强调马来亚与中国的交流史。 

除此之外，鲁白野在《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叙事中以中国人自居，如：

<谈马来亚的历史>、<马来民族的拓殖>、<回教今昔>、<拿律之役>和<谈马华字

 
25 鲁白野，《马来散记》，<序>，页 2。 
26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2。 
27 鲁白野，《马来散记》，<序>，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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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编辑>中所提到的“祖国”、“我国”及“国人”即指向遥远的中国以及中

国人民，表现出离散华人彼时的身份与文化认同。 

对于马来亚的现代史，鲁白野是这样定义的：“一部马来亚现代史就等

于一部马来亚华侨史28”。为此，学者张松建认为这是作者贯穿在文本内“华族

中心主义”的写作意图29，其目的旨在赋予华族高尚伟大的形象。故循着这般思

路，鲁白野将华人塑造为马来亚现代史主体，其他种族就不免沦为了“附属品”

了。鲁白野在介绍其他族群的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不仅将其与中华文化并谈，

还透露出比较的意味，故导致华族的色彩过于鲜明而遮蔽了其他族群的特色，

也使相关内容的叙述稍显牵强。具体例子如下： 

介绍<马来民族的拓殖>： 

“历史已经证实了马来亚民族不但具有强大的拓殖力，而且生活力也强，所以

会有今之广阔空间。这种惊人的民族毅力，恐怕是仅次于中华民族的毅力了30。” 

介绍<回教东侵>： 

“要是比较起来，马来亚及印尼的回教历史，还没有中国的回教史那么悠久呢

31！” 

介绍<马来古炮>： 

“中华民族有着一个酷爱和平的优秀传统，始终没有想要把火药发展成为恐怖

的杀人武器32...” 

由此可知，鲁白野所言“客观”、“正确”及“没有偏见”的历史叙事，

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然历史有其局限，当代人的思想与眼界也被所处的时代所

限制。针对鲁白野的“华侨视角”叙述，笔者认为鲁白野《马来散记》并不至

于沦为“华族优越感”的代言，反之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个离散华人作家

 
28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3。 
29 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重探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页 140。 
30 鲁白野，<马来民族的拓殖>，页 145。 
31 鲁白野，<回教东侵>，页 204。 
32 鲁白野，<马来古炮>，页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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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填补华侨在马来亚历史上的空缺，以助华族在马来亚历史中得以重新定

位。 

身处政经文化迅速转型的激进时代，文化失根的焦虑使鲁白野有感于

“中国文化在马来亚只能作轻淡的影响，很快就被历史的时光磨灭了33”。除了

忧虑于中国文化即将在这片土地消失，鲁白野也批评当地华侨漠视中国人在海

外的成就：“国人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可谓是能够

澈底了解的，但是，对太平义士在海外的成就，可说却是完全忽略及不重视的

了34”。鲁白野籍着书写来呼吁华侨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华族历史的位置，由

此可知鲁白野书写《马来散记》的迫切意义。 

 

（二）为峇峇文化认同平反 

华人男子与马來女子通婚，其后代被称为“峇峇”（Baba，男性称呼），

“娘惹”（Nyonya，女性称呼），15世纪至 17世纪期间定居于马六甲、新加坡

与槟城，又称“海峡华人”或“土生华人”。著名的峇峇如：伍连德、辜鸿铭、

林文庆、陈祯禄等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然而在新马华文文学中，峇峇娘惹却长期承载着负面的形象与移民华人

的曲解。丘士珍所著的<峇峇与娘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文本中描述同父异母

的峇峇与娘惹之间的乱伦恋情，崇洋媚外的性格以及最终酿成弑父的悲剧。 

在<峇峇的文学>中，鲁白野认为峇峇文学固然用马来文写作，但其本质

还是纯粹的中国思想，应该属于“华侨文学”的支流35。他尝试将峇峇身上所具

有的中华文化特征点出来，比如：尚保留中国姓名的峇峇后代、搜集各地的华

侨史料并集结成书与热爱中华文化的峇峇对于翻译中国各类型文学的努力。针

对峇峇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鲁白野给予了肯定与赞赏，并指出： 

 
33 鲁白野，<印度文化的影响>，页 184。 
34 鲁白野，<拿律之役>，页 50。 
35 鲁白野，<峇峇的文学>，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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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就是过去建设峇峇文学的努力完全是自发的、自觉的，不

是由中国出生的华侨所策动的。口口声声骂峇峇不爱祖国文物的人们，知道了

这些史实，对峇峇的观念应该有所改变吧。这些努力一方面促使峇峇与中国更

加接近，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与印尼（及马来亚）的文化交流36。 

鲁白野在这里为长期以来带着“原罪”的峇峇社会平反，赞美他们的自

觉性与自发性对于促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峇峇社会走了一个大圈子，已有回到纯中国文化怀抱的趋势。受中文教育的侨

生已在 大大增加，这使星洲峇峇的人数在锐减，只有麻六甲和槟城的峇峇社会

还保有坚韧 的生命。像过去林文庆先生亲身到马来亚及爪哇各地大力推行国语

教育运动，及今之陈祯禄先生在大声疾呼中国文化在马来亚必须受到保护，都

是代表峇峇文化运动归队的主流37。 

最后鲁白野还强调已有越来越多的峇峇回归中华文化的怀抱，并以其他

峇峇代表人物的主张来证明峇峇的文化认同。显然，鲁白野在探讨峇峇社会的

课题上可以给出更具包容性与多元性的考察与评价。这点似乎隐喻了他本身对

于其他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他在身份认同上的多变性。 

 

 

 

 

 

 

 

 

 
36 鲁白野，<峇峇的文学>，页 58。 
37 鲁白野，<峇峇的文学>，页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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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内在的本土属性 

 
二战后，英殖民政府为了镇压马共成员，故意边缘一切与华人传统文化

有关的事物。鲁白野的强烈的文化认同使他在叙述中不断强调中华文化对马来

亚渗透的重要性以及凭一己之力在文学论述中重构马来亚历史的主体。但从

《马来散记》的内容安排与叙事策略上可以发现，鲁白野的本土性并不亚于中

国性的文化认同。本土属性在鲁白野的叙事中是一种比较低调的、不喧宾夺主

的方式来助其寻找身份认同。本章主要挖掘鲁白野在叙事中表现出来本土性，

并加以分类及分析。 

 

第一节·鲁白野的本土意识与叙事策略 

 

（一） 本土记忆 

 

鲁白野在《马来散记》序中如此写道：“我是诞生在吡叻河的岸上的。霹雳河

在它自己的记忆中，是一个时常搅起了满江波浪在发怒的巨人。在雨季中，人

们就会害怕霹雳河的突然愤怒，滚起了混着浓黄泥浆的高潮在大力泛滥38。”吡

叻河的记忆便是鲁白野赋予它的记忆，而其中便融合了土生华人的成长经历与

生活体会。  

接着鲁白野在<谈马来亚的历史>中将“记忆”与“历史”并谈，点出两者之间

的微妙关系，也给了他对于身份认知的思考： 

正如个人会有记忆，人类社会有的是历史。记忆能够说明我们克服个人的错误

和弱点。同样地，历史记录了人类社会过去生活的实践和活动，优秀的传统和

正义的感想。这就能帮助社会的迅速进步，消除愚昧的落后意识，避免重犯旧

的历史的错误。39 

 
38 鲁白野，<序>，页 1-2。 
39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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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于《自卑与超越》中分析道：“个人的记忆是心灵现象内最能显示当中

秘密的。记忆被本人随身携带，这过程可以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种限度和环

境意义的载体。记忆从来不是偶然而至，个人从他接受过繁多的印象中所挑出

来的记忆，就是他认为对他的处境有重要的因素或影响40。” 

在<古城两题>的叙述中，鲁白野认为华人对“荷兰人建筑的市政厅的红墙已退

色”以及“圣保罗山上曾经埋葬过圣芳济的空穴”可以不感兴趣，但是“古城

是不能抛弃它的记忆的”，而这“记忆”反映的就是昔日华人在这片土地遗留

的痕迹： 

在有着两百多年的生命的庙宇顶上，还有金龙在伸张着锐利的爪在飞呢。古城

是峇峇社会的诞生地。不少人会告诉你，他们在这里住了四代了。站在马六甲

的大桥上，我在回忆此处曾发生过的数世纪前的斗争41。 

这个有着“两百多年生命的庙宇顶”的青云亭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寺

庙，它承载了南来华人的历史记忆；也见证了后来土生华人的命运。峇峇娘惹

象征中国与马来本土的文化结合；数世纪的的斗争则是马六甲苏丹王朝内部争

斗，连接着后来葡萄牙的侵占。鲁白野透过早期记忆来带出华人南来落地生根、

参与本土建设的见证，但随着外来因素的威胁而导致了华人漂泊离散的命运。 

然而，鲁白野并没有因此通过逃避来寻求民族的优越感。他清楚地意识到过度

沉湎于记忆的问题，因此他从记忆中抽离回到现实，并鼓励马六甲人振作起来，

共同创造未来的好日子，使马六甲成为东南亚繁荣的商业中心。从鲁白野的叙

事中体现了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归属感，还有扎根马来本土的自觉意识。 

 

（二）本土位置 

 

在<谈马来亚的历史>，鲁白野透过历史记忆将马来亚的地理位置定位为东方两

国交流的关键通道，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却引出了他对于本土位置的认同。 

 
40 转引自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页 137。 
41 鲁白野，<古城两题>，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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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的历史是蕴含着丰富的资料的，且在世界的史底发展中是一个异常重大

的关键。哥伦布为了要找寻东南亚的乐园才向西方航行。他结果找到了美洲，

但在他临终时还以为新大陆是马来半岛呢！在二千年前，从阿拉伯、波斯和印

度航行到中国大陆的商船，都是尽可能沿途泊岸做买卖及装取食水的。我们如

果展开了东南亚地图，便能看得很清楚，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海道。

通过它，中国才能与中东国家接近。通过它，我们才能见到世界一家的理想的

雏形
42
。 

在谈<旧柔佛之历史价值>中，鲁白野再次强调了马来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大秦（古罗马）烧珠的发现，以及也战前（疑指二战）在北马玻璃市发现的纪

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陶器碎片及烧珠，都证实了马来半岛在二十世纪前便是东西

交通与互市的一个中心点43。 

虽然在鲁白野在上述书写中隐隐表达了“马来亚地理位置的优越有助于中国对

外交流”的意味，但通过不断强调马来亚（本土）位置的重要性也带给了鲁白

野自身一种身份认同的意识。 

 

（三）本土自觉 

 

根据鲁白野在<谈马华字典的编辑>提供的人口数据显示： 

马来亚人口总数已超过五百万，其中二百六十三万是马来人，二百多万是华侨。

在星洲，总人口也突破了百万大关，其中八十巴仙是华侨，单单在这数字上看

来，我们便能够了解华侨在星马两地所占的异常重要的地位了44。 

鲁白野对于马来亚的马来人口与华人人口人数近乎相等的事实，鲁白野

却没有表现出大一统的意识，（朱崇科理论）而是积极建设华马两族交流的桥

梁。 

 
42 鲁白野，<谈马来亚的历史>，页 152。 
43 鲁白野，<旧柔佛之历史价值>，页 29。 
44 鲁白野，<谈马华字典的编辑>，页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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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白野发现了马来亚大多数华侨的问题，即没有像印尼华侨般融入当地

文化，学习马来语，用来与马来族进行更深更广的交流，反而因存有终究要回

归祖国或大中华主义的想法而固步自封，不愿学习他族语言。因此他努力想透

过书写来呼吁马来亚华侨应该了解语言交流在多元民族地区的重要性： 

在过去，一谈起研究马来亚问题，便有人在翘首北望，希望遥远的中国单独负

起这个历史的担子，这是错误的。这种工作，与我们自身利害有密切关系，为

什么偏要让别人去负责？ 

文中所言“利害”即指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中马友好关系。由此可见，

鲁白野具有“建构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想法。然而鲁白野的自发性不仅表现在

他编辑《实用马华英大辞典》的努力，而他在<谈马华字典的编辑>时已提出具

有前瞻性的本土意识： 

固然，学术不应有南北之分，可是由住在此地的人研究此地情形，不是更切实、

更适宜么？让一个远隔重洋的人来研究南洋事情，到底还是会有点隔膜的45。 

鲁白野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作家所谓的“在地经验”。作为“他者”的作

家在本土书写上存在一定的局限，而具有“在地经验”的作家才能更好地诠释

当地文化与特色。 

此外，鲁白野透过数据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洞察来凸显回教课题的重要性。

他首先引出阿拉伯与中国两地的商业互动与传教的历史来强化华族对回教课题

的重视。接着他把文本时空转向马来亚最古的回教遗迹，分析回教如何传入马

六甲王朝，再进行一次时空的转化，五十年后的马来亚已被誉为“东南亚小麦

加”。鲁白野将回教东侵的历史在文本中进行了如上的叙事铺排，让文本的时

空变化来塑造马来亚独特的地方色彩。 

<回教东侵> 

住在回教地方，对回教事情，实有研究及了解之必要。马来西亚是回教地方，

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邻近的已经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虽然没有

 
45 鲁白野，<谈马华字典的编辑>，页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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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规定回教为国教，但是他的人民有八十五巴仙是信仰回教的，因此，住在

马来亚及印尼所构成的区域的我们，瞭解回教事情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了46。 

 

（四）本土关怀 

 

鲁白野在《马来散记》中对于地方的经济与本土时事都表现出高度的关注，这

也是一种“立足本土”的表现。比如他在谈<丁加奴——河流的国度时>，就反

映出彼时的丁州是经济生产最落后的国家，不但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铁路。接下

来，他进一步指出丁州的其他落后现象：“今日的丁州，是什么都缺乏的地方，

尤其是医院、学校、书籍的缺少，是最严重的现象47”。接着他进行自我以及族

群对于本土的确认和反省： 

为什么华侨会突然放弃了历史更悠久的东海岸，而宁愿集中在西岸建筑起新的

天地呢？这应该是马来亚历史中一个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以为48。 

 

  

 
46 鲁白野，<回教东侵>，页 204。 
 
47 鲁白野，<丁加奴——河流的国度>，页 192。 
48 鲁白野， <丁加奴——河流的国度>，页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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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于鲁白野身份认同的研究，可以让笔者从中观察到他存在身份重构的痕迹。

在一个政经文教迅速转变的时代，本土华人已经衍生出多重的身份认同。然而

鲁白野在《马来散记》的内容构造以及表达都表现了很明显的“族群认同”倾

向，而这种倾向正式源自于他身为离散华人的文化认同。在印尼漂泊流浪的日

子让鲁白野产生了离散意识，却也正因如此而构成了他的多元文化视野与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在文本中表现了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但他的本土意识

也在不断萌芽，王润华甚至说：“他的马来本土属性比任何当时的华文作家都

强烈49”。由此可见，鲁白野当时的文化认同倾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既怀有

浓烈的中华文化认同，同时也具有本土意识，如此一来，读者便可从中阅读到

他精彩的多元论述，与他一同感知彼时的马来亚风气。 

总结而言，鲁白野《马来散记》及其续集的文史书写不管是从意识、视角、遣

词用字亦或个人经验与感受都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笔者认为本论文尚可拓展

的相关课题如：对鲁白野《马来散记》的内容选取与编排研究。笔者认为鲁白

野在其作品架构、内容选取及排序上皆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故尚可做

更深一层的研究。  

 文末，笔者期望透过此论文，能够激发学界对鲁白野的创作进行更深一

层的挖掘与研究。因其多元、复杂与极富个人特色的书写正是马华文坛上一刻

璀璨的星，虽然他已从文学的天宇陨落，愿学界能让其文学重放光芒。 

 

 

 

 

 

 
49 王润华，<重读鲁白野>，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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