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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井開場白

陳三井引用陳獨秀所說的「19世

紀的英國曾經自己誇說，無論太陽走到

什麼地方，都會照到英國國旗」作為開

場，這句話的涵意顯現出當時的英國乃

是日不落國，她所管轄領土永遠沒有落

日。這句話其實也可以用在中國人的身

上，那就是無論太陽照到那個地方，都

會有中國人的足跡，中國人的成就並不

亞於英國。也有那麼一句話說「有海水

的地方，就有華僑」再延伸出來，那就

是有華僑地方就有中國餐廳，就有唐人

街。就我們所理解，唐人街應該是傳統

的會館、公所、同鄉會、宗親會的擴

大，進而成為新來的原鄉人、年輕人的

庇護所或避難所，這是唐人街光明面的

功能。

但是無可諱言的，唐人街是大社

會的小縮影，當然也有黑暗的一面，即

所謂的煙、賭、娼妓，這是唐人街的黑

暗面。在紐約，唐人街與猶太人以金融

業為中心的華爾街相比，只能算是邊緣

式的經濟形態，大陸學者龍登高曾經

說過，唐人街因人口的增加，而形成內

延式的增長，唐人街與外界原本有個界

線，爾後隨著經濟發展，變成外延式的

擴張，也就是原來唐人街的存在與功能

受到了考驗，在不能滿足新來華人的需

求時，便向外尋求發展。像在紐約早期

的唐人街在曼哈頓，爾後慢慢轉移到法

拉盛。今天我們來談唐人街，是個非常

有趣而且吸引人的主題。

沈大川主持座談會

與會學者，分別為中興大學陳靜瑜

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吳龍雲教授、淡江

大學熊建成教授，主持人則為本會常務

理事沈大川。

沈大川，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在

美國紐約華策會服務十餘年，對海外僑

社有實務工作經驗，由他來主持今天研

討會再合適不過的了。

他說，他今天之所以擔任主持人

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不是學者，但確

是個非常認真的學生，曾經追隨研究華

僑華人事務的先進，像是張存武、陳三

井、陳鴻瑜等學者，參加過大大小小的

▲常務理事沈大川主持座談會。

落地生根 他鄉作故鄉 
「唐人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學術座談會

▓路華平

繼7月25日首次舉辦之「近二十年中

國大陸海外移民潮之原因與影響」學術

座談會獲得熱烈迴響後，華僑協會總會

再接再厲，復於10月12日以「唐人街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主題，舉辦微型

學術研討會。

與會三十餘位同好，沉浸在紐約、

吉隆坡及哈瓦那三座大城市唐人街過往

歷史與未來發展中，讚嘆於華僑先輩離

鄉背井，刻苦耐勞，胼手胝足，打造承

襲中華文化傳統的唐人街；婉惜於唐人

街人文古蹟的凋零離散，書空咄咄，徒

呼奈何；寄希望於未來唐人街的浴火重

生，再現盛況。

為王秀惠教授默哀

理事長陳三井在開場致詞時，特別

請與會者為甫於八月仙逝的台灣師範大

學教授王秀惠默哀三分鐘。

王秀惠曾經參加7月25日座談會，

筆者恰好與她毗鄰而坐，記憶上特別鮮

明。8月18日，她出席馬尼拉一項國際學

術研討會時，不幸突發腦中風而撒手人

寰，國內研究海外華僑華人領域頓失一

員大將，寧不悲乎？她走的時候亦不過

半百，可謂英年早逝。

與學術界人士交談中，獲悉很多大

學教師或是研究單位的研究員為了升等

或是教學評鑑，沒日沒夜地作研究，以

致忽略了健康，進而走上同事婉惜、家

人苦痛的路途上，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台灣俚語「事業要拚，性命也要顧」，

這種悲劇雖不能夠徹底絕跡，但至少能

降到最低，學術界人士都能快快樂樂地

作研究，事業與健康兼得。

▲座談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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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在中正紀念堂舉辦主題為「華裔

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籌辦過程中，

讓她對美國中國城有幾個省思。一是美

國中國城所扮演的角色，原本以為美國

各地中國城是美國文化的孤島、中華文

化的櫥窗，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長，再加

上從不同角度來看，瞭解到美國的中國

城是華美文化的交匯點，扮演著有如橋

樑般的重要角色。二是為什麼部份中國

城會消失的原因，究其因在於中國城過

去是族內婚，在1930年代發生在匹茲堡

中國城，當時美國法律不允許白種人跟

黃種人結婚，在匹茲堡中國城就只好是

族內婚，這種現象也同樣發生在西西里

島義大利的美國移民身上，所以西西里

島義大利的美國移民身材非常矮小，後

來向族外通婚，所以中國城為什麼會消

失，族外通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個問題是美國華人單身漢

社會，這些單身漢非常艱辛孤獨，他們

家鄉的妻子，對於在美國謀生的先生有

什麼需要呢？她們會要求他們把錢寄回

家，同時也允許他們在美國與娼妓交

易，也因為如此，發展出中國城娼妓生

活圈。1860到1880年，娼妓收入高居美

國排行榜第二至三位，因為單身漢有生

理上的需要，所以娼妓行業便隱蔽在

中國城內。美國有個法律叫作「佩奇

法」，這個法律的精神是認定只要是從

中國移民到美國的婦女都可能是從事娼

妓工作，用這種法律來阻撓中國婦女移

民美國。她特別舉出1850年漂亮娼妓亞

彩的故事，亞彩交易對象是白人，事後

只收黃金，誰知這些黃金均是銅，於是

一狀告到法院，但法院卻不受理，因為

亞彩是黃種人。

再來是有關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刻板

印象，在食、衣、住、行、育、樂等等

各方面，用盡了各種漫畫來對中國人作

無情的攻擊。

值得一提的，是洛克鎮的中國城，

這是美國惟一僅存的農業中國城。洛克

鎮位在加州首府沙加緬度附近，在1930

年代農業極盛時期所建立的中國城，

1990年被美國政府列為歷史保護區，主

街上只有五十棟房屋。2011年耶誕節，

最後一位華人過世，現在洛克鎮的華人

都是第二代華裔，或是外來移民，或是

白人，他們從事觀光業。2015年洛克鎮

中國城即將邁入一個世紀，這對洛克鎮

的中國人來說意義非凡。

華人移民到美國原因，其實就是推

力push與拉力pull的結果。19世紀中葉，

清朝對外無法應付外國勢力，對內無法

應付內亂與乾旱天災，有限的糧食不能

養活那麼多的中國人，所以盜賊亂起，

像是太平天國之亂、白蓮教之亂，所以

在這種推力之下，自然就出現了拉力，

這個拉力就是加州發現金礦，需要大批

勞工消息傳到廣州，大批廣東人赴加州

追求他們的黃金夢，這些廣東人當中，

台山人佔了九成以上，以工人、農人為

主，不帶家眷。這些非常年輕的男性，

大多約18-35歲，期待衣錦還鄉，落葉歸

根。到了加州，因為中國人刻苦耐勞，

逆來順受，又肯接受較低的工資，既不

鬧事，也不罷工，所以白人非常喜歡僱

用中國人，也因為中國人接受較低工

資，導致其他族群移民不滿，進而攻擊

中國人。

學術研討會，因而對海外華人研究產生

興趣；其二是在1968年前後，有機緣參

加一項有關紐約唐人街的大規模研究，

對紐約唐人街有個粗淺的認識。1970

年，以義工身分參加美國每十年舉行的

人口普查，對唐人街的感情愈來愈深，

後來便跨入紐約唐人街，做了十年的社

會工作。所以，今天陳理事長邀他來當

主持人，讓他得以重溫舊夢。

沈大川呼應陳鴻瑜在《僑協雜誌》

136期登載的〈透視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移

民潮〉一文所陳述的，自1644年明朝滅

亡後，中國人口大量外移，前後共有五

波移民潮。至今，海外華僑華人分佈在

五大洲、151個國家的人口高達3,300萬。

今天討論的紐約、吉隆坡、哈瓦那三個

大城市的唐人街，正是這五波移民潮的

第二波。19世紀中葉，清朝國力式微，

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太平天國之亂，民不

聊生，東南沿海大批中國人外移，而恰

在此時，美國西岸掀起一股淘金熱，大

批華人先投入採礦淘金，再轉到建築鐵

路；在東南亞地區，開採錫礦、種植橡

膠、樹薯等；在古巴，則是蔗糖、菸草

等行業，那就是push & pull推與拉的結

果。國內吃不飽，促使人民向外推移；

國外生活誘因大，把中國人一批批的拉

過去。陳靜瑜、吳龍雲、熊建成三位教

授，俱是這方面專家，著作等身，由他

們來談他們所熟悉的唐人街歷史，一定

是精彩無比。

沒錯，果然精彩，原本預定16時50

分結束，延至17時10分才曲終人散。

流光風華下的美國唐人街

陳靜瑜，美國愛達荷大學歷史博

士，現為中興大學歷史系專任老師。專

長領域美國史、美國華人史、美國族群

史。她是美國史專家，由她來談美國唐

人街當然是精彩萬分。

她說，今年十月與美國在台協會

▲加州首府沙加緬度附近的洛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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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瑜主講的同時，也放映了不

少珍貴照片，像是內華達州華人修築鐵

路的險峻、紐約唐人街留著長辮子的華

人、娼妓亞彩等等，留下深刻的印象。

展望吉隆坡唐人街

吳龍雲，馬來西亞檳城人，新加坡

國立大學中文博士，專長是研究新加坡

與馬來亞的華人歷史、華人社會及文化

教育，現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我們常

言「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所以

由他來講吉隆坡的唐人街，絕對不會隔

靴搔癢。

他說，吉隆坡之所以開埠並發展成

為國際大都市，主要是受益於錫礦的開

採。錫礦的分佈從泰國南部一直延伸到

印尼，馬來西亞從怡保到吉隆坡這一帶

是錫礦最集中的地區。華人甲必丹（華

人領袖）葉亞來（1837-1885）是吉隆坡

開埠者也是唐人街開發者。19世紀末，

由於許多錫礦產陸續開採，葉亞來從中

國召募華工，也鼓勵馬來人進行農業生

產，讓華人和馬來人合作，使錫礦開採

順利。華人來到此地謀生便定居下來。

說到葉亞來，他也是太平天國之亂

的受害者，在廣東惠州家鄉無法謀生，

於是在18歲那年，也就是1854年移民到

馬來西亞，從事錫礦開採而發跡，成為

「吉隆坡王」。剛剛主持人沈大川提到

的push&pull，葉亞來即是典型代表，太

平天國之亂迫使他離開家鄉，而馬來西

亞又有好的拚搏奮鬥機會，。

吉隆坡華人聚集最密地區就是最

有名的唐人街，也就一般稱的茨廠街。

茨廠街不是吉隆坡最早的街道，但是由

於葉亞來在這裡建了茨廠，所謂茨廠即

是磨木薯粉的工廠，漸漸地就發展了起

來。事實上，從茨廠街發展開了以後，

便往周邊區域擴散發展，縱使是蘇丹街

或是富都路，雖是華人聚集的地方，但

都不能算是道地的唐人街，只有茨廠街

才是。蘇丹街成立的時間比茨廠街略

晚，大概形成於1880年代，當時吉隆坡

的中心點位於舊市場廣場，茨廠街與蘇

丹街都算是吉隆坡最外圍的街道，因此

在這兩條街道出現的行業以批發、藥材

店、酒樓、布莊、服飾為主。

2011年7月，馬來西亞政府宣佈興

建捷運經過蘇丹街，所以有34間蘇丹街

百年老店所在地的地段遭政府徵用拆

除。蘇丹街的歷史價值，除了是構成老

吉隆坡的一條街道，在街上仍然保留了

一些傳承幾代的百年老商店及社團，如

樂安酒店、鄺福榮洋服、隆盛酒莊、百

代影社，福音堂及吉隆坡老社團及人鏡

慈善白話劇社。這些老商店及社團，是

吉隆坡發展的歷史見證。為了捍街蘇丹

街古蹟，華人成立了「捍街蘇丹街委員

會」，雖然發動好幾次大規模抗爭，仍

無法改變捷運路線，2012年5月已開始拆

除，一些古蹟將傾頹而化為烏有。

也許未來捷運完工後，會有更多人

潮到茨廠街觀光。

我見我聞─古巴哈瓦那華人僑社

熊建成，馬德里大學拉丁美洲史學

博士，現為淡江大學美洲所榮譽教授。

中國人到海外去大部份都是受到

「拉力和引力」的影響，到古巴的華人

也不例外。中國人到古巴去，不像早年

愛爾蘭人因為受到宗教、政治問題的迫

害而移民美國，而是為了顧肚子的經濟

一句話的歷史 

1861到1869年，美國修築太平洋鐵

路，分東端、西端兩邊同時進行，東端

主要是開闊平原區，由愛爾蘭人修築；

西端主要是高山峻嶺，環境險惡，白人

不願意做，遂交由華人修築，不少華人

犧牲。最後，在1869年東西兩線接軌，

舉行落成典禮。當時，美國排華不准華

人進入典禮會場，那時有三個聰明華人

將典禮所用象徵性的鐵磚藏起來，結果

當時投資者克拉克，找不到那塊鐵磚而

不能舉辦落成儀式，就在此時，那三位

聰明的中國人將鐵磚抬到會場，全場熱

烈鼓掌，但是克拉克還是請那三位中國

人離場，但最後說了一句「中國人對鐵

路開發頗有貢獻」，這個「一句話的歷

史」就是在讚揚中國人在修築鐵路上的

貢獻。

說到美國各地唐人街的華人組織，

概分三個類型，一是中華公所、二是秘

密組織、三是宗親會。中華公所是由有

錢商人組成，早期最主要工作是為客死

異鄉華人，七年撿骨後，送回國內故

鄉，落葉歸根，1949年廢止了。

▲吉隆坡茨廠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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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古巴簽訂「中古友好條約」，又

有另一波華人到古巴。1943年，有1萬

5,000人。

早期華工一旦能夠自由選擇行業，

便會聚居在一起，他們多不懂西班牙

語，也不習慣當地生活方式，愛吃「唐

餐」，過「唐山」的傳統生活，聚居一

起可相互照應、支持，有助他們在當地

生活下來。於是發展成哈瓦那唐人街，

涵蓋44條街，可說是規模龐大的中國

城，古巴中華會館設在中國城的友誼街

上，以前中國國民黨支部、中國銀行及

三家報社都設在那裡。不幸的是，1959

年卡斯楚上台後，大批華人出走到邁阿

密、西班牙，中國城僅賸四百華人，此

後便沒落衰敗了。1994年重建唐人街，

1999年落成，而有一趟古巴之行。行

前，中華會館說到古巴最好是帶肥皂、

毛巾、牙刷，因為古巴僑界過得很辛

苦，非常缺這些東西，於是帶了各一打

送他們。

結語

華僑華人遍布世界各地，上百個大

城市都有中國城，今天只談紐約、吉隆

坡及哈瓦那三個城市，算是拋磚，希望

以後可以引出曼谷、堤岸、溫哥華、波

士頓等上百地區的華埠，一窺其歷史。

哈瓦那的唐人街算來和僑協也有關

係，因為僑協前理事長梅培德便是古巴

華僑，嗣因卡斯楚上台，舉家便遷往邁

阿密奮鬥，闖出一片天。

此外，僑協將於11月中下旬舉辦

「追隨吳鐵城足跡」南洋之旅，將會造

訪吉隆坡茨廠街。今天座談會所談的茨

廠街算是熱身，親身走一回後，再來印

證吳龍雲大作，收獲會更多。

秘書長陳鴻瑜在綜合座談中預告，

將於12月舉行有關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

印象座談會，談談美國人、日本人、法

國人怎麼看華人，相信一定精彩。（作

者為本會會員）

▲參與座談學者，右起：沈大川常務理事、熊建成教授、陳三井理事長、陳靜瑜教授、  
吳龍雲教授、夏誠華常務理事、陳鴻瑜秘書長。

因素。因為19世紀中葉滿清衰敗，中國

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慘境，民不聊

生，又碰上1835年西班牙在歐洲列強圍

堵之下，不得不跟英國簽訂廢除黑奴貿

易制度，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古

巴，為確保製糖工業持續發展，便從中

國引進廉價勞工，也就是苦力貿易，人

數好幾萬人。現在我們到古巴唐人街，

看到的大部份都是當時華人與當地族人

後裔，皮膚較黑。

第一批華人到古巴是在1847年，有

571人，到了1873年，有13萬5千餘人，

途中死亡約有1萬多人。西班牙執政當

局看待華人極為惡劣，1847年古巴農業

促進會提出一項管理華人辦法草案，把

契約華工當作黑奴對待，1854年西班牙

政府頒佈「古巴引進華工管理條例」把

華工當作奴隸看待，在古巴華工長期受

到壓榨迫害。為了追求自由、解放、

民權，所以在1868年古巴興起獨立戰爭

時，華工以英勇大無畏犧牲精神，參與

了30年的古巴獨立革命戰爭，這在其他

地區是很少見的。就因為他們英勇戰鬥

三十年，古巴獨立後，1909年制訂第一

部憲法，第56條載明「華人雖不在古巴

出生，但是為了報答華工在獨立戰爭之

中英勇卓越表現，特別對兩位參與獨立

戰爭的一位上校及一位上尉，他們兩位

雖不在古巴出生，但是賦予他們兩位有

參與選舉古巴總統的權利。」1931年在

首都哈瓦那，古巴政府及人民樹立一座

兩丈高的黑色大理石紀念碑，上面寫著

「古巴的中國人沒有逃兵，古巴的中國

人沒有叛徒」。

華工不但對古巴30年獨立戰爭作出

貢獻，也對肇建中華民國及八年對日抗

戰，出錢出力。華工在古巴遭遇到生存

艱辛，到二戰後才獲得改善。1942年，

▲哈瓦那中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