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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坤銮的故事》与《磨炼》主人公形象比较研究

卢金财

摘要

 本文通过两篇小说人物的形象比较，探求不同时期成功企业家的创业之路和守成之道，
进而比较两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特点，研究小说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文化内涵。
《一个坤銮的故事》和《磨练》的主人公分别是坤銮（即郑通）和巫庭光（即巫廷光），
两者都有着共同点：身世复杂、历经苦难，忠厚、勤奋、进取、坚持不懈、敢于拼搏和乐
于回报社会等。两者也有着相异之处：第一代华人和第二代华裔在入泰的条件和创业基础
方面不同，性格的差异，对泰国的认识以及待人接物和对待家庭上也有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 : 泰国华人； 创业史； 形象比较；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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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明朝开始就有粤、闽等省的中国人定居泰国，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则发生于
鸦片战争之后，即自19世纪80年代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止，年均1.5万人移居泰国。[1] 1995年底，泰
国华侨华人逾600万人，约占同期泰国总人口（5940万）的10.1%。[2]中国移民不仅给泰国带来了农
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产技术，也发挥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华侨、华人几代人筚路
蓝缕，辛勤经营、拼搏奋进、与本土融合，泰国华侨社会经济上已有一定的基础，泰国华文教育逐渐
兴起，整个泰国社会的文化水准不断提高，并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泰华文学随之孕育而生，虽历
波折，却坚强不倒，发展至今，成绩卓然。
 不可否认，泰华文学的延续和发展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
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对泰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修人的《一个坤銮的故事》与当代泰国著名华人企业家巫
廷光的自传体小说《磨炼》的主人公对比，探求两代成功企业家创业之途、以及小说人物的心路历程。
探究真实人物形象，比较不同时代下小说主人公个性特征，窥探创作主体的整体意识及由此体现的主
人公的形象和现实意义。

一、华人与第二代华裔的差异
 一、入泰心境与条件
 首先，华人与华裔的概念将做一个简单的和区分。华人，是对中华民族的冷称包括中国人和加入
外国国籍的移民被称之为“华人”，法律身份已变为外国人。华裔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界定华侨和华
人在国外所生的子女、孙子女等后代。[3]显然，坤銮只身一人来到泰国创业打拼，他的父亲虽然也背
井离乡、远渡重洋，可是没有他的运气，凄惨地命丧他乡，而他在泰国成功创业、定居，受到了泰国
国王的赐予，有了自己的泰国名字，成为一名具有泰国国籍的华人。廷光出生在中国，但他父亲在泰
国定居，是一名华人，并以父亲的名义把他接回泰国，为他办理了泰国的国籍，他是一名华裔。坤銮
是第一代在泰国创业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廷光是继坤銮之后第二代成功的华裔企业家。
作为第一代华人的典型代表，坤銮只身一人独闯天涯，以勇敢和坚强为起航之帆，靠勤劳和智慧作苦
行之舟，在历经大风大浪的洗礼和历练到达成功的彼岸的廷光是第二代华裔企业家，父亲是华人，母
亲也在泰国定居，家庭关系比坤銮复杂，虽然童年历经磨难，青年惨遭家庭抛弃，却也是在中国受过
中学到高中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父亲的带领下积累了一定基础，对泰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
识，也会一些泰语。相对于坤銮他无论是在家庭条件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是占有优势的。
 坤銮独自一人积攒资本，面对茫茫沧海，漂洋过海，达到一方陌生的国境，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挣
扎，只剩下年少的热血在沸腾，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是他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而廷光是在父亲的安
排下到达资本主义的泰国的，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忧虑，生活在泰国他的孤独感和陌生感并不那么强烈，
容易融合泰国社会中。
 二、性格角度的差异
 坤銮尚在母亲肚中，父亲迫于生计，踏入异国他乡寻求求生之道，而英年早逝，使得才一岁多的
坤銮此生无缘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各种歧视和欺凌长大，母亲体弱多病，
他弱小的肩膀开始支撑着那个家徒四壁的家庭，霸道乡绅大打出手的恶行使母亲不堪一击，卧病在床，
最终一病不起，尚未成年的坤銮无依无靠，只能将风雨飘摇的老屋托付四叔打理，跑到了自以为是大
城市的汕头谋生，期待着某一天能够踏上异国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廷光出生之时父亲远在泰国，与母亲度过童年的时光，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在泰国的父亲，以为
是能有所依靠，但他的童年时光却是暗淡无光中度过的，父亲对他的冷漠、“老妪”及叔母的苛刻，
做“油瓶子”的侮辱都深深印在他的生命轨迹里，在得到能回国学习的机会时他自己把握住了机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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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学习知识、增强修养的契机，摆脱了心理自卑、无比叛逆的自我，成长为有文化知识、有思想，
而且充满自信的男子汉，在这期间廷光也获得了友谊，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为将来的创立伟业铺
下了基石。
 由此可见，坤銮的成长经历是不同于廷光的，坤銮从未接受过父爱、没有见过大世面、只是单纯
无奈地求温饱求生存，更没有习得知识和文化，文中说过坤銮只是在自己的生意中认识了一点字，可
以说坤銮的童年到少年都是一个单纯体，没有太复杂的经历和变化，怯弱的受人欺凌、无助地忍受一
切苦痛、被动地接受命运安排、接受残酷冷漠的现实、单纯地求自己的生存、在各种不得已中历练成
一个“早熟”、朴实、勤奋的普通劳动者，他奋斗的原动力就是生存，更好的生存，为自己走下去，
他不会去挑剔工作，不知如何去反抗别人的不公。煮茶、扫地、腌什菜、倒马桶是他十三岁到十六岁
少年时代的所有生活。而廷光则不同，他对父亲的感觉很敏感很深刻，能够洞察世事人情、适应世事
变幻。他叛逆而有个性，聪明善辩也有主见，能够自己向父亲主动申请回国学习，寻求好的机会。尤
其是在中国学习十年的学生时代，是他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代，也使他从自卑的小子脱胎换骨变
成一个有独立见解、正直豪爽、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男子汉，面对着中国的社会局面，自己努力申
请终于重返泰国，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三、对泰国的认识差异
 坤銮进入泰国之前，完全没有泰国的概念，只知道南洋遍地是黄金，钱容易赚，又听母亲讲述父
亲在南洋丧生的故事，在文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人看来，却认为是一件平常
的事。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现在既然已经外出，且又孤零零一身，没有系累，应以‘四海
为家’的精神，到天涯海角去死拼、硬闯，只要一息尚存，将来总会有出头的一天！从此，他对海外
世界，在内心里开始渐渐地孕育着一幅绮丽的美景了。尽管有时候心中感到还不十分把握和踏实，但
是，他己静悄悄地下定决心，不管前途有多少艰难险阻，他的意志，将永远地不会动摇。”这是他下
南洋的原动力，为的是闯一闯，能够有出头之日；“他以乎记得曾听母亲说过，‘暹罗’就是番畔一
个国度，有一个亲人阿叔在那边做生意，但因未曾回过乡，谁都不知道这位老亲人住在哪一个埠头？
只是这一线的希望，坤銮便大着胆子，决定要冒险到暹罗去访亲了。”[1]这是他决定选择暹罗的理由，
单纯、懵懂的他早早地规划着自己的前程，充实向着这个神秘的国度靠近。而廷光则不然，他出生在
中国，但是父亲一直定居在泰国，母亲寻夫心切，坚持带着刚满八虚岁的他步行进入泰国，在泰国居
住了五个暗淡无光的年头，一切都不陌生，也无留恋，他决定重回中国学习，正是他的这一举动，使
他脱胎换骨，独立自信。而后他又放弃在中国的发展申请再次入泰，依靠父亲的帮助成功回到了泰国
的怀抱。
 坤銮初次入泰是在一个要好的老伙计的帮助下认识了一个专门从事招揽番客出洋的“押客”，最
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将三年来在杂菜铺“俭食省用”而积蓄下来的一些钱银，当作旅途费用和船租，全
部交由“押客”去安排出国行程的。而廷光打算回泰国发展却是在有父亲与叔母的同意下自己以继承
父亲财产为由向国家申请出国，手续合法，并且有父亲安排接待人员，一切都很顺利，穿上了西装、
皮鞋和国内最流行的手表，享受着资本主义的情调，一路都是很惬意。郑通则是孤注一掷、只身一人，
面对着茫茫大海，分不清方向、毫无安全感地把希望寄托在那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仅停留于想象的
佛国上，他能做的就是鼓励和安慰自己。这几乎是每一个第一代华人第一次出国时的情景，随着海船
飘摇，前途未卜，内心即便是激情澎湃也难免有一些恐慌和惆怅。如《一个坤銮的故事》所言：“坤
銮此时也和大家一样，内心里既紧张；又是激动。夜里，他不能安静地合上眼睛，仿佛怕一睡下去，
就会被人们遗弃在船舱里一样，耳朵每一刻钟都在注意人家的谈话。”[2]相比之下，廷光就显得更加
淡定和轻车熟路了，有父亲的安排，住上头等舱，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还必须装作自己很体面的样子，

[1] 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十一）.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OLD/BOOKS/26/001_2.HTM  

[2] 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十一）.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OLD/BOOKS/26/001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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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写道：“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我必须穿着笔挺的西装。每餐我都等服务员来敲门后，才迟迟
走进餐厅，其原因是我不会用那些大大小小餐刀、叉子、羹匙等西式餐具，迟点进餐厅，可窥看别人
怎么使用，有样学样，这样才不会闹出笑话和露出马脚。”可以想见，廷光的条件与坤銮天壤之别，
坤銮经受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和自我打击、然后故作坚强，有着一副“大智如愚大勇若怯”的姿态，而
廷光的自信和睿智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路看尽长安花”。
 在岁月的洗练中，二人对泰国的认识和见解也有所差异。初入泰国，坤銮固然兴奋欣喜、但也有
种迷茫、渺无头绪的感觉，第一眼见所见到的泰国，陌生有隔离感、与自己听闻和想象的天地相差甚
远，他甚至怀疑自己被骗了或者海轮驶错了方向，自己在此能否有一片天地、衣锦还乡，抑或是像父
亲一样，有去无回，尸骨肥他乡。何况自己并不是强壮有力，谋生之难，无以言表。
 他在泰国最重要的事情要属于认识了老和尚，自此之后他找到了人生的老师，学会了做人的很多
道理，也深刻了解到了泰国社会，知道怎么会努力，并树立了自信和再次拼搏的勇气。他也感受到了
佛国的善良和宽容，身边很多善良的人给了他帮助和支持，如陈水牛、王金福、波立等。但是他却没
有能量去设想自己该做什么，能做成什么，更多的是他自己“随波逐流”式的前进。
 廷光在入泰国之初就意识到泰国与中国的差异，资本主义社会的繁华让他沉迷，但现实的无奈让
他知道只有努力创造成就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立足社会。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经常在母亲的威慑
下离自己远去，正义经常站在良心的对立面。因此，他不仅要忍辱负重，还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
不要让人看不起，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二、为人处世的差异
 一、待人接物
 从一穷二白到白手起家建立功业，坤銮与廷光都经历过风风雨雨，这之间他们在历练中成长，在
社会的大熔炉中经受考验；时间的流逝让他们变了当年的模样，稚嫩到老练、内敛到成熟、稳重，最
终成为受人敬仰、享誉华人圈乃至泰国的风云人物。
 当然，他们的在为人处世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坤銮幼年丧父，由母亲相依为命，到七岁时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只被称作“无父子”等，经常受
到邻近小孩们的欺辱，母亲受乡绅的毒打患下重病，瘦小的他扛起家庭的重担，维系着这个风雨飘摇
的家庭，母亲还是撒手人寰，孤零零地留下才有十三岁的他。这期间坤銮是一个自卑、怯弱的人，他
只能忍别人的欺凌，渴盼自己能够长大强壮，不再过这种卑贱低下的生活，没有朋友的安慰和亲人的
帮助，他的世界只有孤零零的自己。而后坤銮打起勇气、走向都市汕头，开始一个人闯世界，看见汕
头的繁华和乞丐的“横行”，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知耻而后勇”，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唯
有努力才可以改变生活、创造一切。他三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不怕苦累脏，只要能存到钱，一切苦
头都是值得的，这时的他勤奋诚实、吃苦耐劳，也接触到了外界社会，谨言慎行，待人接物很是谦卑。
同时对外界尤其是“番国”的关注，也是他随时保持高度的“精神警惕”，因为他听说很多人在那边
发家了，人们把那边说成到处是黄金的地方，这使得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必须要找到出路，像父
亲一样即使是客死他乡也要鼓起勇气闯一闯。勇气可嘉，终于在时机成熟时平时要好的老伯介绍的“
押客”，又想到了有个亲人阿叔在泰国已经发展的不错，心动不已的他终于踏上了那条行往暹罗的轮
船。在船上的几天使他增长了许多见闻，也知道了既然选择了远方，即使惊涛骇浪也应义无反顾。他
认识到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热心的陈水牛，也懂得了如何与人相处，水牛兄的热心相助，使他
更快的适应了环境，摆脱了许多困惑。虽然水牛兄能力有限，但是也算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了他，给他
介绍了火砻厂的差事，使他有了落脚之处，之后又打听到了亲人阿叔的消息，通过介绍了善良、有见
识的李老三。这一切都被坤銮铭记于心，在他不幸命丧佛国的之后，坤銮都一直信守着承诺，不忘他
的嘱咐，坤銮在自己弱小无能之时待人有礼，信守承诺，也许是这些困难造就了他这样的为人之道，
算是上天冥冥中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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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经历了几年的火砻厂的工作后，亲人阿叔用有尊严的方式把他解救出来，他明白人活着要有骨
气，不应该把自己唯一有价值的尊严出卖。对待亲人阿叔，虽是远房亲人，但阿叔细致的照顾，对他
事业的关注，坤銮诚心以待，要强的他也不愿拖累阿叔，自己在“船祸”失败后，走向他乡，最后幸
运地在老和尚身边做起了几年律实，对老和尚的恭顺和诚实使他深受信任，看好坤銮的老和尚为他置
办了事业的基石，一艘大船和雇佣了船员，并且经常关心坤銮事业的进展。坤銮果然不负众望，用自
己的勤劳简朴和精明细心，事业日益壮大，在水上运输上小有名气，此时的坤銮是一个胆大有主见也
有自信的前行者，他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途，不断朝着更高的目标奋斗。与此同时，各位好友前来相助，
如李老三，他善待工友，不忘为他们创造好的条件表现出先人后己的态度，使船员深受感动，使他的
事业蒸蒸日上。在具备了一定条件下，亲人叔婶的帮助下，使他与心仪的泰族妇女结成良缘，善良的
泰族母女看中勤勉务实的坤銮，流落他乡的他终于有了家庭的依靠，不再是一个人打拼了。
 二、对待家庭
 幸运的坤銮建立了美满的家庭，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而后又结识到了对自己有莫大帮助的
人物。他懂得如何去及时回报，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如何面对事业的冲击，如何表现自己的想法和
将自己展示出去，可以说是宠辱不惊，处世冷静，有谋有勇。他结识了警界中的人物，与他称兄道弟，
不分你我，并且拓宽了自己的事业天地，开始接触酒税的代理，逐渐发达，影响力不断扩大。他又加
入了海外同盟会，出钱出力，成为了众人称道的人物。而后在面对生意竞争对手的恶行打压时毫不手
软，他很有谋略的将对手打压下去，使自己的得到了保护，此后，无人敢对其轻易下手。又在老和尚
的介绍下，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蒙銮集，自己得到了蒙銮集的赏识，与蒙銮集成为合作伙伴，共享利益，
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态度，超强的处事能力得到了蒙銮集乃至泰国皇帝的认可和重视，最终被皇帝召见，
赐予泰国名字和坤銮的官衔，得到了少有的荣誉。显著惊人的成就，流芳千古的名誉，我们只能这样
解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坤銮日复一日努力出来的，也是他待人诚实，踏实做人的结果。
 当坤銮功成名就之时，坤銮也不可能依旧是那个羞涩、卑微的郑通。他被人们称作“坤銮”，很
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连他出生都会有戏剧般的“青牛入梦”之说。他在家乡置办田产，修缮祖坟，
为有人能继承他的家业和保障将来，他又在家乡续娶妻子，并按家乡的规矩，定位正房，违背当年与
素贞的约定。而后被封为坤銮，他又在别人的劝说下去了一位泰国贵族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子，以稳
定自己的地位，即后来的坤母。
 而年老的坤銮将家业托付自己的儿子打理，自己不能事必躬亲，然而，他却善于用人，知道自己
儿子的长处，家业依旧如日中天。而与自己一起打拼的李老三、王金福等虽劳累一世，却未能向他那
样发达与成就不凡，只能孤身一人、风烛残年。他主张勤俭精打细算，这是他的创业成功的秘诀，也
是他对后生们的教导。
 对于泰国文化和习俗坤銮也是慢慢了解，逐渐接受的，起初他对于入赘泰国有所犹豫，但是看到
有很多华人都一样的选择了，自己也就只好图个安定，之后又在大家的劝说下，娶了地位尊贵的坤婆，
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泰国皇帝的赐予，使他深感自己作为一个贵族而自豪，一个“咸鱼
翻身”的成功者形象。而对于祖国他也有自己的留恋，虽不是那么强烈，他也能看到自己的根之所在，
常常教导大家能够为家乡建设和祖国发展做出贡献，虽是荣归故里、荣耀祖先，也体现到中华文化的
继承和重视。
 廷光幼年时代，历经苦难和艰难坎坷，有着自己的心灵烙印。幼年的他出生在中国，在母亲的身
边长大，至八岁才随母亲寻父艰辛到达泰国，这期间，他看尽人间的善恶，但感恩永远都铭记在他的
脑海中，他知道没有那些善良淳朴的人们的帮助，凭他和母亲的力量是不能走到泰国的。而到达泰国，
并不意味着有了依靠，在那里的几年是廷光早年最暗淡无光的日子，父亲的冷淡，叔母的刻薄，母亲
的无奈，做“油瓶子”的耻辱，使他成为一个无比叛逆，心理自卑的人，他没有朋友，甚至和母亲也
疏远了。幸运的是，他并不是没有主见和迷蒙的，他能洞察人心，知道善恶，在关键时刻自作主张，
得到了回祖国学习的机会。在中国的十一年学习使他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主张充满自信的青
年，他在此阶段，树立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基准，不仅学到了知识文化，还获得了友谊，是一个善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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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正直敢说敢做敢为的有识青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大炼钢的愚昧和种种不可理喻的事件
之后，他毅然决然准备出国谋发展，将自己的事业定位在了泰国。
 在父亲和叔母的允诺下，他重又回到了期盼的泰国，虽然他知道前路并不平坦，自己不仅要披荆
斩棘更要卑躬屈膝，既然选择了远方，他就不得不做一个能屈能伸的智者，以躲避复杂家庭的攻击。
然而他并不自私和狭隘，依然对叔母的孩子关爱有加，成为好朋友好兄弟。在父亲手下做了几年之后，
自己锻炼了才干，父亲的家业远超以前的规模，但是却遭到了叔母的排挤和驱逐，父亲的软弱、自己
要强的心理终于让他从这个家庭解脱出来，独立门户。那时的廷光受到了各种叔母设置的障碍，家族
的亲戚不敢和他来往，敬而远之。他感到了孤独和无奈。然而此时他却找到了真爱，在自己创立的事
业有所起步的适当时候，他选择了自己的婚姻，成就了一段美妙姻缘。他的勤劳和诚信也赢得了很多
事业的伙伴，事业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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