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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华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

邓芳秸

摘要

 泰华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是一个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研究课题，创业者的形象是通
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以泰华社会华人的创业经历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创业
者的事迹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具有了传奇色彩和艺术魅力。但是创业者形象的核心实质
是创业者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
 本研究是本着对泰华文学中所描写的华人在泰国艰辛创业历程的感人故事的深度分析，
研究探讨华人在泰国国家社会的创业起步、事业运作、商海沉浮、道德信誉以及为泰国国
家和社会所作的慈善和巨大贡献，从而揭示和颂扬华人创业者的崇高形象。以华人移居泰
国落地生根，经历了几百年的艰苦创业历程为背景，他们创造了个人和华人群体的辉煌业
绩，使华人在泰国社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群体。无论在泰国的哪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华人
创业者和优秀者的身影，他们已经成为泰国人的一份子，为泰国的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自己
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泰华文学； 创业者形象；传统精神；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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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华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

     
 此文的主题内容是由多部泰华作家的文学作品构成的，作品的内容和所刻画的人物是泰国的华人
创业者和事迹，作品展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海外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的华人移民创业经历。在泰国百
年的华人移民历史中，在众多的华人创业者中产生了无数的感人事迹和创业壮举，这些事迹和壮举成
了泰华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的源泉，强烈地激发了文学爱好者的灵感，以华人创业史为题材进行创作
讴歌华人移民在泰国的创业成功奇迹，毅然走进了泰华文学的殿堂，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泰国本土土生
土长业余文学作家。在这些作品中首推一举的有《一个坤銮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是由泰国华裔后
代移民泰华作家谭真（修人）创作的，也是我的论文引用最多的部分。作家修人是泰国本土华文文学
爱好者，在发表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文学方面的创作，但是他勤奋学习
辛勤耕耘属于自己的那片华文文学园地，最终成为泰华本土一位知名的作家。
 以华人创业者的创业事迹为题材进行创作，开创了泰华文学向多元化形式发展的新的历程。这些
作品，如：《一个坤銮的故事》《座山城之家》《侨领正传》《三聘姑娘》《达信大帝》《破毕舍歪
传》《风雨耀华力》《泰华文学》等作品， 同一题材以小说、报告文学、传记等不同的文学形式进
行创作成为泰华作家不同选择，繁荣了泰华文坛，让我们的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感觉文学的魅力。
    《泰华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不同题材的众多作品不但有它的文学欣赏价值，还具有回顾记录历史
事实的作用。在作品中我们不但欣赏到了作品的文学品位，也从作品中了解到了已经流逝的岁月的历
史故事，并从泰国华人移民前辈创业者的身上学习到了他们创业的宝贵经验，以此作为我们在新的时
代创业经验和动力，激励我们的创业热情。

创业者创业初期的艰辛历程
     
  从泰华文学作品中了解泰国华人创业者的创业初期状态，这里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追溯和历史回
顾。泰华文学作品中对创业者的初期状态描写和叙述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数创业者在中
国都是上无片瓦，手无分文的贫民大众。他们向往美好富足的生活，为了能够得到这种生活下南洋来
到泰国。从为了生存做苦力打零工开始，逐渐地开始在暹罗有了立足和栖身之地，然后观察各种生计
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行当，从小本生意做起积累第一桶金，再一点一点的做大。泰华文学作品中对创业
者初期状态的详尽描述用墨较多篇幅也较大，对于读者来说作者所要告诉读者的是，我们的华人前辈
在创业初期是如何的艰难、勤奋，他们今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甚至还有许多的创业者在创
业的初期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而过早的在创业初期就英年早逝了。无论在《一个坤銮的故事》还是
在《郑王大帝》《风雨耀华力》《侨领正传》《磨炼》《座山城之家》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
前辈创业初期吃苦耐劳，勤劳节俭，奋斗不息的身影。在《一个坤銮的故事》里作者详尽地叙述了坤
銮在创业初期的心理表现，在心理的刻画上非常真实，坤銮的个人心理历程的波动和变化也代表了其
他华人在泰国创业初期的心理历程。 泰华文学作品中对华人创业者创业经历的描述是从华人创业者
踏上暹罗国土后就开始的。他们来暹罗的目的十分明确，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了
他们想象中的大象之国，天堂之国泰国，为的是实现他们的发家致富之梦。
                                                                                                                                                     

创业者精巧独到的创业智慧

 《泰华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还有一个值得我们研讨的地方，那就是泰国华人创业者在泰国这个
陌生的国土创业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精巧独到的创业智慧。异地他乡的泰国对于初来乍到的华人谋
生者来说，梦想和现实的差距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也为他们的淘金梦蒙上了一层阴影。‘头三脚难
踢’想要创业就要熟悉当地社会风俗、人情世故、文化语言，中国人历来讲究随缘和入乡随俗，其实
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联姻通婚使华人和泰人成为一家人，推动了家业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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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有很多的华人因此成为大官贵人皇亲国戚。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坤銮的故事》中看到坤銮在结识了皇亲国戚的蒙銮集之后，借助于蒙
銮集的皇家关系不但在生意上大展宏图，而且还得到了皇帝的最高奖赏被封爵位‘銮通.盛乌泰’。
泰国华人创业者以自己的独到的创业智慧取得了成功，不仅为华人在海外增光添彩，也为自己所居住
的国家做出了应有的巨大贡献，获得了经济和名誉上的双丰收，作为华人的后代我们也为他们感到自
豪和荣耀。
 泰国华人创业者的精巧独到创业智慧在泰华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描写，这些内容为我们研究泰国
华人创业历史和泰国华人后来移民新创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张高质先生写的关于
巫庭光先生的自传体小说《磨炼》的读后感： “庭光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生要不断地挑战环境和挑
战失败，我们要学会在挑战中磨炼，在磨炼中成长，在成长中前进，在前进中成功。”[1] 这就是泰
国华人创业的独到智慧，从他们的独到智慧中我们看到的是华人的刚毅、勤奋、诚实以及随机应变和
敢于拼搏的精神。大智若愚的坤銮是从小生意开始创业的，小小生意也会发家这是他的阿叔给他的启
示，坤銮的阿叔有着泰国普通华人的朴素品格和智慧，这种草根智慧很实在也很实用，阿叔是这样为
坤銮绘制创业蓝图的。 “曼谷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曼谷市内遍布水道，阿叔为坤銮购置了一条小
船，引导坤銮做水上小船贩卖蔬果的小生意。阿叔对坤銮说⋯⋯ 凡事都要从小事做起，从无到有。
有人说小小生意会发家就是这个道理。”[2] 坤銮的阿叔是一个普通的华人，他没有超人的智慧，有
的只是朴素的谋生想法，但是就是这样的朴实想法的日积月累，扎扎实实地工作才构筑了我们的创业
者的成功之路。这就是白手起家创业者的生意经和独到的创业智慧。

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对创业者激励作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和华人的核心价值，这种精神几千年以来一直贯穿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是指导中华民族奋进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华人自移居海
外无论在哪个国家就和那个国家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核心实质仍旧体现在他们的身上，
依然指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从中国近代自今华人移居海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已经有相
当长的历史，华人在海外已经传承了几代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是华人的后裔，在他们的家庭和族群
依然保留着中华的传统习俗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无论在亚洲还是在西方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那
里的唐人街或者华人聚居街市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街面的店铺用中外文拼写，店铺用传
统古典中国样式来装饰，接人待物仍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礼仪，逢年过节还要按着中国传统习俗庆
祝，中华文化、习俗、中华传统精神在海外的华人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中华传统精神对于一个生活
在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西方国家的现代或者超前文明所取
代不了的，中华精神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中华传统精神经历了几千年的锤炼，
几千年的实践，几千年的成功，已经深深的融化在了华人的生命里和血液中。
 在泰华文学中你会发现中华传统精神的影响力和激励作用。“原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残旧的小
木屋，大门的两旁贴着大红纸的对联：“生意兴隆达三江，财源广进通四海”横匾是：“富贵兴旺”
在这自古以来被认为番畔的暹罗州府，现在在坤銮看来，除了语言及民俗习惯有差别以外，其他一切
事物和现象，多多少少都渗透着祖国家乡的浓厚风气。”[3] (P.65) 这些都是表露出海外华人对中华
民族的情结，由于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是华人创业者的故事，所以作品中对人物、场景、事件都会涉及
他们特定的文化、历史、风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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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切的体会到老华侨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无限眷恋之情，他们的身
上流淌的是 华族的血液，所表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正是推动他们在泰国
这块土地上艰苦创业的动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泰国这块土地上顽强的生存下来，并获得事业上的成
功，靠的就是中华传统精神力量的激励。我们可以从泰华文学作品中深切的体会到创业者的成功创业
道路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修人的身上流淌着中泰两国文化的血液，它是一个具有双重
文化背景的泰华作家，他把身上的这种特殊的中泰文化交融意识体现于他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
事》中。这部小说写了老一辈的泰国华人与当地居民患难与共，泰国华人筚路蓝缕的创业史以及中泰
文化的交融的历史进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艰苦创业的老华侨坤銮，表现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品
格，反映了千千万万在异国他乡求生，创业的泰国华人坚韧爬行的身影。”[4]综上所述泰华文学中
所描述的创业者或者文学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情节无不贯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因素。我们在欣赏和研究
分析论述等过程中就会发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的确确熔铸在了华人的情感中和血液里，他就像是一
种永远不灭的基因，世代相传在华人的身体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这种基因的遗传和延续带来的是中
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 

创业者形象的文学创作手法

 泰华文学中关于创业者的形象的创作手法是多样的，创作形式也是各有千秋，创作素材取自于泰
华社会的真实生活，虽然经过文学的艺术加工，但是这些文学作品的
 内容都是泰华社会生活的原汁原味。小说、传记、报告文学等形式的创作手法最为常见，我们的
论文所引用的作品《一个坤銮的故事》就是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一位泰华文学界新人的处女作，他
就是泰华作家谭真。泰华作家协会副会长司马攻是这样介绍谭真先生和他的《一个坤銮的故事》： “
谭真是一个连短篇小说都没写过的‘小说新手’《一个坤銮的故事》超级出击，一上场便以凌厉的势
头，一鸣惊人。”[5] 在泰华文学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专门以创业者创业事迹作为主题内容描写的作
品，特别是以华人创业成功者传记的形式介绍华人创业者的成功业绩，以及他们那些感人事迹的作品
最为盛行，如《郑午楼传》《泰国华人名人传》等等。小说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来刻画人物的形象、
性格和情节，泰华文学以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泰国华人创业的作品应该首推《一个坤銮的故事》和《磨
炼》两本著作。作家用自己的笔触和自己的思路来表现华人创业者的形象和事迹，虽然这些作品都是
他们的处女作，但是对于泰华文学爱好者和读者却是宝贵的精神食粮，看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被泰国华人业余作家写成了小说他们倍感亲切。这就说小说文学形式的魅力所在，创业者在小说中成
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引人入胜，催人泪下。
 我们在鉴赏论述泰华文学作品中创业者形象的同时，不能不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泰华作家曾心在
他写的后续中是这样对《一个坤銮的故事》的艺术性这样评价的；“《一个坤銮的故事》的艺术特
色，一是采用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写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任何事，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充满神奇色
彩，如写郑通沉船后百般无奈，想一死了之，而这时却偏偏遇到了佛寺的主持。大难不死，必有后
福，果然由此时来运转，这种写法颇有中国古代传奇的余绪。”[6] 分析和论述泰华文学作品中创业
者形象的艺术性，我们深切地感到作品的艺术价值之一就是作品的真实性和朴实性，其次作品采
用的语言十分简练易懂，泰语以及潮州方言的使用更加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色彩。泰华作家 司马攻先
生也对 《一个坤銮的故事》的写作特点进行了这样的评述： “《一个坤銮的故事》用了很多的潮州
方言和泰语。20世纪40---60年代，泰华的文学作品面对着的是本地的读者，而当时泰国的华侨、华
人，潮州人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兼之以潮州方言入文是那个时代的创作潮流。是泰华文坛的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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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现象。因此，《一个坤銮的故事》中使用了很多的潮州方言，尤其是在对话方面，言为心声，使用
方言往往会更加传奇、亲切，有利于人物的性格。”[7] 泰华文学的创作永远也离不开他的民族之根，
中泰文化、语言、文字。这是泰华文学作品创作之所以能够生存、延续、发展的源泉。
                                                                                                                                            

结 论

 论泰华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是由多部由泰华作家的作品构成的一个系列文学类别，作品的内容和
所刻画的人物是泰国的华人创业者和事迹。这些作品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需要，作品展现
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海外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的华人移民创业经历。在泰国百年的华人移民历史中，众
多的华人创业者曾产生无数的感人事迹和创业壮举。这些事迹和壮举成了泰华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的
源泉，从而强烈地激发了华人移民的文学爱好者的灵感，以华人创业史为题材进行创作讴歌华人移民
在泰国的创业成功奇迹，毅然走进了泰华文学的殿堂，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泰国本土土生土长业余文学
作家。在这些作品中首推一举的有《一个坤銮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是由泰国华裔后代移民泰华作
家修人创作的，也是我的论文引用最多的部分。作家修人是泰国本土华文文学爱好者，在发表长篇小
说《一个坤銮的故事》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文学方面的创作，但是他勤奋学习辛勤耕耘属于自己的那
片华文文学园地，最终成为泰华业余作家。像修人这样的泰华作家不止一人，他们开始都是文学青
年，到后来成为泰华华文文坛的生力军，这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形成和历史进程演变的一部分。泰华
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在不同题材的众多作品不但有它的文学欣赏价值，并从泰国华人移民前辈创业者
的身上学习到了他们创业的宝贵经验，以此作为我们在新的时代创业经验和动力，激励我们的创业热
情。                                                                                                                                                                      
 泰华文学中的创业者形象最令我们引以为鉴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泰国华人创业者创
业成功的秘诀。在作品中我们还深刻的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推动作用，每一位创业者他们之
所以能在泰国这个异国他乡取得成功，其中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创业者是在用中华民族精神作为自
己的创业精神支柱和动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诚信，勤劳、节俭、忍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世代建国立业，治家教子、为人处事的法宝。我们后来人就是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把中华民族
精神融化在我们的头脑中和血液里，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上。

参考文献
                                                                                                                             
[1]. 马胜荣.《泰国华人精英》.[M].出版日期.1994
[2]. 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M].泰国.泰华文学出版社发行. 2005                                                       
[3]. 吴庭光.《磨炼》.[M].泰国. 泰国风杂志出版社.2009                                                                         
[4]. 胡图.《侨领正传》.[M].香港. 香港上海书局.1973
[5]. 谢木全.黄杭阳.《达信大帝》.[M].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4
[6]. 昌朋.《湄公河畔的华文写作人》.[J].泰国.泰华文学总第40期       
[7]. 司马攻.为泰华作家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所写的前序.[M].泰国.泰华文学出 版社发行.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