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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Suharto took over Indonesia’s regime，the Chinese Indonesians suffered a big disaster，in－
cluding who live in West Kalimantan，especially at Pontianak and Sinkawang. Chinese Indonesians were forc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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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re-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meanwhile it changed its domestic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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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ve.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Indonesians’ethnic cultural identity，we find that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Chinese Indonesians at Pontianak and Sinkawang，the change of Indonesian government’s policy，and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try to keep their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all of these elements act together making most
of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in Kalimantan can keep their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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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各地的华人群体都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其中包括西加里曼丹的华人
社会，特别是坤甸和三口洋等华人较密集的地区。华人群体受到政府压制，华人文化特征也被迫在公众场
合消失。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华人的地位
也开始发生变化。印尼政府对外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对内则开始逐渐转变对华人的态度，特别是在
有关华人族群文化方面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坤甸和山口洋的华人社会也开始重新活跃。通过实证表明，
历史的传承以及种种有利于促进华人文化认同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推动，加之坤甸和山口洋华裔自身对
华人身份认同感的保持和追求，共同促成了目前坤甸和山口洋华人大部分能够保持华人族群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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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对于目前西加华人群体的文化认

同现状主要从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分

析，如《印尼华族集聚区语言景观与族群认同———
以峇淡、坤甸、北干巴鲁三地为例》①，文章以语言

景观为视角，同时通过对三地华人一定数量的问

卷调查和口头访谈，考察印尼峇淡、坤甸、北干巴

鲁三地华族集聚区华语标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

系。但是文章的调查对象为三地佛院的华人信众，

对于反映华人群体的族群认同有一定局限性；《印

尼坤甸华人的“烧洋船”仪式探析》②从宗教仪式的

角度出发，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印尼坤甸华人的“烧

洋船”仪式与当地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传承之间

的关系，以及华人族群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关系。文

章指出，“烧洋船”仪式是坤甸华人历史记忆的厚

重载体，是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是精神慰藉的有

利工具，也是交流互动的平台；《印尼山口洋的客

家人———海外客家人的社会变迁之一》③，文章通

过对几个个案的介绍、对山口洋华人的宗教信仰

和习俗以及三口洋当前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情

况的描述，分析山口洋华人的几个特点，并指出三

口洋华人与爪哇地区华人之间的几点不同，比如

贫富悬殊不大，与友族关系更好等等；《印度尼西

亚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游行探析》④，文章通过描

述印尼山口洋华人元宵游行的展演过程，分析这

一游行活动的文化内涵。文章指出印尼山口洋华

人元宵游行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表

现，各种展演实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些

将使华人族群的文化认同得以建构。
国外学术界关于西加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现

状研究较为集中于通过描述某一传统节日或习俗

的现状来展示西加华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如新

加坡管理大学的助理教授 Margaret CHAN 的论文

《西加里曼丹的华人新年》⑤、印尼万隆技术中心的

学者 Frans Ari Prasetyo 的论文《城市印象：西加里

曼丹的华人新年》⑥以及雅加达州立伊斯兰大学的

教授 Muhammad IkhsanTanggok 的论文《山口洋客

家人的风俗———元宵节的乩童》⑦等。
本文在吸收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

对不同职业华人的抽样调查和访谈等实证研究，从

语言习惯和习俗保留情况等多方面对坤甸和山口

洋地区受访华人的文化认同情况进行了比较客观

的分析。

一、坤甸和山口洋华人的文化认

同调查

认同（ Identity）原是心理学的术语，现在较广

泛地为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所运用。“认同”或
“归属感”即：个人或群体（行为的主体）与主体以

外的对象（即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及事

物等）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结果

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客体）的一部分而

行动[1]。由于族群与文化相互关联、不可分隔，族群

的发展只有凭借文化认同，才能自觉且有选择地与

其他文化交流，维持自己主体性的地位。反之，若一

族群失去了自身文化认同，而任凭外来文化的冲

击，这对一个族群发展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从

这个意义上说，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同质性。
因此，笔者在本文中用“文化认同”表示印尼华人在

族群文化上的“归属感”。
历史以来，与印尼的各大岛屿相比，西加里曼

丹的华人人口数量一向仅次于爪哇岛。但是与爪哇

岛华人不同的是，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群体远离政治

中心，较少受外界文化的影响，是印尼保留华人传

统文化最好的地区之一。在 18 世纪 60 年代，华侨

在西加里曼丹已经创立了一种叫做“公司”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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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访对象年龄比例表

表 3 受访对象职业比例表

注：学生 31 人，商人 28 人，职员 20 人，教师 12 人，其

他 9 人。

年龄

20 岁及以下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0 岁以上

空白

人数比例

21%
47%
19%
6%
4%
1%
2%

职业

人数比例

学生

31%
商人

28%
职员

20%
教师

12%
其他

9%

经济组织，从事金矿开采。这种公司后来还从事农

业、林业、畜牧业和贸易等经济活动[2]。除了经济活

动之外，华侨公司还担负一定的社会功能，将当地

华侨团结在一起。
从种族和阶级方面看，西加里曼丹华侨族群

的组成成分对当地华人传统文化的保留起到重要

作用。例如，在爪哇，华侨以闽南人、广府人为主，

分散混居，并以商业群体为多。而西加里曼丹华侨

更主要的成分是矿工和农民，祖籍来源多是广东

的潮州人和客家人。且当地华侨的居住环境相对

独立，移民点也相对统一。这种相对独立的聚居环

境，使西加里曼丹华侨得以集中在一个相对固定

的地理范围内，不易受外界影响，有利于保持其原

有族群和文化认同。
当爪哇的华侨群体在语言方面几乎同化于当

地的同时，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却一直保持着较好

的母语传承传统。根据 1920 年的数据，99%的西加

里曼丹华侨仍以潮州话或客家话作为主要语言[3]。
语言是一个族群内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西加里

曼丹华侨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同化，但是历史以

来对族群语言的坚持保证了他们的文化认同不至

于转向。同时方言的传承也使西加里曼丹华侨社

会保持相对独立性，其他族群无法轻易对其产生

影响。直到 20 世纪中期，这一情况似乎也没有发

生明显的变化。这从一位荷兰驻西加里曼丹官员

所撰的关于当时西加里曼丹孟嘉影地区人口政治

经济活动的备忘录可见端倪。据该备忘录描述，

1942 年的华侨居民占孟嘉影人口的 28%（7 402
人），所有的居民应该都是客家人。这位荷兰官员

指出，华侨仍感觉在这儿是外人，即便他们已经在

这生活了好几代，拥有土地且从未回过中国[4]。
但是，到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在苏哈托统治

的30多年内，印尼政府禁止华人以华语交流，甚至

禁止华文出现，严禁华人公开庆祝传统节日。众所

周知，这一禁令重创了印尼华人社会，其中也包括

西加里曼丹，特别是坤甸和山口洋的华人社会。
认同的判断虽然是主观的，但是从个人或群

体的表现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认同。为了考察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西加里曼丹华人在遭受歧视和

压迫后的文化认同现状，笔者在西加里曼丹华人

比例最高的坤甸和山口洋，随机做了一份关于《印

尼华人文化认同现状》的问卷调查，并对个别受访

对象进行访谈。

（一）受访对象总体情况

这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00 份。为了保证

调查的信度和效度，笔者采用了问卷与访谈相结

合的调查方法。使用印尼文问卷，基本上采用半结

构式问卷。问卷题目的设计围绕华文、华人社团、
华文媒体，以及华人传统节日等方面的内容。对调

查资料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对问卷进行定量分析 （数据

百分比利用“四舍五入”法精确到个位数），并对访

谈资料进行定性分析。但是由于客观原因部分问

卷无法追踪访谈，因此辅以文献资料，从不同层面

和角度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

根据表格数据可知，受访对象男女比例较为

平衡，年龄以 30 岁以下居多。笔者之所以选择年

轻华裔作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原因主要在于，

坤甸和山口洋地区老一辈华人对族群身份和文化

的坚持，已是有目共睹，而在经历过长期的族群压

迫和文化压制后，年轻华裔对族群身份和文化的

态度是否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或者他们已经不再

重视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

本文研究的重点。这些受访对象的职业主体为商

性别

男

女

空白

人数比例

42%
46%
12%

表 1 受访对象性别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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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职员和教师的比例也不低。特别是还有个别华

裔政府职员，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坤甸和山口洋

的年轻华裔与老一辈华人相比，对政治的参与度

更高，更重视争取华人的政治权益。
通过问卷结果及访谈，笔者得知受访对象中

大部分已经在印尼居住了三代以上。回答“不知道

自己为几代”者也可以证明他们至少已经是第三

代。由于西加里曼丹华人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关系

一向大致良好，受访者中与他族通婚的人数比例

比爪哇岛高，但是受访者中的混血华人多数仍懂

得自己是几代华人，而爪哇岛的混血受访者仅有

个别知晓。这说明，如果长辈有意识地保留和告知

子女的华人身份，或者在家庭教育方面对于族群

传统文化有意识地传承，那么与其他族群的通婚

并不会对子女的华人身份和文化认同造成明显的

影响。同时这一情况也证明华人与其他民族并没

有不可克服的文化冲突，他们可以相处融洽甚至

通婚。
西加里曼丹的受访对象有 92 人仍有华语姓

名。在没有华语名字的 6 个人当中，有 2 人想要起

华语姓名，其中包括 1 名父亲是达雅克族的混血

华裔。受访对象的汉语姓名大部分仍由家族中懂

得汉语的长辈取名，并且很多人还是按照辈分排

字。姓名，特别是姓氏对华人来说是重要的身份表

征，受访对象仅有个别没有华语姓名，这足以证明

他们对华人宗族血缘的重视和传承。
通过上述受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西加里

曼丹华人在印尼政府强制同化时期，华校和华文

媒体的关闭并没有使他们处于族群认同的边缘

化。虽然需要在公共场合压抑自己的“华人性”，但

他们仍保留方言、传统习俗等族群文化认同。

（二）受访对象掌握和学习华文情况

经过笔者实地走访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和山口

洋等地区，发现当地华人日常生活中仍然更习惯

以方言作为交流语言。比如坤甸华人日常用语为

潮州话，而山口洋华人的日常用语则为客家话。在

生活上，只有当他们需要与政府官员、非华族或外

岛华人交流时，才会将方言改为印尼语。因此笔者

认为，如果要探析目前西加里曼丹华人的族群文

化认同现状，那么受访者对汉语的接受程度也应

该纳入考察范围。因为，在华人文化受打压期间，

汉语在西加里曼丹也是被禁止的。
基于这个原因，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是否学

习过汉语”以及“是否想学习汉语及其目的性”这
两道题目。根据问卷结果，受访对象中学习过汉语

的人数有 71 人，其中 1998 年后开始学习的有 41
人。没有学习过汉语的人数有 29 人。另外，在华语

掌握程度方面，完全不会华语的有 11 人，至少会一

点汉语的有 33 人，而有 41 人只会方言，如潮州话

或客家话。半数以上的受访对象在 1998 年以后，

也就是苏哈托政权走上末路之后，得以接受汉语教

育，但是目前汉语教育在当地仍未普及，并且有相

当一部分接受过汉语教育的受访对象仍无法掌握

汉语。
接着就“是否想学习汉语及其目的性”一题的

结果进行统计，笔者发现选择不想学习汉语的只有

12 人。多达 85 人选择想要学习汉语，其中，有 72%
的受访对象认为汉语有发展前景，学习汉语对以后

的工作或者做生意有帮助；52%的人认为学习汉语

对自己的华人身份认同十分重要。在主观题“华人

是否应该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应保留哪一方面”
的答案中，有作答的 22 人中就有 18 人认为汉语应

作为华人传统文化保留下来。而这 18 人中有 10
人之前并没有选择“学习汉语对自己的华人身份认

同十分重要”这一选项。可见，虽然受访对象学习

汉语的目的性较强，但不能否认的是超过半数以上

的受访对象认可学习汉语对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

认同的重要性。
由于客观原因限制，笔者所做的问卷调查局限

在市区。但据了解，在西加里曼丹的山村地区，华

人学习汉语的氛围也很浓厚。特别是从后苏哈托

时期开始，这些乡村地区纷纷建立补习班①。
与其他讲华语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交流对本地

的华人文化认同也起到一定的正面影响。在“是否

去过主要讲华语国家或地区”一题，受访者中表示

没有去过的有 45 人。另外有 51 人表示去过。其

中，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人数比例

最高。由于地理因素和社会环境的驱使，历史上西

加里曼丹华人特别是山口洋华人长期与马来西亚

保持密切关系。据悉，在苏哈托政府强制收缴、销
毁当地华人家庭所藏华文书刊时期，不少老一辈华

①2014 年 12 月 31 日于山口洋老一辈华人教师徐老师家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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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西加里曼丹和东马边界偷偷

运进华文书报。此外，中国作为华人的祖籍国，也

成为西加里曼丹华人旅游或学习的选择地之一。
在坤甸市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院的本地中文教

师，几乎都是在中国留学归来的华裔。这些老师也

表示，去中国留学的大部分学生回国后一般从事

汉语教学工作。这部分人将成为在西加里曼丹华

人社会传承汉语和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

（三）受访对象参与华人社团活动情况

坤甸的华人社团主要是各姓氏社团，这一类

社团在苏哈托时期的主要功能是主持丧葬活动，

目前这些社团也逐渐改变原有职能，开始触及其

他领域。其中最活跃的是黄氏宗亲会。黄氏宗亲会

以组织祭拜祖先、办教育、团结宗亲和参与社会慈

善活动作为社团宗旨。与爪哇地区比如雅加达或

泗水的黄氏宗亲会有很大区别的一点是：坤甸的

黄氏宗亲会成员大约有 30%为年轻华裔。此外，规

模较大的，办公地点位于坤甸的华人社团还有西

加里曼丹客属公会、西加里曼丹孔教总会等。山口

洋的华人社团数量很少，多与教育有关。如教师联

谊会、南华中学校友会等等。这些社团以基金会的

形式创办补习班或三语学校，推动当地汉语教育

的发展。
根据笔者问卷中就“是否参加华人社团活动”

一题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西加里曼丹受访对象

有 45 人表示不参与华人社团活动，主要原因是没

兴趣和忙；其次原因则是家附近没有。还有个别受

访者认为参与华人社团活动会牵扯到政治问题，

给出这一答案的基本为老一辈华人。在选择参加

社团活动的 38 人中，参加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关心华人社团的未来，并且认为参与这些活动有

利于保持自己的族群和文化认同。这部分人主要

去文教艺术类的社团，其次是同乡会或宗亲会。从

调查结果看来，西加里曼丹华人社团面临的形势

并不十分严峻，参加与不参加的比例没有太大悬

殊。但是为了促进社团吸引华人参与活动，笔者在

此处也列出受访者认为华人社团应该多举办的活

动项目。选择比例最高的是传统文化艺术，达到

69%；其次是慈善活动，有 56%；最后是体育活动，

有 27%。

从这一问题获得的答案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

受访者对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很重视。坤甸的黄氏

宗亲会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该社团布置专门场

地，每周安排传统音乐教学，吸引了一部分年轻华

裔前来学习传统乐器。此外，受访对象也相当重视

和关注当地慈善活动的开展，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华

人也扩及其他族群。其实在采访过程中，大部分受

访者还是希望华人社团活动能放眼整个社会，除了

关注华人群体之外，还应多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活

动，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

（四）受访对象对华文媒体的接受程度

调查

在西加里曼丹的中文报刊极少，其中销量最

多、影响力最大的当属 2001 年创刊的《坤甸日报》。
该报总经理陈得时介绍，与爪哇岛的中文报刊一

样，《坤甸日报》也曾经面临销量不理想的问题，订

阅主体为老一辈华人。他还自嘲说，如果今天报纸

多了一则讣告，那么明天就少了一份报纸订阅量。
他认为，报纸销量不理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年轻华

人对汉语掌握程度不高，而且没有养成看报习惯①。
同时，陈得时也表示，几年来坤甸和其他西加里曼

丹地区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报刊也跟学校合

作，开设一些跟汉语有关的栏目，比如写作等版块

邀请老师和学生投稿，也设置一些猜字谜、填字等

小游戏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一做法既促进当

地学生的汉语学习，学生家长和学校也成为该报的

客户来源。
就问卷结果显示，受访对象有读当地中文报或

看当地华语节目的占 37%，没有的占 63%。这 63%
的受访对象不读报的主要原因是不懂，其次觉得内

容无聊，没有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有读报或看华

语节目的受访对象也有部分觉得这些报纸或节目

的内容无聊。与之相反，有小部分受访对象即使不

能完全理解报纸或节目内容，也有看报或节目的习

惯。同时，有 75%的受访对象表示自己有上网搜索

国外华语节目的习惯，或者安装卫星电视收看；没

有这一习惯的占 25%。
受访对象对本地华文媒体的接受度似乎较低，

然而，对国外华语节目的接受比例却很高。可见，

并非所有不懂华语的受访对象都没有看新闻、节目

①2014 年 12 月 29 日采访《坤甸日报》总经理陈得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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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受访对象信仰比例表

注：基督教 39 人，天主教 30 人，佛教 24 人，孔教 4 人，

空白 3 人。

宗教

人数比例

基督教

40%
天主教

31%
佛教

25%
孔教

4%
道教

-
伊斯兰教

-
空白

3%

过节方式

的习惯。相反，很多人会去看，而且喜欢看。只是当

地中文报或华语节目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他们

更喜欢比如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节目和

新闻。受访对象在全球化时代，比祖辈有更多样的

渠道接受更丰富的外界信息，但是他们没有被全

球化的浪潮淹没，相反，坤甸和山口洋的受访对象

仍有接收华语信息的坚持。

（五）受访对象的宗教信仰情况与传统

节庆传承

坤甸和山口洋的华人人口分别约占城市人口

的 26%和 60%，属于华人密集区。从各方面来看，

某种程度上，与爪哇岛华人比例密集的地区相比，

华人传统习俗在这一区域保存得更好。在西方文

化席卷印尼之后，有的学者，特别是印尼本土的部

分华人学者认为，信仰西方宗教与保留华人传统

习俗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比如过清

明节和祭拜祖先。但是笔者的问卷结果显示信仰

西方宗教与保留华人传统习俗之间并无完全的冲

突和矛盾之处。关键在于客观环境是否允许，以及

华人对保留传统习俗的信念是否够强。

上表显示，基督教和天主教占受访对象宗教

信仰的绝大多数。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与当地华人

所处的教育环境有关，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受

访对象都是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时期就读于教

会学校。但是，在山口洋的受访对象中并没有基督

教徒，因为当地的华人对天主教的接受程度大于

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义明确规定，教徒不能崇拜除

耶稣以外的任何偶像。当地华人认为天主教较为

宽容，华人的传统习俗和教规能够同时在自身共

存，而不必受制于任何一方。因此天主教在山口洋

华人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据了解，山口洋华人现

在的信仰主要为佛教和天主教，人数几乎各占一

半或以天主教徒略多①。可见，在山口洋，即使是为

了在教会学校上学，更多的华人宁愿选择教义上

更为宽容的天主教。笔者认为，这一现状表明，在

某种程度上，山口洋的华人相对于坤甸华人来说，

似乎更“传统”一些，前者更无法接受对华人习俗苛

刻的基督教教规。

统计结果显示，华人传统节日在受访华人群体

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春节、端午节和元宵节。
中华传统节日中，春节可被视为是最隆重的节日，

因此，过节比例远远高于其他节日。而元宵则是西

加里曼丹华人特别是山口洋客家人最注重的节日。
山口洋华人在元宵节举办的游神、祈福活动可以延

续好几天，这也吸引了印尼各地甚至国外游客前往

观赏，成为印尼一个重要的旅游民俗活动。端午节

对西加里曼丹华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节日。这里

大部分的华人仍有在端午节“洗午水”的习惯，他们

希望“午水”能洗去污秽，为自己带来好运。虽然西

加里曼丹受访对象中基督徒较多，但是清明节的过

节比例也并不低。调查结果显示清明节有 7%的基

督徒选择在教堂过节。经过笔者向西加里曼丹基

督教会的姚志仁牧师了解，考虑到华人在西加里曼

丹的人口众多，而且与其他地区相比，当地华人观

念依旧传统，为了向更多的华人传教，西加里曼丹

基督教会允许信徒在清明节或者中元节前往墓地

扫墓、献花，纪念祖先。传统上，西加里曼丹华人的

扫墓时间为一年两次，分别是清明节和中元节。现

在为了节省时间，一般都只挑一个时间去扫墓。因

此，从调查结果来看，西加里曼丹华人过清明节与

过中元节的比例差不多，原因即在于此。
据笔者了解，在爪哇的基督教会是不允许教徒

节日

春节

清明

端午

中元

中秋

元宵

有过
这节

99%
55%
76%
46%
51%
76%

家庭

36%
30%
34%
29%
30%
34%

家族

62%
61%
61%
58%
66%
66%

家庭参与
华人社团

活动

5%
6%
7%
7%
6%
5%

与邻居
或同村
人过节

13%
13%
14%
16%
16%
15%

参与
寺庙
活动

12%
22%
16%
27%
24%
16%

参与
教堂
活动

20%
7%
18%
-

10%
20%

表 5 受访对象过传统节日比例表

注：春节 98 人，清明 54 人，端午 74 人，中元 45 人，中

秋 50 人，元宵 74 人，空白 1 人。

①2015 年 1 月 1 日采访山口洋南华中学校友会主席黄觉民资料；2014 年 12 月 29 日采访《坤甸日报》总经理陈得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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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扫墓的，并且用较严重的字眼，比如“拜鬼”来
形容前往墓地扫墓的华人。从这一点上看，笔者认

为，华人人数的多少仅仅是影响华人能否更好地

坚持并传承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一个方面，华人群

体是否团结，是否注重并且有意识地保留传统文

化和习俗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坤甸和山口洋华人文化认

同的初步评估

首先在学习汉语的意愿方面。想要学习汉语

的受访者占据大部分。虽然受访者在语言文化认

同方面，更认同方言是能代表自己华人身份和文

化认同的语言。而且学习汉语有较强的目的性，比

如方便以后找工作。但是通过本人的问卷调查和

访谈显示，受访者中的大多数认可学习汉语对他

们保持华人族群身份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即便方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率更高，但他们也意

识到如果要获取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使当地华

人文化获得更大发展，就要与其他地区甚至其他

国家的华人文化交流，那么对汉语的学习就显得

十分必要。因此，随着坤甸和山口洋甚至其他西加

里曼丹地区的华人越来越重视对汉语和传统文化

的学习以及方言的传承，并且与印尼其他岛屿特

别是爪哇岛，以及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马来西

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不仅西加里曼丹华人对华

人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将会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吸

引其他地区华人对印尼存在的不同地区华人文化

的兴趣和交流。方言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对西加里

曼丹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汉

语的学习则对西加里曼丹华人特别是年轻华裔的

文化身份认同起到辅助作用。与老一辈华人相比

较，年轻华裔前往其他华语地区的机会更多，现代

汉语对他们文化认同的影响显然更大。
其次是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团活动方面。根

据印尼国家中央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西加里曼丹

华人的比例高于同等行政区划的爪哇地区[5]。
虽然与爪哇城市的华人社团相比较，坤甸和

山口洋的华人社团数量较少，然而与爪哇地区相

比，坤甸和山口洋华人参与华人社团活动的比例

并不低。这些华人社团推动当地的汉语教育，鼓励

年轻华裔学习方言，关注华人社会的发展，并且希

望华人传统文化能够得以延续。多数受访对象甚

至包括其他族群的受访者都对华人社团未来的发

展表示关注。与爪哇华人社会相比，在某种程度

上，坤甸和山口洋的华人社团对当地华人的文化

认同起到的推动作用更大。
华文媒体方面，在西加里曼丹销售量最多的

《坤甸时报》，作为爪哇邮报集团的子刊，坚持以报

导本地华人动态为主。随着非华族学习汉语的人

数越来越多，该报也站在族群交流的立场，力图使

其他族裔了解华人的传统和文化。同时，该报以推

动汉语教育的发展为目标，希望鼓励更多的华人

和非华族一起学习汉语。该报的这些努力使其能

够逐渐避免亏损状态，获得西加里曼丹华人和其

他族群的认可。同时，该报也和雅加达的《国际日

报》合作，共同进步，实现互利共赢。据笔者了解，

由于学习汉语的人数增加，为了促进汉语在西加

里曼丹的发展，目前在西加里曼丹新增了 4 个华

语电台频道。这些华文媒体的出现和活动，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继续推动西加里曼丹华人的族群文化

认同感。
由于西方传教和教育环境的影响，坤甸和山

口洋华人的宗教信仰与早期华侨相比，发生了较

大改变。但是大范围的华人聚居，远离政治中心和

其他文化冲击的客观环境，以及当地华人对传统

文化的坚持，使华人传统节日在当地仍可以得到

较大程度的保留。即使在华人文化受打压期间，虽

然没有办法公开庆祝，但是当地华人会在春节期

间，主动闭市，低调庆祝春节①。随着社会环境的开

放，他们的庆祝活动已无需隐藏，他们也乐意公开

庆祝华人的传统节日。
总的来说，近代以降，西加里曼丹的华人远离

政治中心，以祖籍方言为自己的母语，华人聚居的

坤甸、山口洋等沿海及周边城市，华人比例较高。
这些因素使当地华人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得以较好

保存，特别是在山口洋这种华人比例远远高于非

华族比例的地区。但是在苏哈托时期，西加里曼丹

地区的华人社会活动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华人文

化被迫在大众视野中消失。
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

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等因素，印尼政府顺应大

①2015 年 1 月 1 日采访山口洋南华中学校友会主席黄觉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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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中国恢复邦交。同时印尼政府也意识到中文

在中印（尼）双方经贸往来和国际上的使用价值及

其重要性。于是印尼政府开始逐渐转变对国内华

人的政策，特别是在对华人态度强硬的苏哈托下

台后，印尼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越来越开放。坤甸和

山口洋的华人社会也开始重新活跃。老一辈华人

通过举办华人社团活动，开设三语学校和中文补

习班，建立华文媒体等等举措，推动年轻华人学习

中文和中华文化。
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相关问题的结果显示，

受访者，特别是信仰基督教的受访者，他们认为宗

教信仰并不会影响自身对华人传统文化的看法，

而且还有不少人认为应把宗教和传统习俗分开。
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确

实有部分华人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看法发生了改

变，比如祭拜祖先。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我

们得出结论，目前坤甸和山口洋华人仍较大程度

地保留了过华人传统节日的习惯。
通过本文的实地调查和问卷分析结果表明，

历史的传承以及种种有利于促进华人身份认同的

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推动，加之坤甸和山口洋华裔

自身对华人文化的保持和追求，造就了目前当地

华人大部分能够保持族群文化认同感。只要不再

发生类似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压迫华人

事件，那么相信坤甸和山口洋地区华人的族群文

化认同感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可以长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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