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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子妤的演员修练之路

廖子妤，马来西亚人，2010年毕业于大同韩新传播学
院广播电视电影系，后赴香港演艺圈发展，先后演出
多部电影。她凭第一部电影《末日派对》入围香港电
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今年再凭电影《骨妹》提
名《最佳女配角》。

只身闯香港影坛，廖子妤勇于挑战高难度和争议性的
角色。她如何走上演员之路？如何修炼自己？她的经
历能带给年青人怎样的启发？学姐廖子妤越洋接受韩
曦报专访，和我们分享她的演员修练之路。 



        一堂不一样的生命课
韩新学生参访墓园体验死亡

在今年一月的新学期，大同韩新
传播学院开了一堂通识课《生

死学》，由孝恩园教育团队组成的
讲师团，在这堂课里与学生讨论生
死的概念，引领学生们探索生命的
意义，降低学生们对死亡惧怕和逃
避，更带领学生参观墓园。

三月十二日对于许多韩新学生来说
是特别的一天，他们到位于森美兰
州汝来孝恩园及吉隆坡蕉赖孝恩馆
参访，负责导览是这堂课的负责老
师巫晓嫣，她也是孝恩辅导与咨商
辅导协谈员。

地藏殿里的伤心故事

汝来孝恩园是行程第一站，晓嫣老
师带领同学们到地藏殿参访。殿内
有许多婴孩灵位及牌位，一些灵位
前放着奶瓶或玩具。

晓嫣老师告诉我们，地藏殿设立的
灵位都是来不及开展人生旅程夭折
婴儿，甚至尚未成形的胚胎。早期
一些医院会把夭折的婴儿丢进垃圾
桶，没有妥善处理，甚至也不会帮 
婴儿超度，相对以前，现代父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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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替婴儿设灵位，因为知道即使
婴儿尚未成形，但还是与他们有血
缘关系。

面对死亡并不可怕

在孝恩园参访过程中，晓嫣老师带
我们参观及介绍各种不同宗教类别
的骨灰塔及墓园，墓园里的每个墓
碑或灵位都有一个故事，往生者有
的是因病、有的则是意外离世。

同学也参访了火化场的内部操作。
也许我们看过离世亲人被推送进去
火化的场景，但却不曾看过内部的
操作过程。原来火化场里头有部庞
大且先进机器，由几个工作人员操
作。

处理往生者大体毫不马虎

参观完火化厂，我们出发到蕉赖的
孝恩馆。抵达孝恩馆，晓嫣老师带
领同学到地下停车场进行灵枢车解
说。礼体师为我们示范如何把往生
者大体用布袋封好及绑好，及把担
架推上下车，推担架也是需要用对
方法的，因为如果用错方法的话担

架可能会倾斜至一边。 

除了使用布袋，也会用专门透明
塑料袋来装载大体，因为某些大体
很可能会流出液体。礼体师说道，
通常都会事先询问家属往生者的重
量，再决定工作人员数量，一般体
重也需要动用两人来抬担架。礼体
师示范完毕后，有些同学也示范如
何推担架及试躺在担架上。

接着下个一行程便是踏入位于孝恩
馆二楼遗体防腐室，在进入防腐室
后，能感受到防腐室异常的冷，这
是为往生者进行防腐、化妆地方。
里头有两台大机器，那台机器共有
四台冰柜，晓嫣老师说，其中两个
冰柜是马来亚大学向孝恩馆租借以
作为教学用途。

后来，工作人员为同学们详细讲
解遗体防腐、梳洗过程以及各防腐
消毒药品，当天这行程差一点被取
消，因为上个遗体才被处理完毕，
并要推进灵堂，若来不及消毒，学
生就无法参观遗体防腐室。



死前的告别

来到基督式灵堂，隔壁灵堂正在办
丧事，同学们都放低声量。晓嫣老
师先播放了一部短片，这部短片记
录了一名年轻女孩DORA在癌症末期
时如何坚强度过余下日子，在观赏
影片的当儿好些同学悄然泪下。

“今天或许是此生最后一天，如
果今天之后就是永别，我想对你
说......”看完了这部影片后，老
师要求同学依据上述开场白，写出
临终前想对他人所说的话。学生们
拿到这张纸后，同学们开始用心书
写，有的同学边写边哭，当同学们
写时候 灵堂里伴随着心电图机的声

校园新闻

每逢下课时段，原本冷清的地
方，有了人群，它是什么地方

呢，它就是让学生温饱的食堂。食
堂是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历年校友的
共同记忆，因为经营食堂逾20年的
Uncle一直都是不变的老样子，他可
说是看着一代又一代学子成长，但
今年年初，他因病决定退休，要正
式离开这个大家庭了。

相信许多校友都不知道Uncle的真实
名字，他叫何秋文，今年70岁，于
1998年起在韩新传播学院里经营食
堂。韩新从旧校舍搬到新校舍已快
十年，但不变的是，上课日时，总
可闻到食堂里传来香喷喷的巴拉煎
味道和老板娘炒菜声。

学生经济不佳，老板伸出援手

Uncle在学校经营食堂逾20年，当
中曾帮助过不少贫穷学生。其中于
2000年毕业校友李振城，就曾受过
他援助。

李振城回忆道，1998年间，他孤身
从马六甲到吉隆坡念书，身上没什
么钱，刚开学第一个礼拜只以面包
度日。那段时期，他每天都到食堂
闻饭菜香，然后才拿出面包来吃，
吃完才心甘情愿地去上课。 为了要
缴付学费，身上的钱已所剩不多，
当时银行储蓄户口里也只剩2.80令
吉。后来，Uncle及老板娘察觉到这

与韩新一同走过二十年
食堂Uncle要退休了 3

年轻人一直在食堂里徘徊，便走向
前去询问。Uncle同情他的处境，
便问他是否有意在下午三时到食堂
洗碗，时薪7令吉，并有免费一餐
可吃。以当时行情来说这价码相当
高，当时他感到非常高兴，一口答
应。

“刚开始做洗碗工，感到非常害怕
和害羞，担心让同学看见，所以躲
在角落间洗碗，用最快速度将碗洗
好，并把它擦干”，他阐述道。

每当有余饭剩菜，Uncle亦会填满饭
盒，让他打包回到宿舍里吃，那是
他最丰盛的一餐。

那段期间他把Uncle及老板娘当作
“干爸”及“干妈”般对待，他至
今仍非常感谢他们在他最困难时，
让他有个依靠的臂弯，在最沮丧时
给他希望。

雪中  送炭温暖学子心

另一名校友邱伟伦，毕业于2012
年，亦曾受过Uncle及老板娘恩惠。
因为家境问题，家人只能付学费，
生活开销必须自己解决。

当时学院有名非常关心学生的黄主
任，见到他需要援助便介绍他到食
堂打工。在韩新求学期间，他在食
堂帮忙，除了支付薪水，也提供一

地方有所想象而有所畏惧或犹豫
不决，但后来却鼓足勇气去尝
试。

这活动继大合照后便画下了句
点，同学都带着不同的收获离
开，对于殡葬业、对于生命又有
了更深一层敬重及认识。

餐，有时剩食物，Uncle便会让他打
包回去作为晚餐。老板娘也会将接
近过期的面包免费赠送给他，让他
作为早餐。

“纵使已不记得我是谁，但我会永
远记得你给予我的恩惠”，邱伟伦
说道。

可惜的是，由于Uncle身体状况欠
佳，所以决定于今年2017年休业转
而由他人接手。希望Uncle能早日康
复，身体健康。

食堂老板何秋文

记者: 李婉菱

照片:受访者提供

音，像是一分一秒不能错过似的，
当心电图机的声音停止时，有的同
学却依然不肯放下手上的笔，仿佛
还有许多尚未对亲人诉说的话语。

当写完“遗书”之后就正式进入今
天的重头戏，亦是同学们期待最后
环节─体验躺棺木活动。

克服恐惧躺棺木

“在死亡面前我们无从选择，我
们无法选择死亡时间。”在最
后躺棺材环节中，有些同学可能
会因为禁忌、或是因为没躺过棺
木，对棺木这“往生者”长眠的

同学专心的写着临终前相对家人说的话。



刘俊腾：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刘俊腾（Jeff Lau），今年27
岁，大学修读设计系。在还没

征服撒哈拉沙漠前，原以为自己像
个普通人一样，当个上班族过上安
稳的生活。那時他对马拉松一点概
念也没有，也从来没参与过任何的
马拉松，顶多只不过每个星期到户
外跑
5到10公里。

在他23岁那年，他遇上了人生的转
折点。他在那年某次户外跑步的时
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摔导致他
十字韧带撕裂。当时医生告诉他，
手术后的康复期最少要九个月。在
康复和复健期间，他领悟到了“失
去才懂得珍惜”这个道理。他决定
在自己身体健康还允许下，去做些
有意义的活动。

经朋友介绍，他知道了可为慈善团
体筹款的撒哈拉马拉松赛跑，于是
毫不犹豫报名，那时是2014年。刘
俊腾是日前受城邦读书花园邀请，
在讲座上分享自我挑战的经历。

夜晚的沙漠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还没出发到撒哈拉参赛前的三个

月，每个星期的训练需要跑上70公
里，单次必须是35 公里，每次训练
都必须背上重达5公斤的背包。在这
三个月里面，他多次想放弃，但想
到报名费都已经交了，只好咬紧牙
关放手一搏。

三个月过去后，刘俊腾生平第一次
来到了沙漠，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和兴奋。但是他随后非常后悔，因
为马拉松全程非常辛苦。这七天他
得面对气温落差很大的昼夜气候，
食粮和水源有限、卫生问题等等困
境。

主办单位要求参赛者在比赛的七天
里，每天进食量必须达两千热量，
于是他自备了即食面，即溶美禄，
即溶三合一咖啡，零食和蔓越莓等
等，七天里就只吃这些。

他坦言，过程非常辛苦，只能依靠
意志力来完成竞赛。尤其是晚上的
时候，沙漠四周非常暗，仅依靠头
上那盏微弱的灯光来照明方向。外
加夜间的沙漠没有任何的声音，只
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风刮起沙粒的
声音。当时的他觉得非常的无助和

孤寂，甚至还掉下了男儿泪。

体验失败心智更成熟

在排除万难后，他还是在限定时间
内完成了比赛，还创下壮举成为最
年轻征服撒哈拉的马来西亚人。随
后他也参与了许多马拉松和体能极
限运动，几乎都交出亮眼的成绩，
但却在一场铁人赛事尝试到了失败
的滋味。

那场赛事失败后，他耿耿于怀，对
他来说这次的失败是个挫折，是他
人生中的污点之一。但随后很快就
从低谷走了出来，他从这次的失败
学习到了一个道理：生活不是数学
方程式，只有1+1。

2016年再次征战撒哈拉沙漠，对于
刘俊腾来说，和第一次征战的意义
不同。他坦言，因为年龄和历练的
增长，他这次显得更稳重和成熟，
在过程中也没有太多的抱怨，也没
有任何想放弃的念头，显示心智和
历练会影响人在面对挑战时的心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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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美:大马社运前景乐观
刘嘉美，香港人，毕业于香港大

学社工系的她，毕业后就一直
从事和社会有关的工作，主要是在
香港和中国的劳工团体工作。 2014
年因结婚移居马来西亚，因身份受
新移民政策限制的关系，无法继续
直接参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但她
依然能在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
位，那就是用文字的方式继续为社
会出一份力。

来到马来西亚后，嘉美陆陆续续在
各大媒体网站和报刊写专栏，《有
些人行动》是她写下的第一本书。
嘉美把书中的人的抗争运动都称
为“行动”，这群人正在用行动去
对抗主流和失衡的发展。她说：
“抗争是大家能共同感受的议
题。”这本书著重的五个课题，是
性别、土地、原住民、人权和社区
艺术。

身临其境的嘉美

问及嘉美哪个议题是她最感兴趣
的，她毫不犹豫回答了：“每个议
题都很感兴趣，而且都很重要”。
不过让她最感触的就是关于新移民 
和外籍配偶的课题。

嘉美坦言说过去在当社工时和不少
外籍配偶聊天，也听取了不少外籍
配偶分享他们的经验和遭遇。她以
为自己可以很坦然得面对这个课题
时，才发现原来当事者和社工所感
受的是很不一样。

每天都在忙碌来往各政府部门，其
部门运作效率和政府的一些政策又
对外籍配偶的不友善。同时又遭到
这些部门的官员以鄙视的眼光和恶
劣的态度来对待她，以为她企图在
马来西亚干些什么。这不只是对外
籍配偶造成体力上的疲劳，同时也
对她们造成精神和心灵的伤害。试
问一个普通且无任何企图的人，却
遭到无理的对待。

人们对于东马的迷思

在香港发生占中事件的前夕，砂拉
越人民因反水坝计划而举行抗争运
动。他们设下路障，占领了当地将
近一百天。这引起了嘉美的好奇
心，她对于当地人的决心和实际行
动充满了好奇心和仰慕，于是这就
成了她在写这本书时第一个拜访的
地方。 

在东马原住民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其
实都鲜少成为媒体报导的对象，所
以这对西马人来说那仿佛就是世界
另一端。于是嘉美就跟随当地的组
织，翻山越岭深入当地的生活状
况，尤其是原住民地区。嘉美更跟
随过一些组织深入这些山区，参与
建立水力发电的计划。

嘉美在这里看到了政府失衡的发展
政策是如何影响了当地的生活，是
如何抹杀了属于当地人独有的文明
智慧。我国许多天然资源比如木桐
大部分来自东马，但为何东马人民
的生活水准没获得适当的发展，反
而让人感觉到政府是在“榨干”当
地的养分来肥沃西马的土地？

嘉美对于马来西亚社运前景是抱着
非常乐观和积极的心态，认为在马
来西亚的社运是非常有前景的。她
坦言，或许许多人对社会上所发生
的事情都显得很冷漠，但那只是没
一个东西去激起他们关怀社会的
心。这也是嘉美写这本书时的其中
一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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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今年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
佳女配角》提名名单里，有一

位韩新传播学院校友和老师非常熟
悉的名字─廖子妤。她三年前凭第
一部电影《末日派对》入围《最佳
新演员》，事隔三年再凭电影《骨
妹》获提名，目前是香港新生代演
员中最受瞩目的演员。

廖子妤，马来西亚人，2010年毕业
于韩新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电影系，
后赴香港发展，先后演出电影《末
日派对》、《同班同学》及《骨
妹》，同时也接演许多电视剧。除
了演员，她也是一名模特儿，接拍
不少杂志及广告。

今届金像奖于四月九日（星期日）
举办，在成绩公布之前，《韩曦
网》记者通过网路访问了学姐子
妤，她不但在百忙中接受访问，也
亲切分享了自己的心情和感想。

凭电影《骨妹》再次入围金像奖，
廖子妤内心充满感触。她坦承近几
年在香港发展得蛮辛苦，在这时候

机会也没随之增加，反之仅是在一
些单元剧担任小小的角色，甚至一
句对白也没有。现在回想，她庆幸
自已没有爆红，她因而更懂得在事
业的浮沈中抓紧每一个演出机会。

全裸演出内心极挣扎

在她的电影作品当中，《末日派
对》、《同班同学》和《骨妹》都
有个相同点，偏向社会性议题，并
且都有全裸的演出，对此她表示，
或许导演认为她个性较为适合偏锋
性题材的电影，她也感谢导演看到
她在这方面的可能性。

在首部电影中就面临了极大挑战-裸
露，她如何克服心理障碍呢？

“心理挣扎是一定有的，我一直在
思考是不是要做出这样的裸露，毕
竟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来自一个大
家普遍认为保守地方，加上小时候
曾经历过蛮可怕事情，所以我对
自己身体是蛮保守。可是后来当了
演员，这让我又挣扎又必须放得
开。”

入围，证明努力被看见了，对她而
言是非常大的肯定。

据媒体报导，她在得知入围奖项后
竟爆哭起来，什么原因让她有此反
应呢？

“如果你有留意我这几年做的事
情，我为了我想做的事情付出了怎
样的努力，你也应该会想哭。其实
就是很感动，因为当下感觉就是，
这几年一些比较辛苦的回忆、难忘
的拍摄经验都一下子涌上心头，感
触非常大，所以当下就真的很想
哭。”

其实这五年来，她发展并非很顺
遂，但她肯拼，努力抓住眼前的每
一个机会，不管是大小角色，有无
薪酬，所有表演她都尽最大努力。

初登大屏幕的她，便凭首部电影《
末日派对》入围第33届香港电影金
像奖最佳新演员，对一名刚踏入香
港演艺界新星来说是多么大的殊
荣，但她并却没有因此而爆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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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婉菱
照片:廖子妤粉丝专页

       只身香港影坛，
   廖子妤的演员修炼之路



她自认并非漂亮的那一类型，也没后台支撑，一个人
只身到香港，在所有条件限制下，那样的机会要不要
抓住呢？她必须衡量哪一件事情对自己比较重要，后
来她想通了。

“我不能控制生命的长度，但我希望能够掌握生命的
宽度，我要努力去实现想要在生命中做到的每一件事
情。我想要当演员，想要演很多戏，妳要如何让别人
相信妳能取得那么重要的角色？因此，我选择了把握
机会。〞

反驳外界流言

她坦言在第一部电影《末日派对》全裸演出之后，外
界议论纷纷，有的说她是因为钱而接拍这部电影，对
于这些不实指控，她觉得非常过分。

“我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情绪起伏很大的人，其实
我在这过程中挣扎，也经历了很多不开心。”

她澄清，其实新演员收入很少，更何况香港生活费并
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房租、演员培训课、个人生
活支出都是自己一力承担。她不认为自己伟大到为艺
术而牺牲，她就只想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好电影需呈现本土文化

身为马来西亚人，廖子妤对大马电影业有怎样的观察
和了解？在她看来，世界各地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病，
那就是会崇尚别人文化，譬如说香港会喜欢日本、
韩国或欧美的文化，但实际上香港也有自己独特的文
化。她认为一部电影要呈现导演所思所想，但是一部
好看的电影也应该完整呈现当地文化。

纵然相比以前，现在大马市场上有越来越多中文电
影，但她认为，像大马已故导演雅丝敏（Yasmin Ah-
mad）、陈翠梅或是刘成达导演作品较注重大马本土
人文文化，那样电影才算是最好看的。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有更多本地导演拍摄更多关于
大马本土文化电影，那样更有吸引力。”

想做就去做

廖子妤一心想当演员。但对于过去在韩新学院修读广
电系并不后悔。毕业后，她从事了有关剪辑工作，在
入行前她也已学会了拍摄，对于这一行有了基本的了
解与认识，对她而言了解这些幕后工作，在表演上有
帮助。

访问尾声，问及廖子妤有什么话想跟学弟学妹说，她
犹豫了一下的说，每一个人的路都不同，遇到人、
事、物也会有所不同，以前也是没人告诉她路要怎么
走。不过，无论学弟妹们想当演员、导演或是记者，
想做就去做，自己去找路，不要问如何到达目的地，
做就对了。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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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子妤在《同班同学》跟另2位女主角郭奕芯
（Ashina）和麦芷谊有大胆的全裸演出。

廖子妤在《 同行者》 饰演一个中度智障加自
闭症的女孩『何美美』，演技挑战颇高，为求
学习如何扮演智障人士。 她更与同剧饰演社
工的汤怡在演出前一起到访复康中心。

廖子妤（Fish）和余香凝（Jennifer）凭着电
影<<骨妹>>分别获得「最佳女配角」和「最佳
新演员」提名。两人形容戏中性格其实互相交
换了，很考演技，但她们的友情就绝对「无花
无假」，戏里戏外都姊妹情深。





失明不气馁的陈锦辉  
    “看不见是为了帮助其他失明人士”

可想过自己身处在一片漆黑当
中？一般人只知道看不见的麻

烦，卻很难体会到看不见的痛苦。
对于失明人士来说，黑暗是永恒
的。

陈锦辉，在2002年确诊为青光眼患
者并在2007年证实完全失明。他当
时没有近视，也没有老花眼，有一
天他开始头痛，痛到抬不起头来，
后来医生说他得了青光眼，由于眼
压太高了必须立刻动手术。经过多
次手术的折磨，最终还是无法改变
事实。

为了唤醒更多人重视眼睛的重要
性，陈锦辉于2009年创办了《马来
西亚青光眼协会》。他告诉我，由
于一个人要做检查才会知道自己是
否得了青光眼，所以他一直在全马
提供眼睛检查服务。

黑暗中对话

2012年，陈锦辉跟一群年轻人计划
以艺术展的方式，让人们了解眼睛
疾病及保护眼睛的方法。他开始做
资料搜查并发现了《黑暗中对话》
。

导盲犬一抵达马来西亚问题就开始
了。由于马来西亚有超过60%的伊斯
兰教徒，即使陈锦辉说明“它是我
的导盲犬”也被拒绝搭公共交通、
拒绝进入商场甚至连无冷气的华人
咖啡馆都被拒绝进入。

由于Lashawn无法在马来西亚发挥
功能，中国南京方面曾要求陈锦辉
把Lashawn送回南京以便可以让给
其他失明人士。但陈锦辉不想轻易
放弃，并要求再给予他多几年的时
间。

陈锦辉表示，政府一直不要跟他对
话，只有Jakim（马来西亚伊斯兰发
展局）愿意和他接洽。马来西亚伊
斯兰发展局说，他们并没有反对伊
斯兰教徒使用导盲犬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对失明人士的基本人权。

他说:“我失明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认为，他看不见是为了帮助更多
的失明人士，重新站起来并且希望
马来西亚可以接纳导盲犬的出现，
也希望有更多的导盲犬协助失明人
士畅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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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颜嘉慧
 摄影：叶缙嵘

《黑暗中对话》(Dialogue in the 
Dark）盲人体验馆是源自德国的全
球性社会企业，德国方面愿意和他
合作并把马来西亚市场交给他，他
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
黑暗中对话》是属于社会企业（So-
cial Enterprise），他可以把赚回
来的钱拿去维持他的社区工作。

《黑暗中对话》盲人体验馆被设计
成一片漆黑，里面会有花园、夜市
买菜、嘛嘛档和咖啡馆试买一杯饮
料等等的活动。由失明人士带领访
客进行活动。这也是给失明人士一
个工作机会。

引进第一只导盲犬波折重重

陈锦辉在2 0 1 4年引进了导盲犬
Lashawn。Lashawn是一只拉布拉多
犬，它在中国南京接受导盲训练
后，并在2014年成为马来西亚第一
只导盲犬。根据陈锦辉表示，他是
因为听了太太分享电影《导盲犬小
Q》而开始对导盲犬有兴趣，他发现
马来西亚还没有导盲犬，也没有导
盲犬条例。 陈锦辉表示，

社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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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弱势无处安身     
社区组织派食暖人心

在吉隆玻这个繁忙的城市，有
一些社会组织在不同的的地区

默默关怀着社会里的弱势群体，他
们走到了社会底层，为街友送上温
暖的食物，聆听街友崎岖不完美故
事。这些目标一致的社会组织，让
我们看到人间有爱。

走进黑暗的下水道

Street Feeders Of KL (SFOKL)是一
个非政府组织，固定每个月在吉隆
坡市中心举办两场街头派食活动，
他们希望通过集体行动去帮助社区
的弱势群体，更希望让年轻人放下
手机走出来，聆听街友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主题叫做《The Under-
grounds》，意味着在最黑暗深处的
天桥底下寻找街友的栖身之地，这
路线也称做“自杀小队”（Sewer-
site），记者亲身参与了活动。
 

来的水），这些水都很干净，他们
都利用这些水来饮用，洗澡和洗衣
服。

他告诉我，他来了吉隆坡十多年，
一直都在打工，也有做过餐厅员
工，但由于房租太昂贵，工作也一
直断断续续，于是就选择露宿街
头。

聊着聊着，我与友人坐下来和他一
起玩游戏牌，他拿出小喇叭播英文
歌给我们听。逗留了将近2个小时，
我们一伙就准备离开。“慢慢行
啊”，他站起来与我们握手道别。

亲身接触后，我对街友有了新的认
识，他们不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
颓废人，只是经济上的问题让他们
选择了这种流浪的生活。

“自杀小队”必须走下吧生河畔的
下水道和天桥底，环境比起其他队
伍来得恶劣许多，路面也非常湿
滑，主办方要求志工携带空的背
包，原因是可以直接把物品放进书
包或者环保袋，方便拿与派发。

穿越隧道后走入通往吧生河畔的
小斜坡，经过了布满许多青苔的
彩色墙壁，我看到了好几个露宿
者。

房租昂贵选择露宿街头

有一位36岁的马来街友竟然用广
东话与我说话，他会的语言很 
多，包括泰国话，马来话，英文
及广东话。

我问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是怎么
住。他笑着对我说，这里很凉
爽，又有水（指向墙壁小洞流出

记者 / 摄影:邝雪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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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咖啡店天天免费供餐

敦李孝式路（Jalan Tun HSLee）有
一间看似普通，一不留神就会错过
的社区咖啡店——“Pit Stop Com-
munity Café”，除了星期二，每
到旁晚五点半便会转型为“温暖之
手”，免费派送食物给街友或有需
要的人，让街友们坐在店里享受食
物。

创办人之一陈美钻表示，每一天准
备的食物约五至七种，有粥、面
包、水煮蛋、米粉、糖水，有时还
有巧克力当饭后甜品，街友们就像
一般的客人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选择食物。

一些街友吃完食物后会主动与陈美
钻聊天，比如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情
或者寻求帮助。采访当天，一位老
伯伯吱吱语语的向志工指着肿起来
的右脚，表示鞋子穿不进了，于是
他们告诉老伯伯过几天来拿新鞋。

Pit Stop Community Café真正的理
念是帮助街友重返社会。她表示，
有的人会主动寻求帮助，该组织会
帮忙他们寻找工作重返社会，有些
人不愿意改变也没关系，他们还是
可以来领取食物。

她感慨的说，希望那些不知足的
人，可以来这里看看，让他们知道
比他们不幸的人更多。1 有一部分义工负责在小巷后面洗刷碗碟。

2 义工派发巧克力饼干给露宿者。

3 Street Feeders Of KL (SFOKL) 负责人  

  何小玲感谢当天参与的义工。

4 《The Undergrounds》活动现场。

5 Pit Stop Community Café 创办人之一陈

美钻。

社会关怀

共享食物无阶级之分

吉隆坡“街头厨房”(Dapur Jala-
nan KL)是一个义务组织，他们以“
分享食物”的概念，每一个星期日
傍晚5点半在戏院街分享食物给流浪
者及弱势群体 “街头厨房”负责人
之一绮拉都兰阿蒂卡（Quratulain 
Atiqah ，25岁， 律师）表示，分
享食物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4年多，
从一开始的几个义工到现在的几十
人的规模。

“分享食物”的理念是希望人人平
等，不要有阶级之分，不让受惠者
感受到他们是一群弱势者。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困难，因此
以分享食物的形式让有需要的人得
到帮助。

绮拉都兰阿蒂卡告诉我，“街头厨
房”曾一度遭受政府的反对，他们
认为，“街头厨房”帮助流浪者会
导致街头出现更多流浪者，影响吉
隆坡的市容。

政府更施压说，他们会把义工或者
来领取食物的人都抓起来。因此，
有一段时间来排队领取食物的人减
少许多。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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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已走向私营化
或企业化，这是一个普遍的现

实压力。但是大同韩新传播学院一
直都在想办法在这个主流环境里试
着走不一样的路，坚持有教无类的
创办理念。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创立于1988年，
是由林景汉院长所创办，是马来西
亚历史最悠久的中文传播学院之
一，位于吉隆坡蕉赖大同花园。 
“有教无类”是大同韩新传播学院
自创办以来，一直秉持的教育理
念。

今年三月初，有则新闻报道指出陈
嘉庚基金或接管大同韩新传播学
院。新闻里说道“马来西亚陈嘉庚
基金或接管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将
有望成为这家创办于1988年，且是
大马中文传媒教育历史最悠久高等
学府的「新主人」。 ”

在新闻报道的两天后，韩新传播学
院做出回应并在声明稿里表示：
非营利机构受限法定条规，陈嘉
庚“基金无法接管韩新。”声明稿
里坦言陈嘉庚基金会因是非营利机

拒财团介入韩新学院
望朝非营利转型

构章程规定无法从事或运作任何有
盈利的公司，所以陈嘉庚基金会和
校方还在商讨中。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于2013年4
月正式成立，是本地注册的非营利
机构。陈嘉庚基金涉足了教育、学
术、培训班、论坛等各方面。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副院长黄国富表
示，由于院长年纪大了，家族也没
有意愿要接手，所以这几年韩新学
院都在寻找适合的合作伙伴去接管
学校。韩新学院虽然是院长创办
的，但他并没有排斥与其他人进行
合作。

针对上述事件，他回应道，事情都
还没确定，双方都在讨论的阶段，
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来路不明，不
应完全相信。 

“校方一直想办法让学校维持下去
并保有自己的特色，更希望不断的
改善提升学校的硬体设备，器材可
以增加、设备变得更好，也许可以
建新校舍，让韩新更加壮大。”

黄国富还说，现在马来西亚的高教
很多都是由大财团掌控，韩新只靠
院长一个人的资源，并不容易去发
展一个学校，也会面对很大的压
力，所以如果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
愿意加入，学校有了更多的资源投
入，应该会发展的更好。

新闻报道后，《韩曦报》采访了学
生们对此事的看法和意见。多数学
生表示院长年纪大了，如果想要找
一些非营利机构合作也是正常不过
的事。学生们都对此事表示理解，
大家都会尊重院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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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嘉慧
摄影:叶缙嵘

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副院长黄国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