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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茂无边的热带植物，将“中
国山”装扮得葱茏苍翠，这里，有
从古巴引种的蛋黄果树，有闻乐
起舞的风流草、有吃小昆虫的猪
笼草，有各种橡胶、腰果、咖啡、可
可和香料植物胡椒、依兰香等，它
们是这片大地真正的主人，在咸
湿的土壤中默默成长，年年如斯，
生生不息。

出奇的宁静，却在我脑子里
复活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尘封多年的“毒井”
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六次

就停靠在马六甲城。他为何如此
青睐这座异国城市？这居然跟汉
丽宝井有关——按当地人说法，
喝了这口井的水，出门远游或下
海捕鱼，遇到风浪都会逢凶化
吉。它像一根长长的风筝线，哪
怕风筝儿飞得再高，都被牢牢牵
扯着。

那天下午，我有幸看到了这
只“风筝线”——汉丽宝井。

三保山南侧，那口被铁盖子
尘封多年的汉丽宝井，还搁在一
个小院子里，平时这里是关闭着
的，到了旅游旺季才向中国游客
开放。

这口为保家卫国做出过贡献
的“毒井”，曾令入侵者心惊肉跳。

古井旁的石墙上，有一块用
汉文书写的标记牌：“1511年间，
柔佛战士们在井水中下了毒，毒
死了许多喝了井水的葡萄牙人。
1606年，荷兰人使用了同样的伎
俩。1628和1629年间，亚齐人也
依样画葫芦，目的都是暗中消灭
他们的敌人。”

1511 年，葡萄牙舰队攻占马
六甲建立了殖民地。马六甲末代
苏丹马哈茂德覆灭后，他的两个
儿子分别即位建立了霹雳王朝与
柔佛王朝，其中控制半岛南部的
柔佛成为对抗葡萄牙的主要势
力。那年盛夏，入侵的葡萄牙人
击退柔佛军占领三保山后，由于
天太热，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舀
水爆饮，马上像《水浒》里护送生
辰纲的杨志一行被蒙汗药麻倒，
纷纷倒下，被柔佛军结果了性
命。清亮井水，有时比惊天海涛
更能致敌于死命。

墓山深藏的抗争史
太阳渐渐西沉，马六甲城笼

罩在大片酒红色光晕里，参差建
筑边沿闪射出金属质感的靓光，
煞是好看。三保山上，草丛里、树
木下，到处是用石块砌成的坟墓，
坟墓相隔三四米，均有墓碑。据
说，至少有 15400 名华人长眠在
这片异域之地。就像一个个字
符，书写着一段悲怆往事。

三保山，是除中国之外世界
上最大的华人墓地。华裔导游冉
隆安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讲道：当
年，他的祖父就是从中国广东偷
渡来马的，一路苦不堪言。

驻足在三保山下，仰望苍茫
海域，我想象着数百年前，两三百
万华裔是如何筚路蓝缕下南洋
的。以冉隆安祖父为例，上世纪
二十年代末，一个月黑风高的晚
上，他祖父和同村几个青年离粤
偷渡出海，很快与奴隶无异。茫
茫大海上，飓风杀手般一路追杀
撕扯，一会将船抛向天空，一会又
砸入波谷。船上，三四十人被锁
在又闷又黑的货舱里，舱里缺少
食物和淡水，还饱受“猪仔头”的
勒索毒打，有人狂呕恶泄，有人中
暑休克，有人高烧癫痫……颠簸
五十来天，三个奄奄一息的同乡
先后被船主推进海里喂了鲨鱼。
勉强活下来的华工一路惊魂靠了
岸，他们强咽着比海水还咸湿的
泪水，跌跌撞撞，最先踏上马来半
岛的地方，就是三保山。

三保山西侧，矗立着一座建
于1948年的“马六甲华人抗日殉
难义士纪念碑”，碑柱上刻有“忠
贞足式”四字。连同三保山上那
些坟茔，深葬着另一些华人的悲
壮故事。

1939 年秋，在新加坡华人领
袖陈嘉庚的号召下，马来西亚华
人抽调大量机工前往滇缅公路，
三年多共运输 45 万吨物资前往
抗战后方。那几条随时被日军炮
火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上千
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机
工，不是被当场炸死，就是夜晚驾
车时跌入万丈悬崖。到1945年9
月日军投降时，共有30多万华人
在马国遇难。三保山上的坟茔，
多是这些华人的亡灵栖息地。

大海有声，大山无言。在这
个异国城市的行走中，从历史的
缝隙撬出一段斑驳往事，让我有
种难言的沧桑感。我悄然转身，
让阳光晒干脸上的泪痕……
封面新闻记者李贵平 摄影报道

漫步在马六甲城，无
不感受到大自然之手在
这里涂抹下特别绚烂的
色彩。每一丝光波都融
入彩云的脉络，也让大地
亮堂生辉。街头，琳琅满
目的椰子、榴莲、芒果、菠
萝蜜、木瓜、杨桃、山竹、
红毛丹等水果鲜艳欲滴，
在海风中游走着诱人的
果香。

形如芍药的扶桑，是
马来西亚的国花。这种
花四季不断，花朵硕大，
色彩红艳。扶桑的原产
地却在中国，早在汉朝的

《山海经》中就有“汤谷上
有扶桑”记载。难怪无数
中国游客对这种花儿格
外迷恋，纷纷掏出手机拍
摄。

马六甲河桥东岸，有
个整洁开阔的广场，广场
上有座红色钟塔和维多
利亚时代修建的喷水池，
喷水池周围是荷兰式红
色建筑物。它们均建于
十七世纪，是东南亚地区
现存最古老的荷兰式建
筑物。300多年来它是政
府机关所在地，直至1980
年改为马六甲博物馆。

高高在上的马六甲
旋转塔，是马来西亚唯一
一座旋转塔，高80米，在
塔上可以 360 度无死角
观察马六甲海峡。当旋
转塔从地面慢慢升到高
处，云朵翩翩而来，人也
好像融化在蓝天里。脚
下的汽车一下变成了玩
具车，那些参差不齐的建
筑也变得小不丁点儿。

春天的风传递着浓
郁的中国味。这座弥漫
着怀旧气息的海滨城市，
街道古老而繁华，既有当
年葡萄牙、荷兰、英国殖
民期留下的复古欧式建
筑，又有绚丽的街头艺术
和小清新楼阁。茶室内
飘着白咖啡的甜香，街角
商号里还能听到算珠碰
撞的声响，仿佛让我穿过
时光隧道，回到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上海外滩的曼
妙时光里。

人力三轮车是当地
的一大特色。街头，长得
五大三粗的男人为了招
揽顾客，将自己的爱车装
饰了很多鲜花。他们黝
黑的面庞和五彩鲜花形
成强烈对比，招揽客人时
笑得比鲜花还灿烂。开
朗的神情，让人觉得阳光
直射其心灵，豁达，爽朗，
对人也水晶般透明。

穿过马六甲河，来到
格勒邦海滩。这里，水清
沙幼，椰林树影，蓝天白
云，许多洋美女性感火
辣，惊艳窈窕，海滩上成
了她们彰显魅力的金黄
舞台：有的穿着比基尼在
海边跑步，有的躺在沙滩
上悠闲读书，有的坐着看
手提电脑写东西，蓝色的
水面映出她们麦麸色的
身体，犹如梦里游过的一
条黄色鳗鱼……

马六甲城始建于1403年，曾
是马六甲王国的都城，1511年沦
为葡萄牙殖民地。1641 年为荷
兰占据。1826 年成为英国海峡
殖民地一部分。一个民族在苦
海里挣扎数百年后，于1957年8
月马来西亚独立后傲然崛起在
马六甲海峡的东岸。

走在异国街头，我忽然有种
博弈的感觉。和谁博弈？

600多年前，郑和指挥他的浩
荡船队，碾过重重怒涛驶向东南
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两岸
青山上，琳琅满目的鹰爪花、素心
花藤、长春紫茉莉、夜来香、牡丹、
假马鞭、鹤望兰在海风的吹拂下，
蓬蓬勃勃，摇曳欢迎中国船队的
到来。对一个强大的帝国来说，
郑和下西洋，俨然是一个开拓海
外贸易的时代春天。

马六甲城南郊有座著名的
三保山，被称为“中国山”，是马
来西亚人为纪念中国航海家郑
和修建的。

郑和（1371－1433），小名三
保，云南昆阳人。1405年7月（明
永乐三年）起，郑和奉明朝皇帝之
命先后七次远航西洋。传说郑的
船队非常拉风，浩浩荡荡28000人
规模。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十分
发达，早在战国时就能制造双层
船，船的动力不仅可以靠水流和
风帆，也可以靠水手划桨来驱动，
实现逆流而上都不是什么问题。
郑和的船队，穿过海雾惊涛，划向
一片洋溢着槟榔果香的异国。

“马六甲人，都应该知道郑
和这个中国人。而马六甲正是
马来西亚华人居住最多的城
市。”导游冉隆安说。冉隆安是
个四十多岁的第三代华裔。

冉隆安讲，十五世纪中叶，马
六甲统治者是一位年轻聪慧的苏
丹（国王）。一天，郑和他们的中国
船队在海风推送下，巍然屹立于
海平线之上，碾过激荡波涛，首次
驶抵马六甲。当时，郑和船队插
满了金针，他给苏丹送去一封信，
信上说：“每一根金针代表我的一
个船员，要是您能数得清有多少
根，您就会知道我的权力有多大。”
苏丹很快送去回信，并在船上装
了好几袋谷米。苏丹写道：“要是
您能数得清这艘船上的谷米，就
能准确地猜出我有多少臣民，也
就会知道我有多大的权力。”

据说明成祖听郑和讲了这
事儿后，很欣赏苏丹的聪颖劲
儿，决定把女儿汉丽宝嫁给他为
王后。

这桩跨国婚姻带来的是另一
个和平信息。汉丽宝公主一行乘
坐一艘大宝船，漂洋过海来到马
六甲。公主带来了五百名随从宫
女，个个肤白貌美，风姿绰约，令
马六甲绚烂的鲜花失色。海鸥吱
吱叫着盘旋在码头上空，宣示着
振奋人心的消息。马六甲市民哪
见过如此艳丽的中国美女？倾城
而出，驻足观看。

年轻俊朗的苏丹心情大悦，
见了汉丽宝公主大喜，令人在一
块65公顷的山地上为公主及其侍
女修建了宫殿，并把这座山命名
为“中国山”，声称永归这些中国女
子所有。苏丹还在三保山挖了一
口井，内有清冽淡水，算是给这位
中国皇家女子送的一个见面礼。

史书记载，汉丽宝公主婚后
和苏丹过了一段琴瑟和鸣的幸
福日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四
年后，苏丹宫廷祸起萧墙，汉丽
宝公主不幸死于血腥政变中。
海水呜咽，海鸥颓然飞离。

郑和呢，当年他将一些随从
留在了马六甲，成为最早在南洋
定居的华人。他们与马来人通

婚，称为南洋第一代土生华
人，男性称为巴巴，女性称为

娘惹。 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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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来 半 岛
和苏门答腊岛
像两只巨大的
手掌，一左一右
捧护着马六甲
海峡这一汪翡
翠般的海峡，位
于“右手掌”西
侧的马六甲城，
是其“生命线”
的起点。马六
甲城是一座令
中国人青睐的
城市--纯净的
海滩、奇特的海
岛、原始的热带
丛林、历史悠久
的文化遗迹，尤
其是郑和下西
洋和三保山华
人坟茔的故事，
磁铁般吸引了
国内游客参观
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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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中国山”埋葬着许多爱国华人。

可爱的马六甲女孩。

中国游客在格勒邦海滩和老外合影。

建于1650年的荷兰红屋。

圣地亚哥古城门，葡萄牙人1515年修建。

导游冉隆安是第三代华裔。

这口“汉丽宝井”曾
毒死过很多入侵者。

三保山华工的坟墓。

大男人开花车。

飞机上俯拍的马六甲海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