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月1日起，哈萨克
斯坦西部曼吉斯套州的汽车
液化天然气价格由每升60坚
戈（1美元约合439坚戈）提高
到120坚戈，突如其来的调价
如导火索，点燃了民众心中被
误导而积累已久的不满情绪，
导致包括该州首府阿克套和
该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在内
的多个地方发生抗议集会。
政府试图控制局势并承诺降
价，但抗议却演变成大规模骚
乱。

根据驻哈萨克斯坦记者
报道，从5日中午开始，阿拉
木图市市政厅附近出现骚乱，
继而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有数
千名抗议者围攻市政府大楼
并纵火，电视塔遭到袭击，电
视信号一度中断。抗议者在
冲击前总统官邸等重要机构
时，同治安部门发生激烈冲
突。事发地传来的枪声、爆炸
声不绝于耳，浓烟滚滚。期
间，市内多家商行、餐厅也遭
殃被洗劫。

当地时间6日下午，在阿
拉木图的工作人员叙述，政府
相关部门开始清理被损毁的
建筑和街道，并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反恐特别行动，搜捕参与
打砸抢烧事件的暴徒。万幸
的是，首都努尔苏丹社会秩序
基本正常，居民的用水用电并
未受影响，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液化

气价格上涨引发民众不满导
致多地骚乱只是表因，其背后
还有经济利益、政治谋算等多
重因素。“受疫情拖累，哈国民
经济持续低迷，大批企业倒
闭，人们的实际收入不断减
少。然而，包括食品在内的众
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节节
攀升，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迅速
升高。”专家表示，外部势力的
介入毋庸置疑。“他们通过各
种方式激化矛盾，使事件持续
恶化，继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相关的小道消息满天飞。”

哈国内政部7日通告称，
在大规模骚乱及冲突中殉职
的执法人员已上升至18人，
其中2人甚至被暴徒残忍地
斩首，748 名警察和军人受
伤。与此同时，有3000多名
犯罪分子被逮捕，26名武装暴
徒被击毙。哈内政部宣布，拒
绝放下武器的骚乱暴徒将被
消灭。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
夫宣布，“哈各地区已基本恢
复宪法秩序”，但由于“恐怖分
子仍在使用武器搞破坏，因此
要将反恐行动进行到底，直到
激进武装分子被彻底消灭”。
当天，集安组织维和部队已基
本完成在哈境内的进驻任务，
对恢复局势稳定起了关键作
用。

美国及其盟友继续施压
哈政府“克制”，要求政府与所

谓的“和平抗议者”谈判。对
此，托卡耶夫在全国电视讲话
中断然拒绝，称这是“一派胡
言”。他说：“怎么能与罪犯、
杀人犯进行谈判呢？”并在讲
话中感谢俄罗斯、中国和吉尔
吉斯斯坦等国对哈的大力支
持，感谢俄总统普京派遣军队
作为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的一
部分，迅速协助平息骚乱。

中国习近平主席在致哈
总统的口信表示，坚决反对外
部势力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
荡、策动“颜色革命”。并强
调：“中方愿尽己所能向哈方
提供必要支持，帮助哈方渡过
难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
险和挑战，中国都是哈萨克斯
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倚重的
伙伴，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哈萨
克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北京
当然不能坐视友好邻国发生
动乱。

托卡耶夫 7 日下午向民
众发表自骚乱以来的第三次
全国电视讲话。他表示，仅阿
拉木图就有超过两万名恐怖
分子参与袭击或制造骚乱，使
数百名平民和军警死伤。这
些恐怖分子经过训练，有“明
确的攻击计划、协调的行动”，
他们由“外国人物”煽动和教
唆。

在集安组织向哈国派遣
维和部队后，美国马上站出来
表示“质疑”称：“全世界都将

关注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博雷利表示，“需要警惕外
国军队在哈萨克斯坦的存
在。”英国外交大臣呼吁哈政
府“尊重民众拥有的言论自由”。

对此，集安组织秘书长扎
斯说：“有人故意歪曲，说这是

‘入侵’或‘串通占领’。我们
的真诚愿望是，在这复杂局势
下真正帮助哈国，在困难时期
支持我们的盟友。”西方近年
来在中东、格鲁吉亚、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策动的“颜色革
命”，世人深知其害。

俄罗斯《观点报》称，哈国
局势动荡最感兴趣的是美
国。对白宫而言，哈的任何骚
乱都是机会之窗，能打开美国
对抗俄中的新战线，打击哈

“政治亲俄、经济亲中”的国
策。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
馆官网上，2021年12月15日
就曾“预告”哈国将发生暴动
的信息。哈境内有约两万家

“非政府组织”，多数与美国及西
方NGO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哈萨克斯坦媒体 9 日援
引哈内政部消息称，超过4400

人因参与暴乱被捕，其中有外
国人，有被捕者承认：“有人打
电话叫我参加集会，给我9万
坚戈。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斯
坦没有工作，所以我同意
了。”约有10个乌兹别克和塔
吉克斯坦人和他在一起。

尽管目前局势总体稳定，
但在阿拉木图发现了“武器
库”，暴徒负隅抵抗的巢穴未
犁清。维和部队已抵达首都
协防，哈国部队则抽身往阿拉
木图执行反恐任务。祈愿哈萨
克斯坦的骚乱早日平复，不受外
国蛊惑挑拨，实现符合国家宪
法及民生安稳的真正“民主”！

每当坐车行经九龙观塘
绕道，远眺九龙湾畔的邮轮码
头，我就会禁不住想起 1967
年乘坐意大利邮轮回国的情
景。适逢今年1月6日离开雅
加达丹绒碧绿港启程回国55
周年，慨叹五十五年光阴的穿
梭让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
年变成七秩老翁之际，亦不禁
回首当年。想悠悠五十五年
人生路上的一幕幕往事和经
历过的甜酸苦辣，其中由回国
前夕以至踏上回国之路投入
祖国怀抱的过程和情景，永世
难忘！

1966年3月，苏哈托军人
政府下令封闭全印尼华校后，
华侨学子们随即掀起了一股
回国浪潮。在父亲的支持下，
我和二姐也递交了回国申
请。记得1966年年底，负责
办证的张君豪老师骑着宝马
牌的大型摩托车送来了我们
的回国通行证时，想到就将回
到魂萦梦牵的祖国，心中的兴
奋和激动实在难以言喻。

1967年 1月4日，是我们
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万隆、启
程赴雅加达的日子。

吃过早饭后，我和二姐以
及送行的父母和妹妹就等待
雇来的小车接我们下椰城。
由于大件行李已预先由大货
车迳径直运走，我们随身只携
带小件行李。不久，小车到
了。我赶紧跑到家里各处绕
行，以向这个自出生以来十七
年里未曾离开过的家园道
别。要和大我一岁的强哥道
别时，发现他独自在工场外晾
晒衣服的小院子里，神情落
寞。我走上前去，紧紧的和他
拥抱。想起十多年来一起生
活、一起游玩、一起放风筝的
深厚兄弟情谊，想起读小学时
一起上学放学，以及帮我做劳
作的一幕幕往事，而今一别，
也不知有无机会再相见。想
到这里，我们的泪水早已夺眶
而出。良久，才在一声珍重后
挥别而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是
我们登船回国的日子。

这一天，雅加达潮湿而闷
热依然。时近傍晚，我和二姐
在父母陪同下来到丹绒碧绿
港的邮轮码头。即将载着我
们离去的近万吨位排水量、来
往雅加达-新加坡-香港的意
大利邮轮“维多利亚”号已经
停靠在码头上。办完一切手
续后，我们54位来自各地的
华侨学生逐一登船。

安顿好行李房间后，不约
而同地跑到甲板上。不知什
么时候，甲板上一位叫刘晋垣
来自雅加达的同学带头唱起
爱国革命歌曲，满腔爱国热情

的同学们随即和应，唱了一首
又一首，邮轮下码头上的印尼
军警们无奈的对着我们干瞪
眼。
邮轮启航在即，船员们已在甲
板的栏杆上绑起一条条五色
彩带，把另一端抛向码头，以
便让码头上送行的亲人们执
着。
“呜……呜呜……”低沉长

呜的汽笛声划破天空，响彻丹
绒碧绿港。邮轮启航了，而之
前还兴致勃勃唱着革命歌曲
的同学们也随即静了下来。

夕阳下，邮轮徐徐离开码
头，由甲板上垂吊着连接码头
上送行的亲人们手中的五色
彩带也一一断开。望着码头
上qin人们越来越小的身影，
想起从此以后将远隔一方，相
见无期，同学们一个个都哭成
泪人。再见了，亲爱的父母、

亲人们，再见了，美丽的印度
尼西亚！

一月八日清晨，在晨曦的薄
雾中，邮轮停靠在新加坡港
口。

同学们纷纷登上甲板，带着
对新加坡的极大好奇心，注视
着在忙碌工作的码头工人。
同样的华人面孔，讲着渗杂几
句英语和马来语的闽南话，似
乎才意识到这里就是华人掌
权的新加坡-一个东南亚一隅
的蕞尔小国。

傍晚时分，邮轮离开了新加
坡，继续航行在驶向北方的大
海中。

或许当时淳朴的华侨学生
们都不懂得享用邮轮上的游
泳池、电影院之类娱乐消闲设
施，我们在邮轮的日子显得有
点枯燥，好在大家经过几天的
相处，共同的目标和爱国思想

让彼此更容易熟络起来。在
相互的交流闲谈中，大家增进
了彼此的了解，很快建立起互
助友爱的友谊，以至时隔十几
二十年后都能保持联系和相
互关怀。邮轮上有一个很大
的西餐厅，第一次吃香浓的罗
宋汤，第一次吃芝士味浓烈的
意大利面……时至今日，那种
特别的味道仍然让我回味无
穷。

一月正值北方的寒冬。
南中国海上风浪很大，邮轮一
直在激烈的颠簸中行驶。在
船舱内走动非得要抓紧两边
的扶手不可；坐在甲板上的铁
椅子上，随着船身的前后摇
动，时而看着海水就像扑面而
来，时而犹如即将向后仰翻似
的前后抛起。我们五十四位
回国同学，除了组长黄模兴和
副组长的我之外，其余都因严
重晕船而不能起床。我们俩
奔走穿梭于各船舱之间，为晕
船的同学们送食物和药物。
期间更有一位同学发烧，需要
请一位日籍医生前往看病。
那位日籍医生很好，细心的为
同学看病。虽然语言不通，却
可以写汉字沟通。

一月十二日清晨，从睡梦中
醒来后，发现邮轮已经熄火停
泊在港湾 (来港后才知道那就
是维多利亚港) ，抵达香港
了！透过船舱的圆圆形玻璃
窗口，依稀看到在矇矓晨曦中
高楼林立的岸边景色。走出
房门，阵阵袭人的寒意让我们
领略人生中第一个寒冻的威

力。
似乎过了很久，我们才接到

通知带着行李到邮轮大堂集
合。香港移民局人员和缠着
臂章的中国旅行社工作人员
陆续登上邮轮，为我们办理过
境手续和搬运行李事宜。中
国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还特别
提醒我们外面天气寒冷，要我
们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办完
手续后，我们分批离开邮轮，
乘坐接驳渡轮到尖沙嘴码头
登岸。

码头上，沿着通往火车总站
的道路上有不少挥舞着五星
红旗的人群向我们欢呼，欢迎
我们回到祖国。看样子，他们
似乎是来迎接我们的，至于实
情如何，我至今也不是很明
白，或许是当时受到文化大革
命感召的香港左派为欢迎我
们这些回国的海外学生过境
回国而组织起来的吧！另一
边厢，穿着黑色警服的香港警
察则沿着我们通往火车总站
的道路排成一列，把我们和人
群分隔开。

火车在颠沛的晃荡中抵达
了深圳边检口岸。一下火车，
看着五星红旗在简陋的平房
式边境检查站屋顶上飘扬，我
和不少同学情不自禁地流下
激动的泪水！日夜向往的祖
国啊，我们终于回到了您的怀
抱！

从这一刻起，我们就将在
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开始
我们人生的新篇章和新生活
……

■ 香港（印尼归侨）：吴文根

纪念回国 55 周 年

■ 2022年 1月11日（星期二）

■ Tuesday, January 1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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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在他的另一部作品《丑陋
的自画像》（1997）中，苏瓦格
展示了自画像中极其复杂的
24 个碎片。自画像中的所有
图像都仿佛代表着苏瓦格，同
时又不是苏瓦格。只要我们
将自画像理解为一种相似性
的表现，那么苏瓦格的自画像
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肖像，而
是许多人的肖像。带着上述
的理解，我们想在一个人身上
寻找特定身份的努力就显得
毫无意义了。在我们的脸上，
总是重叠着许多别人的面孔，
各种境遇和力量参与塑造了
我们的面容。

在24 个画像中，有一组
画作将苏瓦格刻画成华人模
样。在整幅画作中，我们捕捉
到一个信息，那就是对于艺术
家本人来说，把自己华人化的
画像都是怪异和丑陋的。苏
瓦格自嘲道：华人（艺术家）的

自画像无异是一个讽刺。成
为华人是社会规范所无法接
纳的画面。这个形象等同于
被边缘化的、复杂的、不正常
的、痛苦的、疯狂的、不适宜观
赏的、不文明的和不符合规范的。

在帆布上，苏瓦格将面部
表情扭曲变成一种看起来“丑
陋”的模样。画像上的苏瓦
格，双手托腮，眯缝着小眼睛，
染着一头红发，就像一个过气
的廉价明星。人物画所画的
不仅仅是表面的、肉眼可见的
东西，而是来自更为深层的某
些不稳定的内涵。这个层次
不完全是由所谓的艺术家精
神内核所组成的，而是也受到
了社会力量、权力框架乃至艺
术传统本身及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成。
苏瓦格承认，他的另外一

些自画像也间接描绘了他的
华裔身份，比如戴着粉红猪面
具或长着猪鼻子的画像，暗示
了他的生肖。他从2003 年开
始创作猪画像系列，一直延续
到之后的几年。这个形象背
后的含义令人玩味，介于反抗
和享受印尼华人身上所背负
的社会标签之间。在这个国
度里，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
华人实际上只有三个生肖，即

“替罪羊”、“奶牛”和“实验兔”。
策展人帕特里克·D·弗洛

雷斯（Patrick D Flores）（2005:
16）曾这样评论苏瓦格画像中
的大马戏面孔或社交模仿肖像：

“苏瓦格常毫无顾忌地触

碰警戒线并允许世俗主义和
教条主义、本土信仰和外来信
仰、狂妄自大和纪律严明、军
国主义和情色主义、等级森严
和离经叛道、振臂抗议和麻木
不仁、多愁善感和逆来顺受之
间发生冲突。在这里也感受
到一种分裂：新秩序时期结束
时的欢欣雀跃和进行所谓的
民主改革试验时的犹疑不
决。我们被一些诙谐有趣的
游戏引入场景当中，通过各种
直观的画面，激发出内在的

‘心理力量’，这些画面包括含
在嘴里的脚、被缝起来的嘴
唇、插进鼻孔的手指、被吮吸
的大拇指、被手指按压住的面
孔和抵在太阳穴的武器。通
过精湛的表现技法，所有这一

切都揭示了敌对、恐吓、拘禁、
虐待和政治清洗的行为事实。”

在诸如此类的各种解读
和穿越之中，苏瓦格作为一名
华裔是在嘲讽和惩罚自己。

或者说，从我们共同生活的阴
暗面中汲取宝贵的教训。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阿古斯·苏瓦格（黄福寿）作品：《丑陋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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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省：林越 略窥哈萨克斯坦大骚乱

中国人的团年饭

农家新年将至，这是中
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之一，在
这个大日子的前夕，华人期
望与家人团圆欢聚，其中，团
年饭更是必备节目。在过去
一年，在香港，有香港人因为
误信政客之言，被哄到英国
开展新的生活，破釜沉舟，却
是迎来噩梦。寒冷难耐的天
气、未能适应的异国风土人
情、高昂的物价消费、较高的
税制、格格不入的餐厅菜餚、
沉重的医疗保险负担等。

近日，有刚抵步英国的
香港移民表示，当地的中国
餐不道地，难解思乡之苦。

的确，在中国境外，要感受团
年饭香，除了在自己家，或许
只能在华人聚集的唐人街。
印度尼西亚境内华人主聚居
的主要城市，中国人著重情
谊，个别家庭也互访，或与大
家庭吃一顿团年饭，延续华
人传统。

远在英国、刚移居当地
不久的香港移民，个别已后
悔不已，在英国被歧视，成为
三等公民，却碍于面子问题，
难以启齿；英国自脱欧后，经
济不景，屋漏偏逢连夜雨，变
种新冠病毒肆虐英国，当地
失业率高企，很多香港移民
也未能在当地找到体面工
作，或只能先从事基层厌恶

性或体力劳动岗位。部分香
港年轻人却在英国列斯市组
织示威活动，结果因阻扰商
户营业而被当地警方驱赶，
可说是损人不利己。

还有不足一个月便是农
历新年，是海内外中国人最
重视的喜庆日子，一年一度
的团年饭更是万众期待，无
论是在印度尼西亚还是中
国，闻到团年饭的饭香均是
幸福的，当然，刚从香港移居
英国的新移民家庭，人离乡
贱，或会怀缅一顿丰盛开怀
的团年饭，或许，他们需要
调整心态，入乡随俗，否则
可以选择回流中国香港，
届时可以大块朵颐一顿开
怀饭。

（作者系博士研究生、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 香港：朱家健

作 者 2019 年 春 节 全 家 福 。 左 边 是 儿 子 媳 妇 一 家 ，
右边是女儿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