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55月月191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百  姓  故  事A20 ■責任編輯：李才瑛 ■版面設計：美術部

■清中期「悅信批局」牌匾是目前所知國
內僅存的一塊批局牌匾。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印尼吳雙磷水客海內外兩地經營僑批業
的印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經沙魚涌郵路從經沙魚涌郵路從
印尼寄回梅州的僑印尼寄回梅州的僑
批批。。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清代梅州僑
批承載着對父母

的思念，體現梅州
客家人的孝道。

受訪者供圖

■魏金華收藏的
各種帶款僑批。

受訪者供圖

僑批銀
信，是海
外華僑通

過海內外民間機構匯寄至國內
的匯款暨家書，是一種信、匯
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僑批，
是福建沿海和潮汕地區等閩南
方言地區的稱法，江門台山，
把這種僑匯和書信的結合體通
俗地稱為「書信銀兩」，簡稱
「銀信」。
歷經一百多年的海外華僑華

人與國內僑眷的兩地家書，內
容涉及國內外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生活、風土人情等各
個方面，記錄了從清中後期到
新中國改革開放近一個半世紀
的社會變遷，見證了中外文化
的交流與融合和海上絲綢之路
的歷史，是彌足珍貴的人類記
憶遺產。2013年6月，「僑批
檔案——海外華僑銀信」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
界記憶名錄》。

在近現代歷史上，無數客家鄉民因生活所迫
或追尋夢想，先後告別父母、妻兒下南洋，到
異國他鄉尋找生財之道。當生計得以維持，手
頭有閒錢之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把款物捎回
遠在故里的雙親及妻兒，盡孝盡責。而這些散
落在千家萬戶的僑批，正是客家人「親」、
「孝」傳統文化的佐證，也是家族發展壯大的
見證。
「有批就有錢」、「批一封，銀二元」，早
年流傳民間的俗語和歌謠，唱出了僑批這種
銀、信合體的民間匯款憑證的獨特性。在魏金
華的藏品中，記者看到了一份新中國初期的張
息專家族僑批檔案。僑批共145封，從1955年
至1985年，批款每年從未間斷；計有在南洋
各國的親屬12人，匯有僑款兌換港幣共計
26,840元，平均每封批款達港幣185元；每年
計有批款港幣約900元，平均每月港幣75元，
按當時中國銀行折實兌換人民幣約30元。
20世紀50年代至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

人民幣30元是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差不多一個
月的工資收入，可見僑款對張息專家庭的生存
及解決日常的生活困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情牽故土 落葉歸根
數以萬計的僑批，不僅僅是一張張匯款憑

證，也是社會歷史真實的見證。仔細閱讀張息
專家族僑批就會發現，三代12位客家華僑遠
走異國他鄉，他們對「根」的眷戀始終不變，
無論是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祖輩
到海外尋找生計，積累資金，還是抗戰勝利後
的青年男女移民海外尋求更好的發展環境，都
記掛着家族的發展壯大，為家族興旺發達提供
更大的平台。
張息專家族的海外移民由20世紀20年代初
開始，從早期一人孤軍作戰發展到20世紀40
年代後期數代同堂，其發展軌跡在現代的客家
僑鄉海外移民運動中帶有普遍性。如今，記者

在這些泛黃的批信字裡行間中，仍可以感受到客家人強大的
凝聚力，也從中窺見了客家人恪守信用的優良傳統。
歷經一百多年改朝換代、天災、戰亂及人為遺失等歷史滄

桑的變化，目前國內完整保存下來的僑批檔案數量越來越
少。魏金華說，搶救、收集、整理、研究僑批文物是當下一
個重要課題和歷史責任，自己建立梅州市僑批檔案館，就是
為了把客家僑批文物，華僑文物、文獻妥善保存，深入研
究，傳承歷史。

在粵東的
「梅州市

僑批檔案館」，
記者見到了一身黑
色便裝的魏金華，他
沉穩少語，樸素的形象
讓人很難與聲名在外的收
藏家聯繫在一起。然而，眼
前琳瑯滿目的藏品，卻讓記者
大開眼界：從1993年有意識收藏僑批
開始，魏金華至今已經收藏了超過4
萬件，捐贈到各地政府、檔案館、博
物館、學校等機構的僑批也超過1萬
件以上。而魏金華最早在梅州建起了
廣東首家由個人投資、提供館場、藏
品的僑批檔案館，光整理登記在冊的
僑批檔案就有16,009件/套，時間跨度
150年。

兩年癡纏求得「批局」牌匾
「這些只是我僑批收藏的其中一部
分。」說起自己的藏品，魏金華馬上
變得眉飛色舞，像找到心愛玩具的孩
子。他指着一塊大紅油漆為底色的牌
匾說，「這是我最得意的藏品之一，
國內僅此一塊。」原來，這是一塊清
代中期「悅信批局」樟木牌匾，其珍

貴 之
處就在一個

「批」字。目前內
地可見的多為「信局」，

已知的另一塊「批局」牌匾現珍
藏在美國波士頓博物館。
這塊牌匾來之不易。魏金華說早在

2012年的時候就有了線索，知道梅縣
雁洋一個小古玩店裡掛着「批局」牌
匾，魏金華很興奮，馬上開車前往尋
找，沒想到討價還價之後，店主居然
說「暫時不賣」，要掛在店裡招攬客
人。寶貝就在眼前，卻可望不可及，
這把魏金華急壞了。「隔一段時間就
開車去看看，每次去還要帶着土特產
等禮品，就怕一不留神店主把它賣給
別人」。就這樣過了兩年，店主被魏
金華感動了，最終忍痛割愛。
「僑批局」對梅州「華僑之鄉」的

形成、發展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
成為維繫海外僑胞與國內親人情感溝
通的紐帶和橋樑，「悅信批局」牌匾
是梅州僑批業重要的歷史文物，也是
僑批檔案研究的重要物證。如今，

「悅信批局」的牌匾陳
列在梅州市客僑博物館的「僑批

遺珍」最顯著的展位上，成為鎮館文
物之一。

妙手偶得全套水客資料
魏金華不僅擁有內地唯一的一塊

「批局」牌匾，還擁有唯一一套完整
的熊耿基水客經營業務資料、唯一一
套印尼吳雙磷水客海內外兩地經營僑
批業的印章、唯一一套毛里求斯水客
吳松興22枚僑批局外文地名印章，還
有兩塊一套的梅州最早開設的「大生
銀莊」牌匾等，正是這些重量級的珍
稀藏品，奠定了他客屬僑批收藏第一
人的地位。
囊括了梅州籍水客熊耿基個人簡

歷、水客執照、水客證、海關進口報
關單、九龍海關進口行李物品完稅收
據、入關的貨物放行單、港幣牌價折
算輔助賬清單，派送僑款僑物收據等
全套共463張的水客業務資料，是魏
金華的得意珍藏之一。與批局牌匾相
比，全套水客資料可謂「得來全不費
工夫」。
2010年前後，梅州城郊三角地拆

遷，一個小販趁機收了大批物品，當

中有一鐵
皮箱，裡面全是簽
收單據。魏金華跟當地很多
小販都混熟了，也常拜託他們幫
忙留意紙質文件。因此當小販馬上給
魏金華打了電話，魏金華過去一看，
所有單據品相完好，就全套買了下
來。直到回家逐一整理，魏金華才意
外發現資料齊全，囊括了水客業務流
程的方方面面，非常難得。魏金華說
自己興奮得三天三夜都睡不着，就連
走路都兩腳生風。
「這就是收藏的樂趣，有時候過程

很磨人，也會有一些意外驚喜。」更
讓魏金華欲罷不能的，是一紙僑批背
後隱藏的深情故事，或者是華人海外
創業的艱辛，或者是夫妻間的濃情蜜
意，或者是華僑情繫祖國、支持抗戰
的大義……
在魏金華的帶動下，梅州還掀起了

華僑史料收藏熱，為研究梅州華僑歷
史以及梅州與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留下
了珍貴資料。魏金華說，「紙質文件
本來就難以保存，加上南方潮濕，藏
品在專業機構能夠得到最好保護、利
用，以後我還會加大捐贈力度，希望
僑批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很多人知道沙魚涌，是因為那場舉世
聞名的文化名人大營救——香港淪陷
後，從香港撤離的部分文化名人從沙魚涌
港口上岸，再轉移到內地，茅盾、鄒韜
奮、何香凝等都在其中。其實，歷史上沙
魚涌還發生過很多驚心動魄的故事，且大
都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沙魚涌郵
路就是其中之一。
在兩封印尼寄回梅州大埔的僑批中，
記者發現「香港沙魚涌大埔縣大麻岐峰
鄉，家兄耿彬收啟，旅吧城廖衍彬緘」的
字樣，雖然信封紙已泛黃，但上面的字跡
依然清晰。只見信封正面貼有兩枚
「5CENT」、「10CI」字樣的印尼郵票，蓋有
吧城1940年11月23日郵局日戳，以及大
埔縣大麻區落地日戳等。信封背面蓋有二
枚郵戳，內容為「廣東廿九年十二月十四
日沙魚涌」和一枚香港英文地名戳。

交通封鎖 書信難得
這兩封印尼華僑在抗戰時期寄給家鄉
胞兄的信，走的正是鮮為人知的沙魚涌郵
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對中國海上
交通線實行全面封鎖，1939年6月，廣東

汕頭淪陷，南洋各國僑匯路線受阻。此時
深圳成立了國際郵件互換局，互換局輾轉
落腳在一個叫做沙魚涌的小漁村。
魏金華解釋說，從郵戳可以判斷信件

是從印尼吧城繞經香港，經沙魚涌互換局
再轉往惠州、河源、龍川、興寧、梅縣最
後到達大埔。不過，當時經沙魚涌的郵件
基本整包封發運送，僅有少量郵件蓋有
「廣東沙魚涌」郵戳，加上戰時郵件不易
保存，因此存世甚少。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兩件印

尼到梅州大埔的僑批，是目前梅州地區發
現僅存的兩封沙魚涌郵路僑批。正是沙魚
涌互換局的存在，才使得梅州地區一些僑
眷抗戰期間仍能收到有限的僑匯接濟。

愛國情—— 1937年10月，
馬來西亞各區華僑「籌賑祖國
難民傷兵大會」 在吉隆坡成
立，公推著名僑領陳嘉庚擔任
主席。從蓋有陳嘉庚印章的大
會愛國月捐志願書及捐款收條
等僑批證照中可以看出，梅縣
丙村華僑謝雲軒每月均捐款資
助。這也是當時南洋800萬華
僑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貢獻的
一個縮影。
兄弟情——民國十年十月，
梅州籍華僑張葆琮從印尼泗水
給家鄉兄弟張坤賢寄回一封僑
批並附贈「壯志歌」一份。
「兄所望弟者『志大』、『志
堅』四字而已，須知有志者事
竟成」，從中可以深切感受到

身在海外的兄長對弟弟的殷切
期望和良苦用心，體現了客家
人百善親孝的優良品質和「入
學求知」、「崇文尚教」、
「耕讀傳家」的傳統風尚。
家族情——楊露義遺存的

僑批及資料共81件，時間最
早 的 為 民 國 七 年 （1918
年），最後的為民國三十五
年（1946年），前後時間差
別28年。楊露義在家兄遇害
後離別故鄉下南洋，以後從
未回鄉省親，但他每年都不
斷將僑匯託帶回鄉支持家嫂
及侄兒的生存和發展。楊露
義奉行忠孝節義支持家族親
人，見證了華僑思鄉戀家迴
腸九轉的親情故事。

一紙僑批家國情
廿載守護為己任

因為一本薄薄的《潮汕僑批論文集》，他瘋狂迷上了那一紙含

有貿易、金融、匯兌、郵政、交通、移民等諸多歷史信息的僑批

檔案。20多年來，他將家庭收入90%投入收藏，走遍了廣東梅

州各個鄉鎮村落，像「收破爛」一樣將一箱箱紙質文史抬回

家，把五層的房屋變成了倉庫。每一個夜晚，

他把收回來的紙片一張一張地整理、

分類、研究、歸檔，還到處

舉辦展覽向世人宣傳

這紙片中的家

國情懷。

他就是被譽為客屬僑批收藏第一人的魏金華，一個以華僑歷史守

護為己任的藏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梅州報道

魏金華散家財設檔案館 遍踏鄉鎮尋遺珍

■魏金華最早在
梅州建起廣東首
家由個人投資、
提供館場、藏品
的僑批檔案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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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志救國 憂思相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