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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外旅遊時，很少參加旅行團。因為希望不僅用腳去走，用眼去看，也『用心』去玩。
有本名為《旅行是為了扺達內心與遠方》的書，讀後心有戚戚焉，覺得自己有幸忝為此類
人。況且，有的時候，一些奇麗的景色，難忘或有價值的際遇，都是從那趕不上計劃的
『變化』中，體會到的樂趣.
前不久，我去了紐西蘭的奧克蘭 (Auckland) 玩，除了高低起伏的草原；片片的帆影外，
身邊最不缺乏的，就是層出不窮的『意外』。現在要回顧的，就是其中一樁。
因為自己有個『中國]胃，所以，每回出門前，我都會上網找找看，在我住的附近是否有
中國餐舘，必要時，可解饞。因而，我知道在奧克蘭的 Dominion Road 上，可吃到中國美
食。可惜，從我住的旅舘，要搭巴士才去到。
到埠後的第三天，我認為該犒賞自己，遠征那兒，大快朶頤。到了巴士站後，遍尋不著該
搭的那路巴士。我懷疑自己的巴士號碼有誤，所以，看到離我不遠處，站著一位亞裔面孔
的年青人，我就移步過去，用英文向他求證。他笑著搖搖頭，一面拿出自己的手機，一面
用中文對我說：
【我幫妳查，要到哪裡搭車去『倒霉』路】
聽他用這樣的諧音來稱這條路，我噗嗤笑了出來。他看到我笑，很慧黠的說【妳去過，也
會這樣說的】
在站牌前，望眼欲穿，巴士仍遲遲不來，也聽其他的人抱怨道【常有此事】，我禁不住作
如是想：那條路會被冠上如此不雅之稱，交通工具三不五時的脫班不來，大概難辭其疚
吧！
等車時，閒著無聊，把手機拿出來，想對這條路的來龍去脈有些瞭解。這一上網，居然看
到吸引我的信息。欣喜之餘，原本有的煩躁，也一掃而空。
由最初的食指大動，再加上路人的無心之言，卻由此得以增長見聞。瞭解了一點紐西蘭華
人的移民史，和對華人在奧克蘭的發展有個概念。雖祗是皮毛知識，但能寓學於旅遊中，
是一大樂事。
紐西蘭華人歷史
一直到１８６０年代的後期，華人才開始去紐西蘭討生活，但是從來沒有蔚成風氣，因為
紐國有接二連三的反華措施。如１８８１年開始，每個華人要交１０英磅的《人頭稅》
(poll tax)以及施行《噸位限制》(Tonnage restrictions)，也就是載貨１０噸的船，衹准許１
位華人乘客。這兩種極端歧視的法案，直到１９４４年才取消。可是，華人移民仍不受歡
迎。所以，直到１９８０年，華人祇有千人左右，僅佔紐國人口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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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紐西蘭的移民政策來個大轉彎，從此，成千上萬的華人，就絡繹於途的到這
國家來，轉換人生跑道。根據紐西蘭２０１３年的人口普查資料，現有十七萬多的華人，
佔全部人口的４.3% 於其中，有近七成的人，也就是十一萬兩仟人左右，是居住在奧克
蘭，佔現有一百四十一萬居民的 ８.4%

多明尼亞路 (Dominion Road) 及華人在此的發展
多明路是位於奧市中
央區裏，一條縱貫南
北的交通動脈。據非
正式統計，每週巴士
乘客的流量超過五萬
人。它除了繁忙外，
也以路面很多是筆直
的長路而出名。可
是，在２０１０年
代，政府屨有重新規
劃很多地段和改革此
地交通的方案提出，
但又沒有可行的對
策，弄得人心惶惶，
地價也高漲。如此一
來，大大降低當地人
民的投資意願，也使
得要招租的空舖增
多。再加上乏人維護
市容，滿街垃圾，很
是荒涼。

正逢此時，大批湧進奧市的華裔商家，有三成左右，是選擇住在中央區的，他們正盤算如
何為自己帶來的資金，找個出路。這條路所隱藏的『危機』，卻讓他們看到了投資的良
機！就這樣，以餐館、美容品，保健品，和地產業為主軸的華資店舖，如雨後春筍的開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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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摩爾 (Balmoral) 這一地段，一半以上的商業為華人所經營。頗讓我訝異的，巴士在
此一站的站牌號數是『發』的諧音８４１
８。這就是當地人，對中國文化的接納吧！
就居民的族裔來說，在１９９１年時，華裔
祗佔 5%但是到了２０１３年時，卻已升至
１８%但是，相對的，本地人就急速流失
了。衹佔居民的３% 一增一減之間，紐西蘭
裔竟變為少數民族！看到如此的變遷，我又
不禁想到：『倒霉路』大概是那昧平生的中
國小伙子為紐西蘭人打抱不平吧！

下一站：多美路成為唐人街？
因為這股來勢洶洶的『黃』流，所以這條
路，也順勢的有個中文名 【多美路】。更
有甚之，奧克蘭的梅西大學 (Massey
University) 對各族裔作過調查後，於２０１
１年的報告作出推薦：將【多美路】定為奧
克蘭市的中國城。
此一論調，似乎巳得到有些市議員的共識。
可是，料想不到的，當這一想法，在中國商
家的圈子裏，提出討論時，絕大多數的人，竟反對這樣的念頭。正如商會高層人士所言：
【我們想做有中國特色的生意來謀生，但是我們也想溶入整個社會，與各族裔共處，不想
把自己孤立，把這區定為『中國城』，衹會顯出我們與其他的族裔有別。】擲地有聲之
言，很值得喝彩！尤其在很多當地人感嘆【為何滿街都是華人】，而且政府官員也深有同
感的時候。

華埠的出現可能使華人被孤立
不容諱言，西方世界裏, 那種外觀看來，很『傳統』的中國城，是上一個世紀時，對華人
在他們的領域裏，可發展空間的一種侷限，也是在白人為貴的社會裡，唐人為免『弱肉強
食』的自保方式。它的成因，多少有些無奈的心理因素。
而今，舊日所謂的『白牆』已不再那樣高築，各族裔都有機會，大顯神通.不設界限的共
存共榮，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華埠』之名的出現，可能會被誤以為華人想『貴族化』
自己的族群，所以華人圈裏，才有 那麼高的反對聲浪。華人能有如此反應, 是可喜的現
象，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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