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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华人的介绍
欢迎来到峇峇娘惹祖屋博物馆！这座祖屋博物馆由三间排屋所组成，这三间房子

乃曾氏家族自1861年所拥有。 

早在十六世纪，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来到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马六

甲、槟榔屿) 寻找商机 。有些中国商人和本地的女生结婚，而他们所生的小孩即

是“土生华人”或“侨生华人”。另外，也有土生印度人和土生爪夷人。 

而我们的是，一个土生华人家庭的故事 。 
 

家族肖像
自1861年起，已有四代的曾氏族人住在这间大房子。1985 年，这间居所开放让公众参

观。墙上的肖像是曾经住过这间房子的族人。男性土生华人被敬称为“峇峇”─ 先生

之意，而“娘惹”则意指女士。

曾清秀 
(1865–1919)

峇峇曾清秀是个种植

家。早年，他种植槟 

榔膏 ─ 一种可以作 

为医药用途的农作

物。之后，他转而

种植树胶，并为他

带来巨富。在胶园

里，员工们都爱唤他

作“戴着眼镜的大老

板”(Towkay Mata 

Cermin) 。如今屋内

所见各式家具均是曾

氏在此间居住时所使

用。他于 1919 年去

世，享年 54 岁。

曾生枝 
(1895–1983)

曾生枝是曾清秀唯

一被立为嫡嗣的儿

子。1917年，通过

媒妁之言，曾生枝与

何柔 碹结婚。其父

曾清秀去世后，他成

为了橡胶园的信托

人。他和何氏共育有

八名孩子。

徐如玉娘  
(1865–1933)

徐如玉娘是曾清

秀夫人。家族诸人

总爱唤她作“胖妈

妈”(Mak Gemuk) 。

曾清秀尚有三位妾

室，长妾黄树花娘 

(Nenek Cho) 一直住

在这间屋里，直至

1970 年去世。另外

两位妾室陈新玉和

陈秋喜则住在附近

的估俚街上。

何柔碹 
 (1901–1987)

何氏自小在东街纳街

的一个土生华人家

庭中长大。其父Ho 

Seng Giap, 也被大家

唤作“大哥”(Twa 

Ko)。何家以商号 

“Ho Siang Gap” 售卖

咖哩粉而颇富盛名。

何氏在五名兄弟姐妹

中排行最小。

A 会客厅

 
 

土生华人社群使用着一种混杂着福建方言和马来语言的峇峇马来语。

虽然采用了部份马来习俗 (adat)，但是保有华人特质也被土生华人视为是重要的事。这间面

积宽阔的会客室是用来接待尊贵的客人，而家族的男性也在此洽谈生意 。

这间会客室是侨生华人家庭的传统摆设，其中物品的对称性也展现了一个中国清朝官员的家

居摆设。

在这里，所有的摆设必须平衡、有组织，而家具也必须以二的倍数购置。

B



a. 丝绸画 (向北墙上)

居中挂着的是一幅展现“三多”、即“福、禄、寿”的巨型丝绸画。画中以“蝙蝠”(福) 、“

鹿”(禄)  、     “鹤”(寿) 的图案来点出“三多”的蕴意。

会客厅 (继续 …) B

b. 丝绸画 (向南墙上)

居中挂着的是一幅凤凰图。凤凰被列为中国传统“四神”中的第二位，亦被采用为历代皇后

的符号。这幅“百鸟朝凤”图象征了天下太平，百姓归于贤主。

c. 大门之上的木匾 

这块木匾是曾清秀于 1896 年迁入此房时 

所赠，其上书着：

 

 

 

此匾额为泉顺号所赠。

会客厅 (继续 …) B

“恭贺曾府清秀仁翁乔迁之庆 
    栋宇齐辉”



暗室

 

 

此间是年轻女子 (娘惹) 在无人陪伴下仅能到达的房子最前端。

门屏保护了珍贵女儿不被街上诸行人看见。如果女士们想要看看门屏外所发生的事情，就
必须透过门屏上的间缝窥视。

C 暗室 (继续 …)

a. 姓氏灯 (左)  b. 姓氏灯 (右)

手制姓氏灯被悬挂在每户人家门前。姓氏灯能让每户人家的姓氏、商号一目了然。此厅左

边的姓氏灯显示了商号 ─ 瑞兴，右边则显明了曾家姓氏。二十年代当这条街上尚未有电

流供应时，这些姓氏灯乃以蜡烛点亮 。

C



天井 

 
 

在荷兰街上的房子长约 160 尺、宽约 55 尺。这些土地是在荷兰统治马六甲时期划定的。 

房子的左右两侧并无窗户，所以博物馆内的通风和採光主要倚靠屋内的四个天井。雨水 

降在天井内，除了可以带来凉意外，水所喻意的财富，亦被相信可以为家宅带来福气和 

兴旺 (ong) 。

a. 梯级

这间房子的另一特色是镀金的楼梯。在建

造屋内梯子时，并没有使用钉子。这是因

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唯一能使用钉

子的时候，乃是钉上棺木的时候。

楼梯上是暗八仙的图案，暗八仙是八仙所

使用的八种器物，分别是蒲扇、葫芦、花

篮、荷花、宝剑、竹笛、鱼鼓和玉板。这传

说中的八位道教仙人代表了不同的人生状

态 ─ 贫、富、贵、贱、老、少、男、女。

D

a. 梯口打开

b. 梯口与折叠式屏板上锁

梯级与折叠式屏板
欢迎来到起居室。这楼梯展示了十九世纪的保安特质。梯上的折叠式木板可以与梯口的小门

合叠上锁，除了可以防止盗贼潜入楼上起居室，也可阻止小孩在夜半时分下楼玩耍，甚至不

让丈夫夜归。

E



新人房

这里曾经是曾清秀、徐如玉，以及曾生枝、何柔碹的主人房。

今天用来展示新人床铺的原来面貌。

土生华人的婚礼一般进行十二天，当中包括举行喜宴、仪式。 

新人房的布置被视为是其中一种仪式，在婚礼进行前需由家中的年老妇人 

指导布置 。 
 

a .  新床的祝福仪式

当新床布置完毕、且经过本地印度香 stangee 的香薰净化后，祝福即可开始。在择定的日

子和时间, 一位被指定的家族年轻男性成员会在新床上翻滚三次。必须注意的是，这位年

轻男子的生肖必须和新人的生肖相合。这个仪式是祝福新人多子多孙，且嫡子将是男生 。

F

c. 春桌仪式 (乐趣和游戏)

春桌仪式是新郎、新娘第一次以夫妻的关

系一起用餐 。仪式进行时，两人会一起玩个

游戏。在桌子底下，新郎如果能把脚放到新

娘的腿上，那他将是一家之主。然而，新娘

如果能够把她的脚放在新郎腿上，那她将

主理家事 。

当新婚夫妻正在用餐时，旁观者也将观察

桌上的蜡烛。放在新娘一方的蜡烛代表了她

的年寿，而摆在男方的则代表了其年寿。烛

火燃烧得最久的蜡烛将说明哪一方年寿最

长。当然，为了公平起见，大多数家族成员

将同时熄灭两方的烛火。

b. 新郎和新娘的服饰 

这是 1917年 12月曾生枝和何柔碹结婚时所

穿的新衣。在十九世纪，婚服购自上海，或

由旅居新加坡的上海裁缝裁制。这样的服

装曾经流行于中国的清朝 (1644 – 1912) 。

新人房 (继续 …) F



a. 生日

生日的庆祝有其重要意义。这件衣服是在如玉娘 (Mak Gemuk’s) 庆祝七十一岁生

日时所送。那时她必然穿上这件宫廷式的服装，并以派送红包 (ang pow) 给孙子们 

(cucu) 和来访亲戚的形式来分享她的喜悦。

生日与葬礼陈设

在喜宴上，主人家将会准备多道菜肴， 

包括喻意长寿的面线 (mee suah) 、喻意甘

甜生活的糖水汤圆 (kuih ih) 、喻意多子多孙

的鸡蛋。这是家族同庆同乐的时光。

G

b. 葬礼

蓝色几乎已成了土生华人葬礼的同义词，即使在葬礼上吃的糕点 (kuih) 色泽也是 
以蓝、白色为主 。

当曾清秀于 1919年去世时，家中所有的神像都被铺上白纸 。丧礼灯被悬于屋外， 
告知城中诸人屋主已经去世。

土生华人的葬礼天数必须是奇数，且时长 7  至 31天！

生日与葬礼陈设 (继续 …) G



娘惹的娱乐

a. 麻将桌  b. 纸牌

麻将和纸牌是娘惹们最爱玩的两种游戏 。麻将是一种四人游戏，其玩法是透过牌 

子设立牌局。

娘惹柔碹喜欢用打麻将来消磨时间，打麻将也是她和女姻亲或其他亲属交流的方

式。她总爱坐上三轮车到东街纳街自小长大的故居去找几位女性亲属打几圈麻将。

纸牌也是麻将的一种，但玩法较易、费时亦短。

 

 
年轻娘惹和年老娘惹的服饰                 
年轻娘惹会穿上以一件花边上衣和一件叫沙龙 (sarong) 的 baju kebaya 。她会以一种叫 

kerosang (第一个称作 ibu，意指母亲，余下两个称作 anak，意指孩子) 的胸针来固定上衣。

她的头发也会挽成髻，并以三枝别针固定好，这个称作 sanggul 。

请到楼下进行第三部分的游览。

H 祠堂

土生华人至今仍保存着一种混合着道教、佛教和祖先祭祀的宗教信仰。祖先祭祀是透

过孝道来展现对已逝长者的尊重。

这间祠堂乃用来祭拜曾家的祖先，目前一年仍进行七次的祭拜 (semahyang)，其中包

括了祖先的生祭及死祭、万灵节、农历新年和中元节。虽然目前有些家族成员是基督

徒，但是他们仍尊重敬拜祖先的习俗，以及珍惜一家团聚的时光。

a. 周飞燕的祠堂遗像

身为长子，曾清秀在这间祠堂里收藏了其父母的神

主牌 。

在祭坛的墙上挂着曾清秀母亲周飞燕 (1845-1903) 

的遗像。这足以说明一个土生华人家庭的传统 。在

社会上，峇峇扮演着活跃的角色，相反地，年轻的娘

惹不被允许掌管家事。很多传说讲述的凶恶婆婆是

不可忽视的角色 。

I



b. 曾清秀的葬礼

曾清秀的葬礼极为盛大。1919 年 11 月 26 日 

 《海峡时报》报道：

“已故曾清秀局绅的葬礼已于昨日举行。出殡

队伍于早上 11 点 45 分从其荷兰街住家出发

至位于柏灵吉 (Peringgit) 的家族墓园。曾氏

安息于此。 

出殡时的用伞是近十年来马六甲最好亦是

最贵重者。“

祠堂 (继续 …)

c. 曾生枝与何柔碹的家庭

曾生枝和何柔碹的长子生于清秀逝世后几年 

的 1923年。他们二人共育有四男四女。这些 

孩子各自为家、繁衍后代，如今这个家族已 

有第七代子孙。

这张照片摄于40 年代。

位于梳头仪式展示旁的家庭照

I

J

梳头仪式

此展示了其中一项土生华人婚礼的仪式。梳头 (Chiu Thau) 是一项代表着由少年步向

成人的仪式。新郎和新娘将于婚礼举行前、在各自家中进行此仪式。

Sam Kai  是用来祭拜最尊贵的天公。它通常摆在面对大街的会客厅。竹托盘 (niru) 象

征世界，新娘或新郎将踏上竹托盘，然后坐在一勺米之上，这个仪式叫 Gantang。

在这个仪式中，送嫁姆 (Sang Kheh Um) 将协助新娘，而一位老先生 (Pak Chindek) 将 

协助新郎。

新娘或新郎坐在 Gantang  上，腿上放着通书，身侧也有一些物品，提醒着他们即将

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这些物品包括了喻意行事公道的尺、夫妻平等的剪刀、警

惕谨慎的剃刀、趋吉避凶的镜子、梳子及代表三又二分之一世代的 3 又 2 分之 1

公尺长的线 。

K



饭厅

 
 
a. 长桌

Tok Panjang，就字面意，指长桌 — Tok 是福建话的“桌子”，Panjang 是马来语的“长”。

就曾家有八个小孩而言，长桌子是必备的。老一辈的家庭成员多以手捉饭吃，而有些 

成员则受了西式用餐的影响而改用餐具。在这间房子里，晚餐是于七点正开始。时间 

一到，大家都坐在饭桌前。餐桌上是典型的土生华人菜肴，如鸭汤 (itik tim),  黑果 

(buah keluak), 豆瓣酱炖猪肉 (babi pong teh), 和辣椒酱 (sambal belacan), 而虾膏  

(cincalok) 是必备的。

b. 娘惹瓷器 

土生华人以瓷器 
闻名。不同的瓷器
用于不同的场合。

蓝和白色的瓷器则

用于葬礼上。

日常使用的瓷器则 

是购自新加坡罗宾 

逊公司的英式碟 

子。约翰兄弟是当 

时著名的瓷器品牌。

红色瓷器常用于特 

别的庆典如生日和

婚礼。

L 厨房

厨房是土生华人家庭的心脏地带。在这个家庭里有两个厨师 。主厨负责到菜市场
购买食物，二厨则会捣碎香料、清理鲜鱼。

房子的女主人会监督烹煮的过程。

M



a. 捣碎缽 ( pounds)

一个娴淑的娘惹必须知道如何正确地捣碎峇拉

煎 (belacan)。有经验的家婆将会从捣击的声音

节奏中看出该娘惹是否适合自己的儿子。捣碎

缽用来去掉米糠、捣碎调味品和峇拉煎。这些 

捣碎缽可以在印度、马来和华人家庭中找到。

c. Putu Mayam 制作器

相较于烹饪，何柔碹喜欢烘焙。其中一项她的 

拿手烘焙点心是印度式的 Putu Mayam。曾生枝

很喜爱妻子烘制的这个点心。但是，这是个劳累

的工作，因为她必须蹲着挤压食材。曾生枝为了

让何柔碹能够舒适地完成这项工作，因而将器材

改装在长凳上。曾生枝非常享受观看妻子烘制各

式午茶点心 (kuih muih)。

厨房 (继续…)

b. 冰淇淋制作器

家庭成员还有着他们去杂货店 (keday) 购买 

冰块、香草或草莓口味香精，还有炼奶的记

忆 。小男生们会轮流搅动着冰淇淋制作器的 

轮子至少半小时，之后就能享用他们辛勤劳 

动的成果 。

M

d. 灶

这个家里有两个灶头 。一个在此处，另一个在房子后头，多在准备节庆食物时用。这个灶头上展示

了一个总铺 (chong poh) 日常会使用的器具，如蒸饭或熬汤用的锅子、煽火用的扇子。

 
洗澡间
这间房子仅有两间洗澡间，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

其中的设备也并不吸引人，且採用中式的蹲式厕所。

厕所  ( jamban) 是个有个小洞的台阶，石灰 (kapir) 倒入小洞里，而切好的纸张 (chor chua) 用来清理 

自己 。使用厕所时，平衡感必须拿捏好。

一直到60年代前，马六甲并没有排水系统，全采用吊桶收集污秽物。一个清理污秽物的工人会来到

家门前收集几天的污秽物。他带来一个干净的水桶，清理污秽物，再把桶子带回去清洗干净。

厨房 (继续…)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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