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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为一个多元社会播下了多元民族文化的种子，
扶持它、发扬它为一个现代化新加坡的基础。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占绝大多数，而新加坡华人当中又有部分不谙或不认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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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 Editors

者，我们都是统治者的臣民，华社正如其他社群一样，是属于要结束殖民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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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的一部分。独立建国后，华社还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为什么人们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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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发展过程所作的反思，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公民社会三分论，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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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注入新鲜的文化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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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华社会被时代抛弃？或许我们应该跳出旧的框框，提高层面，以较为宏观的
思维，比如说从一个公民社会的角度展望华社的未来。
公民社会自有其传统理论，并非时尚用语。当代政治学者经过对20世纪意识

公民社会强调的是自愿性，追求的是集体认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公民社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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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对的独立性。不过，它和党政权利系统并不对立，而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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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的关系。一个有效的公民社会，可以与国家作良性的互动，为国家的进步与
繁荣作出贡献。我国政要也曾屡屡表明，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效的公民社会。现
有的华人社团、各族群组织、宗教组织、行业组织、文化团体、职工运动或社区
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包容、多元、容忍。人们呼吁会馆打开门户，超越
血缘、地缘基础的传统时，强调的不外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应有的多元化。门
户开放有助于会馆的整合和资源的集中。同样的，当我们不断高喊发扬与传承中
华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时，出发点也不外是一个多元社会在文化与思想方面的多元
性。先贤为一个多元社会播下了多元民族文化的种子，扶持它、发扬它为一个现
代化新加坡的基础。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环，华社至高无上的使命是传承与发扬一
个多元社会的文化与传统价值观。
先贤可以顶天立地，感染无数热血青年，屡创辉煌，为什么我们不仅不能登
峰造极，反而要担心华社被时代抛弃？特定的历史条件当然是主因，但也不能否
认内在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权威时代的消失，也不在于机制，因为社团章程或结
构不理想，大可以改。问题是人为的，是心态的问题，是文化断层的结果。功利
主义成为主流，市侩的心态到处弥漫，利益集团到处滋生。基层趋于冷漠，有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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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的人望而止步，导致机制无法合理操作，无谓的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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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民社会角度着眼，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社团间广泛的对话，进行一些共同的活

华社同仁未来路任重道远，但亟需的是一阵深切的反思。跳出旧框框，从一
动，诸如配合政府政策全面培养幼儿对于母语的热爱，进行一些诸如调查赌场的
设立如何影响市民生活的社会问题等等。从边缘重新走进社会，华社才能在一个
公民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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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民社会角度看华社，可以发展较为宏观的思维，赋予华社新的时代使
命，从而鼓励与引导更多有抱负的人加入华社行列，通过华社的渠道参与公共事
务，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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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未来新方向 座谈会
日期： 2011年3月5日
上午10点至12点
主席： 陆绵坤、许福吉
记录： 苏笛

出席者： 林清如（怡和轩主席）、王如明（怡和轩副主席）、李志贤（新加
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学光（星雅集团主席）、朱添寿（南洋艺术
学院院长）、李文龙（怡和轩名誉主席）、赖涯桥（横河自控化系统
亚洲有限公司总裁）、柯木林（宗乡总会研究与出版主任）、谢声远
（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董事）、陈立发（科艺私人有限公司总裁）、
韩山元（先贤馆副馆长）、李业明（随笔南洋主编）
30年前，新加
坡华社经历几
个深具意义的
转变。首先，
传统华文中学
不复存在，
但出现了九
所特选中学。

陆锦坤

许福吉

2011年3月5日，应怡和轩文化组邀请，李志贤、吴
学光、朱添寿、李文龙、赖涯桥、王如明、谢声远、韩
山元、李叶明、柯木林等十几位来自企业、教育、文化
各界人士相聚怡和轩二楼会议厅，召开一场题为“华社
未来新方向”的座谈会。
座谈会旨在回顾新加坡华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探
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华社如何完善自
身机制、推进改革，在新加坡跨世纪腾飞中再担重任等
大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由怡和轩文化组组长、《怡
和世纪》总编辑、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和《怡和世
纪》总编辑陆锦坤先生共同主持，与会者或宏观着眼，提出
掷地有声的见解，或以史为鉴，就实际问题展开剖析，举一
反三。许福吉和陆锦坤两位座谈会主持人分别介绍了与会
来宾，交代了座谈会的缘起，并以精彩的承接及总结贯穿
全场始终，两个小时的讨论气氛热烈，又不乏轻松愉快。

林清如

接着，南洋大
学并入国立

大学，两家华文报也合并为一。那时新加
坡已经独立25年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
度后，国民意识的培养及塑造，显然成为
令人更为关注的问题。人们开始讨论华社
的未来，华人社团的存在如何影响国民意
识的认同？最后，宗乡总会宣告成立，接
着，大家开始谈，谈来谈去，谈了25年，
不外就是会馆要打开门户、吸收年轻人、
与发展传统文化这三面旗帜。
今天在座的多是参与华社活动的有文
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吧，我在想，是否换
个角度，是否提高讨论的层次，比如说，开
辟新思维，为华社的未来寻求一种理论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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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直强调华社这个概

得更远。我认为，整合可以从大会馆开始，大会馆

念？新加坡人口70%以上是华人，我们讲华社，到底

资源丰富，有良好的前提条件。等到大会馆做出了

相对什么而言？我们也常讲新加坡社会，华人社会与

一定成绩后，小会馆自然就不会忧虑了。

新加坡社会的关系又如何？各自如何定位？我想总
应该有一个大方向，华社是一个公民共同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个共同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力量！

李志贤

朱添寿
在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
里，我认为只要是华
人，就应该定义为华社

我非常赞同林主席所提

的一员。然而，因为新

出的宏观 思 考方向，这

加坡特殊的历史和地理

不仅 是一 个 新方向，也

条件，造成现在新一代

是一个美好愿景。然而，
任何理想或者愿景的实
现，都 存 在着可预 见或
不可预见的具体运作困
难。权威时代的消失，使会馆的章程及制度化成为不
可缺少的立身之本。没有可行、可信、可操作的典章制
度，问题根本无法避免。这不仅会造成无谓的内耗，
更使得许多年轻有为的人望而却步。进入华社，我自
觉是源于自身对于推动文化发展的使命感，这种使

人，心理上并不以华人
自居，而是以新加坡人自居。对他们来说，不懂华
文不讲华语基本上不影响生活，甚至可能讲英文的
生活状态更好些。所有的节日传承都已经如圣诞节
一样完全商业化了。年轻人根本接触不到文化的底
层内涵。无论是端午节还是中秋节，大家似乎都在
庆祝着节日，却还有多少人会联想到屈原或者中华
文化里那些关于中秋月圆人更圆的动人诗篇呢。
基于这种实际情况，我认为，在新加坡，以
血缘及地缘为主的文化传承应该是各个会馆努力的

命感有时却被一种更深无力感所困扰。我认同华社

方向。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华人，即使他生活在这

的功能及存在的必要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个现代的以英文为主的社会，也最终无法泯灭作为

来，华社必定也必然存在。然而，如何使这种存在

一个生命个体对地缘和血缘的归属感，正如同绿叶

成为一种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与根。所以，各个会馆应尽自己的力量，努力传承

达成各种美好的大目标，是值得深思的。

文化。政府的政策是宏观的，会馆则应着重自己的

首先，透明的选举制度很有必要。只有这样，

一部分。做好自己的一部分之关键，在于一个领导

真正有为并想为的人才会更有信心参与华社，成为

人，只要他不是以自己为先，不以私利为主，就一

推动文化发展的坚实力量。其次，华人社会讲的是

定会向社会展示出华社存在的必要性。

人情，人情在生活中的确重要。但是，在华社尤其
是华团的具体运作上，过分的讲究人情，会导致规
则章程的实施障碍。以会员出版物为例，如果通过
制度化来考核出版物的水平，合理运用会馆资源，
限定不必要或者水平一般的出版物，自然就会招来
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甚至不满。李资政和蔡天宝先生
关注到的也是运作的问题，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实
际，是当务之急。另外，对于前不久提到的会馆的

李文龙
定义华社，可以分三个
历史阶段。殖民地时
期，华社是在社会上的
力量很弱小的一个社
群。当时，一部分在各
个领域获得成功后的华

整合，其实可以积极地来看。会馆的整合，绝对不

人社群领导者，认为应

是消极的并购与剥夺，是为了更长足地发展与进

该保留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并且做为从中国来的

步。毕竟，停下来整理了行囊，轻装前进，才会走

移民，他们自觉地认为有这个义务做为一个血缘或

6 怡和世纪•2011年6月

专题
报道
者地缘的领导者。但这个时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

存语言，主导着文化。我却不完全同意。在日本，

力量都是薄弱的。新加坡独立后，更多华人南迁新

社会进步和寻求社会发展的靠的不是英文，而是有

加坡。很多的社会团体都来谈保护华人的文化传统

着汉字假名的日语。对于新加坡，我们可以重新思

和价值观等。这个时期，虽然华社政治影响力小，

考，发挥华社的资源优势，善用人才，通过一个合

但社会影响力大，因为我们是很大的社会板块。

适的媒介体，如出版物或者电影，使华文触及生活

很多的领袖出钱出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

中的各个视角，使大家有机会耳濡目染，年轻人不

为 Chinese community （华社）的一员，人家总是

可避免地接触华文。我们也可以考虑如何建立起这

把我们当成一个很敏感的族群。当我们想去争取利

样一个去处，有着如岳麓书院一样浓郁的文化气

益的时候，往往被扣上骚乱分子等帽子。当时所谓

息，使新加坡人有一个精神空间，可以休憩，可以

的华人社群都是受华文教育的人，而因为华社没有
政治力量，华社影响力很小。第三个阶段，中国崛
起，在世界地位提高，情况大不同了，很多原本只
讲英文的人，突然讲了一口不错的华文。
这是华社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记得当年领导
李氏总会时，我也面对了如何更新的问题，并提出
了新方向，新生命的概念，希望将社团平台扩展，
突破血缘和地缘，使大家对整个华社产生共鸣，以
在华社之间产生更大的凝聚。我觉得，是时候谈谈
华社如何在社会甚至政治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了。华
社力量的展示其实是可以温和的展示。还有就是如
何更新培养新的领导者。领导层不能断层，选拔新
人应该凭能力凭本事。有了好的领导者，华社是有
能力在各个方面产生更大的做为的。一个社会，只
有精神上的力量和价值观铸成了，才能长治久安。
新加坡应该把先贤的贡献永记史册，并以此时刻提
醒着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

赖涯桥

思考，可以追溯自己的根源。

吴学光
我常常迷惑或者说陷入
思考的问题：新加坡，
一个仅有600万人口的
小国，以英文为媒介，
是否能寻求到一条真正
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似乎很多人都认定，
正因为选择了英文，新加坡才能有今日的繁荣。但
是，这到底是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经济呢？文化的
重点不在于种类的选择，而在于你是否根植其中。
根深才能叶茂，无论是哪种文化，深入的了解才能
达其精髓所在。试问现在的新加坡年轻人，对哪一
种文化的了解有深刻的体会呢？如果不能思考文化
的真谛，无法发掘文化的内涵，仅限于初浅的工作
语言及文字，以及应用层面的狭隘了解，不仅根基
不牢，也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首先，我想探讨以管理

我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博大精深，

企业的方式来管理会馆

中华文化自然也在其中。目前的新加坡，华社面临

是不是行得通？企业面

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切实地推进自己的文化保护。我

对的是市场，财政年度

们这一代人，年龄都不小了，时不我待，我们还有

也有具体的量化分析和

多少时间可以为这块文化堡垒而努力？说到华社新

分解目标。刚才大家都

方向，我认为表面的工作不是重点，如何提升国

谈到了过去。我认为，

民对文化的认识，才是重中之重。在保留文化的基

在华社发展的初期，社团均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

础上，华社很有必要制定出全面、缜密、清晰、具

就是所说的精神，并因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后

体的工作方向，有操作性和全局观念。从本质上而

来，华社也办学校，华人争取公民权等等。随着历

言，这一切与中国崛起或者英国式微无关，这是社

史的尘烟荡尽，这些都已经被社会整体进化转型，

会走向更高境界的必须，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可

已经被大政府取代了。但是，我始终觉得历史是可

或缺的上层建筑。至于如何提高文化意识，巩固文

以改写的。以语言为例，虽然很多人认为英文是生

化基础，则需要社会贤达的深入思考。

怡和世纪•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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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木林
“孔家店”屡打不倒，
是因为孔子哲学愈久弥
新；孙子兵法千年不
败，是因为其中饱含着
智慧。华社的存在，则
是因为一种精神。什么
精神？排难解困，扶助
弱小，服务社会，办医
院，办学校等等。这种精神现在还在。只要精神不
朽，华社就永远存在，这就是华社存在的价值。如
果从面对挑战的角度来说，从历史上看，华社一路
来起起落落，风风雨雨，面对了无数挑战。但是，
无论社会基础如何变化，只要华社的精神在，而这
种精神在大家共识里是好的，就有存在的价值。
就会馆的发展而言，我曾经提出过三重五化，
三重即重新定位，重新调整，重新开拓。五化即观
念现代化，管理专业化，组织年轻化，活动多元
化，体制制度化。这是因为，华人会馆活动进入了
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配合新的需求，各会馆需要有
一套新的文化策略，作为今后活动的指导原则。同
时，会馆也应该积极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结合
会馆自身特征及条件，完善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
思路，使会馆的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韩山元
首先，华社的传统功能
已经消失。寻找一个新
方向势在必行。一个华
人社会的存在必定要有
三大支柱：华人社团，
华文和华文报章。很显
然地，有的支柱已经倾
斜了。我认为，思索下
一步的支柱的同时，也应加强巩固现有的支柱。那
么，哪些功能可以加强呢？简而言之有三点：努力
在新移民中发掘争取新会员；继续发传统的奖助学
金；协助解决老人问题。以我们海南会馆为例，乐
善居老人之家，是我们实实在在投入去做的，可以
说我们做的很好。
其次，关于加强华文和华语的使用问题。现在
我们会馆开会需要讲英语，海南话和华语。讲着讲
着，就全部讲英语了。因为吸收的年轻会员，很多
都是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事业上很有成就，讲
华语却相当困难。这也证明了双语教育并非有多么
成功。华人不能用华文，还是华社吗？关于这个问
8 怡和世纪•2011年6月

题，我不想展开讨论。但我觉得，失去华语，我们
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载体。
此外，以现代企业管理会馆的设想，应该小心
使用，否则很容易导致价值观的错位。社团靠的是
传统的人际关系，若换成市场规律，是不是谁有钱
谁的声音就更大呢？如果会员对会馆事务的投入及
彼此间的交往也从商业利益和实用价值考量，将会
引发更大的价值观失衡。从威权时代进入制度化时
代，没有完善的制度跟进，始终无法进入根本的制
度化。在过去，没有人挑战权威。章程不完善，问
权威就好了。现在，权威不在了，制度化又不如人
意，我想所有的会馆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华人社团
的愿景可以是无限美好，倘若不进入制度化，也只
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谢声远
多年前，我曾协助过福
州会馆的八邑同乡会办
刊，算是较近距离地 对
华社活动有一些了解。
当时，我 们 请了一 批 画
家，还有非常知名的臧
克家先生和周哲文先
生。那一次给我的体会
是，大家的合作非常愉快，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
就是把这个出版物做好。当然，我并没有深入地微
观地了解会馆的日常运作。其实，正所谓没有问题
就没有发展，应该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对待，那就
是带着问题工作，带着问题生活，带着问题前进。
看会馆的现状和未来，我觉得可以把愿景当作心底
里的一个奔头，怀着使命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
来看。如果只关注微观问题，很可能使我们处于一
个消极或者负面情绪里。关注小事，却不沉湎于其
中，着眼大局，各会馆之间应该多一些沟通，多一些
层次高的交流，以达到思想上及文化上的彼此关注与
认同。只有大方向统一了，理论架构才更加具体坚实，
行动上也就更具方向感。

王如明
华人的社团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变化的。就认
同而言，华 社最初的认
同是 对中国的认同，之
后 华 社的认同有了改
变，转变 成 对自己国家
的认同，并积极参 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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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设。华人团体除了发扬自己的文化，办教育，解困
济贫等等外，还渐渐培养完善了自身的使命感，先后
应大时代的号召，仗义执言领导了如1954年反对林德
宪制；反对立法院仅用英语，应采用多种语言；1957
年成功地为华族社群争取到了数十万人的公民权；领
导全民维护华文教育运动导致由陈六使领导福建会
馆倡办南洋大学建立的全民运动。
但自建国以来，我国的局势逐渐稳定，很多事项
渐由当局主导统筹，华社的活动范围也渐局限于文化
传承，济贫解困范围。
在这同时，华社社团也渐老化，在章程管理接班
等方面也应该加以注意与改善。
18世纪至二战前华社社团是由少数土生华人与
占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移民及其后代所组成，
他们都是以本身母语（各类方言或普通话）为家庭用
语。据估计我国华族社群的家庭约有30%目前已以英
语为家庭用语。
自1987年我国的教育政策，英语为第一语文，华
文仅为教育制度中语文中的一项课目，既第二语文，
华文教育已变成华文教学。
今后华社社团将思考中华文化与语言在我国的
应有的地位，它也将面对着在华社中的上述的三社群
如何互动融合的课题。
华社也面对新陈代谢，新章程制定，新管理制
度，接班人年青化，以及定位与使命的课题。
另一方面，也应考量如何与世界各地华社联系发
扬传承中华文化与语言。
华社社团应该是体制外而不是体制内的团体，也
应关怀民生促进经济生长社会进步，督促政府改善民
生，并在紧要关头为人民仗义执言。

上做得多好，政治上的大环境制约着，无所作为。
而眼下，是一个有利的大趋势，东方处于崛起状
态，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乐于见到英文为主的
社会，推动华文的发展。这种大气候下，华社的新方
向就有了着眼点。会馆的价值如何体现呢？除了精神
层面，具体的实用层面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讨论呢？
如果新加坡的华社能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成为领导者
或者中心角色，把自己放在一个整个世界的大棋局
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立发
今天大家对这个问题的
思考和探讨，虽然各自
角度不同，却都如石击
水，发人深思。我想，
在座很多人都见证了很
多历史阶段，自然会有
一些直抵人心的思考。
但是，就未来，就新发
现而言，我觉得大家谈得不多，似乎还有可发挥空
间。陆锦坤先生，李志贤副教授，都提到他们进入
各自会馆时间不长，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关注文化的
真诚和投入。这种精神，着实令人佩服。

总结
在座谈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与会者纷纷表示座谈会
有新意，有意义，也有收获，希望怡和轩日后能够
定期举办类似的交流研讨。座谈会两位主持人也分

李叶明
我对会馆的了解始于李
氏总会。当年，文龙宗
长提出了“会馆新生
命，新方向”，自己就
思考这个问题。通过今
天这个座谈会，才知道
这三个旗帜的渊源，包
括华社的历史发展。
做为一个新移民，可能自己多了一个从外面看进来
的角度。从80－85年的一切变化，其实是意识形态
的斗争的结果。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因素。而
这个结果，直接在新加坡表现出了华校被边缘化，
英校成了主流这一生态现象。韩老师提到的三大支
柱，华文教育首当其冲，这个支柱的坍塌，就会导
致另外两大支柱的彻底倾覆。在80年代，无论微观

别做了精彩的发言和总结。总编辑陆锦坤先生认
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巩固社团的效率，有使命，有
愿景地发展。当每一个社团都做好了，华社的整体
力量才会坚实，否则会逐渐萎缩，更别提飞得更高
更远。在实践过程中，有无力感是可以理解的。其
根源在于有些社团组织层不求更新，没有新血来注
入新思想，新方向，最终被新生代视为沽名钓誉，
不齿加入社团活动。因此，陆锦坤先生认为，唯有
完善章程，努力改进革新，与时并进，从而形成一
种符合现代的华族文化力量，才不会让华社步上消
灭之路。许福吉院长最后总结道，华社发展方向的
思维应该是多元的，开放性的，和而不同的，正如
海上的航标，远远的就在那边，如何乘风破浪向前
行驶的过程很重要，殊途同归更重要。一次座谈会
的结束往往是一个思考空间的打开，希望这次座谈
会产生的精神效益远远大于座谈会本身。
怡和世纪•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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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先生对话

现代企业家与社会承担
 蔡先生，近年来您和您领导的集团曾经大力捐助

 在现代化的新加坡，您认为私人企业界在推动教

教育和文化事业。做为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家，

育和文化事业方面，能做些什么较为实际与具体

您如何看待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这问题？

的贡献？

 我深信“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任何

 新加坡可以行善的机会非常多，每年可以资助的

人，尤其是企业，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应该

文教团体和活动不胜枚举，例如资助会馆和华

为在社会上较不幸的人奉献力量。新加坡的企业

社团体的文教事务就是一个好的渠道。企业参与

慈善机制相当完善，企业能够把部分的盈余回馈

文教活动可以量力而为，数额的多寡并非优先考

社会，不只能够减少公司税务的缴交，还能够为

量，最重要的是那一份心意和热忱。在文化方

社会到来温暖，是一石二鸟的升华作用，同时对

面，例如购票让职员观赏文艺演出，虽然数额不

国家的社会公益发展起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个

大，但在支持文化团体的同时，也让职员接受文

人认为“回馈”是一个值得发扬光大的美德！

化的陶冶，其效果非凡。在教育方便，如出资赞

Conversation with Mr. Chua Thian Poh, Chairman of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A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s view
of Chinese community affair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Mr. Chua,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seen you and
the group of companies that you oversee donate
generously in support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As a successful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
yourself, what is your view on entrepreneurs
taking on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 am a devout believer of the mantra ‘Give back
to society what you reaped from it’. Everyone,
especially corporations, should do something
for the less privileged in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ir means. Singapore has a healthy system
for corporate charity. When companies give a
portion of their profits back to society, it not only
reduces their company tax dues but also brings
hope and joy to the needy of the society. This,
I think, is a perfect win-win situation that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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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welfare in Singapore. I think giving back
to society is a virtue that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a metropolitan like Singapore, what realistic
and concrete contributions do you think the
private sector can offer to promote education
and culture?
Singapore offer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giving.
Every year there are numerou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bodies and events that are looking
for funding. One meaningful avenue would be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deavours of clan
associations and Chinese community groups.
Companies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social cause
according to their means, for what matters most
is not the amount they contribute but their show
of concern and support. Companies could, for
example, sponsor performance tickets for their

专题
报道
助较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习费用，或颁发奖助学金
给贫困的学生也是许多公司能力所及的教育事务。
 “华人社会”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我们常说华
人社会或社团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其实新加坡总
人口有70%以上是华人，您认为应该如何为“华
人社会”下定义？
 我认为“华人社会”是指以华文华语为母语，并
有责任承传中华文化、传统价值和道德观的社
群。事实上许多华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
觉的已经在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
 25年前时任副总理的已故王鼎昌总统在宗乡总会
的成立大会上呼吁，宗乡会馆应该认真考虑修改
章程，尽可能打开门户，吸收不同籍贯的同胞参
加活动。25年后的今天，内阁资政再作相同的呼
吁。您对这问题有什么看法？
 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会馆的生存与社会的演变
息息相关，如果会馆无法跳出原有的枷锁和框
框，固步自封，肯定会落在时代的背后，而最终
被社会淘汰。会馆开放门户，通过准会员的机







own staff. The amount may be minimal, but it
goes a long way to support cultural organisations
as well as offer cultural immersion for their staff.
In terms of giving to education, companies could
sponsor students from lower-income families for
their cost of studies or award bursaries for needy
students. These are worthwhile yet affordable
ways that companies can be involved in the
education cause.
The term ‘Chinese community’ gets used very
often, for example when we sa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r associations should do this and
that’. Given the fact that over 70% of Singapore’s
population are Chinese, how would you define
the term ‘Chinese community’?
I believe the term ‘Chinese community’ refers to
the group of people who views Mandarin Chinese
as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feels responsible to
pas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moral
values. In fact, many Chinese are unconsciously
playing such a role in their daily lives already.
At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25 years
ago, the late President Ong Teng Chong, who
w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then, urged clan
associations to seriously consider revising their
constitutions to break down their provincial
barriers to attract members from different
dialect groups. Today, 25 years later,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 sounded the same call.
What is your view on this matter?
The wheel of time is rolling forward. The survival
of clan associations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evolution of our society. If clan associations
cannot break through their historical rigidity
and exclusivity, they will be left behind by the
tides of time and eventually rendered redundant
by society. By opening their doors and offering
associate membership, they can attract both
members from different dialect groups and

怡和世纪•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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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仅可以吸引不同籍贯的同胞和新移民参与

 您曾经主张会馆考虑采用效绩指数制度，以顿促

会馆的活动，带动会务的蓬勃发展，还能够扩大

会馆理事承担责任。您是否会同意，会馆的领导

会馆的接触面。我个人认为只要修改后的章程依

工作其实是一种社会承担，或许需要一定程度的

然保留创会的原本宗旨和精神，基本会员的利益

使命感？

受到保障，会馆开放会籍应该是有利无弊的。

 会馆的领导应该都是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才会投入

 大批新移民涌入，特别是来自中原或中国北部移

为会馆服务。所谓的效绩指数其实是让每一届的

民的比例增加，您认为对传统宗乡会馆会带来怎

理事会和理事们定下一致目标，让大家朝共同的

样的冲击？

目标前进，同时可以按照所设的目标不时检讨不

 如果能够有效的接纳新移民成为会馆的一分子，

足之处，及时给予改进或寻求新的方向，这是团

对会馆而言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这些来

结理事前进的数据，大家应该以正面的态度面对

自中原或中国北部的移民，应该都是各方人才，

会馆立下的衡量指数。

可以成为会馆的资产，再者他们的文化和传统，

 李显龙总理曾经说过：“新加坡今天的成就，很

一定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会馆如果积极的给

大程个度应归功于先驱们的实干、勤奋和能干的

予探讨，应该能够找到邀请新移民加入的理由和

精神。”您认为新加坡的华人社团应该如何发扬

方式。新移民的到来对会馆而言是一个正面的冲

这种精神？

击，我们应该放宽胸襟迎接这个新的挑战。



new immigra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activities.
That will inject new vigour to their growth and
multiply their points of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I feel that so long as the revised
constitutions retain the founding mission and spirit
of the clan associations and the basic interests
of members are protected, there is more good
than harm for clan associations to open up their
membership.
We are seeing a relentless influx of new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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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immigrants, especially from Central and
Northern China. What
impact do you think
this phenomenon will
have on the traditional
clan associations?
 If our clan associations can integrate these
immigrants into our fold
smoothly, this is indeed
a golden opportunity.
Many of these new
immigrants from Central
or Northern China are
professionals, so they
can become assets to
the clan associations.
Furthermore, they bring
with the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If
the clan associations
could explore these options seriously, they will
come up with rationales
and methods to accept these new immigrants as
members. The arrival of new immigrants can be
viewed as a positive challenge to clan associations, and we should embrace this challenge with
open arms.
You have proposed that clan associations should
adopt the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system
to make the directors of the clan associations
accountable fo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Do you
agree that leadership in clan associations is in

专题
报道
 先驱和先辈的实干、勤奋和能干的精神是主要是

 会所的重建是让怡和轩以崭新的外观和增添的设

因为当时环境的需求而磨练出来的。他们为了给

施为会员的服务，这只是硬件的改进。怡和轩有

下一代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埋头苦干，努力耕

非常丰富和精彩的历史背景，他不只是新加坡华

耘，让社会稳健发展，国家日益强大。现在的新

人侨领和商界领袖人物的聚集点，同时也曾经积

加坡年轻人，缺乏危机和迫切感，自然而然的就

极的支援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参与区域性和

缺乏了早期先驱和先辈精神。现在全球环境与早

国家级的等重大活动。怡和轩应该可以把这些独

期的也大不同了，我认为在弘扬先驱和先辈可贵

具色彩的历史加以发扬光大，让怡和轩成为新加

精神的同时，也应该更加积极的去灌溉年轻一代

坡历史的重要据点之一。此外，怡和轩接下来可

正确的社会责任、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在这一方

以继续扩大慈善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和资助。

面，会馆蕴藏着其他社团组织无法拥有的丰厚传

 在个人事业方面，您有非凡的成就。您是否能讲

统文化资产，因此会馆应该积极发挥所长扮演更

讲您的奋斗经历，让怡和轩同仁，特别是较为年

加举足轻重的角色。

轻的企业家有个机会分享？

 您曾经为怡和轩的重建作了贡献，而且历任它的

 我凭持对事业的信心、恒心和决心开创了和美事

会务顾问。您对怡和轩这几年的进展有什么看法

业。我深信多听、多看和多读对事业会有很大的

或感想？请您就怡和轩的未来发展，发表您宝贵

帮助。对伙伴和客户的诚信也尤为重要！

的意见。







fact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perhaps, requires
of these leaders a certain sense of mission?
The leaders of the clan associations should
ultimately be driven by a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for them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ies. The
proposed KPI system is in fact for the board and
directors of each term to set a common target
for everyone to work towards. At the same time,
the KPI system allows each clan association to
review how far they have fallen short of their
own targets and implement remedies or set new
directions. It is an indicator that will help to
unite the directors to move forward, so I hope
everyone would view the KPIs set by the various
clan associations positively.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once said,
“Singapore’s achievements today are, to a
great extent, attributed to the spirit of tenacity,
diligence and capability of our pioneering
forefathers.” How do you think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today can demonstrate
this spirit?
The spirit of our forebear’s tenacity, diligence and
capability was forged mainly by the necessity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then. They
have indeed brought to bear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descendants. They worked very hard to build
a stable society and a prosperous nation. The
Singaporean youths of today lack the sense of
urgency and danger, so naturally they will lack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our forefathers. The global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since, so I
feel that while we should extol the exemplary
spirit of our pioneering fathers, we should also
actively teach our younger generation about the
correct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raditional









and moral values. The clan associations are
blessed with a rich traditional heritage that no
other organisations possess, so in this aspect, the
clan associations should take the lead to play the
role of educating our next generations.
You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ebuilding of Ee
Hoe Hian and has been serving as its adviser.
Where do you see Ee Hoe Hian heading in the
next few years, or even in the future?
The Ee Hoe Hian clubhouse was rebuilt to provide
our members with a refreshed outlook and more
facilities. These are just hardware upgrades. Ee
Hoe Hian has a rich and illustrious history. It was
not just the meeting point for Chinese community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Singapore, but also a
rallying point to suppor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Japanese War. It was also
represented in many regional and national-level
events. Ee Hoe Hian should exploit its uniqu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osition itself as one
of the bastions of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Apart
from this, Ee Hoe Hian can continue to expand
its efforts to participate and/or to fund charity
and social work.
You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personally. Can you share your experience with
your fellow members of Ee Hoe Hian, especially
the younger entrepreneurs?
It was with a confidence in my entrepreneurship,
sheer perseverance and dogged determination
that I have managed to build Hoe Bee into what
it is today. I sincerely believe that one should
listen, observe and read more, for that would
help you greatly in your endeavour.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uphold integrity towards your
partners and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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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华文树儿栽
怡和轩第三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第一届
怡和轩俱乐部于2011年4月3日上午成功举办了

颁奖仪式上共有20名毕业于邻里小学的中一生

第三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和第一届南洋大学毕业生

通过校方推荐，获得500元奖金；10名特选中学学

协会华文书籍奖联合颁奖仪式。新加坡贸易与工业

生获得1000元奖金。

部兼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先生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怡和轩俱乐部副

亲临为获奖学生颁奖。中国驻新加坡使馆教育参赞

主席谢万森先生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词，他在致词中

周建平女士也应邀观摩颁奖仪式。

阐述了此次联合颁奖仪式的特殊意义：“今天是南

14 怡和世纪•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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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学毕业生协会首次颁发华文书籍奖，却是怡和
轩第三次颁发。协会的颁发对象是邻里小学的小六
毕业生，怡和轩是颁给特选中学的中四毕业生，这
不单前呼后应，也是相得益彰，大家共同为提倡中
华语言文化献上一份力。”陈振泉先生在致词中提
到：“正是因为坚持了双语的教育方针，新加坡在
各方面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也强调：“政府的政
策需要民间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新加坡华人社团有一定的资源，有共同的价值观、
历史和传统，在协助政府推动母语教育的持续发展
方面，可以做很多事。”
在林清如主席和谢万森会长的陪同下，陈振泉
先生为30名获奖学生颁发奖金及奖状。谢佩芸同学
代表得奖同学表达了她认知华文独特、细腻之美的
心路历程。谢同学虽然来自马来西亚且就读于以华
文为主的独立学校，但是华文成绩一直不算出色。
她跟很多学生一样有着“学好英文，敷衍华文”的
想法，并曾抱着努力摆脱华文这个“包袱”的决心
去艰攻华文课程。在试图将一篇简单的华文课文翻
译成英文时，她感受到了华文独特、细腻的美，并立
志传承母语。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的采访时，获
奖学生及其他学生也纷纷谈及华人学习华文的重要
性和学好的华文的信心。

华文书籍奖颁奖礼

怡和世纪•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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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三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以及第

怡和轩会

一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华文书籍奖”的联合颁

员 来自不 同 领

奖仪式，我很高兴来到怡和轩主持这个深具意义的

域 ，都 是 新 加

仪式。

坡 社 会 的中坚

首先，我要恭贺所有得奖的同学，更要感谢多
年来为国家辛勤培育人才的老师。

分 子。毕 业 生
协 会 会员 遍 布

怡和轩有着光辉的历史，这里曾经是新加坡先

新马各地，是华

驱人物齐集的地方。这些先驱人物为文化教育作出

人社 会 宝 贵 的

陈振泉

巨大的贡献，他们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奠下了坚实的

资产。你们配合

贸工部兼新闻通讯艺术
部高级政务次长

基础。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选择在这里与怡和轩举

政府政策，默

行联合颁奖礼，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这里正是南

默的耕耘，为文化教育，特别是母语教育作出宝贵

洋大学的出生地。50多年前，先贤就是在这里宣布

贡献，是可喜可贺的事。我希望各有关方面，特别

南洋大学的创办。

是华人社团，相互呼应，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化教育

新加坡是个多元社会，政府坚持双语教育的政

事业。我很高兴地看到，除了这个书籍奖，怡和轩

策，即要年轻人掌握英语，以便在这个讯息万变的

最近也以实际行动，赞助了联合早报出版的“小拇

科技时代与人争一日之长，也要他们通晓母语，以

指”刊物。

便吸收并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正是因

同学们，比起我们的前辈，我们今天生活在一

为坚持了这样的教育方针，新加坡在各方面才有今

个更美好的环境，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是幸运的一

天的成就。

代人，大家要把握良好的时机，在学习道路上，百

政府的政策需要民间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取得

尺竿头，更进一步，遇到任何困难障碍，只要决心

预期的效果。新加坡华人社团有一定的资源，有共

付出努力，你们一定会有大好的前途。你们永远应

同的价值观、历史和传统，在协助政府推动母语教育

该记得饮水思源。

的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做很多事。

最后，祝大家事业、学业有成，安康快乐。

我是来自华侨中学的林明汛，今天非常荣幸能

感谢华社的前辈们，积极捍卫华文的堡垒，费尽苦

够站在这里。对我来说，学习华文的苦与乐都在这

心栽培华文幼苗，让我等从中获益，更让我倍受鼓

瞬间铭记。在全球化的当代环境里，像我们这样在

舞。我一定会积极上进，做个名符其实的双文化学

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更要坚

生，以求日后能为本地社会做出贡献，不辜负前辈

定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学习，以留住我们的根。作为

们所寄予的厚望。

一个对华文抱有学习热忱的学生，我一直都被中华文
化深深吸引，时刻用心灵体验那份厚重与悠长。

同时，感谢一路上扶持过我的所有华文老师，感
谢我的母校华侨中学营造了这么优秀的双语学习环

当前，在面临双语政策和华文改革等多重考

境，也为我提供了到中国浸濡学习的宝贵机会。在中

验之时，要学好华文，保持华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

华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中，让我深刻意识到什么是天

确不容易。作为学生，尤其是作为华中双文化的学

下意识、家国情怀。当然我也非常感谢父母的鼓励与

生，我深感自己身上的重任。感谢怡和轩俱乐部，

支持，成功时与我分享，失败时与我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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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尊敬的陈振泉高级政务次长拨冗主持怡和

校55周年的时

轩与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联合颁奖礼。也衷心祝

候，筹款设立这

贺在座各位得奖同学和你们的家长，你们应该为你

项“南洋大学毕

们的成就感到自豪。

业生协会华文书

2008年怡和轩举行成立113年庆典，重申发扬

籍奖”，以奖励

中华文化与传统的决心，宣布设立为期十年的华文

在小学离校考试

书籍奖，以配合政府培养双语人才的政策。这些年

中，高级华文考

来，怡和轩更吸收了很多认同其宗旨、来自各领域

获特优的邻里小

谢万森

的有识之士，共同以实际行动推动其他文化活动，

学毕业生。

怡和轩副主席、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

大大增添了华人社团的新气象。

今天是协

南洋大学对各位同学，甚至对有些家长来说，

会首次颁发这奖项，却是怡和轩第三次颁发。协会

却好像是很古老又很久远的传说。但是，新加坡的

的颁发对象是邻里小学的小六毕业生，怡和轩是颁

的确确曾经有一所叫着南洋大学的高等学府。它是

给特选中学的中四毕业生，这不单前呼后应，也是

一个动员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甚至非华人的支持

相得益彰，大家共同为提倡中华语言文化献上一份

而兴建起来的华文大学。在50年代中期，它是中国

力。

和台湾以外的唯一华文大学。

我在此呼吁各位得奖同学，在取得目前优异的

这所民间创办的大学在80年代走入历史。然

华文成绩之后，在下一个学习阶段继续修读更高层

而，它所培养出来的20多届毕业生，不但在世界各

次的华文课程，使优良的中华语言文化能一代又一

地和各个领域做出贡献，更多人到现在还执著于推

代地传承下去。

广、发扬中华语言和文化。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
理事们为感激母校的养育之恩，在去年庆祝母校创

最后，我以“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和得奖同学
共勉。

对于我，华文的学习，是一个自强不息的过

个顶天立地、饮

程。每当我感受到中华历史文化的魅力，被深深震

水思源的华中

撼之余，总会从心底里萌生出“我要做一个有文化

学生，以期日后

的人”的强烈愿望，从此，学习华文与中国文化就

能为母校、为华

成为一生的文化追求，渗透到灵魂深处。华语是我

社、为国家尽一

们的母语，华文是我们的根，当我们昂首于世界之

份绵薄之力。谢

巅时，支撑我们脊梁的不会是别的，依然是华族文

谢大家！

化的精髓。
书籍奖顾名思义是奖励用心读书、成绩优异、

林明汛
华侨中学

精通双语的优秀学生，我自认自己读的书还远远不
够，我一定会多读书，读好书，扩展自己的视野，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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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非常感谢怡和轩授予我这个奖项，同

体会到华文的

时，我也想借此机会，衷心地感谢我的母校——圣

内 在 美 —— 其

尼各拉女校的校长陈蕴嫦女士以及教导过我老师

实，华文所给

们。

你的不一定是
今天站在这里，我不禁回想起了中四时那段学

醍醐灌顶般的

习华文的日子。其实，虽然我来自马来西亚，且就

大彻大悟，而

读于以华文为媒介语的独立中学，但一直以来，我

是一种雨露润

的华文水准并不是非常出色，而且作为修读高级华

心田般的点滴

谢佩芸

文的我，只要在普通水准考试中考获及格的分数，

滋养，这种潜

圣尼各拉女校

就可以在初级学院免修华文。因此，那时倍感压力

移默化的影响

的我不禁有了“学好英文就可以，华文敷衍一下，

定会使你受益

把重点放在其他科目上”的想法。我想，那时跟我

一生。所以，从那时起，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无

有同感的人并不占少数。

论压力有多大，我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学好华

记得就在我想‘放弃’华文的那个时候，我

文！”

们正好在学《一条黑色的围巾》这一课，文章通过

现在，我真的和华文这个科目说再见了，但我

父亲为孩子送围巾这件小事，表达了父对孩子无私

对华文的兴趣却有增无减，我想在今后的日子里，

的爱。篇章文字浅显易懂，所以我突发奇想，想试

作为华人的我仍会尽力地去学习华文—— 我的母

着把课文翻译成英文，然而，在我翻译的时候，我

语。

却突然发现到了华文与英文的不同——也许文字是

最后，我想化用《荀子·劝学篇》中的一句话

可以翻译的，但那些蕴含在文字后面的丰沛感情却

来结束今天的讲话，那就是“君子之学以美身，凭

很难用英文直接表达，就在那一刻，我深深地发现

此精神学华文！”

到了华文的细腻与独特，也正是那一刻，我真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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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Hoe Hean Club & The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Book Prize(2011)
In 2008 Ee Hoe Hean Club set up a $100,000.00
Chinese Language Book Prize Programme which
spreads over 10 years beginning with 2009. Each
year a sum of $10,000.00 will be given out by way
of a book prize to the 10 top students($1,000.00 each)
from the 10 Special Aid School. Winner has to be
the school’s top student in over-all performance in
the GCE(Ordinary) examinations or the fourth yearend examinations where the school does not take
part in the GCE(Ordinary) examinations. The results
must include at least a credit in Higher Chinese
Language. The objective i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Higher Chinese Language by the students in the SAP
schools. The Club ha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the
programme in year 2009 and year 2010 when a total
sum of $20,000.00 has been disbursed by way of
Book Prize to the winners from the 10 SAP schools.
Acting in unison with Ee Ho Hean Club the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has also
decided in 2010 to set up a similar programme but the
recipients are top students from 20 neighbourhood
primary schools. For 3 years onwards beginning
with 2011 the Association will give out $10,000.00

each year to 20 top students ($500.00 each) from
20 neighbourhood schools. Winner has to be the
school’s top student in over-all performance in the
Primary Schools Leaving Examinations with at least
a distinction in Higher Chinese Language.
A joint ceremony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3rd
April 2011 at Ee Hoe Hean Club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izes to the winners for year 2011. The
occasion was well attended with the Club premises
fully packed by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and
members from both the Club and the Association.
Senior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Mr Sam Tan, was the guest of honour.
The Minister congratulated all the winners for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he teachers for their industry
and dedication in bringing up the young generation.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stering one’s
mother tongue so as to understand one’s culture,
values and tradi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its own resources, and can do much to compliment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the promotion of mother
tongue among the young.

第一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华文书籍奖

2011

List of Winn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Book Prize

Ahmad Ibrahim Primary School
Edgefield Primary School
Huamin Primary School
Naval Base Primary School
Woodlands Primary School
Ang Mo Kio Primary School
Bendemeer Primary School
Guangyang Primary School
Queenstown Primary School
Xinghua Primary School
Coral Primary School
Damai Primary School
Loyang Primary School
Meridian Primary School
Temasek Primary School
Bukit Panjang Primary School
Hong Kah Primary School
Qifa Primary School
Teck Whye Primary School
Zhenghua Primary School

余馨瑶
陈婉仪
乐辰宵
张世廷
陈佳仪
谢咏颐
姚文强
贾 琪
曾淑铃
白佳玉
刘为允
邓闽龙
蔡凯晶
郭润冬霓
张 棋
林颖敏
许淑香
蒋前锋
卢靖颖
王家汝

Yu Xinyao
Michelle Chan Yun Yee
Le Chen Xiao
Zhang Shi Ting
Tan Jia Yi
Jasmine Seah Yong Yee
Yao WenQiang
Jia Qi
Chang Shuk Leng
Bai Jia Yu
Lawn Wei Yun
Deng Min Long
Vanessa Chua Kai Jin
Guo Run Dong Ni
Tioh QiKun
Lim Ying Min
Angie Koh Shu Xiang
Jiang Qian Feng
Dylan Loo Jing Ying
Wong Jiaru

Mr. Chia Ban Seng, the 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and concurrently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Club , said that both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Club are 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He urged the winners
to double their efforts in the pursuit of
Chinese studies so tha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ld continue to flourish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e students toured the Pioneers’
Memorial Hall at the first floor of the Club
premises after the ceremony.

第三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

2011

List of Winners of Ee Hoe Hean Club Book Prize

南洋女子中学校
德明政府中学
新加坡海星中学
华侨中学
圣尼各拉女校
圣公会中学
立化中学
中正中学
公教中学
南华中学

佘雯雁
蔡伶仪
王梓人
林明汛
谢佩芸
郑旻莉
叶俊颖
张嘉航
孙启轩
陈嘉颖

Seah Wen Yan Jaslyn
Cai Ling Yi
Wang Zi Ren
Lim Ming Xun
Chia Pei Yu
Tey Min Li
Yap Jun Weng
Tiong Jia Hang
Sun Qi Xuan
Tan Jia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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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

无限风光在险峰

怡和轩名誉主席林

潼先生访谈

曾经有位名人，在回答记者做事是否为自己留退
路的时候说，不留退路，因为成功往往是在绝路里逼
出来的。听上去有些悲壮，但显然，说话者对于成功
有着不同凡响的追求与坚持。对此，林 潼先生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的理解：
“一切都是可能的。我所要的，
是不为自己找借口，乐于克服困难并迅速思变的人。”
他认为，做任何事必须要有只准成功不能失败的决
心，只有时刻提醒自己“输不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去
发挥潜能，解决问题，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
是能解决的。

The Cornerstone of Success
Honorary President of Ee Hoe Hean Club
An interview with Mr. Lim Eng Hong
A journalist once asked a famous person if he left a way
out for himself in all that he did. The famous person
replied firmly that he never did that, for, to him, success
is birthed in desperation. His reply may sound bleak,
but what he was trying to convey was his extraordinary
craving for success and doggedness in the pursuit. His
view has struck a chord with Mr. Lim Eng Hong. “To
me,” said Mr. Lim, “anything is possible. The person
I strive to become is someone who gives no excuses
for oneself, thrives on overcoming challenges and is
fleet-footed mentally.” He believes in embarking on any
endeavour with room only for success, and constantly
reminds himself that he “cannot afford to fail”, for only
then can one push his potentials to the limit in solving
problems. After all, there are virtually no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in reality.

Anything is possible
Mr. Lim Eng Hong is the current CEO of Avi-Tech
Electronics Limited. Under his watch, the company
has chalked up impressive results and garnered critical
acclaims, with a reach that spans many countries in Asia,
the Americas and Europe. Having been in the business
for the past thirty years, Mr. Lim has won fame as the
consummate Singaporean Entrepreneur who started
life disadvantaged. His childhood was spent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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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st point of his family financially. His father passed
away when Mr. Lim was only seven, and the burden
of supporting the family fell squarely on his mother’s
shoulder. Mr. Lim pointed out candidly, “When you are
poor, your only hope is for life to become better. Of
course, when you are at rock bottom, things can only
get better! Once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yone
in that circumstance will have the courage to go at
it wholeheartedly.” Mr. Lim benefitted from social
welfare when he was schooling. He did not need to
pay for his school fees, but he had to share someone
else’s textbooks, which earned him much scorn and
many cold-shoulders. He displayed a level of maturity
far beyond his age in those moments — he did not
pick up a fight, nor did he resort to one-upmanship.
Instead, he silently spurred himself on, saying, “Though
I am poor now, one day I will prove myself better off
than any one of you!” Thus, this fiery spirit has taken
root in Mr. Lim’s heart since his teenage days.
When Mr. Lim completed his secondary education,
he was eligible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Victoria School,
but his family could no longer afford his studies, so he
had to start working. In the following years, he worked
in a bank in the daytime and took night classes in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a
polytechnic and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respectively. His choices of specialisation have laid a

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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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有可能
目前担任创富电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林

中学毕业时，林

潼本有机会到维多利亚中学

继续求学，因为家里实在无力继续支撑他的费用，无

潼，在业界有着辉煌的业绩和口碑，事业版图横跨亚

奈放弃。之后的几年，他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利用

洲，美洲，欧洲等多个国家。三十年的商海打拼，林

业余时间在理工学院和新加坡管理学院分别修读电

潼已经成为颇有声望的新加坡企业家代表。然而，成

子工程专业和管理专业，这为他日后在自己熟悉的领

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林 潼的童年时代，正是家

域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及理论基础。三十来

里最清贫的时候。年仅七岁，父亲便去世，一家几口

岁时，林 潼已经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测试经理，事

人的生计，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支持。那时，作为家里

业发展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状态。在一般人看来，这

唯一的男孩，林 潼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养活自己，

是个很有吸引力也极具前景的职务，他似乎应该满足

帮助母亲担起家庭的担子。他毫不讳言地说：
“当你

了。此时的林 潼，却萌发了新的念头。一直以来，他

处于贫穷的时候，你唯一期望的，就是生活得好些。

习惯为自己设定目标，并为之努力。每当薪水达到一

当然，因为你已经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比这更糟的

定的数目，他就会问自己，下面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

了，如果有机会，你会有破釜沉舟拼尽全力的勇气。”

为之冲刺。做经理久了，工作变得单调而机械，日复

读书的时候，林 潼受惠于社会福利，学费等获得减

一日，全然没有了挑战性，他觉得，该是时候尝试点

免，但需要与他人共用课 本，经常会招到冷 遇和白

新的东西了。或许，心底里还澎湃着少年时代的志气

眼。每每这时，他都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不

吧，林 潼一直认为，艰辛的岁月是一段宝贵的磨砺，

争吵，不逞强，而在心里默默为自己打气：别看现在我

除了意志更为坚定，他比很多同龄人更渴望成功。一

过得贫寒，总有一天，我会证明自己，我绝对不会让自

旦机会成熟，他要实现更大的梦想。

己输给你！这样的志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在林
潼的心里扎了根。

firm profession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is
eventual pursuit in these areas that he has become
familiar with. He was already the Testing Manager of
an MNC when he was in his thirties, and his career
path was relatively secured. To many, that was an
attractive career prospect that he should have been
satisfied with, yet Mr. Lim started down a new path
at that precise moment. In the past, he used to set
targets for himself and work hard towards those targets.
Whenever he reached a salary scale level, he would
ask himself “What’s my next target?” and strive for the
new target. After staying in the managerial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he felt his work becoming monotonous,
mechanical and repetitive. Feeling himself starved of
the excitement of challenges, he knew it was time to
try something new. It could have been the fiery spirit
of his youth that was feeding his restlessness. In any
case, Mr. Lim has always felt that his impoverished past
was a precious period of refinement that toughened his
resolve and instilled a greater thirst for success than his
peers. When the opportune time came, he was ready
to scale greater heights.

Navigating the business world fearlessly
His break came in 1983, when Mr. Lim’s elder brotherin-law, who 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in the fishery
import-export business, got together a few friends in
the fishery industry who shared his idea of looking fo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y had already secured
the capital, but they needed someone suitable and
visionary to invest in. Before long, he singled Mr. Lim
Eng Hong out and persuaded him to quit his job to
strike out on his own. Mr. Lim accepted the challenge
with nary a moment of hesitation. He was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that he was familiar with and good at.
Before long, he hammered together a feasible business
plan and persuaded his investors to target the semiconductors market. As in all co-operativ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do occur. In his case, he had to allow the
twenty-odd investors to orientate themselves to each
other. Eventually, Mr. Lim was able to win the trust of
most of the investors to hand him the authority to run
the business. Normally, it would take between S$10 to
20 million to set up a semi-conductor company, but
Mr. Lim only had S$800,000 (which at that time was
a considerable amount) as his investment capital. With
such a tight budget to start work with, he barely had
enough to pay for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He was forced to make cost cutting the highest priority
and made sure that the barest minimum was spent in
all aspects of the new venture. In the first few years, he
even delivered the goods himself. Even till today, Mr.
Lim kept to this characteristic of rationalised management
and frugality. Avi-Tech Electronics flourished under
his direction, while his employees benefitted greatly.
Not long after the company was set up, it weathered
the 1986 financial crisis and survived. It went on to
demonstrate its tenacity by surviving the various financial
crises that came after.
In 1984, Avi-Tech clinched a partnership deal with
Texas Instruments, marking a landmark success sinc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ompany. The success of the deal
went beyond commercial profits. For a small, unknown
enterprise set up barely a year ago with no track records
to win the trust of big clients such as Texas Instruments
is no mere feat. Mr. Lim would make cold calls and
company visits personally to market Avi-Tech, with the
hope of making a break. When he knock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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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纵横何惧沉浮
1983年，机会终于来了。林 潼太太的哥哥，一
位长期从事渔业进出口生意的成功商人，以及他业界
的一些朋友，有投资的能力和想法，却一直没有合适
的方向及人选。不久，他找到了林 潼，建议他辞职
出来创一番事业。林 潼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要
做就做自己最熟悉的专业，林 潼很快制定了一套切
实可行的商业计划，并说服投资者，使大家对进军半
导体市场有足够的信心。任何的合作都避免不了产生
分歧，对于二十几个人的集团投资来说，磨合的过程
是必然的。林 潼最终以自己的能力使大部分投资者
信服，放心地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了他。经营一家半
导体公司，启动资金一般来说至少一千万至两千万，
而林 潼仅仅掌握八十万元（虽然在当时不算是小数
目）的投资金额，资金可谓相当紧张。买完必须的设
备及工具后，钱上更加捉襟见肘。没有办法，林 潼
必须一切以省钱为前提，尽可能在各个环节减少投
入。最初的几年，为了节省人手，他连送货都是自己驾
车去。这种理性经营，力行节约的作风，林 潼一直贯
彻到现在，因此发展壮大不仅仅是公司，员工成了最
大的受益者。公司不仅在成立不久后的1986年的金融
危机中得以生存，还顽强地抗击了之后的大大小小的
经济风云。

doors of Texas Instruments’ office in Singapore, they
initially had no interests to work with Avi-Tech. However,
an off-hand remark by one of the staff present at the
meeting caught Mr. Lim’s attention - TI had a batch
of thousands of damaged circuit boards that needed
to be scraped and replaced. Mr. Lim’s acumen as an
electronic engineer immediately saw an opportunity
and he requested to examine the circuit boards. He
led a team of Avi-Tech staff to refurbish the batch of
circuit boards, thereby adding value to TI’s product
and saving them from incurring losses in millions of
US dollars. For his quick thinking, he won the trust of
TI, and thus opened the door to doing business with
big clients. From then on, Avi-Tech was offered more
and more business deals from major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In 1986, Mr. Lim boldly decided to invest
US$ 3 million to procure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that
helped Avi-Tech secure its largest production order yet.
That successful deal marked the point when Avi-Tech
transited from the start-up phase to the expansion
phase. In the following twenty year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ccording to Mr. Lim,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5-yearly cycles of ups and downs, including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dot com bubble and the outbreak
of SARS. Wave upon waves of crises threatened to
unhinge the industry, putting the entrepreneurs’ wits
through tests after agonising tests. Yet, these upheavals
also moulded the spirit of tenacity of the company.
Indeed, one must weather the tempest before getting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e rainbow after. For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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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与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的初
次合作，可谓公司成立之后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成功。
这次成功的意义，大于商业利益的本身。当时，作为
刚刚成立一年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没有任何商业
记录，想赢得市场信任绝非易事。林 潼为了推介自
己的公司，经常主动上门见客户，以期早日打开局面。
当他来到德州仪器驻新加坡公司时，对方开始并没有
合作意向。交谈中，对方人员随口的一句话引起了林
潼的注意，公司有几千块因故损坏的电路板即将报
废并换新。林 潼以一个电子工程师的敏感，预见了
商机，他请求检查一下这批电路板。之后，他率领公
司一班人修复了这批板，为客户商品增值，挽回了几
百万美金的可能损失，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一扇通往
大客户的门自此徐徐开启，来自大型半导体公司的合
作与商业机会越来越多。1986年，林 潼果断地投资
三百万美金，购置了所需设备，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大
的订单，完成了公司从成立到发展的完美转身。之后
的二十年，用林 潼的话说，半导体行业几乎是每五
年一个循环，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泡沫经济再到沙斯
爆发，一次又一次的险象环生，从波峰到谷底，起起
落落间考验企业家的智慧，也锻造着企业的精神。不
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1998年，公司以杰出表现获
颁新加坡本地优秀50名中小型企业的奖励，并名列首
位；2007年，公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emplary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Avi-Tech was
awarded the top company among the recipien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of Singapore Enterprise
50 award in 1998. Avi-Tech was eventually listed
publicly in 2007.

Focus — the cornerstone of success
Looking back at what the company had gone through,
Mr. Lim Eng Hong has develope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rm ‘success’. He felt that
for a person to succeed, it is crucial for him to know
at any point of time what he is doing and to stay
focused. After being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or over three decades, Mr. Lim has always known
that that is the sector he is most proficient in. It is
only in this industry that he can fully flex his abilities,
helming the company and winning the trust of clients.
In every business negotiations with his clients, Mr. Lim
could always impress them with his solid,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knowledge. That convinced his clients that
they are getting a business deal that is backed up by
a creditable technical assurance. One of Avi-Tech’s
main business since it started is the burn-in process,
in which Avi-Tech would provide the test-bed service
for its clients’ new hardware, so that the clients could
avoid incurring huge losses if these hardware should
develop faults after installation. In order to gain an upper
hand in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Mr. Lim
tapped on his engineering experience to add value to
his clients’ product profit margins while providing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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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走向成功的基石
回顾企业走过的路，对于“成功”两个字，林
潼感慨良多。他认为，想成就一番事业，至关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时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保持专注的态
度。进入半导体行业三十个年头，林 潼始终清楚地
知道，这是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只有在这个行业，
自己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能力，为企业掌舵，赢得客
户的信任。每当与客户谈判时，林 潼在电子工程方
面扎实的专业知识便会显示出优势，使客户相信，合
作不仅仅是一单生意的开始，更是后台坚实的技术
保障。成立至今，林 潼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是拷机
（burn-in)，即为客户对新硬件进行较长时间的初始
测试，从而避免组装后可能出现的损坏而造成巨额损
失。为了能够在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林 潼利
用自己工程技术经验，为客户提供测试服务的同时，
也多次为客户实现在原有利润上的商品增值。此外，
他还利用自己所长，设计并建立了120套自己的拷机
系统（burn-in system)。如果从市场买进，这样的系
统一套需要投入10万，而林 潼每套只花了3万元。与
同行相比，从投入上他已经占据先机，当然，这还不
包括日后维续或者升级系统的人力财力节省。
如果说专注是林 潼事业成功的原动力，那么具
有前瞻性的判断力和严谨的企业管理便是他事业腾
飞的两翼。基于精密仪器行业竞争与起伏态势，林
潼始终冷静地寻找使企业发展更稳定的可能。他关

testing services. Apart from that, he also designed and
built 120 sets of burn-in system for $30,000 each on his
own. If he were to buy them from the market, each set
of such systems would cost him $100,000. In doing so,
he stands to gain a cost advantage over his competitors,
and that is not eve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various
labour and associated costs of subsequent maintenance
or system upgrades.
If staying focused has powered Mr. Lim Eng
Hong’s business to success, then his visionary sense of
judgement and prud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are the
two wings to helped his business take flight. Faced with
the competition and cyclical fluctuation in the precision
instrument industry, Mr. Lim would always keep a level
head when search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his
business steadily. H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apid
rise of the life sciences industry, noting that this sector
will receive wider and greater attention in an ageing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life sciences industry has
a great demand for precision instruments, especially
cutting edge, high precision equipment. Manoeuvring
for an early lead, Mr. Lim hired professionals in the
industry from America and invested in specialised
facilities catering to this sector. He hopes that Avi-Tech
will eventually be able to manufacture its own Charge
Coupled Device (CCD) digital display instruments and
other life science-related equipment by 2012. A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Mr. Lim’s one overarching
emphasis is frugality, which encompasses all aspects
of the company from manpower to finances. Over the

注到生命科学行业的迅猛崛起，意识到在一个人口
趋于老化的社会里，生命科学将愈来愈受到广泛的
重视。与此同时，该行业对精密仪器尤其是高精尖设
备将有更大需求。为了抢占先机，林 潼在美国聘请
了相关人才并进行专项投资。他希望在2012年，公司
能够研制并销售自己品牌的电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 数字图形仪器以及其他生命科学
方面的设备。说到管理，林 潼最大的体会便是力行
节俭，从人力到财力。二十五年来，无论是哪一次危
机的到来，林 潼从来都没有任何形式的裁员，因为
无“员”可裁。按人力资源的80％来聘请员工，追求
生产力的最大化。这样的做法，精简的不仅是团队，
更是很多与“人”有关的各种管理问题。现在，林 潼
已经培养出一批得力的企业管理者，他已经不需要像
最初的几年那么疯狂地工作了，对此，他不无自豪地
说：
“我很幸运，拥有一支很棒的团队。”
公司业绩令人瞩目，作为父亲，林 潼也同样有
理由骄傲。大儿子已经跟在父亲身边九个年头，工作
表现和悟性均令他满意，目前负责美国市场的工作。
从事银行业务的女儿，转轨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当父
亲的，一如既往地告诫：“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任
何时候都要发挥想象，路，始终有一条，等着你去发
现。”无论事业还是人生，态度如此积极，自然登得险
峰赏得美景。

last 25 years, Mr. Lim has never taken any measures
to shave off his staff strength, throughout all the
intervening economic crises, simply because there were
no redundant staff to let go of. He followed the policy
of employing 80% of the total human resource needed
while maximising productivity. In this way, he not only
made his staff strength trim and nimble, but also cut
down on the various personnel-related problems. Today,
Mr. Lim has nurtured a team of outstanding corporate
administrators who can share his load of running the
corporation, thus allowing him to back down from the
frenetic pace that he had been setting since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ompany. For this, he is justifiably proud
to declare, “ I am fortunate to have a great team.”
Apart from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of his
company, Mr. Lim has reasons to be proud of as a
father. His eldest son has been following after him for
the past 9 years, and has shown satisfactory results at
work as well as demonstrate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Mr. Lim Junior is currently in charge
of representing the company in the US market. Mr.
Lim’s daughter worked in the banking sector before
starting her own business. As their father, Mr. Lim
reiterated his mantra to them, “Allow only success. Use
your imagination all the time. There will be a way for
you, if you seek it out.” With such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business and life, it is small wonder that Mr.
Lim Eng Hong is able to scale great heights and savour
the marvellous view from the pinn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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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热情洒三江
怡和轩资深会员

会馆元老

水铭漳先生访谈
铭漳所受教育不多，13岁就开始在马华建筑公司
学徒，老板马允同也是三江人。水铭漳每天一大早
就要赶到办公室，打扫好卫生后，赶紧烧饭煮菜，
等工头们来了吃。工头们吃饭的时候，他也不能闲
着，谁的碗一空，就要赶紧帮忙添加。他自己呢，
就只好囫囵吞枣，草草了事，不然就会饿肚子。父
亲希望水铭漳成为一个机械师，可是他完全不感兴
趣，倒是对建筑无师自通。水铭漳打工经过的地
方，有一个建筑工地，经常在盖房子，每次路过，
他总是饶有兴致地根据建筑的规模算出可能的预算
和材料。1956年，水铭漳从东马回来，因为在那里
做生意累积了一些财富，他创建了代表父亲名字的
SAC，一家曾经铸就辉煌的水建筑公司。之后的几
年，他先后承建了柏龄大厦和十八层的 Hill Top 等
至今赫赫有名的建筑。1983年，华中学院因为建筑
问题被列为危楼，全部师生必须撤离。时任该学院

在新加坡众多以地缘为主的华人社团中，三江

监察人的水铭漳，不仅亲自参与建筑筹划和工程会

会馆算是成立较迟，规模也较小的。然而，从成立

议，连筹款活动也亲自参与。白天，他顶着烈日视

之日至今，三江会馆一步一脚印，踏实稳健，精诚

察工地，晚上，他召集相关人士集思广益。他还向

团结，发展态势愈加令人瞩目。随着近年来的门户

学生保证五年之后一定搬回来。如今，华中校舍巍

开放，以及新移民的踊跃加入，三江会馆更显示出

然挺立，全无沧桑，而这段历史，却依然为华中故

了其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精神特质往往与历史紧

人所津津乐道。

密相关，回顾三江会馆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一个

1974年，经过邵氏家族推荐，以及王陈李郑

人的名字，他就是三江会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会长，

四大家族的批准，水铭漳开始担任三江会馆会长，

被新加坡宗乡总会25周年纪念特刊形容为会馆元老

这一干前后就是近三十年。三十年里，他不仅在会

的水铭漳先生。

馆的管理和发展上付出了心血，也为会馆奠定了未

水铭漳祖籍宁波，1929年出生于新加坡，属

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任不久，他与时任副会长

于第二代移民。水铭漳的父亲水阿树，浙江宁波镇

杨子本一起组织三江慈善诊疗所，并亲自出任主

海人，曾当过船员，后来在上海开过洗染商店，来

任，刘南猛先生出任总务。1977年3月1日，三江

新加坡后开设建筑营造厂，生活渐渐好过起来。水

慈善诊疗所正式服务，聘请专业医生，购置医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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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为新加坡各族居民提供服务，只收象征性挂号

每年春秋两季，三江同乡都会聚集前来祭拜祖先，

费。成立二十多年来，成千上万病人从中受惠。除

不仅大大促进了同乡间的凝聚力，也为会馆带来了

了邵氏机构每年拨出专款捐助诊疗所运营外，三江

一定的经济来源。

董事和乡亲也会为诊所捐助。直到现在，挂号费也

极具前瞻性的水铭漳，在接下来的1989至1999

只是收六块钱而已。1980年，水铭漳为解决老同乡

年，历经长达十一年的努力，率领三江会馆，建成

的生计问题，热心推动并创立了安乐院，为老年同

了二十层楼的三江大厦，这是三江人的骄傲，也是

乡提供免费住所和基本生活费用，直到1983年院址

三江会馆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当问到三江

被征用而停办。

会馆做为较小的地缘群体，是如何与众多的福建人

水铭漳的远见卓识在三江公祠的筹划及建社过

团结融合，并且在发展中塑造了自己的特色时，水

程中展示的淋漓尽致。1982年，经济腾飞的新加

铭漳认为，这与最初三江的领袖们参加中华总商

坡对土地需求加大，三江公墓被政府征用。面临先

会，和其他地缘社群的领袖交流，建立起一定的友

人遗骨无处安放这一重大课题，水铭漳果断地决定

好协作往来是很有关系的。他认为，心胸和眼界都

筹建三江公祠。他与领导层一起，积极物色建社庙

要开阔，并多与其他社群沟通的做法，时至今日依

宇的地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水铭漳等人士多

然需要。

次与建屋局交涉谈判，三江会馆终于标得地段。之

现在，水铭漳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关

后，水铭漳及邵松青、金学松、董发昌、朱承民等

注着三江会馆的发展。目前三江会馆所属会员已有

付出无息贷款2万元，在建屋局规定时间内付清了总

五百多人，在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额20％的款项。当时，一直希望能够照顾好老乡亲

他感到很欣慰。谈到对于华社未来发展的看法，水

的三江董事部通过律师向建屋局要求，在标得地段

铭漳认为，重要的是发展新会员，并关注他们的融

建设庙宇和安老院，然而建屋局的答复是该地段只

入，尽可能地加强联系，偶尔喝喝茶吃吃饭，也是

容许建设庙宇，不容许建设安老院，尽管如此，水

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好机会。

铭漳没有放弃，他再三致函征服有
关部门，并和正副司理前往建屋局
当面陈情。会谈结果，政府容许在
庙宇里设立一间乐龄活动中心。建
成后的三江公祠是两层楼的中式庙
宇建筑，地面层前座设置神坛，后
座用来安放灵位。二层专供安放先
人骨灰，共可以放置六千余个骨灰
盒。整坐庙宇建筑实用面积约一千
五百六十平方英尺，周围空地栽种
花草树木，绿荫覆盖，宁静清幽。

三江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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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新春团拜报道

2011年2月3日午时，怡和轩门前锣鼓喧天、瑞

林清如主席新年致词

狮飞舞，掀开辛卯年新春团拜会热烈的场面。除了

“兔把春来报，教育开大道，配合农历新年，

主宾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阁下外，嘉宾包括大使

文化组以企业家办教育为主题，推出怡和世纪第13

馆公使衔参赞戴兵、参赞龚春森、周建平、各界来

期。企业家办教育不应该停留为一段历史，也不能

宾、怡和轩领导、会员及朋友，济济一堂。陈嘉庚

只是一种传统，因为传统是可以流失的。它应该是

基金主席致欢迎词，怡和轩主席林清如与魏苇阁下

别人牢牢记住的一种社会责任，一种使命。在这个

相继致词。魏苇大使在致辞中特别提到怡和轩与新

资讯时代，经济不断转型，教育事业跟着转型。教

加坡人民为新中两国友好往来做出的巨大贡献，再

育本来就是一种任重道远的人类灵魂工程建设。现

次肯定了怡和轩的历史价值。

在很多国家都在开发教育，不论你喜欢与否，教育
已是一种层面即广，幅度又深的大事业。政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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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如

推行的是一个不断改进的制度化教育体系，政府的
政策有赖于私人企业界的配合，企业家大有发挥其
才能与创意的空间。怡和轩的先贤留给我们最宝贵
的资产就是献身教育的精神，怡和轩会员当中绝大
部分是成功的企业家，此时此地，怡和轩表示期望
企业家重回教育岗位，应该是适当，实际的。谈到
先贤，有人说我动不动就提陈嘉庚。好吧，我就提
提陈六使吧，陈六使历任怡和轩主席20多年，任内
在怡和轩发起组织南洋大学。50多年前他就看出
一个人掌握多种语文的重要性。请看《怡和世纪》

过，我觉得应该强调的是，怡和轩的未来，取决于

第十三期第六页，有他讲过的话。他说过：“只通

我们是否能不断地更新领导层。

英文而不通华文者，在东南亚就像把自己锁在小天

大使阁下，几个月以前您到任，在一个欢迎会

地，在世界就等于自己放弃半壁江山。只通英文，

上我说过，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少说也有一百

华文而不通马来文，在未来的新马恐怕也难有作

多年的历史。要追朔这段历史，怡和轩正是最好的

为。”陈六使讲这些话的时候，中国还没崛起，也

地方。在这里，您发现的不会纯粹是那种寻找共享

没有人预料中国会这样快崛起。现在中国站起来

经济繁荣的热忱，你会发现新加坡人民所具有的患

了，大家才觉得应该学华文讲华语，我想陈六使九

难中的真情。作为两国人民长期友好关系的基础，

泉底下一定在捶心肝，他肯定在骂，“令父早就跟

这种真情远比一年几百几千亿元的贸易来往来得踏

你讲了！”

实，来得可靠和坚稳。

怡和轩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怡和轩一向不分帮

感谢大使阁下和使馆各位长官的到临，本人

派，这些年来致力于寻求会员在文化方面的认同，

仅代表全体怡和轩同仁，恭祝阁下与各位长官兔年

和宗乡观念比较起来，这是比较大的方向。我想，

安康，仕途得意。我也祝各位嘉宾与同仁兔年行好

这应该是越来越多人愿意参加怡和轩的原因。不

运，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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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盛绽满城春
难忘一片洛阳情
怡和轩会员携家属一行50人，于四月七日飞

怡和轩俱乐部是一间具有百多年历史的社团，

抵洛阳，参加洛阳牡丹文化节暨洛阳经贸洽商会。

是早期新加坡华人的最高组织。辛亥革命初期，怡

洛阳市政府高规格接待，除了进一步了解洛阳市各

和轩会员在新加坡组织了日本以外的第一个同盟会

方面的发展详情，团员们也深为洛阳各界的浓情厚

分会。在中国的八年抗战期间，陈嘉庚以怡和轩为

谊所感动。洛阳是文化重镇，也是旅游胜地，访问

总部，动员海外华人支援中国的救亡抗战活动。

团也一游附近的各个景点。访问团于四月十三日返

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怡和轩继续成为新加

新，一个星期的相聚，让大家有机会相互了解，增

坡各个领域成功人士齐聚的地方，在各方面配合政

进感情，是怡和轩最大的收获。

府的政策，为建设一个进步与繁荣的新加坡尽一

林清如主席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份力。

“去年，我们很荣幸在新加坡怡和轩接待郭洪

新加坡地小人多，人口五百万左右，面积却是

昌市长。在郭市长盛情邀请下，我们来了，一团50

洛阳的25分之一。我们喜欢到处走走，到处看看，

人浩浩荡荡来到仰慕已久的洛阳。首先，我们对洛

希望多学一点东西，这是我们生存之道。

阳市民致以最友好和热情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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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里是12朝古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中

第四，不外就是游山玩水。洛阳是当前中国旅

国。中华文化当中很多思潮，像道、儒、佛、理学

游城市、园林设计的龙头老大，景点美不胜收，我

等起源于此，百家姓当中好多姓氏的根也在这里，

们不会错过。

人家说河南就是中华文化最好的读本。我们希望能
吸收一点文化气息。

感谢洛阳市政府的浓情厚谊，你们对我们无
微不至的招待，令我们感动，令我们难忘。希望你

第二，是看花来的。牡丹花国色天香，洛阳牡
丹甲天下。不来洛阳看牡丹，会是一生的遗憾。

们，希望在座的来自各地的朋友们能到新加坡来，
也让我们，让新加坡有个机会尽地主之谊。

第三，恰逢洛阳经贸洽谈会。我们团里，很多

最后，我祝此番洛阳牡丹花会与经贸洽商会

是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希望有所收获，以促进新中

圆满成功，祝洛阳的牡丹继续不断地把美丽带给

两国在贸易与经济方面的合作。

人间。

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

洛阳龙门石窟

焦作云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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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期

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陈抗教授主讲

报道 ❙

苏笛

2011年3月21日下午2时半至
5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 光耀 公
共政策学院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
硕士学位项目主任陈抗教授，应
邀在怡和轩二楼礼堂举行了一场
题目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
经济形势展望》专题讲座。讲座
由《怡和世纪》总编、南洋大学毕
业生协会理事陆锦坤主持。陆锦
坤先生向现场公众简要介绍了陈
抗教授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
以及在专业领域的重要研究成就
后，讲座正式开始。
陈抗教授首先介绍了讲座的四部分主要内容，

也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如零利率和货币量化宽松

即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货币战争、贸

（QE，QE2）。扩张的经济政策及宽松货币政策正

易战争的可能性，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以

如当年三国之初魏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很

及经济形势展望。接着，他剥茧抽丝，透过问题表

可能造成美元在全世界泛滥的后果。在谈到欧元区

象，逐一深入讲解与分析。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

这个与美国联系密切，受影响巨大的经济体时，他

界经济格局这个论题上，他别开生面地以虚线分切

则着重分析了其矛盾的内在结构，以及由内外因共

成三部分的苹果图形来说明格局的渐成，即美国、

同导致的区域不平衡，即有些国家恢复乐观，对经

欧元区、新兴市场经济。从图示上看，这是个有趣
的“三国鼎立”局面。陈抗教授就“三国”经济分
别以：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及经济政策
等方面展开探讨，辅以翔实的数据及直观的图形，极
大地激发了现场公众对“新三国”形势的兴趣。

零利率和货币量化宽松

济复苏满意度高，而有些国家还远没有从金融体系
的严重内伤导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如希腊、爱尔
兰等国家继续衰退，政府债务危机，金融风险传导
到整个欧元区，使借贷成本上升，欧元汇率急剧波
动。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
等东南亚国家在内，陈抗教授认为，虽然这个经济
体受金融危机影响小，复苏快，但是由于这些国家

陈抗教授认为，经济危机造成美国金融机构

的储蓄过度，容易导致流通性泛滥，通货膨胀不断

严重受挫，房地产市场低迷，加之国内私人储蓄不

抬头，加上外部热钱的进入，商品价格更呈上升趋

足，政府需要向国外借钱。为此，奥巴马政府延长

势，造成资产泡沫的潜在形成。虽然新兴市场采取

了小布什减税计划，扩大政府开支项目，此外，

了紧缩的宏观政策，决策者却也因此面临两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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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半年中国为例，政府压通货膨胀的意愿比较

难以有效控制。两者之间，各个国家政府倾向于

高，控制货币供应量比较严，到了第二季度，认为

太松，以免使经济复苏失去动力。当然，这个“太

经济滑坡的声音开始出现，压力一来，央行又开始

松”也有一定的危险系数。

放松，而过松则导致通货膨胀没有有效控制和资产
泡沫化加剧。

“蜀吴结盟”的可能性
既然呈现出“三国”格局，各国之间的立场如
何，有没有“蜀吴结盟”的可能呢？陈抗教授就此
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欧
元区主要国家经济已经复苏，德国和法国（以及东
欧国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中受益，如
去年奔驰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翻了一倍。此外，新
兴经济体与欧元区有着更相近的立场，中国就在不
同的场合表示过对欧元区的支持。对于美国与中国
之间的经济关系，陈抗教授指出，美国非常担心中
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他提到了上个月美联储主席
伯南克关于对中国提高利率的看法，伯南克表示十
分惊讶之余，认为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并说人
民币升值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事实上，人民
币升值对中国解决通货膨胀根本不起作用，反而会
加大失业数字。其实，伯南克真正担心的是资金流
到中国，使其货币宽松政策失效。

讲座后半部分为自由提问阶段，现场公众就自
己所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提问踊跃。陈抗教授就
通货膨胀对富裕家庭影响较小，但对赤贫家庭影响
较大、中东北非局势的可能影响以及新加坡经济与
新兴经济体和欧美国家的不同层面的关系等问题，
深入浅出地给予了回答。讲座主持人陆锦坤先生也
就美国金融风暴会不会在今明两年再次出现提出询
问，并阐述了相关理由。陆先生关注到，在经济
危机爆发的当时，美国政府采取了发钞票、改变金
融单位财务会计报表规则，及把总金额近八百兆美
元，本应在2009年到期的金融合约，延至2011年后
再结算。那么，这些如同饮鸩解渴的政策到了2011
这一清算期，会不会导致又一轮新危机呢？就此，
陈抗教授的看法是，当时很多资产变成了有毒资产
后，市场大大地低估了这些资产价值，而目前的情
况与2009年第一季度的情况相差巨大，类似危机应
该不会出现。精彩的问答，令现场公众耳目一新。
下午5时，陈抗教授的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
圆满结束。

货币流通的历史借鉴及2011年展望
分析了“新三国”局势后，陈抗教授又讲述了
热钱流入的危害性以及对付资本流入的方法。他从
历史角度着眼，纵向对比分析了“南宋的贸易赤字
与铜钱：第一次货币战争”和“清朝贸易平衡的转
变：第二次货币战争”，以此来说明市场上货币流
通出现的问题，并揭示出货币战争最终导致贸易战

陈抗教授简介
陈抗教授1982年自厦门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
得俄亥俄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马里兰大学应用数
学与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任职于世界银行社会主义
经济改革研究小组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和南洋
理工大学经济系；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

争的这一规律。接着，陈抗教授又以中国为例，说

政策学院教授及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项目主

明其经济及金融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中国必须减

任，也是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讲座教授。

少对出口的依赖，人民币也要逐渐升值，此外，政

陈抗教授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公共选择

府还要加强对热钱的管制，进行资本市场的培育，

与公共政策，中国经济改革，新加坡宏观经济，政府

以及完善央行对人民币与外币公开市场运作机制。
这些挑战也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对于
2011年的展望，陈抗教授认为新兴经济体存在两
个潜在风险，压得太紧或者太松。压得太紧，可能

的经济作用，宏观经济模型等，在许多学术杂志上发
表论文。曾经担任新加坡经济学会副会长，东亚经济
学会理事。目前是《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委，
《新加坡经济评论》的编委会顾问，也是《经济学
（季刊）》和《世界经济文汇》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对导致经济复苏受到打击；压得太松，通货膨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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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新任公使衔参赞戴兵
专程到访怡和轩
2011年4月4日星期一下午，新任中国驻新加坡
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戴兵先生在大使馆龚春森参赞，
赵永国秘书等的陪同下，专程参观拜访先贤馆，怡
和轩，受到怡和轩以及陈嘉庚基金多位理事委员的
热烈欢迎。
戴兵参赞首先参观先贤馆，详细听取邹璐关于
先贤馆展览介绍，然后众人移步二楼参加座谈，参
加者包括怡和轩主席林清如，陈嘉庚基金主席潘国
驹，以及怡和轩董事王如明，谢万森、陈笃汉、许
福吉、杨松鹤、李崇海等多人。

怡和轩：热闹的历史学堂
南华小学小记者团
2011年3月8日南华小学小记者团来访怡和轩并
参观先贤馆。林清如主席与小记者们亲切交谈并合
影留念。

国立大学历史系学生

2011年2月7日一群国立大学历史系学生由蔡爱
玲博士率领下到怡和轩学习先贤历史。 

先驱学院培训历史讲解员

2011年4月30日，80名先驱学院的学生在四名
华文老师的带领下到怡和轩接受先贤历史讲解员的
培训，准备日后到学院向同学讲解先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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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与南洋理工大学
孔子学院联办精品讲座

易经与养生

日期：2011年2月18日 • 地点：怡和轩二楼大堂 • 主讲：张善文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
张善文教授风趣十足，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向250
多位听众阐析了周易的养生之道。他说：易道的养生

就是“顺乎自然，自求口食”。营养过剩，或所谓的
“强迫关怀”，都是违反自然的行为。

规律，强调的是养护精、气和神三方面。要养精，就

养精、养气、养神，原是三位一体的理念，应该综

必须“动静自如，阴阳互根”。生命在于运动，或生命

合调理，不可偏主或偏废。然而，养生不可强求，宜通

在于静止，实乃因人而异。不好为运动而运动，应该

达而慧观。最好的养生，应当是不刻意的、无所为的

为心情愉悦，人生享受而运动。要养气，应该“不急

养生。君子无所为，无所不为，便是这个道理。

不怒，满面春风”。寡欲清心，无欲则刚。养神之道，

福建师范大学校领导 到怡和轩交流
2月18日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
主席罗萤，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骆积强，易学研究所
所长张善文教授等人到怡和轩进行交流。
福建师范大学是中国最古老大学之一，迄今已
有一百余年历史。目前是福建省属重点大学，在中
国颇具规模、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
学，各级学生共有8万多名。校址有福州旗山和仓山
两个主要校区，占地面积共3,5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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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义顺与怡和轩
韩山元

❙

提起林义顺（1879-1936），新加坡人应该不

林义顺领导怡和轩的时间不如陈嘉庚长，他晚

会陌生，至少人人都知道义顺新镇，这个位于新加

年身体欠安，1932年不当主席之后，曾到中国去，

坡岛东北区的新镇就是得名于林义顺的，这位历史

次年回到新加坡，忧国忧民，积郁成疾。1935年华

名人的一生可说是多姿多彩，光辉灿烂。林义顺是

北危急，消息传来，林义顺忧愤不已，突然咯血，

开发三巴旺区的大功臣，也是孙中山在新加坡与马

病卧在床，医治了两个月后病情才有所缓解。1936

来亚半岛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是南洋同盟会

年3月初，林义顺打算到上海治病，3月19日晚病逝

新加坡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更是新加坡华社的重要

于上海，终年58岁。

领导人，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潮州八邑会馆首任
主席、同济医院主席等要职。

根据怡和轩的文献记载，在林义顺领导期间，
怡和轩的几项重要活动都跟民国初年的中国政要来

据怡和轩史料记载，林义顺先生是在1927年

新加坡有关。1927年12月，时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怡和轩正式启用武吉巴梭路现址的时候出任怡和轩

的汪精卫来新加坡访问，这个月9日汪到怡和轩，由

总理，1931至32年再次当选为总理（那时已改称

林义顺、陈嘉庚等接待并合影，中国驻新加坡总领

主席）。林义顺什么时候加入怡和轩，一时难考，

事李骏也在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义顺与陈嘉庚关系密切，他

汪精卫与林义顺早在上20世纪初南洋同盟会在

们是姻亲，陈嘉庚的女儿丽好嫁给了林义顺的长子

新加坡活动时已经认识，汪当时是孙中山手下的干

忠国。陈嘉庚创办华侨中学得到林义顺的大力支

将，同盟会要员，多次下榻作为同盟会总部的晚晴

持，林义顺先后出任华中董事会财政，还一度出任

园，而晚晴园是林义顺经常去的地方，那里原是他

总理（董事长）。在怡和轩，两人也密切配合，相

的舅舅张永福买下让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林义顺的

互支持。

外祖母）安享晚年的地方。张永福是南洋同盟会主
要领导人，也是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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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初，国民党要员孙科（孙中山长

林文庆与陈嘉庚先后在晚宴上致词。林文庆

子）、胡汉民（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伍朝枢访问

说，办一所大学绝非容易，非一朝一夕就完满，需

新加坡，2月7日，怡和轩俱乐部为尽地主之谊，当

待百年才能大功告成。陈嘉庚则强调，教育事业

天在会所设茶会欢迎三位贵宾，林义顺、陈嘉庚以

要靠大家同心协力支持，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

怡和轩负责人的身份在会所门口迎接，当天还有香

不行的，教育事业有如合股的股份公司，不是独资

山会馆（后改名中山会馆），由林义顺向三位中国

公司。

政要介绍各会馆代表。入晚，陈
嘉庚、林义顺等怡和轩领导人在
会所宴请三位贵宾。
在这三人当中，胡汉民与林
义顺私交深笃，两人早在南洋同
盟会活动时期就已认识并一起追
随孙中山干革命，胡汉民也是晚
晴园的常客。巧的是胡汉民与林
义顺同年（1879年）生，也同年
（1936年）逝世。
除了接待民国要员之外，在
林义顺初任总理的1927年2月21
日晚，还在怡和轩设宴欢迎时任
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那时，
林文庆从厦门回新加坡，一来是
省亲访友，二来是为厦门大学筹
款。在晚宴上，林义顺以怡和轩
总理的身份致词，他说，陈嘉庚
先生对教育事业有巨大贡献，并有长远计划，按部

1929年3月，林义顺代表怡和轩赴南京参加孙

就班，由小而大，有如造船，初期是造舢舨，继而

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将遗体从北京运到南京安葬于

造中型的船，最后是造轮船。现在这所厦门大学就

紫金山中山陵）。由此可见，林义顺在怡和轩的地

是轮船，需要像林文庆博士这样的人当船长，才能

位是相当崇高的，他是一位受到怡和轩会员拥戴的

胜任。

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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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 是 王道、

在历史记载里，还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没有
自身优良核心文化，而可以继续生存的。

随着网络、微博、面簿……等的盛行，使全球

新加坡尚未能称为一个国家？

化的步伐更加快速的奔驰。世界正面对科技经济与

然而，处于这巨变的时刻，我们自问：我们又

环境生态以及人类之间文化的冲突。在人类发展历

能做些什么？能有什么样的行动、作为，来保证我

史里，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近三、四十年来，在如

们的原优良文化根基能不受到摧残？才能让我们继

此短期之内，产生那样巨大的全球性改变。加上近
期突如其来的“茉莉花革命”，不但赶走了突尼斯
强人以及埃及总统穆巴拉，更感染了整个大中东。
这波政治改革浪潮，更影响了远在欧洲的比利时，
全世界正濒临极不稳定的时刻；各国不论政治文化
或是社会经济文化，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对政治文化层面而言，人民政治价值观的变

续享有这经过四十多年之努力建立的繁荣、和谐及
稳定的社会。当我们省思李光耀资政的忠告：“新
加坡尚未能称为一个国家。”我们从中又能得到怎
样的启发与自省？为什么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
们依然还让李资政忧心？
新加坡尚未能称为一个国家，是因为生活舒

化，因应媒体科技辐射般的扩散，不断的增加波动

适的新加坡年轻公民并没有随时随地准备为国家生

性与加强其传染性，最终这股顺潮流的新政治文化

存而奋斗？以及在国家艰难时，不愿为保卫国家而

冲击力，必定动摇一国原有政治社会文化根基，以

牺牲性命？换言之，此时此刻生活在这多元文化、

致必须进行整体性的改变来收场。

多元种族、多元宗教信仰社会的新加坡人民，对社
会、国家的忠诚度， 似乎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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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是 基石
新加坡尚未能称为一个国家？
陆锦坤

❙

欧美国家，人民教育水平和人均所得与我国不分上

新加坡。

下，同样是生活在文明现代化环境里，但他们连国

地的忠诚度。而今日的华族，自身的族群文化不断

民服务人员都被派到海外作战（美国为例）。为何

转弱与淡化，前后两、三代的文化传承出现断层。

其忠诚度与我们却有此差异呢？

今日一般老百姓文化内涵非常薄弱，这种特殊薄弱

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怀疑人民对这片土

又多元性的文化，在现时全球化的冲击下，可能会

对国家的忠诚度

因不敌全球化主流文化的侵袭而被更进一步削弱，

当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失去自己核心文化时，

甚至消灭，最后成为一群没有核心文化的国民。让

其忠诚度自然而然无所适从，甚至不存在。忠诚度

我们担心的是：在历史记载里，还没有一个民族或

是文化价值中的一种高尚表征。忠诚度必须透过对

国家可以没有自身优良核心文化，而可以继续生存

所在社会、环境、人物、国家历史的认同，以及有

的。

共同核心文化价值观才能产生的。例如：政府执行
一项合乎国家与人民所订的社会契约精神，建立一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个公正、公平、不分种族、宗教的多元化社会的政

因此，不论现在我们国家有多富裕，能购买

策时，这政策便可自然而然，形成一股推动优良社

许多先进的国防武器，做为生存的后盾或保障；但

会文化原动力。这种优良社会文化，可令拥有核心

是，如果人民失去优良核心文化，失去对国家的

文化的人，在此国度里生活而获得满足感、成就感

忠诚度，一切优良的武器也起不了作用。只有在

以及归属感，而后产生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并以

对国家有忠诚度的人的掌握、操作下，才能发挥力

身为该国公民为荣。与此同时，这种忠诚度也可用

量。孙子兵法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来推行发扬社会契约中的优良价值观。

和。”而人和的关键更在于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度。

回顾50~70年代殖民地与建国初期，那时国人

笔者希望以上的观点，有助于区辨我们面对可

都具备有较深度的族群文化，特别是华族。当时的

能的冲突与生存威胁，到底它的源头是来自自身内

许多人民都愿意追随政治领导人如：李资政、吴庆

部文化危机，还是源自外来的侵略。在此，更期待

瑞、杜进才以及林清祥等号召，来争取掌握国家社

大家能继续对我国是否能永续繁荣与生存的课题，

会的命运，因此我们终能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新兴

进行更有深度的思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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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与人文

诗意地碰撞

❙

曾佩玲

陈嘉庚普及科学／人文
系列讲座
报》在金宝培元国民型中学和培元独中两校联办
“陈嘉庚普及科学／人文系列讲座”。
2005年，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秉持弘扬陈
嘉庚推广普及教育的精神、提升大马独中生的理科
水平与人文素质，加强新马两地学术交流及促进学
者间的互动的理念发起该项讲座。每年由南大教育
与研究基金会和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安排教授巡
回大马独中提供讲座。从2008年起，《南洋商报》
亦加入这项别具意义的常年活动。直至2010年，有

缘起：播种理念，哺育树人
2011年3月25日和26日，新加坡陈嘉庚国际
学会、马来西亚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及《南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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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于社会对文、理科的偏颇观念明显加剧了科学和
人文之间的对立，故将讲座性质扩展至科学与人文
社会并重，以培育兼具科学思维和人文关怀精神的
全才型社会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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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电光火石间的碰撞

导出心、脑和实践并用的
教育才是有效解决这个现

科学教育到最后往往还是意味着一种观察世界

象的方法。他并且在其所

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

罗列的6大生活能力商数

——乔治·奥威尔

（智力商数、逆境商数、

该讲座有幸邀请到

情绪商数、责任商数、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

化商数和力行商数）中

与宇航工程学系的吴应贵

主张文化商数（Culture

陆锦坤

Quotient）的重要性。

副教授主讲“谈热成像对

吴应贵副教授

于非入侵性检测乳癌的功

国学大师钱穆曾言：“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

用”和“海上风力发电：

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文化”乃

可持续清洁能源研发新市

经过群体长期的浇灌和养护的生命之树，主导着人

场”两项专题，并由陈嘉

们的信仰（信念）、价值观、思维，乃至滋养人们

庚基金理事、“怡和世

的日常生活。因此，惟有加强文化建设才能于人性

纪”总编辑陆锦坤先生兼任主持人和主讲人。
吴副教授的讲题着重于运用生物工程技术改

迷茫、幽暗之处焕发出道德微光，引领人们迈入美
善之道。

良检测乳房疾病所带来的错误率，从而降低患者从

此外，陆先生也特别指出所有文化的普适性特

误判病情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时也能及早发现病

质，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相

变，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据15年来的研究统计

处之道——同理心和宽容。而“同理心”意味着对

显示，透过较艾克斯射线（X-Ray）严谨的红外热

人们的感受有洞察力和想象力，对他人的不幸遭遇

成像检测乳房疾病的准确率可高达90%。不正常的

和心情感同身受，进而产生恻隐之心。

热成像报告可作为一个重要的生物风险指标，表示
乳房可能存在肿瘤。

由此可见，无论从事科学工作或人文关怀皆与
想象力脱离不了关系，它是生命不息的源泉。惟其

他的第二个讲题则与当前的重要课题——再生

拥有超凡的观察和想象力，科学家才能怀着造福世

能源有关。他指出，海上风能是一种极有潜力的海

界的心提升人们的生活素质，推动文明；也惟其对

洋可再生能源，能为环保和能源管理系统提供可靠

人性具有卓绝的认识和悲悯，从事文化建设者才能

的解决方案。由于新加坡国家政府觑准其所独具的

以宽广的胸襟以及邈远的视野抚慰、滋润人们的心

优势，决定全额资助该项计划，以培养科研和领导

灵、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

才能兼备的人才来推动、发展清洁能源工业。虽然
如此，这项新技术却在浮动支撑结构、综合设计和
建模能力、安全性、成本效益和安装方法等诸领域

文理和鸣，共谱人间仙乐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失去信仰的科学是瘸子，科学缺位的信仰则是
瞎子。

逻辑会把你从A带到B，而想象力将带你到任何
地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尽管科学和人文的思维模式有着天壤之别，然
而，正是蕴含其中的人文关怀使三个看似无显著关

作为一场内容丰富而完整的讲座，陆锦坤先

联的专题演讲产生微妙的联系，纵使两者皆是以管

生为大家带来一场以人文为主的讲题：“学而思亦

窥豹，最终依然万川归源，实现自我对人类社会和

能：如何培育生活能力”。他在生活中观察到许多

自然界的价值。当科学与人文诗意地碰撞，意外谱

在校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毕业离校后无法保持一贯的

写了一阕动听的乐章。若真存在这么个理想之地，

优秀，甚至无法适应社会和应对日常问题，由此推

那必定是一片人间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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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先贤

和

林文庆 鲁迅
的经济（人格）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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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接受厦门

不满，“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预算，玉堂颇

大学校长林文庆聘请担任厦大国文系教授与国学研

愤慨，要辞去主任，我因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

究院教授。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周树人教授的

然。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我即提出强硬之抗议，

身份和作家鲁迅先生的角色之间的确富含张力，鲁

以去留为孤注”。

迅原本更适合做鲁迅的。但无论如何，在厦大这段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前述学术考核中鲁迅也曾

短短的时间内，林文庆和鲁迅的冲突耐人寻味。大

把《古小说钩沉》应要求拿出来，却又因为资金紧

致而言，他们之间的冲突有文化原因、人事原因和经

张而无法出版，毫无疑问，这种失信是令言出必行

济原因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略及其经济（人格）

的鲁迅感到不满乃至愤懑的。无疑，鲁迅对金钱是

冲突。

既看重又看轻的，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认，

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厦大国学研究院的一家之

这在其小说中也有所体现。但林文庆的做法，即使

长的林文庆和校方重金礼聘的名教授周树人对于金

有其现实苦衷和无奈，但还是会令人不爽，因为这

钱的看法的确迥异，鲁迅在离开厦大前的1927年给

体现了某种经济人格的低落和降格。

友人的信中对厦大的“人格”就颇有微词，比如1

2. 经济资本与话事权的角力。有关鲁迅所说

月8日致韦素园的信中就提及，厦大“是一个不死

的“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的故事流传很广，版本

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

也不少。当然其中也寄托了不少的含义，或者是呈现

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

出鲁迅的机智、幽默，或者是传达出他对“发言权”

‘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恶，真是好看，然而难

中平等观念的强调，不一而足。暂时抛开这个故事

受”。12日致翟永坤的信中又说，“学校是一个秘

细节的真实/虚构纠葛，我们其实可以从中看出林文

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

庆和鲁迅的经济人格差异。

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林文庆对董事会/经济

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近来因我的辞职，学生

资本所带来的话事权的尊重，这是他从一校之长的

们发生了一个改良运动，但必无望，因为这样的运

角度得出的亲身感受。但毫无疑问，他和创校者、

动，三年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相关言论不乏愤激之

校董陈嘉庚先生关系极其密切与融洽。在厦大建校

词，但可以看出鲁迅和厦大（林文庆）之间的跟金钱

三周年时，林文庆就指出，“今年为本校建校三周

关涉的人格冲突。我们可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年，即为本校校董陈嘉庚先生知天命之年。陈先生

（一） 宏观冲突：命运与话事权旁落。林鲁的

在南洋经商，最为发达，以其血汗之资，创办集美

经济（人格）冲突首先体现在一些较大的层面，比

学校及本大学，其尚义为国人所共知，而其商业发

如国学研究院的建设等等。

达皆由信用所致。”无疑，他对陈嘉庚从创业到兴

⒈ 经费削减：惨淡的未来。毫无疑问，林文庆

学都相当崇敬，而且对于办大学又是冷暖自知，林

在筹建厦大国学研究院的时候是野心勃勃的，他对

文庆自然对经济资本带来的话事权是认同的。同时

国学也有着自己相对独特的认知。同时，他也礼延

我们可以看到，彼时无论林文庆，还是陈嘉庚都是

下士，给教授们开出了很高的月薪，比如鲁迅的400

把自己当作是中国人的，甚至民族主义情绪会比一

银元，这远远超出了当时国立大学的教授月薪，大

般国人显得更激进。

约200-300元。何况当时由于北方军阀混战，甚至
连这些规定的月薪往往要打个折扣？

而另一面，鲁迅则不尽如此。鲁迅当然知道
经济的重要性，杂文自不必说，小说中《伤逝》、

但是，可惜好景不长，由于陈嘉庚那时在南

《幸福的家庭》等等，其核心命题都是直接关涉了

洋的生意开始亏损，使得林文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金钱，探讨它对家庭、爱恋的深刻乃至致命影响。

过活，甚至牵连到了国学研究院的经济预算（缩

但不容忽略的是，鲁迅对经济资本所带来的权力是

减），为此鲁迅在《两地书·八一》中表达了他的

有警惕心和怀疑的，易言之，他更看重权利中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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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平、正义等普世原则。有学者批评鲁迅不能

也不过280元而已，由此可见厦门大学教授待遇之优

理解林文庆办校的艰难，而对厦大的物质条件颇有

厚。”言辞之下，不难看出有对鲁迅不厚道的不满

怨言，但实际上，鲁迅这个视角有其合理之处，而

之意。无独有偶，这样的误解之前也曾发生过，陈

且符合他一贯的启蒙者和代言人立场，他其实更期

占彪在其论文《学术与批评之间的徘徊与选择——

待更多国人可以发言，甚至有话事权。

论鲁迅的身份困惑与角色体认》（《海南师范大学

（二） 私我冲突：日常的困顿。某种意义上

学报》2008年第5期）指出，鲁迅的中山大学月收

说，细节未必可以完全决定事物的去向，但细节绝

入当为280元，同时还以许广平回信（《两地书·七

对可以影响一个人对事务的判断和最终决定。而鲁

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卷11，页212）

迅在厦大所遭受的生活不便与困顿自然也会顺便提

为佐证，“况中大薪水，必低于厦门”，并指责陈

升或恶化他和一校之长林文庆的矛盾。

明远著述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92页有关鲁迅

1. 日常的束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通览《两

中大的月收入是500元论断缺乏根据。

地书》里的厦门通信，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平素并不

上述论断，其实可以反证出二人读书不认真或

讲究日常的鲁迅在生活中体悟到的深深的困顿与无

者为了替传主辩护而不够细致，实际上，根据鲁迅

奈。吃喝住都有问题，比如喝白开水中的问题，米

日记、《两地书》的后续通信这两种直接材料，我

饭中的沙粒，菜极差，教授们只好自己动手，
“丰衣足

们可以发现，鲁迅的薪水在中大聘任他的过程中其

食”。而住的方面，往往要搬来搬去，居无定所，校

实不断在提升，因为后来中大对他日益重视，而薪

舍也不敷使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甚至上个洗手

水自然水涨船高，所以俟后他还兼任系主任、教务

间都要“千里迢迢”（要走160步）“山高水远”

主任等领导职务；而一直到实际生活中，中大开给

（上上下下石级），而且“颇多小蛇，常见被打

鲁迅的薪水是月薪500银元，而且是从1927年1月一

死者，鄂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

直到5月（4月中旬鲁迅就宣布辞职，6月6日中大在

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

挽留数次未果后批准）。

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单纯指责一个重金礼聘

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

的教授不能体谅校长难处是不公平的。因为二者分

全，我也只得如此。”（《两地书·六二》）类似

工不同，校长的工作重心就是要找钱、招揽优秀师

的通信一方面可以反映出鲁迅和许广平的甜蜜爱情

生，而教授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传承学术。真要

中鲁迅的偶尔淘气，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出厦大当时

指望一个教授理解大学校长的难处，并设身处地为

条件的不完善，乃至问题重重。

学校着想并且同患难共呼吸，还真得需要教授本身

上述日常的困顿亦可能带来人际纠纷，比如，

对大学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献身精神，这一点扪心

鲁迅和理科教授刘树杞、鲁迅和黄坚之间就存有不

自问，当时的厦大对自身角色的责任承担就问题多

愉快，而这毫无疑问和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不无关

多，因此，我认为为林文庆辩护的人也不应苛责名

系。但无疑这一切会影响到鲁迅的工作，如许广平

满天下的周树人教授。

的分析所言，“然而厦门大学的实际，并不如先生

林、鲁的冲突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此处存而不

去时所想象。一般连伙食也时常需要自己动手，在

论。作为新、中两地华人中的文化巨人，他们在诸

特别优待的借口下，几乎处处被人作弄。对学校设

多层面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维、实践模式，但遗

施，先生又深深感到难有所作为。”

憾的是，二人缘分太浅，缺乏真正的精神交流，同

2. 最高月薪 = 理解万岁？为林文庆写传而且辩

时还误解多多，甚至延伸到他们的身后，这的确是

护的严春宝博士指出，“就算是鲁迅离开厦门大学

文化史上的憾事。但无论怎样，二人都是两地华人

之后前往执教的中山大学，所能提供给鲁迅的月薪

的巨子，值得我们认真阅读与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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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百年庆典
有感

从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到如今
的世界一流学府清华大学，整整一百年了。

潘国驹

❙

其次，谈谈胡锦涛讲话中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
问题

4月24日上午，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

胡锦涛在讲话中，针对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十年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除了中国及国外知名

二十年的发展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胡锦涛提到下

学者代表、外国著名大学校长代表出席以外，中共

列四点：1、要注重更新教育观念，把促进人的全面

中央6名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

习近平、李克强等出席了庆典大会。规格之高，可谓罕

标准。2、要注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积极营造鼓励

见。这表示中国对高等教育、对清华大学的非比寻常

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使学

的重视。中国政府对清华如此另眼相看，也不是偶然

生创新智慧竞相迸发。3、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

的，因为清华人才辈出，梁启超、冯友兰、陈岱孙、费

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4、各级政府

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叶企

要加大财政投入，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支持教育，形

孙、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邓稼

成优先发展教育的良好社会环境。

先、钱伟长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技术领域奠
基人和开拓者，还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
李政道，都是清华人中的佼佼者。
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做了重要的政策性的演
讲，非常全面也非常有意义。
首先，我谈谈清华大学与新加坡的关系和往来。
清华校友、诺贝尔获奖者杨振宁从1971年开始
就积极协助南洋大学理学院，两次担任物理系校外
考官，也担任了新加坡大学一任的考官。南洋大学
前物理系主任钟盛标教授也是清华校友，他是抗战
时期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还有，华侨中学的郑安伦
校长也是清华校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
瑞博士通过许通美教授联系上当时在美国的杨振宁
教授，并拜托杨振宁邀请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来
新加坡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吴庆瑞趁杨振宁来新
加坡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特别与杨振宁会晤，探

可以说，这四点非常重要。胡锦涛的讲话在中
国高教引起广泛的讨论，国际上也极为重视中国在
这方面的新政策。
胡锦涛还勉励青年学子要坚持德才兼备、全
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发展个人兴趣专长和开发优
势潜能的过程中，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
系的基础上保持个性、彰显本色，实现思想成长、
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结合，在德智体美相互
促进、有机融合中实现全面发展，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材。
目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清华有不少合作，
尤其是高等研究所已经和清华理学院在应用物理方
面和数学方面皆有常年研讨会，已进行了4年，目前正
与清华电子系探讨举办常年研讨会。清华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NUS）和 A*STAR 研究所也有各种合作。
肯定地说，清华大学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世界

讨中国与新加坡如何在科学、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顶尖大学，同时是亚洲大学的龙头。新加坡应该更

这次讨论的效果很好。吴庆瑞的吸引人才和教育政

密切地与清华大学和其它中国大学合作，以推动亚

策都是参考了杨振宁的意见进行的。在这个政策

太高教和科研进步。新加坡一向注重向欧美看齐，

下，不少清华校友开始移居新加坡，至今清华校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及科学教育的进步，这

在新加坡的科技和高等教育中作出很大贡献。

个趋势必然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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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初院院长、主任及教师造访先贤馆。左一为作者张婷婷，右五为先驱初院院长郭丽蓉女士。

开启另一道门，
弘扬嘉庚精神
❙

张婷婷

今年二月十六日，先驱初级学院举办全面防卫

友临别依依之际，在贫苦线上挣扎的朋友掏尽了所

日活动。全院一千七百多名师生齐集在礼堂内，屏

有积蓄送给他作盘缠，并肝胆相照地表示会好好地

息凝神地等待着一场有关心理防卫的舞台剧登场。

照顾他的家人，要他毫无后顾之忧地贡献祖国。演

倏地，预示敌军空袭的警报声大响，时光倒转

出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氛围中拉下帷幕。

七十多年前中日战争爆发期间的中国大城市，黑白

台上剧目结束，台下的活动方开始。演员们

胶卷摄制的录像把一幕幕哀鸿遍野、惨绝人寰的画

抽离角色，与学生进行互动对话，讨论“是不是只

面映入观众眼帘。下一幕，陈嘉庚先生的面容投影

有富豪才能回馈社会”，“陈嘉庚先生是否要求回

在巨大的荧光屏上，此时耳际传来一把低沉浑厚的

报”等问题，并总结出陈嘉庚先生“天下兴亡，匹

嗓音，娓娓道出他虽身在南洋，但心系祖国，正在

夫有责；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的教诲。

忧心身陷战火中乡人的安危。第三幕讲述一名满怀

活动结束，观众的热烈掌声久久未停息。全剧以英

爱国热情的年轻小伙子，如何在陈嘉庚先生的感召

语进行，参与演出的有华族及异族学生；在幕后为

下，毅然决定当起华侨机工，取道滇缅公路把物资

陈嘉庚先生“献声”的便是马来族学生。演出受到

输送到前线去支援抗日活动。第四幕，小伙子与亲

先驱初级学院郭丽蓉院长的高度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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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舞台剧的演员是先驱初级学院高二的同

小姐专业生动的导览更是有口皆碑。先驱初院的任

学。他们完全没有舞台经验，也完全没有受过表演

务则是开启另一道门，通过英语为媒介语，把先贤

训练，却凭着一股崇敬及钦佩陈嘉庚先生的感情，

馆介绍给特选中学以外的学校、华族以外的种族、

为同学们呈献这场演出。他们自编、自导、自演，

以及中国以外的世界游客。

致力于传扬陈嘉庚的精神。这场演出的成功，不在

接下这个任务之后，学院紧锣密鼓地展开计

于精湛的演技、不在于动人的配乐、更不在于逼真

划，首先让先驱教师们接受韩山元先生及邹璐女士

的道具、而是在于突破了历来从上至下填鸭说教式

的培训，透彻掌握陈嘉庚、李光前等先贤们的生平

的国民教育；由同学们主动发起、积极筹划，全情

事迹及崇高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先驱教师们进一

投入的落力演出，真真正正地感染了观众们，触动

步认识了这些主导新加坡经济命脉及社会凝聚力的

了他们的心灵，有效地达到国民教育的目的。

历史伟人，并为他们的无私奉献所折服。接着，教

由于历史变革及意识形态等种种因素，陈嘉庚

师便着手搜集及整理资料，并设计了一套以英语为

先生在新加坡历史教科书中缺席悬空了许多年。这

媒介语的先贤馆导览手册。在学校假期期间，学院

位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历史伟人，尽

组织了一组学生参观先贤馆，由先驱初院的老师负

管一生青春及壮年岁月都贡献给了这片土地，但大

责用英语导览。学生们聆听了先贤们的生平事迹，

多数本地师生都没有听过陈嘉庚的大名，即使有听

观看了有关怡和轩的记录片后，着实被震撼了，他

过的也对他的生平不甚了了。而把陈嘉庚先生这位

们决定组织一个团队，回到学院向同学们弘扬先驱

新加坡的历史伟人介绍给这些先驱高二生，牵动了

精神。先驱初院全面防卫日的成功便是播种后的首

他们的心灵，深深地感动了他们的，正是先贤馆！

次收成。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去年十月底，在先驱初院咨询委员会主席兼先

让先贤们的人文关怀重现在新加坡的历史舞台

贤馆馆长潘国驹教授的邀请之下，先驱初院接下了

上，为本地国民教育掀起一页新的篇章，这项任务

一个任重道远的使命——推广先贤馆，让更多莘莘

先驱初院当仁不让地接下了。但愿先驱初院能不负

学子能认识到先贤们的伟大情操，学习先贤们的奉

众托，实至名归地完成这项任务，引导年轻人见贤

献精神。先贤馆开馆两年多来，每年接待了数以千

思齐，汲取精髓，潜移默化地受熏陶，拓展未来灿

计的参观者，先贤馆副馆长韩山元及助理馆长邹璐

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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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历史 凝聚精神
参观怡和轩有感
❙

徐明山

副馆长看上去年近七旬，但精神矍铄，他用拉家常
方式侃侃而谈，为我们叙述了怡和轩的百年历史和
陈嘉庚的事迹。怡和轩的成立以来与中国近现代
史的重大事件密切相连，浓缩了中国近现代史与新
加坡的历史渊源，华族精英以怡和轩俱乐部为活动
中心，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陈嘉庚担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期间，怡和轩俱乐
部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抗日筹赈总部，当时陈嘉
庚任主席的南侨总会就设在怡和轩，南侨总会采取
了许多方式积极筹款支持中国的抗战，包括卖花筹
款，包括举办文艺演出、画展等方式筹款。韩山元
左－作者，右－上海光明中学曹韫老师

馆长说徐悲鸿在1939年携带大量的作品来到新加
坡，一次就筹款十几万元，数量之大在新加坡当时
算是非常可观的。

参观怡和轩是我和曹韫老师赴新加坡先驱初

先贤馆面积虽小，但是展览的内容十分丰富，

级学院交流访问日程中预先安排的，出发前我以为

先贤馆的助理馆长邹璐小姐为我们讲述了陈嘉庚在

怡和轩是新加坡的一个旅游景点。到了新加坡后，

中国创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等事迹，还介绍了其

先驱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怡和轩是华族先贤人物纪念

他华族先贤的历史事迹，如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

馆，是陈嘉庚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心中有了几分

以及李光前、林义顺等先贤们为新加坡社会、文

希冀和期许。

化、经济、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邹璐小姐还为

怡和轩坐落在武吉巴梳大街上，我、曹韫和先

我们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39年南侨总会

驱学院母语部的老师一同前往参观。怡和轩的一楼

为支持国内的抗战，组织了3000多南洋机工回国服

是先贤馆展览厅，面积不大，五六十平方样子，但

务，南洋华侨机工冒死坚守岗位,确保了抗日的物资

十分精致，而且布置巧妙。门厅的左面“先贤馆”

顺利运送，许多机工牺牲在运输线上，写下了一段

三个大字旁展有中、英文的展览馆的简介，右面墙

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上是大幅的陈嘉庚画像，这幅画像的作者是著名画

走出怡和轩，武吉巴梳的大街上车水马龙，回

家徐悲鸿。旁边挂着两幅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眸怡和轩，她朴实无华、毫不张扬，然而却有着丰

赠送的草书书法，上面各书写着“弘扬陈嘉庚精

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她凝聚海外游子求生存求发

神”、“发扬陈嘉庚精神”几个大字，突出了怡和

展，同时仍然心系祖国、报效祖国的精神力量。在

轩先贤馆的展览主题。展厅的中间用展板围成一个

怡和轩听到、看到的，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华民族

小主展厅，外面形成了四个展廊，小主展厅的展板

争取自由和富强的斗争中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作出

两面都利用了起来。

的贡献。故事难以详尽，历史不能遗忘，历史需要

先贤馆的副馆长韩山元亲自接待了我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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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随想
1. 我们带来了什么？

❙

张惠雯

族劣根性，而是环境和管理的问题。对此，我深有

当今世界，一股移民潮正自东向西、从南而

同感。在新加坡，无论买东西或是办理业务，插

北、由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向富裕、发达的地区涌

队者首先会受到大家声讨，服务人员更不会给他办

动。尽管其中有“逆流”，但这个主要的流向似乎

理，他还得回去重新排队。但在中国，服务人员会

短期内不会改变。在这股潮流中，中国移民大量涌

照样给插队者办理，其潜台词是：谁抢到前面算谁

往欧美、澳洲，在亚洲，他们理想的移民地则是新

有本事！在一个不尊重游戏规则的社会，人自然不

加坡、香港。

再讲规矩，因为投机钻营反而会带来好处，尊重规

在不少当地人看来，某些中国移民太灵活了，

则却意味着处于劣势。

灵活到了缺乏原则的地步；太精明了，精明到了

适者生存，一个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地方长大

功利的地步；太喜欢争了抢了，到了不讲礼让的

的人，会带着那个环境所产生的“进化特征”。如

地步。这些特点在来自较穷国家的移民身上也能看

果你不够精明、不善于利用各种条件和工具，可能

到，它们其实是一个相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打在人性

就会被众多的竞争者击败。如果当地人理解了这一

格上的烙印，乃至到了宽松的地方，一时也难以淡

点，就不会对移民的一些行为感到过于困惑。
而对移民有偏见的人往往只看到他们带来的

去。
香港媒体人梁文道曾谈到中国人排队的问题，

杂乱、不良习惯，却看不到移民为社会带来的贡

他说，中国人在中国不愿排队，也很难排成像样的

献。通常，在工作方面，新移民为求立足而更愿意

队，但那些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的中国人，他们就

吃苦，这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付出。而

懂得排队，而且也乐意排队，可见，这并非什么民

且，移民解决了一些领域中本地人才匮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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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社会各行业的均衡发展。譬如，在新加坡的

练对我说，这个社区以前很漂亮优雅，居民多是美

科研领域，外国研究者可能超过一半，其中很多已

国人。但这几年，中国居民越来越多，美国人渐

成为新移民，他们对新加坡的科技进步和相关的产

渐搬走，小区里就变得乱七八糟，房前常堆满砖块

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纽约，尽管很多人

木板，住户人数激增。因为中国人买了房不仅自己

反对赦免非法移民，但即便这些人也承认，那些对

住，还把里面隔出很多小间，变成廉租屋，里面住

纽约市民日常生活极为必有而又最脏、最苦、最险

了太多人，什么类型的人都有，治安也就不好了。

的活儿，都是墨西哥移民在做。没有这些人，纽约

他说住在这儿的很多中国人收入并不比以前的美国

市会变成一个垃圾堆积如山、公厕臭不可闻、餐馆

住户低，但他们就是太贪钱，破坏了生活品质。

歇业、鱼市菜市几近瘫痪的地方。此外，移民也带

我把这件事和住在纽约的老移民朋友分享，

来了不一样的饮食、习俗和文化，从长期来讲，会

他说纽约也一样。在一些华洋杂居的社区，你看到

让一个社会更多元、更富有活力，是一种无形的价

门前花团锦簇、草坪修剪齐整的房子，其住户80%

值。

是美国人，而一些院子凌乱、总是正在建设中的房
但这些都是大方面，是社会的整体需要。可

子，其主人80%是中国人。他80年代来美，对如今

对不少人来说，这些“大方面”是抽象的、不可见

来美的中国新移民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满。他说，现

的。人们反而更容易从周遭的变化和生活小事中得

在的中国人太喜欢搞钱，无孔不入，这种钻营、不

出结论。

老实的作风带来了坏影响。

我曾在早报发表一篇关于新移民“发言权”

我知道一些中国新移民可能要抗议了，但注

的文章，指出各方应有平等的发言权，只要其言

意，这不是追求政治正确的报章文字，而是几位中

论不是以挑起仇恨为目的的。有人因此认为我是

国人的真实感受，正因为如此，它更值得深思。我

个“惹不得”的新移民。可我并非容不得别人指

们移民到达一个国家，希望生活上有更好的变化，

出新移民的问题，我也厌烦一味追求“Political

那么，我们自己是否也应有一些更好的改变？是

correctness”却不说实话的人。我曾想，如果我是

否应反思：除了工作，我们给当地社会还带来了什

一个新加坡人，如果我看到新移民大量涌入，给我

么？如果我们自己不改善、不反思，只是一味要求

原本平静的环境带来了改变，如果我不止一次碰到

对方欢迎，这是不合理的。

一些不甚礼貌、喜欢挡在地铁门口以便伺机挤进去
抢座位的中印新移民，我会怎么想呢？

2. 移民：一种变迁

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已注意到同胞带来的

移民来到一个国家，他一定会受到“文化冲

问题。一位住在兀兰、90年代初定居新加坡的朋

击”，冲击之后便要调整，以适应新环境。然后

友说，自从他的小区里入住了很多中国房客以后，

呢，当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故国，他

环境嘈杂多了。他常看到同胞们在楼下的民众角落

会感受到另一种冲击，可称为“逆向文化冲击”。

或康乐设施那儿聚餐、打牌或高谈阔论，有时弄得

我相信很多中国移民都会有同感，再回到国内，那

一片狼藉。尽管这些人多半是外籍劳工或私立学校

些总是无理地抢走你等到的计程车的人、那些排得

学生，但他们留给当地人的某些负面印象也会被算

旁逸斜出的队、那些国家公务人员的呼来喝去、那

到“新移民”账上。

种看病考车也要找熟人的复杂关系都会让人感到不

我在休斯顿学车，教练是位在美国生活了近
三十年的中国人。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社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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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变了”通常不是个好词儿，
有“变心”、“忘本”等不好的意思。这是一种封

美后，我的确发现主观地攻击、贬低新移民的言论
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建意识，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最怕的就是“改

有新加坡的朋友问我在新加坡当“外人”和在

变”。如果一个移民来到另一个国家，他的所有习

美国当“外人”的感受有何不同，我不妨就从这一

惯、观点都没有丝毫改变，那只能说明他的顽固和

点说起。在新加坡，我在报纸上常读到“新移民”

偏执。固步自封是可怕的，移民应是一种变迁，

如何如何的文章，正方反方激烈争论，而在民间，

不是变得洋腔洋调、举手投足都学外国人，而是变

尽管本地人很友善热心，但目光和言谈里都时常流

得眼界开阔、包容有度、更国际化、更易接受新事

露出一种区分：“你是新移民”。请注意，这不

物。因此，你是 traditional Chinese 还是 modern
Chinese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不断改善自
己、让自己成为一个 more respectable Chinese。
也许，我一生中幸运的事除了生长在一个幸
福的家庭、找到终生喜爱的事业和伴侣之外，就是
在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年里，生活在新加坡这个东西
方的十字路口，在一所遵从自由教学精神的大学
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它重塑了我的性格和思维方
式。一个多种族混居、各种文明交融并存的社会环
境教会了我尊重、吸纳与和解，注定了我对大国沙
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厌恶；一个人在这种环
境里也会变得诚实，会看不惯造假、曲意逢迎和各

是歧视或敌意，而是一种“意识”。于是，我也时
时意识到自己是个“新移民”，这成了我的身份符
号，我不想把界限划得这么清，但报纸电视上的热
烈讨论、人们的目光却会提醒我这一点。
美国也谈论新移民问题，但多半是一些个别
团体和政府部门在讨论。你不会觉得“新移民”这
个“光环”时时在你头顶闪动，本地人在谈话中极
少提醒你你是“新移民”，至少，我从未听过任
何美国人“指导”新移民必须学好英语。也许因为
美国太大，移民太多，大家习以为常，于是，没有
人特别注意你，你更不会成为媒体争论的对象，你
就是社会群体中普通的一员。这种“不当自己是外
人”的自然而然的感觉于我是一种新体验。

种见不得光的潜规则。我回到国内，人们觉得我变

但无论在新加坡还是美国，在我十七岁离开祖

笨了，但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眼里揉不得沙

国后的十五年间，我从未感到自己被歧视。在一个

子”是一种正直，我知道新加坡让我变得更好而不

理性尚存的社会，抽象的歧视甚至仇恨永不会成为

是更坏。

主流。而在具体的生活、工作环境里，人们只会因

让自己向更多元的文化、观念敞开心胸，这不

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选择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你

是“迎合”，而是吸纳的气度和智慧。为了迎合而

负责任、有公德心、待人有礼，任何正常人都会尊

做姿态甚至肉麻地表忠心，则是投机者所为。一个

重你。至于那些偏执地攻击新移民的不正常人，他

人忠于职守、不断从能力和品格上提升自己，他对

们的聒噪并不重要。

于他所在的那个社会自然而然就是一种财富。

人是平等的，你接受这一点并且自尊自重，那
不拘在哪个“他方”，你都会活得有尊严。

3. 尊严
一位定居美国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没有言论自

2011年3月6日于美国休斯顿

由，这体现在不能质疑党和政府；而美国也没有言
论自由，这体现在不能说伤害某一族群、某种信仰
或新移民的话，因为这和美国的价值观相违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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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树下椰花酒
❙

何华

有时，公共假期碰上周末的三天连假，我会去

居銮属于柔佛州，有山城之称——因为南峇山

马来西亚走走。通常的方式是：先过长堤到新山，

就在眼前。这也是我喜欢居銮这座小城的原因之

再乘火车。我总是尽量避免坐长途巴士，却痴情于

一，走在城里，可能某幢建筑挡住了南峇 山，别

火车。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目的地仅限制在铁路沿

急，拐个弯，你又看到山影了。有一座山时隐时现

线，没关系，去哪里不重要，再说，有限制的选择

在你的视野里，漫步的时候肯定多了些悠然。

反而更加自由轻松，不至于迷失轨迹。旅行，对有

到了任何一个有年头的城镇，我都会流连它的

些人（譬如我）来说，实在是件“乘兴而行”的事

老街。居銮的老街有很多条，譬如南峇街、张秀科

情。图便宜，提前一年半载预订机票的事，我提不

街、火车头街（有居銮的小印度之称）等。

起精神做。

单说这火车头街（Jalan Stesen），真是名符

小城居銮（Kluang），是我时不时会去晃一

其实，出了火车站，转右就是，用“近在咫尺”来

圈的地方。从新山到居銮的慢车票价4令吉，便宜

形容一点不夸张。曾在网上看到一条信息“火车头

得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尽管火车老旧，开起来摇摇

街椰花酒飘香”。第一次我按图索骥，找到两棵超

晃晃，叮叮当当，车厢之间的链接部分更是惊险，

大的芒果树，树下一间小白屋。没错，这里就是售

仰可望天，俯可视地，胆小的年老的体弱的，怕是

卖椰花酒的地方。我来到南洋十多年，可惜从未喝

不敢跨越。但，车厢干干净净，有冷气（虽忽冷忽

过椰花酒—— 南洋的梦幻之酒，今天终于可以“梦

热），它跑得也尽力（虽气喘吁吁），1小时40分钟

幻”一场了。白屋后面别有洞天，只见三三两两印族男

抵达居銮。这样没什么不好呀！

子举杯围坐，在芒果树下喝着椰花酒。我要了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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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杯，仅1令吉，乳白色，略有浮沫，又酸又甜，

吧？而且这种酒保质期只有一天，再说海关是否允

还有点儿异味，很奇特的口感。等到一杯下肚，整

许携带我也不敢确定。居銮与我，似乎构成了一

个人晕乎乎的，看来后劲不小。几个喝得正酣的印

种“椰花酒的约定”关系。喝完酒步出庭院，烈日

度人，主动要我给他们拍照，另外几个害羞的，则

把火车头街一带烤得滚热。天是蓝的，云彩则多

闪避一侧。我每次到居銮，这个芒果树下的幽暗角

变，店屋前一径飘着咖啡拉茶咖喱的香味，视觉嗅

落（其实，还有点邋遢）是必到之地，一杯椰花酒

觉味觉贯通一气。这就是我们的南洋了。我有时会

消磨一两个钟头，一回生二回熟，我这个不善饮的

抱怨南洋的天气，但转一想，若和风细雨、秋高气

人，也慢慢适应了滋味怪异的椰花酒，感觉真是不

爽，那还叫南洋吗？

错！庆幸自己的味蕾日益本土化，连椰花酒、榴

严格说（放宽说也一样），居銮算不上旅游城市，

梿、菠萝蜜、参峇酱、南洋擂茶汤（由薄荷叶、九

也没有拿得出的文化遗产，甚至没有一间博物馆。

层塔、苦刺叶、艾叶等擂制成泥，再冲泡而成）这

而“没什么景点”往往造就了一座小城的福气，它

些“最南洋的食物”都能欣然接受，大概前世与南

绝少走街串巷的游客，物价相对便宜，居民的心态

洋有缘。

平和知足，宰客欺生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平凡的南

椰花酒，是用椰花汁作原料，发酵而成。在马

洋小城，让我几番前往，图的就是它的平凡。

来西亚酿制椰花酒的执照不容易申请，这是为了避

旅行有很多种，有些动机和意义，实在不足为

免过度采集椰花汁而破坏椰树。不过，请放心，居

外人道，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椰花酒）”

銮这家是有执照的。

一样。它不过是一个纯粹的行动，或者一

因为价格便宜，印度劳工最爱椰花酒，喝醉

个任性，一个见证，一个痕迹；也

了，一时糊涂，回家发酒疯打老婆，故有人戏称它

可能是一个落难，一个错过，甚

为“打老婆酒”。这让我联想到有人叫茼蒿为“打

至一个走投无路。

老婆菜”，因为茼蒿
松松蓬蓬一大堆，但
炒后变成一小碟，丈
夫怀疑老婆偷吃，于
是打老婆发泄。如今
世道不同，男子下厨
不足为奇，若遇到悍
一点的娘子，把老公
修理一顿，也是有
的，是吧？
椰花酒是印度人
爱喝的廉价酒，想当
然以为新加坡的小印
度应该有售，我去找
过，不得。不知道为
什么。
总不能每次 坐 火
车到居銮喝椰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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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与“求真”

❙

邹璐

历史学习与研究究竟要“存疑”还是“求真”，有

于是他们会借用文字，文学，艺术等“巧妙”

人说当然是先“存疑”然后“求真”，不过，一定程度

地打打“擦边球”，可是大家都知道，擦边球有两

上，我认为首先还是“求真”，这是研究的出发点，也

种，一种是水平太差，没把握，一种是经验丰富，

将形成研究的格局，当然这么说并不表明我反对“存

对刁钻古怪已经驾轻就熟，而对于一个真正技术过

疑”，我也强调“存疑”的价值所在。

硬，经验丰富的高手，他是不屑以擦边球“玩弄”

为什么说“求真”将形成研究的格局呢？这
就好比某个人，当他总是把他的学习伙伴当做是他

对手的，比赛中，如果打出擦边球，无论是有意还
是无意，都要向对方挥手致歉的。

的假想敌，那么他付出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和结果，

历史上的“敏感”课题之所以“敏感”，必然

充其量也只是把他的同伴比下去，其实，真正的对

有其原因，并且原因一定错综复杂，微妙小心，才

手应该是自己，今天的自己，以及过去，未来的自

形成“敏感”，多方求证，反复排比，深入探讨，

己，如果你是为了不断超越自己而学习，未来之我
必将是更加的超越，那是成就，成就自我。
同样的，历史的学习与研究难免受到时间以
及客观环境，因素的局限，尤其在某些敏感课题方
面，总不免会绑手绑脚，云里雾里，那是由于时机
条件还不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越是“存疑”
只会让事件，人物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
杂，并可能人为制造很多假象与误会，倒是“求
真”的态度很重要，可以训练我们客观冷静，从容
不迫，并且有兼收并蓄的宽阔容量。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呢？这是由于近来读到
一些关于民国历史的资料，我不仅感慨，原先我的
历史教育中的国民党，跟今天我所读到的国民党似

谨慎结论，这样即使没有结论，也会让人获益匪
浅，历史学家兰克曾说，“史之任务不在无生气的
罗列材料，而求其有生气的理解。”我非常倾心于
他所说的“有生气的理解”。
由此看来，“求真”的心态下广泛收集资料，
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必担心触碰敏感的可作可为。历
史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应该尽量收集整理各方面资
料，而不是急于下结论，一旦结论形成，总不免让
我们忽略细节和思想僵化，保持在一种如履薄冰，
不敢妄下结论的谨慎态度中，查微探细，折衷至
当，此过程中的收获将远远超越一段结论性的话。
历史热是盛世的景象之一，当新加坡经过独

乎很有所不同啊，此外，我也时常听到一些新加坡

立之后40多年的国家建设，早已跻身于世界先进国

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在他们过去的公民教育课本中

家之列，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足有目共睹，在这

的新加坡历史太简单，太省略，甚至是粉饰和修正

个时代，以及这样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学术界，还

的，这样他们就开始“存疑”了，总觉得有什么历

是广大民间社会，大家开始关注历史，追索历史，

史是被“官方刻意隐瞒”，不让他们知道的。

尤其是地域历史文化，本土历史观，应该成为今天

当这种好奇心被激发之后，他们中就一定会

的“显学”。

有这样的少数人，鼓作勇气，“挑战权威”，其实

但是历史学习与研究是严肃认真，谨慎而踏

标新立异和从众心理本质上是一致的，而通常这类

实的，不应该以猎奇的心态，以挑战权威，标新立

勇敢的挑战也是会博得掌声和赞赏的，因为人们认

异的姿态，故作惊人之语，还应该以“唯求真实”

为“勇气可嘉”，当然也不排除“够刺激”，“借

为出发点，正如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所

他人之酒，浇心中块垒”，“煽风点火，惟恐天下

言，“治史”，一刻不可忘者是“求真”二字。

不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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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幼苗   传承文化
怡和轩及会员卓顺发分别订购
双周刊《小拇指》分发给小学生阅读
为配合 教育部 推动母

席）各 订 购 一万 份《小 拇

语“乐学善用”的计划，并

指》，分发给学校与民间组

丰富学生课 外阅读体 验，

织。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在出

联合早 报出版了适合小一

席推介仪式时说：
“语言是

小二学生阅读的儿童双

有感情的，要掌握它就

周刊《小拇指》（Thumps

必须培养对它的感情。

Up Junior）。《小拇指》

年轻的一代已把感情付

结合新闻、小故事、游戏、

于英语，与母语格格不

会 话情景，旨在加强学生

入。希望小学生可以

阅读新闻的能力，也提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语文材

通过像《小拇指》这

料。

样的媒介，以华语认

卓顺发

教育部长黄永宏于3月30日为《小拇指》举行

识周围的事物，慢慢

推介仪式时说，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如

培养对母语的感情。

果每个学校都能使用华文学生报这个教学资源，可

有了感情，学起来事半功培。”

以更好地协助学生天天使用华语。

卓顺发受访时则说：“这份读物就像小杂志一样，

为了响应创造一个有利于学习母语的环境，
怡和轩俱乐部以及会员卓顺发（罗敏娜基金执行主

很活泼生动。我希望能把它送给老人家，让他们带
回给孙子们看，成为祖孙沟通的桥梁。”

重走滇缅公路

四轮驱动车万里行，从怡和轩出发
滇缅公路于1939年通车，成为抗战期间运输军

和轩关系密切，有关的筹办人士决定这次行程以怡

配与补给物资到中国的重要通道。应国民政府的要

和轩作为出发点。这是一项意义深长的活动，有助

求，陈嘉庚号召华侨当机工，参加滇缅公路的运输工

于人们深入认识这段历史，怡和轩决定予以适当的

作。当年共有3226新马的热血青年响应号召，离乡背

配合。

井奔赴前线，写下抗日救亡运动最悲壮的一段历史。

怡和轩与陈嘉庚基金将于6月24日晚上在怡和

为了还原历史，马来西亚的一批志愿人士决定

轩为参加这次万里行的志士举行欢送宴会。车队将

以20辆四轮驱动车组成队伍，重走70年前南侨机工

于6月25日早上由怡和轩出发，屈时将邀请贵宾主次

走过的滇缅公路，行程约为35天。由于这段历史怡

挥旗仪式，欢迎怡和轩出席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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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张金陵

白连发

钟

流

陈泉安

谢文川

黄腾辉

梁佳吉

傅清成

刘智评

李德隆

高允裕

郑谦木

罗庆明

怡 热烈祝贺
和
轩
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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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俱乐部会友

本俱乐部会友

梁庆经先生

符书光先生

荣获
英女皇封赐
圣约翰爵级正义司令
勋章K.St.J

荣获
英女皇封赐
圣约翰司令勋章C.St.J

林福星

林亚保

黄锦西

怡和轩精品讲座

政治改革与
经济发展的互动
怡和轩准备于近期举行以“政治改革
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为题的讲座，详情
将于近期宣布，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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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旗下拥有“世界科技

等都采用我们出版之书籍作为教材。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是诺贝

（WSPC）”、英国“帝国学院出版社（ICP）”两个科技出版的知名

尔奖获奖者的论文主要出版者，至今已经出版了多部诺贝尔奖

品牌及中文部“八方文化创作室”等多个子公司，并在美国、英

获奖者的专著或论文集。

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香港、台北设有分
公司或办事处。世界科技专职出版高科技书刊，物理、数学、工
程、经济、金融、管理等科目是世界科技的“强中之强”。许多
国际著名的大学，如普林斯顿、哈佛、斯坦福、耶鲁、麻省理工

如您有意出版英文或中文专著、编著、演讲集、会议论文集，
请随时联络我们。从设计、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
世界科技都已建立完善的体系，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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