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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ditorial  Board  Yihe  Shiji

际此金蛇降临之际

《怡和世纪》编辑同仁

向大家拜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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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  育人之本

最近在纪念陈六使逝世40周年纪念的学术研讨会上，副总

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在致辞中肯定了陈六使对我国教育事业

的贡献，并强调我国社会需要重燃当年先贤热心公益的精神，

舆论接着强调先贤精神的时代意义，先贤精神特别显得久违。

“贤”字从“贝”，与财富有关。先贤精神使人想到“取诸社

会、用诸社会”，那的确也就是先贤的座右铭。先贤取财有道，有

别于朋党营私、趋炎附势以致富者；先贤凭其人生的理念用财以

益社会，有别于出钱只为扬名抑或所谓花钱消灾者。

殖民地时代，先贤积极参与社会，对公共事务有相对分量

的话语权，这是他们献身社会最主要的驱动力。在今天的马来

西亚，华人社会争取自己的空间，建立与维持一个他们自己选择

的教育体系。全马来西亚现在尚有1289间民办小学、60间独立中

学，每年接近两亿元马币的经费都靠华社自己筹募承担。这体现

的就是先贤的精神、公民社会的力量。

我国独立后政治精英统筹全局，社群领袖参与社会的空间

与兴趣逐步消失。最近在怡和轩举办的一个教育讲座，老校长

陈经源（长期担任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会长）在追溯我国小学

母语程度几十年来一落再落，特别是有利中小学母语提升的小

学启蒙班被令停办时，感叹“当时我们在教育界的人士，没有毅

力和勇气提出对的看法，不在教育界的华社也没有特别敏锐的

眼光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整个新加坡华社噤若寒蝉。”他为此

向会众深深鞠躬以示遗憾，场面悲切。

尚达曼副总理在谈到成功建立一个包容社会时，把强大的

政府和强大的社群领袖、公民社会视为同等重要。他说，在这方

面，“陈六使与其他先贤让我们看到，这不只在于出钱，也包括对

信念投入庞大精力、努力和领导能力。这是回馈社会的模式，而

我相信我们能重新发掘并发扬光大。”

长期以来国家政策以经济挂帅，教育为经济与政治服务。社

会欠缺忧患意识，孩童从小追求个人功名，脑袋没有培养公民意

识的空间。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公民意识薄弱的社会，重燃先

贤精神谈何容易？

先贤其实包括一切已作古的有才有德，并视社稷安危为己

任的人，包括一切正义事业的先行者。新马历史上支持辛亥革

命的先驱、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抗日志士、南侨机工，和反对殖

民地统治的斗士，他们不论出身，体现的都是值得后人传承与

发扬的先贤精神。

2008年怡和轩举行三庆大典，主题就是“先贤精神，世代

传承”。前年新加坡社会大规模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去

年华社决定在晚晴园为南侨机工建立纪念标志，福建会馆出版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等等，都是有助于宣扬先贤精

神的盛举，不可多得。

2012年开始的全国对话，教育改革是议论热点，价值观与品

德教育受到重视。去年起就得到广泛宣扬的教育新方针，要以学

生为本，价值为导向，要学校注重公民教育。先贤都各自有光辉

的人生，他们为国家与民族留下来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基

本的公民教育教材。客观地反映历史，以真人真事让学生懂得

国家与民族一路走来的经历，是灌输公民意识最有效的途径。

育人为本，应以培养公民意识为先。从小认识积极而负责

任地参与社会的重要性，并接受以发展国家与社会为己任，是

朝向建立一个强大、有效的公民社会的必要途径，也是召唤先

贤精神最好的保证。

编辑室

育人为本，应以培养公民意识为先。从小认识积极而负责
任地参与社会的重要性，并接受以发展国家与社会为己任，
是朝向建立一个强大、有效的公民社会的必要途径，也是召
唤先贤精神最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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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半年来，网络与平面媒体对新加坡

教育内容的讨论比往时都积极，话题

几乎聚焦于两点：一是对当前小六会考形成的压

力强力反弹，激烈者鼓噪拆掉小六会考这块老

招牌，温和者建议变更它现有的计分方式；二是

对小一新生报名制度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官方更

公平照顾学生，别让他们输在起跑点上。同时，

社会也对小六升中选校制度颇有微言，认为当前

的名校已经把国内精英过度集中，形成了不平

衡的教育生态。

面对这些强烈诉求，教育部长向全社会告

白，展现了我国政府使所有学校都成为好学校

的雄心，表达了它致力于人本教育的改革意愿。

这一发言，开解了万千家长忧心忡忡的心结吗？

以成就动机为主轴的学校操作

从当局释放出的信息得知，小六会考操作的

调整，只是教育改革的项目之一，但它几乎是人们

对教改的唯一关切。近一年来中英文媒体对小

六会考的讨论，主要环绕着考试带来的压力展

╱	文		:  周维介

教改，当聚焦何处
Education Reform, Where Do We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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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一个开阔的想象空间，这是让盛水的
杯子加大容量的重要元素。

开――拒绝压力，成了许多人的强力诉求。

这不得不迫使我们思考，小六会考是否真

的一无是处，非得去之而后快？

教育的困境在于长期来社会赋予它

过多的功能与负荷，人们对教育的理解，

它只是升学就业、升官致富、功成名就的

高效手段与途径，这是对教育最大的误

解。考试压力的形成，与建国以来体制所

信仰的高度竞争意识与精英思维有关。新

加坡立国基础脆弱，人力资源是我们唯一

的依靠，因此它对人的要求相对提高。为

了生存，逆境突围，社会曾经衍生了强烈

的危机感，也认同了强烈的竞争意识，更

形成了我们“怕输”的性格。于是教育体

制积极强调成就动机，细致地把人分等，

通过精密划一的评估方法称量人的表现，

制度强力把人规划，根据它所制定的标

准，把人有序地摆置于不同的九宫格里。

我们先后看到了让父母无所不用其

极的小一报名制度、让怕输家长积极操练

T 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has some 
grand plan for Singapore. Over 

a recent announcement, he revealed the 
government’s dedication of steering education 
back to its essence by taking the rat race out 
of the school system. As a result of the reform, 
schools will no longer be ranked, which means 
that all schools can be good schools judged 
on its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pability.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PSLE system is only a 
segment of the bigger picture, but yet it seems 
to have taken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become 
the sole focus of the public debate. Does PSLE 
really warrant no merit and need to be done 

away with? 

Does Examination System Have Its 
Merit?

Our education system is a in a rut. It is 

cracking under the functionality and extreme 

examination pressure we have imposed on it  

over the years, a by product of the intense 

competitiveness and elitism our Establishment 

has highly regarded from the start. As a 

new country,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s 

nation-building was rickety in its early years. 

The profound sense of crisis and insecurity 

permeated the whole country and led to the 

adoption of intense competitiveness as a 

mean of survival and overcoming obstacles. 

It is small wonder that our education system 
places so much emphasis on results, and 
methodically segregates and ranks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merits.

When schools are run on meritocratic 
principles,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principals,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are inevitably aligned into a top-down 
chain whereby each and every link is driven 
hard to produce results. Tugged at every 
corner, the tension rapidly escalates to the 
point of breaking. Even though much of its 
method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modified and 
dropped, the complaint of pressure shows no 

signs of abating.

的小三高才选试、让十岁学童诚惶诚恐的

小四分流、让学校与家长三军卖命的小六

会考、以小数点见高下的学校排名制度、

升高中6科6分顶级成绩居然不是跻身顶

尖初院的保证……以成就动机为主轴的

学校操作，使教育官员、校长、教师、学

生、家长，一线下来，在成绩指标的监督

下，相互推波助澜，压力指数因而迅速狂

飙。虽然这些年若干做法已被扬弃，但申

讨压力的声浪不曾减弱。

压力——追求高端战绩所引发

新加坡学校的硬体建设让人羡慕，各

校设备都得到平均照顾。小六会考及格率

高且平稳，但人们仍害怕会考，感受到它

千斤压顶的威力，可见会考压力并非来自

不及格的恐惧，或失学的隐忧，而是人们

渴求亮丽耀眼的分数，以及考上闪烁精英

光芒的名牌学校，那是一股强烈追求高端

战绩所引发的压力，而非被配入普通源流

课程的惶恐。

功利社会成就了功名的追逐。毕竟，

并非人人腰缠万贯，能冷眼斜视万众苦战

的会考。当人们体认到耀眼分数与文凭在

现实社会的功利作用，便情不自禁萌生妥

协，进而发动狂热追求，于是追逐分数名

校变成了不可动摇的生活信念。

实施数十年的小六会考已出现种种

拿捏失准的纰缪，有检讨的必要。众人

对小六会考的怨言，也有值得关注的隐

忧――当人们面对压力或挫败，便萌生拒

绝竞争的心态――新加坡是生存条件单

薄但富裕的小国，下一代人更需要挫折

教育，养成接受失败、祝福胜利者的正面

态度。养成一定的竞争能力，是我们立于

不败的基本条件。从生存层面思考，考试

压力不过是人生过程的锻炼。

考试绝不一无是处，名校也非天理

难容。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为社会提供

了优质的人才土壤，它才俊辈出，入学竞

争激烈，社会浮现大量负面情绪了吗？

名校存在，一如企业商界的卓越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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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市场认可的品牌。我们得调整思维，

认识无法置身名校怀抱，并非世界末日；

跨进名校门槛，也非飞黄腾达的保障。

考试普遍存在于东西方社会，但落

实的结果及其引发的学习效应却天壤有

别――西方的考试，显然没有在社会中形

成庞大压力；东方的考试却成为人们梦

萦魂绕的梦魇，盘缠于人们模糊的思绪

里，显然是观念与认知偏差所致，我们应

该就此反思。

改革教育，是庞大的翻新工程。项目

之一，自然包括纠正当前考试运作中失当

的部分（例如题目超程度、刻板按照标准

答案对号入座计分等偏差）、并探讨分数

的呈现方式以及学额分配形式，这或可减

缓分优辨劣、强留弱汰的升学竞赛形势。

教育普及后的新加坡，社会众生对

教育自然有更强烈的改变诉求。就教改

而言，我们更应反复琢磨教育的目的，让

教育回归本质，为它准确定位。教育有两

个层面，“教”，专注于教导灌输知识或

技能；“育”，致力于培养情感智商、行

为习惯、学习能力与美学能力，这两大钢

索必须交错融合，才能开发人的潜在能

量。当前的紧张学校生活节奏下，教育是	

Even though the passing rate of PSLE has been 

steadily high, people are still mortified of it, 

and complain about the debilitating anxiety 

linked to the examination. It goes to show that 

the pressure has neither come from the fear 

of failure nor the loss of placement in school, 

but has originated from the stress of achieving 

glowing results and the crippling pressure 

of getting into prestigious top schools. It 

is essentially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and 

results that has flicked the switch of the 

proverbial pressure cooker, not the fear of 

being relegated to the normal stream track. 

A society that thrives on meritocracy gives 

rise to the paper chase. After all, it is not like 

everyone is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and has 

enough wealth to dismiss the repercussion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Reality sets in when 

people witness and experience first-hand 

how far a glowing set of scores and degree 

can get someone ahead in our society. They 

cannot help but to give in to the pressure and 

join everyone in the fervent chase. Hence the 

pursuit of high scores and top schools has 

become deeply entrenched in our unshakable 

will of survival.

A few decades into its existence, cracks are 

starting to show on the PSLE system, and it is 

high time for a reassessment. The relentless 

laments about PSLE also call to attention 

some significant concerns. In a way, coping 

with the examination system has inculcated 

in us the competitive edge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our winning assets. From a survivalist 

perspective, coping with the pressure of 

examination is merely part and parcel of our 

life training. What does not break us only 

makes us stronger.

Examination is not completely devoid of 

merit, just as top schools are not necessarily 

deplorable. Just look at the calibre of talents 

that Ivy League schools like Yale and Harvard, 

or Oxford and Cambridge have consistently 

produced. Their criteria of enrolment are even 

more stringent, not to mention extremely 

competitive, yet we do not see a wave of 

negativity and resentment toward these 

schools. Top schools, like well regarded 

top brands in the business world, are the 

bastions of top-tier education. We may need 

to readjust our mindset and be reconc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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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培育内容，基本而目标长远。

育“人”的要义，还包括解放思想，让学子

有一个开阔的想象空间，这是让盛水的

杯子加大容量的重要元素。

人类已来到信息时代，仍未能建构一

套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教育系统，只因教育

的对象是模样不一的个体，每个人的条件

状况都长短有异，试图以统一模式同调开

发，肯定无法完美达致目标。

美育长期的被边缘化

时下的教育缺陷，除了受教育者无法

独立思考，教育的内容也缺乏人文美学的

有效熏陶。美学教育长期来被边缘化，从

音乐、美术到文学，学生只是形式上跑跑

龙套，并没有掌握多少美学内涵，人们对

音符、色彩所散发的美学情感无知无觉，

更别说诗歌抽象的文字力量了。审美能力

低下，直接造成创造力不彰，美学教育的

质量，有大幅提升的必要。

由于人的创造激情源于对美的感受

和追求，因此审美能力的培养对个人的

创造力开发至关重要。美感活动有助于

情感的释放，当人从种种限制中解放出

来，个性才得以彰显，这点为许多人所忽

略。美育本身就是情感教育，它甚至是道

德教育的基础。当今学子也安排服务社

群，或探访老人院，或上街售旗募款，但

多半流于敷衍塞责，原因之一便是参与这

项活动时，情感严重躲懒缺勤。

情感教育的不足，反映于当今人们生

活感受力的薄弱。在电子游戏神速强攻

下，这现象当进一步恶化，冷漠社会的厚

度必然骤增。独立以来，强调实用功能的

教育特点、人文素养缺席所带来的问题越

来越凸显，我们的机器性格越来越强烈，

有正视的必要。

过度专注分数绩效，也使道德的培

养空间相对窄化，校园里少了生活实践。

三十年前的学园，能让学子们感知“四体

不勤”、“好逸恶劳”的负面意义，值日生

之类的内容，使学校成了生活品行最佳

的实践地。

教育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培养具备学

习能力、能合作共处且兼具自信心和责任

感的人。我们无须为道德制定至高标准，

德育该定位于习惯与做人品格的培养，贵

于踏实的生活实践，而非长年反复的课堂

讲述，只有化观念为行动，形成习惯，做

人的培养目标才算完成。

“教”与“育”平衡兼具，还是向“教”的

一边严重倾斜？

“杯子”和“水”的关系

为社会培育人才，原就是教育的目

标。	“人才”，涵盖两大部分：一是培

育“人”；一是培育“才”。眼下的教育，明

显偏向后者。中国著名教育家林格形象地

以“杯子”和“水”比喻“人”与“才”的关

系――“杯子”（人）是盛水的容器；“水”

是各种知识、才华和技术。杯子的大小，

决定它最终能容纳多少水。因此，倘若不

断倒水（知识），可是杯子（人）容量没有

扩充，等于白费心机。当前教育真正不足

之处，并非考试压力或分配缺陷，而是各

方都把学习聚焦于“才”的培训，力度自

八方来，终于使一般学子填满肚子之后步

入社会，却予人不善思考与表达的印象。

因此，与其让学生填鸭式地接受知

识，考后又轻易把它遗忘，不如让他们在

校掌握一套受用的学习方法（learning	

skills），让他们懂得如何寻求、组织、归

纳、分析与判断信息，协助他们练就解决

问题的功法、建立自信心与责任感、养成

良好习惯，或许更能终身受用。这就是

with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end of the world to be denied entry into one 

of these top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in the 

West has obviously also not evoked the same 

level of harrowing stress as experienced here, 

which highlights the vast polarity in how two 

cultures approach the same subject.

Education reform is a colossal undertaking 

on a national level. For one, the major 

shortcomings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for instance the discrepancy that arises from 

examination questions exceeding the students’ 

standard and rigid grading method that sticks 

too closely to the standard answers need to be 

rectified. The reform also needs to look into the 

ways scores are announced and how school 

placements are determined to minimise the 

glaring difference in results, as well as to tone 
down the competitiveness which ultimately 
eliminates the underachievers and reward the 
strong performers.

A Return To the Basics

We should constantly reflect on the true 
purpose of education, and steer it back to 
the basics. To realign it to its essence, let 
us consider the two characters that form 
the Chinese word for education (Jiao Yu). 
“Jiao” stands for teaching, the passing dow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Yu” stands for 
cultivation, the all-embracing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and intelligence quotient, 
behaviour and habit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beauty. Both strands should be 

organically blended together to unlock the 

students’ fullest potentials. In the current 

stressful pace of study here, has our education 

struck a fine balance between “Jiao” and “Yu”? 

Or have we tipped the balance by veering too 

much towards the teaching aspect? 

Developing talents for our society i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education. When we 

talk about cultivating talents, or “Ren Cai” 

in Chinese, we are essentially concerned 

with imparting the values of humanity, in 

short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R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s－”Cai”. Our 

current education clearly skews towards the 

latter. The true shortcomings is neither the 

examination pressure nor the flaws of the 

placement system. What is sorely lack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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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的关键人物是教师

独立四十余年，新加坡人的精神面

貌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提高人的素质，

要靠养成。养成习惯是不可漠视的教育

追求，因为它对形成优雅社会至关重要。

现有的教育追求各种成就，功利心态于

焉养成，人们对生活周遭欠缺感受力，个

人成就为核心的思维塑造了自我中心的

顽固心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强化校园生

活教育的磨练功能。

多年来，校园里充满激烈的竞争机制

与官方引进讲求效益的企业管理教条，一

切唯KPI（工作业绩指标）是问，它虽然成

功启动了每一所学校的动力，但也不免偏

离了教育是造人工程的轨道。教育的本

质遭扭曲，教育的定义全力向功利方位

靠拢倾斜。确实，国家的经济成功取决于

国民的教育、技能和健康程度。如今新加

坡已归位开发国家之列，何妨调整当前过

于关注知识灌输的教育思维，在不影响国

家竞争力的前提下，提升教育素质，以开

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核心。

只要有竞争规则，就不要害怕竞争，

我们在乎的，应是一个平等的竞争基

础。不能拒绝竞争，因为我们回避不了优

存劣汰的丛林法则。教育改革要成功，

不能单靠教育部的政策，整条战线的相

关者――教育官员、师长、学生、家长以及

社会人士都必须在观念上配合调整，才有

可能实现人本教育的理想。这是高难度的

改造工程，无法一步到位。要在知识灌输

线上融合情感教育与道德实践，取得明显

效果，关键人物还是教师，当局如何确保

教师转换即有思维，有效武装自己，强化

自己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对育人之道的

透彻理解，这需要足够的训练与时间磨

合，才能起航，求速注定搁浅。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character development. So mu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alent building that the students 
are stuffed with full-on teachings and 
ultimately sent off to society as seemingly 
stunted individuals incapable of thinking and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stead of stuffing our students like Peking 
ducks with textbook knowledge they will 
forget right after the examinations, would 
it not be more beneficial to impart them 
the skills of learning, so that they can 
independently seek out, organise, archive, 
analyse information and finally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 Such a valuable skill would 
also teach them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instil confi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and help 
them cultivate good habits that will benefit 
them their whole life long. It is fundamental 
and yet far-reaching. That is what nurturing 
“Ren” is all about: to open their minds and 
create a space where their imagination can 
run free.

The inadequacy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not only fail to encourage independent 
thinking, its curriculum also lacks the effective 
inculcation of the appreciation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Arts education has long 
been marginalised in our system. Music, arts 
and literature classes seem to b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 As a result, the students’ 
grasp of these subjects are devoid of depth. 
We need to radic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arts education, as the decline in our 
students’ aesthetic ability will directly impact 
their creativity. Creative impulses originate 

from the reaction to and the pursuit of beauty, 
hence the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capability is 
instru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Arts lessons are not only education of the 
hearts, they also lay dow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ethics. In the same vein, even though 
the schools have involved their students in 
community services, they are also conducted 
half-heartedly. There is no heart in these 
exercises.

A Platform of Fair Competition

The lack of emotional educ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people’s general inability to  express 
and feel in their daily lives. Our education’s 
overemphasis in functions robs our humanity 
and brings to light more of our social 
problems. It has further reinforced our nation’s 
rigidity, as it has failed to instil morality and 
integrity in our people. We do not need to 
set high moral standards. What our moral 
education needs to do is to foster good habits 
and nurture our sense of integrity.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grounded in reality and 
daily practices instead of year after year of 
classroom lectures. The mission of character 
building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ccomplished 
after we have transformed concepts into 
actions and reinforced these actions over time 
into lifelong habits.

Singapore may have come a long way in our 
for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terms of our mental and 
spiritual richness. Our education’s emphasis 
on results and achievements has only led to 

materialism and status-consciousness. We 
need to step up the mental-training aspect 
of our life education in schools to enrich 
our students’ emotions. Over the years, our 
school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from 
intense competitions, while the government’s 
introduction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to 
run our schools with efficiency has made 
the dehumanising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our sole concern. Is it any wonder how far 
we have veered from true path of building 
people for our nation? Now that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a certain level of prosperity, 
why don’t we recalibrate our education 
mindset? While not affecting our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we might reconsider shifting 
the core of education from overemphasis of 
imparting textbook knowledge to developing 
our students’ potentials and capability.

As long as the rules of competition are in 
place, we should not fear competition. What 
we should care about is to build a platform 
where we can compete with fairness. Since we 
cannot avoid the Darwinian law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why reject competition? In order 
for our education reform to succeed, we 
cannot solely rely on MOE’s policies. What we 
need is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n the chain, 
from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to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and everyone in our society 
to work together before we can fully realise 
the vis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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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谢声远

    洪天发

车子转入工业园，抬望眼，便瞥见新意元座

落的创新科技大厦。它占据大厦一端二

层楼，前面是半圆形露天剧场式的设计：弧形的

石阶，层层而上，正对着一个简朴的舞台，中央是

绿地。我们无暇细看周遭的景致，很快就迈入新

意元策划、经营了15年的幼儿园。依照学堂的规

矩，我们和幼儿一样，脱下鞋子，步入办公室，见

到倾慕已久的校长——陈鸣鸾。眼前的她，不久

前才为儿童癌症基金筹款而剃光头发，如今才长

出寸许短发，黑中泛白，透出沧桑，但精神奕奕，

侃侃而谈，毫无倦意。

坚守理念  培育幼苗

I f Tan Being Luan had any inclinations for 

the creative arts, she kept them in check 

for a while. She was born  in 1954, studied at San 

Shan Primary School, Maris Stella Girls’ School and 

in 1976, graduated from the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School at Nanyang University. She was a model 

student whose life seemed to be already well thought 

out for her. Respecting her parents’ wishes, she stayed 

away from the arts group, and only joined the debating 

team while she was at Nanyang University. After her 

graduation, she helped out at home for a year before 

pursuing her master’s degree in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ull in the UK.

Everything Begins with O

访新意元幼源校长陈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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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信念 风雨兼程

1954年出生的陈鸣鸾，就读三山小

学，海星女子中学。1976年毕业于南洋大

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求学阶段家庭要求

以学业为重，所以没有参加任何艺术团

体，只在南大期间参加辩论学会，并担任

会长。毕业后在家里帮忙一年，接着赴英

国赫尔大学读东南亚研究。

1980年10月回国。到国家档案馆属下

的口述历史中心任兼职的访问员。1981年

6月任全职口述历史计划组长，离职时任

国家档案馆第二副馆长，主管口述历史中

心，负责特别计划，如教育、艺术、社区历

史等。让她得以在那几年中，有机会熟悉

过去新加坡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了解了本

地早期的教育状况。在工作中，搜集丰富

的文教与地方史料的同时，也从采访对象

的人生阅历中，受到影响和感化。

1984，85年她参加了实践表演艺术

学院的舞蹈组，也曾报考郭宝崑开办的

第二届导演讲习班。“三十而立”，生活

的历练，树立了她的人生理念。1989年她

离开政府部门，协助郭宝崑创办电力站，

担任经理。过后曾任实践话剧团经理，和

实践表演艺术学院院长。曾经帮吴丽娟办

过四五岁幼儿的艺术游戏课，在她心里播

下了幼儿艺术教育的种子。1997年年头，

她获得创新科技沈望傅的支持，在郭宝

崑和吴丽娟的协助下，开创新意元幼源。

Creative O 的由来

创新科技总裁沈望傅，对陈鸣鸾

投身幼儿教育事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1997年，创新科技在裕廊盖厂房，公司

要为职工设立一个托儿所。出于对教育特

别是幼儿教育的热忱，当时任实践表演艺

术学院院长的陈鸣鸾找上实践的院友沈

望傅。沈望傅与郭宝崑、吴丽娟熟络，也

了解陈鸣鸾的办学能力，只要求她不要办

成组屋楼下无特点可言的幼稚园就行。沈

望傅的公司并为幼儿园投下50万元的装修

费，同时只收取大大低于市价的租金。

新意元的英文名是	Creative	O。当初

她是从创意思维开始，以艺术作为主要的

手段来引领创意性，因此理所当然地采用

Creative		这个词。而		Creative	O	后头的

O,	却大有文章。她回忆说，当时有朋友认

为，如果办得好，今后会有		Creative	1，	

2，3……郭宝崑则主张从零开始，她认为

不能读作零，Creative	Zero	可不好，因此

就用上大写的英文字母	O。她说：“O	代表

原创性		Originality，合乎创意思维和开放

教育的理念。而且		O		从一点开始，循环一

圈再回来，图形圆满，象征追求完美，但设

计标志时不要求规整。后来一位香港记者

来采访，听了介绍，说这		O	中央是虚空的，

可以不断容纳、增添。他在一篇文章的结

尾写道：“我想那个		O		大概应该解读为	

“零”吧。创世之际，世界混沌一片，上帝

也好，盘古也好，不都是从这个“O”开始

的吗？……只是来到今天，我们赖以生存

的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空间，全都已经

被塞到满满的了。还给创意一个“O”，

这个“O”就是最原始的起点。”

如今，新意元占地约14500平方尺，

现有学员200余名，按3、4、5、6四个年龄

组划分，共11班，每班17至20个孩子。由

2位老师负责，共有老师24位。小班另加

阿姨协助。

Ms. Tan came home on October, 1980 and took 

a job at the oral history centre of the National 

Archive, where she learned a great deal about 

Singapore’s history, in particular the early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nation. She only 

began to pursue her creative interest when 

she was 30. Around 1984 to 1985, she joined 

the dance group of 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School, and enrolled in directing masterclasses 

conducted by Kuo Pao Kun. In 1989, she left 

the civil service and dedicated herself to the 

arts full-time. She helped Kuo Pao Kun set 

up the Substation - A Home for the Arts, and 

subsequently went on to become Practice 

Theatre’s manager and the Principal of the 

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School. It was after 

helping Kuo’s wife, Goh Lay Kuan to organise 

arts and play classes for 4 and 5 year-old, did 

Tan discover her passion in arts education. In 

1997, with support from Creative Technology’s 

Founder, Sim Wong Hoo, and the assistance 

of Kuo and Goh, Tan ventured out on her own 

and started the Creative O Preschoolers’ Bay.  

This is the genesis of Creative O: In 1997, 

while Sim Wong Hoo was building his IT plant 

in Jurong, he was looking into setting up a 

day care centre for his employees’ children. 

Tan approached Sim to pitch her pre-school 

arts education proposal. Convinced of her 

capability, Sim invested half a million dollars 

to set up the childcare facilities and charged 

Tan rent below the market rate .

Tan named her school Creative O because 

creativity is the crux of the school’s philosophy. 

The O can either stand for Originality or the 

symbol of zero, which  essentially is where 

everything begins. 

Today, Creative O occupies a 4500 square 

feet premise, with an enrolment of 202 

preschoolers  placed in 11 classes. Each class is 

taught by 2 teachers, and classes with younger 

children are additionally supported by minders 

fondly known as “a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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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学识 来自实践

那天，当我们推开新意元的玻璃门，

一个篮球场一般宽敞的空间进入眼帘。

在几根髹成黄色的方形柱子之间，并没

有墙壁或者屏风间隔，反倒看见五颜六色

的，参差不一的小柜子、挂画、布告板、地

图、门框，甚至砌至一半，尚未完成的积

木堆，形成了临时性的分隔，K1，K2的孩

子们各就各位，在听老师讲课。

据陈鸣鸾的介绍，新意元采取开放

性教学方式，以萌发性课程推展学习，没

有课本，参照教育部的指导原则，不在学

前阶段教汉语拼音，也不学电脑操作。孩

子们通过专题或方案开展学习，而专题

和方案选择带有随机性，并和生活紧密

联系，就看孩子们对什么发生了兴趣。譬

如，6岁幼儿在准备露营时对地图发生兴

趣，他们就会和孩子一道，花时间制定

方案，让孩子学习地图，学习与地图有关

的事项，科学、数学、语文的知识在这过

程中逐渐渗透在课程中，让学童掌握，让

他们在协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协作，其乐

融融，其获也多。又如学生庆祝生日，学

校不鼓励蛋糕派对，让孩子了解到奶油蛋

糕不健康，蛋糕、纸杯、纸盘不环保，让孩

子自己建议班上同学一起动手做沙律、煮

面条或其他创意方式庆祝生日，认识到父

母和祖父母对他们成长所做的一切，滋生

感恩的情怀。还有，学校联系有定点老人

院，每月带孩子去关怀探访。他们在方案

中对老人院和院内老人的生活有所了解，

让孩子自发地提议活动方式，或携带手制

贺卡，或给老人讲故事，或表演节目。孩

子们在参与的过程中，受到品德的熏陶，

也学到课本所无法传递的知识。孩子们

在探访结束，往往会问：什么时候还会再

来？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小孩跌伤了，老师

坐在矮凳上，拿出消毒药膏，给擦破外皮

的孩子搽药，其他的孩子们坐在地板，听

老师给他们上一次卫生课。

从新意元出去的孩子，有许多在小一

时当上班长，问他们为什么被选上，有时

竟就只是在校园里不会迷路！事实是他

们在新意元的集体生活里，学习了面对

问题，会尝试自己想办法解决，比其他孩

子更具独立性。

15年从这里走出多少孩子，他们都拥

有一个共同的记忆，那就是露营。陈鸣鸾

说：“有时举办活动让这里出去的学生们

再回来，见到不同年龄的大小孩子聚在

一起，谈的话题就是露营！”她认为，在

圣约翰岛的露营活动，就是在总结他们

这些年来在幼儿园学习的知识、技能和

生活态度。在岛上，孩子们不但要遵守营

规，还要学习自己打理三餐，进行许多挑

战性活动。这对他们的独立性，责任感等

都是很好的锻炼。许多年后，一些家长还

会记起，当他们带孩子出国旅游，孩子不

但会自己收拾行李，还帮着父母计划该

带哪些东西。

种瓜得瓜 另眼相看

这种没有模式的学前教育实践，对

老师的要求更高，因此，新意元的教育团

队，要到创园数年之后才渐渐形成，稳定

下来，敬业乐业更不在话下。也因此，陈

鸣鸾认为新意元的经验是无法复制的。

但他们很乐意与其他非盈利的学前教育

机构合作、交流与分享，也已经付诸实

践。陆续有其他幼稚园与学前教育的老师

们过来新意元观摩见习，也有多位老师到

一些学前教育老师培训机构兼职讲课。

对于学生家长，新意元听由他们选

择，认同这种教育理念的，就让孩子留下

来；不然他们可另选合适的。不过，有一

点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新意元学前教育

的理念和经验，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渐受

到关注。非但为孩子报名的家长要在等候

名单里，在新意元，完成4年学前教育的孩

子，也超过百分之九十。

虽然它当初办的是托儿服务，并非教

育部管辖下的幼稚园，但这些年来，教育

部一再派人前去参观。尚达曼任教育部

长期间，也曾率团前来。现任教育部长王

Character and Knowledge Comes 
With Practice

Creative O’s adopts a liberal teaching style. 

Although it follows the guidelines laid dow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the classes 

are textbook-free. Neither Hanyu Pinyin nor 

computer learning are in the curriculum. The 

kids learn from spontaneous lessons and 

engage in case studies linked to everyday life. 

For instance, should the 6 year-old students 

become curious about maps as the class 

prepares for their camping trip, the teachers 

would spend time to craft out ad hoc lessons 

targeted to help them learn all about the 

subject of maps. The school discourages 

conventional birthday parties. Instead of cakes 

and blowing candles, the kids are encouraged 

to come up with creative ways of celebration. 

The kids are taught to engage with other 

communities through monthly visits to a few 

selected old folks homes to help them better 

understand the lives of elderlies.

Many young Creative O “graduates” would go 

on to become their class monitors in primary 

one. The chief reason being that the Creative 

O kids have been exposed to and encouraged 

to tackle problems on their own at an early 

age. The exposure has taught them to be more 

independent than their peers. 

An unstructured pre-school education places 

a lot more demands on the teachers. As a 

result, it took Creative O several years before 

a full-fledged teaching team was finally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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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杰，以前也是新意元学生的家长。教育

部也邀请新意元的老师，去和幼稚园的

老师们分享教学心得。

陈鸣鸾团队的名声甚至远播海外。

在2008至2010三年间，新意元与中国南

京的行知幼稚园交流，每年都有那里的

校长与老师前来实习。2010年后，他们与

台北护理与健康大学幼保系、台中弘光

大学幼保系、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幼保系

签订协约，让他们派在籍大学生过来新

意元观摩实习。

感恩之心 从我开始

1998年新意元创办伊始，学员不过

10名，老师还多过学生，收入远远不敷支

出，拖欠19万元租金，沈望傅从不追讨。

随着新意元理念逐年受到认可，师资素

质稳步提升，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财务状

况有所改善。花了5，6	年时间，她终于一

点一点把先前欠下的租金完全还清。陈鸣

鸾感恩地说：“对创新科技老板来讲，这

是他赚钱的空间，大可租给他人当办公

室，租给我不但没有收取商业租金，还不

能涨太多。他也不干涉校政，完全相信我

们会做到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在她心

目中，沈望傅和他的创新科技是新意元这

种另类学前教育的朋友和伙伴。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援助，新意元

不可能生存下来，更没有可能发展成今

天这个样子。”

郭宝崑逝世不久，她在一篇怀念文

章《缝制一条记忆的百衲被》中的开头

写道：

together. Although Tan believes that the 

Creative O experience cannot be replicated, 

she is however happy to share and exchange 

its magic through collaborations with other 

non-profit pre-school organisations. Creative 

O’s unique philosophy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has also gained favourable recognitions. As a 

result of strong interest, parents who wish 

to enrol their kids need to be put on waiting 

list, and more than 90% of the kids who are 

successfully enrolled would go on to complete 

their 4-year pre-school education.

Although Creative O had initially started out 

as a childcare centre, and was not one of the 

kindergartens under MOE’s care, its success 

story caught the ministry’s attention. MOE has 

come to study the running of the school more 

than once in order to gain insight to creative 

teaching. While Shanmugam was the minister 

of MOE, he had also come to visit with his 

entourage of educators. Heng Swee Keat, the 

current minister of education himself used to 

enrol his children at Creative O. The ministry 

has also invited Creative O teachers to share 

their teaching experiences with kindergarten 

teachers.  

Creative O’s impact is also felt overseas. 

Between 2008 and 2010, the school welcomed 

teachers and parents from Nanjing’s Xingzhi 

Kindergarten to learn about creative education 

on a special exchange programme. Since 

2010, the Taiwanese have also been coming 

to learn from Creative O. The school has 

signed memorandums of agreement with 

the paediatric departments of the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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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跪在你的床前，叩拜你

这十余年来对我的批评、教诲、启导。我

从未向你郑重道谢，仅在2001年的前夕，

给你和丽娟捎上一份自我告白，算是对

你们多年护爱的感恩。另一夜，我高举火

把，在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期盼中，点燃营

火之际，遥祝你的往生，一时哽咽......”

（刊载于2002年9月22日）。

2012年9月1日，一项纪念郭宝崑逝世

十周年的晚会在新意元前方的广场隆重

举行。有鉴于郭宝崑与陈鸣鸾交往密切，

我们问起郭宝崑对她本人乃至新意元的

意义时，她强调：“郭宝崑和吴丽娟都很

重要。在新意元创办的背景里，如果我没

有从他们身上不断吸取经验、教诲以及

思维上的刺激，我不可能办成现在这个

新意元，绝对做不到！我也不会坚持教学

理念的重要性。”

谈到郭宝崑和吴丽娟给予她最主要

的精神滋养时，她说：“就是他们对人生

的思维，对于实现理念的思维。我们都

有理想，问题是你到底有多相信你讲的东

西？我想他们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

非常赤诚地面对自己。从他们身上我看到

了，当我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时，我就会提

醒自己有没有讲一套做一套。”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

试。”陈鸣鸾用了15年，培植了一株别样

的树苗——新意元，已引起学前教育界

有心人的注意，认可。她在生命中一段不

短的岁月，赤诚地面对自己，坚守幼教的

理念，对于创意思维，开放教育，做出了

可贵的尝试，她没有愧对自己。

作者谢声远为本刊统筹	
洪天发为特约撰稿人

Healthcare University, Taichung Hung Kuang 

University and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hich allow their universities’ 

students to sit in and observe the teachings.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Tan believes that Creative O would remain 

forever indebted to Sim Wong Hoo. To her, 

the technopreneur and Creative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been a financier but also a 

friend and a partner of the unconvent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Creative O would never 

have survived, and most certainly would not 

have come so far without his support and 

help,” says Tan. “Kuo Pao Kun’s and Goh 

Lay Kuan’s influences and teachings were 

also very important to me. Had I not learnt 

and benefitted from them, I would not have 

started Creative O. Never! Without them, I 

would not have persevered and believed i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till this day,” 

asserts Tan.

Tan has devoted 15 years of her life in 

cultivating a unique seedling that has grown 

to become Creative O. It was certainly a road 

less travelled, but Tan stayed true to her vision. 

Her firm beliefs and ventur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mad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creative thinking and open education.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我们都有理想，问题是你到底有多相信
你讲的东西？当我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时，
我就会提醒自己有没有讲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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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根据陈鸣鸾近年在报端发表的文章

整理而成。

教育最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陈

鸣鸾点明古今中外，特别是80年代中西

方学界为对应科技挂帅、物质与消费主

义至上导致的价值扭曲而大力推崇的	

“全人教育”，就是对人性的教养，或者

说教会做人。

她指出：目标的确定不能靠教育部

独自探讨或自上而下来解决，“因为它

涉及国家和人民所要诉求的价值和生存	

之道”。

从1979年至今，新加坡的教育有所改

变（change），但谈不上改革（reform）。教

育改革的前提，是必须了解哪里不理想或

出了问题，以期达到最大的提升。

陈鸣鸾从长期的办教经验中，观察到

如下现象和问题：

1.		每个年头入学的3岁孩童，越来越娇

气，手脚更趋笨拙的倾向，而这直接

关系到为人父母者对子女的溺爱和

过度呵护。

2.		日常生活中可见，小至5岁的幼儿从

幼儿园回来，晚上不是得上各种名目

的补习班，就是得做家长买来的辅助

作业，都是为未来的考试和成绩而提

前作准备。

3.		教育在不声不响中被当成商品。商

业学校的补习效益上了电视，正规

学校“受商业运作和管理的影响，视

家长和学生为顾客，以打造品牌的气

势和策略塑造学校”。

4.		教育改革不是由一些家长、教育相关

人士参与的全面交流会，或由个别人

士提呈建议就可以了事。

5.		学校教育建构起来的好习惯，如学生

在食堂用餐之后会自行将餐具归还的

环保意识等，到学生步出校门，加入

社会，几乎瞬间就被解构，这就产生

学校与社会的衔接性问题。

陈鸣鸾的教育观
附文

6.		母语学习的低迷已是各个族群共同

面对的问题。现在不管是哪个族群，

在学校之外有利毋语学习的环境，

是很薄弱的。

对以上现象和问题，陈鸣鸾有其针对

性、启发性见解。

首先，少子化的结果，两代成年人绕

着一个小孩打转，不是坐步行车，就是

谨小慎微，深怕小孩跌倒；甚至有爸爸抱

着4岁孩子上楼，六、七岁的孩子坐着儿

童手推车“逛街”，上下学家长替小孩背

书包，比比皆是。“他们对孩子的疼爱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事事包办对孩子有益

吗？”这就难怪小孩的腿脚不灵活，挑食

偏食，乱发脾气。报章上对现代新加坡

人的评价，如过度保护、缺乏毅力、不敢

冒险、不懂克服困难、逃避责任、没有使

命感等，作为孩子的起点――家庭，实在

难避其责。所以她认为，要教育好孩子，	

“家长首先必须要自省”。

其次，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人力资源

应倍受重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芬兰

模式，芬兰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一个也不

能少”。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	Erkki	

Aho，极具远见和关怀地说道：对人口大

国来说，放弃一两百万人或许不会有什

么损失，但是只有500万人口的芬兰，必

须好好照顾每一个小孩，一个都不能放

弃。有鉴于此，陈鸣鸾认为，必须“改变

考试重于一切的观念”。陈鸣鸾把考试

喻为“魔咒”，可以让人飞黄腾达，也可以

让人心智丧尽。

第三，陈鸣鸾指出，在进步的文明社

会里，教育、慈善和医药是不可、也不应

商业化的。“教育关系到国民的素质和元

气⋯⋯主宰教育的机制更不能陷入商业化

的思维，因为在成本的考量下，许多教育

根本的条件如师资训练、师生比例、行政

支援、弱势孩子等都会被忽视或抑制。”

然而，10年过去了，“我们对教育商业化持

过于放任的态度，迷失在教育行业带来的

经济效益和生产价值中。”

第四，教育改革不能“以零星状态”

进行。以台湾幼教政策制订的历程作为

借鉴--政府负责整体规划，通过民意调

查、研究规划、各代表咨询座谈、一系列

公开听证会、促成政策形成、制订、立

法、执行与滚动修正流程。从学界率先发

起倡导，到政策最终出台，前后逾10年，

这样的历程着实令人惊叹！

第五，家庭、学校、社会必须衔接，

教育才能达到目的。以环保意识为例，	

“我们急需的是社会整体，包括官方、社

区、学校、家庭、职场等能提供有利建构

环保意识的建设，唯有如此，方能给学

校在孩子身上播下的环保意识种子提供

茁长的环境，让环保逐渐被建构成一种

国民习性。”

第六，关于困恼全社会的母语学习问

题。陈鸣鸾从切身经验和观察中推论：英

文是可以在童年少学，进入青少年时期再

多学也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因为在我们

的语境中，英文英语无处不在，而且“我

脑海浮现目前在企业、学术界的几位闻

人，似乎也是后来才学英文的。”因此，

有一个极端的“武断论说”，基于语文学

习的难易和先后，儿童时期可以以母语

学习为主。她希望“教育研究者或许可以

在这方面多提呈和公布研究成果”，以避

免许多像我这样的“武断论说”。

总之，教育是立国之本，不论是品格

或知识技能的传授，都和教育息息相关。

教育，广义而言，也包括了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和社会各不同层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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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王如明

我
国
小
学
语
文
教
育
的
变
迁

陈
经
源
谈

2 012年12月2日，怡和轩、海南会馆与新

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假怡和轩举办一场以	

《我国小学语文教育的变迁》为题的讲座，主讲

者是前公立培群小学校长、前新加坡华文教师

总会会长、现任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陈经源，主

持人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王昌伟副教授。本

文为两位当天讲话的摘录。

王昌伟副教授开场白：

今天的主讲者陈经源校长是本地文教界一

位德高望众的前辈，担任公立培群小学校长达

32年之久。我们知道，过去，当华校传统还在的

时候，通常华校校长都是文教界重量级人物，不

管在教育方面、文教方面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后来国家的变迁、改制以后，校长跟学校的联系

没有那么强，尤其是后来实施新的制度，校长几

年一换。传统，尤其是华校传统渐渐失去，很令

人可惜。当学校日益企业化之后，一些校长称自

己为总裁，不利文教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特别珍惜和感谢像陈校长这样的人，在文教

界凭着坚定的信念，退休后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不遗余力的推广，特别是对《弟子规》的推广，更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郑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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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源校长讲话摘要：

华文源流命运多蹇

我已退休10年，不习惯在历史悠久

的怡和轩平台发言。朋友的一再催促，使

我鼓起勇气。现在新加坡正进行全国对

话，其中一个课题关系到教育的改进、小

六会考等，讨论的气氛热烈。部长、国会

议员、教育界人士、家长等都发表了很多

意见。我权且把这次发言当作新加坡民间

对话的一个尝试。《新加坡小学评语文教

育的变迁》这个讲题太大太复杂，谈教育

不谈变迁说不过去，我就把当了32年校长

和10多年教师总会秘书长和会长的经验，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新加坡小学语文教育的自由选择模

式，可溯及1956年。那年，新加坡劳工阵

线政府发表了一份《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

会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具有一定意义，它

尊重四大民族接受和发展母语的权利，这

是我们今天仍可借鉴的地方。1970年有个

重要变化，要把华文小学的数学和科学改

成英文，不过那时政府还是尊重华社意

见，再经教师总会强烈反对，没有强硬执

行，而是让学校自行决定。

接下来是分流选择模式。教育向语

言、语文分流转变。小学先后出现小三、

小四分流考试，这是1978年《吴庆瑞教

育报告书》发表后的一个改变，认为学

生的学习能力、语文背景不同，所以要分

流。1979年开始第一次分流，小三以后的

课程分成三种：六年制普通课程、八年制

普通课程和八年制单语课程。修读八年单

语制者不能参加小学离校考试，他们的出

路是职业专科学校。

到了1991年，小三分流推迟到小

四，小学一律改回六年制，但分为EM1、	

EM2、EM3。E是英文，M是母语。再不久，

华文又有“高级华文”、“华文”与“华文

B课程”之分。从2004年开始，分流制被

取消了。

分流的结果，报读母语源流学生人

数一年比一年少，到了1979年，报读华文

源流的小学生，只占新生总数8.9%	。过

去绝大部分华人子弟都是读华校的，那

时候华校大大小小有二、三百间，英校

还是少数。现在这个变化太大了，面对这

种形势，政府还是作了努力，于1979年选

出28间小学，给予特别辅助。同年选出9

间特选中学，后来增加两间，目前保持11

间，特选中学计划的目的是挽救华文源

流的完全消失。

明确华语的地位

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教授

最近在新加坡的一个讲座上发表了他的＂

滚雪球式教学法＂。他认为政府要明确地

给新加坡华语作一个定位：第一，要确定

华语到底是不是母语，如果不是，是特

殊地位的第二语文吗？如果两者都不是，

而是普通的第二语文，那么这三种地位

应该要很明确。他未进一步探讨母语和

特殊第二语文的情况，而是着重讨论在

外国推行的＂滚雪球式＂的第二语文，一

种学习外语的方式。个人以为，重点是长

久以来，无人再提新加坡华语是不是母

语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外国专家重提确定

华语在新加坡的地位，不啻是个契机。我

们华社团体，华人族群此时应好好反思一

下。既然这段时间教育政策中有许多灵活

的措施，可否考虑一下：对新加坡华族而

言，华语是不是母语？是不是也可以灵活

到至少有一部分学校可以恢复母语的地

位，用母语办学，等同过去的华校。

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第一，虽然有

60%或以上的家庭用语以英语为主，作为

平日交流的最常用语言，还有40%或接近

这个数目的家庭，是以华语作为母语的；

第二，60%的人群中，不是所有的家长都

不会讲华语，不懂得华文传统的，不是

的，对吗？可是他们为了孩子的前途和出

路，刻意选择在家里用英语跟孩子交流；

第三，外来的人，包括从大陆、台湾、马来

西亚等周围地区来的新移民当中，越来越

多华族是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再加上中国

的崛起，世界经济的重心正从西方转移到

东方。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觉得也许此时

可以在＂全国对话＂和新的教育检讨中，

考虑让一部分学校比特选中学、特选小

学更上一层，以华语作为第一语文、作为

母语，而且当作大部分科目的教学媒介。

当然，这些学校中英语是被当作特殊地

位的第二语文。这样做的好处是，母语，

或者说华语，真正可以从小一直到中学、

大学都有一个持续的、高水平的发展，不

要只是单独一科语文学习，而是其他科目

的教学媒介语。目前的情况是，即便是特

选中学，华语基本上是单科的语文学习，

而不是教学的媒介语，这与母语源流的

教育是不同的。那么，英文怎么办呢，我

的经验和感觉是，英文在新加坡已经是

强势语文，就算这些孩子以华语作为第

一语文和媒介语来学，他的英文不会像

以前华校英文那么差，整个社会大环境

会很快促使他们的英文提升到足以应用

的水准，很快变成具有特殊地位的第二

语文，将来是够用的。如果有一定数目的

幼儿园、小学、中学或更高的年级，能够

坚持办下去，将来我们的所谓双语人才、

双文化人才就不必过于担心了。

小学可复办启蒙班？

关于启蒙班问题。顺便一提，培群

现任校长吕佳伦曾在培群启蒙班读了一

年，然后才上小一。当初开办启蒙班的目

的，是要学生在进入英文源流之前，在母

语方面打下一个基础，就是把现在的K2

移到学校去办，课室、厨房、厕所等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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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装修，也就是说学生在学校读K2,	课程

方面至少有50%是由华文老师来教课，完

全用华语教，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上小

一的时候，他的华语华文方面已打下很

好的基础，就算在小一，他的语文源流变

成英文源流，华文还是很强的。启蒙班办

了10年之后，初期觉得很受欢迎，所以当

时的教育部长，也就是现任总统陈庆炎

博士还宣布要把启蒙班逐步扩大到全国

小学。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做法，在教

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针对推广启蒙

班，当时做了一个调查，看看是否符合经

济的原则，调查结果是启蒙班作用不大，

浪费资源，不应该继续办下去，那些已经

为办启蒙班而进行装修的学校，虽已完

成重建，最后还是全部作废。已有的启蒙

班也突然关闭。我本身是办有启蒙班小学

的校长，当时也在教总，可是没有毅力、勇

气和眼光看到这样做的不利影响。整个

新加坡噤若寒蝉，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

宣布后的第二年，全部启蒙班都停掉了。

我想，如果当时启蒙班没有叫停，今天华

文的水准应该不会这样的惨不忍睹。培

群以及有华校底子的学校，后来之所以

保持新生报名率特高的名牌学校优势，

跟十来年启蒙班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

系。如果当时新加坡小学都办有启蒙班

的话，今天新加坡特选小学、中学的母语

水平应更上一层楼。由此我联想到我们

在教育界的人士，没有毅力和勇气提出对

的看法，不在教育界的华社当然也没有特

别敏锐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我在此

深深鞠个躬以示遗憾。今天我之所以提出

这些问题，是因为在报章上看到国会议员

哈莉玛为首的学前教育检讨委员会，最近

考察北欧教育回来后说，政府可能考虑由

学校开办学前教育，也就是说，启蒙班恢

复的可能性正在探讨中。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暗示，给华社一个信号，也许我们

可以在教育问题全国对话中好好考虑可

否恢复以前的启蒙班。

小学会考备受关注

新加坡小学会考始于1960年，离今

天足足52年，根深蒂固，影响之大，不言

而喻。早期华校的第二语文英文是必考

科之一，其他四科是华文、数学、科学和

史地。史地这科后来取消。英校第二语文	

（即华文或其他母语）则非必考科，不影

响升留级。1965年所有英校的母语都成

为必考科，但是英语积分比重双倍。1973

年第二语文在会考中的积分也以双倍比重

计算，这对母语的学习具有特别意义。但

到了1985年，英文源流的家长和既得利益

集团对母语的抗拒增强，华语难学和打算

移民的论调甚嚣尘上，华语的双倍比重遂

降为与其他科目一样。这又是一个变迁。

2004年教育部有一项重大决定，指

定一些中学可对特定小学直接招生。这

项决定颇有创意，也是对小学会考的革

新。初期在一些侧重特殊才华的学校推

行，笫二年扩大到自主学校、自治学校和

有专长项目的中学。原本有43间，2012年

增至170间小学中的91间。这些小学生名

义上被直接招收，但还必须参加会考，并

要达到相关学校所规定的最低积分。否

则，直接招生也失效。因此，直接招生对

摆脱会考的压力，多少起点作用，但还须

拼会考，所以作用不大。至于部长、议员

大力宣传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会考

不是一次定终身，虽有缓和作用，但一样

不彻底。52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还是

无法松绑。补习行业的一枝独秀，说明了

这点。关于会考的公开讨论，除了少数主

张应全部废除外，大部分认为不应马上

废除，而应予以检讨和改进。有各种各样

的建议，而我倾向以直接招生为契机，分

成参加和不参加两类。凡被相关中学直

接招收的学生，可不参加会考，而不愿意

被直接招收和未被招收的小学生，则须

参加会考。虽说这近乎奇思异想，但既

然直通车的学生不必考	O	Level	，就可以

升上高中或初级学院，小学生不是更应该

受到照顾吗？将来你来到社会，如果你是

好的学生，出示	A	水准文凭已足够，中四

文凭反显得无足轻重。找工作时更不用说

有人要过问你的小学会考成绩了。直接招

生的关键是对小学生的学业和品德评估，

这点我们要对我国学校和公务员的效率

有信心。这些专业人士好像伯乐，可以对

小学生进行全程跟踪和评估。如果办得

到，念完小五就可直接招生了，这样在小

六和启蒙班各赢得一年，可利用这两年

增强小学生的品德、母语和创造力。这样

一来，小六会考虽不马上废除，但已开始

真正意义的松绑。我提出这个不成熟的

建议，目的在于引起讨论，集思广益。华

社团体，还有我们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或

许可以在这方面作出一些贡献。

作者王如明为怡和轩常务咨询	
郑钧如为本刊责任编辑

如果当时新加坡小学都办有启蒙班的话，今天新加坡特选小学、
中学的母语水平应更上层楼。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在教育界的人士，
没有毅力和勇气提出对的看法，不在教育界的华社当然也没有特
别敏锐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我在此深深鞠个躬以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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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兴味盎然的讲座，即使对关心我国教

育变化的数学门外汉而言。

主讲者李秉彝为南洋大学数学系首届毕业

生，1965考获英国数学博士。现为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教授，原东南亚数学学会会长，新

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专家组核心成员。

讲座在怡和轩二楼大厅举行。下午2时，听众

陆续抵步，其中不乏数学界翘楚和老师。映入

眼帘的是讲坛后方屏幕上亮出皎洁的16个大字，

简洁而显眼：两件大事、中西传统、今日课堂、何

去何从。

主持人许福吉博士作开场白后，李秉彝教授

便侃侃而谈。

新加坡数学教育50年要从1962年说起，而60

年代发生第一件大事，或者说是数学教育大地

震。它起源于欧洲，后由美国推广到全世界，直到

70年代才走入东南亚。当年，准确地说是1968年，

我们引进了Syllabus	C	,	1981年收回。

数学教育三大里程碑

数学教育从开始至今有三个大里程碑。第一

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其次是因蒸气机而兴起的微

积分，第三是19世纪纯粹数学。纯粹数学为的是

把推理搞清楚，正因为如此，数学家开始对欧几

里德几何和其他数学领域提出问题，以检验它是

否符合纯粹数学远景的标准，几何不达标，就少

教了，微积分见仁见智，现在我们学的，多半是19

世纪的数学，也有新的数学。因为是新的领域，所

以开始大量培训老师，郑奋兴写了书，也有朋友改

编外国的教科书，以适应本地教学的需要。课本

内容较为抽象，教学法叫做发现法。当年新加坡

没有全盘照搬，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改革最少的，

好处是回头的时候不那么花气力。当时国际上

对课改是谴责的，但课改对新加坡不一定是坏

事，因为有了改革，大量培训老师，使数学教育

本地化走得更快。

80年代初期吴庆瑞当教育部长期间，调派一

批数学老师编课本，教育部编书依课程纲要行

事，不对的话可以改动课程纲要，以符合他们编

的课本，所以能编成一套很好的教科书，现在出

版社编课本则没有这个优势，只能在教育部课程

纲要的框子内照着做，若超出范围会被责令一改

再改。当时我们编的小学数学课本已绝版，但美

国版还在，美国人还在采用。其实，现在新加坡

小学采用的课本，跟当年教育部编的非常接近。

外人对我们的数学课本的评价是：单刀直入，讲

得清楚，是肯定的。

第二件大事是“新加坡数学”国际名牌。因

为各国都要争第一，就有	TIMSS	这样的排名机

构出面调查，通过测试，几次之后新加坡数学

排名第一，而且一路第一，获得国际的青睐，	

《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以“新加坡数学”为题的

李秉彝教授谈新加坡
数学教育50年╱	文		:  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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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新加坡名声大噪，大家想了解新加

坡数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不是全

世界都学我们，美国就没有追随我们的

教学方法；倒是菲律宾和智利向我们取

经，但不是采用我们的课本。菲律宾并

没采用我们的课本，他们主要是看中我们

的教学方法，先后派出数百名数学老师来

新参观考察。智利则兴趣于我国数学老师

的培训，他们写了2本书，其中一本写给小

学老师的，另一本写给中学老师的，内容

参照了新加坡的培训方法。新加坡排名

第一如有秘密，便在于我们的数学学生	

“好的不比人家好，差的不比人家差”，

平均数是不错的。当然频繁的考试（中

小学12年大约一年在热考中），对数学排

名也起了作用。

知识只是行为，智慧才是精神。说到品
德，真正重要的是社会公德心，是胆识。

华校学生数学特别好

在上述两件大事的过程中，也发生

了另外两件事。（1）1974年，初中普通

考试（O	Level)，数学是必考科之一。(2)

过去有华校和英校之分，1976年开始

采用英文教数学（当然不限于数学一	

科），不是一年完成，而是8年之后，即

1984年，才实现向英语教学媒介的全面

转移。

华校及格分数是60分，英校50分，这

个差异对教学、态度的关系很大，现在两

个系统合在一起，全部变成英校，好像大

一统了，但仔细观察，现在数学教学中有

很多华校元素――重视数学。一般人的共

识是华校学生数学特别好，原因是华校

花在数学的时间比英校多。现在我们还是

注重数学的，这便是华校的传统。其次，

新加坡数学已成名，在马尼拉，你可以看

到大牌子，上面写道：“我们教新加坡数

学”。他们教什么东西呢？教模型图。华

校初中一教很深的算术，用算术解“鸡兔

同笼”问题，英校中类似的问题是用代数

解法，转型后用代数教。一个时候发展到

小学也教代数，后来又取消。教也不是，

不教也不是，该怎么办？最后还是教，但

不一样的教法，代之以代数思维，代数的

思考方式。现在小四就教模型图，学生

就会解“鸡兔同笼”的问题。习题孩子会

做，大人反倒不会，满肚子火，其实不必

太担心、太焦急。这是新加坡成为国际品

牌的强项，根源在华校！对此，南洋大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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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毕业生的贡献很大。我班上13人，12

个在教育界任职，不少还是校长呢！70年

代学校的数学老师，不少是南大毕业的。

这些人现在已退休了，怎么能说他们没有

贡献呢！当年是“华校学中国，中国学美

国”，我们在华校学的是中国版的美国系

统，而当年南洋大学学的就是美国系统。

英校不一样，专得较早，75分顶呱呱，而

美国制度75分只是起点，所以说英美教

育有很大的不同。说到英国教育，我们现

在比英国人还英国化，许多东西英国人

改了，我们依然故我。教育方面做了一件

事，正确与否，25年后始有定论，不对再

回过头，又要走25年，所以两件大事花上

整整50年是正常的。

今日课堂 何去何从

接下来要说一说“今日课堂”是怎么

一回事。一句话，近几十年来，内容改变

不大，如几何少教，增加统计等，加一点

或减少许，教了又不教，或者中一、中二

教的内容对调一下，真是一言难尽，真正

改变的是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现在不

叫学生搬公式，靠公式或替代法解题，而

是要求学生再往前走一步。面对题目，思

考用何种方法解题，谓之“问题解决”，

涉及思考、精神的层面。有精神就得有行

为――方法。现在麻烦了，他要想一想，可

又想不到。以前考卷只有两张，现在考卷

增加了好几张。为了让学生往前走一步，

动脑筋，不像过去那样死背公式，考题中

增加支架，通过一个又一个小问题，引导

学生解大问题。思考基本靠自学，不靠教

导，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但从中了解到	

“问题解决”的过程。题目变成故事，掺

许多杂音，使你混乱，目的是训练学生如

何去除杂音，看清问题，迎刃而解――这

些都是行为，不是精神，但行为也是重

要的。

今后“何去何从”？逝者如斯夫，已经

过去的事，是对是错洞若观火。对今后仍

未发生的事，我的观点是：接受事实，接

受现实。不要一味责难学生，不行呀，难

教呀，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要知道，本

该如此却非如此的事常有。你知道吗？现

在的学生有一种本事，他可以拿着手机，

看着你，听你讲课，却在后面发短信，你

有这样的本事吗？没有！可他有，你得接

受，好的也教，差的也教，好的学生可以

学到很多，差的走慢一点也能被接纳。50

年前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50年后的今

天已经不是，再过25年也许每所学校都

是好学校。从学生的观点来讲，我们是个

国际城市，进口各式各样的概念和教育方

法，所以要学生有创意。但要先学精，而

后才有创新，所以要先学好本事。现在我

们的学生太心急，马上创新，结果欲速则

不达。与其他科目要求多动手不同，数学

还是要闭目思考，动手而忘了放手，没有

把它抽象化的话，也是有问题的。还有一

点，我们的学生，包括我们自己，沟通方

面不是很好。家长方面，重视的是孩子的

考试。其实，不要把自己圈定在考试的范

围内，尝试看可不可扩大，往前走一步。

教学中所谓“超出范围”的说法是不成立

的，你出去工作，所有一切都是超出范围

的。现在不超出范围，以后超出范围就辛

苦了！多走一步总是好的。

教育还是要多元化。教育是一个很模

糊的事业，很多东西不能讲得太清楚、太

见效。猪瘟就是因为养猪业太有效而造成

猪全死光。你怎么知道20年后是怎么一回

事？你不知道。所以你现在多元化的话，

就不会像发生猪瘟、鸡瘟那样全军覆没。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要学生学知识，

而知识只是行为，智慧才是精神。说到品

德，真正重要的是社会公德心，是胆识。

我们训练学生往上爬，而且爬得很快，跌

倒了会爬起来吗？这就是我所说的精神与

行为。跌倒爬起来是勇。我们已到了这样

的地步，不能只靠几个明星吃饭，几个明

星是救不了新加坡的，所以我们要教好

所有的学生。

答客问

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李教授阐明

以下观点：

关于考试。他不赞成取消，但主张予

以淡化。“过去只有一条路一个机会，今

后可利用考试的正面效应”。

关于模型图教学。只能说是“相对的

好工具，但不一定适合每个儿童，中上水

平的学生不成问题。对低下水平者却是

一个很大的负担。”

关于多元化问题。“我们常把别人视

为点心的东西当作主餐。模型图主要目

的是帮学生易于入门，提早把学生带进

代数，不是强制性的。要引进多元化，不

要限于一种方法，而是采用不同方法。目

前的情况是大家一个样，完全不考虑个

别情况，缺乏多元化”。

关于中国数学品牌问题。“仍未建

立，但会建立的。中国有了不起的宝贝，

但没有去发掘和利用，而是靠进口，本身

忙于其他的事”。

在回答主持人许福吉博士提出如何用

一句话、总结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如此富有

激情地走过50年、并展望未来25年的漫漫

长路时，李教授哲理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什么都没做，只是顺着走，前方有

门，就跨进去，往阻力最小、最容易走的

路走，所以开心，有兴趣。”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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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me schooling is fairly new in Singapore.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primary education in 2007 there were possibly a few 
undocumented special cases that had escaped the 
system, but after the enforcement, all parents who 
choose to home school their children are required to 
register for exemp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 year before the child enters primary school. It is 
also mandatory that the parents plan an education 
overview for the child from primary one till six. The 

Home is Where the Learning Begins
home school  lessons should also meet the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specified by PSLE and Social Education 
syllabus. A non-official census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40 to 50 home schooled students taking 
the PSLE annually.

Khoo Sook Neo is a mother who has opted to home 
school her children. It was not easy for her to choose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for her kids but she is sticking 
to it with good reasons. “School education and home 

在家自学  心裁别出╱	文		:  山 木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因此，为人父母者对

孩子的成长，自然寄予最美好的期盼，

希望对孩子的价值观、品行、知识结构等的塑造，

发挥更大的影响。看着心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你也许曾经设想过，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家庭当

学校，自己做老师，给他最佳的灌输和培养。但

往往事与愿违，“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作罢。

但就有一群这样的父母，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

了，带着孩子走一条别样的教育之路：在家自学

（homeschooling）。

在家自学是一种有别于主流体制，家庭影响

占很大因素的一种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更具

有个人特色，富有创造力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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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ing have their own merits. It is like 
comparing apples and oranges—you just can’t. 
Education in Singapore focuses on preparing 
kids for examination and ultimately evaluate 
them based on that system. As a mother, I 
believe that every kids has his or her individual 
potential. School teachers have to take care 
of so many students. In all fairnes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m to identify each and 
every student’s unique interest,” says the 
unconventional mother of two. 

Madam Khoo is a doctor and a Christian. 

She was also a top student while in school. 

Having been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here herself, Khoo gave up her profession to 

educate her own childre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m a better future. Her sacrifice seems 

to have paid off. Her daughter scored high 

marks in PSLE last year, but she is staying with 

home schooling even though she is perfectly 

qualified to enrol in any top secondary school 

of her choice. Her younger son is being 

schooled at primary five level at home. 

Khoo believes that with commitment and 
diligence, parents can find excellent learning 
materials and teachers for their children at 
home. Khoo and her children are also part 

of a home school support community, where 
the kids get to do things together. Contrary to 
beliefs, home schooled children can socialise 
just like anyone else, and need not detach 
themselves from mainstream society. The 
parents will assess their children’s progress 
and needs at various stages of life, with full 
intention of eventually assimilating them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作为母亲我会想，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潜能，我希望孩子能朝着
他兴趣的方面发展，给他一个环境，找一个适合他的老师指点他。

在本地在家自学的历史并非久远。	

2007年实行小学强制教育以前，也许有过

一些未经统计的特例；此后，如果家长决

定让孩子在家自学，必需在孩子进入小学

的前一年向教育部申请豁免（exemption）

入学。家长也必须为孩子规划小一至小六

的学习大纲，教学内容需包括小六会考

（PSLE）和国民教育测试所设下的标准。

当然这些都大费周章，对邱淑娘来

说，要做这样的抉择,显然并不容易,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却也毅然决然。她

说：“学校教育和在家自学就像苹果和橙

子，各有优点，很难比较。本国的教育比

较注重考试的评鉴和操练，我自己读书

时也是那样死背硬记，过后很多还给了

老师。作为母亲我会想，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潜能，学校老师面对那么多学生，不

可能知道他们真正的兴趣在哪里。我每

天对着孩子会比较了解。我希望孩子能

朝着他兴趣的方面发展，给他一个环境，

找一个适合他的老师指点他。那么将来他

从事的是他真正喜欢的，每天上班都能觉

得很高兴。”

邱淑娘本身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基

督徒。在读书年代就是高材生，她认同新

加坡教育的学术水平并不低。但要为自己

的孩子选择教育之路时，她想得更多，除

了宗教方面的因素，她从爱出发，要给孩

子更好的将来，她参考朋友带孩子在家自

学的经验，大量阅读相关的学习资料后，

基于品德教育以及信仰扎实的考虑，在

先生的支持下，让两个孩子先后都在家自

学。7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女儿去年在PSLE

考试中得了高分，尽管可以选读本地任何

一所优秀中学，但仍然留在家里自学。小

儿子今年在家里上小五的课程。

她认为，只要用心就能为在家自学的

孩子找到很好的学习材料和师资。在小学

阶段主要科目靠自己教导，也有补习来辅

助，而华文就请资优的补习老师帮忙。进

入中学，可以上网选择报读适合的课程，

那些由美国提供的课程，由于时间差，就

得在时间上做出调整配合。在教导孩子的

过程中，家长也在学习，甚至于品德方面，

也会在孩子面前显露缺点，比如发脾气，

没耐性等，需要一一纠正，学习做一个好

家长。这整个过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家

长与孩子一起进步，整个家庭一起成长。

在家自学的孩子是否缺乏正常社交

环境？邱淑娘也曾有过这样的顾虑。但当

她实行起来后却感觉这完全不是问题，虽

然少了学校里与同年龄孩子的接触，而他

们有一个在家自学成员组成的圈子，一年

到头有很多不同的活动，也会组织起来集

体去参加各种工作坊，一起户外出游等。

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玩耍，家长也互相交

换心得。况且在那里不同年龄的孩子混在

一起，交往的方式更接近社会，更自然。

教会方面也提供丰富的活动。她还体会

到，由于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更多，当发现

孩子在交往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时，

能够及时指点纠正。如果孩子在学校，面

对交际方面碰到的困扰，却只能参照其他

同学的表现和反应，而从其他孩子身上学

习的方式，不一定会正确。

由于单独一个家庭能提供的知识与

经验比较局限，在家自学的学生往往要靠

许多家庭合组的社群，以及社会上的互助

团体和其他学习资源。在这方面，邱淑娘

觉得澳洲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学校也

会配合在家自学的孩子的需要，让他们使

用学校的资源。

这一条别样的教育之路走下来，邱淑

娘和孩子们可说是无怨无悔。但这并不

等于说他们是自外于主流社会。她说：他

们会在不同的阶段进行检讨，比如小4，	

小6，中2，中4等，检讨后再决定下一步怎

么走。而回归主流社会是肯定的。她说，

在品德上打好了基础，在大环境里就比

较不容易受到不良的影响。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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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许福吉 发掘与培育孩子 
的潜能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每一个孩子，都

是国家的希望，也是家长手中的宝、心中

的宝。传统上谈到国家，大家都是说“先有国才有

家。”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然而在现代

社会中，大部分人都非常自我，他们连父母都不看

在眼里，把“我”看得比家重要，更别去谈国家。

试想想，一个人如果不尊重、不孝顺父母，他

会重视这个家吗？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人生理念，对许多人来说是天方夜

谭的理念，什么国民教育、道德教育，对这些“

自我”的人来说都不切实际，与现实社会不相符

合。这种心态造成冷漠状态，对人生的道德价值

追求和终极关怀渐行渐远。	

一句话，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国民教育，在

现代社会中同等重要，如何分担各自角色，而且把

角色扮演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牵手和放手之间

父母对孩子付出的爱，是无私的、无尽的、无

微不至的。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总是想方设法，

让孩子有机会学习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才艺技

能课程，例如音乐、舞蹈、语言、书画、武术、体育

等，甚至包括一些金融、心智、修养、时间等的管

理课程，他们投资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与金

钱，往往比投资在自己身上还多，而且无怨无悔、

心甘情愿，有不少父母认为：这是一种人生的责

任，也是一种亲情，天经地义，只要自己有能力。

有些时候，许多父母却因为不知道孩子的想

法、需要、能力、兴趣，就一厢情愿地安排各类才

智活动，因此和孩子产生极大的冲突与思想上的

矛盾，而且呈两极化，所谓“爱你变成害你”，不

但亲子关系搞得不好，还不可收拾，他们不再管

教孩子，和孩子关系冷淡，形成代沟。

有些父母，由于给孩子太多，对孩子太溺爱，

因此对孩子就要求更多，父母自己不能实现的愿

望，希望孩子帮忙他们实现。牵手和放手之间，

就像手中捉住一只小鸟一样，太松了，会飞走，太

紧了，会把它捏死。不少父母和教师，总想把自

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孩子，但效果却与

预期的相反，而且还带来不少恶果。

学会“点到为止”是一门年轻家长的必修课，

千万别让超量的知识潮水，卷走孩子的兴趣和童

真，特别是他们的热忱、求知欲和好学精神。

老师教IQ，父母教EQ

教育决定孩子一生的高度。家庭教育方面，

父母的身教言教，会形成对孩子的一种教养，

特别是开放式的教导和尊重孩子的看法。很多

孩子，都希望父母能给他一个安全感的窝（家、	

根），同时又给他一对自由飞翔的翅膀。

我个人十分赞同：老师教IQ（智商），父

母教EQ（情商），自己学AQ（逆商）的说法。

我们华人相信：先做人，后做事。孩子长大

会做人，往往和家教有关。如果说一个孩子没有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国民教育，在现代
社会中同等重要，如何分担各自角色，而且
把角色扮演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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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那是很严重的谴责，父母听了一定

很难过。同样的，一个国家的学校教育

非常重要，校长和教师如果没好好扮演

各自的角色，在授业、解惑和教导学生方

面全力以赴，我们的教育体系，将会出现

严重的问题！	

要发掘和开发孩子的品格与潜能，我

们可以先从孩子本身的素质开始。每一个

孩子一生下来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先

天智能和后天环境都不一样，因此认识

和了解孩子的潜能，发掘孩子的特性，才

能因材施教，这是教育最基本的目标。

开发孩子的潜能

古今中外，发掘、启发和培育孩子的

潜能，一直是教育最重要的启蒙阶段，所

谓“三岁定终生”、“赢在起跑线上”、“有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等说法，都

是进一步说明及早开发潜能的重要性。

美国哈佛大学豪尔迦纳教授（Prof	

Howard	 Gardner）经过多年的研究，认

为每个孩子至少有七种可以发挥的潜在

智能，分别是：语文、逻辑数学、空间、音

乐、肢体动觉、人际与内省智能，这与中

国古代儒家创始人孔子所提出的礼、乐、

书、射、数、御等六艺教育体系不谋而合。

他们之间的理念，虽然时空阻隔，但有异

曲同工之妙。

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家庭教育与

学校教育分担着不同的任务。由于孩子的

第一教育是家庭教育，因此家教会影响一

个孩子的一生起点。父母可以在了解孩子

的特性和能力之后，有意识和计划地与孩

子一起规划人生目标。例如你的孩子有领

袖潜能，父母应该激发孩子去参加课外活

动，成为领袖，或者鼓励他们当班长、组

长，这是培养、发掘和提供孩子发挥领

导潜能的最佳试验场域。当领导（班长）

能培养孩子一种领袖气质，而且让他有机

会学习独立，和老师、同学协调、合作，可

以学习当家做主、判断，为同学服务贡献，

较早变得成熟稳重。

体制外的社会教育： 

六艺的静与动

体制外的社会教育，包括各种基本功

和才艺训练，与开发孩子的潜力有着密切

关系，由于父母的专业能力不一样，学校

所提供给孩子学习的方向也是一致性的

国家教育，因此无法照顾到不同才能的

孩子。由于孩子的性格不一样，学习和吸

收能力也不一样，有些属于动态的，有些

属于静态的。

这里以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状元

学堂的“六艺”课程为例。六艺的“三静”

：礼，能培养孩子的自律，克己复礼精神，

养成懂得如何尊敬别人的习惯；书，通过

书法文化、艺术设计等学习，能培养学生

的修养和持续学习能力等潜能；乐，通过

音乐与乐器等训练，能培育孩子在演奏时

合作、协调等能力；六艺的“三动”：御，能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独立思考能力，平衡

外在与内在的潜力；射，能培养孩子集中

策划、创新、执行、运筹能力等，特别是沟

通协调能力；术，能培养孩子灵敏、活泼、

能算会数等逻辑能力。

通过这些静与动的多元潜能开发教

导和培育，能发掘和培养孩子的自律精

神（礼），让孩子懂得自我约束，守秩序，

丰富孩子的学习生活、提高孩子学习的

能力。另外也能培养孩子的实践、动手

能力（特别是射、御、数），让他们从做中

学，鼓励孩子实践，克服畏难，提高孩子

的协调能力，平衡健全的个性，为孩子未

来加分，让他们了解人际关系，帮助孩子

找到自信的感觉，体改孩子的观察力：细

心是成功的关键！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怡
和
专
题

28 	怡和世纪第十九期

如何培养孩子领导潜能
附录

许福吉教授回答家长常问的几个问题

1	怎样判断孩子领导潜能的 
水平？

我们可以从孩子的创新能力、细致观

察力、自律精神等，看出孩子是否有领导

潜能，或者是从孩子的	EQ（情商）、IQ（智

商）和AQ（逆境商数，简称逆商）看出、判

断孩子们的领导潜能。

2	对于一些在领导能力方面表
现普通的孩子，需要做哪些引
导，以更好的挖掘他们的领导
潜能？

每一个孩子都有各自的领导潜能，

我们可以在家庭中制造培养孩子自信、

独立的环境和表现机会，让孩子找到自

信的感觉；有时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确

定一些自信培养规划让孩子完成，能让

他们承担责任。

3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电子互
联网的日益发达，对于开发孩
子的领导潜能有哪些利弊？

科技资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许多

家庭、家长和孩子的生活行为与价值，日

新月异的课程和产品，也不断地挑战传

统的引导方法，举例来说，现代的孩子对

新事物、新产品都为理所当然，他们不会

去问数码相机为何要加上数码，他们认

为这就是相机，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没

有看过旧款相机，因此缺少了比较、观察

和传承的能力，所以提高孩子的观察力、

历史感、传承能力，对培养孩子的领导和

建立团队意识很重要。

4	怎样利用这些优势以及怎样
避免这些弊端？

我们现在接触的资源，与生活上的

各种事物密不可分，我们同时无限依赖

Seven Effective Ways of Developing 
Your Child’s Leadership Skills
Some FAQ from parents to Professor Koh Hock Kiat

1	 How do we gauge our child’s 
leadership potential?

We can identify a child’s leadership potential 
by observing his or her level of creativity, 
observance and self-discipline. Emotional 
Quotient (i .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Quotient (i.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Adversity Quotient  
(a measurement of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can also serve as good gauge of 
the child’s leadership potential. 

2 For children showing average 
leadership capacity, how can 
we guide and encourage them 
to maximise their potential?

Every child has an innate capability to lead,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should start from 
home.  We can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ich 

nurture their self-assurance and independence 
by giving them the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build confidence. From time to 
time, children must be given the opportunities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ir own. We can help 
our kids foster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y 
creating confidence-building tasks for them.

3 We live in a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digital world. 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our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s leadership potential?

Our fast-paced technological world has 
transformed the family and changed 
parents’ and children’s behaviour and values. 
Innovation in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al 
products constantl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methods of teaching. For instance, our 

children tend to take new things and new 
products for granted. To them a digital 
camera is just how a camera should be. As 
they have probably not seen an old camera, 
they would have no point of comparison, 
observance and the means of passing down 
knowledge.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boost 
their observational skills,  their sense of the 
past and the ability to pass down knowledge, 
as these qualities are vital to the development 
their leadership and team-building skills.

4 How then do we capitalise on 
the “pros” and avoid the “cons”?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have practically 
permeated every facets of our life. As a result 
we become overly dependent on the internet, 
computers and smart phones. We spend too 
much time cocooned in our personal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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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ss time to interact with real people. This 
is especially detri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s creativity and their ability to 
live in a group. We must 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come slaves of technology, instead we 
should learn how to best utilise it to develop 
our children’s learning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learn with greater efficienc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deepen their thoughts.

5 What i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hat one might run into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children’s 
leadership potential? What are 
some possible factors that might 
limit their potential? How do we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The biggest challenge might be to teach them 
discipline while giving them the freedom to 
act on their own. These days most kids simply 
lack self-restraint and self-discipline as their 
parents have given them too much freedom. 
The Chinese believes that a rough jade cannot 
become a true gem until it has been cut and 
polished. Likewise, a child still needs to be 
taught discipline and trained in leadership 
skills before he or she can amount to anything. 
They need to behave with a sense of propriety 
and learn to respect rules and other people. 
Mind you, these are no easy tasks. On the other 

hand, too much control and discipline will only 
impede his or her development. The trick lies 
in the fine balance of discipline and freedom, 
which adds to the challenges.

6 How can we set a suitable 
developmental goal for our 
children?

Communicate with your children on a regular 
basis, and systematically set real-life learning 
goals together. Parents must set examples, 
say by reading with your kids to boost their 
learning ability. Find a list of good books 
recommended by education specialists and 
establish a reading-friendly environment at 
home. Guide and nurture their passion for 
reading. It will not only teach them to focus 
but also to face their future with confidence 
and an open mind. 

7 Can you cite a specific example 
and walk us through this 
developmental process? How 
can we attain our goal and what 
should we look out for?

A “Behavioural Objective” is a higher level 
of learning goal. To achieve the target, the 
parents must continually expose their children 
to hands-on practices. Make them learn the 

ability to put actions into effect by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like baking a cake, making 
their own toys, or creating their own Chinese 
calligraphy. Allowing kids to be as hands-on 
as possible will expose them to problems, and 
teach them to resolve difficult situations on 
their own. Where possible, the parents should 
not be ready to offer help because that would 
only reinforce the idea that things can be 
resolved without them having to work hard 
for it. We have to also enhance our children’s 
coordination skills and help them develop a 
wholesome and well adjusted personality. It 
is only after they have struck a balance in 
mind and body, then could they coordinate 
their daily lives and learning routine, establish 
an equilibrium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inkings, and finally learn to 
hand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tart 
by nurturing our children’s self-confidence 
and independence by teaching them to be 
observant, decisive and letting them devise 
their own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It is 
through these small but crucial details that 
they will slowly develop leadership skills and 
learn to see the bigger picture of life.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网络、电脑、智能手机等，很多人都生活

在自我的空间里，缺少和别人沟通，特别

是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团体生活，因此

我们应该避免成为现代科技的奴隶，而

应该学习怎样应用科技，发掘孩子的学

习潜能，让他们学习起来事半功倍，提高

生活素质和思想深度。

5	在开发孩子的领导潜能过程
中，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
么？有哪些可能的因素限制孩
子领导潜能的发挥？怎样摆脱
这些限制？

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既要培养孩子的自

律精神又要他们自由开放，现代的家庭和

小孩都缺乏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自制能

力，而且很多家长都给孩子过度的自由，

相信自由学习，但是所谓“玉不琢，不成

器”，自律、成才和开放领导潜能，很多时

候还是要学习和训练的，例如让孩子守秩

序、守规则、尊重别人、克己复礼等，都

是很大的挑战。但过度的限制和管制，

又会影响孩子开发潜能，因此如何拿捏

和平衡，是很大的考验。

6	怎样为孩子设定合适的培养
目标?

定期和孩子沟通，有计划地和孩子

一起设计学习生活目标、提高孩子学习

的能力，父母也应该以身作则，例如亲

子阅读，可以参考专家的阅读手册，从

阅读的环境中，培养、引导孩子热爱阅

读和注意力集中的性格让他们更开放，

更有信心面对自己的未来。

7	请您举出一些具体例子，说一
说在培养的过程中如何达到
预期目标，需要注意哪些事
项？

行为目标的设置是一个层次较高的

教育目标，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持

续地培养孩子实践和动手的能力，从做

中学，这也是执行力的培养，鼓励孩子实

践、实施，例如做一样作品：如设计蛋糕、

做一个手工玩具、写一对书法等，让孩子

多动手，他们可以从过程中了解困难，克

服畏难，父母最好不要轻易帮孩子，不要

让他们养成不劳而获的心理。同时我们

也要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平衡健全的个

性，为孩子未来加分，让他们身心协调，在

学习和生活上协调，文理并重，能处理人

际关系。另外，培养孩子的自信独立、观

察力、决策力，放手让孩子出谋划策，孩

子就能从细微处开始培养领导性格，同

时渐渐引导孩子把眼光放远，这些都是

能达成预期目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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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曾昭程

英文学界对我国教育
发展的探讨

从宣布废除中学的等级排名，到提出重新

评估小六会考的举措，主政者在教育领

域里接连表露的开明态度和改革意志，将让2012

年成为岛国教育史上的特殊坐标。然而，在参与

讨论当下教育课题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犹

如人与社会之起伏的身世，政策亦有其变革的

景深。细察教育制度演化的历史，必然有助于我

们更有效地检讨过往实践的得失，从而在权衡

愿景之时，形塑更理想的价值取向。

较为遗憾的是，在华文报章应时的分析之

外，深入解读岛国各项教育政策的中文论述并不

多见。相比之下，英文学界对本地教育近二十年来

的总体发展投注了更多的观照，也因此提出了许

多值得反思的视角。以英文出版，并由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学者陈英泰与黄博智于2005

年合编的《形塑新加坡的未来：重思考的学校，

好学习的国民》（以下简称《形塑未来》），以及

陈英泰于2012年主编的《新加坡教育：盘点与展

本文是作者对两本讨论教育问题的英文书［陈英泰、黄博智主编《形塑新加坡的未来：重思考的学校，好

学习的国民》Tan,	Jason	and	Ng	Pak	Tee	eds.	Shaping	Singapore’s	Future:	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	Singapore: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5.］及［陈英泰主编《新加坡教育：盘点与展望》Tan,	

Jason	e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aking	Stock,	Looking	Forward.	Singapore:	Pearson,	2012］的介绍。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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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以下简称《盘点与展望》）就集中体

现了理论思考的成果。聚合了多位跟进本

地教育生态嬗变的学者所撰写的论述，两

本论文集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这20年

来的新方向（如1992年实施的中学排名制

度、1997年起落实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理

念等）、新政策（如教育科技总蓝图、直

通车课程等）、新科目（如高中课程于2006

年开始推展的“知识与探索”），乃至师资

培训与教师专业生活的剖析。鉴于篇幅，

本文拟从国民教育、教育市场化模式，以

及教育制度内部的分阶取向三个角度引介

两本论文集里的观点，以期烛照教育政策

对社会阶层之构形的影响。

国民教育计划的深层解读

回望过去20年的政策历程，1997年

其实是岛国教育发展另一个重要分水

岭。除了宣布“重思考的学校，好学习的

国民”的愿景以转向建设知识经济的社

会范式，政府也高调推出“教育资讯科

技总蓝图”和“国民教育”两项计划。在	

《形塑未来》（2005）一书里，陈英泰将	

“国民教育”的举措置入政府先前制定

的其他公民教育计划――如小学阶段的	

“好公民”课程和曾在中学阶段短期推

展的“宗教知识”课程――的问题脉络，

探讨政策制定者在落实此项计划时所面

对的挑战。他特别在铺陈1997年前后的

政治与社会气候的过程中，指出政府如

何关注国民经济条件的分化对社会凝聚

力造成的冲击。无论是90年代末“环球化

居民vs组屋区居民”带动的舆论或2002年	

“逃兵vs守将”引发的热议，两者均指向

社会内部的阶级张力。学校过分重视考

试的心态固然会影响无考核要求的国民

教育在校园里推展的力度；鼓励来自不

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创造共识的国民教育

从某个角度而言，也与同期开展并致力

于培养多元化及批判性思考技能的教育

计划产生逻辑矛盾；然而，最值得留意的

是国民教育政策所持续强化的社会分阶

图景：在期许的目标描述中，被划入不同

学习渠道的学生（小学、中学、工艺教育

学院、理工学院、初级学院和大学）被指

派不同的国民认知目标，从而维系精英统

领全局的权力架构。1	

在《盘点与展望》一书里，Chia	Yeow	

Tong的论文《什么是国民教育？――新加

坡“国民教育”计划的滥觞与推介》（What	

is	 National	 Education?	 The	 Origins	

and	 Introduction	 of	 the“National	

Education”Programme	in	Singapore）则

再往前回溯，把新加坡国民教育的源头与

1970年代军官培训课程，以及1984年推展

的“全民防卫”（Total	Defence）相联系，

指出其中对创造国民身份认同及其献身

精神的共同承担，而国民教育从军界跨入

校园则是政府希望防止年轻一代遗忘国

家历史的具体表现。饶富意味的是，1997

年推展的国民教育计划，亦成为政府通

过不同措施（如政治人物的话语、增设包

含所谓“社会知识”内容的新科目“综合

人文”、修改历史一科的课程内容等）勘

定并传播官方版本的国家叙事的契机与

体制。随着教育部在2011年表示将把国民

教育归入“品格与公民教育”框架下调整

构思与推展的方式，本地教育在公民意识

之涵养的实践过程势必面临新的变化。

中、小学教改的潜力与隐患之
勘探

若把焦点继续放在培养社会凝聚力

的课题，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教育制度内

部的路径分化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1参看1997年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新闻稿：http://
www.moe.gov.sg/media/press/1997/pr01797.
htm。

同样收录于《盘点与展望》的另一篇论

文――Leonel	Lim撰写的《精英主义，平等

主义，以及选贤以能的理念与机制――中、

小学教育检讨与推展报告》（Elitism,	

Egalitarianism	and	Meritocracy:	The	

PERI	and	SERI	Reports）着眼于“选贤以

能”（meritocracy）之概念的两种解读，

洞察岛国主政阶层引领社会理解的选贤

以能制，并不一定指向确保为所有人提供

享用资源的平等权利，而是倾向通过有效

的竞争与分类，选拔出在各层级岗位上管

理资源的最佳人选。根据Leonel	Lim	的看

法，此类选贤以能的理念操作起来，很有

可能转化成一种对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意

识形态的效忠――朝野上下咸以为培养一

小撮具备天分的个体，能够为广大的社

会民众谋求最大的福祉；而从小学阶段的	

“天才教育计划”到初中和高中阶段的	

“直通车课程”等角度审视，新加坡某些

特定的教育政策清楚体现了这一取向。

所幸教育部一直密切观察情势，从1990

年代末期就不断推出各种经济与学习支

援计划（包括关注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

生），以及调整各项政策（如准允部分学

校通过“直接招生计划”在会考成绩放

榜前自行招收一定百分比的、具备才艺天

分的学生）。2	分别在2009年与2010年发

布的小学与中学教育检讨与实施报告继

续强化这方面的支援，并尝试减轻整体

制度的精英色彩。教育部的种种举措表

明其努力在教育的前期阶段改变不平等

的竞争场域，并更好地照顾覆盖面最广

的中层学生的需要。3

尽管如此，Leonel	Lim	精妙地解读出

改革的隐患：若不谨慎执行资源的分配，

新的措施将导致竞争场域越加不平等。

2详见《盘点与展望》第37～38页。
3详见《盘点与展望》第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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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虽然小学眼下获得政府拨款，发展

所有一、二年级学生在体育和艺术方面的

兴趣，但是中产阶级家庭一向具备更优厚

的经济条件在课余时间里培养孩子的综

合能力，因而可能导致这些超拔的学生

垄断各校“直接招生计划”下的名额，并

维持人才选拔的精英导向。再者，小学下

来虽然免去低年段的统一考试，取而代

之的教学和评价方式却假设学生具备中

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如家庭必然能够提

供稳定的学习支援），并熟悉新式教学法

内含的各种习得预设。

学校排名制度的批判性回顾

毋庸讳言，造成整体教育生态趋向

严重分化的始作俑者当是业已推展了二

十年的学校排名制度。收录于《形塑未

来》里的论文《新加坡教育的市场化现

象：这对“重思考的学校，好学习的国民”

意味着什么？》（The	Marketization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What	Does	This	

Mean	for“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梳理了1980年代以降，中央

放宽管制、学校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的趋势，以及随后因排名竞争所带来的

企业式实践。在一个缺乏公平性的竞争

场域里，当仍由政府掌控的多元化办学

模式――自主中学、自治中学、专项自主中

学（新加坡体育学校、新加坡国立大学附

属数理中学）――遇上1992年起采用统一

标准衡量学校表现的排名机制，不同学

校纷纷开始进行类似企业的宣传与促销

活动，以吸引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报读。

激烈的校际竞争也致使某些学校窄化办

学目标（比如牺牲较难考取顶尖成绩的

人文科目），并将之锁定在那些能够提升

学术排名，并能吸引学生和家长的项目。

陈英泰进一步指出，教育部于2004年拓

宽学校评量指标，希望鉴定学校非学术

方面的表现，不仅没有改善局面，反而扩

大竞争的范围，导致学校之间的战线延

伸到课外活动的领域。在优化学校内部

的资源配置的考量下，许多学校选择关

闭无法为校争取奖项的课外活动。结果，

与提倡多元性的初衷背道而驰，统摄治校

表现的所谓“卓越学校模式”在教育界内

驱策强大的同质化实践，反而扼杀校本创

新的动力。

在今年九月份接受《海峡时报》专访

时，陈英泰即解读此次废除学校排名制的

动因，乃是调整二十年来教育市场化所造

成的价值偏差，确保岛国选贤以能的机制

能重新惠及更广大的学生群体。眼下的教

育制度因为家长谋求私利的干预策略（如

送孩子上补习班，加强孩子在课堂上的学

习优势），而对越来越发挥不了促进社会

长期的流动性的作用，陈英泰希望此后

生源素质较弱的学校能够得到正常的发

展空间，为学习上处于劣势的学生提供

较健康与完善的教育环境。4

教育界作为前瞻社会的缩影

言犹在耳，Trivina	 Kang在审视岛

国初中与高中教育景观的论文里（参见	

《形塑未来》），针对各项直通车计划的

精英取向所提出的谏言亦值得我们记

取：“每一届最优秀的学生无疑都在开办

直通车课程的学校里。⋯⋯他们[即修

读直通车计划的学生]	必须得到恰当的

培养，好让他们既了解个人权利，亦了解

社会和公民的责任。他们需要了解他们

的朋友和学校在整体社会和同侪的群体

中并非占绝大多数的代表，而制度应该创

造机会让他们和其他背景的同侪交流。”

由此延展的联想即主政者应当持续思考，

如何在校园环境里塑造理想的价值观，并

4见《为孩子创造更平等的竞争场域》（Level-
ling	the	Playing	Field	for	Kids）,《海峡时
报》2012年9月15日。

通过模拟理想的社会行为，让学生在投入

社会之前，除了掌握生存的技能，亦能培

养生活上的情趣、尊严和同理心。

如果说教育实践参与了民间价值观

的调配与分配，则它除了缩影版地预测社

会运作的价值逻辑，亦成为政治竞逐的关

键场域。而引介的两本书纵然分别出版于

历史与社会气候迥异的2005年和2012年，

收录其中的论文却均指向不变的现实：民

间价值在教育场域里的培育工作缺乏公

民社群与主政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国家教

育事务无论由哪位政治领导主持，至今仍

然维持官方引领改革时机和讨论框架的

印象与操作模式。在一个似乎走向对政策

产生惯性反弹的新政治环境里，如何让政

策制定的过程更加透明化，甚至适当允许

民众加入体制最后的决策过程，体验其中

权衡与两难的实际风险――而不仅仅是依

赖组织“聚焦讨论会”和	“全国对话”规

模不等的收集意见的形式来定义“民主参

与”――或许反倒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可行

策略。两部论著其实尚可引发更多面向

的协商。较为遗憾的是，两者均未涉及评

述岛国语文、人文与艺术教育的演变。尽

管如此，两本论文集依然充分体现了岛国

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既对本地教

育界人士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亦值得分

享共同关注的读者仔细研读。

【延伸阅读】《形塑新加坡的未来：重思

考的学校，好学习的国民》可借自国家图

书馆（索书号：RSING	English	370.95957	

SHA），或向专门经营本地图书的	Select	

Books	书店（http://www.selectbooks.com.

sg/）订购。《新加坡教育：盘点与展望》目

前仅在国立教育学院的校园书店里发售，

而不久将于全岛各纪伊国屋（Kinokuniya）

书店面市。

作者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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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朴的乡情中
优雅行走

广西籍社团领袖成立超

╱	文		:  郑钧如

家庭与事业，步步为营

出乎很多人的想象，成立超并非“过

番客”，他是地道的马来亚的儿子。1927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小镇玲珑，	他

在那里的仰华小学就读后再到怡保育才

中学升学。不久日军南侵，马来亚沦陷。

在回忆那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时，他心情

沉重，记忆犹新地说，“日军残暴不仁，大

家四处逃难。两个哥哥逃脱不了，相继被

抓，一个被杀害，另一个受尽折磨，出来

后不久也去世了。”

战争一结束，父亲把媳妇、孙儿带回

广西容县的家乡安居。那年18岁的成立

超也跟着去，进入容县的都峤中学继续读

书。没想到和平一年多后，“蒋介石从重

庆搬回南京，毛泽东留守延安。不久国共

正式大规模相对开火，又是战争！”成立

超决定转个圈子，留下父老，自己回到霹

雳玲珑，从此辍学，开始为生活打拼。那

时霹雳州盛产烟草，成立超初出茅庐，在

出生地玲珑卖烟草。不久移居怡保，与他

人合伙开设锡矿公司。再从怡保进军吉隆

坡，开设鞋厂。最后来到新加坡，那是1956

年前后的事，正值新加坡朝向独立自治

在怡和轩，不论年龄，大家都喜欢

叫他阿成哥，他也总是笑容可

掬，令人倍感亲切。这就是成立超在人

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自己并非富豪，没

有如何致富的心得可与人分享，“找我访

谈有何意义？”。其实他有所不知，《怡

和世纪》的人物采访，不以个人财富为标

准，我们更为珍惜的是平凡者背后不平

凡的故事。



YIHE SHIJI Issue 19 	35

怡
和
风
采

在促进成姓宗亲的圆融往来方面，

成立超也是一马当先，于1986年倡议组

织马来西亚成氏宗亲会。经过两年多的

努力，1988年7月31日，马来西亚成氏宗

亲会于怡保举行成立大会，成立超当选

首任及连任会长。在他连任宗亲会长期

间，他马不停蹄到马来西亚、中国各地联

络成氏宗亲，寻根问祖。负责策划编排	

《中华成氏流宗史》，上下两册终于在

2005年成功出版。

几十年，为一份宗乡情，成立超游走

于广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精神与魄

力令人钦佩。一份靓丽的成绩单，说明

了一切。

致力推动新中经贸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超把事业伸展

到家乡。他出任广西海外交流协会顾问，

之后于2003年与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诸

领导，共同成立新加坡东盟投资有限公

司，他亲任董事局主席，致力于对广西的

投资开发。2005年，成立超应邀到南宁

参加广西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共商建设

广西大计。

身为海外广西人老大，成立超也致力

于推动同乡到家乡投资或作公益。根据成

立超提供的资料，仅容县一个地区，近年

来，每年侨胞汇款或携带回去的资金就

有3000万元人民币之多，其中用于办学校

和医院，修桥铺路、设立教育奖学基金等

累计逾千万元。而整个玉林市具有一定规

模的侨资企业已达200多家，引进外资30

多亿元，年产值4亿多元，每年为国库缴

税3800万元之多。

成立超特别指出，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

宁，大大提升了广西的国际地位和社会

影响，他是由衷地高兴和深感自豪。首届

博览会召开之前，广西每次派出人员到

新加坡开展招商招展活动，他都热心相

助，并亲自参与安排联络、接待等活动，

还积极发动和组织新加坡华人企业回广

西参展参会。2005年博览会召开期间，成

立超率领300多人的观摩团到南宁，使新

加坡成为首届博览会参展参会人数最多

的东盟国家之一。

成立超的养生之道

1970年代末，成立超由怡和轩先贤

陈笃山和张荣推举，成为怡和轩会员。

他说，“我早就知道怡和轩的历史，在陈

嘉庚时代，三和会馆曾经响应他的号召，

参加南侨总会的筹赈活动，过后也支持

陈六使筹办南洋大学的义举。我们在华社

出力的人，可以说都是受到怡和轩先贤精

神的感召。”

1993年至1997年期间，成立超出任怡

和轩董事。1995年10月15日怡和轩举行成

立100周年纪念时，成立超是《怡和轩俱乐

部100年历史文物展》的主任，他在回忆

那些经历时说，“我得到历史工作者林孝

胜、陈来华，以及白清泉等人的协助，为怡

和轩早年的历史作了一些整理，感到很欣

慰。”成立超赞赏怡和轩目前会务多元化

的方针，也对于怡和轩能在最近几年内

引进这么多不同行业的新会员感到高兴。

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大家口中的

阿成哥今年竟已86岁高龄！我问他如何

养生？成立超语似贤哲，“知足常乐，站

得直行得正，不为闲言闲语而烦恼！”。当

我们结束访谈时，他用招牌式的笑容示意

再会。老人家从容背影，总能给后辈年轻

人的心带来平静。

现在的他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自己

开车穿梭大街小巷，往来西马各州府；

他在麻将台上运筹帷幄，技艺精力

不落人后；

他抽烟，也喝酒，但心中坦荡荡；

他穿着朴素，难掩精神矍铄。

作者为本刊责任编辑

的时代，百业待兴。成立超看准制衣业，

那是广西同乡拿手的行业，在其中大展

拳脚，同时也把握时机，量力置业投资。

1950年成立超成了家，膝下三女一

男。在事业和家庭双丰收的满足感萦绕

心头之际，他并没有安于享乐。他开始思

考，如何能使生命更有意义。他谦虚地

说，“论财富，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

要能有尊严的过日子，养儿育女，我应该

留些精力为社会做点事，我们那一代人，

都是这样看待人生。”

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早年南来的广西人，大都落户马来

亚。在新加坡的广西人，至今还是寥寥

数千人，全马却有50万广西人，40多间广

西同乡会。成立超于1969年开始，就尝试

组织一个新加坡广西人自己的同乡会。

在这件事情上，成立超深深地体会到，并

非努力便心遂人愿。因为当时的注册官

认为广西人已有了一个与廉州和高州人

成立的三和会馆。三和会馆是由广西先

贤庞敦武与廉州人、高州人合办，于1891

年正式注册。1985年，成立超出任三和

会馆会长，1952年廉州改属广西，三和会

馆于1992年改名为广西暨高州会馆，以符

合地域性的名称。在成立超领导下，会馆

于1999年购置了一座三层楼的会所，为会

务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会馆也开始常

年颁发奖学金、敬老度岁金等。

由于高州属广东，广西境内也有几百

万客籍人士，成立超身为广西暨高州会馆

会长（或前任会长），也就同时被推举为

南洋客属总会副会长和新加坡广东会馆

副会长。同一个人身兼三个同乡会领导

者，应该是任何宗乡社群的佳话。

从80年代初，成立超也致力于组织世

界广西同乡联谊会。他亲赴香港、台湾地

区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美国、加拿大等

国，拜会同乡会领袖，运筹帷幄，促使世界

广西同乡联谊会于1983年成立，大大增进

了全球广西华侨的乡情乡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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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护理业的翘楚
记宜康医疗保健
集团主席王再保

╱	文		:  洪天发

“如果你有爱心，但想赚快钱，那你不要

做这个行业。”回顾了25年来的风风

雨雨，对着《怡和世纪》的采访，王再保先生语

气坚决。

由他在1987年一手创立的宜康医疗保健集

团（简称宜康），今天已发展成为新、马两地医疗

保健机构的市场领先者，为大众提供高品质、全

方位中西医的医疗保健及老年康复护理服务。

在亚太区拥有和营运管理超过15家医疗及养老

服务机构，包括医疗保健中心与疗养院、医院、

退休村、护理培训中心、乐龄服务中心、居家护

理、救护车、物理治疗、康复及中医药服务。公司

聘用的员工多达六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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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 Ong Chu Poh single-handedly 
founded ECON Medicare Group in 

1987. Today, ECON has become an industry-
leading healthcare organisation that provides 
high-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re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t owns and operates more than 15 
medicare organis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th staff strength of up to 700.

A graduate of Nanyang University, Mr. 
Ong was originally a General Manager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Not the 
complacent type, Ong gave up a comfortable 
corporate life in seek of other challenges. In 
1984, he financed a friend’s trading company, 
but lost it all within a matter of two to three 

— an interview with Mr. Ong Chu Poh,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ECON Medicare Group

艰辛创业，有人说他傻

但在1987年，当他以1200元月租租下

直落古楼一栋洋房来经营疗养院时，开始

的一年里，竟连一名住客也没有。当第一

名顾客住进来时,“我像迎接贵宾一样的

伺候他”王先生说。大约有10个客人时，

厨师要求加薪，他没有答应，第二天厨师

就不来了。他只好挽起袖子自己下厨；甚

至拔草、洗衣等各种杂活都得亲自动手。

然而，这些都难不倒他。他说：他从

小在杨厝港长大，家庭属于小康，家里开

布店，还有一片橡胶园及农场。虽然衣食

无忧，但从小就得帮忙，他记得：“读小学

时要帮公公开店门，一早要打开120片当

门插的木板，再用鸡毛帚打扫干净布匹。

然后公公会给我一角钱去上学。”

在他艰辛创业的时刻，有人说他傻，

因为他和一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们不一

样，他有南洋大学毕业文凭，出来创业前

曾是本地及英国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及

总经理，收入丰厚，生活优裕。但他认为

一生不能这样平平淡淡过去，他希望接

受更多挑战，于是在1984年，他投资了朋

友经营的贸易公司，两三年后血本无归。

最后还得收拾残局。

1987年，他会生起开办康复医院的

念头，表面看来似乎有点偶然，但细究起

来，他会选上这一在当年被人认为是脏、

旧、烦、无前途的夕阳行业，却有着更深

远的背景。

金钱无法代替的满足感

他谈到了他的妈妈。他说：幼年的我

经常跟妈妈走乡下的黄泥路，有一次在路

上看见一个杯子般大的石块，妈妈说孩子

你把石块拿开。我问为什么？它跟我又没

关系。她说，你怎么这样傻，要想到别人

没看见踢到会流血，骑脚踏车的会翻倒

跌伤。为什么你不把它移开，既照顾了别

人，自己又没有损失。那时村子里有红白

事都找我妈妈帮忙，事后，乡亲们包红包

给她，红封套她收下，钱一定退回去给人

家。我就受着这样的身教长大。

在求学年代，我们一群同学曾去探访

老人院，那里住的都是一些孤寡无依的老

人，四周环境是又暗又脏又臭。管理及服

务差极了。我们去有时帮忙扫地，有时油

漆，整理东西，当时我就萌发一个想法：

将来有条件我要改善老人院的居住环境。

让他们过着比较有尊严及质量的晚年。

今日的宜康，就在实践当年他那美好

而单纯的愿望，因此，他一再强调：“和别

人相比，我不算很成功，没有赚很多钱，但

我从中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我们协助无时

间照顾老年人的子女尽孝道，改善了许多

需要医疗和护理的老人们的生活质量。”

又说：“每个人都会老，这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有些人害怕进入这个阶段，如果我们

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为他们提供需要

An Outstanding Provider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years. The setback, however, had not stopped 

him from venturing into the medicare 

industry. The seed of caregiving had In fact 

been planted since his childhood. Ong grew 

up in a rather well-off family in Yio Chu Kang. 

He recalls going on walks with his mother 

on muddy rural roads, and whenever they 

saw big pebbles, his mother would make him 

move them away so that the other passers-by 

would not accidentally trip on them and hurt 

themselves. It was a small but indelible gesture 

which had gone on to shape his character. 

When Ong later visited nursing homes with 

his classmates, a thought came to him: like the 

child who had cleared the road, he vow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 for the elderlies 

when he had the means to do so later. 

What had begun as an innocent but beautiful 

wish is today a reality. “Compared to many 

people, I don’t think I am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 don’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I 

certainly have a great deal of satisfaction from 

enabling children who don’t necessarily have 

the luxury of time to fulfil their filial duty of 

looking after their aged parents. In the process, 

we have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ose elderlies in need of medicare,” 

the founder of ECON says.

In 1996, ECON became the first in Singapore’s 

Nursing Home industry to be awarded the ISO 

9002 certification for it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PRING Singapore, a government 

agency that helps enterprises achie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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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意义的阳光生活或医疗护理，让他们

能安度晚年，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一个老

人家抱着你，向你表示真心的感激时，那

种满足感，是多少金钱都无法代替的！”

宜康在1996年成为新加坡疗养院行

业内首家获颁ISO9002证书的医疗保健

机构，并于2010年成功更新ISO9001:2008

证书。宜康也获得新加坡素质级别及新

加坡具潜力品牌大奖。鉴于宜康严格的服

务标准和管理体系，新加坡标准、生产与

创新局	SPRING			Singapore	邀请宜康主导

拟定了新加坡医疗保健业的运作程序及

服务标准。该标准成为新加坡技能认证系

统(NSRS)	的组成部分。此外，宜康也是私

营疗养机构中唯一一家连续四年(2009至

2012)荣获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医疗人文荣

誉奖，这是对宜康优质服务的充分肯定。

当说起公司的标志看起来像个“宜”

字时，他笑了，说：“设计这个标志，我们用

了上千张纸，这里头的‘M’是MEDICAL，十

字是医疗，而它的基础是爱心，这就是我

们从事这个行业最基本的要求。”

2012年，宜康医疗保健集团与合作

伙伴——拥有超过200亿美元承诺资本的

欧洲环球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进

行了重大的资本运作，携手共同拓展宜康

在亚太区的业务。殷拓基金在欧洲和亚洲

共投资了约90家公司，合作发展将有助于

宜康在新加坡以及亚洲医疗保健领域中

的业务扩展，特别是在老年康复和医护

服务方面。

除了在本地的医疗事业深耕细作，宜

康的业务也向中国和马来西亚拓展，2012

年8月，宜康医疗保健中心在柔南伊斯干

达特区的建筑举行封顶仪式，预计明年

中启用，能为两地的居民提供全面的优

质保健康复护理服务。在中国苏州工业

园所管理的退休村也预计在2013年底前

为乐龄人士提供健康、优雅、阳光和多姿

多采的乐龄生活。

珍惜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从小接受华文教育长大，并且身为

最后的南大生，他坚守，也珍惜华人的传

统价值观，认为东方文化里头把国，家，

排在个人之前的精神，应当发扬光大。

在创业之前，他曾担任本地及西方跨国

大企业在新加坡的产品经理、营业总经

理、总经理，亲身体验西方公司管理方

式的优点。觉得应把“东方的价值”与	

“西方的管理体制”结合成一体，成为自

己的经营模式。

由于在医疗保健服务领域做出可贵

的贡献，王再保先生成为2002年新加坡十

大企业家奖得主之一；同年也获得新加坡

国庆日服务奖章（PBM）

王先生也是怡和轩的会员，他认为怡

和轩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及特殊东方文

化的摇篮，会员都是商界的成功人士，是

交友及学习做事做人的好地方。

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太太是中医

学博士，在他的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照顾家庭，孩子，使他能心无旁骛；也经

常在精神上给予他支持，为事业拼搏。

现在三个孩子都长大了，都接受了高等教

育。但他认为，事业最好的接班人不一定

要是自己的子女，公司应把拥有权和管理

权分开，如果子女有兴趣，能干，可以到

公司帮忙，各就各位。或者寻找最好的人

才来管理公司。

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觉得自己是

个商人，可又不完全是。我是接受华文教

育长大的，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为人处事

方式。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

人之所欲也。”但着眼点是“仁”，强调获

取财富的正当性。我就希望能够做一个

既能够赚到钱，也能够帮助别人的儒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他认为怡和轩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及
特殊东方文化的摇篮，会员都是商界特出
的成功人士，是交友及学习做事做人的好
地方。

standard,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invited 
ECON to be the spearhead of medicare 
excellence, lea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operation procedure and service standard 
for Singapore’s medicare industry. ECON is 
also the only privately-run medicare and 
nursing facility to be awarded the Healthcare 
Humanity Award by the President in four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09 to 2012. Mr. 
Ong himself was one of the Top Ten Singapore 

Entrepreneurs in 2002, and awarded the 

distinguished Public Service Medal (PBM) on 

National Day of the same year in recognition 

of his dedication to community services. 

In 2012, ECON and EQT Partners formed the 

joint venture ECON EQT Investment, a holding 

company which allows the medicare group to 

expand its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y August 2012, ECON celebrated the “topping 

out” ceremony for its new building at Iskandar 

Malaysia, south of Johor. The medicare centre 

is expected to go into operation in mid 2013. 

The retirement village run by ECON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s also expected to open its 

door by the end of 2013, providing quality 

retirement living for its residents.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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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  重创新天地
CK百货公司的崛起

╱	文		:  洪天发

开车路过，见到街边有夜市摆卖，他总会

多看一眼。也曾偶尔踽踽走过，夜市还

是那样灯火通明，但看到的已不再是当年景象。

有时听到一声叫卖的吆喝，蓦地就把那沉睡四

十余年的画面，一一唤醒……那时，他不过是个

十三、四岁的男孩，在德明政府中学里书读不下

去了，出来跟着大哥开始了他的一段夜市人生。

Rebuilding His Own World
CK Department Store’s Rise to Success

I t is a rags to riches story. Ang Chin Koon 
dropped out of Dunman High School when 

he was 13 or 14 to hawk wares at night markets with 
his brother. Today, the former night market vendor is 
the Chairman of CK Group, with 18 department stores 
under his charge.

True to family tradition, in the 1980s and 90s, the five 
Ang brothers co-founded the Pisces Group, which 
operated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emporiu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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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釜沉舟，起死回生，成了CK百货，也成了
他的人生注脚。对所有想创业的年轻人，这
也许可作为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启示。

Singapore. The group made its foray into 
property development, high technology field 
and several hot businesses, as well as branching 
into China to captur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June 1994, Ang Chin Koon parted ways 
with “Pisces Group”, citing differences in 
management  philosophies.

Ang saw the chance for his come back during 
the 1997 Asian Economic Crisis. He rented a 
small shop space in Toa Payoh and named it 
CK Department Store from his own initials. 

他——洪振群，今天已是拥有本地18

所CK百货公司的主席，说起当年摆地摊

跑夜市的生活，无限感慨唏嘘：“开始时

是跟爸爸摆摊卖一些纽扣、锁头什么的，

后来几兄弟跟着大哥，有时是有执照摆

卖，有时是‘跑地牛’，下午五点钟小弟们

先去霸位拉布条排货，七点钟大哥就来

开始吆喝叫卖，一直做到九点十点……那

时兄弟们都吃过苦！”

当别人还在背书包上学的年月，他已

在生活的激流中打滚、拼搏，而命运也没

亏待他，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只使他对经

营日用百货发生兴趣，摸着了门道，更培

养了他坚韧、刻苦的奋斗意志。

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中年的新加坡人会记得“双鱼集团”

（Pieces	Group）。在八、九十年代那曾

经是本土的一家叫得响的百货业品牌，

分行遍布岛国各个角落。这家公司就是

他们洪家五兄弟联手创办，身为老二的洪

振群是其中一位董事，也是他人生之路踏

上的第一个台阶。从这里他进一步学习了

采购、销售、管理、经营，使他紧贴市场脉

搏，练就敏锐独到的生意眼。

双鱼业务迅速扩展，除了百货商品，

还进军房地产，高科技等多个热门领域，

并到中国发展，走向国际化，为挂牌上市

造势。而他本人却在这时刻，由于与管理

层的理念不合，不认可公司的发展方向，

结果在1994年6月，接到一封被裁退的信

件后，黯然离去。

忆起那段消沉失意的日子，洪振群语

调低沉：“我心情低迷了两三年，不知道

要做什么，每天‘量马路’，不知人生的意

义在哪里？而我又不甘心彻底放弃百货行

业，因为那到底是我的擅长，我的兴趣。”

他抬起头来，“没有工作不能生活，我还有

父亲，还有孩子，家庭要靠我，不能永远

这样下去，我要重新站立，跌倒了要爬起

来，还要抓一把泥土上来。”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度过了

两年多的低潮期后，洪振群在风暴中看

到东山再起的最佳时机，于是，他毅然决

然的将自己手头的现金，加上老婆孩子

的储蓄，以及向朋友筹借来的，凑了20多

万，就在1997年5月9日，他以自己英文名

字的缩写，为新公司命名：CK百货，在大

巴窑租下第一间600平方尺的小店面，踏

上他生命的第二个台阶。

背上破产的包袱

正当他蓄势待发，双鱼集团却在1998

年被司法管理，最终收盘。虽然他早已离

开双鱼，却由于也是集团的担保人之一，

因此遭受池鱼之殃，一并被打入穷籍。

背着一个破产的包袱，他的第二度创

业走得步履蹒跚。业内人士投以怀疑的目

光，一些朋友甚至避而远之。尤其叫他发

愁的是破产者的身份，使他难以从银行得

到贷款，这对CK的发展真是巨大的障碍。

The modest 600-square feet retail space were 
to become the launch pad of his triumphant 
return.

But not for long.

Pisces Group faced legal insolvency proceeding 
in 1998. Unfortunately, as Ang was still a 
guarantor of the group, he was dragged down 
in the legal process and declared bankrupt. The 
unexpected twist of fate stalled his come back.

Going back to Pisces’ root

In its early years, Pisces had built its legacy 
in a store in Chinatown. The shop was so 
prosperous that it had been nicknamed the 
“ATM of Pisces”. When Ang heard that its 
contract with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was on sale due to the legal proceeding, he 
managed to secure enough funds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won the tender.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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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CK has 18 branches island wide. Last 
year, it bought  a vast warehouse building 
on Tampines Street 92 to be used as its 
headquarter to the tune of a whopping $15 
million. CK department store positions itself 
as a neighbourhood retailer. Despite stiff 
competition, CK has always managed to 
stay ahead with its comprehensive range of 
products. CK currently owns 28 brands. Ang 
plans to create and launch more of such 
brands in-house to reduce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other retailers.

Ang has maintained that CK department stores 
will chiefly expand through the purchase of 
commercial properties. In 15 years, the group 
has bought 30 properties, of which some are 
used for their own stores, while the rest are 
leased out. 

With CK’s business on the right track, Ang 
can afford to be less hands-on. With his 
hands free, he is now able to give back to 
society through his involvement in charity. 
Ang has never regarded himself as a wealthy 

man. But he has joined Ee Hoe Hean Club or 
“The Millionaress Club”” for a wholly different 
reason: to learn from our ancestors the ways 
to dedicate himself and give back to society.  .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尽管他多方解释，他已离开双鱼多

年，但要怎么才能证明双鱼的没落和衰

败与他无关呢？本地一家主要的银行对

他提出的要求，使他灵机一动，他想起当

年那封裁退信，那封曾教他陷入危机的

信件，这次却扮演了关键角色，给他带来

了转机。在那一年农历中秋节的夜晚，他

接到银行工作人员来电，他申请的贷款

批准了！这家主要银行核准贷款之后，其

他银行也陆续提供贷款。他创业的步伐，

越走越沉稳了。

联想到早年的双鱼

讲起CK百货，许多人就要联想到早年

的双鱼。尤其是当他标下了当年双鱼在牛

车水开始发迹的那座店铺后，人们不禁

会以为那是双鱼集团浴火重生的延续。

对洪振群来说，他对双鱼也是牵萦于

心，不能忘怀。当他获知牛车水那座店面

由于司法管理，与建屋发展局的合约要

卖给别人继续经营时，他马上联络负责人

表示有意承顶。但他钱不多，只能出100万

分期付款。负责人叫他回去，因为已有印

尼富商出价300万。他很失望。后来那位

富商退出，他的机会又来了。当时还处于

金融风暴时期，竞标者只有两人，尽管手

头现金不多，他四处奔走，多方筹措，在

租约快到期前实现续约的目的，把那座

当年凝聚了他们几兄弟的血汗和荣誉的

商业大楼，那座被誉为“双鱼的ATM”（提

款机）的店铺标到手。他说，他很感动，

一位前双鱼的女职员，还把一张5万元的

支票交给他应急。今天，这位女职员已是

CK的总经理。

	今天的CK，在全岛已有18间分行。去

年还在淡宾尼92街，耗资1500万元买下货

仓大厦，作为公司的营运总部。CK百货与

高档次的百货商店的角色不同，它定位于

邻里的零售市场，商铺主要物色靠近巴

刹、小贩中心、组屋邻里等地段。虽然市

场竞争激烈，但由于货品齐全，从各种日

用品到各类服饰，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加

上运用中央采购策略，使公司在竞争中保

持优势。目前公司共聘用了约360名员工，

营业额接近8000万元。CK百货旗下拥有28

个自家品牌，他计划推出更多自家品牌，

以避开同行业间的竞争。

此外，洪振群也表示，CK百货将主要

通过购置商铺产业来扩展业务，15年里购

买了30个产业，除了开店自用，也出租给别

人。他走的路线是买产业来开店，而不像

别人那样租店来做生意。他说“搞百货业

如果没有自己的产业，就如被人捏住了咽

喉，无法壮大。而且产业是保值最好的工

具。”	汲取了双鱼收盘的经验，他另辟蹊

径，结合新世纪以来，人口骤增，房地产

节节上升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使CK

百货走出了宽畅的创业之路。

走入怡和轩

今天的CK百货公司，已进入“手放眼

看”的阶段，无需像往日一般亲力亲为。

除了照顾好一家老小，他也能腾出手来

兼顾社会服务，以及慈善事业。出于对本

地先贤的景仰，虽然他自认为并非富豪，

但也走入怡和轩，成为知名富豪俱乐部

的会员，以学习先贤们贡献社会的精神。

他还找到了一项业余的爱好——摄影。

自己摸索之外，还拜师学艺，不时远赴南

美，非洲，以及世界各地，为壮丽的大自

然，为所有美好事物，留下永恒的记忆。

说起当年的潮起潮落，他的心境已是

云淡风轻。他知道自己是哥哥带出来的，

成功的做生意的窍门，从他那里学习；失

败的破产的经验，从他那里吸取。他的今

天，受益于哥哥，因此他始终胸怀感激。

有人问他：15年里购置超过30份产

业，你不怕冒风险？他笑了：“以前会怕，

遭遇了‘破产’以后，就没什么好怕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破产”反倒成了

他闯出一片新天地的背景、动力。破釜沉

舟，起死回生，成了CK百货，也成了他的

人生注脚。对所有想创业的年轻人，这也

许可作为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启示。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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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杜  平 在北京感受“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11月8日开幕，我于6日抵达北

京。入住酒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

网，但酒店房间里的信号极其微弱。在等待网页

出现的时间里，我可以烧一壶开水，坐在马桶上

悠闲地上一次厕所，把行李箱的所有衣服挂在

衣柜里。可是，当满怀期待地返回电脑前时，恕

我借用一下网络语言——，尼玛，还是要我焦躁

地等待！

境内境外，感受不同

比较顺利的时候，要点击国内网站，网页就

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但要进入我平常每天都要阅

读的海外电子媒体，结果都是一样，要么是干脆

连接不上，要么是永远等不到结果。这些也就罢

了，最为头疼的是，我平常使用的gmail邮箱，基

本上无法进入。有一次好不容易登陆成功，但点

击邮件标题却无法打开。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

被关在玻璃房里的人，外面的人分明在张嘴跟我

说话，却总也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听朋友说，北京平常上网不会那么困难，虽然

境外网站不容易进入，但还不至于连邮箱都进不

去。我也知道眼下是特殊时期，但有关部门发言

人毕竟已经承诺要为境外记者尽量提供采访便

利，但殊不知，通讯的不方便、获取信息的不方

便，是媒体工作者的致命死穴。信息的不畅通，

会在心里产生饥饿感，也难免会生起沮丧情绪。

我过去写文章批评中国社会戾气太重，很多人心

浮气躁，但我现在终于加深了一点理解。原本简

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原本顺利的事情变得很不顺

利，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不满和怨愤。

过去十七年，我一直在境外观察和评论中国，

可随意从各种渠道获知有关中国的信息，这已经

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从境外看中国，一切似乎

都一目了然，可一旦置身于中国内部，就立即变

得耳不聪、目不明。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改变对

境外媒体的某些成见。无论它们的立场如何，

报道是否准确，但它们毕竟在尽着自己的本分，

非常努力地帮助自己的受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也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在

北京的同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观众发出那

么多优秀的报道，是多么地不容易。

CFP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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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期间的保安之严密，可以说已

经超过世界水平。外地进京车辆严格受

限，运输危险物资的车辆当然在严格禁

止之列。那些必须进京的车辆，如运送

蔬菜等物资的，均须在夜间三点之后、

凌晨五点之前进城。我前两天出门，依然

遇到交通堵塞情况，不过据说不像平常

那么严重。凤凰卫视有三辆汽车申请到

采访十八大的特别通行证，我原以为和

过去一样只是简单的标识而已，后来才惊

讶地发现大有乾坤。通行证上安装了电子

晶片，存储了有关汽车的资料、司机的资

料。北京的同事说，司机也须经过事先审

查，若有不良行为记录，哪怕是私人生活

有问题，都没有资格获得特别通行证。记

者采访证也是如此。胸前挂着记者证进

入人民大会堂时，安检闸门旁的显示器

立即显示出我的照片。对此种种，我都感

到非常惊讶，以前真不知道中国在保安方

面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科技水平。吕丘露薇

笑话我，说我离开中国太久，以至于已经

变成了刘姥姥。

然而，百密总有一疏。凤凰卫视的第

三张汽车通行证上，办理证件的单位竟

然把车牌号上的字母弄错了，前面的两个

字母原本是CZ，却被错印了ZC，害得同事

们大费周折地跑去更改。

十八大开幕式在8日上午9点准时开

始，为了电视直播，我和摄影组在8点就

到达天安门广场，计划从8点45分开始连

线。站在偌大的广场中央，沐浴在初升

的冬日阳光里，看着十八大代表鱼贯下

车，喜气洋洋地朝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攀

登，感觉还真有节日的气氛。我们的摄影

师和转播工程师早早做好了一切准备，网

络信号非常正常，但奇怪的是，偏偏在连

线的几分钟里，无线网络出现故障，虽然

声音很正常，但画面凝滞。大家感到很是

蹊跷，当然更感遗憾。后来才得知，会议

开幕之前，大会堂以及周围地区都实施

了信号屏蔽。

“薄熙来事件对你有什么 

影响？”

人民大会堂，我原本非常熟悉。我

在北京当政治记者时几乎每天都进出此

地，但时隔多年再次置身其中，感觉略有

陌生。陌生的不是这座建筑，而是目之所

及的人与事。在胡锦涛作报告的时候，中

国内地和少数境外记者就开始在二楼排

队，等待领取工作报告的文本。排队的人

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臃肿，

以至于出现了拥挤和争先恐后的局面，确

实谈不上体面。当天下午旁听重庆代表团

向媒体开放的小组讨论，一些代表的发言

内容充满几十年前就曾听到过的political	

jargon，感觉恍如隔世。但非常有趣的是，

那些陈旧的言词，那种独特的表述方式，

那种革命斗争年代的声调，竟然与现代市

场经济年代的政治表述融合在一起。虽然

说不上和谐，但确实很巧妙。也许，这就是

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之一。

在重庆代表团媒体的提问环节里，

获得提问机会的前三名记者分别来自人

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致使记者

群里爆出一阵又一阵不满的起哄声。重

庆代表团的主持人显然是因为感觉到了

多数记者的不满，不得不把最后两个提

问的机会交予来自香港的两名女记者。终

于，记者们一直都想问的“重庆模式”、	

“薄熙来事件”等等都被提了出来。至于

回答的内容，各路媒体当时都已经报道，

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有一个细节有必

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宣布散会之后，

记者们把重庆市长黄奇帆团团包围，大

声提出了令人尴尬的问题，例如“薄熙来

事件对你有什么影响”等等，甚至还一度

出现了激烈推搡的混乱局面。黄奇帆无

路可走，被迫舍弃正门，在警卫人员的凑

拥下从侧门离开。

CFP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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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提到，旁听各省代表团向

媒体开放的讨论会，其实是一件很辛苦

的事情。前面两个小时里，所听之言都是

套话，基本上可以不听。我在新疆代表团

旁听的时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占据了

一个很大很舒服的沙发，貌似认真聆听，

但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后来被旁边的一个

同行叫醒，他说：“轻一点，你的呼噜声好

大。”讨论会的最后半个小时是规定的记

者提问环节，我们一直等待的就是这可怜

的三十分钟。不过，没有白等，因为新疆代

表团的提问环节很有趣。

“所有共产党员都是改革派”

话说有个法国记者操着不太娴熟的

中文问新疆区委书记张春贤：“我们都知

道你和江泽民关系很好，这对你的升迁

有什么帮助吗？”常言说“知者不言”，还

说“言者无罪”。我们这些对中国政治还

比较了解的人，在这种场合是不会提这种

问题的，反而是那些对中国政治一知半解

的外国人似乎无所顾忌。张春贤的回答倒

是很从容和得体，他说：“你对中国的了解

就像你的中文一样半生不熟。我告诉你，

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总书记都是我非常

尊敬的领导人。”

在广东代表团开会时，也有类似的情

况，所有媒体都关注汪洋的去向。十八大

开幕之前，坊间就有传言说汪洋此次不

能晋升常委（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外国媒体将之诠释为改革派受到打压。

那天在媒体的提问环节里，有个欧洲记

者问汪洋：“我们都知道你是改革派，但

你认为中国改革还有希望吗？”汪洋的回

答是“所有共产党员都是改革派”，答得

非常政治正确，滴水不漏。外国记者实在

很不了解中国官场上不可言传的微妙，也

低估了中国领导干部的政治智慧。想一

想，汪洋会就一个愚蠢的问题做出同样

愚蠢的回答么？

十八大会议持续七天，但中间四天基

本上没有可做文章的新闻，因为都是闭

门会议。作为电视媒体人，天天要完成固

定的几档特别节目，每次都要有新话题，

而且要言之有物，实在很费心思。其中一

档节目是凤凰卫视资讯台晚上七点直播

的《华文大直播》，我和同事闾丘露薇搭

档，为时十五分钟，大部分话题都是在直

播之前十分钟决定的，甚至一边直播一边

临时调整话题。上文所提重庆、新疆代表

团的记者问答内容，都不方便在新闻时段

里堂而皇之地播出，因此我们以看似很自

然、实际上是以擦边球的谈话方式把这些

细节和盘托出。而这些内容，中国内地观

众是无法从官方媒体里知道的。

习近平的第一句话：“让大家

久等了！”

到了11月15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与媒体见面，预定时间是上午11

点。中央电视台从早晨就开始了特别节

目，凤凰卫视的特别节目在10点半开始，

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就是迟迟不肯露面。

央视那边，主持人和几个嘉宾说得口干舌

燥，努力地要填满节目时间；而我作为前

方评论员，也是拼命地和搭档寻找话题，

凡是能说的都说了，当然还有一些“正确

的废话”。没有办法，电视不能失声。在长

达70分钟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

在替新常委集体露面的那一刻，亢奋而又

痛苦地做着“前戏”。

11点50分，七位新常委鱼贯而出，这

是所有人期盼已久的高潮。“让大家久等

了！”习近平在见面会上这第一句话，立即

摄住了我的听觉神经，我已经预感到下面

的讲话会不同寻常。果不其然，从内容到

文风，从遣词用字到声调语气，整篇讲话

从头至尾都让人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

觉。在他讲话之后的即时评论中，我也毫

不掩饰地予以赞赏，称之“平和实在，没

有陈词滥调，没有大话空话官话，令人耳

目一新”。这些评论都是脱口而出，因为

事实就是如此，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感

受。但没有料到的是，一位资深有力人物

立即给我电话，认为“没有陈词滥调”这

一句不够慎重，会被有心人看作对某人的

影射。然而，从十八大闭幕至今，全世界都

是如此评论。我毫无影射之意，我是在议

论一个事实。

十八大闭幕至今已经有两个月，中共

新一届领导层的一言一行都在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之下。若要问我有什

么看法，其实我在电视里已经说了很多。

简言之，我会这么回答：每一代领导人都

必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习近平这一代

已经开始在前人所铺垫的基础上履行自

己的使命，他们会使中国的面貌变得明

显不同。难道不是吗？在习近平当选中共

总书记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我们就已经看

到了很多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作者为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每一代领导人都必须做自己该做的事
情，而习近平这一代已经开始在前人所铺
垫的基础上履行自己的使命，他们会使中
国的面貌变得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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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92, the award-winning Neo Garden Catering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household name in buffet catering. Reputed for its restaurant-quality food and 
uncompromising service standards, we are now the No. 1 Caterer in Singapore.

6896 7757 neogarden.com.sg

We deliver the restaurant to you

No. 1 in Singapore
A member of Neo Group Limited

Awards and Accolades:

6896 7757 neogarden.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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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11月1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世界

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简称“北大华媒研

究中心”）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第25次活

动在北大勺园举行。中心学术主任卓南生教授围

绕“购买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中日舆情的走向和

导致其变化的深层原因，和与会者分享了他细微

的观察，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卓教授首先回顾了日方在“购岛”事件不同发

展阶段的几个关键时间点。他敏锐地发现，石原

首次提倡“购岛论”是4月17日，这一天既是1996

年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纪念日，也是1895年	

《马关条约》的签署日。野田接着在7月7日卢沟

桥事变纪念日，宣布了“国有化的决定”。至于

野田政府与“岛主”签约的9月11日，既是纽约世

界贸易中心撞毁恐怖事件纪念日，也是日本以	

“反恐”为名借船出海、加速派兵海外步伐的重

要日子。这些细节上的巧合，究竟是偶然还是有

意策划，颇为耐人寻味。

日媒围绕“购岛”事件的舆论造势

据卓教授观察，从表

面上看，日本大众传媒对

石原提倡的“购岛论”，	

基本上有两类反应：一

是表示全面支持，代表

报纸如《产经新闻》和

《读卖新闻》；二是持

保守或批判态度，代表报纸如《朝日新闻》、	

《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他同时列举了三

种有代表性的反对理由：第一，认为东京都“购

岛”是越俎代庖，名不正言不顺；第二，认为东

京都应该将钱用在东京市民身上（如《东京新	

闻》）；第三，反对东京都“购岛”，但如果由国

╱	文		:  李杰琼

卓南生教授谈： 
“购岛”事件后 
中日舆情的走向与变化

REUTERS / Issei Kato  图

卓南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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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面购买，则另当别论，即曲线支持	

“购岛论”（如《朝日新闻》）。仔细分析

上述报纸的论调，不难发现支持者是真

支持，反对者则未必是真反对。卓教授进

一步分析，日本的“中国通”在透析中国的

对日政策时，指出北京的对日态度不外乎	

“以大局为重”和“斗而不破”两条原

则，但中方的底线在哪里，需要不断的试

探。从效果上来说，日本传媒的舆论造

势在事实上协助了政府进行这一试探。

由此细节或可窥见日本传媒与政府之间

的紧密联系。

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在9月11日

之后，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和中国

民众的广泛抗议，日本各方对北京当局

舍弃“怕乱论”的传统方针纷纷表示不

解。日本财界也开始担心东京占尽甜头的	

“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是否就此结束。

卓教授指出，对于中国官民的强烈反应，

日本传媒也进行了所谓的“检讨”，但无

非责怪政府宣布“购岛”的时机选择不当

和不照顾中国领导人的面子，并将民众的

反应归因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行和民族

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一阶段，日本传媒舆

论诱导的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

渲染中国民众游行过程中的“暴徒化”镜

头；第二是强调抵制日货是“双刃剑”，进

一步将舆论的矛头指向中国的爱国主义教

育和民族主义，从而回避从是非的角度真

正检讨“购岛论”。

基于对日本社会、政治、外交的长期

观察和对日本传媒舆论变化的分析，卓

教授注意到日方目前提倡的“新搁置论”

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第一，“新搁置论”

是以承认“国有化”（即认为钓鱼岛是日本

的固有领土）的既成事实为大前提的；第

二，日本方面运用在中国的影响力，大量

活用“软实力”，通过各种场合，放出一

些似是而非的声音。

中方如何走出被动的舆论困境

谈及“购岛”事件发生后中方的反

应，卓教授指出，中方此次大张旗鼓、反

守为攻、保卫主权的姿态，与长期以来奉

行“搁置争议”政策，进而“搁置研究”

和“搁置宣传”的行为模式形成了鲜明对

比。中国是否会以此事件为契机，与时俱

进，检讨或调整其以“大局为重”与“斗

而不破”的对日政策，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比中国媒体舆情的“变”与“不

变”，卓教授认为，尽管中国媒体的

态度已有很大的改变，但在一些具体问

题上仍有停留于重复日本传媒论调的现

象。比如，《朝日新闻》中文网将东京

都“购岛”定为“闹剧”，并认为石原“不

可理喻”，是“跳梁小丑”。中文媒体对此

报道纷纷转载，一时间给不少读者造成

石原的“购岛论”遭到众多媒体反对、在

日本十分孤立的错觉，延续了上世纪“一

小撮论”思维定式；不少中文媒体也随之

将此次事件定位为单纯的政治“闹剧”和

石原个人的因素。通过对日本传媒论调的

细致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印象和定位大有

可争议之处。此外，针对9月11日之后日本

媒体对中国民众游行的“暴徒化”渲染和

抵制日货是“双刃剑”的提倡，也有一些中

文媒体仅仅停留于重复类似的论调，而未

进一步予以具体的剖析。

此外，卓教授同时观察到中方在此

次“购岛”事件中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动

向，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等千名

开明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声明，指责当局当

年是在甲午战争大势已定，清朝政府最为

脆弱、不能行使外交主张的时刻占有“尖

阁列岛”的史实（即近似于北京方面所说

的“窃取”），这样一条重大的新闻并未受

到中文媒体相应的重视；日本学者井上清

研究日方秘密吞占钓鱼岛之来龙去脉的著

作在中国并未普及；大陆及港台学者的相

关历史研究也未受到相应的鼓励。

结合上述现象和动向，卓教授总结

了当前中国的日本报道长期以来存在的

三个困境：第一，重“外宣”，轻“研

究”，缺乏理论内涵和深层认识；第

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欠

缺对时空脉络的掌控；第三，具有紧跟日

本媒体团团转的危险性，缺少主体性。

这些困境再加上日本政府和传媒携

手合作的宣传战略攻势，比如长期以

来日本主流媒体一再鼓吹的“未来志向

论”、“草根亲善交流论”、“客观评价战

后日本论”等旨在转移视线、取代或模糊

历史是非的言论，逐渐在中文媒体占有市

场，甚至有成为解析中日关系之主要观点

的趋势。等到中方发现某些言论中的陷阱

时，往往已为时已晚。

由此可见，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而

言，日本媒体位处舆论主导优势。与此形

成对比的是，中国媒体因多年来对此问题

搁置争议，导致搁置研究和搁置启蒙教育

与宣传，很多人说不清楚钓鱼岛问题的来

龙去脉及其问题关键之所在。因此，卓

教授强调比起重视“外宣”技巧，更应该

注重其内涵及对历史和细节的研究，这样

才能更好地抓住问题的主线，摆脱紧跟日

本媒体“团团转”的危险性。

作者为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而言，日本媒体位处舆论主导优势。与此形
成对比的是，中国媒体因多年来对此问题搁置争议，导致搁置研究
和搁置启蒙教育与宣传，很多人说不清楚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及
其问题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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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胡逸山

美国政治的民主实践
要 谈美国的政治制度，我想得先由1776年

主要由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

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里最重要的几段话谈	

起：“我们把这些真理当成是不言而喻（self-

evident）的：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一些不

可切割的权利，而其中一些就是生命、自由以及

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便在人民当

中成立政府，其公正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

同意。”

上述几段话，近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世界各

地铿镪有声，最直接的是启发了数年后的法国大

革命，间接的也成为这两年来席卷中东的茉莉花

革命的思想泉源。但坦白说，这几段话里有关“天

赋人权”的前半部，还是比较虚无缥缈的；比较

踏实可用的，可能还是有关“政府”与其“权力”

（powers）的后半部。

“政府只不过是个必需的恶魔”

一个政府的力量必须被人民授权，这在民主

政治几乎成为普世价值的当今，可能还是无可厚

非的。但在美国争取独立的18世纪下半叶，这可

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胆大妄为之举。北美洲殖民

地的宗主国英国，其国王与首相之间的权力斗

争，还正方兴未艾，而法国皇帝更大言不惭：“国

家，那就是朕！”（L’état,	c’est	moi!）。其实不

少《独立宣言》的签署者，都是抱着战战兢兢的

心情，深恐人头不保！

但近乎讽刺的是，如要真正了解在一份主要

是鼓动反英殖民的宣传文件（《独立宣言》）中	

“便在人民当中成立政府，其公正的权力来自于

被统治者的同意”的真缔，我们可能还得依靠一

位出生于英国，在美国独立前两年才抵美的政

治哲学家潘恩（Thomas	Paine）。潘恩说过：“政

府，就算在其最好的状态，也只不过是个必需的

恶魔（necessary	evil）”。

潘恩的这句话，很现实但也很传神的概括了

这两百多年来美国人对政府的概念与期望。与许

多欧、亚、非、拉国度里的人民就算生活在水深

火热中，仍然热切期待“万能政府”（omnipo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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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出现、贤能领导降临的心

态思维大相径庭，美国人自立国以来，说

得粗俗些，从来就不把政府当成是个好

东西；更甚者，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如

潘恩上述明明白白的说，政府可是恶魔

的化身；充其量，美国人认为，而潘恩也

生动的反映出来，政府“只不过是个必需

的恶魔”！

要真正了解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之其所

以然，我认为就必须从以上的“政府只不

过是个必需的恶魔”这个基本点来开展。

说的更白些，美国每个层次的政府，可都

是小心翼翼平衡“必需”与“恶魔”的结晶

体。对美国人来说，政府是“必需”的，所

以应被赋予一些权力，以便其能有效的行

使其职能，让大家都能有些共同的好处；

但政府也是一头“恶魔”，所以应该对它

有所制衡、防范，甚或在其太过滥权时

把它推翻！

政府应被赋予哪些“必需”的权力，

我想见仁见智，也随时空的转移而有所

不同。但很重要的是，诚如英国政治家艾

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谓，“权力令

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所以，如

何遏制政府的“邪恶”本性，就成为美国

政治制度中最核心的环节。

美国人秉承当年与英国当局意见相

左的先辈漂洋过海到北美洲开荒辟地的

精神，心态是充斥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强

悍个人主义的。我们有时琅琅上口的“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头禅，一般

美国人可是打从心底里就准备发扬这些

道德观的，把它们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因此，我们看到，美国数百年来至今

不渝的最基本政治单位，就是所谓的市

厅会议（Town	Hall	Meeting）。市厅会议

或定期、或因重大课题事故而召开，每位

成年的当地居民皆有权力出席，并参与

讨论决定攸关其邻里环境好歹的各项政

策，从幼儿教育以至养老设施不等。美国

人坚信，要有真正的民主，就必需积极的

参与公共决策。

在已独立的其他英国前殖民地里，老

百姓大多只选出立法机构的代表，或称国

会、州议会或市议会的议员，再由彼等复

选出行政机构的领导人，如总理、部长、

州长、市长等，虽谓“三权分立”，实际上

起码立法与行政权是统合在一块的，再加

上法官每为行政领导所委任，所以三权其

实是鲜有真正互相监督、制衡的。

权力结构是部“四头马车”

但在美国掌握行政大权的总统是与

国会议员们分开选出来的，各有各的民

意基础，所以也互不相欠，可以针锋相

对。这种互别苗头的情况就有如当下美国

众议院为共和党占多数、但拥有议案否决

权（veto	power，可迫使两院皆须以2/3多

数票方能通过议案）的总统是民主党人

奥巴马；而参议院就更为有趣，因民主党

虽占了100位参议员中的过半，但因院规

中允许参议员不断发言（filibuster，可用

以阻扰议案的通过），除非60位参议员制

止，所以在参议院里共和党虽为少数，但

仍然关键。

这样一来，如果分属不同党派的总统

与国会硬碰硬的话，结果就会如近来闹得

热腾腾的所谓“财政悬崖”（fiscal	cliff，

即如两院不通过总统所属意的财政议案，

联邦政府会面临大幅度的自动经费缩减）

。也许读者们会问，那这样不就导致整个

政府的运作瘫痪吗？答案是肯定的，在90

年代时，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与共和党的

国会同样僵持不下，最后还真的把几乎整

个美国联邦政府停止运作！但如你问一般

美国人，这样的“无政府”代价值得吗？

答案也几乎是肯定的：值得！因为在美国

人心目中，宁可在公共服务上吃点亏，换

来政府这头“恶魔”受到其自身内部的互

相牵制，也不愿让“恶魔”权力膨胀，进

而为所欲为！

而在司法机关方面，美国的联邦法

官皆由总统提名，为参议院过半数同

意后，终身任职，除非行为不俭被弹劾

（impeach，须众议院过半数、参议院2/3

方可通过）。这终身任期可是为了确保法

官们皆能独立刚正不阿的审判。包括许多

美国人都不清楚，原来法院也是制定美国

各级法律的一个重要泉源。尤其是美国最

高法院，其大法官们的判词活脱脱就是公

然的立法。美国现行的许多看来理所当然

的法律，如种族平等、堕胎合法、被逮捕

时须被口喻权利等，其实都来自于积极

主动（activist）的司法权！

所以，起码在联邦的层次，美国的权

力结构其实是部“四头马车”：总统、参

议院、众议院、法院。假如四匹马方向一

致，勇往直前，那美国就进步繁荣；反之，

如每匹马各走各的，那美国的国势就会停

滞不前。但看起来，美国人真正属意的，

是这四匹马虽然大致往前走，但彼此之

间还是有枷锁互相钳制着，不致“走马入

魔”，这样才略为放心。

在美国的州与地方政府，不但立法议

员与行政领导（不止是州长、市长，还有警

长、检察长、财政长、教育官，甚至验尸官

（coroner）不等）一般皆为民选，连一些

法官都必须受到选票的考验！而另一项

贯彻美国民主精神的措施便是所谓的全

民公投（plebiscite），让全州或全市居民

在票箱表决，是否要通过一些诸如加减税

收、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议案。

美国的立国先贤们费尽心血，用这

么繁复的机制（elaborate	mechanism）来

制约政府这头在人民心目中又爱又恨的	

“恶魔”，主要是源于美国的建国，是用

鲜血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抢过来的。这一

点，历代美国人深深烙印在心灵深处。

所以，受宪法保护的拥枪权利，对绝大部

分美国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便

万一政府真的“趋魔”时，可考虑以武力

推翻之！尽管美国近几年来几乎每几个月

就发生死伤数以百计的枪击案件，几乎每

项民意调查皆显示，大多数人还是支持民

众拥枪权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的政治制度里的高度民主实践，

除了如瑞士等个别欧洲国家可望其项背

外，在举世还是罕见的。它的形成与演化

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如艰苦的建国历程、

受殖民暴政压迫等）、环境（如富裕的资

源、广袤的土地）与文化（如高度的个人

或家庭主义、对政府的不信任等）因素，

也未必能在世上其他地方同样的开花结

果，但总括来说还是可以作为借鉴的。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
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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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连任的意义╱	文		:  叶鹏飞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顺

利连任，关于他胜选的分析很多，尤其

是选举期间经济表现不好，为何他还能够险中

求胜。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不少

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在女性课题上的错误发

言，包括对强奸、避孕、堕胎等充满歧视性的保

守言论，让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损失了不少

女性选票；共和党反对移民的立场，导致少数族

群尤其是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西班牙裔选民，大

举出来支持奥巴马。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美国社会越来越

显著的贫富差距，使得不少中产阶级开始质疑既

有的经济制度及游戏规则。奥巴马把选战基调

设定为普通人对超级富豪的阶级战争，以及罗

姆尼在选举期间关于47%美国人好吃懒做，只会

向政府要福利，因而支持奥巴马的言论曝光，更

激怒了不少美国民众，（罗姆尼的这个发言还在

2012年12月10日获选耶鲁大学图书馆年度十大经

典言论）最终决定了选举结果。

促成奥巴马胜选的因素，其实更说明另

一个问题——美国社会的构成与价值正发生

趋势性的转变。抽象而言，本次选举的楚河汉

界，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多元价值、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对垒共和党的白人主导、

偏狭守旧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这里只

是试图中性地描述这两股力量在总统选举中的

博弈，并不存在对两者之间存在价值上的褒贬。

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对决，完全可以从地

理上一窥究竟。支持民主党及奥巴马的州属（所

谓的蓝州），大多集中在美国的东西两岸。这些

州属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较深，经济上仰赖国际

贸易及投资，也有更多的新移民（亚裔及拉美裔）

社群。因此他们倾向支持民主党所代表的多远价

值、开放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在经济上他们

倾向保护社会弱势，反对市场至上所造成的贫富

差距；在社会政策上则主张性别平等、同情非主

流的性倾向（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或变

性人，简称LGBT）等。

相反的，支持共和党及罗姆尼的州属（所谓

的红州），则多集中在内陆或保守的南部地区。

这些州属传统上有比较多的白人人口，宗教气

息浓厚。不少当地社群怀念一个他们想象中相

对单纯、由白人主导一切的美国社会。因此，至

少在社会议题方面，他们反对平等对待LGBT、反

对堕胎。他们也认为美国宪法精神强调独立个体

的责任，所以崇尚市场经济，反对联邦政府过度

介入人民的生活，包括用税赋来提供福利，并主

张限制移民数量。

如果仔细分析美国各媒体的选举结果地图，

可以发现在壁垒分明的蓝州与红州之间，各州内

部的两党支持者也出现了有趣的划分——无论是

什么州属，民主党的票仓多集中在人口集中，崇

尚个人自由与多元价值的大城市，共和党则在社

区精神浓厚，注重家庭生活的郊区与农村比较获

得支持。因此选举地图呈现的其实是少数集中的

蓝色，被一整片红色海洋所包围。当然，这只是从

土地面积而言，蓝色的小点，才是选票高度集中，

最后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

从影响美国人日常生活甚深的大众文化，

也可以察觉到上述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立

场保守、支持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莱利（Bill	

O’Reilly）在11月6日开票当晚，就罗姆尼可能败

选分析说：“因为这是个改变中的国家。人口结

奥巴马连任代表了多数美国人希望看到更公
正平等的社会，可是如何与美国立国所强调的
个体独立，自力更生的精神取得平衡，其中的
拿捏，恐怕将是个长期且艰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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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变了。这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美国，有

50%的投票大众索求东西，他们伸手讨要

东西。谁会施舍他们呢？奥巴马总统。”

奥莱利进一步说：“白人权势集团如今是

少数派了（the	white	establishment	is	

now	the	minority）。”

代表自由派的新闻讽刺节目“每日

秀”（The	Daily	Show）名主持人斯图尔

特（Jon	Stewart），则在其节目中尖锐地

讽刺了奥莱利对于白人主流没落的哀怨。

斯图尔特表示，奥莱利的担忧，反映的其

实正是美国伟大的生命力：既得利益权贵

集团担心一个外来、崛起的异族取代自己

的地位。斯图尔特说：“这正是美国试验

（the	American	experiment）——一个初

来乍到美国的族裔，被辱骂、仇视，居住的

贫民窟……忍辱负重，以便他们的子孙也

有机会歧视下一波上岸的新移民。”他还

调侃祖辈也是饱受歧视的爱尔兰裔的奥

莱利说，除非你是属于原住民的印第安

人，不然你没什么好抱怨的。

奥莱利显然反映了支持共和党白人

选民的心态，他们一方面担心自己的主

流地位被亚裔、拉美裔新移民撼动，另一

方面也对新移民享受白人公民缴税负担

的公共福利深感不满。这里涉及了美国政

治多层面的复杂辩论，包括如何解决贫富

差距、纠正社会不公、政府的角色以及市

场的地位。在开放与闭关的实际分歧上，

民主党代表的世界主义派希望通过“大

政府”来确保基本的公平正义；共和党则

反对加税、增加公共开支，要求保护“就

业制造人”（job	creator，超级富豪的代

称）的利益，放任市场自由运作。

参照历史经验，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

言，开放无疑优于闭关。但是问题显然比

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许多。奥巴马的连

任，固然代表了世界主义这回打败了偏狭

守旧的地方主义，但罗姆尼的47%论以及

奥莱利“50%的投票大众索求东西”，虽

然带有冒犯人的歧视意味，却并非毫无

事实基础。诚如有美国评论者指出，奥巴

马的连任代表了福利国家胜利——依靠福

利的弱势群体如贫下阶层、单亲家庭大举

支持民主党政策，既反映了美国社会不健

康的社会现状，也可能造成更多人因为习

惯了依赖政府福利的生活方式，而陷入了

长期贫困的境地。

《纽约时报》自由派专栏作家纪思道

（Nicholas	Kristof）发现，为了符合继续

领取救济金的条件，不少贫困家庭干脆让

孩子停学。他撰文说：“身为自由主义者，

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保守派不无道理地指

出，美国的社会安全网有时会让人陷入足

以摧毁灵魂的依赖状态中。我们的扶贫计

划的确帮助了很多人，但有时却会造成反

弹。”奥巴马连任代表了多数美国人希望

看到更公正平等的社会，可是如何与美国

立国所强调的个体独立，自力更生的精神

取得平衡，其中的拿捏，恐怕将是个长期

且艰苦的过程。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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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锺天祥

马
来
西
亚
政
局
动
荡
的
一
年

2013

2 013年是马来西亚选举的关键年，也是

政局动荡的一年。一场事关重大的全

国大选，同时也在各州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把

风云变幻的政治情势推向高峰，紧紧地牵扯着各

行各业的神经线。

大选是当地朝野政党你死我活的战役。于

是乎，有关大选消息的虚虚实实，在2012年折腾

了整整一个年头，大选日期却像“狼来了”故事

那样，迄今还没有定案。

首相纳吉当下遭遇的是建国55年来最猛烈的

反对党攻势。他须确保执政集团国民阵线（国阵）

保住政权，至少在国会占有半数议席，否则他就

会被逼下台让出首相宝座。为此，国阵正动用一

切资源去抗衡反对阵营民联的步步紧逼，而选择

何时大选无疑是纳吉力保胜局的关键策略之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权更替亦是如此。国

家宪法授权首相

可在任期内宣布任何时刻举行大选，但纳

吉过去一整年都在卖弄关子。有人讥讽他迟迟

不敢大选是优柔寡断所以举棋不定，但以他为

党主席的国阵骨干政党巫统却视之运筹帷幄从

而稳操胜券。

然而，五年一度的马来西亚大选，期限就在

2013年，准确地说是2013年3月8日。为配合需

要，纳吉还可以行使过度政府的宽限而把大选

推迟至2013年6月底才举行。关键是：期限拖到

最后一刻，巫统丧失回旋余地，那将演变成哪个

政党的大限？

二、巫统内讧与杠杆效应

毫无疑问，巫统的内忧显然比外患更严重。

最近举行的巫统全国大会，纳吉以党主席身份

指称巫统存在扯后腿现象，“这是国阵的最大

担忧”。

一、大选期限与政党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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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独立以来，一直以支配政权的老大

哥姿态自居。可是，这个维护马来人利益

的政党内讧不断，1969年大选时甚至演变

成五一三种族暴动。纳吉的父亲拉萨乘势

而起，70年代推行新经济政策确保马来人

财富，但这个种族主义政策在几十年的执

行过程中贻患无穷，当地非马来人被边缘

化，就连马来人本身也因财富分配不均而

抱怨不已。

激烈的利益争夺，导致巫统不断分

裂、整合又分裂。拉萨一手提拔的马哈

迪，在领导巫统的22年期间尤其多事。他

在80年代招揽安华但16年后把他唾弃、

他2003年抬举阿都拉但6年后把他整垮，

种种人事最后把一些巫统领袖推向狂妄

自大、腐败堕落的深渊。今天87岁的老马

仍然兴风作浪，报道指他正为儿子仕途

铺平道路，但种种金钱政治的勾结也为

纳吉时代的巫统埋下随时引爆的炸弹。

上一届2008年3月8日大选掀起政治

海啸，国阵失去国会三份二多数议席的优

势并输掉五个州政权，分析结果就是巫统

内讧导致多个马来传统安全区消失。今天

纳吉依然面临严峻政局，除了安华的反对

声势日渐壮大，还有阿都拉仓皇下台留下

的后患，因此纳吉只能寄望马哈迪派系的

靠拢。关键是：在马来人四分五裂的情势

下，国阵还有多少马来安全区，而这些选

区的少数非马来选民可否发挥杠杆效应

而促成政治改革？

三、华裔选票与暴乱恐吓

自2009年4月接替首相职权以来，纳

吉对当地非马来人的友好态度不言而

喻。他亲临华文报馆和参与华团活动，他

拨款给华校并开明对待华人事务……然

而，纳吉所展露的也许是首相的亲和魅

力，可是国阵这个拥有13个政党的庞大

政治集团岂能单凭“纳吉因素”而洗脱所

有负面印象？

国阵里的华人政党，自上届大选后的

颓势声望不见改善。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

历在激烈党争中逆流而上，但他公开宣称

难于捉摸华裔选民的政治倾向。华人社会

高度重视国家的经济发展，可是在国阵接

二连三地推出大型工程项目时刻，参与反

政府活动的华裔群众仍然一浪接一浪。

比如在新山有人到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参

与发展工程活动，晚间到南方学院参加	

“普天同庆升格大学大庆晚宴”，隔一周

却赶到吉隆坡出席华教人士发动的请愿

大会，反对政府的教育蓝图报告。

华教课题情牵华社，过去一年由华

教人士发动的大型抗议活动包括“325华

教救亡运动”、“520申办关丹华文独中大

会”、“926华教救亡与抗议大会”、“1125

全国反对《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

初步报告》和平请愿大会”，几乎每场人

山人海，如11月份那场便有3万人出席。其

他大型抗议活动如反稀土厂的环保运动、

要求公平选举的净选盟3.0集会等，也都见

到许多华裔老少参与其盛。那些不满政客

贪婪与腐败的华裔选民，公开表明他们宁

愿跟维护回教价值的伊斯兰党合作也不

要跟巫统为伍。接下来反对阵营必定还

有一系列反政府活动，国阵要如何扭转劣

势挽回民心，显然考验纳吉团队的智慧。

但要命的是，巫统领袖迄今不忘以暴

乱恐吓去压制反政府情绪。备受贪婪指

责的妇女组主席莎丽扎最近在巫统大会

上警告，马来人权力岌岌可危，倘若巫统

无法继续执政，马来西亚将重演五一三种

族流血冲突。这种暴乱论调显然是怕输心

态，在民主意识高涨时刻异常刺耳，但纳

吉副手慕尤丁却也认同反对党胜利的话

可能发生乱象。关键是：对于大约400万

名中间选民来说，这类恐吓到底能有多大

收效？尤其是新登记选民主要是马来人，

年轻一代在政治觉醒中准备投下第一张

民主选票，他们会因暴乱恐吓而畏惧吗？

四、小结

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势已形成两线制，

一方面是巫统为首的国阵，另一方面是三

个反对党结盟的民联，议席数量显然是双

方过招的焦点所在。这次大选有1300万个

选民，包括新登记者300万，加上2008年大

选有10%选民（约100万人）属于中间游离

票，因此这400万选民是朝野双方极力拉

拢的对象。目前国会有222个议席，倘若

国阵获得上一次支持率，再加上一半新

选票，国阵保住60%议席而继续执政中央

的可能性较大；但如果中间选民70%支持

反对党，那么民联执政的机会就出现了。

特别是东马沙巴和砂拉越的选情备受瞩

目，这两州共有56个国会议席，基本上倾

向国阵，但上届大选后民联试图策反一些

沙巴议员而最终失败，如今他们的动向对

于谁主中央有着一定影响。

州政权方面，上次国阵输掉的五个州

属是吉兰丹、槟城、雪兰莪、吉打、霹雳。

国阵后来策反一些民联议员而争回霹雳

州政权，如今朝野双方正在争抢中间选民

的支持。国阵也想赢回吉打州和雪兰莪州

政权，前者机会较大，一是民联州领导存

在较多内部纷争，二是马哈迪的儿子有意

争夺吉打州大臣职位；但雪兰莪州的机会

较小，因为在这个首都吉隆坡为邻的经济

较佳州属，民联经常展开反政府运动，促

使这些城市人口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

至于吉兰丹州选民长期倾向民联的伊斯

兰党，以及槟城选民普遍支持民联的民

主行动党，国阵想要夺回这两个州政权

是相当困难的。

另外在国阵的堡垒州属如柔佛州，尽

管民联声称他们有了夺权大计，但在纳吉

高调发展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并已累积投

资承诺高达千亿令吉（约420亿新元）的

刺激下，柔佛变天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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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中的感性和理性╱	文		:  张惠雯

我回到美国后，第一件事是去附近的超市

买食物。到了超市门口，发现有一行整

整齐齐的长队排在那儿。我很迷惘，难道超市

有什么限购政策以至于需要排队？观察了一会

儿，又觉得不太对，因为仍有三三两两的人推

着车大摇大摆地进去。此外，这些排队的人衣

着和逛超市的人大不一样，都是长裤衬衫，颇

有点“正装”的意思，竟然无一人穿T恤、短裤；

二者表情也不同，逛超市的人表情懒散，排队的

人似乎紧张而郑重。慢慢凑近去瞧，发现前面有

个偌大的招牌	——  Vote，才猜到这是为总统选

举投票的队列。

总统选举也要打感性牌

虽然德克萨斯的选票基本上都是“捐”给共

和党，但从这群衣装整齐（这在德州是很不常

见的）、表情郑重的排队者来看，他们倒是十分

认真地对待自己手里的一票的。可我们必须分

清楚的是，认真、郑重不一定等同于技术性的谨

慎、纯然的理性，奥巴马的胜利多少说明了总统

选举里也要打感性牌，而且打好了就是朝着胜

利迈出了一大步。

在奥巴马成功连任之后，评论家们开始笃

定地分析他“必胜”的原因，其程度绝不亚于

共和党大佬们在选举前誓言要让奥巴马变成

one-termer的那种笃定。我相信如果是罗姆尼

获胜了，评论家们也会同样的笃定，以同样的态

度和语气分析他胜在何处，甚至会更加理直气

壮。因为共和党之所以敢于信誓旦旦、抱着必胜

决心，多多少少也受了政治评论家们的影响。专

家们根据欧洲近年民主选举总结出这样一个定

律——凡是在经济危机时接任的领袖，几乎都会

在下届竞选中惨败，不管危机是他的错还是上届

留下的烂摊子，不管他是否令状况有所改善，人

新华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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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会去仔细对比经济增长指数，他们

只看现在有没有工作。

按照这样的“定律”，共和党是满怀

信心的，因为奥巴马在2008年临危受命，

且年纪太轻经验不足，碰上危机一开始就

有点乱了手脚，加之经济并非他的强项，

至今美国经济仍未摆脱危机的影响。按

照共和党的批评，在他治理下的美国社会

简直就是经济漏洞一大堆，政府拆了东墙

补西墙。而碰巧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罗姆

尼则最擅长经济管理，经验老成，温和稳

健，可带领美国人走出经济低谷，岂不完

美？但这个完美的设计却落空了，而且主

要的问题之一恰恰是罗姆尼竞选团队过

度强调了他的“经济专才”形象，即媒体

所谓的“经济修理工”（economic	fix-it	

man），这使他的形象狭隘化了，缺乏了饱

满、丰富的人性，过于技术性的界定把他

本有的亲和力、开明的人格魅力淡化了。

民众并不总依照逻辑行事

我在此不愿重复评论家们已经分析

过无数次的东西，只想分享一些有趣的小

信息和个人观感。共和党基本上依照此类

逻辑来引导选民：你因为经济一团糟而不

好受吧？我们给你一个擅长经济的总统，

把选票给我们，你们就会找到工作；你们

反对增加赋税和医疗改革吧？把选票给

我们……但这样的推断是依照理性的，

它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民众并不总依照

逻辑行事，他们不全靠理性判断投票，况

且他们即使不满意奥巴马，也未必就会

把票投向他的对手，如果他们觉得他的

对手同样不吸引人，那他们很可能最后

还是把票投向并不满意的奥巴马。选后

测验（exit	polls）的调查结果恰恰显示

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对奥巴马任期内的表

现并不满意，但仍有半数以上的人选择

把票投给他。

举个有趣的例子。选后测验的调查

显示，当被问及两位候选者中哪一位会为

这个国家展示了更好的未来前景时，罗姆

尼获得的肯定是55%，奥巴马则是43%。但

是，当被问及谁更关心他们时（who	cares	

more	about	them），竟然有高达80%的人

觉得是奥巴马总统。其实后一个问题很模

糊，如何衡量两位候选人谁更关心、更爱

美国的民众呢？所以，这是个感性问题，

要得到答案只能靠感觉。这些回答奥巴

马更关爱美国民众的人，他们只是这么

感觉，从奥巴马的形象、言词中去感觉。

但这样的感性偏偏起了作用。按照罗姆尼

一派的逻辑，经济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解决了经济的问题，就找到了解决其它问

题的钥匙。他们很可能是对的，可美国人

却不要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人，而转向在

他们看来“更关心自己”的人。

美国人就是喜欢“星光灿烂”

无疑，总是谈梦想、谈改变的奥巴马

比罗姆尼更具感性号召力，从形象上也

是如此。我私下认为这个最先实行“明星

制”的国家的人总有追星的潜在嗜好，他

们骨子里就是喜欢“星光灿烂”。因此，

如果有肯尼迪，他们不会选老林登；如果

有克林顿，人们就会背弃布什父子这样

的候选人；同样，如果有奥巴马，无论罗

姆尼多么稳重，他的光芒也会被遮掩。很

奇特，前三者都是民主党人，都年轻、富

有朝气和活力，其“明星像”更让他们获

益匪浅。我不得不去猜测，相当一部分

女性基本不会去仔细分析那些施政方针

的具体差别，只会觉得不把票投给这样

的总统乃是不近人情，是对他们魅力的

背叛。更何况这些人远不是绣花枕头，

他们智慧、优雅，还都富有那么一点理想

主义气质。奥巴马在国会的遭遇、其被

共和党大佬们处处设阻以及被不少曾经

的支持者抛弃的困境甚至给他增加了一

点悲剧气质，赢得了同情票。至少女人们

会喜欢孤军奋战式的英雄，这种人往往

比老成持重的政治家来得吸引人。在这

次大选中，奥巴马于女性选民获得压倒

性的优势，领先11%，而罗姆尼在男性选

民中领先7%，这本身就是对两性差别的、

极富趣味的注解。

奥巴马无疑拥有最好的竞选团队，

这个	team	懂得何时巧妙地甩出“感性

牌”，他们把奥巴马的个人亮点放到最

大，却成功地给对手制作了一套“保

守”、“拘谨”的紧身衣。

奥巴马获得了大多数45岁以下的年轻

选民的票数，罗姆尼则在年长的选民中更

受欢迎。奥巴马在非裔美国人中获得93%

的支持率，这是意料之中的。但让共和党

始料未及的则是奥巴马在其它少数族群

中的高支持率，例如在拉美裔的选民中，

奥巴马得到了70%的票数。相信这次选举

会让共和党重新调整他们针对少数族群

的竞选措施。

罗姆尼绝非一个没有瑕疵的候选人，

但问题似乎并不在于他的瑕疵，而在于

由于竞选团队和策略、自我表现的偏差，

这位候选人的光亮未能全面散发出来，

他未能充分展现其鲜明的执政特色和优

势。过于偏重经济、忽略人性化的定位，

使他成了一个形象模糊的人，个人的犹疑

则使他不敢与共和党内极端的	TEA	Party

成员迅速划清界线，其开明派的立场受到

质疑……总之，在这场必然与偶然、理性

与感性交织的角逐中，我唯一可以确定

的是我们不可能很确定地来分析一切，

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用纯粹的理性来分析

失败者为何失败，同样也无法以此来分

析胜利者为何胜利。

作者为留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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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司机罢工引发 
多层思考
一桩坏事的发生，如果能引发多重思考，

并带来种种有用的启示，那未尝不是一

件好事。

最近发生的SMRT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

也许正是如此。

11月26日，171名中国籍巴士司机，因不满资方

给与的薪酬而展开罢工行动，第二天，部分司机恢

复上班，但仍有88名司机拒绝开工。

两天的罢工风波虽然一下子成为过去，却在

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回响。毕竟这是新加坡26

年来第一次发生的罢工，它颠覆了我国长久以来

引以为荣的劳资政三方和谐并存的共生关系。

政府马上将这次巴士司机的工业行为定性

为“非法罢工”，指它干扰了公众秩序	，人力部

代部长陈川仁坚决表示，政府将严厉对待，绝不

容忍这种行为——英文措辞是		Zero	Tolerance，

零容忍！

警方跟着对罢工司机们采取法律行动，结果

一周内29人立即被遣返中国，五人被提控，其中

一人已被判监六周，另四人仍待审，引人关注的

是，他们都得到本地律师义务为他们打官司。	

事件触动整体社会的神经

当局快刀斩乱麻，毅然决然迅速处理了这

桩震惊国人的事件，却触动了整体社会的神经，

促使我们对SMRT的体制进行多种层面的检讨和

思考。

固然在一些指定行业，不遵照有关法律而进

行的罢工在新加坡是非法的。建国初期，政府领

袖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为了引进外资，为了社会

稳定和建立和谐的工业关系，而制订了有关约束

罢工的法律，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里别具一格

的社会体制。但随着时代的推移、环境的变迁，以

及大量外来劳力的涌入，我们的社会结构已产生

了质的变化。

虽然许多人说，客工来到这里就应入乡随

俗，遵守本地法律，不能将老家那套动不动搞群

体事件的做法搬来这里。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什

么近年来在国人对新移民浪潮越来越不以为然

的氛围中，这次巴士司机的罢工行动却博得不少

新加坡人的同情？当局的“零容忍”之外，是否容

得下大度的体恤、包容、自省和反思？

罢工司机申诉遭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他们

的薪酬和加薪额比本地及马来西亚司机都来得

少，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欠佳。新加坡籍司机的底

薪是1775元，马来西亚籍和永久居民司机1400

元，而中国籍司机则是1075元，并且不能享有像

其他司机那样的每年一个月花红。

雇主SMRT解释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籍司机

是长期员工，而中国籍司机则是两年合约员工，

但资方给他们提供住宿以及每日往返宿舍与工

作地点的交通，这些福利补贴每月需费220元。

除了对薪酬不满，中国籍司机之所以深感受

歧视，也因为公司在发布员工加薪配套的文告中，

常有“中国籍服务车长除外”的字眼出现。雇主方

面的低情商在此显露无遗，完全无视于中国籍司

机的情绪反应，以致措辞用字上缺乏敏感度。

而在SMRT的2000多名巴士司机中，中国籍员

工有400多名，约占22%，这不是个小比率。客工可

能对新加坡的法律没有足够的了解而轻率罢工，

但从各种情况看来，他们也是因为事前通过公司

的管道一直无法解决问题才出此下策。

令人不解的是，	SMRT的中级管理层在关键

时刻，为何没有向上级汇报各种蛛丝马迹？难道

罢工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先兆？这么多中国籍司

机忽然都请病假，为何毫无警惕？事件是否暴露

了管理机制的松懈和漠然？

SMRT除了提供巴士服务之外，也经营地铁、

德士和其它相关业务。其实，国人对这一年多来

地铁频频发生故障、造成服务几近瘫痪、数十万

╱	文		:  刘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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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和工作受影响，这个恶劣经验记忆

犹新，公众怨声载道之余，已经对SMRT的

服务效率和管理能力质疑。上回所持理由

是：地铁系统过度操劳、机件维修流于疏

忽，而这回巴士司机罢工凸显该公司的人

事管理存在瑕疵，劳资沟通管道阻塞。

上回是硬件老化，这回则是软件疲劳！

巴士服务是否应该继续私营
化？

当整个事件仍在沸腾的当儿，交通部

长竟表示明年巴士车资可能调高，到时将

把司机的薪金考虑在内。此语一出，更加

引起坊间热议，骂声四起。哪怕理由再充

足，哪怕解释再解释，表示不尽是为了司

机工资，也不为了业者的短期盈利，而是

为了改善整体改善公交服务，但人们就

是不买账，认为这些话说得时机不对，甚

至有点意气用事。

这又是个惹人生厌的消息，因为这个

时候距离上一回2011年10月车资起价并不

太久，不满情绪又被挑起，心中长久以来

的各种纠结和疑虑重新被唤起。人们不

禁又纷纷议论SMRT高层主管的百万元年

薪问题、公司一亿二千万元的丰腴净利，

还有这个挂牌公司一切以赚钱为依归，

渐渐偏离了以服务大众、提供人们负担得

起的优质公交服务为使命的基本宗旨。

巴士服务是国家为民众日常生活所

提供的必要设施，但当一个上市公司为争

取更好的业绩，刺激收入以便股东更好

地分红，那等于让股东得以从国家必要

设施中赚钱，如此一来，造福的就不是广

大的人民，而是少数的特权阶级。还有，

高层人员的超高薪酬，难道不是导致营

业成本上涨的一个原因？

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再次激发人们反

思：像SMRT这样的政联企业是否应该继续

保持上市公司的身份？而国家把提供民生

基本服务的公司进行私营化是否恰当，也

是个应该重新检讨的课题。

另一层反思就是，我们的国家是否

过度依赖外来劳工？我们是否对人数多

达120多万的客工完全无动于衷？占总劳

动力几乎三分之一的客工，已成为新加坡

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大多数人对

他们仍然缺乏了解、关怀和包容。这次巴

士司机罢工事件发生后，促使包括SMRT

在内的许多雇主们认真改善客工的住宿

设施，这诚然是件好事。

其实，以目前公共交通业的薪酬水

平来说，我们应该有条件吸引更多本地

人加入巴士司机的行列。也许，我们应该

大刀阔斧，设法提升巴士司机的整体职

业形象，鼓励巴士司机建立起专业的自

信和尊严，这需要巴士公司领导层在训

练、管理和执行上，发挥更大智慧，拿出

更大决心。

这次的司机罢工事件，对SMRT提供

了多一层警醒：是时候了，应该对公司的

人事管理和总体制好好来一番整顿和

反省	！

而事件对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启示

就是：任何一种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都

需要时时不断自我检讨、更新和改进，最

重要的是要严防体制旷日持久出现疲态、

劳顿、傲慢、甚至变得麻木不仁。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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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亚洲展望 
蛇年有望柳暗花明╱	文		:  浦永灏

■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我们预计亚洲经济在

2013年也将改善，一些国家的出口和通胀将

小幅上升，因此下半年货币政策可能有所收

紧。

■	 上述情况对亚洲风险资产构成利好。估值处

于折价水平的亚洲股票将跑赢估值中性的债

券，总体上亚洲货币兑美元将升值。

■	 我们最看好的领域包括中国价值股、日本出口

商、全球化亚洲大型公司；香港、韩国和新加

坡银行债券；韩元和新加坡元。我们还预期中

国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将有所回升。

宏观形势

在经历了一个动荡的龙年之后，在即将到

来的2013年蛇年，亚洲市场又将表现如

何呢？虽然前有美国财政悬崖，后有欧元区经济

收缩，但是2013年仍然有望绝处逢生。得益于有

效的政策支持，欧元区债务危机正在朝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而在住房和就业市场回暖的带动下，

美国经济的复苏也已步入正轨。我们预计全球

经济增长将从2012年的大约2.7％逐步回升，2013

年回到3.0％，2014年达到3.4％。就像玩“蛇梯棋”

游戏一样，2013年我们有机会爬上一个梯阶，但

同时又必须注意躲避巨蛇的攻击。

在新的一年里，亚洲的出口仍将保持温和增

长。欧元区经济增长可能仍将回天乏术，这将对

亚洲经济有着负面影响。实际上，2012年的前11

个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骤降7％（11月的单月降

幅约为18％）。考虑到欧洲将会继续收紧财政支

出，我们认为，亚洲的出口增长可能回升有限，

有望从2012年的5％上升到2013年的8％，这主要

得益于欧洲和日本以外的市场回暖。相对外向

型的亚洲经济体——日本、香港、韩国、台湾、马

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出口活动有望得到

改善，而相对内向型的经济体——中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消费和投资领域将会有

进一步的改善。

下一步：扩大内需

内需将是2013年亚洲的一个主要驱动力。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人口增长放缓，工资

成本上升，以及生产力提升乏力等问题。与此同

时，出口和通货膨胀前景将会面对着转变，至少

在2013年下半年，一些国家还需要提高利率以

防通胀，因此，亚洲需要进行结构改革，通过扩

大内需，加强服务业，提升生产力，优化价值链，

实现一种新的增长模式。

不是所有亚洲国家的2013年前景都一样。

中国的基建投资和拉动内需的政策则给亚洲树

立了一个正面例子，新一届领导班子基本上会

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致力于改善本国的社会、

政治、经济和环境条件，新一届政府可能会维

持现有的扩长性财政和稳健性货币政策，更加

致力拉动内需和推进城镇化，并注重成长质素

和工业创新。而印度目前的情况则带有不确定

性，联合政府只占微弱多数，使其较难推行之

前所宣布的改革，然而，在像印度这样一个投

资日益放慢，经常账户赤字高企的国家，不改

革显然又是不行的。我们对日本转向较正面态

度。新政府有望减少不确定性，倾向于更为宽

松的货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削弱日元，提升出

口和公司盈利。但是出口复苏仍将不温不火，

主要是由于外部需求不够强劲，以及目前与中

国的领土争端。同时，消费者支出可能会受到

2014年消费税计划上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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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们预计2013年亚洲国家

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刺激国内需求，

同时推进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尽管有

美国财政悬崖，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中

东冲突等外部风险，但是2013年的亚洲

经济仍将有所好转。

2013受关注事件

许多将会决定2013年亚洲市场发展

方向的关键事件都和大选有关，尽管一

些国家，如印度和印尼，要等到2014年才

会选举。2013年一季度，香港和新加坡

两地的政策制定将成为当地市场的主要

决定因素。进入秋季，我们预计新一届

中国政府将宣布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政

策，如果成功实施，则会有助于恢复投资

者的长期信心。

从全球来看，亚洲投资者将重点关

注美国的事件，不仅是财政悬崖，还有债

务上限。联邦政府很可能会在2月份之前

达到其举债上限，这将迫使各方在长期

预算方案上达成一定妥协，从而使财政

悬崖问题得到“大妥协”。作为亚洲最大

的贸易伙伴，欧洲的主要国家意大利和德

国的大选也同样值得关注。与大多数人的

观点相反，我们认为，大选结果并不会限

制德国援助其他困难国家，也不会扭转意

大利的改革进程。

股票：维持对亚洲股票增持

2012年亚洲资产经历了过山车行情，

但是它们年底可能走强。MSCI亚洲（日本

除外）指数（AXJ）在今年截至12月3日已

经上涨了18.6％，表现优于其他地区，符合

我们去年的预测。2013年，风险资产将继

续带来更好的表现，因为我们预计美国的

财政悬崖和欧元区危机对亚洲的影响将

相对有限。在增长稀缺的环境下，亚洲的

优越前景将会推动其在2013年跑赢大市。

即使在2012年已经大幅反弹，股票估值仍

然具有吸引力。MSCI	AXJ指数的12个月预

测市盈率为11.4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的

12.2倍。这意味着如果亚洲股票的估值

能够回到历史平均水平，则它们具有10％

的上涨潜力。我们建议维持对亚洲股票

的增持评级，以中国和韩国为首选，而对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维持“最

看淡”评级。	

债券：收益较低但仍有正值 

亚洲债券市场今年的表现抢眼。根据

摩根大通亚洲信贷指数，AXJ企业债券的

总回报为14.2％，而AXJ高收益债券为21.2

％。投资级债券的总平均收益率为3.6％，

略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而高收益债券为7.5

％，与7-8％的历史平均水平持平。因此，

亚洲债券已经不便宜。但是我们预计，随

着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已经开始

复苏，2013年上半年亚洲的信贷基本面

将会改善，信贷周期将会见底。我们将会

看到更多的评级上调，与自2012年年初开

始的明显的下调趋势形成鲜明对比。虽然

有很多公司在提升负债，充裕的国内流动

性将会对离岸信贷市场形成支撑。我们

预计2013年的违约率将低于2％，与2012

年的类似。然而，在目前接近零利率的环

境下，大多数亚洲货币市场工具的收益率

都低于1％，因此在风险有限的情况下，企

业债券的收益还是相对可观的。债券价格

的上行趋势有限，大部分的收益应当来自

于利差交易。我们预计总回报率在4-7％

的范围内。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优

质的品种来进行套利，同时有选择地去

尝试信用曲线和资本结构较低的品种来提

高收益。如果债券收益今年大幅下滑，则

我们提醒投资者注意估值趋贵的风险。

货币：升值趋势持续

AXJ货币兑美元年初至今表现相当

不错，平均现货价格升值2-3％左右。不

可否认，大部分的上涨都集中在2012年

三季度，主要是由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

的宽松措施使得风险情绪有所改善。然

而，背负着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的货币	

（如印度卢比和印尼盾）却贬值约2-6％。		

2013年，随着全球经济前景改善，亚洲货

币将会继续温和升势。在全球主要央行推

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亚洲货

币还可能会受到流动性流入的推动，尤其

是那些利息收益较高的货币。然而，鉴于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疲弱，我们

预计升值幅度不会太大，仅在2％至3％左

右。在这样的环境下，亚洲各国央行将不

会允许货币过于强势，以减轻其出口行业

的压力。我们仍将继续看好韩元（KRW）

和新加坡元（SGD）。

作者为现任瑞银财富管理研究部亚太区
主管兼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

此文件仅旨在提供数据讯息，并未考虑到个别

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财政状况或需要。尽

管本文件中所载的所有信息和意见系从瑞银

认为诚信可靠的来源处所获得，但瑞银不会

就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暗示的保证。此文件并不应被视为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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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任何司法管辖限制地区中进行商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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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
和
财
经

60 	怡和世纪第十九期

浅谈美国量化宽松、
财政悬崖、经济成长
自2008年9月份美国掀起全球金融海啸

以来，各国政府都纷纷以量化宽松的

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并直接注资入金融危机的银行，致力增加流动

性（liquidity）。希望以这些措施保持流动性

（liquidity），刺激消费需求，以增加投资，缓和

恐慌及稳定经济增长。因此美国在第一时间内

亦即2008年11月，由美国联邦储备局首次公布首

轮量化宽松政策（QE1），开始购买金融机构债

和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

例如：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

地产有关行业。向信贷市场注入流动性的目的，

是重建金融机构的信用来稳定美国信贷市场。

但自QE1措施实行后，美国经济并没有得到想象

中的理想成长，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于是，美

国联邦储备局于2010年11月，再宣布启动第二次

量化宽松政策QE2计划，亦即所谓“扭曲操作”

（OT）量化宽松政策。为此，便于2011年第二季收

购6000亿美元的较长性美国国债，并通过向其它

国家出售国债，来增加自身的储备规模。与此同

时也强化其功能，间接的控制美国低利率环境，

并期待通过增加货币投放，能解决美国政府之

财政危机。因此就功能内涵而言，QE2和QE1两者

是有所不同的。

╱	文		:  陆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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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QE2、QE3及QE4是为政治 
目的？

美国2012年11月大选前，美国联邦储

备局犹豫不决是否应推出QE3，甚至特别

强调就算推出QE3，也无法直接解决就业

问题。然而言犹在耳，他们最后依然在大

选前推出QE3。根据这新一轮QE3政策，美

联储局每月将向银行购买400亿美元的抵

押债务，随着银行减少抵押债务，便可创

造更多账面上的货币。换言之，抵押便得

以松绑，间接为银行提供更多资金，使银

行能提供更多贷款，从而促进经济活动。

但在从QE1到QE2之实行过程中，整体利率

虽然下降了，却很难证明它有改变经济实

质。金融界专家都认为量化宽松对经济

没有多大的刺激作用，例如：2001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及美国货币专家伍德福	(Michael	

Woodford)	也都认为对实体经济基本上没

有作用，最多只有对市场情绪、稳定金融

及风险资产价格有些正面帮助而已。然

而为什么还需要推行QE3呢？许多分析家

与学者认为，QE3最多只是持续强化QE1

、QE2的目的。不过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事

实上美联储局希望推行QE3能更进一步强

化美国本身的储备资金地位，来解决美

国政府可能面对2013年之“财政悬崖”危

机，并提供足以稳定金融波动之基石。

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这是否是一

种政治目的呢？

产生“财政悬崖”之原因

随着美国大选后，民主与共和党都

持续分掌参、众两院。奥巴马虽然连任

成功，但却马上面对美国减少财政赤字

机制，同时又要增加经济成长并降低失

业率的极端困难局势。若无法有效的提

出解决方案，所谓的“财政悬崖”即会发

生。其实造成“财政悬崖”的相关政策

主要有四项：一、前美国总统布什时期的

减税措施至2012年底到期；二、2％失业

所得税减免措施与失业救济政策延长期

届满；三、必须于2013年启动减赤节支机

制；四、新医疗税法法案到期。若“财政悬

崖”发生，结果肯定会令企业减少创造就

业机会，投资力道也将急速降低，个人消

费下滑，民间缴税负担和医疗支出则会

上升。到时，美国2013年经济成长恐因此

萎缩0.5％，	2013年底失业率也会回升到

9%	以上。金融市场都将“财政悬崖”视为

2008年金融危机及2011年欧债危机后，下

一个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意识形态处于

两极化状态。共和党一贯主张以减少政

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及医疗开支，来

应对财政困窘，而反对加富人税。对民

主党而言，解决方法最理想的是集中于

提高富人税，例如提高股利所得的最高

税率将自2013年调升至39.6％，甚至还要

再增加3.8％去分担政府的医疗支出。但

奥巴马也了解，美国政府在医疗及退休金

的支出，目前占GDP的10.4％，若不改革，到

2037年将升至GDP的16.6％。这项支出的大

幅增加，将不是单独提高「富人税」或其

它任何税收所能够应付的。故政府必须

减少支出来达成预算平衡，这便会拉近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理念。

QE2终止必启动QE4 

在2012年12月初，民主、共和两党协

商解决“财政悬崖”方案过程中，不断出

现严重分歧。当美国上下日益为“财政悬

崖”限期来临而感到担忧的时刻，美联

储局于同年12月12日议息会议结束后次

日，便公布推行第四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QE4，决定从2013年1月起，每月再多买入

450亿美元的国库券。这表示在执行QE3

之同时，并行执行QE4，以每月共买入850

亿美元的国库券，来扩大其资产购买计

划，进一步扩大美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例

如：在金融危机前，美联储局总资产不到

一万亿元，而根据最新估计，联储局第三

轮QE3完成后，它的总资产将升到四万亿

美元，这同时也能压低长期利率。目前，

美联储局已没有短期债券可以出售，这

代表	QE2“扭曲操作”功能将终止。因此

如果美联储局不推出QE4计划，则长期利

率便可能会因此上升，因而打击美联储局

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之绩效。在面临“财政

悬崖”之紧急时刻，推出QE4之动机很明显

的是，在对应美国政府与国会无法达成协

议时，美国便能有更多的储备钱弹可以作

为时空的缓冲区，以避免美国即刻面对严

酷的财政危机。美联储局之动作，也证实

美国上下及民主、共和两党最终会仔细互

相斟酌，在加税与减支之间有所妥协。

其实不论未来美国解决“财政悬崖”

问题之结局如何，是否能降低失业率，还

是个未知数。因为至今，奥巴马总统尚未

能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推动经济计划。

按其目前解决“财政悬崖”之方案，相对

于刺激经济活动措施，其实都与传统宏

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及海耶克理论背道

而驰。当然，在如此复杂利益分歧的美国

社会，经济理论并不能为决策者开出一个

简单又明确的药方，况且经济学者的意见

与理论往往也不一致，再加上短视的民众

对自身短期利益，远远重视过长期可得之

利益，更让他们无法提出一套完善的经济

成长方案。

提出新的综合性政治经济体系

目前的经济不景气，若依照凯恩斯主

义（John	Maynard	Keynes）来寻找对策，

真正该聚焦的并非樽节开支，而是该如

何扩大合乎国家发展方针与社会公平公

正的公共投资。因此，英国的一些著名刊

物，都已陆续发表评论，认为德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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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及部份美国共和党人士所推动

的樽节措施，已经矫枉过正，这将对经济

复苏造成妨碍。也有专家认为，在高失业

率，低通货膨胀的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应

增加开支并同时减税，以鼓励企业投资来

共同创造就业机会，如此方能刺激景气，

让停滞的经济动起来。诺贝尔奖经济学者

克鲁格曼就是这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

目前美国面对财政经济危机，以美国

这人才济济的大国，深思熟虑后必然会提

出新的综合性政治经济理论，建立类似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合的经济体系。	

政府经济财政运作也将介于凯恩斯与海

耶克经济观念，从两者之间寻找出取得

平衡的方案，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财政

的营运方式。最终，这将能促进美国政

府实施一系列刺激性经济政策，并展开

调整医疗的金融体制和能源、气候等政

策。	相信美国也会把重振制造业和降低

失业率视为经济战略的突破口，并继续支

持各行业之创新战略措施，增加出口以缩

小贸易逆差和削减财政赤字，实现美国财

政预算平衡。

建立一个有正义、均富、 
和谐、先进、俭朴的社会

反顾我们新加坡现时整体表现杰出，

失业率虽低但通货膨胀稍有趋升的经济

环境，与欧美国家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当

我们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让新币升值以

抗拒输入型通货膨胀是否正确？同时又

降低输入客工人数，是否会影响我们之

出口，导致经济成长大幅度缓慢及失业

率上升之可能性？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依西方经济学中

著名的“菲利浦”曲线所显示：是不可能产

生较低失业率，同时又是较低的通货膨胀

率的，这两者间理应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

系。这便是美联储局表示只要失业率仍停

留在6.5％以上，而通膨率在未来一至二年

内不高于2.5％，则利率将持续维持在较

低水平之原因。无论如何，我们应从这

几年的美国金融与欧债的财政危机里学

习、了解其中弊病，更要明白我们这一代

习以为常的高经济成长环境已经结束。

我们必须学习与低成长共处，在一个有

限的经济环境中，重新调整社会与经济

及财政制度，以维持合理的经济活力，并

建立一个符合正义的均富、和谐、先进又

俭朴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现任怡和轩副主席
写于2012年12月14日

注一： 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 是一种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

公开市场操作购入证券等金融资产及政府债券等，变相借钱给接受存款

机构，以增加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有时被简化地形容间接印钞票。

注二： 财政悬崖（Fiscal Cliff）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局伯南奇（Ben 

Bernanke）提出，意指到2012年底美国政府减税优惠措施到期，同时

国会也将启动减少赤字预算机制，那将会造成政府财政支出大幅紧缩，

若没有优良解决办法，到2013年美国财政赤字将会如悬崖般陡然直线下

落。

注三：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为在经济衰退时，经济的总需求下

降。企业和民众勒紧裤带，尽量少花钱，令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

恶性循环，随之而来是失业率攀升，导致消费开支继续下跌。故凯恩斯

的解决方法，就是政府借钱来刺激需求，推动资金总量投入。

注四： 海耶客（Friedrich Hayek） 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危机来自

市场没有足够的自由。他反对凯恩斯鼓励政府干预经济。海耶客思想为

大部分共和党所赞同。

注五： 流动性（Liquidity） 经济学家用流动性这个词，是来说明一种资产可以

兑换为经济中交换媒介的接受程度。由于货币是经济的交换媒介，所以

它是最有流动性的资产。

若这“财政悬崖”发生，结果肯定会令企业
减少创造就业机会，投资力道也将急速减低，
个人消费下滑，民间缴税负担和医疗支出则会
上升。到时，美国2013年经济成长恐因此萎缩
0.5％，2013年底失业率也会回升到9%以上。
金融市场都将“财政悬崖”视为2008年金融危
机及2011年之欧债危机后，下一个世界性金融
危机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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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宅价格走势背离 
经济原理？╱	文		:  龚慧婷

跑房地产新闻跑了几年，每一次都一厢

情愿地相信房地产降温措施出炉后不

久，房地产需求就会下滑，价格不久后也会跟着

应声下跌。

从2006年开始跑这条线，眼看房地产需求和

价格不断攀升，登上2007年的高峰，甚至是百年

老店—美国的雷曼兄弟都倒下了，全球经济陷

入了金融危机，本地房地产市场依旧“稳如泰

山”，价格还是维持坚挺。

经济原理和历史都教我们，一旦经济不景，

裁员风起，房地产市场也会跟着崩盘。2001年的

911事件与之后席卷亚洲的沙斯（SARS），就曾让

楼市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不管价格跌至多低，

都没有人敢进场，深怕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

随后的好几年，房地产市场才开始逐渐恢复

元气，直到2007年攀上高峰（或大家都以为已达

最高峰)。然而，羊群效应和各种不同的大环境

因素却在这个时候一起发挥了作用，汇成一股支

撑楼市的巨大力量。

“热钱”与低房贷利率效应

政府常说，新加坡是个小而开放的经济体，

外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与岛国息息相关，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经济和出入口如此，其实

楼市亦然。

首先，美国经济疲软，当地政府推出了称

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的经济

刺激配套，通过印钞票来刺激国内经济，这些钱

也开始流向海外，就是俗称的“热钱”；在亚洲，

中国经济崛起，富裕的人士越来越多，开始在世

界各地买房置产，为孩子的学业与未来铺路，成

为了另一个“热钱”源头。

美国和中国随后推出的政策，更是助长了新

加坡楼市的涨势。

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为了刺激国内消费，

利率会维持在0%左右的低水平。这么一来，不少

本地投资者就猜测，与美国利率挂钩的新加坡

房贷利率，也一样会继续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这么一来，两种效应就同时发挥了作用。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新加坡的房屋贷款利

率也一直维持在1%左右的低水平，对购屋者来

说，这自然是好消息，因为，每个月不用还很高

的房贷利息，就能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再者，

借贷利率低，银行提供给你的存款利息也很低，

加上新加坡通货膨胀那么高（5%左右），精明的

投资者算了一下，钱放在银行肯定“亏本”，每年

会被通胀“吃”掉，实在一点儿也不划算，还不

如拿出来投资。

至于投资什么好呢？雷曼兄弟倒台，许多美

国大金融机构都牵扯在内，人们开始意识到结

构产品虽然提供较高的利息（5至10%）承诺，但其

实风险是很大的，其中又有太多处模糊不清的地

方。毕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投资结构产

品？抱歉，到此为止。接下来？免谈！

放定期存款？利息不到1%，虽然保本，但是

实在没有什么“赚头”。市面上缺乏提供高回报

的产品，一些投资者因此相信，把钱投入楼市，

应该是眼下最好的选择。毕竟，若能成功将单位

出租，每个月至少还能赚个2-3%的回报，虽然还

是赶不上通胀，但肯定还是比定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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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租不出，名下有“物业”，当个	

“业主”感觉也不错，反正房子最终也还

是自己的。

在大环境和这类心态“作祟”下，亚

洲多个国家和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因

需求殷切而飚涨（所幸经济供需原理和

价格的关系在这里还能派上用场）。中国

一、二线城市如上海、北京以及香港的房

价猛涨，房地产开发商更是忙着圈地，抢

地皮，不断造就了新的地王、地后。在新

加坡，地皮的价格也一幅比一幅高，创新

地价成了家常便饭，不再成为头条新闻。

为热火朝天的楼市降温

亚洲各地政府这时开始紧张了，纷纷

下重手，为热火朝天的楼市降温。有一段

时间，中国政府成功打压楼市，但也造成

了当地充裕的资金开始向外流，而新加坡

就是资金流到的首选地点之一。

在本地，房价不断攀升，年轻人要结

婚但连组屋也买不起，开始怨声四起，新

加坡政府的私宅降温措施也一波波出炉。

措施登场的几个月后，报章的头条引述政

府的季度数据，称降温措施已收到“立竿

见影”之效，但仔细一看，价格其实没有

下跌，只是涨幅放慢了。

没关系，若单是以经济原理来看，降

温措施多少还是起到了“一点”抑制价格

上扬的作用。但接下来的数据几次三番

显示，降温措施“立竿见影”的效应已“荡

然无存”，每个周末依旧有看房子的人潮，

房价下跌的大势头依然看似遥无踪影。

实说，好几次我都感到非常纳闷，究

竟是政府的降温措施没有对症下药？是市

场上充斥的资金太多，单一措施无法完全

压住楼价上涨？还是买家依旧抱着“新加

坡土地有限，人口又多，对房地产一定有

需求，所以价格不会跌”的心态？

在本地，最新一轮的降温措施对准了

银行贷款期限，不让人们过度借贷——增

加首期付款，也不能借太久。一些买家开

始衡量自己的融资能力，在买房子之前，

先看看自己的口袋有多深。

让我再来套一下经济原理，我猜想政

府这么做是不希望人们过度借贷，让楼市

的问题波及金融领域。假设有一天，楼

市真的跨下来，还不起房贷的人成了楼

市“大闸蟹”，但至少不会连带拖跨借钱

给他们的金融机构。

然而，不少人大概也留意到最近市场

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投资者从受到

降温措施影响的私宅市场抽身，转战工业

房地产市场，或是半官方、半私人的执行

共管公寓（EC）市场。让人不免要感叹：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然，现在也还是有人按兵不动，打

算看看接下来QE3，也就是美国最新一轮

的量化宽松计划会对新加坡楼市带来什

么样的“热钱”效应？明、后年开始大量

竣工登场的私宅以及政府早前推出市场

的大量私宅官地，也是许多投资者必须

关注的。

毕竟，根据经济原理，热钱效应会

带动私宅需求上升，进而导致价格上扬；

而供应过多，则会导致价格下跌。究竟

这两股力量（还有低利率导致的流动资

金过剩问题）孰强孰弱？价格最终是继

续飚涨还是应声下跌？套句老话：还是

请拭目以待吧。

当记者的时候，最怕有人问我：你是

财经记者，你认为，我现在应该进场吗？

不管是楼市还是股市，我其实都没

有答案。

首先，投资是很个人的事，你对风险

承受的能力和心脏的负荷能力，可能都

比我强。再者，不管买什么，就算是买衣

服和食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枰，太

贵——不买，太便宜——怀疑产品的品

质；对富人来说便宜的东西，对穷人来

说，则是一种奢华。

原本以为可以用读了大半辈子的经济

原理来跟人“说道理”，却恍然发现，一

些现实已背离了经济原理，变得有“理”

说不清。当不同因素一起发挥效应时，这

更加说不准。

这个时候，经济原理中最好用的，莫

过于“假设”的原理了——假设所有的条

件都符合或同时出现，就会导致某效果，

否则，抱歉，实在是连经济也无法准确预

测未来的走势了。

作者任职于新加坡管理大学公关部

热钱效应会带动私宅需求上升，进而导致价格上扬；而
供应过多，则会导致价格下跌。究竟这两股力量孰强孰弱？
价格最终是继续飚涨还是应声下跌？还是请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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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中国传统： 
两种文化的现代性╱	文		:  朱崇科

某种意义上说，林文庆、鲁迅最大最深的

冲突层面其实更是文化冲突，从更复

杂而深刻的意义上说，他们表面的“国学”（含

儒学）纠缠其实更是两种“现代”模式如何处理

传统的对话，只可惜他们二人对彼此的内心世

界相知太少，更缺乏足够的时间与合适的机缘

互动，后人们在理解这种冲突时往往隔靴搔痒，

制造不少人为的误读，乃至以讹传讹。为此，我

们必须指出林、鲁面对传统时所呈现出的巨大文

化差异以及模式。

林文庆模式：多元文化认同中的儒学
坚守

熟悉新马政治、历史、文化与文学的读者

都知道，新马华人的文化认同变迁有其相对复

杂的历史，哪怕单纯是国家认同，其历史也是耐

人寻味。同样，如果从中国性（Chineseness）视

角考察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迷恋（obsession	with	

China），则仍然可见别有一番不同于中国大陆母

体的别致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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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文化认同中的儒学坚守。相

较而言，新马华人有着比其他区域，尤其

是中国大陆华人更加复杂的认同模式，

也就是王赓武教授所言的多元文化认同

（multiple-identities）。毋庸讳言，多重

认同的形成其实和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

息息相关，而同时多元种族文化的冲击、

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的介入与反拨，政治

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本土认同等

多元混杂。林文庆恰恰出生并成长于这

个世事多变、认同纠葛的时期。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面临现代性的

冲击，作为对自己华人身份的强调，在新

马（马来亚时期）时空里，传统和现代的

冲突并未达到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境

地；恰恰相反，它们更多是相对融洽的兼

容并蓄。当然，从更复杂的意义上说，这

些华人的反殖民意识觉醒时，儒学（含孔

学）也成为一种对抗性的工具，这和我们

一直所认为的封建文化残余与糟粕的简

单界定的确大不相同。

正是在此语境下，虽然传统和儒学在

马来亚时空也曾经遭受过一定的冲击，但

它们的发展与变异却是一直卓有成效的

展开着，远没有达到中国国内一度“过街

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而相应的，民

间宗教和文化甚至保存的比中国大陆母

体还要原汁原味。而林文庆、邱菽园、陈

嘉庚等华人亦都呈现出大致相似的多元

认同模式，他们既传统又现代，既革命又

保皇，既具有民族主义的心志，又包容异

族与他者。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新马华

人的认同模式亦有微妙的差异，如宋旺

相、林文庆、辜鸿铭、邱菽园等等还是各

有千秋的。甚至哪怕只是将范围锁定在民

族主义（nationalism）议题中，也有相似和

差异之处，如海外华人中也有不同的民族

主义模式，比如伍连德、林文庆的差别。

2、峇峇身份与补偿机制。同样要强

调的是，林文庆是一个峇峇（Baba）。这

种身份对于中国性本土化的葆有大有裨

益，虽然对于操持中文（华语）的人来说

这种状态似乎不无尴尬。而值得一提的

是，林文庆还是一个锐意改革、坚守中

华文化的峇峇，他对于华语与文化有着

高亢的热情与高度的崇敬，而且，他也对

借文化传统维持华人属性有着精深的认

知和坚定的实践，甚至林文庆把华语这

种母语称之为“父语”，他不断在各种演

讲中告诫海峡华人。

从峇峇身份来看，由于更要借助外

语（往往是英文，或部分马来文和少数闽

南方言）维系自我的华人文化身份，他们

其实比传统的华人有着更深的失根恐惧

以及反向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热烈拥抱的

过度补偿的激情，这种情结往往挥之不

去，而且由于某种机遇一旦掌握了华语，

他们往往会如饥似渴的汲汲于传统经典

的崇拜与吸纳。辜鸿铭是如此，林文庆

对于儒学的一生坚守更是如此，这也包括

在厦门大学。但整体而言，林文庆的思想

主线是相对传统的，更是以儒学为中心的

多元并存的认同确认。

鲁迅模式：革故鼎新中的矫枉

过正

出身传统直面现代的鲁迅则呈现出

别样的文化模式，严格说来，鲁迅本身

是一个难以简化处理或标签化的精神

存在。

1、“别立新宗”：反思性现代性。如

果套用西方术语“现代性”来归纳和探

勘鲁迅对现代性的追求的话，我们或许

最好使用“反思性现代性”（reflective	

modernity）来加以概括，这意味着，一方

面，鲁迅对现代性的追求不遗余力，是有

着发展性和科学性特征的，比如，从进

化论、个人的无治主义、人道主义到马克

思主义等理论都曾经和鲁迅发生过千丝

万缕的纠葛。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思潮在

鲁迅的思想脉络中并非是单纯的线性关

系，而是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往往是

犬牙参差、纵横交错的。另一方面，鲁迅

对西方现代性其实不无反思意味，在早

期的数篇文言论文中，如《文化偏至论》、

《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鲁迅

既对现代化／现代性的积极一面加以热烈

拥抱，但同时又对其问题和缺憾进行了相

对犀利的批判，如对科技“物化”人类可能

性的副作用加以批评，还有包括少数服从

多数民主模式中可能的集体暴政倾向等

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省。

从此意义上说，我们要看到对现代性

进行整体拥抱、局部批判的鲁迅相当积极

的建构性的一面，他的“立人”核心理念为

此尤显突出，“立人”而后建立“人国”。同

时需要强调的是，鲁迅的反思性现代性中

间还潜藏了他对本土的深沉思考，正是立

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同时反省

西方现代化，鲁迅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本

土现代性模式——他未必是追新逐旧、

引领潮流的新文化主将，但他却一直坚

忍不拔，迂回前进，“荷戟独彷徨”，成为

诸多“唯新是从”人马作鸟兽散后的有力

坚守者和孤独战斗者。从此视角看，鲁迅

一直是一个相当清醒而务实的“本土现

代性”的实践家。

2、“取今复古”；决绝于传统。表面

上看，鲁迅得益于传统良多，而相当长一

段时期内，无论是其早期的相对艰涩而

精深的古文创作，还是其在北京各大学

兼课时名声在外的《中国小说史略》，无

论是其书写《狂人日记》之前十年沉潜在

故纸堆里，还是他生命精神中魏晋风度的

镌刻，这一切似乎都注定了鲁迅和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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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的命定式关联。但命定并不意味着

主观抉择的顺从性和被强迫性，从更宏阔

的视野来看，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

是作为糟粕日益猖狂、国民劣根性日益凸

显的载体身份的传统、“国学”等等，态度

是相当决绝的。

即使是比对于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

孔子，鲁迅也是有着他截然的人生价值

关怀和取向的，如王得后所言，“鲁迅的

为人生，是要改良这人生，疗救社会的病

态，改善人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孔子的

为人生，是想挽救王纲解纽的社会，培养

君子，把社会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因

此，鲁迅与孔子分歧多于认同，而且分歧

是重大的、根本的。”【王得后著《鲁迅与

孔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为此，鲁迅为了呈现出他对新和现代性

的理性坚守与实践，他往往采取了矫枉

过正的策略。

从此视角看，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

鲁迅旧传统的逻辑思路、文化模式及其

间的决绝精神。他不仅在自己的小说创作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加以

猛烈批判，同时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

评的杂文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清扫，鲁

迅这种说狠话的决绝风格当然还有来自

文体——杂文方面的制约和塑造。同样，

在现实事务中，他也坚持此类观点，比如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登启事，向社

会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

书目（各十种）。2月21日，该报发表了鲁

迅应约所作的答复，“我以为要少——或

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

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	

‘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

不了的事。”这种观点自然在当时引起轩

然大波，其实这其中恰恰蕴含了鲁迅对	

“破”的坚定理解。

当然还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文学言

辞，鲁迅在1926年发表的《二十四孝图》中

指出，“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

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

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

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

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

妨害白话者。”毫无疑问，鲁迅在整体原

则上，对新的坚守和对旧的批判绝对是

截然分明的，虽然骨子里他对传统浸淫极

深，哪怕是到了他晚年的1933年10月，

鲁迅和施蛰存又发生了关于《庄子》、

《文选》的论争。排除其中二人的意气成

分，表面上看，鲁迅似乎过于钻牛角尖了，

对传统经典和精华似乎缺乏必要的理性

和包容性，实际上里面恰恰体现出鲁迅

的破旧立新以及要坚守和巩固现代性成

果的不依不饶。

也有论者会另外读出鲁迅企图借用

传统“复古”的目的，并结合魏晋风度和

《故事新编》加以论证。无疑，复古和启

蒙在鲁迅那里是有着复杂的张力的，但

在我看来，鲁迅“取今复古”的侧重点指

向了“别立新宗”，即使结合鲁迅的《故事

新编》加以分析也是如此，鲁迅更是借小

说回击了企图依靠传统救彼时中国的虚妄

性。同样，在鲁迅的古文创作中，无论是

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论著，其实都涌动着

现代性反思的新气象以及评价乃至重估

传统的崭新视角，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林文庆无法真正理解鲁迅

林文庆、鲁迅二人的直接文化冲突并

不多见，但无疑，在不同文化认同模式中

长大和成熟的林文庆是无法真正理解鲁

迅的，虽然他以重金聘请鲁迅前来厦大

担任教授。林、鲁直接的文化角力发生在

1926年10月14日上午9点，林文庆邀请鲁迅

到群贤楼上发表演讲，题目是“少读中国

书，做好事之徒”，结果“演讲词的前半，

关于‘少读中国书’部分，被校长林文庆

删去，所以在《厦大周刊》登出时，看不到

了。鲁迅先生自知他的见解与当局相反，

不受采纳，以后林文庆再要请他演讲，他

都婉言辞绝了。”

平心而论，鲁迅的观点其实还是延

续了他1925年开列书单时的认知，正是在

新与旧不破不立的决绝中，鲁迅坚持否认

了传统的合法性，借此来捍卫新文化来之

不易的并未牢固的地位，而这当然与需要

以中华传统安身立命的林文庆有着根本的

差异，这个差异乃至冲突其实更是两种思

想模式的对抗。需要强调的是，今人在理

解和剖析林鲁冲突时一定要谨记回到历

史现场的重要性，而不要简单把差异和

后人导致的不公变成了另一种偏执的辩

解，无疑，这对真正理解林、鲁关系又是

一种新的伤害。

作者为广东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需要强调的是，今人在理解和剖析林鲁
冲突时一定要谨记回到历史现场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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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莫言，讲一个

话 说2012年来到10月11日，莫言得

奖了；两个月后的12月10日，莫言

领奖了。两句话交待完，稀松平常。

可是啊，这其中的折腾，真是一言难

尽。“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两句

诗能不能加以曲解，然后用在这里？

中文作家与“诺文奖”的一百年

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中

文作家“诺文奖”的一泡尿，不想竟足足

憋了一百年。不必医生告诉你，憋尿可不

是一件好事情。

要怪，回头账也许可以落到鲁迅头

上。1927年，鲁迅通过台静农转告受托来

问的刘半农，自谦“不配”，婉拒了瑞典探

测学家斯文海定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好

意。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

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

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

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

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

穷之为好罢”。

当然，提名毕竟不是得奖。

没料到的是，中文文学自那次和“诺

文奖”的“疑似”擦身而过，此后竟长久再

没有像这般近距离地打过照面。

开始时也没什么。救亡的时候，求	

“解放”要“翻身”的时候，“站起来”

了、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时候，强调“自立

更生”的时候（为方便，这里暂且从“中

原”的角度说话），对此其实恐怕都有点

儿不屑一顾。

大约是到了八十年代开始的吧，这尿

“讲故事的人”得奖的故事
才渐渐憋上了。左三年右三年，就这么足

足又憋了七十三年。

（这是连上述不憋尿的时间也算进

去的，反正尿憋得慌的时候，谁还跟你

讲理？）

╱	文		:  林康

新华社照片	
/	新华社记者罗欢欢摄

中文文学不能承受之轻

中文文学憋着的“诺文奖”这泡尿，

一直憋了百年，才终于先后在2000年和

2012年，分别由高行健和莫言两人，“分

工”把它拉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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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需跳出政治 “牢笼”

至于两位得奖作家，刘再复这样比

较两人的差异：“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

学类型：高行健属于冷文学，长于内敛，

自始至终用一双冷静的眼睛看人生、看

人性、看世界、看自我；而莫言则属于热

文学，长于外射，生命充分燃烧，双臂热

烈拥抱社会现实。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

学‘荒诞’写作的先驱，但高行健更近卡

夫卡，莫言更近马尔科斯。”

我则留意到，尽管两人“文学发源

地”主流体制对两人得奖的态度迥异，两

人和主流体制保持或拉开距离的态度，

却十分一致。

高行健不必多说，当年官方和准官

方（譬如作协）对他得奖的表态，已足以

说明一切。

莫言得奖，官方断定是“综合国力和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话音未

落，莫言自己张口就说，“诺贝尔奖是文

学奖，不是政治奖。”	；“我是从人性角

度写作，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

治的胜利。”

事关文学，事关维护自己的文学荣

誉，这个自称很“怕让别人不高兴”的

人，也只好豁出去了，顾不着还递什么中

华烟，即使对着的是领导而不是什么“出

租车司机”。

我想到，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

当年初版时，书前有这么一段斯大林语

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

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

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

他们的悲剧所在。”

莫言自己说，“这段话，有人遍查《斯

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处”，因为“这段话

是斯大林在我的梦中、用他的烟斗指点着

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单独对我说的，还

没来得及往他的全集里收。”

我初读时，光觉得好玩和好笑，较多

留意到的是他行文的机智和滑稽。

这一回，他对指责他不该得奖的人做

出回应，说：“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

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

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

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

结合到《天堂蒜薹之歌》是他少有根

据实事（公家严重失职的实事）铺陈的作

品，才意识到他杜撰这段斯大林语录其实

是在作某种夫子自道，意识到当时他极可

能会有的准备出事的担心，以及那种在小

说（或文学）里，在创作时“忘了关心自己

的命运”的狷狂和豁出去。

因此，即使没有瑞典学院院士维斯

特拜里耶在颁奖礼上围绕着莫言文学特

点与成就的精彩致辞，也不难肯定得奖

的不是那个作协副主席，而是那个写小

说时就变得“贼胆包天、色胆包天和狗胆

包天”的“讲故事的人”。

我把这，看成是严肃的文学家和理论

家、评论家对文学本质（文学坚持“自由”

发声的“言志”立场、抗拒外力干预与挟

持的本质），逐渐形成的共识。

莫言的尘归尘，土归土

瑞典学院宣布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时，附加的短评说他“以幻

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

代”（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尽管新华社把它译成	

“魔幻现实主义”，但我看到网上有江烈

农发的长文，指出“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hallucinatory	 realism与‘魔幻现实主

义’（magic/magical	realism）的区别。”

看起来，“诺文奖”评委会并没有硬把莫

言归到拉丁美洲文学传统里去的意思。

另外我也看到，本地有人说莫言小说

的传承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以不屑的口吻

然而，埋怨了许久，“不爽”了许久，

人家好不容易留意到你头上了，同时也

就给了你的是发作的契机。前一次，是当

权的人不高兴了；这一次，是“被”当权的

人也不高兴了。

这也难怪，到底是憋尿时间有点太久

的缘故。憋尿憋久了，“尿”出当下免不得

要打个“激灵”。这是常识。

王蒙在澳门谈莫言得奖，说“没有得

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两项原罪之

一。他还说，“（有人）把北欧的这一个奖

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

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

他说的这些，无非都是憋尿憋久了憋

出来的症状。反过来，也有坚持过去不屑

一顾态度，甚至认为这奖可疑、“别有用

心”的也大有人在。

如今，尿既已拉洒过了，回复平常心有

望。至少，马悦然作为评委之一，而且是能

读中文的唯一评委，再不会被人追问“什

么时候中国人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这个“诺文奖”，用王蒙的意思，文

学是文学，作家是作家，奖是奖，相互关

联但不是一体；用马悦然的话是，也“不

要太看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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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的影响纯

粹子虚乌有。

话说得有点“原教旨”的味道。

然而，莫言自己承认，“在创建我的

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

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

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他说，“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

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

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

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

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

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

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

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

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

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

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

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

就莫言各个时期的作品来看，这当中

其实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中可以看

到各种文学流派在莫言身上的相互影响，

看到莫言如何从追逐“时尚”到回归“老

土”，看到莫言“大气磅礴”、有时“沙石

俱下”这本大书的逐步成型。

用莫言自己的话说，是：“我也曾积极

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

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

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

回归”，“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

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

早期他的一些小说，如《怀抱鲜花的

女人》和同一时期的部分作品，现代派文

学那种浓浓的虚无氛围，一开卷便扑面而

来。我怀疑，这是他邂逅福克纳和马尔克

斯之前的面貌。

随后，他“追随在两位大师身后”	

（他自己说“两年”），然后设法逃离。在

这过程中，民间文化的影响或借鉴的痕

迹逐渐加浓。

近期的作品，《檀香刑》写清朝刑吏，

叙述人从后台跳到前台；到了《生死疲

劳》，更让阎罗殿、轮回等，直接就进入

了“现实”语境。这和拉丁美洲作家说的

魔幻其实就是拉美的历史与现实，感觉

不同，道理则一。

文学创作的声、色、味

2004年，莫言的剧作《霸王别姬》来

此上演，他随团前来。艺术理事会为此安

排了他和本地写作者的见面会。我当时

凑兴写了一回莫言，也曾为他的创作做过

分期。节录转引如下：

莫言和大江健三郎说：“我的长处就

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的

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

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

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

我回想初读莫言的感受，第一个强

烈的印象，的确就是从他小说里看到的

缤纷色彩，从变形的生活、纷繁的意象中

透露出来。假如效仿评论家给艺术家的作

品做分期，牵强附会到莫言头上，他小说

的第一个时期，也许是“颜色的时期”。

譬如《透明的红萝卜》，写景也好，写

心情、情绪也好，一定不忘带上颜色的形

容词，随处都见缤纷的色彩。随便看一

段：“他的手扶住白石栏杆，羊角锤在栏

杆上敲了一下，栏杆和锤子一齐响起来。

倾听羊角铁锤和白色栏杆的声音，往事便

从眼前消散了。太阳很亮地照着闸外大片

的黄麻，他看到那些薄雾匆匆忙忙地在黄

麻里钻来钻去。黄麻太密了，下半部似乎

还有间隙，上半部的枝叶挤在一起，湿漉

漉，亮油油。他继续往西看，看到黄麻地

西边有一块地瓜地，地瓜叶子紫勾勾地

亮。黑孩知道这种地瓜是新品种，蔓儿

小，结瓜多，个大味道甜，白皮红瓤儿，煮

熟了就爆炸。”

“颜色的时期”，跨期很长。张艺谋

看上莫言，拍了《红高粱》，然后就得了

奖。一个是色彩缤纷的导演，一个是色

彩缤纷的小说家。我估计，把他们拉在一

起的，少不了色彩这个因素。

第二个时期，是“声音的时期”。声音

的处理，在“颜色的时期”其实已经悄悄

进行。譬如《欢乐》：“操你们的妈！软的

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老子就是不要命的！我，高大同，死都不

怕还怕你们这群猪狗吗？你们使用狼狗、

使用伞兵刀、使用手榴弹、使用敌敌畏、使

用‘速灭杀丁’、使用驱蛔宝塔糖、使用无

线电侦听、使用莫尔斯电报机、使用诱奸

法、使用结扎术、使用催眠术⋯⋯也难动

摇我的钢铁意志！”

到了《司令的女人》，是声音处理比

较集中的试验。四字词通篇随时冒头，大

概是这么个样子：莫言莫言，你不得了；

声音试验，快成功了。还有《天堂蒜薹之

歌》，每一章前面都置放了瞎子张扣的唱

段，也是这种试验。

莫言的“颜色的时期”为什么先于	

“声音的时期”，我不知道。

莫言既说：“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

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别

人更加丰富的色彩”。现在，色彩有了，

声音也有了；剩下来的，还有一个气味。

他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气味的时期”，现

在也还不知道。

不过我想，不排除有这个可能。莫言

的短篇《嗅味族》，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么一点端倪？只是，“气味的时期”恐

怕有点危险。气味不都是好气味。其他

什么的，你闭闭眼也就过去了，可五味杂

陈之际，读者中有莫言那么大肺活量的，

肯定不多。

现在回看，这样的分期，除了“气味

的时期”纯属开玩笑外，好像也不是完

全胡扯。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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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 
为何冷漠╱	文		:  陆锦坤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冷漠的社会”，这是

美国某著名调查机构在全球140个

国家展开调查后所得之结果。但该机构却未进

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造成新加坡人如此冷漠

之原因。

令我纳罕的是我国社会也没有因这结论，

而引发进一步的争辩，尝试澄清事实，或自我

检讨应如何改进。似乎就是以冷漠态度看待这	

“冷漠”标签。既然被标签为一个“冷漠的	

社会”，想当然就是由冷漠的人民所形成的。这

种“冷漠”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心态、一种

文化价值观。患上冷漠感的人民，对该社会的发

展、进步以及建立一个温馨和谐社会，肯定是一

种阻碍，更是一种致命伤。

西方著名学者，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林赛	

(Stace	Lindsay)指出：文化在国家追求繁荣、发

展的能力上，是决定因素之一，因为文化塑造了

人民如何看待冒险、报偿和机会。其实，更重要

的是它决定了个人思考的方式，从而形成是非、

对错、轻重的价值观。同时，文化也是组成一些有

利於现代化治国理念的重要元素，并能使整体大

环境成为有利於“知识经济”活动的基地，让人们

能於这大环境中，和谐的、有创意的、及有尊严的

去进行有竞争力之经济活动。如果缺乏竞争力，

其经济活动必定缓慢，社会的进步也受到阻碍。

许多著名东西方学者如：福山、波特、杜维明、亨

延顿及派特森等等，都异口同声认为，竞争力之

创造与文化是息息相关。

思想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锋

当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不再只是以过去的成

功模式来达成时，它意味着该国的经济活动方式

及社会制度也必须做出调整。也就是说，治理国

家的信仰及理念必须先做极大的更变，人们才能

有机会及有条件改善思想，以争取最大的竞争力。

思想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锋，尤其是政治领导

者，更应随着世界主流的进步思维做同步改变。

在自由、开放的民主国家里，文化的形成是由

人民的自由意志，经过长期间的交流后，自然而然

达成之共识。相反的，在那些不自由、不开放及不

民主的国家里，政治领导者选定对其有利的文化

价值观后，便利用其所控制的宣传工具，日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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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灌输入人民的脑中。由於人民处於白色

恐怖的阴影中，虽然网络世界及一些舆论

压力有助增加一些发言管道，但主导媒体

仍未真正全面开放。因此，不同意见无从

顺利得以表达，最终形成一种单元激进思

想文化的社会。在如此状况下所施行的政

策，如若侥幸正确则促使社会进步，反之

便是社会迈向崩溃。但纵观近代历史中，

似乎没有一个专制的国家有成功之纪录。

以我国的社会及政治气氛而言，看似

自由、开放、民主的。但在另方面，却偶尔

还是会以“损害社会和谐、稳定”或“违反

社会利益应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原则”等等

大帽子，扣在异论者头上。同时，领导者也

似乎过度强调权威文化，以至形成整个社

会弥漫着向往权威的心态，这无形中削弱

交流与协商的意愿。人们也缺乏包容心来

看待不同的意见，造成那些失去机会参与

或不被接纳入主流者，渐渐的被边缘化，

以致以冷漠的心态来对待周边事物。在

某些人的思维里，也将执政党议员亦即

人民之代议士，当成高官来奉承。有一些

议员，其个人观点或立场之言论常常被

媒体突出报导，而影响人民的思维，在人

民之中渐渐形成核心政治文化。社会中，

也有知识份子，不愿意针对特定的政治议

题或政府言论作出不同的观点论述，因为

大家都担心被前述之大帽子所扣上。人民

追随这种明哲保身之政治思想多年并已成

型，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观点与行为似

乎非常一致。外人一看，便知道是同一体

系熏陶出来的。

对国家宪法的认识非常肤浅

一般上，人们对国家宪法的认识非常

肤浅，对与生俱来的权力与自由等自然法

规定完全漠视。不但本身对参与民主社

会事务绩效及公平与公正的追求非常冷

漠，还偶尔无知地嘲笑他国执行民主过

程的瑕疵或所遇到的困难。大部分人民

认为选圣人贤君为国家领袖之重要性，超

过对政府权力监督及制衡的政治制度。现

时政府治理得不错、社会安定，更强化了

这种信仰。因此，生活在现在这样的国度

里，就好像生活在清朝乾隆盛世或是在唐

朝贞观之治时代一样，人民都安居乐业。

在这近乎完美社会里，政府无微不至

的照顾人民生活起居。以至政治任命之

政务官有时跨入非政治性之事务官(公务

员)	的职责。例如：组屋窗口掉落事件，

必须劳驾政务官来做解释，提出解决及

管制方法或法令。有时遇到有识之士，对

某慈善机构的财务分配或管理有异议时，

公开提出合理的质询，政务官也急急跳出

来做解答，又如SMRT多项事件，在SMRT高

层领导尚未做出反应时，政务官就急速加

以裁决。既然政务官无所不管，人民遇到

任何困难，便毫不思考地都推给政府来

解决，反正自己也无能为力。任何个人芝

麻绿豆小问题都往选区议员去请救助。

久而久之，人民便对社会动态失去了解与

参与之意愿。结果我们肯定的是；这些政

务官及议员们都特别繁忙，结果每位称职

的议员或政务官都似乎苍老的特别快，而	

“被照顾”的人民也就越来越冷漠，而最

终可能进入“无知”的状况。

务实主义、工具理性观念

在这样奇异社会文化里，虽然人民非

常守法，但性格上却非常软弱与冷漠以及

缺乏自律精神。近年来，受到务实主义的

影响，人民的工具理性观念也不断在加

强，结果公民意识非常薄弱，且倾向急功

近利。连自己是否要学习母语的考量，及

居所附近可不可以建乐龄疗养院等也是

如此。虽然，以物质文明而言，目前我们

的社会是繁荣的，政府实在功不可没。

但若以国家长期发展为考量，人民这种

文化价值观却不得不令人忧心。因为，文

化之形成后对国家进步与繁荣的影响，

不是立竿见影，通常都是经过一两代才

能看到后果。例如：过去信奉共产主义的

国家在塑造其人民绝对信任、忠于党、信

赖政府和服从权威统治等政治文化，是

非常成功的。在50年代起至70年代末期，

这种文化令民主国家闻声丧胆。但经过

80年代以后，事实证明这种政治文化对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形成巨大阻碍。现

今，几乎所有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在经济

方面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体制。

总之，文化与繁荣进步之间确实有着

相当复杂的交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历史证

明缺乏民主内涵的政治文化，最终将培育

出性格软弱，对社会冷漠之人民，这将导

致政治腐败，社会崩溃。至今举世尚没一

个专制体的国家能够逃过失败的命运，

东欧、苏联、利比亚、埃及如此，	北韩

也将如此。

作者为现任怡和轩副主席

“冷漠”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心态、一种文化价值
观。患上冷漠感的人民，对该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建立
一个温馨和谐社会，肯定是一种阻碍，更是一种致命伤。



怡
和
思
维

74 	怡和世纪第十九期

播种╱	文		:  吴庆辉

如果近30年来本地华人掌握双语能力的

人数比例的增加，与其说是因为国家努

力地为母语水平的标准寻找平衡点的结果，不如

说正是不断下调对读写能力要求而牺牲语言文化

内蕴承载量的结果。

老一代对本地华人学子在双文化认知表现

差强人意、甚至出现两头不着岸的现象感到力不

从心，抱着随之由之的无奈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学习语言文化的意愿和要求，是可以

从家庭文化建设和个性追求层次着眼，以超越

整体国家教育体制的标准。今天，是为下一代学

子的人文基因播种的时候。

本土文化个性的建设摸索中前进

新加坡的经济移民社会背景，社会阶层里以

商为优，书香世家不多，没有文人集团传统，社群

是以民间和宗教上的小传统为人文精神的依附。

文化发展的条件有先天不足的局限，东西方的大

众文化因商贸娱乐而兴旺，祖居地悠久文化的精

髓则一时无法在这里找到能植根繁盛的土壤。

从战后到建国初年，当时成年人的人口大都

是工人背景出生，许多家长本身没受教育，他们是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结合社会工作经验来自我完

善，客观环境的限制，他们大多选择把他们的孩

子送到英校受教育，于是以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的学校面对经费不足和新生人数减少的问题。

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政策开始大幅度地改

革，规定所有的年轻学子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

语为第二语言。在这同时开办以母语为第一语文

的选修课程，让精力和资源能专注集中，以培养

具有较强母语学习能力和有意愿追求卓越华文的

一群。他们约占同龄生的百分之十，人数不多，而

这方面的人材需求不乏外来人士的填补。当时虽

然本地各亚裔人民的家庭用语仍以母语为主，但

是本地语言环境生态迅速改变，英语成为许多本

地人的家庭、工作及日常生活用语。

本地英语，虽贵为第一语言，但其所承载的

文化传统既不中又不西。在这段时期，文史知识

的有机传承方面出现了断裂和欠失，当时英校教

员在母族文化认识水平、教育文化背景和相关文

史内涵的教学内容设计等，一时之间都不到位，

在传承东方文化元素是有所欠失和不足。

讲华语运动虽然成功促进各华人方言群间

的沟通，但方言的没落却让讲英语华人社群的

精神面貌失去了一大依据；土生华人家庭也开始

流失应用马来语和方言的习惯，英语成为家庭用

语。当时“家庭用语”一词的出现，就科学地表达

了人们家庭不讲母语的这种社会现象。我们的马

来族和淡米尔族家庭里老一辈与年青一代也出

现不同程度的语文和文化水平落差的现象。由

于“家庭用语”未必是母语，于是对那些第一语

文是英语，“母语”也是英语的学子青年们，“第

二语言”成为外语，其成绩只是学校成绩单上的

数字，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在那段转型以求存的年代，我们刚脱离马来

西亚，世界超强间的冷战未结束，新加坡把精力

放在打拚经济，突破区域局限跟全世界接轨，走

向建设全球化城市的发展道路。语言教育的问

题，对多元移民社会背景的新加坡，从来就是一

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英语因其“中立性”而作为

不同民族共同语言的政策，有客观的政经和行政

传统等历史背景。

学校教育中的文史内涵是在国民教育、种族

和谐、避开各族宗教课题等指导前提下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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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元移民背景的社会，内部团结、

和谐和稳定十分重要。也许在这样的大

前提下，本地各民族文化深厚的内涵得

不到发掘和打造，一时之间人们也不太

在意。于是，华族方言及华文母语词汇里

丰富的文化内容，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

在本来先天不足的环境，并没有很好地

传承到年轻一代的英语词汇当中，而富

有本地生活色彩的文史词汇也在本地英

语词汇当中缺席，这就是新加坡出现文

化断层的根源。

本地华文最高学府南洋大学的关闭为

本地的华文教育体系划上句号后，华文成

为单一学科，人们对于华文教育程度的期

望与华文教学的实际效率，两者间就有一

段难以缩短的鸿沟。

综上所述，我们花费好几十年在摸索

和建立本身的语言与文化教育的过程，造

成在这期间受教育的国人语言与文化上的

两个不足，一是母语的读写能力不足，一

是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成份不足，也是

对人文教育比重的忽视；工作用语影响家

庭用语的转向，家庭用语的转向让蕴藏在

母族语言里文化”营养”，没能很好的得

到语言灌溉，因此学校用语环境和家庭

教育作为有机传承祖辈文史的两大支柱，

在八九十年代，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今，国家建设繁荣兴盛，社会富

足以后，生活的追求也不是停留在温饱、

物质享受和大众文化的层面，所幸文化传

播还有优质电视节目和报章这另外的两

大支柱。当年学习上有所缺失的学子们，

如今步入中老年，几十年来他们都是通过

资讯的开放和旅游的方便，从国外东西方

文化产业和资源里继续吸取营养，双文化

的水平各有增进，文化生活也能丰富。

人们对精致文化生活追求的意愿开

始萌发，精致文化是以语文能力为基础条

件。政府为普罗大众量身定制的语言教育

模式，还足以适合社群、家庭和个人对语

言和文化学习的要求和选择吗？	

文化现代化建设是东西融合的

过程

展望未来，新加坡仍是一个由亚裔

移民后代在一个前英殖民地建立的新兴

国家，基本上还是个东方社会，现代化

对我们来说就是东西融合的过程。在讲

英语的东方社会前提下，假以时日，那些

属于东方的内容和元素，自然而然地就

会令人倍感亲切，重新受到重视。人们在

经济有成以后，自然会寻找些精神上的东

西。君不见人们近年喜欢寻找原汁原味的

事物，探究先人脚印，以及更深层和更高

的品位，而本身的语言和文化身份就是开

启这宝库的钥匙。

另一方面，东方社会中的亚裔人士，

一旦本身英语词汇的东方元素多了，在几

代人以后，也自然会出现掌握原母语的

渴求，而坚守双语教育的政策，还是可让

部份人士的这个愿望得到实现。

我们的开放政策和生育率低落的问

题，将改变我们新一代人语言背景的组

成。新移民和常驻人口的母语背景，可能

成为市场和职场生态的变数.随着新近入

籍新加坡的其他移民家庭的增加，这些

人的家庭用语就是他们的母语，从小就

为母语的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又在新

加坡英语环境里迅速掌握英文；一旦出

现可观人数的真正双语人材，我们下一

代学子们将面对不同的游戏规则，掌握

多语言沟通能力和文化修养将会是优秀

和卓越的本钱。

从普罗大众角度，我们儿女的数理

科学的能力或许可以满足他们成年阶段

的现实生活需要，但当他们到了事业有

成或晚年时，人文追求的比重会增加，你

我都不希望子女到时因不谙母语，面对

心中缺少文化自信的困境。

对文化的底蕴和教养，其中的奥妙

在“养”字上面，“养”是时间上的讲究

和对所下心思的一种要求。从感情的培

养、幼苗的养育、文化的教养到养病养生

和养老，每一样都需要用心的耕耘和心

平气和地等待。

我们子女的教育跟着政策走的年代

已成过去，新一代双文化精英阶层将走

在政策前面。从社群、家庭和个人的角度

看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展开讲究如何在

时间与意愿方面，“养育”东方社会文化

个性的时候了。今天，重视绿色工程的同

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同时在融合东西人

文工程方面播下文化的种子？

作者为文史工作者

从感情的培养、幼苗的养育、文化的教养到养病养生和
养老，每一样都需要用心的耕耘和心平气和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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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外的好朋友到新加坡时，要是时间

充裕而且他们愿意看看本地的日常生

活，我总会带他们到美芝路大牌四号――我长大

的地方。

美芝路大牌四号是1960年代末建成的一房

式组屋。我出生后大概六个多月就搬进了一房式

的大牌四号。我大伯家六口人，我们家五口人，就

住在这二三十平米的一房式组屋里。

我也常带朋友到牛车水的原貌馆参观。我记

得二姨一家五口当年就挤在小小的木板房间里，

连上厕所都得跟其他三十多个房客排队着用。

我父母那一代的近亲都没念过书，家境也不

好。90年代我上大学，大学假期时就到肯德基当

厨子，后来也到美国友邦保险当快递员，抓紧时

间挣学费和生活费，同时也靠中华总商会发的奖

学金补贴生活。平时上学来回至少得花三个小时，

连考试时都有一两道题是在赴考路上温习的。

当一切以利为主导时

20年过去了，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回头看看

当年的自己，再看看比我早一代的人们，不难追

溯今日社会现状的种种演变和根源。

新加坡开埠时是个渔村，早年的移民无不为

了躲避家乡的天灾人祸而到此地讨生活，求存第

一。建国之后，经过五六十年代的挣扎奋斗，到

了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当时的理想生活就是

拥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三房式组屋，四个

轮子的车”。

到了90年代，新加坡经济进入黄金岁月。当

时的理想已经不再是“一二三四”，而是5C――车

子、现金、公寓、信用卡、俱乐部会籍（Car,	cash,	

condo,	credit	card,	country	club	membership）。

而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大概也是那个时候

开始的。90年代初，我母亲在乌美的一个塑料厂

打工，每月薪水是735元。当时我们已经搬到位

于后港的简化四房式(4S)组屋，购价大概是42000

元，每月供房150元。在今天看来，一个没受过任

何教育的五旬妇女,只花了月薪的五分之一就能供

套四房式组屋，恍如童话。

90年代步入中产时代的新加坡人仍然保留

了早年的奋斗精神，以经济上的成功为主要目

标。许多人把人生的成功直接与收入等同。收入

高，有财富，一般就有社会地位，就是很多人所

认为的成功。

当一切以利为主导时，治世就开始出现乱

象。知名外科医生林美丽曾以完成新加坡第一

起换肝手术闻名。去年却爆出为文莱皇室成员

治疗乳癌时报大数，半年内开出2520万元的天

财富与价值

在今天看来，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五
旬妇女,只花了月薪的五分之一就能供套四
房式组屋，恍如童话。

╱	文		:  许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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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账单，闹上法庭。最后遭新加坡医药

理事会处分，行医执照被吊销三年，以及

受到书面谴责。医者仁心，我们不奢望每

个医生都象陈来荣和卢正一样，热心公

益，放弃在新加坡的安逸生活，移居中国

云南昆明，长时间为当地偏远山区的病人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但是，当医术好的医

生以逐利为主要目标时，已经显露出这个

社会的问题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专业人士要求顶级

收费是市场供求规律，无可厚非。一个很

常见的例子就是一些被伯乐相中的专业

人士不愿从政，因为从政的报酬远不如

顶级医生、律师、银行家、会计师、建筑

师、总裁的报酬。这也许是不愿涉足政

坛，而且又不让伯乐过于难堪的一个最

好借口，但它折射出来的，就是这个社会

普遍以逐利为基本考量。还有些更好的

例子是一些宗教界名人涉及的失信案。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对成年人，成功就是高收入；对学生

来说，成功就是进名校，得奖学金，再进

海外名校，最终的目的还是在找份好职

业，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我们对成功

的定义过于狭窄，结果，走向成功的康庄

大道却成了狭窄的独木桥，不是人人都

能挤到桥边，更不是人人能顺利过桥。

逐利虽是许多人的目的，但是，在	

“利”的字典里，“满足”和“终点”都是

不存在的。由于对利无限追逐，因此人们

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永远处于“奋斗—成

功—不满—再奋斗—再成功—再不满”

的怪圈里。人们给自己一层一层的加压

力，成功的喜悦是暂时的，不满足和压力

才是永恒。

社会当今的许多压力就是因此而来。

为了给孩子铺好通往“成功”之路，许多父

母得把孩子送往名校，那就得搬到名校附

近去住，提高入校的机会。于是名校附近

的房价被炒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小学教育中学化，学前教育小学

化，一层层往下压。所以才会有今天全

民大对话让学前教育回归正常的讨论。

父母当然希望为子女的成长和教育

提供最好的条件。但是，如果把最好的条

件等同于最好的物质条件，把最好的教育

等同于名校，就未免偏颇。

建国初期的新加坡，社会阶层分化

比现在还明显。但是，由于贫富差距还不

大，社会上许多教育辅助资源尚未开发。

当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起步，资源普遍

不足。富爸爸和穷爸爸的孩子在教育上

所能享用的资源差异，也就是请得起私

人补习老师和只能到联络所参加集体补

习班的差异而已。因此，大家受良好教育

的机会是相对均等的，社会流动能力也

相对均等。人人对未来抱有希望，也有信

心。这是七八十年代人民行动党高票蝉

联执政的主要原因。

经过这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科技

发达，社会上各种资源和机会涌现。于

是就必须有分配机制，而最简单直接的

分配机制就是供求和价格。由于全球化

和知识型经济的影响，贫富差异扩大，富

者和发达者所能享用的社会资源和机会

一般不是普通百姓所能企盼。许多有能

力的家长让孩子从小到国外参加浸濡课

程，每年能带孩子出国旅行增广见闻。在

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有社会关系的家长还

可以为孩子联系实习机会。在一定程度

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弱化了草根阶级的

社会流动能力，加强了精英阶级的自我更

新加固能力，造成社会流动性不畅。如果

社会流动长期不畅，必定影响社会稳定。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因此儒家社会一直强调“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无论从社会层面出发，或是从

个人层面出发，这都有利于发展和稳定。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让我们能够从“成

功但不快乐”的怪圈突围。

对中产阶级来说，人生的目标和意

义应当远远超越物质生活。我在国立大

学法学院的一个朋友王江雨副教授一次

聊天时谈起，说他的许多同事都不在乎

金钱。我说，这也是意料中事，要是在乎

金钱，谁会不当律师当教授啊。他们既然

能够放弃高收入的律师行业，转行为法

学教授，就已经从中看到对他们的人生

更有价值的东西。

身价千万的整容医生张庆祥（Dr	

Richard	Teo）患上末期癌症后，对人生

有了新感悟。他说自己从小就很爱钱，以

为一个人要成功才会快乐，而成功就是

拥有财富，因此展开对财富的无穷追逐。

一直到患癌后，才知道金钱和财富并不是

一切，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于是在网

上劝人，特别是劝行医的人，要以爱心来

医治病人，不要像他那样贪钱。他于2012

年11月中逝世。

张医生的感悟，应该对世人有所警

示。物质生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人的生

存，也间接提高或降低了人的尊严。财富

肯定能带来快乐和成就感，但是，当财富

的继续累积已经不能为提高生活品质再

有任何贡献时，继续追求财富远不如“己

达达人”有意义。

财富不是快乐的保证，更不是成功的

唯一标准。如果把财富视为成功，而且还

视为成功的唯一或最主要的标准，那么，

我们会失去比财富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的许多事物。

作者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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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六使的社会参与及
国民意识

╱	文		:  林清如

1 948年陈六使继陈嘉庚出任怡和轩主

席，连任至1962年，经历新马政治、经济

与社会剧急变革的年代。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假

怡和轩召开福建会馆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宣布建

立一所华文大学，即席认捐5百万元，并代表福建

会馆捐出其所拥有、位于裕廊的5百英亩土地为建

校用途。从此，南洋大学的兴衰与陈六使一生的

浮沉交织成新马历史沉重的篇章。

陈六使创办了南洋大学，作为民族教育大功

臣的地位早有定论。南大的兴衰不属本文论述

范围，本文试从社会参与的角度，追踪陈六使对

促进国民意识的成长所作的贡献。

伸张正义，挑战权威的勇者

19岁(1916年)那年陈六使南来，在陈嘉庚的

胶厂任职。早在1930年代他事业有了基础的时

候，就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从1937年起领导新马

同业，为争取新马胶商的利益与英美及本地西

商周旋到底。

陈嘉庚1950年到中国定居前，部署了陈六使

出任福建会馆和怡和轩的主席，1950年陈六使

以福建帮首领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曾

经资助陈嘉庚在集美办学，也参与南侨筹赈总

会的救济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陈嘉庚欣赏陈

六使所具备的领袖素质：自信、乐于挑战、果断、

敢做敢为、重义气。

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陈嘉庚公开挺毛反

蒋，新马华人社会呈现分裂。有别于陈嘉庚，陈

六使在这方面没有特别鲜明的立场，致使他能够

顺利抚平各方，迅速塑造一个团结的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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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部当时对陈六使做了这样的评

语：“陈六使是一位谨慎的资本家，他对

商业的兴趣甚于政治。”	殖民政府没想

到，当它在1950年底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

大改移民条例，对于回马签证及新移民

入境实施严格的限制时，各界华人极度

不满。正是刚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的陈

六使，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了华团大会，强

烈抗议新措施。英国人这才发现，原来这

位“谨慎的资本家”其实是位敢于伸张正

义、挑战权威的勇者。

落地生根，为侨民争取公民权

早年的陈六使与许许多多的移民一

样，潜意识里都自认是中国人。但是有

别于陈嘉庚，陈六使的侨民意识并不强

烈。当他事业有成后，似乎就决定了要落

地生根,并开始关注侨民在殖民地社会未

来的政治前途。

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各族人民要求

独立呼声响彻云霄。1948年殖民政府颁布

了紧急法令，全面封杀日渐强大的民族解

放运动。殖民政府于1948年在新加坡的

立法议会设立了几个民选议员的职位，三

年后（1951年）再将其增至九名。只有英

籍民才有资格登记为选民，即便是有资格

者也不热衷于投票，政坛上一直为几个忠

于殖民政府的政客所把持。

陈六使强烈感到华人参政的必要，决

定在中华总商会成立专案小组，研究华人

选举权课题，并就公民权问题向殖民政府

提呈备忘录。陈六使也认为议会只用英语

不合时宜，主张议会采用多种语言制。从

此，争取公民权与议会多种语言成了中华

总商会50年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任务，就算

陈六使已从会长职位退下，他一直是这个

运动最为执著的推手。

声嘶力竭，呼吁选民参政

在1951年5月11日举行的一个侨团大

会上，陈六使大声疾呼，“华侨以前不谈

政治，不干预政治，到现在时代已经不容

许了，所以华人要争取合理的参政权。商

会过去不谈政治，现在情势不同，今后对

政治不能不加以十分注意。华人也要争取

立法议员与市政局议员的选举权，要帮助

有资格的选民进行登记。”

1953年殖民政府发表了林德宪制

委员会报告书，在立法议会设立32个议

席，25名为民选，官方委任四名议员，另加

三名官方代表（辅政司、财政司、总检察	

长）。总督在议会拥有否决权，更有权随

时终止宪制。

在陈六使推动下，中华总商会成立了

一个“推动选民选举委员会”，发动广泛

宣传，以唤起约20万名有资格的华籍选

民，运用神圣的一票。

商会在不同地点举行了“通俗演讲

会”，以期促进民众的政治觉醒。1955年

1月15日陈六使在丹戎巴葛选区的集会上

号召选民踊跃参政，他说：“居住本邦四

大民族，现在都一致认本邦为第一故乡，

而新加坡幅员甚小，人口很多，同时今后

将不断地与日俱增，将来人口增加所引

起之衣食住行等问题，必须有妥善的处

理办法，这就是立法议院所负的责任，

也就是立法议院议员选举的重要所在。

中华总商会有鉴及此，便组织推动选民选

举委员会发动，呼吁全星25区选民共同合

作，普遍唤起民众，提高政治警觉，号召

选民踊跃参政，善于运用天赋的政治选

举权，投神圣的一票，以选出真正有才干

熟悉当地情形的适当人才，出任代议士，

为民众服务。”

一群华社闻人，1955年2月10日假怡

和轩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党，取名“新加坡

民主党”，准备参加1955年4月2日举行的

立法议院议员选举，十名注册的发起人

为陈永裕，陈振贤、张顺畴、陈锦章、郑则

光、伍森才、梁元浩、王祖贤、蓝允藏。在

4月2日举行的选举，在25个选区里，民主

党派出20位候选人，比进步党少2位，但

比劳工阵线多出3位，刚成立的人民行动

党也派出4人参选。

在参选的3个主要政党里，只有进步

党较有历史，它代表受英文教育精英和

华社上层人士，主张保留现状，曾公开形

容要求自治的人为傻子或罪犯。劳工阵线

是由马绍尔与林有福一批标榜亲劳工、支

持民族教育平等发展的人士所组成的新

政党。1955年是左翼运动开始高涨的时

候，受华文教育者在政治上开始觉醒，而

深具左派形象的人民行动党的崛起大大

影响了整个格局。借助于这个趋势，劳工

阵线赢得12席，与另三位中选的华巫联盟

议员组成有史以来第一届民选政府，马绍

尔出任首席部长。民主党的参选严重分散

了进步党的基本票源，双双溃不成军，各

得两三个席位。在经禧选区，马绍尔仅以

775票打败进步党的政坛元老陈才清，得

力于民主党的陈秉区分散1111票。在黄

浦选区，周瑞麒仅以296多数票打败另一

进步党党魁张赞美，得力于民主党的李国

良取得927票。此外梧槽区、加东区、芽笼

区等也是由于进步党与民主党鹬蚌相争，

致使劳工阵线渔翁得利。

民主党的总裁陈永裕是陈六使的侄

儿，陈六使任主席的怡和轩又是民主党

的党址，很难否认陈六使就是民主党的

精神领袖。他这样做，与他当年公开呼吁

人们参政的立场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

上，民主党的出现有助于为盘踞政界多年

的亲英、保守政客敲响丧钟，把争取自治

与独立提升为全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大选

一过，民主党也宣告曲终人散，陈六使以

其在华社的至尊地位继续与新成立的民

选政府就议院用语与公民权问题周旋。

1956年四月马绍尔率团赴英伦举行宪

制谈判前，先在议会正式立法采用英、巫、

华、印四种语言为议会官方用语，但是对

于几十万名非本地出生者的公民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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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空雷不雨。陈六使感到不耐烦，于

1956年4月17日在丹戎禺俱乐部讲话揶揄

马绍尔的宪制谈判，“本人以为在当地内

政尚未能圆满解决前，将来独立之后之

情形，殊未可乐观。”陈六使指的“内政

问题”，就是几十万非本地出生者的公民

权问题。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后，于1957

年7月通过法令，为在新加坡居留超过8

年的外来移民解决了公民权问题，总算了

了陈六使的心愿。

运筹帷幄，与劳工阵线政府的

磨合

1956年5月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后不

久，教育部长周瑞麒公开表示，南大无

权颁给学位，引起陈六使强烈反应，以公

开信严词驳斥其言论。1956年10月学潮期

间，周瑞麒下令关闭华侨中学，中正总校

与分校。陈六使向报界发表言论，指责政

府的行动为的是党争，而不是为了学生

的教育着想，引来周氏反驳。双方针锋相

对，语气火爆。

1957年9月前后，林有福政府引用驱逐

出境法令逮捕了中正总校的庄竹林校长，

准备将他驱逐到中国。对付庄校长不单是

因为他被指为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更重

要的是他和陈六使的亲密关系。他和陈六

使同时是创立南洋大学的核心人物，也是

当时为华文教育奔波最为出力的人。周

瑞麒与陈六使交恶，本来也要将陈六使逮

捕，与庄竹林一起驱逐出境。后来发现他

有英籍民身份，要驱逐他出境得先取消他

的英籍民资格，而要取消他的英籍民资格

就得通过伦敦的殖民部。辅政司顾德觉得

缺乏强有力的理由，不便去惊动殖民部上

下，决定暂时作罢。

1957年底实行新的公民登记，合格

者纷纷登记为公民，陈六使虽然合格，有

关部门却被指示拖延其登记手续。到了

1958年初，眼看新宪制下的大选即将举

行，但林有福为殖民政府充当了几回打

手，威信扫地。殖民政府曾建议劳工阵

线联合其他政党组成“社会主义统一阵

线（United	Socialists	Front）”，以共同

对付左翼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由于在

新公民法令下有20多万华籍居民刚获得公

民权，林有福心想可以利用诸如陈六使等

华社领袖捞些政治资本，决定向他们释出

善意。总督顾德和教育部长周瑞麒双双出

席1958年3月的南洋大学落成典礼，并在

致辞时赞扬陈六使的办学精神。陈六使

的公民权登记跟着获得批准，而庄竹林

也在1958年7月获得释放。

陈六使在南大落成庆典上发表的演

说，可圈可点。第一，他强调南洋大学将

施行多元民族教育的方针，华、英、巫都

可以是教学媒介，它将是新马的真正国

民大学；第二，他表明南洋大学无政治色

彩，无党派色彩；第三，他正面评价南大

与政府的关系，欢迎政府参与南大的事

务，新马两地的政府首长可以出任南洋大

学的校长与名誉校长。林有福政府回应陈

六使的善意，开始与南大讨论资助南大的

方式与数额，可惜未达到全面协议前，林

有福政府就在1959年的大选败下阵来。

大志未酬，黯然引退

大选之前各政党竞先发表支持南大

的言论，使各界人士对南大在自治后的前

途感到乐观。1959年6月人民行动党上台

组织自治政府，事情的发展不像人们预料

的那样美好。对于新政府来说，财政上的

资助和学位的承认显然得与大学的控制

陈六使的经历是一个移民社会迅速转型的写照，精英统治的日益强
化与圈外人士话语权的流失，大大削弱了像他那样的企业家参与社会
的空间与决心。人们缅怀陈六使，不仅仅因为它创办了南洋大学，更重要
的，是他勇于参与社会以及他在促进我国国民意识的成长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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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紧密挂钩。另一方面，作为南洋大学的

掌舵者与华社最具影响力的人，陈六使

那种耿直、敢于挑战权威、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的气概也显然与新政府的治国作风

水火不相容。在新政府眼光里，南大问题

无疑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在政治议事程

上他们有想要处理的更大的事。	新政府

上台两年左右，内部就因为组织马来西亚

的问题而分裂，反对派另外组织了社会主

义阵线，双方剑拔弩张，政治圈内重新洗

牌。虽然陈六使始终保持超越党派，步步

为营，最后还是难逃池鱼之殃。

1963年举行的新加坡立法议院选举，

陈六使公开号召选民支持参选的南大毕

业生，不论他们属于哪一党。不巧在近

20多名参选的南大毕业生，有一半以上

是社阵候选人。行动党政府认为这是攻

击陈六使的好机会，将其冠以“支持共产

党或亲共力量”的“罪名”，大选后陈六

使的公民权随即被吊消，从此黯然退出

人生的舞台。

应该如何纪念陈六使

做为成功的企业家，陈六使一生积

极参与社会，经常对一些公共事务、特

别是平民参政和民族教育的问题仗义执

言。但是他并非政治圈里的人，他超越党

派，运用的是作为公民参于社会的权力。

在后期，他关心的是南大的生存与发展，

而不是政治。1956年学潮闹得满城风雨，

陈六使极力压制南大学生，不许他们轻举

妄动，为的是要保护南大。1958年他和林

有福、周瑞麒修复关系，为的也是南大的

前途与发展。要是在1963年大选里，绝

大部分参选的南大毕业生是人民行动党

的候选人，陈六使肯定照样支持而不必背

上“亲共”的黑锅，他当时心里多么希望，

未来的教育部长会是个南大毕业生。陈

六使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的心坎里没

有政治上的敌人，只有南洋大学的敌人。

陈六使的经历是一个移民社会迅速

转型的写照，精英统治的日益强化与圈

外人士话语权的流失，大大削弱了像他那

样的企业家参与社会的空间与决心。人们

缅怀陈六使，不仅仅因为它创办了南洋大

学，更重要的，是他勇于参与社会以及他

在促进我国国民意识的成长所作的贡献。

再多的诋毁也无法损毁他在人们心目中崇

高的形象，再多的托辞也难以令人接受他

生前的不平遭遇。

1961年新2007年怡和轩与陈嘉庚基金

共同在怡和轩设立了先贤馆，馆内大幅展

示陈六使的图片与生平事迹，南洋理工大

学的华裔馆也有类似的展示，这是当下年

轻学生、公众人士、旅客可以随时聆听陈

六使故事的两个地方。2012年10月28日，

南大中华语文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

会及联合早报联办一个题为《陈六使逝

世四十周年纪念》的研讨会，尽管会上个

别人士对陈六使与南大的一些言论坊间

褒贬不一，但是能让陈六使的风采再现，

即便是姗姗来迟，也该算是个好的开端。

比起很多建国先驱人物，陈六使显得

更为高瞻远瞩。他很早就看出，我们的社

会需要实行多种语言制。就我们当下的国

情而论，多种语言制愈来愈显得更为有助

于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1969年7月12日，

已故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圣安德

烈教堂举行的一个纪念新加坡建埠150周

年的集会上说，“那是陈六使，他以传教

士般的热诚执著地教导我，让我懂得华

人需要公民权，议会需要有多种语言制。

我们应该为他建立一个公共纪念碑。”

立碑纪念陈六使，是否指日可待？

作者为现任怡和轩主席

参考资料：

1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Times  
Periodicals  Pte Ltd,1979)

2 David Marshall, Singapore’s Struggle 
for Nationhood (1945—1959)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1, No.2, 
Sep.1970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王如明编：《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
集》1997（南大事业有限公司、香港南
洋大学校友会出版）

4	 周兆呈：语言、政治与国家化	
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	(1953—
1968)（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2）

5	 英国伦敦档案馆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Surrey, England) 有关资料

1957年侨民在中华总商会排队登记为新加坡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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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之友”侯西反╱	文		:  周  弘

“际兹严冬已届，寒风飒飒，大有岁近天

寒之意，使余万分惦念失业之机工。

此次赴昆办理救济事宜，幸多方相助，得不辱

命。……”这是1943年12月23日，侯西反先生写给

南侨机工诸同志信里的一段。

南侨机工的事迹，是二战期间南洋华侨为支

援祖国抗日，舍生赴死的一段悲壮的历史。回眸

过去，重返历史现场，人们见识了怡和轩、双林

寺、晚晴园、同济医院等与南侨机工息息相关，

更走出来一个个鲜活的杰出人物：陈嘉庚、普亮

法师、白清泉、胡春玉、庄明理……，其中还有

这位被誉为“机工之友”的，本地早年的华族先

驱――侯西反。

经商起家 服务社会

侯西反，1883年（光绪9年）出生于福建省南

安县刘林乡。7岁在乡间私塾读书。20岁左右南

来，到吉隆坡住了3年，任职于吉茂号。

1911年移居新加坡，任星洲开源兴及嘉美米

较经理。后见南洋树胶行业大有可为，与友人合

股创办振美、荣美、福利等商号，经营树胶九八

行。据知当年“振美所经营的内地树胶土产，占

全星九八胶商的80巴仙。”期间他也在在柔佛、

彭亨州购置树胶园。

在他推动下,本地的树胶公会于1919年成立，

他曾先后多次担任该会的司理及主席。身为南安

人，他也大力筹办南安会馆。1926年南安会馆开

幕后，他先后担任正副主席及其他要职十多年。

1929年2月，福建会馆改组，他是该馆40名

正选委员之一。担任福建会馆总务11年。改组后

的同济医院，他曾自1933到1939年间，担任该院

正总理7载。

30年代初，世界政经形势风起云涌，他与林

庆年、周献瑞推动组织马来亚闽侨联合会筹备

处，团结闽侨，讨论为闽侨谋福利，救乡援闽，救

国救亡等问题。

除了热心于宗亲社团、商团，他对培育人

才的教育事业也不落人后。“废除私塾，破除	

迷信”，落力推动华文教育。20年代中期，创办加

东育才学校；赞助星洲幼稚园；加东女校初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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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奔走相助；任南明学校董事；30年代

中，任华侨中学、崇本、崇正、启蒙、南洋

工商补习学校董事。

陈嘉庚的左右手

“侯君品性对于服务社会，如调解纠

纷，劝募捐款，确为特殊才干，他侨实难企

及……余重视侯君，为筹赈会最重要之职

员。”这是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对侯

西反的评价。

由于他在服务社会，以及救灾救亡的

民族主义活动中，与陈嘉庚志同道合，因

此在20年代就与陈嘉庚走在一起。1928年

陈嘉庚领导的山东惨祸筹赈会，他是32名

董事之一。他的工作能力很受陈嘉庚的赏

识，1932年世界经济不景气时，陈嘉庚延

揽他任树胶制造厂的营业主任。同时兼

任《南洋商报》经理前后3年。当时经济低

靡，商报每日报份仅7、8百，他号召华社密

切关注中国军政事务，报份得以攀升达一

万份，助商报渡过难关。

在陈嘉庚任怡和轩主席期间，以这里

作为中枢，支援中国抗日救亡的运动如火

如荼地开展，1936、39年侯西反担任怡和

轩总务主任。1938年南侨筹赈总会成立，

他亦负责总务工作，全力协助陈嘉庚，把

筹赈运动变成一个有群众基础与组织的

政治运动。他高度的热忱与献身精神，以

及苦干硬干的魄力，使他成为陈嘉庚的左

右手，各种抗日救亡的大小事务，他都甘

心情愿地为陈嘉庚效力，被誉为陈嘉庚

的“心腹”、“智囊”、“金刚”。

侯西反亦由此与南侨机工建立了密不

可分的关系。1939年2月18日，首批机工回

国服务，曾集合在同济医院，他亲临训话，

勉励全体同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务

必完成任务。

被英殖民主义者驱逐

侯西反投身抗日事业的赤诚，以及

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在大力推进爱国救

亡运动的同时，也引起了英殖民统治者

的注意。英殖民政府认为华社的抗日运

动“很可能改变成排日与抗英的运动”，

对华族政治组织与力量产生恐惧，对此

活动中的最为活跃的分子之一――侯西

反深感忌惮。他们也认为侯西反团结星

马闽侨，推动成立的马来亚闽侨联合会

筹备处是一个压力集团。加上他身健口

利，经常扮演“鲁仲连”为社会各界排解

纠纷，由他出面斡旋劳资间的纠纷，多迎

刃而解，殖民政府因此怀疑他和工运领

袖有关。此外，他与半公开的抗日组织民

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敌后援会有联系。他

得到这些组织的支持与谅解构成了他被

驱逐的主要罪名。

1939年12月28日上午，陈嘉庚接到赴

政府议事厅开会的通知。侯西反同时被

侦探局长传召问话。开会时，殖民政府宣

布：限令他于3日内出境！经陈嘉庚等人力

争宽容数天仍不获批准，只好决定于30日

早，搭飞机往仰光转重庆，不料飞机因故

延期一天起飞，送行的数千工友直冲进

机场，差点酿成冲突。为了防止隔天有更

多送行者，造成事端，陈嘉庚与他商量后

决定，嘱他暗中乘搭夜班火车赶在隔天

早上抵达槟城，届时他才登机续程飞往仰

光。在气氛凝重的火车站互道珍重时，陈

嘉庚禁不住用闽南话高喊：“西反兄，南

京再见！”火车抵达槟城，迎接的华族和

印族民众有二、三千人之多，他受群众的

拥戴由此可见一斑。

生为南侨 死为南侨

在辞旧迎新之际，侯西反却被迫离开

家人，遣返回国，虽然个人备受屈辱，却没

有因此志气消沉，卸下肩上担子，途中还

到遮放车站探望，慰问机工。后来他还

担任联络官，专事协调南侨机工与重庆政

府的关系。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

回国慰劳视察团”到中国各处考察时，从

重庆到延安，几千里行程他都随同左右。

1942年，因为中国大后方运送战备物

资的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驰骋在抗日运

输线上的南侨机工被迫停驶。他们报国无

门，求归无路，有的只好流落街头，处境

悲惨。当时日军南侵，也有许多南洋的华

侨因躲避战祸涌入云南。难侨们颠沛流

离之苦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他获知情

况后，亲至昆明视察难侨及失业机工，在

昆明西郊安乐餐馆召集机工谈话，并于

1944年1月20日发起组织华侨互助会，集

中力量救济难侨。他众望所归被推举为

理事长。随即选派负责人办理登记，设

立机工失业收容所，重新分配就业，并创

办侨光学校，让归侨子女上学。

1944年11月，侨光学校新校舍落成，

身在成都的他本来要飞往重庆开会，接

获电报后觉得为学校主持开幕典礼更重

要，于是决定11月10日搭中航机由成都直

飞昆明。

那是一架双引擎飞机，共有22个位

子，原本侯西反有位，当他知道一位华侨

女学生要到云南寻找未婚夫，就把位子

让给她。如果他因此而改搭下一趟飞机，

也许就躲过一劫，偏偏机师把副驾驶的座

位腾出来给他，结果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

到达巫家霸飞机场，飞机在准备降陆时失

事，坠毁于九门里的稻田之中，机上人员

全部罹难。

侯西反先生个性耿介刚直，急公好

义，无论在故国，还是在南洋，为社稷，为

民众尽心竭力，服务社会不改初衷。诚如

潘受在追思他时所说：“我很钦佩侯君之

头脑简单，我爱他的简单，因为简单，他

只知爱国家、爱社会、爱人群。”作为一个

热心公益的民族主义与实践主义者，他为

后世留下了典范。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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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心愿夜长梦多

中国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浴血抗战，

回国服务的三千多名华籍机工，有的战

死，有的病死，那些劫后余生的机工也备受失业

与挨饿的痛楚。他们渴望早日还乡（马来亚），岂

知他们这一份还乡的愿望，却好事多磨，许多人

为的阻难，使他们难以成行。

送你们荣归，也看见海外侨胞在码头热烈地欢迎

你们回来’。但是今天，我们不敢希望同胞热烈欢

送或欢迎我们荣归。我们只希望政府早日把我们

遣送回南洋，因为我们实在再也不能忍耐了！”这

是何等沉痛的控诉。

新马复员机工历尽沧桑

机工们归心似箭

╱	文		:  崔贵强

抗战结束后，住在重庆的潘国渠、庄明理与

白仰峰等人立即向侨务部提出机工南返的安排，

侨务部算是答应，但一直空雷不雨。直至1946年

3月，庄君在南来前两天最后一次去见侨务部，

侨委会委员长陈树答应请政府拨款国币一百万

元，交华侨机工互助会负责人办理紧急救济。庄

君南来两个月后，政府一百万元救济还没着落，

至于遣散机工事，更如石沉大海。

据说那时落难在中国的马来亚机工，尚有	

1，400名，其中有500名流离失所，过着失业的生

活，还有一部分被拘禁，再有一部分担任协助复

员交通工作。

国内机工归心似箭，对政府的敷衍拖延态

度，怨声载道。有的说：“记得我们回国时，海外

侨胞曾热烈的欢送我们说：‘终有一天在抗战胜

利后，海外侨胞见到你们受到国内同胞热烈地欢

陈嘉庚向总领事交涉

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于1946年6月初假雪兰

莪福建会馆大礼堂，举行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初

步联席会议。会议的议决案包括：（1）呈请当年

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对华侨回国机工应

速采取救济及资助南返的有效办法；（2）推选五

代表襄助总领事办理援助并资送机工南返有效

办法，（3）函请总领事设法将留在国内的机工于

两个月内资送南返；（4）以马来亚华侨筹赈联合

会名义，致电行政院，请促成机工南返之美举。

据南侨总会通告披露，当时登记南返的各

地机工如下：新加坡333人、柔佛97人、马六甲	

29人、森美兰34人、雪兰莪107人、霹雳233人、彭

亨24人、吉兰丹1人、槟城121人、吉打51人、暹罗	

（泰国）23人，共计机工1，120人，另加妻子	

6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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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

议假吉隆坡福建会馆召开，出席者有新

加坡、槟城、彭亨、太平与峇株巴辖各区

代表二十一人，由陈嘉庚任主席。值得注

意的是，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与柔佛等

州的筹赈会诸公都没有派代表出席，原

来战后的陈嘉庚，常以南侨总会的名义，

发表反蒋亲共的言论，引起许多国民党

人与亲国民党人的不满，雪兰莪与霹雳两

州筹赈会（这两州的筹赈会最高负责人

如刘伯群与李孝式等人都是极力支持国

民党政府者），他们只听中国政府驻星总

领事馆的话，拒绝听从陈嘉庚。

伍总领事先后于8月24日及9月3日函

复陈嘉庚，把国内政府有关机构接洽提

出的救济办法转告陈嘉庚。

与此同时，云南省华侨互助会负责人

也派代表到重庆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

要求与交涉，采取步骤，协助机工南返。

华侨互助会是于1944年1月20日正式成立

的，会址设于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内，理

事长是侯西反。唯于1944年11月9日，候

君飞机失事，不幸罹难。华侨互助会派

代表白清泉与邱新民，于1946年3月2飞往

重庆进行交涉，可是大家你推我推，毫无

据报载，在联合国救济总署(此后简

称联总)的资助与安排下，复原机工从

1946年11月4日起，与家属人员及其他归

侨，分别从厦门或广州乘轮船抵达新加

坡码头。机工归来，原抱着极大希望，以

为领事馆是保护华侨的，南侨总会是送

他们回去的，必定能给他们适当的帮忙，

岂知回来以后，大失所望。很多人连原

来答应的美金二百元奖金也没拿到，接

下来的救济工作应由哪一个机构负责，

新加坡总领事馆与陈嘉庚之间也缺乏协

调。政见的歧异，使南侨总会各区筹赈会

陷于分裂，政治斗争影响了更好地处理机

工复员的工作。

华侨互助会及侨光学校欢送第三批南侨回国服务机工复员合影	/	图片由华侨博物院提供

当天的联席会议决定选出陈嘉庚、

庄明理（槟城）、陈可用（巴生）、何炽祥

（彭亨）与蔡伯祥（峇株）去晋谒伍总领

事，提出有关遣回机工细节，并希望在两

个月内	遣送机工。伍总领事接见代表后，

对所提办法，极表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

现。然而，大会规定的两阅月期限，转瞬

已至，却仍未见有机工南返，陈氏遂再致

电总领事，希望后者能躬赴南京力争，以

达目的而后已。

陈嘉庚深切了解到，由于他不断发

表反蒋亲共的言论，国民党政府对他深

恶痛绝，倘若以他主持的南侨总会与政

府周旋，谈判机工复员的问题必将弄巧

反拙，无济于事。因此，最好的办法，莫

如利用南侨总会的招牌，向驻新总领事

施压力，由总领事挺身交涉，以促成机工

复员之美举。

结果。白清泉与邱新民等人1946年7月13

日晨抵达新加坡，至怡和轩拜访陈嘉庚，

也晋谒了伍总领事。他们也会见了新加坡

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总商会负责人，然后

北上马来半岛，拜访了各地区侨领商谈机

工复员事，旋取道香港、广州回昆明去。

复员机工陆续还乡

经过了多方面的交涉以及驻新总领

事的居间协助，稽延了一年多的机工复员

问题，终告曙光渐露，稍有眉目。侨务委

员会发出通告，根据云南省华侨互助会

登记，共有机工1154人，转呈行政院核准

发给奖金，每人美金二百元(折合国币67万

元)。这其实不过是机工的遣散费，67万元

的奖金用以支付沿途的旅费及伙食等费，

到了广州，可能已所剩无几。

战后顺利回来的复员机工有多少呢？

据报章的记载（相信不完整），大约有770

余人，或说900余人（见《南侨复员机工

互助会第十二周年纪念特刊》p.71）。其

中新加坡有366人，雪兰莪州63人，怡保、

金宝、实兆远（以上俱霹雳属）70余人，

砂朥越20余人，其他有复员机工回返原

居留地的包括槟城、太平、吉打、瓜拉立

卑、劳勿、关丹、马六甲、安顺、丹绒马

林、加影、芙蓉、麻坡、拉美士、峇株巴

辖、居銮、新山及荷属印尼等地，但人数

若干，则没有较完整的记录。

机工登陆新加坡后，来自外地者陆续

由福利部或南侨总会负责遣送回马来亚自

己的原居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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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复员机工组织的分裂

复员机工返回新马后，面临入境、工

作与生活上诸难题，幸有第一批复员机

工钟五峰与张天赐，于1946年12月15日主

持复员机工星洲通讯处，设于厦门街43

号。他们到码头迎接抵境的机工，协助办

理入境手续，代筹赈会登记与分发补助

金，晋谒伍总领事，请求代向政府交涉事

宜。但通讯处毕竟是权宜之计，复员机工

都觉得有设立一永久机构之必要。

1947年3月9日，80余名复员机工，聚

集在崇福女校，举行座谈会，两位热爱机

工的侨领刘牡丹与黄奕欢亦受邀出席。

会议决定先组织“南侨复员机工筹备委

员会”，并选出19名筹备委员会如下：张

天赐、钟五峰、白清泉、梁一轰、杜振波、

黄乐星、谢秀才、翁文助、张金坤、黄凤

毛、刘源、云昌桂、叶深渊、陈吉、叶湛

恩、康文凤、陈志芬、洪允成及刘亚双。

三天后(12日)，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

即席推举白清泉为主任委员。但那次会

议却不欢而散。

	实际上，这时的复员机工已分裂为

两派，尽管在较早时，刘牡丹与黄奕欢就

大声疾呼机工组织机构不应有党派之分，

但党派却不期然地在机工间筑起一道鸿

沟。有些机工不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

处理复员机工的办法，以致迁怒于他发

表的政治言论。

1947年		3月20日，有一批机工在报上

刊登了一则通告，要发起组织“华侨回国

服务团复员同志联谊会”(办事处暂设于

罗敏申128号东方烟草公司），发起人有：

白清泉、李金凤、梁一轰、刘源、杜振波、

李天盛、刘善哉、刘亚兴、萧毅强、何洋

海、傅瑞生、刘亚双、翁文助，刘金祥及黄

金赣。另一方面，另一批机工却筹备组织	

“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租用里峇峇里

律的223号B三楼的一间洋房为筹备处，

主要筹备委员包括张天赐与钟五峰。这

一来，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机构。“南桥

复员机工互助会”会长钟五峰否定了“联

谊社”的代表性，他说：在新加坡349名

复员机工中，有322名已参加“机工互助

会”，而“联谊社”的会员仅有20余名，实

不足以代表复员机工的利益。他并对白

清泉的“服务团团长”的地位提出质疑。

6月15日，“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假

快乐世界中国大酒家举行开幕及第一届

职员就职典礼，出席者有各界领袖、社团

代表、各埠机工通讯代表及复员机工达数

百人，济济一堂，为况殊盛。“互助会”的

宗旨是：藉此联络所有退任机工的感情，

以期团结互助，共惠共勉。据“互助会”

的记录，截至成立那天为止，登记殉难的

机工有87人，仍失业而靠亲友接济的机工

81人，自己寻得职业者109人。”当时“互

助会”新加坡的会员约有四百余人，首任

主席为钟五峰。继后历任主席者有黄直

飞、张天赐、刘源、陈秀峰、陈坤及陈光

明等。另在马来亚联合邦散居的会员也

不少，据称，至1959年，“互助会”遍布新

马各地会员达一千名，而怡保也有一个复

员机工互助会的组织。

机工殉难纪念碑

雪兰莪华侨筹赈会为了表彰华侨机工

的爱国精神，特在吉隆坡广义山亭为殉难

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表彰机工参加抗

战的忠勇事迹。

对雪兰莪复员机工来说，1947年11月

30日是一个永志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在

中国驻吉隆坡邝达领事主持与雪华筹赈

会领导下，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

纪念碑隆重举行揭幕礼。纪念碑矗立于吉

隆坡广东义山新山亭，标志了机工的磅礡
浩气，飒爽英姿。据报道，该日上午十时

过后，广东义山路上，车水马龙，热闹非

凡，有千余侨团代表与各界人士踊跃参

加揭幕与追悼仪式。

自此过后，每年七七纪念日，都有公

祭殉难机工之举，如1959年七七，吉隆坡

照例有举行公祭仪式。出席者除吉隆坡

复员机工等人外，新加坡、峇株巴辖、马

六甲、怡保、槟城及吉打等地，都有复员

机工代表参与其盛。

此外，槟城也有一座华侨殉难机工纪

念碑，矗立于极乐寺山脚下，每一年的11

月11日，槟城各界人士也举行公祭仪式。								

至于人数最多、牺牲最大的新加坡南

侨机工，过了半个世纪，如今也有了一个

相称的纪念标志，坐落于孙中山南洋纪

念馆晚晴园范围内。这是2011年由中华

总商会、怡和轩、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共

同发起与资助而建成的。

作者为本地历史学者

邱新民与第三批复员机工总领队刘善哉等合影。旗下的女士是侨光小学校长梁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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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康有为也到过
新加坡

╱	文		:  庄永康

承蒙招待（注），偕伴在国泰乌节电影娱乐

城看了一部很“另类”的影片，《大同：

康有为在瑞典》。旅美香港导演陈耀成，把舞台

表演、采访纪实、旧片回顾、学者论坛等形式冶

于一炉，拍成本片。影片的主人公是历史人物康

有为（1858-1927）。

康有为是清末的大儒，因与弟子梁启超协助

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即后来所称的戊戌变法），

事败而被慈禧太后通缉，流亡国外。影片聚焦在

他流亡中，与最心爱的女儿康同璧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某岛上避居四年的心路历程。在瑞典另一

岛上，现住着著名华人演员暨舞蹈家江青。时空

交错，影片通过女艺术家的说白，倾吐一个走出

封建残馀、奔向现代西方社会的中国人所产生

的情意结。

戊戌变法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逃亡中的康有为，仍不忘到处宣扬他的政治理

念。他主张君主立宪，以帝制的改良取代革命暴

力，并曾根据儒家经典《礼运·大同篇》的思想，

写下一本《大同书》。据本地学者考究，康有为曾

地球并不会遵照鸿儒硕彦的“理
论”而旋转，也不是革命者所鼓吹
的“思想”可以左右。历史大势的走
向，有客观存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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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到过新加坡，辗转逗留了半年，

或许这也可以拍成“大同：康有为在新加

坡”这样的电影。

一段“金蝉脱壳”的经历

康有为在逃亡之初，便毅然来到新加

坡，并非偶然。英国人1819年到新加坡开

埠，大量引进华工，到了二十世纪初，这里

已成了海外华人的集中地，华人社会阶层

中包括了士农工商。毕业于南洋大学的历

史学者李元瑾，在《林文庆的思想――中

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

学会，1990年）一书中有此描述：“1900

年康有为抵达新加坡，为了躲避清廷耳

目，多次迁居，林文庆、邱菽园成了他的

保护者……”

林文庆是土生华人，早年获女皇奖学

金到爱丁堡念书成为医生，回到本地也当

上议员，是社会精英。然而，西方的经历，

却让他幡然醒悟中华文化对华人的重要

性，回新加坡后勤修中文，苦学华语。邱

菽园则是旧学根基深厚的儒商。

早在1877年，清廷便在新加坡设立

领事馆。1900年，由于慈禧的追杀令风声

吹紧，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还设了一

个“金蝉脱壳”的妙计。书上说：“在林文

庆协助下，2月23日，让康有为登上一艘

英国邮船公司的轮船，佯装离开新加坡

远赴欧洲，实则在慎密的安排下，他又回

到新加坡，潜居汤申路恒春园……”康有

为“离新”的假消息还瞒过记者，在《海

峡时报》广为报道，给逃亡者制造了一个

月的安宁。

在新加坡，林文庆之所以不遗馀力地

保护康有为，相信与他本身的尊孔思想有

关。他不但希望儒家思想可以端正海外华

人吃喝嫖赌的陋习，甚至也认为儒教是一

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对东西方社会都

很适合。康有为推崇的大同思想，因而也

引起林文庆的共鸣。

“改良好，革命坏”看法太简单

影片《大同》显然要把康有为，把康

有为的主张，都放到正面的历史评价上。

这与数年前北京央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中，把他描绘为只知向清室“主子”跪拜的

腐儒大异其趣。不过笔者仍想指出，拍摄

《大同》的胆识与创意固然可嘉，但片中

宣导“改良好，革命坏”的简约化论述，

就很有必要细加商榷。

理由是，地球并不会遵照鸿儒硕彦

的“理论”而旋转，也不是革命者所鼓吹

的“思想”可以左右。历史大势的走向，

有客观存在的规律。

从《大同》编导受访时的谈话看来，	

“改良好，革命坏”的依据，似乎来自

学者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	

命》。刘再复2001年初到新加坡来讲演

时，笔者也曾问他，是不是应该否定任何

革命的发生。刘教授指出，历史的合理

性，我们是不能否定的。只是历史在往前

走时，有双重或多种可能性，比如有暴力

革命的可能性，君主立宪改良的可能性

等。我们要“告别”的，是革命的神圣，或

把革命看成唯一的出路。

其实，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才是

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辛亥革命的发生，

外因是列强的侵略，冲击了大清皇朝合

法性的根基；内因则是慈禧太后的权势

敉平了光绪的改革，堵住了维新主义几乎

所有出路。再说，英国的虚君共和是数百

年来从上到下不断调整与演变而来，康有

为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立时在中国建立

这么一套制度。

此外，把一切以暴力改变政权的事件

都称为“革命”，显然也混淆了历史进程中

各种因果维系的关键。与1949年的革命相

比，辛亥革命尽管也牵涉暴力，但它结束了

中国漫长的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现代共

和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旧社会”的改

造方面，民国时代的方式也相对温和。

看看康有为的遭遇，就很清楚了。这

位属于乡绅阶层的前朝遗老，1927年逝

世之前，在上海和青岛都有很体面的	

“故居”。1948年则得到正式的安葬。然

而，1949年以后，毛泽东“革命要彻底”

的思想鼓吹，导致文革的爆发。红卫兵把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尸体

挖出来，并把带有白发的颅骨游街示众。

康有为爱女康同璧，则成为中国“最

后的贵族”，康同璧和她女儿最后的命

运，载写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一

书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注: 

《大同：康有为在瑞典》一片，在“2012华语电

影面对面：谢飞与焦雄屏”电影交流会上放映。

活动联办单位为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及

新加坡电影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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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尔金桥
到独立桥
╱	文		:  章良我

说 到本地的桥，不能不提埃尔金桥（Elgin	

Bridge）。这座白色的桥梁是连接桥北

路和桥南路的枢纽，是为新加坡人十分熟悉的

一座桥梁。它是一个地标，将新加坡市区划分为

大坡和小坡。然而许多年轻的国人，知道埃尔金

其人其事的恐怕并不多。这个曾经35岁就出任加

拿大总督的埃尔金勋爵，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

了斑斑劣行：就是他，作为大英帝国的全权代表，

在1857年率领英法联军的英国远征军攻占广州，

然后又北上侵犯天津大沽，威逼中国清朝政府的

京城-北京。内忧外患、腐败无能的中国清朝政府

于1858年6月26日被迫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	

埃尔金是火烧圆明园的刽子手

1860年6月，埃尔金再次率军入侵中国。1860

年10月18日，埃尔金凭借其先进的枪炮在攻克北

京城后，下令烧毁清政府在北京郊外的夏宫圆明

园。丧心病狂的埃尔金带领3500多名英军点燃了

价值连城的北京夏宫，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放

火烧毁圆明园之前，埃尔金带人将这所清庭皇宫

洗劫一空，大量珍藏的古董文物流散四处。1860

年10月24日，清政府在埃尔金的淫威下，签署了丧

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和香港外

围领土割让给了英国。		

1997年7月1日，九龙半岛和香港，连同后

来“出租”给英国的新界，一起被中国政府收回

管辖权。1998年，圆明园夏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列为世界文物保护遗址。当年英帝

国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完全是故意毁坏世界

其他民族艺术文物，抢劫掠夺他国的物质财富；

对中国人民来说，不啻是一门遭受强敌入侵的

奇耻大辱。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因为对大英帝

国立下的“赫赫战功”，埃尔金被擢升为印度大

总督，兼管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俗称三州府的海

峡殖民地。尽管他上任伊始就死于非命，但是按

照英国殖民地的惯例，作为担任过殖民地总督

的高官，埃尔金还是在我们的岛国留下了包括以

他的爵位命名的埃尔金桥在内的“纪念”地点。

象其他许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自由解放的众

多大小国家一样，新加坡也是从殖民地的历史里

走过来的，虽然她建国的道路不长，但其中的曲

折艰辛却是一样的。而历史的过往，又多么象是

由一座座桥梁连接起来的或宽敞或崎岖的道路，

引领我们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今天呀。

重新认识了埃尔金这个英帝国殖民者，以及

以此人命名的、横卧于新加坡河之上的埃尔金

埃尔金桥



YIHE SHIJI Issue 19 	91

怡
和
天
地

桥，我们不期然又想起了另一座半个多

世纪前建造而成的、架于新加坡本岛上

的桥梁，她同样是一个我国殖民时代的

遗产：独立桥。

独立桥（尼诰大道） 
纪念前殖民总督

年纪较轻的狮城民众对“独立桥”的

印象是模糊的，然而岛国居民对横贯本岛

中部、英文名为Nicoll	Highway的尼诰大

名的。在上世纪50年代，由独立桥串连起

来的尼诰大道，为本岛居民解决了在50年

代早期，在芽笼及加冷路一带长期形成的

行路难问题。	

尼浩大道是按前新加坡总督约翰尼

诰爵士的姓氏来命名的，全名为John	Fern	

Nicoll的英人总督在位期间为：1952年4月

21	日至1955年6月2日。而于1956年8月17

日在时任殖民地政府的首席部长林有福

主持下宣布开通的“独立桥”的马来单词

老一辈的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

对“独立桥”情有独钟，他们大多还记得

竖立在大桥两端、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

石狮子。对很多人来说那是真正具有狮

城精神、追求独立自由的新加坡人性格

的象征。

时过境迁，但是历史不是过眼云烟。

李显龙总理在今年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

说中，以及于在翻新后的马来传统文化馆

开幕礼上的讲话里，先后两度发表了保存

道（又作列诰大道）却是再也熟悉不过的

了。8年前的4月20日，在	修建地铁环线工

程之中不幸发生的尼诰大道坍塌事件，让

这座被历史尘封已久的桥梁又重新出现

在世人的眼前。当时，为了防止坍塌的尼

诰大道影响大桥的结构而使桥梁受损，

陆路交通管理局与有关施工单位决定将

大桥与相连的尼诰大道暂时切割分离，将

道路坍塌险情与桥梁隔离分治。这个与尼

诰大道合体一身的桥梁，就是本文题目所

提及的独立桥。

本地华人社群以“独立桥”相称谓的

这座横跨狮城中部、连接本岛东部包括

旧加冷机场与市区的	主干道的桥梁，殖

民地官方是以Merdeka这一马来单词来命

Merdeka却含有自由的意思。时值谋求新

加坡独立的伦敦宪制谈判时期，独立桥的

取名应该是反映了当时新加坡本土民众，

在世界反殖反帝的运动高潮中，对新加坡

及马来半岛独立、自由的追求与向往。

独立桥默默见证了新加坡独立建国

的一段历史，她曾经迎接过从旧加冷机

场由英伦凯旋而归的我国独立谈判代表

团的车队，也迎送过声援世界反殖民主

义的其他殖民地人民的群众游行队伍。	

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人民

要求完全独立的情绪日益高涨。1960年

非洲刚果民族英雄鲁蒙巴被比利时殖民

主子的爪牙莫布都杀害，在世界各地引

起公愤。1961年2月21日本地职工运动组

织在维多利亚召开抗议大会；紧接着在26

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快乐世界体育馆

召开万人抗议大会。当时的人民行动党还

没有分裂，正副总理李光耀、杜进才，职工

领袖林清祥等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

群众游行通过加冷河，路经尼诰大道，迈

过独立桥。集会时，曾经有人建议把尼诰

大道改名为卢蒙巴大道以作纪念，不过

后来此倡议则不了了之。

国人的文化记忆的意见，指出这是构建我

们美好家园和建立身份认同的必要元素。

这一话题的提出并无先声夺人之义，然而

在岛国时下的政治文化大氛围里，却不乏

其良苦用心。另一方面，笔者以为问题的

症结不是要不要保存国人的文化记忆，

而是什么才是我们国人的共同文化记忆？

同样是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走过来

的香港，前一阵子因为国民教育的课题，

闹得满城风雨。与之相比，狮城民众大相

径庭。其实，岛国社会方方面面，在对独

立建国史以及更深远的共同文化观上的

认识，在很多微观的细节上，还是同中存

异的。毋庸讳言，保留我国各族群丰富的

传统文化，是加强国人归属感的重要途

径。但是这决不应该是经世济用的权宜

之计，而应该是我们这个年轻的、非自然

产生的国家的立国政策之一。

作者为工程师

编者按

埃尔金是苏格兰地名，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是第八任埃尔金伯爵，在世时人称他
为埃尔金伯爵，埃尔金桥是以他的爵位命名

独立桥原貌

1961年新加坡人民抗议非洲民族英雄卢孟巴被杀害，游行队伍经过尼诰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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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寄语╱	文		:  曾渊沧

时间过得太快，不知不觉，我从新加坡移

居香港已经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25

年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在历史长河里，25年是

很短的时间。

过去的25年，我看到新加坡经济空前猛进，

超越了香港，我也看到中国的崛起。我在香港的

25年里，前10年是英国殖民地，后15年是中国的

一部分。无论如何，在地理位置上，在人事因素

上，使我有机会走遍中国大江南北。至今，中国

所有的省及直辖市中，只剩下新疆、宁夏及河南

三个省还没到过。

中国的崛起是惊人的。我也很庆幸新加坡

的这个教育系统中终于保住了华文。在我念书

的年代，新加坡分华校、英校，不少华校生英文

水平很差，同样的，不少英校生的华文水平也很

差。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我的母校南洋大

学关门，华文教育陷入最低潮的时刻。那时候，

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是一穷二白，与新加

坡也没有邦交；也因此，新加坡有些家长没有感

到学习华文的重要，华校一家家的关门，我在香

港城市大学的同事、上司，商学院院长魏国基也

是新加坡人、华校生。他告诉我，他们念过的小

学、中学、大学都消失了，真令人感叹；所幸，最

后新加坡政府终于决定统一华校与英校为国民

型学校，不再分华校、英校。华文成了国民型学

校的必修科，虽然比重远不如英文，但至少保存

了，当时，我是很支持这项决定的，也曾经在新

加坡报章撰文公开支持。

—穿越时空25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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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皆在香港出

生。我把他们送到香港的新加坡国际学

校，从幼稚园开始，可惜，当时新加坡国

际学校没有中学部；因此，中学时只好送

他们到其他国际学校。不过，他们两人在

新加坡国际学校学习的时期，总算打好

了华文的基础，这是我们期望的。眼看着

中国如此迅速的崛起，有良好华文基础

是重要的，是提高个人竞争力的条件。

过去25年，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

我认为与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所做的国民型教育的决定是有着相当

重要的关系。

新加坡很早就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

立，香港则等到1997年才脱离英国的统

治而回归中国。但是，很明显的，新加坡

的英文应用提高，英语的普及程度远高于

香港，使新加坡比香港更成功地保住国际

城市的地位。洋人来到新加坡，的士司机

会说英语，餐馆侍应会说英语，洋人会感

到在新加坡生活比在香港生活更方便。

另一方面，新加坡人讲的华语，即中国的

普通话水平也远胜香港人，这又使新加

坡能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分到不少的好

处，推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新加坡也同

时吸收了美国、英国及中国的人才。今日

这个世界，国与国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在我念书的年代，有华校生与英校

生之争，每一次国会大选，华文教育问题

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现在，这种情况已

彻底的消失，去年新加坡大选，我适逢其

会，也曾前往工人党的群众大会，工人党

秘书长刘程强是传统华校生、南大校友，

不过，这晚的群众大会没有任何的话题谈

到华文教育，新一代的新加坡人的确出现

了，华校英校之争成了历史，今后，学习任

何语言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加强自

己的竞争力。

当然，在推动国民型教育的过程中，

也有一些不懂华文的家长感到很苦恼，

他们的孩子华文水平不行，影响了他们

在本地升学的机会，结果被逼送孩子们

到西方国家念书，澳洲成了最方便，最多

家长选择的地方；孩子们在澳洲念书，澳

洲长大，最终选择在澳洲定居，最后家长

们也可能在自己退休之后也搬到澳洲与

孩子们共享天伦。

全球一体化，天涯若比邻，那也不是

坏事。当澳洲的柏斯市逐渐扩大新加坡人

的社区，将来也一定会为新加坡及澳洲之

间开发新的商机与桥梁。

中国的崛起，邓小平居功最伟，没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中国的

崛起。我们把中国的崛起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2年，那是摸索

中的年代，是大破大立大斗争的年代，反

对改革开放的声音依然很强。1949年曾

经参与打天下的人放不下心里的情结：

自己用毕生的力量打天下，就是要推翻

资本主义；突然之间，资本主义与改革开

放一起回到中国。那个年代，中共两位总

书记未到任满就被打下台。1992年邓小

平南巡，终于确定了开放的大方向。当时

新加坡社会对到中国投资仍抱有一些成

见，一些人把到中国投资与华人、华校、

华文……扯在一起。那时候，我也努力撰

文，指出到中国投资纯粹是利益的推动，

不该扯上其他意识形态的事。1992年邓

小平南巡到200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

二阶段。第三阶段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之后，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成了全球

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

生产成本日益加重，中国开始面对经济

增长的瓶颈阶段。因此，我认为从现在

开始，中国改革开放步入了第四个阶段，

经济结构将出现大幅度的改革才可能持

续的增长，这是第四阶段。

今日中国，富起来的家长不少。因此，

今日所有西方国家的外国学生中，中国人

所占的比例最多，数十万中国学生今日在

西方国家念书。有一天他们学成回到中

国，将是中国人才库步入高峰的日子，这

些人也一样学贯中西，挑战新加坡自己培

养出来的兼通中英文的人才。

今日，是中国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的

年代，到了有一天，大量西方国家的学生

到中国学习，那时候的新加坡可以扮演

什么角色？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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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报人·报格╱	文		:  杜衍仁

前辈常说：闲书少看无妨，报纸不可不读。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自己仅有的肤浅学

识，要不是在五十年代天天埋头读几份报纸，又

依循各报的启示找些参考书重点阅读，那么，今

天脑子里留下的一点小家当，以及对人对事不能

不具备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恐怕早已荒芜，充其

量成了“性格捏死”（singlish）中不入流的一员。

当年，读报是青年朋友每天必修之课。黄昏

时分拖一身疲倦回家，赶快扫一遍报纸的标题，

知道哪些地方要详读，哪些只须略略过目。晚

饭后忙着改卷子念英文写信读书写稿，接着认

真地读报。总有不少非知道不可的国际电讯、新

马动态、海外消息，尤其是特写专栏花边新闻。

读报是学习，智库需要补充和更新。

读报是享受，你的思想远游五湖四海，通过

对世界的了解，对历史的回顾，你逐渐确定了未

来努力的方向。

***

岁月匆匆，发亦苍苍。我们一小群老汉退休

无事干，三两天就往书城寻友、聊天、喝几杯香

浓的海南咖啡。听来的小道新闻，奇人畸事，加

强了咖啡因的功效。当中不宜高谈、避免深掘、

烟尘滚滚的本外地秘闻和谣諑，让枯旱的日子

稍沾雨润。

话题渐渐扯到报纸，扯到华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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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啡友，众口一声说，每天花在读

报的时间，一年比一年减少。眼力差；标

题不精彩；没什么大新闻（?）；像一份英

文报；看不看都一样；选几则来读、其他

的一扫而过；可看的只有言论版；不必看

啦，广告、讣告、捧人的贺词、歌星明星的

XX事、大张玉照、露点写真、八卦新闻、吃

喝玩乐多的是……。

虽说年老“无用”，这批朋友都是华文

教育熏陶出来的、经过大风大浪、担任过

高层领导的华文捍卫者，他们喊出“不必

看啦”相信是气话，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沙里可以淘金，偌大一份仅此无二集中

了雄厚人力资力的名副其实的大报，怎么

可能没东西看？显然这样的言词是过分

的。但具有如此坚实华教背景的中老年

人如果都冷淡了、远离了华文报，华文休

矣！华文报危乎哉！

转头去问三四十岁中英文兼通的青

年，发现他们确实太忙，夜间上网溜达，

几乎没功夫读报纸。偶尔在公共场所翻一

翻早报晚报，能吸引眼球的大多是些社会

上奇情打杀奸淫滥赌的大号字报导，他们

还刻意从中找点价廉物美的吃喝玩乐。几

分钟看完一整叠报纸。

老、中、青对华文报的“表现”都令人

寒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

老人爱谈往事。好吧，就说说陈年

往事。

《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这两份历

史悠久的报纸，二战后直到末期同《新

明日报》的三合一，过程中为社会做了有

目共睹的奉献。华社的凝聚和融洽，华文

的“春风吹又生”，殖民地政府高压下处

理新闻的力求公正不偏，尽可能满足各

阶层的良好意愿，这些，最应该褒扬的是

那个时代“以人为本”的报人。主编、编

辑、主笔和记者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维护社会正义，保持华文报创史以来“权

势面前说真话”的报格。

新中国1949年成立，《星洲日报》的

国际版大量刊载中国正面消息。陈六使

推动争取公民权运动，各报舆论广泛支

持。南洋大学在重重阻拦下成功在望，报

章上几乎天天欢呼强调并作多层面的特

写。学生工人教界商界发生的许多重要

事件，报上都详载事件起因、并且可以读

到多管道的批评和建议。

民众与报纸结合在一起，民声得以

传播。

人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正义得以

申张，便是报人最大的安慰。

当时，每逢报社周年纪念各界刊登贺

词，除了“报业巨擘”之外，多数写上“立

论公正”、“董狐之笔”、“人民喉舌”……

足证民众对报界的热切期盼。

***

今日的报业远非当年的报业可比。

面对的竞争更剧烈（新加坡除外），困难

更纷沓、也许有形无形的压力也较大。

香港、台湾的报业堪称发达，它们有

多少份报纸？中国单一个省一个市，有多

少份日报和周报？资料要找是不难的。马

来西亚多年来公认为两岸三地之外华文教

育华文文学首屈一指的国度，境内销路不

弱的几家大报，深深植根于广大的爱护华

文的华社。

世界多个报业机构每年举办集会，着

重讨论报业的管理行销品质任务等等问

题，我们唯一的华文大报当然参与其会，

互作交流。只不过作为市民的一份子，我

总怀疑新加坡的“唯一”是不是太单调，

情形类似一个家庭只养一个小孩，别家

叫出兄弟姐妹堂兄堂妹听在耳里，好像

另一个世界嘲弄的奇谈。早年此地的商

人对办报颇感兴趣，如今怕惹麻烦各自

退避三舍。记得过去有一种论调，一个大

学一个电台一家报纸，足够我们小国寡

民享用；可如今国家面积因填土扩大了，

移民群纷纷涌入人丁也旺了，是不是可以

搭起舆论歌台“歌舞昇平”一番，别老播

同一首百听不厌的旧歌，也借此在平面媒

体之间展开良性竞争。

***

当报人是个苦差事。为了维持独立、

客观和公正，一只手要顶住政治压力，另

一只手要摒弃投资报业的大股东过度的

干预，利润最大化是老板的经商原则。今

年赚一亿“还好”，明年赚两亿“太少”。

一家报章之所以投合民粹，散播声色

犬马，对自己一边倒的作为自圆其说，这

种种摆脱不掉的“梦魇”，过去发生过，

将来也不会消失。

为了尽报人的天职，中国早年多少英

才死得不明不白：即绍飘萍、林白水、史

量才……。编报的名儒章太炎在辛亥革命

时期仍免不了牢狱之灾。

报纸是时代的产物，好报纸不仅供应

快捷准确的信息，不仅给人民必要的生活

知识、科学教育，还由于报人的高瞻远瞩

和引导，提高了人民爱国爱群的品德，塑

造了有涵养有志趣不颓废不自私追求进

步的一代代人。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得很清楚：

如果要我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

的报纸之间选一个，我会毫不迟疑地选

择后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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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传奇的
西哈努克
╱	文		:  陆尚同

先后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和巴黎

受教育，19岁当上国王，31岁实

现国家完全独立，33岁让位于其父，出任

首相，34岁与铁托、纳塞、苏加诺、尼赫

鲁一道缔造不结盟运动，38岁其父去世

后，就任国家元首，48岁被亲美的朗诺

赶下台，寓居北京，52岁复出组织流亡政

府，53岁金边解放后回国，担任民柬国

家元首，54岁退休，60岁复出，任民柬联

合政府主席，68岁返回金边，71岁又当

上国王，82岁把皇位让给儿子，90岁在北

京逝世。

这位传奇性人物，就是1922年10月15

日出世，2012年10月23日逝世的西哈努克

太皇。他一生经过多次惊涛骇浪，大起

大落。环境多复杂，形势多危急，他最终

还是化险为夷，把国家、社稷利益放在首

位，引导柬埔寨这艘船只，朝独立、民主、

统一、发展、和谐的航道前进。然而，这一

切其实是在他有生之年，克服了重重障碍

和危机之后才赢得的。现代人对今称柬

埔寨、旧称高棉这个古明古国的认识，更

多局限于地理方面。他们津津乐道的是	

9-15世纪吴哥王朝定都并历时35载兴建

的石窟国寺--吴哥窟，而不甚了然吴哥

王朝后来被暹罗消灭，高棉迁都金边，

吴哥旧都从此荒芜；随后柬埔寨经历长

时间内乱、遭暹罗和越南双重奴役、法

国殖民统治、日军占领，直到1953年在西

哈努克领导下，才从法国殖民者手中取得

国家的独立。

独立后的柬埔寨，遵循独立自主和不

结盟路线。1970年，西哈努克出访期间，

朗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从此

与中国结下深厚的情谊，看清谁才是真诚

可靠的朋友。朗诺政权于1975年被红色高

棉推翻，他经历了与红色高棉同床异梦时

期（1975-1979），后越南攻入金边，推翻

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8月，民主柬埔寨

成立，韩桑林和洪森掌权，1985年洪森出

任总理。1989越南被迫从柬埔寨撤军，两

年后开启了柬埔寨的和平进程，并于1993

年、1998年、2003连续举行三次大选。在

这期间，西哈努克充分发挥他的政治智慧

和才华，除邪扶正，在各党派之间进行斡

旋，逐步实现国家团结安定，民主进步。

政治评述员认为，过去半个多世纪，

西哈努克的个人意志，无时无刻不在影响

着柬埔寨整个国家的命运，成为国家荣誉

的化身。这一点从太皇灵柩从北京运抵金

边，超过10万民众夹道迎迓可见一斑。

新华社照片/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西哈努克之所以能为祖国作出不朽

贡献，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有异于一般的国王。他曾说：

＂我不做生产相机的裕仁天皇，不做只

关心马儿的英女皇，我胸怀坦荡，没有个

人野心。＂

其次，有政治智慧。他预言：＂时间

必将揭发欺诈和谎言，这些人在历史上

无地自容。

笫三，有政治敏锐。他认为：＂民主

是每个人的民主，而非政府的民主。民主

属于胜利者，也属于反对派。＂

第四，找对了朋友。对周恩来，他深

情地说：＂我是周恩来的真心朋友，我是

国王，但他比我更具王者风范。＂对一贯

支持他的中国，他有自己的见解：＂中国是

一个坚固无比的国度，一个亚洲人不能不

热爱她，为她深感自豪。中国不输出坦克

和兵士，她传递尊严与尊敬。＂

在西哈努克平易近人和翩翩风度的

外表下，包藏着一颗炽热、韧性、忠诚、坦

然的爱国爱众之心。正是这种人格力量，

造就了这位备受敬仰、已离我们而去、不

可复制的＂小国伟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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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的南大情结╱	文		:  浩  文

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的著名作

家韩素音（Han	Suyin)，于当地时

间2012年11月2日在瑞士洛桑寓所逝世，

享年96岁。韩素音一生著作颇丰，早年自

传体小说《A	Many-Splendoured	Thing》

被好来坞拍摄成电影《生死恋》（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并获得三项

奥斯卡奖。她用历年创作的积蓄设立了5

个奖项：中外科学基金奖、青年外语奖、

普及英语奖，彩虹奖（奖励优秀翻译作

品）和印中友谊奖。

韩素音原名周光湖，1917年出生于中

国，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

生，母亲玛格丽特出生于比利时贵族家

庭。1933年她进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

前身）学习，1935年负笈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学医。1944年留学英国伦敦，1948年

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前往香港从医。1952

年随夫婿康柏移居柔佛州，继续在新山行

医，并且与当时还在酝酿中的南洋大学结

下深厚的感情。

从韩素音后来的回忆中，我们知道早

在1952年，她已认识陈六使：＂我们要饮

水思源，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一个很

伟大的人，就是陈六使先生。第一次看见

陈六使是1952年，陈先生请我吃饭，我还

记得见面那天，他老人家穿的不是很好看

的衣服，有点像睡衣。他穿著布鞋，手执

扇子，很朴素，有如一位农民。我真喜欢

他，也觉得他真了不起。他讲的话我永远

忘不了。席间陈六使把创办南洋大学这个

计划告诉我，所以可以说我是最早知道南

大计划的人之一。他问我是否愿意支持这

项计划，我立刻说支持……＂

当时英国政府和韩素音身边的英国

人，执意要把创办南大的计划政治化，

韩素音反问他们：＂你们懂得人权吗？基

本的人权是什么？

是有自己的文化，

有自己的语言。＂

她认为＂南洋

大学就是象征这

个，她就是代表人

权。因此，我是从

头就支持南洋大

学的。后来南洋大

学成立了，林语堂

先生从美国来当

第一任校长。＂

林语堂要韩

素音当英国文学

教授，但被她拒

绝了，理由是她对

英国文学没有兴

趣。＂我坚持不愿

意教英文，南大不

是教英国文学的地方，而应该教亚洲文

学。＂对此，林语堂的反应是：那有什么

亚洲文学？

为了让亚洲文学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

之地，韩素音在南大开设当代亚洲文学课

程，＂很可惜，那时在南大的某些人不太高

兴我这么做，所以我的课是没有学分的。

我一星期讲4小时的课，讲了一年多，来

听的学生也不少。但是他们得不到学分，

也吃了苦。我吃苦因为那个时候我当医

生，一整天看病，晚上又赶到南大上课，

回去还得写作。所以在这方面，南大那时

候的确有些缺点。可是那一间大学没有

缺点呢……现在你们看吧，什么’亚美文

学’、’亚英文学’等不是大量创作出来了

吗？可见亚洲人是会创作的，而且写得很

好，也不管用的是什么语言。＂

新华社照片	/	新华社记者吕全成摄

韩素音于1964年离开新马之后，与后

来的印籍丈夫陆文星先后定居印度班加

罗尔和瑞士洛桑。

1992年，她受邀出席加拿大多伦多

第一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在发言时

畅谈南大精神：＂南洋大学虽然已经不存

在了，但它却是鲜活的。南大还在每个人

的心里活着，我希望你们将这个精神继

续传给你们的孩子、孙子、曾孙……一代

代传下去。这样做，就成为一件很了不起

的事情了。＂

她赞成撰写一部南大史，认为应该从

各个方面来写，跳出怀旧、伤感的情绪。

她说：＂要写实际的历史，每个人都要被

提到，好的坏的都要写。＂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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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2012

年11月23日至25日在新加坡举行，

来自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千多名福

建同乡出席盛会。这是世界福建同乡恳亲

大会首次在狮城举办。

新加坡福建会馆为这次大会精心策

划、认真准备，使为期三天的大会不仅场

面隆重盛大，而且节目丰富、成果丰硕。

其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恳亲

大会期间首度举行的文物大展和经济

论坛。

“蓝海福建”文物大展，回顾历史

为恳亲大会拉开序幕的是耗资60万

元打造的“蓝海福建”文物大展，展出六

百余件文物与部分复制品，其中百多件

来自泉州，包括好几件是中国国家一级

文物。

策展人是本地资深报人杜南发。他

先后两次去泉州亲自挑选文物。他说，来

从蓝海福建，到世界闽商
新展览的文物中有几件曾赴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展出，非常罕见珍贵。在本地文

物中，光绪帝赐给天福宫的御笔“波靖南

溟”	最有价值。这是公众首次有机会亲

睹本地迄今唯一发现的皇帝御书原件。

来新参展的一级文物中，有元代“永

春达鲁花赤”双语墓碑。“达鲁花赤”是蒙

古语，意为“镇守者”，是所在地方军事和

行政最高长官。这块石碑的主人是信奉伊

斯兰教的乌兹别克人。石碑1936年在泉州

出土，让后人认识了这位八百年前任永春

县长的西方人。

石碑也体现了泉州古代繁荣的多元

文化。这与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是分不开的。展品还包括郑和船队的

模型和船上的文物，让参观者了解福建人

当时的航海技术与海洋文明。

其中，在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最令人

叹为观止。这次参展的是模型，另有视频

和动画介绍古船的发掘过程和当初的建

造情况。船内13个水密隔舱设计，西方直

到十八世纪才采用。古船出土时发现大

量南洋香料，船底有五种产于新加坡沿海

的船蛆，其中一种贝类是吉宝港特产，证

明这艘古船在八百年前就来过新加坡。

先进的航海技术，繁荣的对外贸易，

大量的人员往来，使泉州在数百年前就

展现出多元文化与宗教的魅力。公元1271

年，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商人雅各在他的	

《光明之城》中这样描绘泉州：“在城里，

可以听到上百种不同的口音，……生活在

这里的各民族、各种教派，所有人都被允

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

这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场文明的盛

会。作为缩影，展品中有一件元代基督教

四翼天使石刻——天使手捧十字架是基

督教的象征，莲花是佛教元素；天使的脸

庞犹如唐代菩萨，头戴三尖冠像是早期的

佛冠；座下如意云和飘带则是道教的艺术

符号；石刻外沿的浪形尖拱，有浓郁伊斯

╱	文		:  李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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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的风格，让人从中一窥福建当时海

洋文明之鼎盛。

“世界闽商经济论坛”，展望未来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福建

人及其源远流长的海洋文明。百多年前，

福建商人来到本地。如今福建人占本地

华人四成以上，而闽人更是遍布全球。李

显龙总理在写给恳亲大会的献词中表示，

欢迎世界各地福建社群前来交流，建立联

系。他认为，这样的活动有助于推动传统

文化，也有利于扩展国际人脉网络。

恳亲大会的正式晚宴由陈庆炎总统

担任主宾。在晚宴上，他为福建会馆出版

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主持了

发布仪式。该书收录155位本地福建先贤

的生平及贡献。主编是本地著名历史学

者柯木林。出版工作两年多前便开始了。

编委会从搜集到的五百多位知名人士的

资料中甄选出较具代表性的做详细传

记，包括早期的陈金钟、陈笃生、陈嘉庚、

林文庆等，以及近代人物前总统黄金辉、

王鼎昌、开国元勋杜进才、前社阵领袖林

清祥、林福寿等。

除了在文史方面的贡献，在11月25日

恳亲大会的开幕式上，来自世界各地的

13个福建商团，第一次签署友好合作协

议，希望以此加强往来、完善合作机制、

开展多边交流。新加坡福建会馆蔡天宝

会长向大会建议探讨成立“世界福建同

乡联合秘书处”的可行性，以共建“世界

闽人”的大格局。

本次大会也特别增设经济论坛，主

题为“世界变动与亚太发展”。论坛五位

主讲嘉宾分别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张松

声会长、马来西亚拿督李耀祖先生、印度

尼西亚陈江和先生、台湾许胜雄博士、中

国大陆丁世忠先生。这五位闽籍企业家畅

谈了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企业

如何顺应变化、抢占商机。

在论坛上，几位企业家都不约而同

地谈到“打造品牌”。台湾许胜雄博士强

调自己的企业从“优秀代工”向“自创品

牌”迈进的决心。马来西亚李耀祖指出市

场规模对于创建品牌的制约。这是他领导

IOI集团果断进军海外市场，不再把企业“

疆土”局限在马来西亚或东南亚的原因。

中国大陆的丁世忠最富传奇色彩。

他用二十年带领“安踏”从一家作坊式的

乡村企业跃升为著名体育用品公司，2007

年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他的豪言壮语是	

“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

他认为今天只要能在中国领先，就有机会

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安踏已从中国出发走

向世界。至于品牌，他表示除自己打造外，

也可直接收购世界著名品牌为我所用。

本身也是太平船务公司总裁的张松

声则描绘出一副更广阔画卷。作为一家经

营海事航运业的跨国企业，太平愿与其他

企业一起进军世界。他特别提到“跟中国

企业到非洲去合作”。他说，以前公司派

往非洲的代表多是印度裔，因为非洲有

印度人，印度裔去那边容易开展工作。但

现在公司派去的都是中国人，因为非洲已

有大量中国企业，中国人过去更好交流。

印尼陈江和先生则谈到企业也须承

担社会责任。他领导的金鹰集团是一家

涵盖种植业的多元跨国公司。如何赢得

当地民心，对企业规避风险、长期发展

非常重要。他很早就成立“陈江和基金”

在各地推动教育、扶贫、救灾等工作，并

以“利民、利国、利业”的“三利”理念来

经营企业。他的发言为论坛做了一个很

好的补充，更展现出从“蓝海福建”走来

的“世界闽商”。

作者为随笔南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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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新加坡艺术文化界指标性人

物郭宝崑逝世十周年。身为跨文化戏

剧家、艺术活跃分子以及公共知识分子，

郭宝崑在新加坡的艺术文化发展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样受到华语与英

语知识群体的敬重。

1939年郭宝崑于中国河南出生，后

到香港，再来新加坡。曾在公教、华侨中

学、德明等中学念书。1959年到大利亚电

台工作，后进入进入澳洲国立戏剧学院

就读。于1965年返回新加坡，和妻子吴丽

娟联办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学院可说

是新加坡以及区域内第一间融合教育、理

论与实践于一身的专业学府；也是新加坡

剧场的摇篮。

他以学院作为基地，开始他的戏剧家

生涯。郭宝崑第一出编导的长剧《喂，醒

醒！》探讨了新加坡独立初期的社会动荡

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问题。他的早期作

品也包括经典剧作的翻译作品，例如1967

年呈献的《高加索的母亲》（Caucasian	

Chalk	Circle）就向新加坡观众介绍了20

世纪最重要的剧场大师之一——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布莱希特是20世纪最

重要的戏剧家之一，他主张剧场应该成为

改变社会的推动力。

郭宝崑于1976年在内部安全法令下

被拘留四年零七个月，戏剧生涯暂时中

断，但是他80年代以后的戏剧作品在主

题与思想上还是早期（60与70年代）戏剧

创作的延续。郭宝崑后期的作品中，例如

《棺材太大洞太小》（1985）、《傻姑娘与

怪老树》（1987）、《寻找小猫的妈妈》	

（1988）、《郑和的后代》（1995）和《灵

戏》（1998）都是极具突破性的杰出作品。

郭宝崑通过艺术的过程与观众一起思考

人生的哲理，对生活作更深入的探讨与

了解，从而进行批判与反思。

郭宝崑也积极主办了不少戏剧工作

坊，吸引了来自华语与英语剧场源流的爱

好者参与。他通过这些平台，凝聚并培

育了一群深具影响力的多方位艺术家与

艺术工作者。以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为基

础，郭宝崑创建了本地重要的艺术机构，

例如创办于1990年的本地第一间独立民

办艺术中心——电力站，以及于2000年

开创的专业剧场课程——剧场训练与研

究课程。郭宝崑一直以来努力打造适合

新加坡艺术发展的环境，因此新加坡80

年代的艺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和他锲而

不舍的艺术耕耘密切相关。

为纪念郭宝崑，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与一些文化团体于2012年9月在国家图书

馆举办一个为期两天的双语《郭宝崑国

际会议》，对他在文化领域的贡献作出

高度的评估。国家图书馆也举办一个题

为《实践郭宝崑》的展览厅，主要介绍郭

宝崑的生平事迹、艺术创作以及他所创

建的艺术机构；并呈现新加坡艺术与文

化的发展历程。

展厅内设置了一个舞台，作为《吴丽

娟与郭宝崑》英语剧的表演空间。这个英

语剧从去年十月至今年2月共演出10场，

怡和轩为这项演出的赞助者之一，捐献

一万元。
作者为现任怡和轩总务

╱	文		:  李秉萱

纪念郭宝崑逝世十周年
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及演出
怡和轩为赞助机构之一

陈亚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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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机工图片及文物
在槟城阅书报社展览

由槟州政府艺术委员会主催，槟城

阅书报社、中国陈嘉庚纪念馆、槟

厦友好协会及公民学校机工纪念碑管委

会联办之“纪念二战和平67周年——南

侨机工图片及文物展”于2012年11月10日

上午11时在槟城阅书报社开幕了。开幕礼

简单隆重，近百人出席，包括来自厦门、香

港、新加坡、怡保及吉隆坡等各界人士。

展览从2012年11月10日至18日开放予

公众免费参观，展览主题是：“世界和平

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在开幕礼致词时，槟城阅书报社社长

拿督庄耿康认为机工们不仅为了保家卫国

而战，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和平而不怕牺

牲。槟厦友好协会邓国彬秘书长认为这次

展出意义重大，机工参与反侵略反法西斯

战争，为争取自由、和平、安宁不怕牺牲，

其英勇精神受到后人怀念和景仰。后人必

须携手同心，创建一个和平、自由、稳定的

国家，避免再次受到战争的蹂躏。

中国陈嘉庚纪念馆刘晓斌副馆长指

出，在槟州政府及陈嘉庚纪念馆经过两

年的共同策划下，展出终于顺利举行。他

表示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

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南侨

机工是陈嘉庚领导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出既见证了南侨机工

这段后人不该忘却的历史，也见证了所有

尊重历史的人们的良知和努力，希望通过

这样的展出教育和警示世人：牢记历史，

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槟州政府艺术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行

政议员在致开幕词时指出：人们（包括小

时的他）对槟城南侨机工纪念碑认识不

深，因此加强历史教育极为必要，而全世

界只有三座南侨机工纪念碑，分别建立

在槟城、吉隆坡及昆明。后人应更深入了

解这段反侵略战争历史及南侨机工的贡

献，并在年青一代之中加强历史人文教

育工作及维护和平之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槟城华团每年定于

11月11日钱午11时在槟城华侨抗战殉难

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前举行公祭，以缅

怀先人。

作者为现任怡和轩总务

（本文资料与图由刘崇汉君提供）

╱	文		:  李秉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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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第21届（2012）高尔夫球赛汇报
球赛于2012年11月14日于新加坡半

岛俱乐部的New	Course	举行，参

加球赛的会员与来宾共计				名。球赛于

下午一点准时开始，没想到三点半左右，

天不作美，雷电交加，管理当局鸣警报叫

停。众参赛者耐心等待，到了四点半还是

乌云满天，霉雨不断，筹委会被迫宣布停

赛，并提早六点开始晚宴。

难能可贵的是，绝大部分参赛者都

留下来聚餐。六点整开席时，11桌宴席座

无虚席，情况热烈。筹委会主席李崇海致

词，感谢参赛者与赞助球赛的热心会员和

商家，林清如主席也感谢参赛者，各赞助

人士，筹委会主席李崇海和各委员，宴会

主持何心光以及所有工作人员。

The 21st Ee Hoe Hean Golf Annual Tournament 

was held on 14th November, 2012 at the 

New Course, 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in the middle of the 

tournament heavy downpour forced the 

organizers to call off the game. Nevertheless 

almost all the participants stayed back to 

enjoy the dinner which began at 6:00 pm.  

Ee Hoe Hean directors and the organizers of 

the tournament wish to thank all sponsors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赞助人名字：

瑞士宝盛银行	(Bank	Julius	Baer)、吴皆

佳、卓有成、郭谨向、周文忠、李嘉兴、陈

源金、洪振群、林光景、褚富生、李崇海、

谢膺坚、许玉龙、白毅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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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于发掘、保存、与发扬先贤历史的过程，怡和轩与中国

国内各有关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友好访问  交流合作

集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蔡冬梅去年11月间前赴槟城参加南侨机工图片及文物展前，
到访怡和轩

世界福建恳亲大会于去年11月26日闭幕后，前来赴会的厦门市代表、翔安区政府代
表、同安区政府代表齐聚怡和轩，合影留念。

集美陈嘉庚纪念馆副馆长刘晓斌（左3）与随员去
年11月中旬到怡和轩交流。

2012年新加坡福建商品展会期间，福建对外经贸合作厅副巡视员吴
克、副处长王柏霜等人到访怡和轩，了解福建先贤移民与创业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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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4日，怡和轩俱乐部、中国商会、新中友好协会联合邀请中国驻新加

坡使馆20位嘉宾，同聚一堂，进行交流。出席此次宴会的使馆嘉宾包括，中国驻新加坡

特命全权大使魏苇，公参戴兵，多位参赞及工作人员。

庞林

欢迎新会员

潘家海 施湧海

吴斯仁陈振峰 曾文祥方志忠



WCEGA Plaza & Tower

The Splendour The Elitist

Enterprise Hub Prestige Centre The Spire Enterprise Centre

Sin Soon Lee Realty Group of Companies

Enterprise Hub * Prestige Centre * The Spire * Unity Centre * Enterprise Centre * Secom Centre 
WCEGA Plaza & Tower * The Splendour * The Eli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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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referred partner for steel solutions

We offer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for 
metal recycling, reusing and reducing

Union Steel Holdings Limited 
33 Pioneer Road North Singapore 628474 
Tel: (65) 6861 9833       Fax: (65) 6862 9833 

www.unionsteel.com.sg

Integrity * Customer-focused * Teamwork & Bonding * Progress & Growth *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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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lour - Black only

War Monument at Esplanade Park
35 x 35cm

Heng Artland Co Pte Ltd 
290 Orchard Road #04-08 Paragon Singapore 238859
Tel: (65) 6738 4380 •  Email: arts@hengartland.com.sg
www.hengartland.com

Finding the Familiar
Ink-wash Sketch by Chen Hui

Chen Hui is the Professor of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Riverside
35 x 47cm

The Sultan Mosque
35 x 35cm

St Andrew's Cathedral
35 x 4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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