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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PC）”、英国“帝国学院出版社（ICP）”两个科技出版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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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及中文部“八方文化创作室”等多个子公司，并在美国、英

获奖者的专著或论文集。

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香港、台北设有分
公司或办事处。世界科技专职出版高科技书刊，物理、数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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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点击

宽可容人

厚可载物

包 容 是 全 人 类 普 世 的 价 值 ， 是 文 明 的 标 志 。

2011年的政海风云催化了我国国民心

一个包容的社会是一个富有文化底蕴

有谓包容恰似“山的情怀，水的规

态的转变，人们隐隐约约感到一股清

和内涵的社会，人们需有正确的价值

劝。”包容之心是颗宽可容人、厚

流慢慢在涌现。主流媒体高呼这是

观，懂得人生奋斗的意义，才有足够

可载物的心。在民主竞争的过程尊

“政治新常态”的出现，并响应政要

的勇气与正确的眼光分辨人生得失的

重彼此的选择，不应该有人为了做这

呼吁建立一个包容的新纪元。

真谛。新上任的王瑞杰教育部长强调

样或那样的抉择而在任何时候、任何

教学应以价值观教育为导向，不失为

方面受到歧视。子曰：“成事不说，

我国千秋大业的一线曙光。

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已经发生的

在为新一届国会主持开幕仪式时，陈
庆炎总统呼吁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

事是历史，历史是客观的存在，狡辩

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元旦献辞时也表

社会改革的每一个步伐都可能伤害到

示，经济的成就已不再是衡量成功的

一些个人的利益或感情，正如李总理

主要标准，国家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更

所说，在进行了建设性的公开讨论

重要的社会价值。

后，“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

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人人有责，人

妥协是有必要的。” 因此，包容的

人有份。作为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

社会是个民主的社会。

和社区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的桥梁，大

“有容乃大”的道理人人听过。包容
不是宗教精神或儒家理论核心的代名
词，它是全人类普世的价值，是文明

民主应该是全民上下相互的承诺，是

的标志。要先有包容的社会，才可能

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日

谈到大同世界的愿景。可是现实社会

益多样化。公共辩论也变得更开放、

利欲熏心者众，包容谈何容易？

更激烈。随着国家逐渐成熟，这是自

一个崇拜金钱、事事要以商业考量
为主导的社会，很难发展为一个包
容的社会。若人人以钱财作为衡量
成败的标准，产生的是怨恨、妒忌
和失落，更会使人丧失人生奋斗的
意志和方向。

然的发展。”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包
容的社会应该有足够的气度、宽阔的
空间容纳不同的声音。要想听到真诚

徒劳。正视历史，大方抚平历史的伤
痕，包容和谦让，海阔天空。

家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扮演自己作为
公民社会一份子的角色。公民社会应
该维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政府与公
民社会在讯息的传播方面也应该有全
方位的沟通与交流，唯有沟通和交
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和
睦和包容。

的好话，得先让人也有批评你不是的

让我们扬鞭奋蹄，共同召唤包容心！

自由。法国费加罗报每一天的报头都

龙年伊始，怡和轩同仁与各界共勉。

刊载这句至理名言：“若批评不自
由，则赞美无意义”。

‘

编辑室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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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奋图强

扬威国际

三位南洋大学科学家的成功故事
楔子
2011年12月，趁南美洲五国行之便，我们与来自加拿大的刘宗正博士和谢华谦博士二人作了访谈。回国后，意犹未
了，再访问了在加拿大早负盛名，过后受聘新加坡国立大学，并曾任生物系主任的南大校友丘才良博士。
三位科学家对南洋大学的深厚感情，历久弥浓。刘宗正博士在他的著述《驰骋五大洲回望——从南洋大学到多伦多
大学到哈佛》（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动情地写道：“南洋大学云南园的春风沐化，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促
使我走向学术研究发展；‘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南大精神，转化成为我一生的处世哲学。”丘才良博士在访谈
中指出：“我们南大同学都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在比较恶劣的环境底下，在不同的领域里做出成绩来。”谢华谦
博士回忆道：“四年的南大教育最大收获是工作态度和人事关系的处理。在南大，同学间的关系非常好，这种友谊
是极其珍贵的，它使我们能凝聚在一起。我们又是被歧视的，我们要改变现状，来证明我们是有能力的！故此，对
工作、对研究都极为认真和执著，精益求精。可以说，没有南洋大学，就没有今天的我！”

刘宗正博士的辉煌成就
2000年，受美国哈佛大学之聘，出任心血
管基因组主任一职，开始研究人类心脏血
管基因和心脏衰竭病症的关系，并且找到
一个测定心血管基因序列的新技术。

Hard Work Begets International Fame
The success stories of three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While on a tour around five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w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two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in Canada - Professor
Liew Choong Chin and Professor Chia
Wah Kiam. After returning home,
we met up with another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us, Professor Hew
Choy Leong, former Head of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Department and
current Emeritus Professor at NUS, for
another interview. All three scientists
still have deep attachment to Nanyang
University, a feeling that has lingered
on after all these years.

04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The stellar achievements of
Professor Liew Choong Chin
Professor Liew, born in 1937, was
educated in a Chinese high school.
He was not accepted by the thenUniversity of Malaya, but was
fortunate to be admitted to the newlyestablished Nanyang University.
When he graduated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in 1960, his greatest
desire was to pursue his Master’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 predec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owever,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as only willing to take him

in as a second-year undergraduate. So
he turned his search to universities
abroad, and set off for Toronto,
Canada, in August, 1962. He spent a
year to complete a special preparatory
program, and another year to complete
his 2-years Master’s program,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insulin. He received
his Master of Physiology in 1964.
Three years later, he obtained a
doctorate in pathological chemistry at
the age of 30, and was even awarded
funds for his research work by the
Canadian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Foundation. In 1968, he studied
biochemistr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专题报道

从中学到大学
刘博士于1937年出生于离怡保不远的
和丰，先后在怡保育才中学、槟城韩
江中学和钟灵中学念完初中和高中。

小学，没有大学。办大学是为国家社

不能接受。”于是他把目光转移到国

会服务。为什么要把大学搞起来，因

外，有两所大学接受他作为研究生的

为你要这些人领导国家前进，所以说

申请，一是多伦多大学，并提供奖学

陈六使很伟大！＂

金，他受到世界著名的胰岛素发现人

回顾往事时，他感慨万千：“我作为

谈到南大校园生活和对他处世哲学

一名华校生，一生经历了许多曲折，

的影响时，刘博士说道：“南洋大

曾经坐困愁城，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

学的生活给了我很好的影响。那时

举步维艰。但内心铭刻着发奋图强、

百分之九十的学生住在校园，这点

力争上游的训诲，时时激励着我乐观

很重要，现在北美各大学还是保持

积极、脚踏实地不懈进取。我相信，

这个系统。好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

希望和机缘总是在转角之处。“

接触，平常听他们讲话、辩论，好
过你去找书本。”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最兴趣的是

之一的贝斯特 (C.H. Best) 教授的青
睐；另一是美国哈佛大学生理学系，
但不提供奖学金。出于经济的考量，
他选择了前者。这是他描述远渡重洋
的情景：“从新加坡乘‘亚洲号’货
船到香港，转乘‘总统号’在一望无
际的大海漂航18天，横渡太平洋到旧
金山，再乘火车越过辽阔的北美洲到
多伦多，深深感到人类在宇宙的大自

音乐，想成为一个钢琴家。记得有一

他表示，“是南洋大学启迪和培育了

然之中是多么渺小。”他于1962年8

晚，我和老爸提起要去学音乐，老爸

我，如果没有南洋大学，我不会有今

月到达多伦多。其实，就在这段艰

听了，一声不吭，然后说你去睡吧。

日的人生历练，不可能有今日的学术

苦的旅程中，刘宗正就暗下决心：
“即

那时老爸在和丰当校长，家里没钱，

成就和企业发展。”

使需要吃尽苦头，也要学有所成。”
在加拿大，他花了一年时间完成特别

乡村也缺少学习音乐的环境。高中时
曾卷入学潮，幸亏没有被开除。我一
度想念医科，当时新马只有一间马来

学术与事业皆辉煌

生课程，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原本
需要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研究胰岛

刘宗正于1960年南洋大学毕业，当了

素，于1964年获得生理学硕士学位。

6个月中学教师，然后回母校任两年

三年后，他考获病理化学博士学位，

助教。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进马大（新

并得到加拿大心血管的研究基金，时

大前身）攻读硕士课程，但大学只接

年30岁。1968年，他先到英国剑桥大

他很庆幸有机会进入创建不久的南洋

受他从二年级读起。他说：”我认为

学和 Sussex 大学研究生物化学，为

大学。他说：“开办南洋大学是有必

这对出身华文体系教育的南大毕业生

期一年，然后到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继

要的，因为当时华文教育源流只有中

是一种歧视，这是不公平的对待，我

续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专研分子细胞

and Sussex University for a year
before continuing his post-doctorate
studies on molecular cell biology at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in the US.
He returned to take up a teaching post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1970,
and went on to become its Professor
Emeritus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and
medicine in 1979.

and identify the effects of the genes
relating to complex heart diseases can
also be applied to diseases other than
heart diseases, including tumours.
During this period, Professor Liew
also took part in a series of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s. He was
instrumental in paving the way for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realising the tripartite scientif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Canada and Hong Kong. He arranged
for Professor Zhou Guangzhao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Professor
Ba Denian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rofessor Lee
Yuan-Tseh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 Taiwan, and Professor Wu Chengwen of the Taiwan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to attend 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nese Scientists which he helped
to organise. In doing so, he helped

to promote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ntact. He also
worked tirelessly to deliver lectures in
over 40 medical school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China, including the
China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亚大学，设在新加坡，招生对象以
英校生为主，医学系学额有限，难
有机会。＂

Professor Liew teamed up with another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1992 to achieve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detection of myocarditis. When
he was conducting his cardiovascular
genetic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focused on bloo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to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cause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the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of
molecular cardiovascular genetics.
Professor Liew discovered later that
this technology used to discover

During the 1970s, Professor Liew was
given a professo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When Nanyang University
invited him to come back to his alma
mater to teach, he declined, for he
had decided to stay in Canada. He
reasoned later that “As long as I have
the ability of a world-class scholar,
given the chance and need, I can
continue to dedicate my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to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where I call my home. The facts have
proven that I really did.”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05

专题报道

请他降格回校执教，被他婉拒了。最
后他决定留在加拿大。但是，诚如他
后来所作的总结：“只要我具备世界
级学者的实力，不论身居何处，只要
有机会，只要有需要，我还是可以把
才学和经验贡献给全世界。事实证明
我的确做到这点。”
八十年代中国最困难时期，他经常到
那里讲学。他说：＂那时我们北美洲
一些华人，总认为中国这也差劲，那
也不行。我是从一所被人看不起的大
学里出来的，我在中国能和他们的教
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走北闯
南，不要求特殊待遇，火车、罗厘都
多伦多上市生物科技公司GeneNews创办人刘宗正博士（右）与马绍尔先生 （左）。

坐过。人家问我待遇怎样？我说很好
啊！我从来不计较这个。”

生物学。1970年回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发现可以运用到心脏病以外的其他疾

任教，并在自己的研究实验室着手研

病，包括肿瘤病症。另一方面，在这

究心脏细胞对心肌发展及心脏扩张的

期间秉持“己达达人”的传统理念，

关系。先是助理教授，后来升为副教

刘博士做了大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工

授，1979年任正教授，并成为多伦多

作。他为中国科技发展铺路搭桥，促

大学临床生物化学及医学终身教授。

成中国、加拿大、香港地区三边科研

他认为新加坡只讲究要请尖端人才来

合作，安排中国科学院的周光召和中

这里，很浮面。

更上一层楼

国医学科学院的巴德年，与台湾＂中
央研究院＂的李远哲和台湾卫生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刘博士一方
面在不断提升和扩大本身的科研水平

院的吴成文，同时出席由他策划的第
七届美洲华人生命科学家大会，促进

他透露，新加坡癌症研究中心曾问他为
什么不来新加坡？他的答复是：
“我珍
惜我的学术自由，不唯高薪驱使。”

他说，“高薪聘请一些外国专家及学
者过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
问题。而且，这些专家学者，也是良
莠不齐。并不是所有的人会真的把这

和范围，如1992年与多伦多大学医院

了海峡两岸首次“主席论谈”学术交

的一位临床医学教授合作，对检测心

流和接触。他也不辞劳苦，先后到中

肌炎取得重大突破。90年代初，率领

国的40多个医学院和研究机构讲学，

研究组特别专注心血管系统基因定量

包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

和定质研究，发现了26000多个与人

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上海复旦

类心血管系统有关的基因。2000年，

大学等等。他还热情安排大批中国研

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之聘，出任心

究人员、教授到加拿大做实验研究，

血管基因组主任一职，开始研究人类

谈到他对新加坡大学生有何忠告时，

对中国的医学水平提升作出及时和前

心脏血管基因和心脏衰竭病症的关

刘博士言简意赅地说：“他们要认定

瞻的贡献。

新加坡是自己的国家，必须为新加坡

系，并且找到一个测定心血管基因序
列的新技术。他在哈佛大学从事的心

里的工作当他自己的事业。也有些人
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才来这里的。你把
本国人放在次要地位，把外国人放在
首要，我认为是本末倒置，这是国策
的不对。”

作出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国

放眼世界说心声

家建立起来！”

血管基因研究的重要媒介，从中了解

刘博士当初出国深造时，无意长居国

话题转到家庭生活和文化传承。他

不同的病因和不同的基因表达状况。

外。1969年马来西亚爆发种族骚乱，

说：“在外国有人说我比从中国大

这种发现和鉴定有关基因对复杂的心

使他开始反思去留问题。70年代中，

陆出来和台湾出来的还要传统。有道

脏病起何影响的技术，后来被刘博士

他升任多伦多大学教授，南洋大学邀

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家是一个重

血管基因研究，是以血液作为分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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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元素，不管怎么忙，礼拜天一定和

识水平，应该懂得分辨，什么是好什

化，无异于蚍蚨撼树、螳臂挡车！

家人在一起。在夏秋季节，每个星期

么是坏。”

语言是一种社会需要，有需要就会

五晚上，就算已经 11 点了，我也会
驾车带全家到多伦多北部一幢简陋
的‘功顶别墅’渡周末。我在那里

在对人为压制不同语言在学习中运用
所造成障碍的议论，刘博士也发表他

存在，就不会消亡，不要人为地去
干预。”

看书、思考，写科学论文。也养成了

的见解。他说：“每种语言都有她丰

刘宗正博士指出，作为世界顶尖学府

孩子们从小就喜爱户外活动的良好习

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文化渊源，非‘官

的哈佛大学并没有排斥其它文化及传

惯。这方面我的老伴也做得很好。基

方语言’非但不会造成障碍，反倒有

统，不同文化传承、不同语言背景的

本上我们的孩子非常有礼貌，他们在

助于深层次及多元化的学习。科学讲

学者们济济一堂，多元文化有机交

自己的圈子也受到尊敬，说他们会关

演化，糟粕自然会被淘汰，精华不会

融，共同营造出浓浓的学术氛围，

照他人，工作从不马虎。在文化上让

被磨灭，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这所数百年学府，一直引领风骚！

他们自由，因为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学

妄想用强权压制或消灭一种语言或文

一生与病毒打交道的谢华谦博士
1965年获南洋大学理学士学位，1972年成为加拿大
第一个发现B型肝炎病毒抗原的科学家，1973年考
获大学博士学位，一生致力于研究人体的病毒，
成果斐然。

最先发现B型肝炎抗原
谢华谦出生于柔佛州哥打丁宜，在马
来西亚完成小学教育。中学先在新加
坡华侨中学就读，因学潮而离校，转
入育英中学，1961年高中毕业，后进

Professor Chia Wah Kiam - a
lifelong engagement with viruses
Professor Chia wa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nyang
University in 1961. He graduated
with a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
in 1964. He set sail for Canada in
1965 and found work as a technical
personnel in the bacteria and parasites
department in a hospital. He became
Canada’s first researcher to discover
the hepatitis B antigen in 1985. The
discovery received a wide press
coverage and brought much honour
to Canada.

入南洋大学生物系，1965年获理学士
学位。1966年他前往加拿大，在大学
当技术人员，在细菌部、病毒学部做
事。1968年他开始在安大略省卫生部
做病毒研究及检验的工作。1972年他
是加拿大第一个于电子显微镜发现B

型肝炎病毒抗原的科学家。当时报章
上也有报道，对加拿大是一件荣耀的
事。在亚洲，10%-15%的人都曾受到B
型肝炎的病毒感染。B型肝炎病人常
有黄疸病，部分病人会发展成肝癌，
然后死亡。当时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病

In 1973, Professor Chia received a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 to pursue
his studies, and was consequently
awarded the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s by the Universities of Guelph
and Toronto respectively. His master’s
thesis was a specialised study of
bovine viruses.

his discovery. For his contributions,
the Canadian Ministry of Health
gave him a PhD scholarship. He
spent the next four years in further
research and was finally awarded a
PhD in virology and immunology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1986,
Professor Chia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to give lectures in China,
and held workshops on the detection
of infectious viruses at the Shanghai
School of Medicine.

He then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laboratory in Toronto Hospital,
specialising in virus tests. He discovered
a virus that was subsequently named
the Norwalk virus in 1985, and was
recognised by the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Professor Chia treasured his Chinese
education background. He sai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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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造成这样的病患。他说：“B型肝
炎病毒抗原最初是在澳洲的原住民病
人血液中发现，而我及我们安大略省
数位科学家证实了B型肝炎病是由B型
肝炎病毒引起的。

研究牛的呼吸道病毒
1973年，谢华谦获得贵湖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兽医研究学院奖
学金，在该大学从事牛呼吸气道病
毒，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virus (IBR) 的研究工作。IBR与人的
疱疹病毒同类，主要是侵害牛的呼吸
器官，此病毒的感染会造成小牛不
能成长，大牛不断消瘦，怀孕母牛
流产。这对养牛业构成极大的经济
损失与威胁。

研究人体的病毒
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即被当时多伦多
最大的生物制品制造所 (Connaught
Laboratories) 聘请从事研究及生产疯
狗病疫苗的工作。在实验室工作掌握
了多种检验与实验室技术。后来多伦
多总医院聘请他担任病毒检验技术室
主任。在医院期间，在许多对人感染
的病毒标本中，一般上他都能检验出
病人得病的原因。尤其是在1985年，
他检验了一种称为诺沃克 (Norwalk)
病毒，这是感染性极强的病毒。此
病毒主要是在多人群的地方：老人
院，游轮，学校，医院等地方传播。
当时在他附近的另一医院西奈山医院
（Mount Sinai Hospital）的医生，护
士，医院工作人员及病人大约七百人
都受到诺沃克病毒的感染。病症是发

他研究的课题是：IBR病毒在牛的呼

低烧，呕吐，腹泻，当时整个医院的

吸细胞的复制机制，在牛的呼吸器

操作因此病毒的感染几乎停顿。谢华

官病变的过程，如何预防IBR病毒感

谦在接到的10个标本中有4个发现了

染及分析IBR疫苗的效果。他说：
“当

诺沃克病毒。而其他医院的检验所，

年我不分昼夜，极力苦干，我的夫人

包括卫生部的病毒检验所却没有检验

（雷亚胜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

到诺沃克病毒的报告。诺沃克病毒虽

她帮助我分析研究成果。我的母亲

然不是新的病毒，但不是很容易检验

到加拿大看望我时，凌晨也在我的

到的，人人都知道这病毒的严重性，

实验室帮忙整理拍摄了的病毒照片

西奈山医院为了有效的控制病毒的继

和资料。”

续传播，在接到总医院的报告后，立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他的儿子，谢

病控制中心 (CDC) 也派遣专家来到

礼硕出生后不久就获得了贵湖大学的

多伦多帮助西奈山医院检验病原。专

硕士文凭。

家们一到来，他们已将谢华谦拍摄的

I had gone through a purely English
education, I will definitely not be
where I am today. I believe that my
desire to contribute to human society is
definitely influenced by my education,
cultural upbringing, and the pressures
of the harsh environment, which
was a great challenge to me. I was
doing my research in a completely
westernised environment. It was then
that I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immunity cells in our human
body, and that matches perfectly with
the Chinese I Ching philosophy. The
polarisation of these immunity cells
is very important, particularly in

the study of viral mutations in HIV
research. This type of virus attacks
the body’s immunity cells, and its
destructiveness is witness from the
initial infection of AIDS patients, to
its initial mutation, early mutation,
late-stage mutation, and eventually
leading to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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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关闭一个多星期。当时美国中央疾

He has developed a sharp insight
on Singapore’s bilingualism. “ The
policy of bilingualism is a good
concept.The way it is implemented
will produce different results. When
Nanyang University was being set
up, it was also gearing towards a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textbooks in

诺沃克病毒的相片放在桌面，专家们
一看就说：是的，就是这病毒引起的
流行病。
总之，新的病毒带来新的疾病，必定
会引起谢华谦的极大研究兴趣。1981
年美国发现艾滋病。艾滋病毒在1983
年同时在法国和美国被分离了出来。
艾滋病毒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
分性别，不分年龄，只要有机会的
话，它会感染人类并不断的破坏人
的免疫细胞，直到免疫系统完全被
破坏，瓦解，直到死亡。艾滋病是
现代兴起的病毒，它对世界人类生
死存亡有着极大的威胁。艾滋病病
毒也分别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
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加拿大等地
区传播。为了进一步了解该病毒对人
类是怎样的侵害，谢华谦下定决心要
将艾滋病对人的免疫系统的侵害原理
作为他的博士研究课题。他便向加拿
大国家卫生部申请奖学金。最终，四
年的不分昼夜的研究终于写成论文，
获得多伦多大学颁给的病毒和免疫学
博士学位。
1986年，谢华谦受中国预防医学科学
院的邀请，到中国讲学，并在上海医
学院举办感染性病毒检测学习班。全
中国许多卫生防疫站都派代表来参加
学习，之后他也在中国其他城市做病
毒检验的讲学，例如在北京，长春，
杭州，广州，拉萨等城市介绍加拿大
对传染性病毒检测的方法。

the science faculty were all English
and we even had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and Malay Language
Department. It is a pity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was closed dowm before
i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the three-language policy. Singapore
has made English as it’s mainstream
language at the expense of Chinese,
Malay and Tamil languages, resulting
in the imbalance of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at is not a
good phenomena. We must have a
cultural root, and this root is a rich
reposi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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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至2010年，谢博士还担任国
际旅游医学协会理事，长达22年。从
科研工作岗位上退休后，谢博士转
移到教育领域，全身心投入到加拿
大宝迪学校的教学管理及推广国际
教育的工作，继续为年轻一代的成
长做贡献。

华文教育背景的影响
问：你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接受
华文教育，你的华文文化基础对你
后来的学术研究和科学实验起着怎
样的影响？
答：我要说明如果我是完全接受英文
教育的话，结果不一定是今天这样。
我希望对人类社会有贡献，我能做出
怎样的贡献和我的背景有密切的关
系。今天我得到的成绩与我受的教
育，文化基础，受到当时恶劣的大环
境的压力，完全有关系，恶劣环境对
我是一个挑战。
语文是一个工具，而文化基础是人成
长上进的主动力。如果我生长在一个
英国人的家庭，我掌握了英国的语言
同时也有英国的文化基础来推动我，
我可能也会得到很好的发展方向。不
过我并不是英国人，我是华人，我的
出身基础是中华文化。我是在本身的
文化基础上，利用英文这种工具，来
发展我的学术潜在能力。在我的病毒
与免疫的研究领域而言，我就有这样
的感受，尤其是在研究免疫原理时，
我察觉到现代先进的免疫原理，控制
人们的免疫力和中国中医所说的阴阳
平衡，五行相生相克有类似的地方。

在做艾滋病毒免疫研究的时候，我想
我的文化基础有帮助我去认识和了解
现代免疫系统平衡的道理。人体有两
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助淋巴球1（TH-1
）和助淋巴球2（TH-2），这两种免疫细
胞的功能和中医易经阴阳平衡道理相
吻合。人体的免疫细胞两级平衡对人
体健康非常重要，艾滋病毒在感染人
体的免疫细胞时，第一时间就破坏
免疫阴阳平衡，这种破坏是由初期
病毒感染开始，延伸到中期病变，
再到后期病变，直至死亡前免疫阴
阳平衡完全崩溃。我有机会分析艾
滋病人阴阳免疫平衡的规律，健康
人的阴阳免疫平衡是靠免疫细胞的
分泌液来维持的。助淋巴球1（TH-1）
与助淋巴球2（TH-2）各自分泌出
不同的分泌物，这些分泌物就正如
中医所理解的有五行相生相克的作
用。TH-1与 TH-2代表阴阳两极。艾
滋病毒的感染以TH-1为主，TH-2为
次，免疫平衡的破坏即由病毒感染
助淋巴球TH-1开始的。

从不同角度看语言与文化
问：作为精通双语，曾在新加坡完成
中学和大学的科学家，你可不可以谈
你对新加坡推行的双语政策的看法？
答：双语政策是很好的概念，但是
不同的推动方式会达到不同的结果。
记得我读南大的时候，南大也是推行
双语，甚至是三语政策，只可惜南大
没有机会继续推动上去就已经不存在
了。近年来新加坡也在推动双语政策
可是他的推动方试似乎有点不寻常。

新加坡本来是华人文化为主的社会，
可是新加坡一开始把70%的主力推动
英文，华文不是主要推动的对象，接
着下来英文就自然地形成了主流，华
文、印文和巫文也就不重要了。这种
造成民族文化的不平衡，不是好的现
象。我们要有根！我们的根就是五千
年丰富的文化。这文化是帮助我们进
步发展的动力，是我们的资源也是我
们的财富。我们有这个优势，放弃不
得！当年南洋大学办学过程中，也朝
向双语双文的目标，理学院课本都是
英文，同时也有现语系和巫文系，南
大本着掌握英语为工具的原则，配合
民族文化精华，推行双语政策，效果
应该是很好的。
问：你对海外南洋大学毕业生的总体
表现有何评价？
答：我感觉非常自豪。不论在世界的
哪一个角落，南大校友都能在当地开
花结果，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有些
校友在外国考取了硕士、博士学位，
回到新马服务，不少在马大，新大当
教授。南洋大学只有25年历史，比起
外国办了几百年的大学，我们还是婴
儿，婴儿就有这样的表现，可见其学
术水准是相当高的。你不能以有百多
年历史的大学作为标准来和南大比
较，那是非常不公道的，脱离现实
的。如果要比较的话，就应该拿那
些百年大学最初25年的成就来与南大
相比，那才适合。真可惜南大没有机
会发展下去，正如一个婴儿没有机会
成长为青年，还没有机会更好的服务
人类，就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死亡了。

易经有助于研究工作
数千年来易经在研究人体和万物的平
衡方面就有两极说，阴和阳要达到平
衡，人体免疫系统也一样，需要达
到平衡，阴阳平衡得借助予五行：
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
或者促进，或者压制的作用，才能
维持平衡。
谢华谦博士（立者）指导学生做实验。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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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才良博士为新加坡作出贡献
丘才良博士，1999年正式接受新加坡国立大学
礼聘，出任全职生物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领导
新加坡生物科学教育与研究，朝新方向发展。

丘才良博士于1963年毕业于新加坡

新加坡生物科学教育与研究，朝新

质、鱼类脑垂体荷尔蒙分子内分泌

南洋大学化学系，1966年在加拿大

方向发展。

学、转基因鱼类、蛋白质组学、癌

Simon Fraser 大学获化学硕士，1970
年获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大学生
物化学博士。
从1974年开始，丘博士在加拿大纽芬
兰纪念大学生物化学系任教授。1983
年至1999年，他担任多伦多大学实
验医学系教授，多伦多儿童医院研
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及生物化学高级
科学家。

2006年至2008年，他还兼任国大生
命科学处主任，2009年荣获国大颁
发“终身教授”这项最为尊贵的学
术荣衔。

接受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礼聘，出任

在抗冻蛋白质和转基因的科研工作，
居世界领先地位。由于这些成果，丘
教授获得多项加拿大学术奖，包括加
拿大东部四省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加

这次，我们到丘教授新居访问时，虽

拿大华人专业联会教育基金杰出成就

然他已卸下生物系主任一职，但仍担

奖。除了在新加坡担任重要科学职务

任新加坡力学生物学（Mechanobiol-

外，他也是加拿大讲座教授评委，加

ogy) 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团

拿大医学研究基金会审委，香港科学

队还活跃于周边国家和地区。

研究基金审委，中国交通大学系统生
物学中心顾问，厦门大学—新加坡国

之后，他离开生活与工作了30年、事
业基础深厚的加拿大，于1999年正式

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组学等，尤其

丘教授的研究领域

立大学联合医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
学、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三校

全职生物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领导

丘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抗冻蛋白

生命科学合作计划主持人。

Professor Hew Choy Leong’s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Senior
Scientist of Structura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at the Toronto Children’s
Hospital Research Center.

to 2008, and was awarded the most
prestigious academic title of Emeritus
Professor in 2009 by NUS. Although
he has stepped down as Head of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when we visited him at his new house,
he is still the Deputy Director at the
Singapore Mechanobiology Research
Centre and his team is still actively
involved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Professor Hew graduated from the
Nany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in 1963. He received
his Master in Chemistry from th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in Canada
in 1966, and was conferred his Ph.D
in Biochemistry by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in 1970.
Professor Hew wa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of the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Canada, since 1974.
Between 1983 and 1999, he served as
Professor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at
10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In 1999, he left Canada where he
had lived, worked and built up a
solid career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came back to Singapore to take
up the post of full-time Professor
cum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ce then,
he has guide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Singapore towards a new direction.
He was concurrently the Head of the
NUS Life Sciences Division from 2006

Professor Hew’s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antifreeze protein, fish
pituitary hormones molecular
endocrinology, transgenic fish,
proteomics, cancer cell biology and
structural biology. In addi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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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转基因技术 (transgenic

觉得特别吃力。1974年，新加坡大

不同领域里做出成绩来。我基本上非

technology) 已为生命科学家普遍使

学和香港大学同时邀请我回来执教，

常肯定我在南大的学习。”

用。丘教授在抗冻蛋白基因成功转

但当时东南亚的大学基本上是教学性

移之后，就朝着转基因鱼这个大方

的大学，不是科研型的大学，所以我

向发展，终于成就了他在转基因鱼研

决定留在加拿大继续我的科研工作。

究这个领域的世界权威地位。他领导

我们理学院的同学整批整批的出国留

谈到对新加坡的贡献，丘博士说：
“主

的团队，利用加拿大大洋鱼 (ocean

学，也取得了很好的学历，譬如高立

要有几方面，就是要将国立大学动

pout) 抗冻蛋白的基因的启动子与

人、丘才新等校友回来新加坡大学工

物和植物系改组、整顿，把它从一

太平洋三文鱼 (chinook salmon) 的

作，他们所开的课程，都很前沿。

个教学的系，变成一个科研与教学

生长激素基因连接成融合基因转入
大西洋三文鱼 (atlantic salmon) 体
内，从而成功制作世界首例的超级
三文鱼，其平均体重是正常三文鱼
的3 到11倍，由鱼苗到成熟上市的
时间，则由平常的3年缩减一半。这
项科研成果何时可转入生产和上桌，

“许多南大校友都能在国外考到博士
学位，说明我们的基础还是扎实的，
我们有比较刻苦耐劳的精神去求学，
你说是南大精神也好，自强不息精神
也好，我们南大同学都能够靠着自己
的努力，在比较恶劣的环境底下，在

对新加坡的具体贡献

并重的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负
责把整个生物系的生命课程，模仿美
国著名的大学的课程进行改组。我也
主持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三个大
院系以及牙科系等凡是和生命科学有
关的项目。

实现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达到最大经济
效益的目的，仍有待美国相关机构的
最后核准。此项工作被美国《时代周
刊》评选为2010年度最具创意的50个
科研成果之一。

评南大的学术水准
丘博士对母校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
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说：“就我所读
的南洋大学理学院而言，除了设备上
比较简陋，老师和学生的素质并不比
其他大学差。我们在国外念书 也不
前南洋大学理学院

holding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osts in Singapore,
he also sits on the selection panel
of Chair Professors in Canada, the
review committee of the Canadian
Med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advisor
to the Center for Systems Biomedicine
at Jiaotong University, Principal
Investigator at the Joint Laboratory
of the Biomedical Science between
Xiame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airman of
the trilateral collaborative life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 between Tsinghua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and
NUS, and member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of Taiwan Audit
Committee.

Transgenic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life scientists since
the early 1980s. When Professor Hew
succeeded in mastering antifreeze
protein gene transfer, he turned
towards the broader aren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genic fish
and eventually achieved his world
authority status for hi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ransgenic fish. With the team
he led, he transferred an engineered
gene, derived from a fusion of the
antifreeze protein gene promoter of
the Canadian ocean pout with the
the growth hormone gene of the
chinook salmon, into the Atlantic
salmon to successfully create the first

‘super salmon’. The average weight
of these transgenic salmon is 3 to 11
times that of the normal salmon. The
team has also halved the time for the
super salmon to develop from fry to
maturity, which in normal salmons
would take about 3 years. Whether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put into
production and marketed to achiev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costs and
maximum economic efficiency is still
subject to the final approval of the
relevant US agencies.
Professor Hew holds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academic standards
of his alma mater, Nanyang University.
“With regards to the Science Faculty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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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成立了癌症、

试，完全靠和老师的交流。我们生物

百万，甚至是两百万，折新币二十

免疫学、结构生物学、生物工程等科

系有一个特点，鼓励我们的学生到东

万、四十万，还有五百万的启动经

研团队，把不同院系里面的不同的人

南亚国家如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的一

费。中国目前的特色就是钱多，分

才组合起来，其中有两个比较大的团

些农村去做实习和义工，希望能培养

配均匀不均匀是个体制上的问题。

队，就成为目前新加坡五个国家中心

他们成为一个有世界观的、有能力、

不过，总体上讲，再过五年，情形

的两个：一个是癌症研究中心，一个

能思考的人才。我们对研究生强调要

会不一样。

是力学生物学研究中心，每个中心的

重视科学道德和对前沿科学、交叉学

科研经费是1亿5千万新元。经过这十

科的研究。”

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说是东南亚或者
亚洲数一数二的一个教学跟科研相结
合的生物科学系。科研上我们做得非
常好，有些项目是前面二三名。”

新加坡的学生比别人幸运
他也谈到对本地大学生的看法：“讲

表的文献，总数上已经接近美国，只

关于到中国招生问题，丘博士说：

是质量还比不上。有一些东西，美国

“中国的大学生，经过挑了又挑，以

没办法做，但在中国却很容易做到，

前面的十多所大学来讲，学生的素质

比如在美国，要把老鼠的大约两万个

非常好，IQ 也高，他们的优势是不

基因，每一个把它拿掉，变成不同的

管什么大学， 都是万里挑一。他们

变种，让这些不同的变种一直繁殖，

信心强，对语言的掌握也强。我每

这样做人力财力耗费都非常大，但复

年都去中国招生，争取优秀学生来新

旦大学已经建立了一个技术平台，把

加坡深造，扩大我们科研的队伍。”

老鼠的基因，1、2、3、4、5、6、7

实话，新加坡目前的学生非常幸运。
只要成绩好，就有很多奖学金供他们

他说，现在基本上中国在生命科学发

，一个一个的把它打掉，就有不同

亚洲国家生命科学的发展

的老鼠变种。这个平台有一百多个

大学总体上对学生还蛮负责任的，国

亚洲国家当中，丘博士坦言中国生命

种。同样的，在深圳的基因研究所，

大对学生的培养非常重视，比如最近

科学的发展潜力非常好，因为中国在

有3千个科 研人员，任何动植物的基

国大和耶鲁大学成立了一个博雅学

大力的吸收优秀的师资回去，可以通

因，他们能在两个星期内帮你搞妥。

科(Liberal Arts) 的课程，明年开始

过“长江学者”和“千人计划”把很

收生，享有像在美国那种教育制度底

多国外优秀的、不同层次的人才吸收

下，比较全面培养学生的优点。

回去。再加上目前美国经济不景气，

去留学，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我们也强调学生的全面的发展，
比如哈佛大学有一种课程 (Freshman

回流现象普遍，很多大学已经吸收了
很好的人才。

技术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替老鼠传

“还有，印度准备多建一百多所大
学。虽然起步比较慢，但印度许多国
家研究所已经开始 扩充。同样的，
人才的回流，也是非常的快。在新加
坡，经过十年来的投资，以及加强科

Seminar)，只收15个学生，不需要考

他指出，“千人计划”的待遇年薪一

研的强度，我们希望一些技术产品能

of Nanyang University that I was in,
despite its modest level of equipment,
I feel that the quality of i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not worse than that
of other universities. That is why we
did not struggle much when we went
on to study abroad, and we were able
to go through this process along with
other students. In 1974, I received
simultaneous invitation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I found out then the
universities in Southeast Asia were
basically teaching universities, not
research-base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 decided to continue my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anada. Whole batches of
graduates from the Faculty of Science
of Nanyang University went to study
abroad and had success stories.
When the likes of Professor Koh Lip
Lin and Professor Hew Choy Hin
came back to join the the University
osnSingapore, the courses that they
ran were very advanced.

tenacious in our studies. Be it a
manifestation of the Nantah Spirit or
the spirit of self-reliance, the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were always able
carve out our achievements in our
various areas through our grit, even
under relatively harsh environments.
I am sure I gained much from my stint
in Nany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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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received their doctorates from
overseas universities, and this proves
that we did indeed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Wenwere also more

One of Professor Hew’s contributions
to NUS was to reorganise and
consolidate the department of
zoology and botany from an academic
department to a research department.
In the process, he was also responsible

专题报道

丘才良教授摄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室，左侧是电子显微镜。

够转移出来，企业化，或者在医院里
面开始运用，以争取新加坡在科研和

结语

开发上，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校训，始终铭

丘教授在结束访谈时强调：“最后，

刻在南大儿女的心坎上，并化为不畏艰

作为一名南大校友，很高兴有机会

难，奋勇前进的动力。愿这种弥足珍贵的

能回馈社会，在新加坡教育界作一

文化精神，世世代代传递下去......

整理：谢声远 洪天发

点贡献。”

for the overhaul of the entire life
sciences course to emulate the better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also oversaw the Medic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Faculties, the School of
Dentistry and depart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life sciences. He brought
together different talent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to set up the Cancer
Research Centre. Professor Hew
declared, “After decades of hard
work, it is not wrong to claim that our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s now among the top institutes in
Southeast Asia or even Asia that

采访：王如明 谢声远

boasts both research and teaching
emphasis. We have done very well
in our researches. Some projects are
among the top three in this region.”
He also spoke about what he thinks
of ou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tudents here are very fortunate
that, there are many scholarship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m,
whether local or overseas. NUS spares
no efforts in grooming their students.
For example, NUS and Yale University
recently started a Liberal Arts course
that will start admissions next year.

The advantage of this course is that
the University will be able to educate
these students more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American system. We
also emphasis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our students. Our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we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engage in field study
and community work in some of
the rural areas Southeast Asia, like
Cambodia, Vietnam and Laos. We
hope to train them to be capable and
thinking talents with a world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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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的精神：半世纪的反思
The Tan Kah Kee Spirit
Half a Century in Reflec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Tan Kah
Kee, the Tan Kah Kee Foundation and
the Tan Kah Ke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eld a bilingual seminar entitled "The
Tan Kah Kee Spirit: Half a century in
reflection" on December 26 at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Ee Hoe Hean,
Lianhe Zaobao and the Federation of
Alumni of Chinese Schools were the
co-organisers of the seminar which
was attened by more than 400 people,
many of whom were students.
14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The Chairman of the seminar,
Professor Xu Guaning,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for our young people
to know our history and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he President of the Tan
Kah Kee Foundation, Professor Phua
Kok Khoo, pledged to explore ways
to stimulat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pass on the Tan Kah Kee spirit an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community.

DPM Tharman Shanmugaratnam
called for the building of an inclusive
society
The seminar's Guest of Honour,
Deputy Prime Minister cum Finance
and Manpower Ministe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playing the
role of a re-distributor of wealth while
building an inclusive society. He
called upon Singaporeans to emulate
our forebears' spirit of giving back to

专题报道
为纪念陈嘉庚逝世50周年，陈嘉庚基
金和陈嘉庚国际学会，于12月26日在
华侨中学举行了一个以“嘉庚的精
神：半世纪的反思”为题的双语研讨
会，怡和轩、《联合早报》和华校校
友联合会为协办单位，有四百多人出
席，其中不少是学生。

徐冠林教授

研讨会主席徐冠林教授强调年轻人必
须认识历史，进一步认识东南亚华人
社群和他们的贡献。陈嘉庚基金主席
潘国驹教授表示要探讨如何激发年轻
一代发扬陈嘉庚精神，并对社会的未
来起积极的作用。
潘国驹教授

副总理尚达曼

尚达曼呼吁建设包容性社会
研讨会主宾、副总理兼财政及人力部
长尚达曼说，政府在建设具包容性社
会的过程中，不会停止扮演重新分配
财富的角色。他吁请国人延续先贤回
the community and actively involving
in philanthropy, and to create a
compassionate society that continues
to bind us together.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as our nation continues to
grow, our giving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ou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but
be extended to benefit the entire
society. Only then can our economy
and society truly become prosperous
and strong.
In the early days, our forefathers lent
help mostly to people from their own
community, such as family members,
people from the same hometown
or the same organisation. Those
were the years when the immigrant
communities got no help from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so such
selective rendering of assistance is
understandable. However, now that
our people have had time to develop a
more long-term societal relationship,
charitable giving is no longer given
just to aid individual communities,
but given irregardless of ethnicity to
benefit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which
includ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his
is the inclusive society that we have
built, one with a more well-balanced,
citizen-based social culture.
Wang Gungwu: Success of Chinese
businessmen attributed to them
retaining their Chinese identity

馈社会的精神，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共创一个有同情心、建立彼此之间密
切联系的社会。他也指出，随着国家
的发展，国人的施予不应再局限于个
人所属社群内，而应扩大到对整个社
会的帮助。唯有这样，我国经济和社
会才会真正富强起来。
早期先贤多是帮助自己的社群，如
家庭成员、同乡或同属机构的人。在
早期移民社群无法得到英殖民政府照
顾的年代里，这种做法可以理解。然
而，国人现在与社会有了更深刻的关
系，慈善捐助不再是个别社群内的互
Chairman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fessor Wang Gungwu, gave a
speech entitled "The ever changing
nature of Trade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in which he traced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s in trade
relations in and around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over the
past 500 year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those living in
Southeast Asia. Professor Wang said
that given China’s unprecedented
interest towards Southeast Asia today,
the onus is on Chines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maintain and adapt to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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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而是跨越族群走入主流社会，和
包括学校、大学在内的国家学府。这
是我们建设包容性社会、更健全的公
民社会文化的方式。

王赓武：
华商成功，因为保留了华人身份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王赓武教授
以《变化无穷的南海贸易》为题，追
溯中国与南中国海一带500多年贸易

来往的转变，以及中国与身处东南
亚国家华人关系的转移。他说，今天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At the same
time, what China faces today is no
longer just a single, vast network of
Chinese businessmen, but individual,
sovereig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regional organisation, ASEAN,
that they have established. This marks
a new chapt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urgeoning China and our
region, one which China is also taking
care in monitoring all changes.
Tan Kah Kee belonged to a heyday era,
during which overseas businessmen
exerted the most influence at a time
when China was at its most fragile
state and teetering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In contrast, today's
China had already shaken off its
backwardness and fragility. With its
increasing prosperity, it has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 countries had underwent
industrialisation, and had dominated
the worldwith their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In spite of this, the
network that Chinese businessmen
had established is still relevant and
16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的中国对东南亚有史无前例的兴趣，
散布各国的华人社群也更有责任维系
和适应东南亚和中国之间变化中的联
系。然而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不再
只是广大的华商网络，而是一个个独
立自主的东南亚国家，以及他们所设
立的亚细安区域组织。这标志着日益
富强的中国与本区域关系进入了新篇
章，中国也认真检视变化中的关系。
他分析，陈嘉庚所处的年代，是海外
商人发挥影响力的全盛时期，但同时
也是中国最脆弱、濒临瓦解的危险时
刻。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摆脱衰老
脆弱，日益富强，而它反倒愈加关
注海外华人所扮演的角色。19 世纪
后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发展，不
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力方面独占鳌
头。尽管如此，中国商人建立起的网
络在这新世界格局中依旧应付自如，
在东南亚领导和西方列强面前继续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政府这时
才开始意识到海外华商的经验有多么

effective in this new world order,
and continues to play a pivotal role
towrads th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leadership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only
begun to realise how valuable are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the important
role they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how it can meet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West. Through the
massive influence of these overseas
businessmen, China has begun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foreigners
and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 in
military development. Professor Wang
believes that the success of thes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m retaining their
Chinese identity. In fact, the network
that they hav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mselves was built upon their
Chinese-ness and them upholding the
Chinese way of doing business. Even
though some of them were assimilated
into their respective local cultures,
they havemanaged to preserve their
contact with and network among
fellow Chinese.

可贵，以及华商对中国发展和应付来
自西方挑战所起的关键作用。透过这
群强大的海外力量，中国开始学习如
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学习他们军事发
展的经验。
他认为，华侨华商之如此成功，是因
为他们保留了华人身份。事实上，他
们之间的网络正是建立在他们身为华
人、秉持华人经商原则的基础上。尽
管他们当中有人被同化了，但他们依
旧保留了身为华人的联系和网络。

林清如：
陈嘉庚精神永远不过时

Lim Chin Joo: A seminar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he President of Ee Hoe Hean, Mr.
Lim Chin Joo, recounted the deeds
of Tan Kah Kee in his speech entitled
"A glorious legacy". Mr. Lim said, "As
we remember Tan Kah Kee today, we
would inevitably compare his deeds
with the reality around us: who among
the rich would not leave his wealth
to his descendants? Yet, how many
of these rich people would practice
philanthropy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or without proclaiming their deeds
publicly? Which wealthy men would
cease pursuing wealth just because he
is satisfied? For these very reasons, Tan
Kah Kee will always be the exception.
His nobility was unprecedented then,
and is not likely to be superseded
ever after. He broke with the norm
by insisting that he has a personal,
binding responsibility towards his
country and society, and made
achieving "prosperity for the nation,
rise of the Chinese people, progress
in the society and the civilis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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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主席林清如以“留得光辉在人

的精神，源自他在私塾时就接受的儒

学生说应该回馈社会，应该尽忠报国

间”为题论述陈嘉庚事迹。

家“仁爱”观念，以及三民主义对他

是不够的。客观地、全面地反映历

的影响。人文关怀关注的是人对人的

史，以真人真事让学生懂得我们国家

价值，人对社会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

与民族一路走来的经历是最基本和有

价值。所有民主、民生、民权、自

效的价值观教育。年青的一代除了必

由、平等、进步、富强、公平、正

须懂得莱佛士、李光耀、杜进才、拉

义、诚信等等价值观，都是这种精

惹勒南、吴庆瑞，马绍尔、李光前等

神的体现。

等以外，也应该要认识陈嘉庚、陈六

他说：“今天我们回忆陈嘉庚，难免
同时环顾现实的一切: 哪个富翁不把
家财留给子孙？而又有几个富翁捐了
钱做公益时不附带条件要人家为他们
扬名？哪个富翁对于财富的追逐曾有
知足的一天？陈嘉庚始终就是个例

使、林谋盛、林清祥等历史人物。这

外。他是前无古人，也很有可能后

“为什么再三谈论陈嘉庚精神？我

无来者。他打破世俗的观念,认定自己

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谈论陈嘉

对国家和社会负有一种不可推诿的责

庚精神都不可能是过时或沦为老调，

任，把‘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

因为它是一种超越国界、一种普世、

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定为一生

崇高和生生不息的理念，也是所有理

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者包括陈嘉庚孙

的理想和职责。

想主义者的终极追求。

子陈君宝、厦门大学副校长吴世农、

“慈善家、教育家、爱国主义者、民

“今天的研讨会具有特别意义，它配

族主义者、三民主义者等各种各样的

合了我国教育部长最近宣布的教育新

标签，都不足以涵盖陈嘉庚的一生。

方针，要以学生为本，价值为导向，

我很赞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

要学校注重公民教育。我总这么想，

国土教授对于陈嘉庚精神的概括，他

流行文化泛滥，到处充满物质享受的

说贯穿陈嘉庚一生的是一种人文关怀

引诱，功利主义主导一切，抽象地向

整理：丁秀明

humanity" as his lifelong ambition and
responsibility.

Tan Kah Kee spirit? I believe the
topic of Tan Kah Kee's spirit is never
outdated nor irrelevant, anytime,
anywhere, because it is a belief that
is transnational, universal, noble and
everlasting. It is also the ultimate goal
of all idealists.

had gone through to reach where
we are today. In addition to people
like Raffles, Lee Kuan Yew, Doh Chin
Chye, Rajaratnam, Goh Keng Swee,
Marshall and Lee Kong Chian, our
younger generation should also learn
about Tan Kah Kee, Tan Lark Sye, Lim
Boh Seng, and Lim Chin Siong. These
people have all led a full and glorious
life. The spiritual heritage that they
left behind for our people and nation
can serve as the best material to teach
moral values with."

Labels such as philanthropist, educator,
patriot, nationalist, and proponent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re
inadequate in summarising Tan Kah
Kee's life. I totally agree with how
Professor Zhuang Guo Tu, Director
of the Na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summed up
the Tan Kah Kee spirit. He said that
Tan Kah Ke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 of concern for humanity,
a noble aspiration which he had
adopted from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benevolence" that he learnt when
studying at a private school, coupl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Humanitarian
concern deals with the value of a
human to another human, to the
society and to nature. Values such as
democracy, people's livelihood, civil
rights, freedom, equality, progress,
prosperity, fairness, justice and
honesty are the expressions of this
spirit.
Why do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Today's seminar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it ties in with the new
education policy which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recently announced,
which aims to be student-oriented,
value-oriented, and focuses on civic
education.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and a world that is filled
with the lure of material comfort
and dictated by the philosophy of
utilitarianism, it is no longer enough
to talk in abstract terms to our students
about giving back to the society and
serving our country faithfully. The
most basic and effective approach to
values education is to revisit history
obj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using real people and true stories to
enable our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experiences our people and nation

些人都各自有个光辉的人生，他们为
国家与民族留下来的，是宝贵的精神
财富，是最好的价值观教材。”

中国科学研究院院士工作局副局长
刘峰松、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侯亨能
教授等人。午后由杨进发教授、李
慧玲和蔡爱琳博士与出席研讨会的
学生对话。

Other speakers at the seminar
included Chen Junbao, the grandson
of Tan Kah Kee; Wu Shinong, the Vice
Presid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Liu
Fengsong, Deputy Director, 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ofessor Law Heng
Neng, Southern College, Malaysia.
A dialogue ses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ttending the seminar with
Professors Yong Ching Fatt, Lee Huay
Leng, and Dr. Chua Ailin was held in
the afternoon.The deeply meaningful
seminar concluded around 5 pm to a
resounding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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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再创价值核心
横河电机总裁、怡和轩活跃会员
赖涯桥教授的韧性迎战

‘

许福吉

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强调企业应该不断创新与

企业文化的出现，源于20
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
起。当时，支撑日本企业
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元
素是‘企业文化’，这是
美国和其他工业先进国企
业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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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价值体系，横河电机（自控化系统）亚洲有限公
司（Yokogawa Electric Asia），在赖涯桥教授的领导
下，荣获2010年“国际制造业卓越奖”以及2011年“新
加坡素质奖”。
赖涯桥教授担任横河亚洲总裁多年，祖籍广东梅县，第
三代的新加坡华人，是商界、华社、学术界、文化界等
领域的活跃领袖，也是怡和轩的活跃会员。他年轻时热
爱中华文化，青年时期留学日本，获日本国立一桥大学
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以研究学者的身份在东京大学研究
生院研修“日中近代化比较”，学成归国后投身企业
界，加入横河亚洲公司，并担任其总裁多年，公司主要
生产的是自动化生产系统，1974年开始在新加坡设厂。

怡和风云

司的领航人，赖教授如何给企业文
化下定义？他又如何坚持、奠定公
司的基石？
“企业文化的出现，源于20世纪80年
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当时，支撑日本
企业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元素是‘
企业文化’，这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先
进国企业所不具备的。企业文化是基
于竞争力派生出来的，可以这么说，
企业文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管
理的概念。今天，没有任何一位企业
经营者，能够脱离文化来谈管理，更
多人会把企业文化发挥的作用，视为
根本的元素来看待。具体地说，一个
拥有竞争力的企业，一定拥有自己的
企业文化，反之亦然。”
赖教授认为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的
兴衰，企业文化对长期经营业绩存在
着重大的作用。他说：“横河非常注
重自己独有的文化环境，曾提出‘先
锋精神’，在员工群众培育了不断开
拓、创新求变的精神；‘贡献社会’
，明确了员工的‘为顾客提供价值产
品和服务’的不懈工作作风；‘诚信
经营’，使员工严格按照顾客界定的
质量要求和技术参数及规格，全神贯
注、专心一志生产。”
这是企业的文化素质，在这种企业文
化中，员工捕捉到公司的价值观和想
象力，树立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方法：
为员工创造出意图、目的和义务；为
横河集团是一家日本跨国公司，创业
于1915年，现已跨入第97年，以生产
自动化控制系统著称。横河电机亚洲
私人有限公司是横河电机在新加坡的
亚洲总部，赖涯桥教授在横河电机服
务37年，公司从接收订单到出货实现
全程无纸化、可控和零库存管理，生
产自动化控制系统，从接单到出货只
需21天，每个生产车间就像是一个机
器展览陈列室，纤尘不染。横河电机
最早是进行仪表生产，后来变成全面
进行自动化控制系统，并于这两年开
始生产民航机控制仪表，“永远和顾
客在一起”是该公司永恒的信念。

赖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

顾客创造出想象、享受和价值；为投

客座副教授，现仍为新加坡国立大

资者创造出机会、发展和成长。其

学、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实，企业文化的要素涵盖很广，包

孔子学院、海外大学讲授管理课程。

括领导艺术、团队精神、会议风格、

工作之余，他也回馈社会，担任南洋
客属总会副会长、应和会馆第一副会
长、新日文化协会会长以及多个文化
学术单位顾问。

企业文化的定义与基石

风险管理力度、改革运行过程中的灵
活性等。赖教授说：“横河的理想目
标第一为满足顾客的需要，第二为员
工，第三为股东，这三位一体的需求
为宗旨，领导者必须发挥领导才能和
领导艺术，才能倡导经营策略和经营

能连续领导团队荣获“国际制造业

战术的转变。横河改革的动因，促进

卓越奖”与“新加坡素质奖”，在

了企业文化的变革，推动了公司的持

新加坡的企业界十分罕见，身为公

续性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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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25年或更长，公司内的人际关系和

尚达曼副总理颁奖给赖教授

相互之间的信赖基础雄厚，加之技术
对应能力极强，我们向总部提示我们
的实力和决心，最终换取了他们把液
晶航空飞行控制仪表显示仪器转移到
新加坡厂生产。我们现在是唯一提供
这类型显示仪器给英法空中客车（包
括A380型）的厂商，产品都在新加坡
生产，当然，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
求极高，在生产中必须全神贯注，谨
慎制作，而每一个参与工作者都必须
具备高度的自觉性。”
从赖教授的谈话中，不难察觉他有一
种韧性、强烈的责任感，时时刻刻
意识到顾客与员工的存在，“创新
求变、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以客

保有企业持续竞争力
企业持续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组织与
文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持续竞
争力主要体现在哪一方面？赖教授

一、企业必须具有自我超越的文化

为尊”，是横河电机成功的最大关

内涵，需要不断地借助于文化自我

键。横河电机亚洲在新加坡创业的初

更新的能力，来创造出和环境相匹

期（1975年），主要是生产精密性的

配的能力。

测量仪表，技术要求很高，其后在20

认为：“具有综合性或体现综合效

二、在制定竞争战略过程中，选择竞

能的竞争力。例如横河电机的企业

争对手，分析竞争对手的特性和优

文化一直确保公司在竞争环境下进

势，最为重要。在此前提下，企业必

行，企业战略选择是建立在可持续成

须拥有开放的企业文化，能够接受、

长和发展的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创新

欣赏和容纳的企业文化，并勇于向对

世纪90年代转移到中国的苏州生产。
由于新加坡的优质经营环境和高纪律
性、高素质员工的存在，横河具有市
场战略性的开拓，特别是左右横河整
体销售额的自动化生产控制系统产

技术和产品并增值服务，高度追求成

手学习，才能壮大自己。

品。这类型的系统化产品，软件和硬

本的合理化结构和员工的弹性市场对

三、确立一种“自灭自新”的态度，

应能力。”

阳能、地热能、火力和水力发电厂；

亦即具备“毁灭性创造”的能力，

更广泛用在石油化学工业、石油精炼

建立新优势，把握机会所要求的核

厂和天然气开发；也应用在钢铁厂、

心竞争力。

纸浆和造纸厂、制约厂等。横河的技

横河是如何看待组织结构和文化的竞
争力？赖教授进一步举例说：“横河
所实施的细胞单元生产方式，每个员
工从单面手、单能工，培养成多面
手、多能工，一人多台机器、多道工
序操作，同时自我完成整个工作站、
工程师操作系统的制作。整个生产队
伍有如交响乐团的乐手们，各自掌控

术和产品，绝大部分是用在重工业和

成功的关键：不断开创业务新
领域

国家的基干产业形态上。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

以价值创新凝聚、激励员工

海啸以及引发的核电站泄漏事故，
导致人们对核电安全性的不安，伴随

不同的乐器，看似杂乱无章，却精巧

着的是对风力、风能发电厂建设的注

地完成一曲壮丽的乐章。”

目，横河如何满足市场的需求、开发

这生动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市场的动

件相组合，应用于核电站、风力、太

新业务领域？

众所周知，一个机构有具体的企业理
念与目标，能否胜出还是靠执行力。
赖教授是如何落实、贯彻经营管理？
如何与员工在观念和行为上沟通？
他又如何创造发光发亮的团队？他

态竞争，改变了企业战略的思维力，

赖教授说：“我们立刻将累积的技

说：“一流企业靠文化，其次是靠

导致企业必须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方

术能量和管理智慧，聚焦在这个领

营销，再来是靠生产。文化是企业

法，即新的企业文化。至于如何扩

域，满足激变的市场需求。新加坡在

的灵魂。企业文化渗透至员工，使

大、强化、奠定公司基石，赖教授

进入2011年之后，将展开航空工业的

员工产生一种强烈的信仰，从而形成

有以下三点精辟见解：

发展。横河的大多数员工的服务都超

凝聚、自我约束和激励。在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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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施文化经营美学，培养员工的
审美观，鼓励员工具有绘画、书法、
音乐、舞蹈、美术品、文物等的鉴赏
力；设立茶室，从品茶中陶冶性情；
资助员工出席各种提高个人素养和知
识的讲座；同时，每个月的第一个工
作日向全体员工进行约一个小时的讲
谈，丰富他们工作上的认识和加强对
时事的关心。”
员工对企业的精髓有了深刻的理解
后，将高度认同并演绎企业方向、
使命和共识，用价值观来影响每一个
员工的行动，最后形成合力。赖教授
说：“员工都心悦诚服地接受行事准
则：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在横河，在可能的范围内，所有的工
序都是自己内部制作，不委托外包生
产。其原因除了所有的流程都能掌控
在自己的视野之外，最大的关键在于
提供一种创业的环境，鼓动创业的激
情和冲劲，让技术人员等有机会磨练
和审核自己的实力和胆魄。此外，横
河鼓励员工一踏进公司，就要行使共
同的价值语言，展现共同的价值行
为规范，那就是：Innovation（创新）。
创新涵盖：（1）技术、产品和服务
形态的创新；（2）生产工艺流程的
再造和创新；（3）市场和顾客的创
新；（4）资源的创新；（5）价值
的创新。

务忙碌，他如何平衡紧张的工作与

趣，就是完全空挡时到剧院看演出、

休闲生活？他的日常生活与企业管

听音乐会，到美术馆浏览美术品，让

理有何密切关系？赖教授说：“CEO

自己陶醉在无我的状态中。”

最大的职责是企业文化的推广者。
而企业文化最大的约束力，就是在
员工心理深层形成一种定势，构造出
一种响应机制，迅速转化为预期的行
为。所以，作为领导者，必须具有审
美的情操、打动人心的优美言词、对
平凡事物的不平凡见解、言行一致的
行事原则等。接触文字、深入历史，
掌握语言的奥妙、谈吐神采等等都要

身为跨国公司总裁，赖教授平常业

年时期开始，就有坚定的人生理念和
目标，多年来不断酝酿、积累、充
实，形成他人生重要的核心价值。赖
教授充分掌握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和时
间，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不断自
我鞭策、自我提升，到底什么是驱动
他不懈努力的元素和源泉？

不断的自我提升、自我鞭策，才能扩

他说：“对物质金钱的存在，对实现

大影响力和感染力，引起价值的共鸣

自己的愿望，固然不可或缺，但是，

和共感。”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理想，如何引起所

认识赖教授的人都知道，他给大家的
印象是永远那么精神抖擞，他的生活
哲学很简约，他说：“最理想途径就
是忙里偷闲，翻看各地风土人情的风
景图片和记载、民风民俗民艺的介
绍，阅读评论文章和小品文、静听
音乐歌曲等。也许是劳碌命，即使是
休息日，也静不下来。周末都忙着自

接触的周围友伴的共鸣和共享，形成
创意人生和内在精神的充实，更是我
的人生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也许，不
能改变整个社会，最低限度能让自己
和周围的一群有着更高品味的生活素
质和珍惜自己者，发挥韧力，坚持
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极限目标去接
受挑战。”

己洗车、洗衣服、扫地洗地、陪家里

赖教授的诚信、品德、首尾相应的言

人上菜市场买菜等。更多的时候，是

行，以及不断追求真善美，可说是他

到社团去走动和出席会议。最大的乐

人生的核心价值观！

‘

人生的理念、目标和核心价值

人的一生其实非常短暂，赖教授从青

横河所实施的细胞单元生产方式，每个员工从单
面手、单能工，培养成多面手、多能工，一人多台

’

机器、多道工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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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怡和轩资深会员林水金
怡和轩资深会员林水金甫过中年，他
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早已是人们津津乐
道的事。他的集团（富园控股）目前
集中在中国成都双流机场附近的物流
商城投资与发展。
谈起创业经过，林先生回首往事时，
除了发出连串爽朗笑声外，也偶有低
眉沉思时刻。

别人也欠我百多万
林水金，1958年出世，16岁离开校门
就投身社会大学，21岁创业，26岁就
从事业高峰栽下山来。那是1984年，
新加坡经济衰退，各行各业都蒙受严
重打击。“我原本拥有9辆载砂石的
罗厘。那时候每天下午一两点就有人
等着买沙，五六点就有人等着送我去
酒吧夜总会。”
他透露，自己在79年考获4号的驾
驶执照后，就替一家运输公司开罗
厘。4个月后，他辞工自己买罗厘当
自雇人士，后来再添购罗厘真正当
起老板。好景不常，由于世界经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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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林水金的公司也难免受影响，导
致周转不灵。
“那时候许多人都是拿一块钱做10块
钱的生意。我欠人百多万，别人也欠
我百多万。”

“我从小就知道，要靠自己拼生活
闯世界，家里人能力有限，爱莫能
助。”
他随即叙述了自己在1984年至89年
期间，在生活海洋里载浮载沉的奋
斗故事。

天塌下来当被盖
林先生在说起这段好像不久前才发生
的事时说，他突然变穷了，却也没察
觉天空有即将塌下来的迹象。
“我只念到中四，当年勉强毕了业，
不可能念高中，也没什么其他本领。
现在没沙载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只
好再靠出卖劳力来讨生活。”
林水金先给我们补充了在这之前的就
业生涯。原来他自后港的圣婴中学毕
业后，经友人介绍，当起修理汽车和
罗厘的学徒，他就这样地工作了三四
年才被征召入伍。
他说，自己的老爸当年也算个铁人，
给巴耶利峇巴士公司开车40多年，还
老是加班，就为了养活一家大小，那
可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呀！

没钱照样花天酒地
林水金回忆说，在那五六年里，他从
事的行业不只五六种。“我开始还想
当老板，承办小建筑工程的砂石供
应，后来也租了个修车场。结果，
这些原本还算熟悉的行当都无法维
持下去。”
他透露，自己在走投无路时，还当起
卖菜的小贩。他的第一个菜档是位于
淡滨尼第201座的干巴刹，后来再搬
到第823座。
他说，第823座那个店屋是朋友出钱
标下给他卖菜的，可是，不久后，他
又不卖菜了。
“也是在淡滨尼，我在104
座咖啡店租了个小贩摊位炒虾面。”
他是在1986年结婚，那年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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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结婚的时候，已经转行做窗
帘布生意。”
为这段在底层生活圈里打滚的日子做
个总结的林水金说，那时候他虽然手
头不宽绰，却还是过着灯红酒绿的日
子，尤其喜欢赌博。
“那时候，我总是认为人无横财不
富，因此事业越不顺利就越想靠赌博
翻身。直到有一天我的人生似有意想
不到的契机。”

城隍爷给上上签
1992年的农历年初七，林水金突然接
到日本公司经理的电话，要他考虑承
接运送货物到机场的生意。
要接下这宗承包运输的工作，林水金
知道利润要比当年运载砂石高得多，
因为货物是以公斤而不是以吨计算，
但是，却也需要不少钱投资，最少得
拥有自己的罗厘车队。
他和家人商量，姐姐劝他谨慎：做生
意风险大，倒不如与人开车，每个月
两三千元的收入已足够养家糊口。
“我去找游龙子，就是要他为我的未
来事业指点迷津。我有点怕，毕竟10
年前遭遇的挫折，叫我吃的苦头还真
不小。但是，眼前的机会却有可能叫
我翻身，我能错过吗？人生能有几个
机会？过了这村还有这店吗？”
游龙子跟他畅谈了一个下午，还不收
费用，只说：“兄弟，以后发了，才
来请我喝酒吃饭。”现在，他们几个
结拜兄弟，便常在饭桌上相见欢。游
龙子当时跟他点明：不可捞偏门，要
认认真真做生意；37岁会走运，35
岁也有机会，假使他前世做好事积
下了功德。
“那年我虚岁35，听了大师这么一
说，雄心已经萌发，不过，我还需
要神明的保佑。”
林水金来到小时候常造访的韭菜芭城
隍庙，烧香膜拜后，便请求神明指
示，结果他抽到的是上上签.。

卖掉组屋买罗里
林水金获得游龙子的指点和城隍爷的

鼓励，终于决定丢下包袱迈开大步向
前走。他以15万2000元卖掉五房式组
屋，再向建屋局贷款买了白沙的四房
式组屋，手上就有了6万元现款。
他征得妻子同意，分两次使用这笔款
项来买罗厘，经营起日本公司委托给
他的货运生意。他说，从1992年起,
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他使用过的罗厘
有四五百辆，他的公司（富园集团）
是信誉卓著的物流机构。
“三年前我决定卖掉公司，是因为
我认定物流配运这个环节不容易发
展下去，工人难找呀！现在的情况
尤其如此。”
林水金创立的富园（Richland）是
在2004年上市，2008年印尼商人买
了Richland，却在他坚持下，允许他
的新公司使用回富园的中文名称。
林先生说，他目前在本地只充当中
国国航和东方航空的仓位代理，主
要投资项目还是在中国四川省的省
会成都。
“2006年，我认购了100亩土地，
2008年领到土地证。2009年打地
基，2010年开始建造，今年6月估计
就能完成物流商城的全部工程。”
这个工程耗资7亿人民币，合新元约
1亿4000万元。

能力范围内把所得用之社会
林水金说，他认可道教祖师爷老子在
《道德经》里的说法：上善若水，水
善万物而不争。他补充说：“我主张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他解释，自己来到这个人生阶段，已
知道要适时踩刹车器，不可像年轻时
那样冲刺，而且应该懂得回报社会。
“我会在能力范围内把所得用之社
会。”
通过朋友介绍，林水金知道怡和轩的
历史，特别是怡和轩先贤的奉献精
神。多年前他就加入怡和轩，怡和
轩成为他接近社会中坚层次的各方人
士，扩大参与社会活动的中介。他曾
捐款赞助怡和轩重建会所，也不忘赞
助各个慈善团体，但是给人印象较深

的，还是他屡屡在中元节高价标下城
隍庙发财炉的新闻。

活动于韭菜芭

支持民俗文化

1992年城隍庙为他指点迷津，再加上
他是安溪人，而韭菜芭城隍庙源自安
溪的“清溪显佑伯主”第五副身，令
他自然成为城隍庙虔诚的信徒，多年
来慷慨赞助城隍庙的活动。城隍起源
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是古代传说中
守护城池的神明。道教以城隍为“剪
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在中国，
城隍承袭了历代传统，是典型而具特
色的民俗活动。
1918年福建安溪的城隍庙主持来星，
把圣像留下，放在克力路（Craig）
的一间戏馆内。后来搬到凤梨山，辗
转几十年，最终落户巴耶利峇阿鲁慕
甘路现址。韭菜芭香火连年不绝，善
男信女众多。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信
仰城隍能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保障，带
来实惠和功利，是个涵盖面广、影响
力大的民间信仰活动。
林水金说：“韭菜芭有各种酬谢神恩
的活动，每一年最热闹的日子是年初
四拜太岁，此外五月城隍诞辰、七月
中元节，常常是人山人海的盛况。”
“韭菜芭的酬神戏非常受欢迎，今
年（2012年）便预订有130多场。我
通常也会认捐一两场答谢神恩。”
呈献酬神戏的戏班，包括中国大陆、
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闽南和潮
州剧团。其实，在过去两三年，单单
台湾的明华园天字团就来城隍庙演出
好几十场歌仔戏，林水金就是赞助人
之一。通过这一切常年不断的活动，
韭菜芭无形中成为了我国一个具有
特色的民俗文化中心，丰富了我国
的文化。
林水金说，为了赞助韭菜芭开展的慈
善活动，他也通过投标中元节福物来
支持城隍基金。他透露，去年自己以
25万8888元标得一座发财炉。
林先生说，城隍基金除了给穷困老人
发救济金，每年也给低收入家庭子女
赠送大中小学的助学金，对象不分宗
教和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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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发奋勤“补课”
“老板”洪鼎良专访
今年62岁的金山岭饮食集团主席洪鼎
良，小时候学业荒于嬉戏，念到中二
就自动辍学。可是从1984年35岁开
始，洪先生就积极攻读新加坡管理学
院的各种课程，努力充实自己，二十
多年如一日地勤于进修。

从小立下二宏愿

他透露，自己不久前才到台湾上了《易
经》班，今年三月还会到北京清华大
学攻读一个8天课程。

的金山咖啡店帮忙。不过，这和我读

他说，集团的业务繁忙，面对的各种
挑战如排山倒海，作为企业领导要怎
样才能在险境中把持住公司的方向，
不为急流漩涡卷走或吞没，他认定的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断学习，学习的
内容不但包括生意管理和经济知识，
也包括人文方面的修养。
闲谈中洪先生提起他近几年阅读中国
四大章回小说的领悟，显然有他务实倾
向的独到见解：
“读《三国演义》，我看
到经营策略；读《水浒》，那是团队精神
的感召；读《红楼梦》，我体会到人际关
系与发展事业的关系；读《西游记》，我
深感发挥创意的重要性。”
24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洪鼎良说，他5岁从中国福州南来新
加坡，8岁念三山小学，后在培德小
学毕业，16岁才念德新工艺中学。
“小时候就常到爸爸在后港三条石开
书成绩满江红没关系，学业成绩不佳

 文／图：邹文学
“我记得有一回，大热天走了百米，
把一杯咖啡乌送到一家坊廊，老板
指着我的鼻子说，‘恋饭’（潮闽
方言，面临饥饿）的人，才给人捧
咖啡。”
洪鼎良回忆说，那时候虽然年纪小，
却深深记住这个人给予他的羞辱。

主要还是自己从小爱玩，对读书始终

“17岁，我正式踏入社会工作的那

使不上劲。”

年，我就告诉自己要争气，以后要

17岁时，他父亲洪茂行在小坡开了另

做个工商巨子，还要做个武术家。”

一家咖啡店，要他退学全部时间参与
咖啡店管理。

继承家族生意

洪鼎良透露，那时他在咖啡店里什么

洪鼎良是家中老大，他和弟弟妹妹都

工作都得做，洗厕所、倒痰盂、扫地

在父亲的指导下，参与在全岛多个地

以至洗地板，他都有份。

方设立的咖啡店业务。

“我还要捧咖啡，需要时两手可以同

他在接手家族生意时，他们拥有5间

时捧8杯。”

普通店面的咖啡店。他现在领导的

他说，以前咖啡店是不为人瞧得起的
行业，工作时间长，工作琐碎、赚三
餐还可以，要发达就难。

集团，除了自己家族外，也包括一
些合伙人。
“集团现在拥有咖啡店26家，只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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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部挂上金山岭的招牌。股东已联
合买下24家店铺，也有一家出租给别
人经营。”
洪先生说，集团还经营房地产、面厂
和酒楼，不过主要业务还是咖啡店。
1990年，金山岭以352万元买下碧山
13街第511座咖啡店3000多平方英尺
的店面，成为一时之美谈，当然也有
人担心集团会为此吃大亏。
“我父亲当时就不以为然，不过，在
我的妹婿提供了专业分析后，他也不
再坚持看法。”
洪老先生今年85岁，虽然行动不便，
至今还很关心家族生意的动向。洪鼎
良说，他和弟妹们都很尊敬父亲以身
作则的教导：要勤俭持家，努力工
作，行事低调。
其实，老先生对于洪鼎良在商场上的
表现，相信还是很有信心的。

俊杰，大家各自使用营运特点，抢攻
饮食业地盘。
洪鼎良比喻说：“人家火车都开动
了，我们怎样修饰原本的马车也提速
不起，更别论超越别人。”
他透露，金山岭没有一个总公司，每
个店铺有自己的股东组成，不过，大
部分股东还是属于家族里的成员。
“我们各自运作，又互相支援，作战
起来化整为零，机动灵活，却不会流
于尾大不掉。”
洪先生说，金山岭建立有自己的系
统、人脉和行动力量，随时出击，随
时改进：“人家没有的我要有，人家
已有的我要以新姿态出现。”

组织老板联谊会
洪鼎良说，自己读书少，却不会自
卑，也不担心应付不了挑战。
他说，为了促进咖啡店业务的管理，
他聘请专家设计了一套工作流程，职
工容易操作，老板容易检查。

买店铺增值

他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成功与否的关键还在于需要时能招贤
纳谏，获得适时的支援。

洪鼎良说，金山岭的营运策略之一是
买下店铺，自己经营饮料销售外，摊
位都出租给经过挑选的美食小贩。

他举例说，在投标义顺的咖啡店铺
前，为了更了解当地的环境和政府的
发展计划，他邀请一名西餐馆总经理
一起到建屋局作投资询问。他付给对
方的茶资是每小时500元。
“我的英语不灵光，有他助阵，建屋
局职员更乐意于把情况解释清楚。”

他强调咖啡店的地点只要适中，买下
后的店铺价值就会不断升高，这是集
团得以不断壮大的动力。

金山岭的发展却也不是始终一帆风
顺，洪先生透露，1997年的亚洲金
融风暴迫使他卖掉两个产业来解困。

他分析，新加坡的饮食业，在国家
经济繁荣和人口增加的大环境下，
都能取得不错的进展，不过竞争也
日益激烈。

他说，自己在那时候，也作了业务转型
的筹划，包括以25万元买下《老板》
杂志。

除了面对外国引进的各种新款烹调餐
馆和快餐业，国内饮食界也出现很多

也就在那一年，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
企业老板，非正式地组织了老板联谊
会，每个月主办午餐交流会外，也主
办学术讲座。15年来举行的讲座计有
300多场，近几年来的出席人数平均
都有两三百人。
洪先生说，老板联谊会也常组团出国
考察。2010年，联谊会曾带领新加坡
老板们到台湾了解上市的可行性，至
今已有10家企业成功上市。

赤手击退4强盗

早在1972年他23岁的那年，洪鼎良就
以其创新精神、胆识与魄力，在武吉
知马六英里开设一家概念全新，以“
金发”为招牌的新式咖啡店。

他敢于用人，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
也推行利益分享的管理策略，一反咖
啡店的旧形象，因此职员自觉改善
工作态度，加强效率，咖啡店也就
天天客满。

他解释，自己从出席讲座得到的好处
不少，除了从主讲人的演讲里得到的
许多启发，也在众多出席者互相交流
的过程里开拓了视野，并且结交了本
地许多不同行业的翘楚。

他说，他是在一年内输掉那25万元后
决定放弃杂志社的经营，不过，他却
保留了杂志社定期主办讲座的活动。

洪鼎良耕耘的收获，也从国外多个传
媒机构给他作的专访获得印证。1996
年，他更受邀到美国成功激励学院，
给500名美国老板发表激励演讲。
洪先生年轻时发下的、要在商场上创
造一番成绩的宏愿显然已经落实，至
于他想当个武术家的志向，是不是也
没落空？
他透露他从小喜欢练拳，拜师学过
的拳术包括白鹤拳、太祖拳和少林
拳。他到现在还是每天练拳半小时
至1小时。
他宣称，练拳不但能防身、健身、交
朋友，还有助于养成自律精神。
他也曾凭自己的武功，在1976年赤手
击退4名半夜潜入家里的带刀强盗。
据报载，他身上有8处刀伤，共缝40
多针。2000年，他也曾受邀到中国福
建省永春县表演白鹤拳。
洪鼎良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
要在世界闯出自己的天地，要以中华
文化作为我们的精神指导；财经认识
作为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后盾；还
要有正确的养生之道，经常保持愉
快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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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虎 跃一年新

怡和轩壬辰年新春团拜

 文／图：洪天发

龙狮腾跃，锣鼓铿锵！
2012年1月23日午时，当壬辰年元旦的阳

气腾腾。司仪李秉萱首先以风趣的话语，

光照射在怡和轩建筑的金顶，人们心里

结合生动的画面，简介俱乐部过去一年的

涌起一股热乎。每个年头都不一样，一样

活动，掀开了团拜的序幕。接着陈嘉庚基

的是人们都对新年头寄予美好的希望。因

金主席潘国驹教授致欢迎辞，怡和轩主席

此，怡和轩新春团拜作为会员和家属，以

林清如与魏苇阁下相继致辞。潘教授向大

及各界友好互相联谊，祝福的欢聚，已然

家汇报了陈嘉庚国际学会与陈嘉庚基金过

成为一项富有意义的活动，和传统节日结

去一年的活动，他说两机构连年举办的青

合一起，一年年延续下来。更令人感到荣

少年科学发明奖在新加坡与中国取得非凡

幸和鼓舞的，是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

成就与反响。2011年两机构与怡和轩联

使魏苇阁下，又一次莅临怡和轩，与大家

办《嘉庚的精神：半世纪的反思》以纪念

共度佳节。

陈嘉庚逝世50周年，各界反映令人鼓舞。

怡和轩二楼宴开10桌，到来的嘉宾济济一

魏苇大使回顾了去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

堂。握手祝福，盛意拳拳；谈笑言欢，热

系，他说新中两国政府关系良好，两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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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关系日愈紧密与稳固，陈嘉庚与

容的时候了。

怡和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存有很好印

否则，社会可

象。他指出，随着中国崛起而需要在

能就会进一步

国与国关系上做出调适是一种正常现

分化。

象，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暂时性的问
题。他强调中国始终贯彻与周边国家
友好合作的方针，因此，没有不能解
决的问题。

结合对怡和轩
历史的反思，
让他充满自
豪：可以说，

林清如主席的新春致辞，则在对岁

怡和轩很早开

月流逝的感触中，和大家一起缅怀

始就是包容精

先辈，他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

神的一面旗

家里，这样的欢乐日子我们会敬奉祖

帜。我们的会

先。在怡和轩，我们也应该缅怀先驱

员当中有不同

和前辈们。不论是陈嘉庚、李光前、

籍贯的人，追

还是陈六使等人，他们都有光辉的一

求不同兴趣的

生，为现代化的新加坡奠下基础，他

人，更有在理

们的丰功伟绩，不容置疑。不论人家

念方面有不同倾向的人。在我们这

在新加坡华社里，怡和轩一向来保持

怎么说，这些先贤都是我们的亲人，

里，会务的推动有时需要经过一个磨

相对的独立性，超越社会上不同集团

是我们景仰的亲人。我们有责任随时

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会是很累、

之争，但是对于关系国家和民族的课

维护他们崇高的形象。

很费时的。不过，走过了一百多年，

题，怡和轩会有立场，也会有行动，

包容、和而不同早已是怡和轩特有的

怡和轩的历史充分反应这种精神。因

文化和传统了。

此他代表董事部，感谢魏韦大使与使

他也说道：最近，我们的政要再三呼
吁，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李显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

龙总理在元旦献辞里说的，经济的成

他肯定了过去的一年，怡和轩的会

就不应当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社

务稳健进展。对怡和轩的当下以及

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重要的社会

明天，他更充满期许，他说：建立

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包容。我想

一个包容性社会人人有责，人人有

大家都会同意，这是很合时宜的心

份。做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民间社

声，的的确确是各方人士应该相互包

团，怡和轩有它可以扮演的角色。

馆所有长官、各界人士以及怡和轩全
体同仁的支持和配合。希望在一个不
断转变的世界中，怡和轩会继续扮演
好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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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兴：
百尺竿头

再进一步

我成为怡和轩的会员是在1960年代，
那时候我还年轻，大多数的会员都是
我的老前辈，一起度过不少欢乐时
光，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美好的记忆。
近几年来怡和轩出现令人欣慰和值得
鼓舞的变化，第一，是在全体会员们
热烈慷慨的捐献之下，一个崭新现代
化的会所建立起来了，第二，在现任
主席林先生的领导有方之下，引进很
多新会员。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大多数新的会员，有的是商界巨子，
有的是学术界的佼佼者。有了这些顶
呱呱的人才，成为怡和轩的会员，这
对会务的多元化和有益社会的活动发
挥很大的作用。这是很值得赞赏的，
是历史性的路，是好的方向。
我记得现任主席初任怡和轩掌门人
的时候，他曾经向我陈说他心中的意
愿，是要提升怡和轩的规格，要使社
会各界对怡和轩有更好的认同感，成
为服务社会的团体。当时我举起手告
诉他我赞同他的思维。
现在的怡和轩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社
团，迎合不同的兴趣者。在保留传统
活动和文化价值观的同时，也开拓新
领域的活动，造福社会。这是值得赞
扬，是与众不同的好事。
最后我希望怡和轩能引进更多有学
问，有才干，热心会务的新会员，
这才能使会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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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万森：
南洋大学，我一生的骄傲

李文龙：
居安思危

怡和轩的先贤们为社会、国家和民族
作了很多贡献，最令我难忘的是南洋
大学的创立。怡和轩是南洋大学的诞
生地，当年星马与东南亚各阶层华人
热烈响应先贤的号召，出钱出力完成
了建立一所民办大学的宏愿，是新马
华社历史光辉的一页。

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惊涛骇浪。欧

教育是千秋大业，要办好一所大学不
是一蹴而得的事。先贤们为办好一间
大学奠立了基本条件，也凝集了一股

势力强大的民间力量为未来发展作后
盾。最后的结果事与愿违，这是几代
人的无奈。但是在它短暂生命里，南
洋大学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多
年来南洋大学毕业生在国内外的表现
有目共睹，是南洋大学学术水准的铁
证。我有幸身为南洋大学毕业生，这
是我一生的骄傲。
这些年来出入怡和轩，我深深体会到
先贤的一番苦心，他们的献身精神令
人钦佩。先贤们出现在那样的年代，
创业也好，做事也好，面对的是那个
时代的条件、那个时代的大气候。那
是个摸索的年代，大家对问题的看法
或许不尽相同，各种复杂的情绪相互
交织，但是，大方向没有太大的分
歧，共同的大原则是为公不为私。
回顾过去，人们应以冷静、正面的态
度肯定先贤的贡献。时代的伤痕应该
加以抚平，旧时代的包袱应该抛弃，
才有可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向未来。

面对一切

债危机若解决不了，2012年全球经济
势将陷入衰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
生后，不到一年局势就好转。现在的
情形看来大不相同，经济复苏的基本
条件大不如前。
中国的崛起和中东政局的改变，世界
出现了新的格局。我们必须随时做好
心理的准备，面对突发性事件的发

生。这样才能居安思危，渡过难关。
经过50多年的精心经营，我国的经济
取得举世羡慕的成就。然而，在一个
环球化的世界里，谁也难长久独善其
身。要如何保住我们已有的成就，应
该是龙年最为关键，最具挑战的事。
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经验与毅力面对
一切，化险为夷。
最近，我们的社会见证了多方面的改
革。不应该忘记，我们是个多元化的
社会，有不同的种族，也有不同的阶
层。经过几十年来的磨合，和辛辛苦
苦的耕耘，这个社会聚集了一股可贵
的凝聚力。社会可以也应该开放，政
府必须照顾民生，视民如子，而不能
视民如仆，这样国家必能继续昌盛、
繁荣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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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华：
会馆面对新挑战

周文忠：
满招损 谦受益

胡财辉：
希望更多人加入华社行列

近年来新加坡人口激增，当中有大批

我早年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小乡村，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先父花很多

新移民，为社会带来不少冲击。对于

自小与家父移民新加坡，在新加坡做

时间在一些社团走动，其中一个团体

华人社团来说，这是几百年来面对的

生意，已有几十年，应该算是道地的

就是怡和轩。他是怡和轩的普通会

新挑战。新加坡的会馆组织以血缘或

新加坡“老乡”了。我认为，不论做

员，可能花在怡和轩的时间也相对

地缘为主，一路来的宗旨是宗亲或乡

什么生意，在什么地方做生意，人际

地少，但是在家里，他最常谈起的就

亲间的守望相助。现在的人对于宗乡

关系最重要。从小生意做起的人，没

是怡和轩的前辈们，对于前辈们办教

的观念模糊，生活水准和需求和以前

能聘请自己的公关人员为自己的任何

育的精神更为钦佩，特别是陈嘉庚，

大不相同。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

牌子打广告。一切都要亲力亲为，而

因为他正是陈嘉庚所创办的道南小学

展，很多会馆正在寻求新的想法，新

你本身就是你的牌子，是你必须打响

毕业的。

的方向。

的第一个牌子。当然，要在商场立

怡和轩的先辈们眼光远大，一开始时

足，你这个牌子要传达的主要讯息必

这几年来怡和轩致力于先贤精神以及

就是不分帮派，容纳各方人士，所以

须是诚信、是服务的精神。

中华文化的传承，做了很多实际、很

才能做了很多大事。我们是个包容性
的团体，有各种籍贯的的会员，会员
代表不同的行业，会员也有不同的兴
趣，甚至不同的思想、党派。要这样
的团体生存百多年，不容易。要这样
的团体发展、壮大，更不容易。但
是，我们的的确确是做到了，这是
我们的骄傲。

怡和轩一向是各方好汉汇集的地方，
有机会接触各行各业成功的人士，往
往可能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契机。这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但是，好东
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切还要看
自己是否有眼光，以及自己如何待
人接物。“满招损、谦受益，”是
人生的通行证，到处一样，在怡和
轩也一样。

龙年
寄语

有意义的事。怡和轩大家庭的成员也
多了起来，我相信怡和轩当今的方向
是对的，最近才毅然加入。我们的社
会在物质享受方面可说是应有尽有，
但是很多人总觉得精神方面是空虚
的。我们的精神生活急需补给品，社
团是深入民间的组织，可以做很多贡
献，我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投入华社的行列。

元旦怡和轩团拜，《怡和
世纪》就不同话题与几位
同仁访谈，他们言简意骇，
特摘录与大家分享。
 整理：欣

欣
图：洪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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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文报业协会 百人到访

许福吉副教授报告怡和轩活动

报人参观先贤馆

2011年12月29日中午，出席世界中文

港、台湾和其他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授，也以幻灯片辅助，简介了怡和轩

报业协会第44届年会的近百名代表，

华文报人。

的历史和展望。代表世界中文报业协

在紧张的行程节目里，特定安排访问
了怡和轩。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是在前一天，在圣
淘沙名胜世界隆重召开年会。本届年
会，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旗
下《联合早报》主办，出席者包括
马来西亚、中国内地多个城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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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先在怡和轩这栋具有历史意
义的大厦前集体留影，接着便被带
领参观先贤馆。
在二楼举办的午宴开始前，怡和轩
同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陈嘉
庚基金主席潘国驹教授先发表欢迎
词，怡和轩文化组主任许福吉副教

会演讲的是马来西亚《光华日报》董
事骆南辉先生，他除了表示对怡和轩
的仰慕，也感谢主人的款待。
过后，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先生和世界
中文报业协会执委骆南辉先生，代表
所属机构互赠纪念品留念。
文／图：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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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社设立陈嘉庚基金

出席大会的部分贵宾，前排左起：钟廷森、林清如、何国忠、柴玺、方天兴，后排右二为陈凯希，右四为陈友信。

2011年12月16日晚，逾800名马来西

列为大马教育文凭的必考科，华社

“其次，陈嘉庚虽然生于中国，终于

亚华社领袖与学者聚集吉隆坡雪隆中

将更注重历史。

中国，但是他热爱他的第二故乡马来

华大会堂，见证了马来西亚陈嘉庚基
金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出席嘉宾包括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何国忠、
华总会长方天兴、马来西亚中华总商
会会长钟廷森、中国驻马大使柴玺、
华社研究中心主席周素英。新加坡怡
和轩主席林清如、副主席杨松鹤、新
加坡陈嘉庚基金先贤馆顾问柯木林、
厦门公会主席林登俐，文史人士韩山
元和邹璐也应邀出席。
何国忠说，陈嘉庚精神就是儒商文化
勤奋、诚信、智勇、富有眼光及责任

另一名联合主席陈凯希也强调，陈嘉
庚基金的成立旨在保留历史、还原历
史，使这名伟人的精神能在新马华人
社会、全球华人社会、乃至整个国际
社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全人类
的典范。

亚，对于陈嘉庚那一代人来说，马来
亚包括了新加坡， 陈嘉庚是真正的
马来亚之子。他最先看到橡胶业的前
途，突破外国财团的垄断，大事在新
马开发橡胶业，使橡胶长期成为新马
的经济命脉。在新加坡开办第一所中
学时，他想到新加坡以外，特别是马

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在晚宴上
讲话摘要：

来亚的小学生的前途。他领导海外华

“今年六月间由隆雪中华大会堂及相

别是马来亚的人民。

人声援中国抗日救亡时，他号召的、
响应他号召的是包括了新加坡以外特

关团体主催的滇缅公路万里行，从怡
和轩俱乐部出发，让新马两地人民有

“第三，马来西亚华社自力更生，在

育和建国的贡献记录在国家史册，

机会重温一段共同的记忆，也让我们

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发展了一个相当完

甚至列入教科书，以资表扬，激励

回想起新马原是一家人。想不到独立

善的华文教育系统，值得大家引以为

后人。钟廷森说，华社秉承陈嘉庚

后50年来的发展，两个地方分道扬

傲。我听说南方大学不久要晋级为大

精神，设立基金支援教育与文化事

镳，越离越远。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事

学了，而厦门大学也要来马来西亚设

业，具有深远意义，希望获得华社

不谈，就看看文化，双方的差异是越

立分校。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奋斗一生

全力支持。

来越大了。

的结晶，厦门大学的出现，无异陈嘉

基金筹委会联合主席陈友信说，隆

“马来西亚华社在这个时候筹备成立

雪大会堂将设立一个华人文物展示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意义深长。首

中心，陈嘉庚纪念馆将为其重要组

先，我希望通过发掘与传播两地各民

成部分，其余部分将展示马来西亚

族先驱人物的奋斗史，特别是像陈嘉

建国史、大马华人拓荒与建设家园

庚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让两地年轻

的故事。他说，主动掌握历史话语

人认清新马两地的历史渊源，在多方

权极其重要，随着大马政府把历史

面寻求认同，消除文化上的隔阂。

感的体现。方天兴建议把华人对于教

庚精神在马来西亚的再现。我希望，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的成立，表达的
是对于陈嘉庚精神的坚持，唤起众人
以办教育为己任，以具体的行动，为
各等级华文学校的发展添砖加瓦。
整理：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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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者聆听先贤的故事

一批来自新加坡工业及服务业雇员联

馆助理馆长何弈恺讲解先贤的故事。

与来访者亲切交流。林主席表示，虽

合会的职工运动人士，在该会执行秘

来访者对于先贤陈嘉庚、李光前、陈

然先贤馆规模很小，对于那些有意了

书兼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王

六使等的光辉事迹留下深刻印象。一

解新加坡建国史的人来说，是个定位

乙康的率领下，于2011年12月15日到

行人随后到二楼观看有关怡和轩历史

正确的起点，他希望并欢迎更多社区

访怡和轩。一行人先到陈嘉庚基金设

的短片，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副主席

工作者的到访。

立于怡和轩一楼的先贤馆参观，由该

兼先贤馆副馆长杨松鹤亲临接待，并

文／图：郑钧如

Trade Unionists Tour the Pioneers Memorial Hall
In the afternoon of 15th December
2011 a group of trade unionists
from Singapore Industrial &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 paid a visit to the
Pioneers Memorial Hall at the 1st
level of Ee Hoe Hean Club. Leading

the delegation was Mr Ong Yi Kung,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Union
as well as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Singapore Trade Union Congress.
Dr. Ho Yi Kai,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Pioneers Memorial Hall conducted

the tour personally for the visitors .
The visitors later had an exchange
with Club president Lim Chin Joo and
Vice- president Yeo Siong Hock on
their impression of the tour.

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来访
时别一年，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陈呈
继2010年7月的来访后，再次携厦门
市海外交流协会访问怡和轩，并参
观先贤馆。

和轩俱乐部来说，尤为珍贵。怡和轩

在来访者与怡和轩部分董事的交谈
中，我们了解到，陈嘉庚纪念馆馆
藏丰富，其中收藏的南洋华侨、华人
旧照及音像记录，对于历史悠久的怡

同意与怡和轩俱乐部分享馆藏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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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日治时期的浩劫后，原有的历
史档案所剩无几，此次交谈将开启怡
和轩历史的重新整合。陈呈馆长慷慨
南洋华侨先贤的资料。双方在交谈中

一致认为，凡是具有正确及正面历史

也着重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探讨，陈

教育意义的传播，都会得到陈嘉庚纪

呈馆长与厦门市海外交流协会的领导

念馆的支持。      文／图：郑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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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然阁的欢乐气氛
设置于怡和轩三楼的怡然阁近期增添
不少“新血”，比往日热闹许多。管委会
于2011年12月6日中午开始举行了一个
小小的“斗智竞赛”，除了举行传统的
消闲项目外，当晚也在二楼大堂设宴联
欢，为怡然阁增添无限的欢乐气氛。董
事部感谢叶谋彬、杨松鹤、何沁光负责
筹划与主持这项活动，更感谢叶谋彬、
何心光、陈源金赞助当天的午餐、晚宴
与丰富的奖品。
文／图：郑钧如

Happy Hour at Yirange…
Yirange , the recreation centre on the 3rd level of the Club, held a talent
contest on 6th December 2011 which was well-attended by regular activists at
the centre. Participants were later treated to a sumptuous dinner and karaoke
session. Management wishes to express its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Messrs
Melvin Yap Boh Pin, Yeo Siong Hock, Ho Sum Kwong and John Tan Guan Kim
for organizing this exciting event, sponsoring both lunch and dinner, as well
as donating the prizes to the participants and top winners.

活
动
预
告

葡萄红酒品尝会

西马高尔夫球赛之旅

第四届华文书籍奖颁奖典礼

专家莅临怡和轩

一路北上

保根育苗

教你如何品尝酒

增进怡和轩会友感情

旅游消闲   

搞好母语

奖励特选中学优秀生

上述各类活动将于三月至四月间举行，秘书处将于适当时间发布有关详情。有意参加上述任何活动
者，可向秘书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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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华尔街”问题



郑永年

‘

西方倒下去了并不
意味着中国会站立
起来。事实更可能
是，西方在倒下去
的时候，也会拉倒
中国。

’

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国际经济正

中国力图通过发展内需来减少出口。

国。西方倒下去了并不意味着中国会

处于危局之中。各个阶层的人们等

但这几年下来，人们发现，中国的出

站立起来。事实更可能是，西方在倒

待着的危机既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

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在内

下去的时候，也会拉倒中国。

性金融危机的延续或者恶化，也是

需方面，只有公共消费（即政府部门

各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无能拯救危机

和准政府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在快速

或者拯救危机无效的结果。作为世界

增加，民间部门的消费并没有显著的

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如何去？

增加。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

这是人们所关切的问题。不过，中国

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

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决定于世界

医疗、教育和住房。在这样一套制度

经济的这个外在大环境。就是说，中

建立起来之前，不太可能成为消费社

国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环境

会。而建立这样一套制度需要很长的

越来越大。在西方，针对中国的贸易

的影响。

历史时间。

保护主义、对人民币施加压力等从来

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

“负面”的外来压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在开

其二，中国不仅不能脱身，反而要为

有些方面，中国可以诉诸于WTO（国

放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到现在为止

世界经济的复苏负责。中国现在已经

际贸易组织）仲裁，但WTO仲裁不仅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

过程过长，而且非市场经济地位更

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即使世界

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连欧洲这样的

难使得中国在WTO内部有任何优势。

经济出现了问题，中国不可能减轻

发达社会，一旦当遇到经济危机，都

对这个体系的依赖，更不用说从这

希望中国的帮助。对中国来说，负这

个体系里脱身。减轻对这个体系的

样的责任可能不太情愿，但也不得不

依赖，从理论上说可能，但实际上

负。原因也很简单。中国是世界体系

除了上面这些负面的压力之外，中国

做起来很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危机必然危及中

还面临“正面”的外部压力，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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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结构是失衡的，而这些失衡
又是各国内部失衡的外在表现。西方
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困
难。只要各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世
界经济结构不平衡还会继续。在这样
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会

就没有间断过。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
美国和欧洲仍然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
市场地位。这对中国非常不利。尽管

“正面”的外来压力

怡和财经

西方各国以要求中国“国际责任”的

也较之西方的有效。随着金融体制建

名义要中国来承担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设的推进，中国政府在使用货币政策

的责任。作为国际经济体的重要一

来调节宏观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

员，中国当然要承担国际责任。但是

丰富的经验。

西方的要求往往是过度的，也是自私
的。每一个国家总是要求对其负责，

拥有庞大国有经济部门

作对其有好处的事情。中国所面对的

问题出在国有企业
那么，在预知过度政府干预的代价的
前提下，中国政府当时为什么会出台
如此庞大的计划来防止危机自身？中
国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拯
救世界经济，尽管在客观层面，产生

是一个个西方国家，而非西方整体。

不过，中国政府最主要的优势在于，

了这样的效果。正如当时中国总理温

近年来，西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

与西方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拥有

家宝所说，中国把自己的事情管理

似乎越来越强，因为中国政府集中了

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控制着中

好，就是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除了

过多的财富，这些西方国家都盯着中

国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实体经济

国。对中国来说，承担责任应当，但

命脉。就是说，除了财政和货币杠

不应当过度承担。过度承担会导致内

杆，中国政府还具有经济杠杆。应当

外部的外力，也是不可持续的。即使

说，这个经济杠杆是所有西方政府所

一时间赢得了国家声誉，但从长远来

没有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

正如日后所发生的，政府庞大的计划

看，反而有损国家利益。

主要是因为这个杠杆。政府出台的4

是通过国有部门来执行的，大量的财

万亿主要是通过国有部门（主要是国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

力流向了这个部门。如果说美国的问

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来执行的。从这

中国如何求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呢？

题是华尔街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

个角度来看，在应付危机方面，中国

就是国有企业部门。国有企业正在

从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

经济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为有效。这也

为政府和社会制造无穷的问题。人

应当有很多经验了。在应付这次金融

是这些年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抱过度乐

们不难观察到和国有企业有关的一

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有很多积极的经

观的根源。

系列问题。

面作理性的总结。人们可以从如下几

在美国西方，对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过

首先，正如美国的华尔街，中国的国

个方面来讨论。

度使用不仅导致了这些杠杆的失效，

有企业也呈现出了“过大而不能倒”

也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在政府债

的现象。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

务过大、利率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这

危机，来赚钱，甚至来实现其它一些

些杠杆如何再继续发生作用呢？无论

非经济目标（例如社会稳定），所以

首先，尽管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

是财政还是金融杠杆，大量的金钱流

政府必然为国有企业提供无穷的支

在压力，中国也会维持较快的发展

通到金融领域，导致金融领域“流动

持。但是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

水平，但再也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世

性”过剩。金融领域的复苏不仅没有

必然和政府的一致。相反，国有企业

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了。2008年金

促成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实体经济的

所追求的目标距政府目标正在越来越

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马上推

复苏，反而促使着金融领域走向政府

远。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型国有企

出了数量极大（4万亿人民币）的配

和社会目标的反面，即进行更大规模

业的财力和市场垄断的强大，它们相

套来应付危机、拯救经济。较之西

的投机炒作或者“金融工程”。

对于政府的自主性也日益扩大，无论

不过，也要清醒意识到，中国政府对

过来，政府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

经济杠杆的过度使用也在导致几乎具

依赖性越来越强，控制力反而却越来

有同样性质的恶果。实际上，现在看

越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华尔

来，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举措

街绑架了美国政府，国有企业也绑架

是在对经济危机怀有深刻恐惧感的情

了中国政府。

对危机的恐惧感而产生的非理性因素
之外，既得利益的追求是这个计划背
后的最大推动力，而国有企业是这个
过程中的最大的既得利益之一。

验，但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对两方

仍然会有较快的发展

方任何政府，中国政府的举措更为
有效。在西方，政府可以动用的主要
举措有两个方面，即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不过，财政政策因为政府过高
的债务而受到限制；同样，货币政策
也很难奏效，因为各国的利率已经很
低，甚至趋近于零。中国则不一样。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财政能力
最强的国家。过去数十年，国家税收
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

是从财政税收还是经济资源方面，反

况下出台的。当时的中国本身并没有
危机，而是受西方危机的影响。可以

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说，政府当时的任务只是防止危机扩
散到中国。

国有企业这种和政府目标背道而驰的
做法已经促使了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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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在很多年里，平衡经济结构一
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但是今天的中
国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主要
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
间的失衡。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大
扩张，把触角伸入到中国经济的各个
领域。按照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有企
业改革计划，国有企业会存在于国家
战略部门。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
大量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哪里可
以盈利，哪里就有国有企业，比如说
国内最大的泡沫产业，房地产。所以
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
象。第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
的失衡。在中国，大型企业全都是控
制着大多数资源产业和上游产业的国
有企业。国有部门的扩张是以提高要
素价格，特别是资本和资源价格为代
价的，因此国有部门扩张必然导致中
小企业萎缩。一句话，中小型民营企
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也
越来越恶劣。这导致了中国的民营企
业家纷纷出走其它国家。很显然，发

华尔街并不在任何市场意义上进行运

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是政府的

作；相反，华尔街不仅破坏了传统意

目标。但这个目标很轻易地被国有部

义上的市场，而且创造着以其为中心

门所改变。

的市场，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纳入
其“交易”体系（即市场）。

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失衡

市场要服从国有企业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代表市场，
而是在最大限度上操控着市场，破坏
着市场。国有企业并不是通过市场竞
争而占据优势，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

在中国，国有企业也有类似的功能。

权力，通过对经济空间、资源和人才

国有企业绑架着政府政策。例如中小

的垄断。在所有这些资源随手可得的

型民营企业问题。从宪法、法律上中

情况下，为什么要走辛苦的市场路线

国已经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同时在政

呢！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非国有部

策上，政府也制定了诸多意在促进民

门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在中国变

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不过，无论

成一种现实。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通

是宪法、法律还是政策，都是停留在

过国家的财政、金融等等举措就能很

字面上，很难执行下去。为什么？国

轻易地操控市场。对国企来说，市场

有企业在作怪。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

仅仅是一种工具。市场要服从国有企

型民营企业竞争政府资源？很显然，

业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这和西方刚

这不是竞争。谁输谁赢是明摆着的。

好相反。在西方，政府力量最强大，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

也必须服从市场；而在中国，市场力

在西方，华尔街主导的金融经济绑架

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

量最强大，也要服从政府。西方政府

了政府，华尔街可以影响政府，但政

国有银行会选择谁？这也是明摆着

可以通过反垄断来限制企业操纵市

府影响不到华尔街。同时，华尔街经

的。政府左右不了国有企业，相反

场。西方通过很长历史时间建立起

济又在极大程度上破坏着传统意义上

使国有企业能够左右政府，这是政

了对市场的规制。现在西方面临的

的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之上的市场。

府失败。

是如何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这个问

这些现象已经暗示了第三个失衡，并
且是更为严重的失衡，即政府和市场
作用的失衡。世界经济的混乱现象在
本质上是“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
的结果。如果市场有能力，或者政府
有能力，世界经济可以出现相对稳定
的秩序。但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
市场和政府都失灵了。在西方，这是
因为华尔街经济；在中国，这是因为
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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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私有化问题。经过九十年代的改
制，尤其是法人化，今天中国的国
有企业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
企业了。现在很难说，国有企业是国
家的。在国有企业实际运作来看，它
们实际上是国家或者政府代理人的企
业，即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国有
企业赢利了，企业主管可以决定内部
分配。国有企业的工资在中国社会各
类企业中是最高的，甚至高于外资企
业。而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了，就要伸
手向政府和国家的帮助。同时，政府

‘

对国有企业的运作没有任何有效的管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财

治和监督。再者，国有企业也越来越
不开放，而更像一个封闭的体系。从

政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的货币

利益分配到国有企业员工的招聘等方

政策也较之西方的有效。与西方

实质上的关联。国有企业因此被社会

方面面，国有企业和中国社会并没有

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拥有一

视为是中国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根

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

中国社会抱怨的一大对象。

源。实际上，国有企业俨然已经成为

’

中国成功地防止了西方危机危及自
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

题已经提出来，只是因为金融业的巨

仅如此，中央政府也放松了对地方的

大政治影响力，到现在为止规制还没

控制和监管。地方政府不拥有货币发

有建立起来。不过，至少在理论上是

行权，但为了融资，产生了很多地方

可能的，例如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再

融资平台，这些平台本身就是一种特

平衡，立法对金融业的暴利交易征收

殊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大举借

过程也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可

重税，使其利润不多于实体产业。与

债。地方借债出现了竞争性行为，各

以相信，中国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间

之相比，中国政府则可能无能对国企

地方不管自己是否有还债的能力，拼

来消化这些恶果。但是，不幸的是，

实行反垄断，因为国企已经是国家财

命借债。这是一种典型的“搭便车”

新的危机正在来临，中国不得不面临

政经济体系重要部分，“左手规制右

行为。地方借债越多，对地方越有

新的选择。

手”不会在任何意义上获得成功。因

利。很显然，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地

此，至少在理论上说，中国所面临的

方债务最终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市场和政府双失效要比西方严峻。

这一点，各地方从一开始就有意识

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在客观上也为世
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
不可否认，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一

中国可能拯救西方吗

的。实际上，地方债务也是一种变相

现在的问题是，现在西方需要中国的

的财富转移形式，即财富从借债少的

帮助，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

省份转移到借债多的省份。中央政府

的财富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都在盯着

与国有企业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

最后承担地方债务，债务必然在各省

中国政府手中的钱。中国要去拯救西

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

之间平分，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有

方马？的确，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

地方债务危机。因为对经济危机的

人说，地方债务危机是具有中国特色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有人提出要推

过度恐惧，中央推出了庞大的“救

的金融危机，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方

地方债务是变相的财富转移

实行拯救。不过，这种毫无理性的设

市”计划。实际上，除了中央所属
企业，中央政府的4万亿的很大一部
分是通过地方政府发放下去的，地方
政府又通过地方国有企业来实施。不

国有企业的内部私有化

想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且不说

国有企业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内

要中国来拯救西方毫无道理。二战

中国是否有能力拯救西方。即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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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们不得不
承认，市场和政
府都失灵了。在西
方，这是因为华尔

经济政策，当然这次是错误地把社会

（例如所谓的“三公消费”），等

政策的“救济”逻辑滥用到经济领域

等。同时，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

去。导致经济国家主义大肆横行，特

富，腐败现象变本加厉。现在一些官

别是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当然，正如

员一贪就是几十个亿，根本原因就是

前面所讨论到的，这导致了诸多方面

政府掌握庞大的社会财富，却没有“

的经济失衡。

社会化”的方法管理和分配这些财
富。当然，政府掌握财富过多也刺激

街经济；在中国，

中国的“华尔街”就是政府

这是因为国有企

如果华尔街成为西方社会的关注

’

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

业。

后，美国人推出庞大的马歇尔计划
帮助欧洲，主要是出于其地缘政治考
量，主要是和当时的苏联竞争。这个
计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更
多的是战略项目。相比之下，中国和
欧洲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关联，不存
在共同的敌人，两者之间的政治制度
和意识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可
以到欧洲作些生意，但要推行大规模
的拯救计划的可能性趋于零。

望。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单

简单地说，无论是应付危机还是争

府部门收入增长过快。但政府积聚

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必须意

这么大量的财富干什么用呢？至少从
近几年看来，主要还是为了通过投资
推动经济发展，积累更多的财富。这
和华尔街不断注资“赌场资本主义”
换取更多金钱逻辑类似。华尔街积累
财富的方式错了，所积累的财富的使
用方式也错了。同样，中国政府积累
财富的方式错了，所积累的财富的使
用方式也错了。积累财富是通过国企
的过度扩张，通过向平民百姓征收过
重的税收。这导致“国进民退”和“
国富民弱”。再者，所积累起来的庞
大财富并没有用在最需要的社会政策
上，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

危机还再度促使中国改革的意识形态

房等，就是说财富没有流向社会的大

化。因为中国比较有效地应付了金融

多数；相反，财富促使着政府方面

危机，很多人就简单认为中国的经济

很多不理性的决策，例如建立维稳

模式要比西方的优越，更有人认为，

机制、注定要浪费的公共投资（修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会走向社会主

桥铺路等）、政府内部的“消费社会”

态化，人们越难以对国际经济危机的
产生根源作一科学的判断。在不能对
危机的根源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情况
下，有可能用简单易懂的意识形态
来解释之。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
样的情况。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
代的“社会主义”。从前中国的改革
者错误地把经济政策使用到社会政策
领域，推行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全
面产业化。结果是，高速的经济发展
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今天，
在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影响下，很多人又混淆社会政策和
38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纯追求国富有百弊而无一利。

点。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

令人担忧的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

义。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越意识形

着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贪婪欲

识到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性
质。概括地说，这两个模式代表的
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市场包涵政府（美
国），另一个是政府包涵市场（中
国）。当市场逃避了政府的规制的时
候，美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当政府
完全控制了市场的时候，中国模式必
然发生危机。在西方的市场模式下，
政治冲突往往表现在人民对资本的冲
突；但在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下，政
治冲突往往表现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冲
突。只有把中国模式的性质认识清
楚了，人们才能作出科学的政策。
否则的话，政策很可能是误入歧途，
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要应付新的危
机，200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吸
取。应付危机的目的是解除危机，而
不是制造新的危机。
作者为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怡和财经

2012年亚洲能否脱颖而出
财经讲座

2012年1月14日

怡和轩·瑞银财富管理研究部︱联合主办
 文／图：洪天发

“虽然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来

呢？政治家很难向人民交代。不救

到怡和轩很高兴，因为怡和轩的创始

也不行，债务危机一旦爆发，富国也

人陈嘉庚老先生对厦门大学做出非常

遭殃。所以援助国要求受援国上交财

大的贡献，我是厦门大学的受益人，

权，而这是带耻辱性，有损国家主权

很高兴来和大家交流对2012年的经济

的，因此谈商过程困难重重。

展望。”

浦先生也认为，全球经济发展在往下

2012年1月14日午后3点钟，怡和轩二

滑，美国就业情况严峻，需要大量削

楼的小讲堂里，出席者把座位坐了个

减开支，因此必然影响进口。同时它

八九分满。主持人，也是《怡和世

靠印钞票来解决债务问题，美元从09

纪》的总编许福吉博士宣布讲座开始

年开始至今翻了两倍多，造成全球性

后，主讲人浦永灏先生的开场白，一

的通膨。新兴市场通膨严重导致社

下拉近了与在场听众的距离。

会动荡，比如中东就爆发了“茉莉

讲座主题是：“2012年投资展望：保

花革命”。

持防御、见机行事”。在大约一小时

他指出，欧债不能解决，全球性的经

的演讲中，诚如许福吉博士所言，浦

济危机对亚太区还有以下影响：

先生从政治、社会、文化各角度切入
经济，侃侃而谈，深入浅出，让人受

• 出口会往下落，所以需要刺激内需；

浦永灏先生简介
1982年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会计
系，获会计学士，并于1984年在
同校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他还拥

益。尽管投影仪显示的各种数据图表

• 欧洲的投资者把资金撤回本国

有伦敦经济学院统计学硕士学

纷繁，也并不叫人觉得生硬枯燥，现

“救火”，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

位。2002年至2003年，曾担任亚

场反倒不时响起愉悦的笑声。

值；股市也成了欧债的“人质”

洲开发银行高级顾问，领导经济

而大跌。

监测小组的工作。也曾分别在野

由于重点谈的是新一年的投资策略，
浦先生先回顾了过去一年的经济情

浦先生分析：自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

况。去年许多地区经济形势确实不

破灭以来，其实股市一直都是熊市。

好，通膨很高，利率很低，钞票不值

而目前的形势恶劣，主要是欧债危机

钱了，基本上浦先生觉得在投资上应

困难越来越大，难有解决方案。更由

采取保守的态度，以保值为主。

于欧美已无力推行刺激方案，无法像

他认为这次通膨不是由于经济增长，

村国际（香港）和中银国际（英
国）任高级经济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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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金融风暴之后的09年股市大起。
因此，他认为投资策略应以防御为

在交流时间，现场公众热烈提问，涉

主，可以买一些主权债券，大企业

及诸多层面，甚至问到浦先生个人的

债券，因为只要这些公司不倒闭，

投资情况。他都能亲切、恰当地给予

他觉得欧洲债务危机既严重且复杂，

它就能还本付息。黄金也是一个分散

解答，让在座所有参与者如沐春风，

欧元区货币统一，但财政不统一，有

投资的工具。至于股票，可以在便宜

获益匪浅。

些国家发生债务问题，比如希腊，

时买好的公司，新股可以买一点，中

要求其他欧洲国家救济，德国人会

国股就要买大公司。也不适宜做长线

当主持人说接下来发问最后一道问

想：我要做到61岁才退休，什么道理

投资，在股价回弹时，能赚个百分之

题时，大家惊觉一个多小时已倏然流

把我的钱拿去救济55岁就退休的希腊

十就脱手。

逝。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而是人为印钞票造成，是为了挽救欧
美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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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鸡博弈”


陈 抗

‘

南欧国家的政府似乎存在着
侥幸的心理，相信德国和欧
洲央行会先“跳车”，开动

’

欧元印钞机来解救它们。

“鸡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

央行扮演欧洲银行“最终贷款人”

据说起源于洛杉矶的黑帮。在无聊

的角色。德国的要求使许多经济疲

的夜晚，这些人有时会从街上偷两

弱的南欧国家不但无法刺激经济，

辆车，开到山崖上，再鼓动两个黑

反而必须实行紧缩政策，相继陷入

帮成员分别驾车朝着悬崖边上开，其

衰退。另一方面，南欧国家的政府

他人在旁起哄、看热闹。那两人谁先

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制约，无法大量

跳车谁便是“鸡”，最后跳车的就成

削减开支、增加收入，债务危机不

为黑帮里的“英雄”。为了要面子，

断深化。它们维持着、拖延着，希

赛车的谁也不愿意先跳车，眼睛却紧

望得到欧洲央行和欧盟其它国家的

盯着对手。只要对方一跳，自己马上

拯救和援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

就跟着跳。但是，如果双方都坚持不

逝，这些南欧国家政府违约的可能

肯先跳车，最后可能谁也来不及跳，

性越来越大。因为南欧政府欠的是

结果是双双坠下山崖，落得个粉身碎

北欧银行的钱，南欧的主权债务危

骨的下场。

机必然要演变成北欧的银行危机。

目前在欧洲上演的其实也是一场
“鸡博弈”。德国和欧洲央行同开一
辆车，南欧的国家则驾驶另一辆，前
面的万丈悬崖就是政府违约、欧元区
的瓦解。德国逼迫欧洲其它国家严格
控制财政开支，不允许欧洲央行发
行统一政府债券，也不同意让欧洲
40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所以，德国和其它北欧国家也不能
袖手旁观、独善其身。因为有这一层
关系，南欧国家的政府似乎存在着侥
幸的心理，相信德国和欧洲央行会先
“跳车”，开动欧元印钞机来解救
它们。

欧债危机不是短期问题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后靠欧洲央行
印钞票来解决问题，这是德国人最
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虽然在短期内
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长远来说，
对德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原因
是：欧债危机并不是个短期问题，
它与欧洲一体化、环球化、人口
老龄化密切相关。从欧元区建立的
1999年到2009年，欧洲的公司税率
从34.1%下降到23.2%，税收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从19.1%下降到17.2%。
同期，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
的比值从48.6%上升到50.8%，政府
消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9%上
升到22.1%，欧元区政府公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61.2%上升到
70.9%。缓慢的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
率提高也造成缓慢的经济增长：欧
元区同期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5%，
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约1.0%，国内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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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5%。显而易

就借债，借不了就向其它国家寻求援

欧洲的“鸡博弈”还会继续，双方都

见，欧元区成立以来许多欧洲国家

助。行文至此，读者应该能够了解德

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让步，结

的政府收入下降、开支上升，而且又

国和欧洲央行的一番苦心。试想一旦

果使欧洲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不

无法通过高增长来缓解财政赤字的上

欧洲央行承诺收购欧元区国家的政府

过，欧洲央行也不会让欧债危机演

升。德国要伸出援手也是力不从心，

债券，还有什么国家会愿意管住自己

变成银行危机。去年底欧洲央行发放

救得了今年却救不了明年，救得了希

的财政赤字？大锅饭不吃白不吃，便

三年期的1％低息贷款给523家欧洲银

腊救不了意大利。欧洲央行印钞票的

车不搭白不搭，这样的道理谁都懂。

行，总借贷额高达4892亿美元，缓解

结果是欧元的贬值，让南欧国家把德

欧元区需要的是长期有效的、具有约

了流通性困难。这个做法相当于延长

国和北欧国家一起拖下水。

束力的跨国财政规则来迫使不同的国

赛车道，或者放慢赛车速度，使车子

家负责任地面对自己的债务负担。

没有那么快就开到悬崖尽头。显然，
欧洲央行这么做实际上是发挥了“最

增加消费税
欧洲的公司税率为什么会不断下降

僵局还会继续

终贷款人”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了
“鸡翅膀”。

呢？原来，全球化使资本在更大的范

在去年12月的欧洲峰会上，德国和

围内流通。跨国公司流动能力增强，

法国主导了“欧洲财政契约”的讨

迫使不同国家的政府用调低公司税率

论。除英国外，欧盟的26个成员国

和个人所得税率的方法来吸引和保留

同意把参与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

跨国公司。结果是你降我也降，政府

内生产总值３％的这一规定写入各

间的税收竞争使公司税率越调越低。

国宪法，并对违反者施以处罚。

为了避免政府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不

“欧洲财政契约”就是希望限制搭便

少国家增收消费税，结果扩大了贫富

车、吃大锅饭的行为。但是，欧洲议

差距。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虽然在

会中有明显的反对声音，认为这个契

欧盟建立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由

约只强调加强财政纪律而忽视了刺激

于语言、文化、不灵活的劳工法，一

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不利于重建市场

般蓝领和白领工人的跨国界流动性并

信心。而且，对国家进行处罚（罚

不强。资本的全流动和劳动力的不流

款）能不能取得预想的效果还值得

作者为国立大学

动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一些缺乏

怀疑。可以肯定的是，要制定和实

李光耀政策研究所教授

竞争力的国家造成工作岗位的流失，

施跨国财政规则十分困难，它必须

需要更多的社会援助计划，进而加大

经过两个层次的集体行动和讨价还

了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由于竞争力

价，一个在国家内部，一个在欧盟

不同，经济一体化和环球化的负面影

的国家之间。

欧洲这种情况可能还要持续两三年，
这对亚洲新兴经济体来说并不是一件
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它们必须面对比
较长期的疲弱外部需求。虽然人们热
衷于谈论“脱钩”，认为亚洲经济增
长可以不受欧美局势的影响，但真正
的脱钩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
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依赖居民消费。
中国如果能在欧洲“鸡博弈”的僵持
阶段成功转型，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将
产生巨大的影响。

响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在不同的
收入群体间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一个国家恢复竞争力的方法基本上只
有两种。不是让货币大幅度贬值，就
是大量地裁员、减薪、以及削减其它
劳动成本和福利开支。欧元区采用统
一的货币，这使希腊、意大利无法让
货币贬值，能做的只是痛苦的调整，
而这些调整必然要带来游行、示威、
罢工、甚至政府垮台等一系列政治后
果。面对政治压力，南欧国家的大多
数政客都选择躲避、拖延。能够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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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繁荣
与中西方文艺美学比较

‘



陈 疆

观众在欣赏音乐和绘画作品时，还原艺术家意图的“解密”和“
再创作”过程，也赋予了作品更多的含义。这种创作和再创作过
程所产生的丰富内涵，正是现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

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文

要有几个方面的体现：1）看世界的

意；而西方的绘画则科学系统化，有

艺带来繁荣景象。中国的广播电视媒

角度：西方人看世界从物质层面阐

数学般的严谨。其次，西方人追求现

体、文学、音乐、绘画和舞蹈作品等

述，而中国人看世界则从精神层面

实世界，中国人追求虚拟世界。中国

几乎产生了井喷的现象。在国际艺术

去解读。2）看世界的方式：西方人

人的绘画不太追求形似，但求传神；

赛坛，中国选手频频获得大奖；在商

看世界从小入手，也就是从微观到宏

西方人的绘画则崇尚真实地反映现实

业艺术市场也成绩斐然。虽然各种西

观，中国人看世界习惯总揽全局，从

世界。不同的追求导致传统绘画审美

方现代文艺思潮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

宏观到微观。3）看世界的侧重点：

观的差异：西方人评判绘画的标准是

影响，激进的前卫美术和保守落伍的

西方人看世界追求事物表象的精确

相比现实世界的还原度；中国人的评

戏曲音乐同时存在，但中国文艺的主

性，中国人看世界侧重事物背后隐

判标准则是是否反映精神层面上事物

流仍然是植根于传统并具创新意义的

藏的精神本原。

的神韵。达·芬奇认为，要“像镜子

现实主义。中国政府为适应市场经
济，也开始推行对文化艺术团体的企
业化改造。文化艺术的繁荣无疑为中
国的大众创造了欣赏和参与文艺活动
更多的机遇。

中西方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差
异，导致美学思想的区别和艺术创
作出发点的不同。首先，西方人重理
性和物质，而中国人重浪漫和精神。
在西方戏剧中，场景布置需要道具齐
整，还原现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

中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基本
区别
艺术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生活，中西
方的艺术当然不例外。比较中西方文
艺，应审视其文艺美学差异背后的世
界观和生活方式。
中西方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主
42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一样，真实地反映万物”，而元代
画家倪云林却倡导“逸笔草草，不
求形似”。

中西方文艺作品的比较
和欣赏

所接收的戏剧场面与真实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中西方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而在中国戏剧中，道具只是一个场景

的种种区别，导致了中西方文艺作品

的符号，旨在营造一个氛围，观众所

的迥然不同。在绘画技法上，西方大

接收的戏剧场景是模糊的意境。西方

多采用精准的透视法，注重光影明暗

戏剧所追求的精准性略去了观众再创

的处理，在用色上有着系统化的多样

造的自由性。这种中西方的差异同样

和丰富，因此，风格强烈明显，如古

反映在绘画上：中国的绘画，每一种

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然

事物有其特定的程式化画法，追求写

而，中国的水墨画虽讲究经营位置，

怡和思维

散点透视，但是对于每个事物的画法

式上的美，能够作为桥梁，把戏曲的

作品时，还原艺术家意图的“解密”

相对较为固定，变化较少，从而导致

精华传递给观众。然而，要想充分

和“再创作”过程，也赋予了作品更

画家个人风格的弱化。相比西方，中

了解艺术，欣赏艺术，对内容美和

多的含义。这种创作和再创作过程所

国各流派画家无法以其风格命名，取

形式美的解读缺一不可。唯有对二

产生的丰富内涵，正是现代艺术的魅

而代之的是以时、地命名如：南宋四

者充分理解，才能拼凑出完整艺术

力所在。

家、元四家和扬州八怪等。在构图

美的图景。

上，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观者以

在西方现代艺术盛行的今天，中国水

现代艺术欣赏的关键是理解艺术的变

墨画的程式化束缚了创造的灵性，经

形。照相术于1839年的问世使西方绘

历了巨大的挑战：传统和创新。然

画如镜子般地反映真实的信仰遭受了

而，创新并不意味着割裂传统。中

在这多姿多彩色彩斑斓的中西文艺世

前所未有的重创。当对自然忠实的描

国水墨画自古以来就是在中国这片

界中，不同地域，流派和作家之间的

绘已不再是绘画艺术的信条，西方人

土壤上繁殖生长，那么创新就应当

作品呈现出各种差别。我们要欣赏和

在已有的严谨绘画技法上开始寻求信

是在保持自己传统和特色的同时，

理解其艺术，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内

仰和表现。从而，越来越多的画家对

在不超出“美”的范畴内，寻找属

容美和形式美。比如：五代画家顾闳

描写对象进行扭曲式的变形，造成强

于自己的道路，理解、解读并表达

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俄罗斯画家

大的视觉冲击，夸张地表达情绪情

艺术的真谛。

苏里柯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等

感。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就是一

历史绘画，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内

个典型的范例。艺术创作从真实再现

容，必须了解其内容才能理解作品的

到抽象经历了包含变形的完整图像、

含义。然而，内容美容易消逝，在欣

轮廓、剪影、符号和抽象5种形式。

赏上，形式美往往更具有表现力和对

艺术的变形语言受地域、种族、宗教

观众的亲和力。戏曲的折子戏观众们

和时代等影响，具有其不确定性。正

早就对其内容烂熟于心，他们就有可

是这种丰富多样的变形语言及其不确

能非常投入地欣赏形式上的美感。北

定性造就了风格迥异的各种现代绘画

方人听潮剧，尽管语言不同，但是形

流派和作品。观众在欣赏音乐和绘画

想象空间；而西方绘画则要求完整全
面地表现所有空间。

（编者按：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疆
于2011年12月3日和2012年2月5日，
分别在华族戏曲博物馆和华夏知音
协会各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艺术欣赏演
讲，主要围绕中西方文艺的美学比较
展开，并由浅入深、配合作品范例阐
述和说明了中西方文艺的异同，受到
了听众的热烈欢迎。本文由柯婷婧根
据陈疆演讲整理而成。）

俄罗斯画家苏里柯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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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治
转型的钟摆


叶鹏飞

‘

同历史经验以及世界各地的情况一致，精英政治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无论
是组织形式或者思维方式，都构成了足以左右政治决定的力量。西方政治
学的论断：“精英必然自我繁衍”，在新加坡同样得到印证。

’

作为政治上一组对应的概念，“精

多数票，最后却是最高法院的这九人

这套富有新加坡特色的精英政治体

英”与“民粹”无疑是观察时局的有

宣判共和党的小布什获胜，而且这个

系，因为李光耀个人的人格魅力和

用工具。自2011年新加坡“分水岭”

决定得到了美国选民的认可，从而化

政治手腕，以及体系整体运行的高效

全国大选后，从建国以来就是社会主

解了一场罕见的宪政危机。可见民主

率，数十年间日渐茁壮强大，不但在

流意识的精英政治，开始面对民粹的

政治要顺利运行，代表知识与传统的

国际间赢得美誉，更为全球华人社会

反扑，政治钟摆也出现了幅度显著的

精英成分不可或缺。

所称羡。台湾舆论在批判自家政府无
能时，经常都会引用新加坡作为正面

移动。这个移动的势头相当程度上将
决定新加坡政治未来的特色，值得持
续观察。

逐渐演变为强势政府

例子，中国大陆政府更派遣大量官员

新加坡在体制上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

中寻找善治的灵感。

一说起民粹政治，人们不由得会联想

西敏寺民主宪政，但自独立后却逐渐

到台湾的选举。在从威权体制向民主

演变为强势政府行政权独大的模式。

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法

这当然有独特的历史因素，包括独立

制建设的滞后、历史遗留的族群矛

初期与共产党的激烈斗争、建国总理

盾、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为政

李光耀个人的政治风格、政府发展经

治枭雄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下野后犯

济的绩效获得民意高度支持，因而在

法入狱服刑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就

国会里拥有能随时修改宪法的绝对优

是个玩弄民粹政治的高手。一些观察
者对新加坡政治转型所可能存在的隐
忧，无论是否明说，背后恐怕都会有
台湾经验作为参照系。
现代民主政治本来就是按照“数人
头”的规矩进行，本质上天然存在着
民粹的基因。成熟民主国家为了消解
这个威胁，在制度上逐渐发展出带有

势等等。这些因素也导致了新加坡政
治越往后发展，其精英成分越浓烈，
最终形成所谓的“任人唯贤”意识
形态，为既有体制铺垫了理论上的
正当性。

前来学习，希望能从“新加坡模式”

尝试主导变革的速度与方向
然而，随着李光耀退居二线，精英
政治遵循本身的逻辑走向极致，体
系的副作用也慢慢浮现，最后引爆
了民意的反弹。2011年5月新加坡全
国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获得历来
最低的得票率，更折损了包括备受爱
戴的外交部长杨荣文在内的五个国会
集选区议席；同年8月的总统选举，
执政党属意的候选人、前内阁副总理

行政独大，表现为体制上的制衡成分

陈庆炎博士以总得票不过半的微差险

被削弱到最低程度，比如对所谓第四

胜，表明基层的不满情绪仍然强劲。

权的媒体做法律上的制约（出版法、
诽谤法）；用立法权钳制司法权的自

总理李显龙因此宣布政治改革，即

精英色彩的机制作为制肘，其中最突

主（众多刑罚都规定唯一死刑，法官

刻就公共住屋、医疗、交通系统等

出的莫过于“三权分立”制里的司法

缺乏独立裁量权）；设立奖学金制度

民怨积累最大的领域入手，并一举

权。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非

吸引社会人才进入公务员体制，又通

撤换这些部门的部长，以及让代表

但不是由国民票选出来，还是终身任

过从中吸取参选人入阁当部长，或任

旧时代的李光耀，还有国务资政吴作

命，且拥有对美国政治发挥举足轻重

命退休精英公务员主管庞大的政联企

栋退出内阁，试图对民意做出回应，

影响的权力。2000年势均力敌而难产

业，高薪厚禄地笼络官僚体系为政府

并尝试在钟摆失控前，主导变革的速

的总统选举，民主党的戈尔虽然获得

忠诚效命。

度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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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主导变革的努力，并非没有成

一，也说明了因情绪对立所造成的

却同时引发体制内的忧虑和异议。就

功的可能，毕竟数十年的政绩依然是

不信任感的深度。虽然减薪的幅度

在李显龙表示有意接受部长减薪报告

个有力的号召，新加坡选民，尤其是

相当大，从总统的五成到初级部长的

的建议后，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兼环

建国一代的民众，还是对行动党政府

三成，并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觉得

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在其

有信心。长期培养的务实价值观，也

满意。其中最被人诟病的地方，是减

面簿上主动发表个人看法，表示若薪

让新加坡人不愿意在政治改变上轻举

薪所采取的新方程式，精神上仍然是

金平衡点继续倾向一个方向（减薪）

妄动。前述的对于类似台湾那样的对

精英主义的——用收入最高的1000个

，将让往后考虑从政的人裹足不前。

民粹政治的忧虑，也让部分中间选民

公民的薪金为基准。对于年收入还

新加坡资深媒体人佘长年则在马来西

在看待反对党时保持一定的警戒心

抵不上部长月薪的绝大部分民众（美

亚的报章撰文透露，行动党内部已经

理。2011年5月大选对行动党固然是

国《华尔街日报》说，李显龙减薪后的

出现反对声浪，呼吁总理拒绝报告书

个打击，但六成的民意支持率毕竟还

收入，依然是新加坡人均GDP的40倍）

的减薪建议。他们持的理由也和傅海

是强大的政治基础。只要能在国民不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非常民粹

燕一样。

满的地方做出改善，按照行动党意志

式的口号：“我们是99%”，似乎在

进行的变革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这里得到不谋而合的佐证。

虽然如此，以“分水岭”选举结果为

这种在利益上开始出现你我的现象，

圆其说，但从网民排山倒海的负面留

重要标示的政治钟摆，从精英政治那

也伴随着整个治理机制不断爆发问

言，迫使她需要出面澄清的情况来

一面摆开的动力还在持续。这是因

题，让既有体系高效廉能的形象，乃

看，她的意见与社会观感之间的鸿

为，除了对生活品质下降的不满，精

至背后的精英政治的正当性进一步被

沟，不无反映了精英政治和民粹情

英政治本身的特质，恐怕起着更关键

质疑。当局在乌节路再度淹水时，最

绪之间的拉扯。精英和普通人一样，

的推波助澜作用。

先的反应是指责遭淹水的大厦管理层

也得考虑自己的利益，但从基层往上

失责，再而是文过饰非否认有淹水，

看，精英自认为的“牺牲”，在整个

反称之为“积水”（ponding），也

利益博弈的大局里，不但无法得到民

让民众对于精英阶层一贯的卸责作

众的认可，还会被他们视为是从维护

为感到失望。

精英好处的立场发言。

社会精英能攫取越来越大的利益，另

号称“第一世界公共交通”的新加

同历史经验以及世界各地的情况一

一方面却让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承担

坡地铁，在2011年底一周内三次大瘫

致，精英政治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无

着大量移民涌入的高昂代价——下层

痪，影响数十万居民出行，地铁公司

论是组织形式或者思维方式，都构成

薪金被新增的低技术劳动力压低；激

总裁苏碧华开始时以“坐镇指挥，收

了足以左右政治决定的力量。西方政

增的住房需求推高了中产阶级拥屋的

拾残局”为由，面对社会强烈讨伐声

治学的论断：“精英必然自我繁衍”

成本；公共空间变得拥挤；公共服务

却拒不下台的表现，尤其刺激民间舆

（elite perpetuates itself），在新加坡

如医疗、交通、娱乐等的供给呈现紧

论的愤慨。关于苏碧华“后台够硬”

同样得到印证。教育部在去年大选前

张；普遍的通货膨胀——精英制定的

的传言（此前地铁车厂两度被外人侵

忽然增加大专教育助学金的拨款，并

政策，被民众视为脱离基层的现实，

入，涂鸦地铁车厢，安全隐患暴露无

宣称主要的作用就是确保教育继续成

只服务于精英本身的利益，非精英隐

遗，但苏的地位却稳如泰山），使得

为促进社会流动的推动器，正反映了

然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

人们产生了“官官相护”的坏印象。

精英政治造就的精英阶层对资源的垄

定会把“我们”的利益考虑在内，社

因此，地铁公司在2012年1月初突然

断，已然对社会中下层的提升努力形

会阶级对立感的衍生，为民粹主义的

宣布接受她辞职，如果放到本文的叙

成障碍。李显龙及行动党能否驾驭这

抬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述脉络来理解，无妨可以视为是精英

股体制内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将决定

对民粹的一次重要让步。

他们是否能达成在民粹主义充分成型

新加坡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正是
精英政治的苦果之一。政府一味追求
经济发展，在移民政策上采取门户大
开的粗放型增长，一方面使得少数的

牛”——部长高薪——民众反应不

忧虑，而且从她的立场出发也可以自

前主导变革的目标；否则，政治钟摆

精英政治正当性再被质疑
政府开年屠宰的第一头政策“圣

傅海燕或许在表达个人真诚的看法与

引发体制内的忧虑和异议
但是这种对民粹反弹战术上的让步，

在转型期很可能将从一个极端，沿着
惯性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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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面孔下的鸿沟


永久居民、具备专业技能的就业准
证（Employment Pass）等持有者、
广泛分布的留学生、作为劳动力引

周兆呈

‘

国籍的新公民、获得永久居留权的

入的工作准证（Work Permit）持有
者，因为婚姻、陪读等关系的长期社

新加坡华人的包容性，对待不同种族的文化差

交准证持有者，以及短期流动的人口

异时，程度往往远比对待同文同种的中国移民

留新加坡，持就业准证、留学生也比

’

要强。

没有人得到公开的确切数字，但是从
日常接触和出行的体验中，却不难建
立这样的认知：在新加坡，来自中国
的外来人口的数量相当可观。
这种认知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的差异，正是由
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新加坡华人可以
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准确地判断对
方是否来自中国。这包括口音、衣
着、语调、行为方式，甚至一些细
节的装扮。这些直接的印象判断，往
往虽不中亦不远矣。当然，深层次的
思维模式、逻辑方式以及行事风格以
及潜移默化带来的影响，则需要深入
接触互动、日积月累，才能谈得上真
正的了解。
以上的论述也很自然地带出两个问
题。第一，新加坡华人与在新加坡的
中国背景的外来人口，虽然属于同文
同种，但直接的外在差异其实相当显
著。尤其新进人口打破了新加坡华人
以福建和广东为来源地的传统，远至

（包括流莺等）。前四者可以长期居
较容易成为永久居民。从狭义的法律
角度而言，新移民指的是获得永久居
民权或归化为新加坡公民的人。后三
者则属于相对边缘，所接触的也多是

东北、内蒙移居者都不在少数。这使

新加坡的社会底层，极端事件亦容易

划分彼此、确立自我身份的认同变得

从其中产生。

容易，而且自然而然。这样的自然而
然，也不断强化“我们”与“他们”
身份差异的存在，每个人如何面对和
回应这样的差异，也就直接影响到这
两个群体之间如何看待彼此，以及是
否会把个体的一些负面印象加之于整
体社群的身上。

移民社群分7组

因此，第二个问题也就顺势而来，
这一社群虽然同样具有中国背景，
也普遍具有一些共性的特征，与新加
坡华人的背景差异又如此明显，但其
实内部组成十分多元。不过民间对新
移民的广义看法，往往将上述七种人
群归为整体，对这样的划分，尤其是
加诸负面形象时，其中的中上阶层是
极容易敏感的，甚至进而演化为对社

前面我之所以不怕繁琐地用“在新加

会和本土民众的不满，虽然未必都会

坡的中国背景的外来人口”这样的说

公开表达。

法，是因为在讨论新加坡华人与这一
社群的对比中，“中国移民”并非一
个能够准确全部涵盖的概念，虽然很

更能包容外族的差异

多时候这个词汇用起来非常方便。在

新加坡人力资源有限，对外来人口的

该社群中，其实组成的部分十分复

需要体现在移民和经济两个层面，既

杂，身份、教育、籍贯、居留目的

需要专业人才，并成为移民主力，也

各不一样，用“中国人”的称谓也

需要大量劳动力、没有高技能的社会

已经难以概括。这一社群在新加坡

底层，包括大量持工作准证的建筑客

大致可以分为：已经转换为新加坡

工、女佣、服务业员工来填补劳动力
的不足。置之于新加坡人口替代率不
足的大背景之下，新加坡政府的外来
人才政策落实到民间层面，人才与人
口政策往往被混为一谈。
在咖啡店、食阁、工厂，出现大量
的外来劳动力，低收入的国民埋怨愿
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时间
的“新移民”（尽管大部分不可能获
得永久居民权），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机会。在这种心理之下，演变为对外
来人口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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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移民一直是政治课题。
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中已经体现出
移民及交通、住屋、医疗等公共资
源渐趋紧张的衍伸议题。政府亦着手
在2009年底开始大力紧缩移民政策。
新加坡国际化的特性，使平常百姓在
自己的生活空间，无论意愿如何，都
会接触大量的外来人口及随之而来的
冲击、冲突，乃至融合——如果幸运
的话。吊诡的是，新加坡华人的包容
性，对待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时，程
度往往远比对待同文同种的中国移民
要强。这其中的原因，可以包括新加
坡建国之后与共产中国刻意设置的距
离，从意识形态到民间接触的疏离，
乃至于新加坡华人潜意识中建立的相
对优越感，英文至上者对华文世界的
不屑，中国自身发展的落后、地区差
异以及中国人存在的一些陋习等等。

互相“歧视”
而不少中国移民对新加坡历史、文化
和社会背景也不甚了了，同文同种的
表面之下，同样暗藏巨大的鸿沟。这
种鸿沟和反差，在同文同种的认知之
下，反而表现得更为敏感、激烈。尤
其是，新加坡社会内部讲华语的社群
和讲英语社群，对待中国和中国文化
的观念和情感，其实差异很大。讲英
语的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移民之间的接
触和了解，跟讲华语社群比起来，也
有所不及。
新加坡本土华人与中国背景的外来人
口，在“自己人”的圈子里，往往充
斥对彼此的嘲讽和不屑，自身遇到的
不满和困难，既在“集体伤害”形成
共鸣的语境之下得到慰藉，进行心理
疗伤，却也可能会在无形之中放大
并强化原有的印象。这是各自社群
里的暗潮。
显然，将彼此视之为一个完整的整
体，不加思索地加以评判，而忽略因
为社会经验、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准而
造成观感的差异，对两个社群来说，
都是不公平的。但恰恰这已经形成一
种思维的惯性，很多人难以自察。两

个社群，也有形成互相“歧视”的迹
象，本土的感到生存空间被挤压，外
来的看不惯本地没有文化底蕴。
用历史的眼光看，来自中国的移民在
新加坡不同时期数量与规模的此消彼
长，是时代的印痕，也是新加坡与中
国关系演变的历史之镜。在新加坡与
中国1990年建交之后，两国政治经济
往来频繁，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对新
加坡的盛赞、1994年中新苏州工业园
区的开工，新加坡在中国声誉雀起，
成为中国人移民的目标之一，直接带
动了移民新加坡群体的兴起。

出现自满情结

来自中国的移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自信心与看待世界的眼光都大不相
同，甚至出现自满的情结。因此，看
待新加坡的眼光也不再只是仰视，不
再认为自己来只是获取，同样也有贡
献，甚至满足了新加坡的需要。

移民不是完整利益社群
新加坡强调华文教学、重视中国崛起
的趋势，对于中国移民的信心亦是一
种强化，找到自身的优势空间，甚至
在一些华文应用领域，自然流露或产
生优越感。重视华文的趋势也让以华
语为第一语言的中国移民，获得了相
对扩大的生存能力和舆论空间，华文

中国的出国人口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跟
以往不可同日而语，留学生移民和专
业人员占了很大比例，更有诸多富裕
阶层。近年更由于中国经济对东南亚
的拉动作用，“中国热”的兴起，令
新加坡重新发现并大力推动华文华语
的经济功能，新加坡与中国在政治、
经济、交通、文化、教育、语言等诸
多领域全面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这些
经济利益拉动下的双方互动，对于新
加坡倡导的双语双文化，也会产生长
远的影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要满
足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的需要，与此
相关的新加坡从业人员，无论是房产
经纪、理财专才，还是消费服务业，
都前所未有地面对语言能力的要求。

补习是很多中国人在新加坡拼搏初期

这一点，即便不采用移民的角度，纯
粹从消费领域看，也很容易理解其中
的趋势。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
12月有一篇报道“How to find favour
down at the shops”，谈中国市场的
品味如何影响外部世界。首先，跨
国公司在中国纷纷采取本地化的策
略，收效十分显著。肯德基在中国的
普通门店早餐都提供皮蛋瘦肉粥，直
销企业安利开起零售门店。反过来，
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正影响跨国公司消
费品的设计和营销模式，随着中国中
产阶级变得更为富有，中国的品味可
能会影响到全球其它地区所购买的更
多商品。

中，移民只能说是一大批人的背景符

最容易入门的谋生工具。
得益于华人社会与华文华语媒体紧
密依存关系的延续，新加坡是中国以
外（包括港澳台）、华文华语媒体属
于独立国家主流舆论的唯一所在。对
于中国移民来说，可以比较方便地获
得语言平台，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讨
论，发表对本地社会、本地生活的看
法，提供新移民的视角，并为社会主
体所注意。同样，也会引起本地人的
共鸣或反弹，一些意见的作者一旦由
于来源地而被标签化，就又加深既定
的因自我身份确定而建立的差异。
不过，在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生态
号，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利益社群，不
必也无法结合成争取所谓权益或政治
地位的特定群体，吊诡的是，与其他
来源地相比，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反
证了中国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有利
环境。不过，如今的网络时代、交通
工具的便利，移民与出生地的联络成
本大大降低，联络机会和能力大大增
强，造成出生地和移居地时空同步，
在极为便利掌握中国动态的同时，对
认同新加坡亦可能形成新的挑战。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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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十字路口
世上曾经拥有过四大文化，那就是古
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
化和中华文化。这四大早期的文化，
证明人类的祖先是何等智慧，但是除
了中华文化，它们都消失在历史的时
光与空间中。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时代
考验，从衰弱走向发展。她是唯一继
往开来，拥有强韧的生命力，她是融
合而且吸收了多民族的文化的开放
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综合基因。

‘

变了初衷，不考虑将小六会考华文
比重降低。

据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的统计：全
国华族小一的新生已有一半来自以
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新加坡未来
的华文修读的目标，只是培养少部分
人，修读高级华文，接受听、说、写
的训练。大多数的华族学生仅停留在
有效的华语的口语交际及基本阅读的
训练。结果华族将来可能无法使用华

2011年9月间新加坡新上任教育部长
王瑞杰指出：我国有60%家庭是以英
语作为家庭用语，而以母语为家庭
用语的各族家庭都呈现了普遍下降
的趋势。

字路口，面对着维护传承与发展民族语言文

’

化的选择。

他们在南洋各地建立了数千所华文中
小学，培养千万名的子弟。在这期间
完成了文化世代传承的艰巨任务。

我们的祖先在南洋各地散布中华文化
的精华，包括勤俭，诚信，孝敬父
母，尊老敬贤，长幼有序，饮水思
源，扶贫济困，知恩报爱，自强不
息，力争上游，仗义执言，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有
难，匹夫有责。一方面也培养浩然正
气，维护民主与和平。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超过40多
年力求生存与繁荣。为了发展经济，
有时忽视了对民族文化价值认同与传
承，有时则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认同与
传承，由于资本因素的考量而摇摆。
新加坡教育政策自1987年起，中小学
已统一以英语为主要的教学用语。华

王如明

语只另设一科，并退居为第二语文。
传统的华校从此就走进历史。

事过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显然还彷徨在十

始自1690，三百多年前，祖先们赤手
空拳南来谋生，艰难地建立了工商业
之余并致力于文化教育的发展。



语思考，只能以低层次的华语交谈，
华语可能将逐渐沦为巴刹的语言。
我国总理李显龙也于2006年11月间，
在国会发言：“希望带动一股风气，
人们讨论严肃课题时使用母语，而不
仅是茶余饭后闲聊家常用语。”
2010年5月间新加坡人民在芳林公园
举行一次“为母语请愿”的签名连暑
活动。我国华语运动主席林少芬女士
也前往参加。她质疑当时引发争议的
小六会考华文比重该不该降低。
她说：“学习语文是决定一个人素质
的最基本关键，因此学习语文知识一
定要深入、高层次、深远的思考，才
谈得上知识学问素养的深度”。“当
整个国家的语文能力降到这么一个程
度，没法做更深层思考的时候，这个
国家的国民素质就会变得很肤浅”。
林女士表示到芳林公园参加与支持只
是传达一个信息：母语必须被尊重。
后来教育部为此事进行了反思，改

王瑞杰同时表示，教育部今后将更加
重视母语教学，以便让更多学生能精
通双语。
据《联合早报》2011年12月10日报
道，中国厦门大学计划在大马设立分
校，最快将在2012年9月开始筹办。
这将是第一所在大马获准的中国大学
分校。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大马会
考虑批准中国大学在大马开分校呢，
是否已是国家的需要？而我国对此课
题应如何看待？
如今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我们
面对着两个努力方向：一是企图铲除
一切差异性，包括各民族文化教育的
差异性，以实现全球单一化。另方面
是朝向反方向，力求保存各民族的差
异性，形成全球文化多元互补，实现
世界文化合理的平衡。
文化的发展不该是由上而下的建构，
而应是民众共同参予互动的成果。唯
有通过生活实践创造出来的文化才能
引导民族国家走向繁荣。
我国自建国以来面对生存与发展繁荣
的难题，同时也面对着传承文化的取
舍。如今正是重新探讨的时候了。
事过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显然还彷
徨在十字路口，面对着维护传承与发
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选择。
文化的繁荣是离不开文化的自觉，我
们应该自觉地确立自我身份的认同，
从而巩固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作者为怡和轩现任常务咨询

48 怡和世纪第十六期

怡和思维

理学与社区领袖


王昌伟

‘

假如我们都能同意官方的权力过于强
大不是好事，社会应该拥有相对独立
的空间，那我更关心的是，在这样的
空间中，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
质？而儒家的学说及其历史，又能提

’

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

日前在主持一场主题为“儒家思想与

选过后，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突出，许

的影响，人们普遍视理学为封建统治

现代领袖美德”的座谈会时，有位听

多人都在思考，基层组织和执政党的

阶级维护其专制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工

众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名社区

关系如此紧密，对国家而言，到底是

具，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绊脚石。

领袖能从儒家思想中学到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大哉问！一般我们讨论这样的题目，

假如我们都能同意官方的权力过于强

理学的莫大误解。不能否认，明代以

焦点总会集中在金字塔尖端的政治精

大不是好事，社会应该拥有相对独立

后，理学通过科举考试被确立为国家

英，这位听众的问题提醒我们，所谓

的空间，那我更关心的是，在这样的

正统的意识形态，但稍微回顾理学的

的政治领袖，也可以是很草根的。的

空间中，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

发展史，就会知道在初期，理学其实

确，在1950年代反殖建国的岁月里，

质？而儒家的学说及其历史，又能

是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对者的姿态出

许多杰出的领袖都出身草根。虽然他

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

现的。北宋中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
支持下展开变法，理学家如张载、程

们的贡献在后来官方的论述中被长期
掩盖，但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们，人们
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构这段记忆。

这样一种对理学的理解，实际上是对

对理学的莫大误解

颢等都因为反对王安石而在政治上被
边缘化。程颢的弟弟程颐在晚年甚至

由于“儒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

被朝廷禁止公开讲学，但这并没有导

当然，我相信那位听众口中的社区领

畴，难以一概而论，因此本文将只

致理学的衰微。相反的，经过几代人

袖，指的并不是那些建国先驱，而是

讨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关于营

的努力，到了南宋，在朱熹的努力

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基层领袖之

造一个官方控制以外的空间的理念。

下，理学渐渐发展成士人社群中的

类。在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官方（执

之所以选择理学作为讨论的对象，是

思想主流。

政党）色彩非常浓厚，2011年5月大

因为长期以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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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朝廷而言，朱熹的理念有时

体系无法充分体现圣贤教人之意，只

袖”的商业钜子逐渐消失，令人不得

候也是危险的。朱熹在士人社群中名

是“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

不发出“世上再无陈六使“的感叹。

气极为响亮，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

利禄而已。”这实际上就是对科举考

他长期担任知县之类的低级地方官，

试，以及以入仕为最终目的的官学教

好不容易有机会到朝廷担任侍讲，为

育理念的批评。

皇帝讲释道学，可是，他立朝仅四十
日，就被皇帝以“事事欲与闻”，
“所言
多不可用”罢免。实际上，那主要是
因为朱熹对时政以及当朝的一些权臣
有很严厉的批评，令皇帝十分不快。
到了晚年，朱熹也遭逢与程颐一样的
命运，其学说被朝廷的当权派视为伪
学，禁止他公开讲学。这个禁令一直
要到朱熹去世以后才解除。

以史为鉴，我们今天能从理学家的坚
持中领会到什么？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社区领袖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担

在朱熹的构想中，书院应该是培养对

当，在官方体制以外保持一定的独立

政治和社会有责任感的领导者的场

性，这样当官方体制出现问题的时

所，而不是像官学一样只注重选拔官

候，社会才有足够的力量扭转乾坤。

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跟朱熹所面

保持独立并不是要采取对抗的模式，

对的情况当然很不一样，不过朱熹对

实际上，理学家也经常在寻求与官方

官方教育的思考，是否能给我们一些

的合作。但理学家之所以不断强调独

什么启发？

立性的重要，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唯有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着重
培养的是能为国家带来经济效益的人

政府才拥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才有解
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和能力。

才，而忽略了人文艺术等无法赚钱的

相比之下，我国的政治领袖经常都声

领域。近年来官方的思维方式似乎有

称执政党所网络的人才是最优秀的，

像朱熹这样一个仕途如此不顺，学说

所改变，但过去的做法，早已对这个

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有同等素质的

受到官方打压的人物，为什么会成为

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更何况所谓的

国防部长或财政部长。或许正是因为

孔孟以后影响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思想

改变，在具体呈现时会如何操作，会

如此，政府才会认为，把各种社会组

家？当然，这离不开他的哲学体系的

有什么样的效果，一切还有待观察。

织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中是理所当然

民间书院的建立

博大精深，不过在我看来，同样重要
的是，朱熹为士人阶层的政治抱负提

的，所以我们连乒乓总会的会长也

理想的社区领袖

需要由执政党的国会议员来担任，

供了官方制度以外的另一个选择。换
言之，朱熹从制度上为士人提供了一
条无需入仕也能在社会上负起领导责
任的途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书院
的建立。

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在官方话语铺天
盖地，为国家的教育体系建立基调的
时候，民间到底有没有另一个声音，

而工会、商会、以及人民协会属下
的各种基层组织和执政党的关系更
是不在话下。

另一种抗衡的力量？在当代的新加

这样的一种官方一手包办的模式或许

坡，我们对这样的另外一种可能遍

在建国的过程中有它一定的作用，但

书院的建制始于唐代，但一直要到朱

寻不获，不过回溯建国的历史，南

也可能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绊脚石。

熹手中，才变成是官学以外的主要教

洋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另外一

在21世纪的今天，当国家所面对的问

育机构。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

种声音”的体现。陈六使先生虽是

题日益复杂，我们更期待理学型的社

示》中，朱熹阐明了理学的教育理

商人，但他所扮演的，正是理学家理

区领袖的出现。

念，更为重要的是，他集中批评了当

想中的“社区领袖”的角色，可惜随

代官学的学规和课程，指官方的教育

着政商关系日趋紧密，作为“社区领

‘

作者为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但理学家之所以不断强调独立性的重要，是因为
他们不相信唯有政府才拥有出类拔萃的人才，

’

才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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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远流长话双语



雨 石

反观作为母语重要一支的华语，简直成了病人，累坏了医生和护士，有开
药方的，有从鼻腔里灌药的，有动手术刀开膛切肢的，形形色色，不一而
足，但病情未见好转。

’

稍有留意教育景观的人都会同意，从

台，而在旧双语时代坚守单语的英

能期盼它担负更繁重的文化传承工程

殖民地时代至今，我们的莘莘学子，

校，此时独领风骚，甚至锦上添花，

吗？那么，让母语挑起这个重任吧，

经历了双语的两个时代——旧双语时

引入了笫二语言，这是一种何等戏剧

可是眼下学校里的、家庭中的、社会

代和新双语时代。

性的变化啊，可人们也大都习以为

环境内的母语地位、状况和水平，令

常。应该说，在新的形势下，英语英

人真的不敢有＂破网捕鱼＂的奢望。

在旧双语时代，英文源流学校走的是
单语路线，推行双语的担子落在华、
巫、印源流学校的肩上，不修英文是
不行的，而且对英文的要求也在不断
提升。这是社会需要的使然：在殖民
地和后殖民地时代，英文作为官方和
行政用语，始终特立独行于其他语文
之外，而本地的各族教育源流而言，

英文是必修的，何况还会得到恩赐
呢！这是强势语文内在的诱惑力。不
过，当时的非英文源流学校，是从社

文扮演的角色非但不变，反而更上层
楼，八面威风。国人苦涩地品味＂没
有英文就没有今日繁荣＂的经济意义

华语简直成了病人

之余，还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如果说在旧双语时代，第二语文英语

就整体国民而言，英语英文的功效，

的学习差强人意，但母语教育除授业

依然囿限于工具性而欠缺文化性，诚

解惑外，在德育、学为人、文化传承

如《联合早报》2011.12.21社论中所

上还是卓有成果的。新双语时代母语

说的：“（新）双语政策的精髓在

（特别是华语）学习一再滑坡，难有

于，以英语英文作为新加坡的工作

作为，而英语英文基本上还是作为工

语文和行政语文”。

具语文来掌握，其文化性至少到如今
还付诸阙如。我们是恨铁不成钢呢，

会的需要、从语文的工具性，也就是

有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任教育

语文的功利性角度引入英文，而本民

部长王瑞杰不久前意识到长期以来教

族语文（或谓母语）的学习，则是实

育的功利取向，生存和质量的考量

用性、文化性并举的。

大大超越对价值观的重视。我们仿

远有教育家陈嘉庚的精辟见解：＂教

佛回到往昔的日子，感恩那时的校

育只有智育而无德育，如人身之有肉

风和学风，还有师长们如何苦心孤

体而无灵魂。若不以德化为教育之基

诣，循循善诱，在德、智、体三育

础，而只使学生有知识，则无异乎授

上造就下一代。曾几何时，琴弦逐

枪械与无道德之军人，是为虎添翼＂

渐喑哑，终至人去弦断，不亦痛哉！

；近有中国前总理朱榕基引述他的老

晚起步总强过老停顿。问题是，要在

师、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

英语英文的功利性之外，添加文化性

的话：＂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

功能呢，还是如《联合早报》在同一

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

社论中说的：“以华语、马来语和淡

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

米尔语作为华人、马来人和淡米尔人

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这种惊

的母语，以传承各族传统文化，是维

世骇俗、倡导德育或所谓价值观的终

系东方精神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

极关怀，贯穿旧双语的全部历程。

到底这载体是英语英文呢，还是各族

当然，悲观是不必要的。不同时代脱

的母语？还是各行其道？这需要长期

颖而出的双语精英，正讲述着他们各

英语更上层楼

有效的共识，走出政治正确的怪圈。

自成功的故事。路在前方，就看我们

从最近地铁大瘫痪引发的沟通问题，

有没有信心、勇气和毅力迈过去！

新双语时代接踵而至，其代价是华、

国人应能发觉新双语中占绝对优势的

巫、印三种语文源流教育的退出舞

英语，在基本的沟通上还有待加强，

还是以折腾为乐呢？总之，现在英语
英文大吉大利，恭维膜拜唯恐不及，
反观作为母语重要一支的华语，简直
成了病人，累坏了医生和护士，有开
药方的，有从鼻管里灌药的，有动手
术刀开膛切肢的，形形色色，不一而
足，但病情未见好转，有识之士纵有
回天之力，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语华文（模
仿早报社论中的英语英文用法）的积
弱，有其深层且错综复杂的因素，课
程的一再修改，教学法的一再翻新、
＂障碍＂的一再拆除、似乎都没有明
显的收效。也许，我们欠缺的是让母
语从根底就健康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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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仅是个工具

‘

人类的进化，端在人有个奇特的脑。

脑指挥口。有意识的说出口的话，
潜意识的未经整理的语言，布满整
个脑袋。

生活产生了语言。语言记录了思想。
文明人会说话，不文明的原始部落也
说话。说广东话的母亲，配上中国东

会说一两种、以至三几种语言，的确

读三两年书，来到南洋谋生，汉语学到能
读能写能当众演讲，英语马来语也能与外

’

族交谈。

殖民化带来的残疾

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早

无论怎样高估外语的能耐，母语之于

年新加坡的甘榜人，城里人，客家嫁

一个民族，就像母奶之于婴儿。

闽南，潮州娶琼州。碰巧附近住着几
家马来人，孩童玩在一起，语言互相
参悟。过去一代代得天独厚的新加坡
人，上了小学中学，别人交谈的任何
方言他们都能“插嘴”，不时赢得语
言家的封号。
方言也好，语言也好，能听能说好几
种，真没什么大不了。北欧人兼通瑞
典挪威语，外加德、俄、英语，当面
夸赞他们，只回了个浅笑。他们不自
傲，不强调其难，不因噎废食。我们
的芳邻马来西亚，你试走一趟马六甲

母语让你拥抱民族的灵魂：你川行在
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每一根血脉紧
贴民族的血脉；你在欢乐与困难中找
到定位。从小到大浸濡在童谣、传
说、民歌、雕塑、历史、文学之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曾对聂华
苓说：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母语。
我的国家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语
言——俄罗斯语。

达；广东闽南客家，一般上兼通其

化、从语言开始的。殖民地遗留下来

中一二绝“无问题”。

的最大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
带来的文化残疾。
“被殖民者往往以殖民者的语言
为自己的语言，或至少是官方用
语。”——Albert Memmi 说。

伏在墙角，酷着或哭着安慰自己“

叶维廉从香港的文化状态入手，探讨

不怕”。几度辗转，确实讲华语的

殖民文化。

人多了，讲英语夹杂的混合语的人
更多了。但，华文进步了吗？方言
复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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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府要原居民仰赖它，经济、
知识、文化都在殖民文化操控之下。
香港人的人性改变了，趋向拜金主
义，失去本真，民族意识薄弱，只
靠通俗文化调剂人生。

机构、商业署、法律、高层活动都采

说：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

语酷》《华语谁怕谁》……华语仿佛

觉，可能走上革命反叛之路。

识，确立了人生观、世界观。

马来语，他们很行；英语他们能表

这些年学华语的标语一一幌过，《华

正的启蒙。人一旦觉醒，有了民族自

香港英政府定英语为官方语言，政府

韩少功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语言。他

因，落伍了？

殖民地教育为的是培养技工，不是真

你在青少年时期已经饱吸了民族意

吉隆坡槟城，说华语，他们老练；说

是他们飞跃了，还是新加坡改了基

孙泽宇

华语很难，真的吗？我们的先贤在原乡只

北籍父亲，孩子髫龄已把广东和华语
说得溜溜叫。



用英语，“双语”只作为口号，作为
陪衬而已，绝对不在需要中文的地方
提升、鼓励运用中文。
而这样的结果，叶维廉说：强势的
英语，使知识份子逐渐与殖民者的
文化认同。殖民思想内化为普遍社会
思想，有如 Renato Constahtino 所说
的“文化原质的失真”。一个例子：
美国化了的菲律宾，学生学的不是自
己的历史，唱的不是自己的歌曲，而
是西方的历史和歌曲。
在菲律宾，掌握好英语身价马上提
高。“万语皆下品，唯独英语高”。
固然，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过“语
言是身份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在世

他说：五六十年代依附香港英政府

界上寻找本身定位的方法”，可是，

的“皇家”人员，那些“白华”也

能说最好英语的菲人步步窜高，惯说

即是今天俗称的香蕉人，为虎作伥。

“达伽洛”语的普罗大众身份虽有了

怡和思维

也定了位，却落得四处漂泊，妻离子

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公开的秘密”：

法国语言学家路易·卡尔韦在《社会

散，“外卖”赚钱，勉强维持着一个

外来客用华语向一位华人问路，可能

语言学》书中，分析双语或多语的管

破落的家。

得到这样的回答：（英语）请说英语

理方式有二，一类源自社会实践，另

吧，华语我不会说。

一类源自对这些实践的干预。

安南先生的“身份”此刻“人面不知

各种语言在互相参照交流中不断进

何处去”了，这位新加坡人把自己定

步。根据本身的规范吸收新词，提

位在英语的宝座上。

高表达技巧。出自社会需要，由民

牛奶比母乳好吗？
有人说了个关于英语的故事：十一世
纪时，英国遭逢强敌，法语集团攻占

间自然揉合的语言，当然比诉诸政

英国，之后英语被贬为下层用语。政
界学界以及大城市里流行法语，英语
只同穷苦人打交道。
曾几何时，英语成了天之骄子。末落
的英帝国告老，新兴的美霸权起而代
之，挟其庞大资金、先进科技、毁灭
性武器、腐蚀性文化，利用英语媒介
逐年扩大版图。除了几个以英语为母
语的国家，几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
国家之外，还有越来越多国家以它为

母语延续族群的生命
说回方言。有些事物“走进历史”，
方言千万千万要“逃脱历史”才好。

策干预来得好，至少避免彼此“对
立”的僵局。
前面说过，环境优劣决定学习语言的
进度。华语很难，真的吗？我们的先

新加坡民间一路来流行闽南话，情形

贤在原乡只读三两年书，来到南洋谋

类似台湾、槟城和雅加达。中国境外

生，汉语学到能读能写能当众演讲，

境内，熟谙闽南语的接近一亿人。广

英语马来语也能与外族交谈。

东话也不相上下。谢天谢地。证明方
言可行，方言不死。

台湾香港一批批精通汉语的知识份
子，分散到各地去深造，不仅轻轻松

第二语言。地球上七十亿人口，通晓

有人嫌语言太多，以为单挑一种省钱

松三几年后取下硕士、博士学位，且

英语者不下三分之一。

省力；而有识之士对于世界上语种的

荣任大学教授、研究专才。

英语重要，一点不假。勤学英语，
绝对不错。

日渐消失，一直忧心忡忡。目前世界
上约六千种语言，每个月至少有两种
被淘汰，各地人民趋向热门语言。

当年的南大毕业生，不也同样载誉
归来，有部分留在外地从事教学和
研究。

你在求学，你走进社会谋生，你想

最可悲的是全球百分之九十六的人

从事科学研究，你寻找认识世界的

口，所说的语言只占世语总数的百

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学生，在受完母语

途径，那么，赶快认真专注地学英

分之四；此外，百分之二十五的语

全面教育之后，向外取经向外发展，

语。新加坡是英联邦的一员，这里

种，能说能用的人口不超过千人。

无不手到擒来。

的英语味道有如榴莲上市，学英语

台湾和若干国家特别成立“救亡”

事半功倍。

组织，配合联合国有关机构，从多方

语言只是工具？是的，语言可以是个

面去挽救少数民族的母语。台湾土族

工具，但母语岂能单单沦为次要工

学者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在文章里

具。对儿女来说，母亲是个“人”

沉痛地说：强势国家或族群，每每以

而母子间的亲情和生命中的深刻意

武力征服或统治弱势民族，摧毁一个

义，绝对不单单是“人”所能概括。

族群的文化与语言。语言是族群认同

英文再好，华人中谁能成为莎士比

学英语不是要你贬低华、马、印语的

与整合的力量，所谓“母语灭，族群

亚？汉语再好，马悦然高本汉也写不

价值。也不应该厚此薄彼，轻视或忽

亡”，印证了母语是一个族群延续的

出《左传》，成不了鲁迅。同样的，

视各类方言潜藏的、无可替代的广泛

生命灵魂。

任何人在音乐、美术、文学、哲学等

再说说华语。民众默许英语拔高，

等创作上面，都无法深透其他民族的

学会英语，也许你从此喜欢可口可乐

一个因素是“需要”，另一个因素

堂奥，即使他穷毕生之力，甚至为求

和汉堡包，这没关系，不过你大可不

是我们被迫来到一切向西看的“后

五体投地把老祖宗的传统通通毁掉。

必去染红头发，隆高鼻子；不必坚持

殖民社会”。

但是，英语的强势，“虽然给予使
用者一种社会上生存的优势，却也
造成了原住民对本源文化和语言的
自卑。”

知识和人生哲学。

作者为怡和轩资深会员

牛奶比母乳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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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史上“新旧商会之争”


李秉萱

早年南来谋生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国

性和表达过程，并引发内争，其中

员包括沈子琴（主席），邱国瓦和陈

内的政局演变一向漠不关心，就以鸦

最突出的事件就是所谓的“新旧商

延谦等人。绝大部分领导层人物皆为

片战争来说，海外华人也似乎不为所

会之争”。

同盟会活动分子，也是星洲或同德书

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就
不同了。康梁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
共和革命为南洋社会带来冲击，也在
南洋社会，特别是当时的新马华人社
会造成分裂。笔者试从当年中华总商

二者之争出现于1912年至1913年。其
发生背景为辛亥革命前后新加坡华社
中拥护清政府的保皇派和支持孙中山
的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之

报社社员。论经济水平，他们比不上
商务总会的领导人。但是由于思想较
先进，新商会在办事与议事各方面表
现新作风。

前，商务总会向来为清朝保皇派所掌

新商会成立后，与商务总会之间时有

控。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中国革命形

摩擦发生。后虽双方几次谈判合并事

势之迅速发展，在新加坡日渐壮大的

宜，并经多方调解，但均因各种原因

同盟会，其属下商家及其支持者眼看

而搁浅。1913年起袁世凯政府大事对

保皇派仍牢牢控制商务总会实权，而

付国民党，由于新商会与国民党关系

又没有能力夺取其领导权，遂有另起

密切，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指示解

炉灶成立新商会之念。

散“南洋华侨总商会”。

士出资三千大洋，召集了六百多位富

1908年11月中，慈禧与光绪在两天

1917年9月11日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

商在同济医院开会，经过66天商议

内先后逝世，商务总会呼吁各埠商

改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这与1912

后，成功组织第一届董事会。

学两界停市停课以表志哀，但是有

年9月25日沈缦云与署领事曹让之两

些亲同盟会的商家照常开店，引起

位为调停新旧商会所提出的其中一

保皇人士愤慨，若非警察干预，势

项更名建议有关，而当时因旧商会

必出现悲剧。

是豁免注册团体，新商会则是经注

会的分裂来说明。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人社会中跨帮
派的最高领导机构，前身是新加坡中
华商务总会，由当时的清朝特使张弼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董事会正式成
立于1906年3月16日，而于5月6日正
式获得英殖民地政府豁免注册。从此
新加坡就有了一个代表五大方言帮群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

的统一机构，这个由清朝政府主催而

为临时大总统，与此同时，在由张永

设立的半官方组织，得到英殖民地政

福等革命党人发动的商务总会内部会

府的认可，华人社会的认同，逐渐成

议上，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在就全

为华人自治社会事务的最高机构，扮

埠华人庆祝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议

演起华人社会的领导角色。

题上起严重冲突，从而成为革命派势
力决定迅速筹建新商会的导火线。

辛亥革命对商务总会的影响
新加坡华人社会对中国政权更迭有一

了合并之说。

商人组织在商言商的本位
辛亥革命过后的几十年，新马华人
社会一直为侨民意识所影响。二次
大战后国共内战，新马社会也形成两
个不同的集团。随着殖民地社会民族

新加坡华侨总商会的成立

个逐渐转向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

新商会取名新加坡华侨总商会，于

中，商务总会内部由于不同派系的观

1912年2月起草章程，3月22日经英

点差异导致一定的内部冲突，从而反

殖民地政府批准注册，4月份获北京

映出商务总会自身政治意识的选择

袁世凯政府批准认可。新商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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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团体，两会不同性质，因此没有

意识的成长，新兴国家的出现，本土
意识取代了侨民意识，商人的组织意
识到自己的功能，很快地回到在商言
商的本位。
作者为怡和轩现任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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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其中味



章星虹

此文写于2010年5月“母亲节挺母语”签名会之后。时隔一年，去年5月8日母亲节当日，重读此文，喜觉文中所提
的“隐隐忧惶”之情，似乎正渐渐从人们脸上褪去。惟愿政府与民众自此能进入一个两相尊重、双向倾听之新境，
老一辈人也能早日卸下久压心底深处的重石，不再分分钟生活在戒惧之中。

芳林公园，其实是一片草场，在新加

一般情况下，人们喜欢去Padang，不

镶边，台上也以白为底色，配上条

坡河的南岸。

太去芳林公园。

条红绸飘带。

这一带叫做芳林区，以19世纪新加坡
富商章芳林命名，过去住的却是华族

一

社群中比较贫困的一群，也因此在上

正因为这片草场一向沉寂无语、一

世纪60年代成为执政反对两党的必争

向来少人踏足，当人们成群地聚在

之地。一场“芳林补选”让它人人皆

这里，为一个共同诉求签名吁请的

知，也让它进入政治版图的另册，从

时候，这块草地就有点令人刮目了。

此悄然无声。2000年它被政府辟为“

台上有位女主持人正说着什么，印象
深刻的是她声音中的那份兴高采烈。
高音喇叭里流出轻快的音乐，音量不
算高，刚好让聊天的人略感吃力，大
声说用力听，很快就有点躁了。
台下没什么人。

演说角落”，延伸的正是它在40年前

2010年的5月9日，傍晚时分。

开始的另册命运。

那天友人与我也结伴同往，到芳林公

草场，似乎真的有它自己的命运。

园参加签名活动。一踏出地铁站的出

公园另一隅的“演说角落”，才是那

相比之下，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

口，就看见在这片不算大的草地上，

天人多的角落。这里没有舞台，也没

（Padang）打开埠以来，一直是举办

有一个超大的中心舞台。

有高音喇叭。

大型庆典、展示国家力量的地方。当

舞台上正举办着一个类似嘉年华的

大概在两个星期前吧。教育部长一

大草场上庆典乐声响起、璀璨烟火引

活动。远远地望去，看不清这场活

句“我们正在考虑降低小六离校考

来一阵阵惊叹欢呼的时候，芳林公园

动的主题，只看见舞台被布置得喜

试中母语的比例”，从相反的方向

更显得寂静无语。

气洋洋的，硕大的白色顶篷以红色

惊醒了人们，始发现本地母语的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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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ll mother tongues, or languages,
be accorded the same degree of respect, be it Chinese, Malay, Tamil or
even English.
We love our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just as we love our mothers.”)
那天，正好是“母亲节”。

四
来到这里的人虽多，却没发出什么声
响。人们都静静地站着，签完名也都
不急着离开，三五成群小声地聊着。
在这个大都市里，人们习惯了敦默
寡言。
如果你住下来，把自己当作本地人的
平不是过高，而是已经退到了最后
一道防线。

三
走进芳林公园的这一角，见人群聚在

最后一道防线？这里得加上几句。新

那里已有一会儿功夫了。一眼望去，

加坡的孩子，在学校的共同必修语言

见到不少旧知老友。

是英语。同时，不同族群的孩子，也
各自修一门自己族群的语文，称为“

草地上，两顶小帐篷一蓝一绿，跟草

母语”——华族孩子修华文、马来族

地的深色系浑然一体，含明隐迹地宣

孩子修马来文、印族孩子修淡米尔

布着自己的存在。帐篷下，摆着两张

文。这里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共

铁架白板的简易办公桌。桌上，摊开

有三次升学大考，分别是小六升中学

放着两三本签名簿。

的离校升学试（PSLE）、中学升初级
学院（即高中）的剑桥普通水平考试
（O-Level）和初级学院进大学的剑
桥高级水平考试（A-Level）。
在这三次大考中，母语在升高中、大
学的两次考试中，已从必考科目降到
非必考科目，只有在小六升中学的考

尤其是有故事的中老年人圈子，就能
感觉到这默默中，隐约地渗着一种小
心翼翼。
说话时，什么是能说的，什么说一
半就好，什么干脆不说，都是有讲究
的。即使坐在一起闲聊天儿，身体语
言也下意识地控制到最低；有些话不
明说，得靠观察眼色才能明白一二。
很多时候，聊着听着，人会突然感到

上面的一段文字，用了华巫印英四

空气中的异样，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

种语言，告诉各族人等到此签名所

来，好想马上起身离座，到外面看看

为何事。

太阳吹吹风大大地吸一口气。       

这 段 文 字 以 “ 我 们 的 立 场 （ Our

就说这场签名活动吧。报纸报道说，

Stand）”作标题，开诚相见：

是几位常在公众视线中出现的文化人

“我们是关心母语教育的一群人，坚

坐的地位。这里的人都知道，小六这

信母语或任何语文，不论华文、马来

条最后的防线一破，母语颓势更将一

文、淡米尔文，甚至英文都必须得到

溃千里。

应有的尊重与公平的对待。

于是，华巫印三族同声一叹：呜呼，

我们热爱母语，就像热爱我们的母

请慎行！

亲。”

那天的签名活动，是这叹声中的一

(“As a group concerned about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we are of the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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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语为日常生活语言的华人圈子，

帐篷外，不动声色地立着一个木牌。

试中，母语还享有与其他主科平起平

个高音。

一分子、取一名普通人的心态，走进

倡议主办的。有趣的是，报道一出，
那几位文化人都在不同场合否认了这
个“主办人”身份。这就怪了，这两
顶帐篷，帐篷下的桌子、桌子上的签
名簿，还有立在帐篷外的木牌，总不
会自己架在这块草地吧？
也记得有一次，坐在计程车上（本地
称“德士”），开德士的大叔建议绕
道而行。问起缘由，答曰前方小路住

怡和天地

着某大人。可是德士大叔呵，那条是
公共道路吔，你开车我坐车，又没有
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何惧之有呵？这
位小姐，你说的是没错啦，不过我

六
正在困惑当中的我，只觉照相人支吾
其语、闪烁其词——

也许，人们要的并不多，一句肯定的
话语、一个理解的姿势，就足以让他
们放下心底深处的重石，重新上路？

们最好还是……。大叔手下一转，

这位照相人，你是新加坡人吔，不会

计程车绕了道，不过他不肯收多出

不知道照相的敏感吧？如果你事先问

来的车资。

我一句，我是不会拒绝的。可最让人

那天过后，有时间静下来了，就开

受不了的，就是你那一份事前不咨

始琢磨起照相人的那句：“不是！

询、事后不解释的理所应当。

不是！”

跟这个大都市的经济成就、第一世界

尤其是在这种小心翼翼、动辄得咎

面对我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只

的国际声誉，完全不搭调。

的场合，能不能少一点理所应当的

是一连说了两个“不是”。

这种“不用等有人来警告，自己就先
断了自己的路”的心态，近似戒惧，

强加于人，多一句出于尊重的提醒

八

不是什么？ 猛地我想到，也许，他

五

解释呵？

人是环境的产物。此话一点不假。

没有透明，哪来信任；没有信任，惧

有明说的疑问？对啊，既然我没有

意立生。当处在下风的一方心生惧

明问，他又怎能明答？

平日的我，会讪笑那位“绕道而行”

意，掌握话语权的另一方自然更多一

的德士大叔，笑他活得那么紧绷。

分从上至下的霸道，更少一分平起平

可到了那天我才发现，紧绷是会传

坐的尊重。

染的，它早已在我的潜意识里“扎
下来”了。
话说那天，走进那两顶蓝绿色的帐
篷，见到桌上摊开的签名簿，想也
没想，跨步向前，弯腰提笔，签下
姓名。
电光火石之间，只觉着侧旁有个黑影
一闪，接着听到“咔嚓”声连响。抬
起头来，见是一名中年男士，T恤牛
仔裤的打扮随街可见，但手中举着
的是一部叠床架屋般的专业照像机。
我从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可是，
那天在那么多的人中间，我却发现自
己并不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的人。        
尽管那位照相人看上去够普通够和
颜，我还是忍不住当即问道：

七

实际上是在回答我心中所想、但没

但他猜出了我的潜台词，并给了我这
样的明示：不是，我不是你心中想的
那种人！
而我，是不是在潜意识里接受了他的
解释，继而不再介怀于他的镜头，不

一个外来人如我，在此虽已住了13
年，面对这种繁荣中的戒惧和沉默，

再深究下去？

仍时时感到大惑不解。

我想，我愿意相信这个推理。

人说在今天世界上，对执政者来说，

有点像小说里的桥段呢。

新加坡人是一群最善良、最易管的
人民。面对政府的政策安排，他们
总是在调整着自己，“一切都可以
配合”。







草场，似乎真的有它自己的命。
那天以后，芳林公园还是一个相对寂

如此守谦安分的人民。可是，他们

静少人的去处。我和友人没事也不会

脸上的忧惶、沉默中渗出的不安，

到那里散步。     

从何而来？

我能记得的，是那天默默中渗出的不

几十年前，是一场怎样的政治风云剧

安，让空气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此

变，让人们学会了“不以言惹祸”？

时不合时宜地想起《红楼梦》开卷诗

几十年过去了，21世纪的头十年很快

中的半句，虽不甚贴切，却也道出了

就要过去，可这里的人们为什么有时

心中之惑，就借用作标题吧。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拍照？”口中

还要以眼色说话？过去的伤口，有没

问着，自己都听得出中气不足。

有经过一个疗伤痊愈的过程？

他怔了怔，大概以前没什么人如此直

还有，他们心中的各种捆绑，哪些是

接发问吧？不过很快地，他好像明白

他设的、哪些是自设的？思想无罪，

过来了，面带微笑地连说两次：“不

这句话在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度，

是！不是！”

行得通否？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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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败还是转机？



张惠雯

如果美国没有共和党，民主党能否执政至今？事实很可能是，不出现共和党，
民主党变成一党独大，腐败贪权，早已被人民摒弃，成为历史的淘汰品。

新加坡大选早已落幕，从当日选举的
热议中抽身出来，较为冷静地看待它
的结果，我的看法几乎和主流的看法
相反。我认为，失去议席、听到更多来
自民间的批评，这不是人民行动党遭受
的挫折，而是一个转机，它将促使行动
党为逐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做更充分
的准备，采取主动，通过改革来进化自
身。从行动党在大选后的表现来看，我
这个看法变得更坚定了。

执照呢？这就成了个无选项的问题。
而且，当你只有一家药店时，不管它怎
么好，你都会有种不满足感，即使它
价格公道、药效好，你慢慢地也不会
觉得它有多好，因为你没有比较，逐渐
感到单调。因此，行动党失去了一些席
位，这既不是新加坡人背信弃义，也不
是因为行动党治理不善，而是人们有
了更深一层的需要，他们希望有更多
的选项，希望比较。

当时，在某网络论坛上，我看到一些支
持行动党的选民指责投票给反对党的
选民是“背信弃义”、
“不辨是非”。我
不支持这个论调，当然不是我觉得执
政党管理不好，相反，我觉得行动党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给新加坡的现
代理性政治打下了稳固的根基，为把
新加坡建设成现代国家立下了汗马功
劳，在世界上，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的
政府像新加坡的行动党政府一样清廉
而高效。但这还是不能成为人民只能
投票给行动党的理由。二战期间，英
国首相丘吉尔领导英国人走过最辛苦
的战争岁月，但战争一胜利，英国人民
立即在选举中“背叛”了这位功臣，这
并非说明人民背信弃义，而是他们意
识到战争时代的统帅不一定就适合新
的和平时期，因此，他们想试试别的。

对手的出现使行动党感到自身进化的
必要，开始注重为党内注入新血，注
重与人民建立更为畅通的交流渠道，
从而获得了一种新活力，这对行动党
反而是件好事。我们都知道没有对手
的政党是短命的，在现代历史上，不管
是一党统治，还是强人政治，不管这个
党是明智的，还是强悍专制如苏共，结
果都如此。比起美国的两党，比起英法
的多党，他们的寿命都太短了。
历史一再证明，在没有对手的环境中，
一个政党或因竞争的缺乏丧失自身活
力而被取代，或因欲极力维持自身权力
而变得腐败蛮横，遭到人民反对。阿拉
伯之春正是这一简单真理的现实注解。
如果美国没有共和党，民主党能否执政
至今？事实很可能是，不出现共和党，
民主党变成一党独大，腐败贪权，早
已被人民摒弃，成为历史的淘汰品。

希望有更多选项
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如果要看
病抓药，当然去声誉最好的药店。一家
药店历史悠久、配方权威，从不欺瞒顾
客，为什么还要去别的药店呢？这个例
子很有趣。但我们不妨思考问题的另一
方面——选项。说到底，选择权是什么
呢？选择权是你不仅有选择的权利，而
且有可选的选项。借用药店这个例子，
如果市场上只有一家药店营业呢？如
果其他店都因为种种原因没取得开业

循序渐进地转型
新加坡目前的发展证明，行动党绝不
会面临以上两种结局。当反对派的声
音慢慢高起来，不明智的人和政党会
极力维护自我权力乃至镇压异议，但
结果通常是导致人们彻底唾弃他们，
明智的政党却会接受这种现实，逐渐
地容纳异议，习惯新的政治竞争环境，
循序渐进地完成转型，成为两党或多党
制之中的一个大党。这种转型、维持旺

’

盛的竞争力正是一个党派长期生存的
最好途径。在大选之中，行动党充分
表现出它开明而有远见的一面，选择
和反对党竞争。这个逐步开放政治竞
争的过程也是反对党逐渐成长、成熟
的过程，而成熟的反对党正是健康的
民主政治的前提。

也许有一天，人民行动党会在某次选
举中成为在野党，无论对于党派自身
还是其忠实支持者来说，这都会伴随
着一些无奈和感慨，但这却是它获得
更长期参政、重新执政权的一个必经
过程。只要行动党治理有方，不断精
进，在“试试看”其他选项之后，人民
还是会选择它。台湾人曾对国民党一
党制极度不满，但在国民党实行民主
改革、开放选举之后，选民在民进党
之后立即重新选择国民党，这说明一
个敢于自我完善、开放开明的政党并
不会被人民抛弃。
权力是一个循环，一个政党应进入这
循环，在竞争、获取权力、让出权力、
自我改善的循环中维持长久的政治生
命力，而不是抵制、破坏这循环。这就
像生命体的循环，老细胞死掉、新细
胞生成，在不断的新生和凋亡中保持
成长。在生物界，竞争、外界压力正是
导致进化的主要力量，而只有不断进化
才能强化生存能力，使物种得以永久延
续。对于政党来说，道理也一样。遭受
竞争压力并不可怕，失去几个议席也不
可怕，因为对人民行动党这样开明的现
代政党来说，这不是挫败，而会是一个
促成进化的转机。但世界上也有些不甚
开明的政党、不甚开明的人，他们固守
权力却拒绝改善自身，因而沦入了真正
危险的境地——在权力温室中长期养
尊处优、闭目塞听，失去了对民间冷暖
的感受能力。
（2011年12月25日写于休斯敦）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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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秘鲁唐人街的藏宝楼
在秘鲁首都利马，我们很幸运地找到
耳闻已久的唐人街藏宝楼。

秘鲁华侨心怀祖国
“砰！砰！”年轻人敲的是身旁一道

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秘鲁华侨
更是不甘落后，成立“旅秘华侨抗日
筹饷总会”。隆善社率先响应捐献军

我们是从开阔的广场，步行到散发着

边门。我端祥一下楼房，三层旧屋，

浓郁东方气息的唐人街。街道两边店

毫不起眼，真个是不可貌取。一个小

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如鲫。商店

个子的老人，以矫健的步伐下楼，为

展示五颜六色的华文招牌，销售品种

我们打开重锁。黄姓，藏宝楼的看守

繁多的产品，我们宛如走进牛车水旧

人，自谓80高龄，一点也不像。

名人手迹保存完好

我们跟着他上楼，他熟练地打开第二

1939年，隆善社举办一次“国家元首

道门，眼前一亮。哇，真是不可思

及抗日将领书画展览”，筹得军饷秘

街。在这个西班牙语独占鳌头、英语
寸步难行的国度里，我们感到格外的
亲切。

饷，后又通过演戏、博采、义卖等方
式筹款。

币10余万，全数呈交“秘

来到步行街，团员们在

鲁华侨抗日筹饷总会”，

导游的陪同下，没入在

作为抗日政府军饷之需。

人群中。我们五人——

这是隆善社对国家民族之

妻和我，妻的友人陈太

最大努力与贡献。

太，如明兄父子，确定

真没想到，远在天涯海

了团队会合时间和地点

角，乘现代客机也得30小

后，一齐往相反方向走

时才能到达的秘鲁，当年

去，在人流中右顾右

竟然也有如此“中国心”

盼，寻找心目中的藏宝

的正义呼声和力量。这么

楼。除了知道藏宝楼藏
在唐人街之外，对楼的位置、门牌、

议！走道、门边、房间、会客室、厅

外观特点一无所知。经过一番观察，

堂的墙上，无不悬挂墨宝和水墨画，

我们从中国人经营的一家工艺品店下

名人书法尽入眼帘，美不胜收。蒋中

手，寻找突破口，但无果而退。

正的亲笔字“精诚爱国”，周恩来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突然，一个年轻小
伙子上前搭讪。他说听见我们刚才的
谈话，可以帮我们找到我们寻觅的藏
宝楼。虽然疑信参半，我们还是抱着

手迹“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为
保卫世界和平而战”，冯玉祥的“还

看来，新马华人支援中国
抗日的洪流，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当
年画家徐悲鸿在新、马两地为中国抗
日而举办的义展，曾经给本地区留下
大量佳作，然而，我们的藏宝楼在哪
里？在美术馆？在牛车水？

我河山”，还有孙科、白崇禧、孔祥

相比之下，秘鲁唐人街还能保存大

熙和陈诚等的真迹。

批名人手迹，70余年如一日，件件
完好，墨宝中楷书、行书、草书，

希望尾随着。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

这些墨宝均由秘鲁中山隆镇隆善社珍

餐馆，他把我们介绍给一位姓萧的中

藏。隆善社是旅居秘鲁的同乡所创

年人。言谈中，知道他是餐馆老板，

设，成立于清光绪34年（1908年）。

与藏宝楼所属的会馆有关，好像是

初期成员不多，规模较小，为同乡提

会馆的总务什么的。我们急切地七

供一个憩息、养病和互通音讯之处。

嘴八舌，说我们来自赤道另一端，

后同乡来秘鲁日众，隆善社遂扩大组

藏宝楼的看守人黄先生，也对这些墨

渴望一睹藏宝楼的风姿。也许有感

织，加强内部团结，增进同乡福利，

宝深感自豪。他说，他们只是对有心

于我们的真诚，他终于拿起电话，

排忧解难，接受同乡委托，保管病故

人开放的。他带我们四处观赏，深怕

以粤语向对方作了指示，然后吩咐

同乡遗款。对外则融洽侨众，参加慈

我们错过什么。最后，我们这五个所

年轻人带我们过去。走呀走的，又

善公益及反对外侮工作，如1924年沙

谓的“有心人”，与热心带路的年轻

是直行，又是拐弯，好不容易年轻

基惨案、1926年北伐战争，旅秘华侨

人小周一道，在墨宝中合影，愉快地

人立住脚，我望了望对街，有一家

激于义愤，在隆善社成立协进会和后

结束这个旅游外一章。

“鹤山会馆”，莫不是……

援会，成员也多扮演积极角色。特别

隶书、篆书俱备，洋洋大观，像蒋
中正书法就有3幅，周恩来的竟有五
幅之多，观者从中可感受、品味、
认识到时代的意义和沧桑。

作者为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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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有华族文明馆
距今正好一百年的1912年，豆腐街上

处，也是王孙哥儿闲荡的场所，车水

豆腐街头栖隐处

万人空巷，灯火辉煌。在这里，举办

马龙，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短垣残壁半生烟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为新加坡华
族史册，留下浓砚重墨的一笔！这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887年11月，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
旅新期间，舰队将领酬酢甚繁，其用
餐地点福如居、广东馆等闽粤风味的

辛亥革命以后，海外华人都期望建立

菜馆，相信就在豆腐街一带。此外，

一个强盛的中国。然而，由于过去的

寿荣华酒楼亦十分著名。1889年10

种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负债累累。

月，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

海内外爱国之士乃群起筹办“国民

隆的诗友，沪滨名士卫铸生抵新，赋

捐”，以赈济国家财政。

有《寿荣华酒楼即句》八绝，香艳旖

于是一场由佛家发起的筹款爱国运
动，响应了中华商务总会的“国民

旎，馀韵犹存，是早年新加坡上层社
会的生活写照。

捐”筹募运动，一连拜六、礼拜两

当光绪丙午年（1906）《叻报》主笔

晚，在豆腐街口的“新舞台戏园”

叶季允（1859-1921）离职退隐时，

开演。募款形式是由僧人表演杂技。

也寓居豆腐街。叶季允名懋斌，号

这是一场以新加坡的双林寺、金兰

永翁，安徽人。任职《叻报》达40

庙、都城隍庙和天福宫四大寺庙为

年之久。叶季允不但是一位报人，

首，联合了槟城的极乐寺、马六甲

也是一位诗人、文豪、金石家兼医

的青云亭以及廖内的妈祖宫为中心所

药国手，左秉隆领事曾赠额曰“道参

组成的南洋佛教社的不平凡演出。根

康统”。那时他的英名，驰骋遐迩。

据1912年7月22日的《南侨日报》记

近代著名诗人邱逢甲以保商局事奉命

载：当晚的场面，盛况空前。入场卷

南来，宣慰华侨，久闻他的大名，特

分为特别位、头等位、一号位及二号

地登门拜会，并赠诗数首，其中一首

位四个等级。特别位票价为五大元、

这样写道：

头等位二大元、一号位一大元、二号
位五角正。男女界同价，所收经费，
悉数拨充“中华国民捐”。

诗屋人寻豆腐街
19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已显繁荣景
象，娱乐事业应运而生。豆腐街或珍
珠街上段 (Upper Chin Chew Street)
就是娱乐场所的集中地。这条横贯桥

万里飞腾志未乖
海山苍莽遣吟怀
他年岛国传流寓
诗屋人寻豆腐街
(见1900年3月27日《叻报》南武山人
邱逢甲稿《赠叶永翁布衣》。诗中
注云：“君（指叶季允）所寓曰豆
腐街”)。

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

我曾为此诗着迷。1974年时豆腐街旧

（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古径，

址尚在，我与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

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早期这里是全坡

漫步其间，试图寻找叶季允故居。在

最繁华地区，民众夜生活的好去处。

豆腐街上，怀古之幽情，油然而生。

著名的酒楼、餐馆、戏园、妓院都集

陈育崧嗣后赋诗一首，并手书赠我，

中于此。这里不仅是文人骚客常到之

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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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木林

报人心血诗人泪
缀网劳蛛四十年
此诗收录在陈育崧所著《椰荫馆文
存》(第一册)中，题为“同木林访叶
季允故居”。邱逢甲与陈育崧这两首
诗，为豆腐街生色不少。可惜叶季允
故居早已荡然无存矣!
我曾为文指出：“豆腐街的没落，开
始于1929年。这一年，正是世界经济
大恐慌浪潮汹涌澎湃的时期。华族社
会受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工商业及
各个生产事业部门，都遭受惨重的打
击。豆腐街既是以娱乐奢侈为主的繁
华地区，在社会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自然难以维持。各酒楼旅馆，因市情
不佳，纷纷收盘。加以禁娼条令的实
施，妓院营业大受打击，从此一蹶不
振。于是，这一地带的繁华，便逐渐
成为历史陈迹”(参阅柯木林，“豆
腐街昔日繁华今何在”，载柯木林
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
局，2007年8月出版，页234-236)。

大华戏院的浪漫传说
豆腐街对过的大华戏院 (Majestic
Theatre) 始建于1928年，大华戏院
开启了新加坡娱乐事业新的篇章。
这座颇具特色的建筑，它的兴建亦
极富传奇色彩。本世纪初，富商余
东璇因其爱妻于观赏广东大戏时遭
冷遇，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竟将整条
街道买下，并在此建立了一座戏院，
这就是大华戏院；而他所折资购置的
街道，就是今天的余东璇街 (Eu Tong
Sen Street)。
大华戏院由当年著名的思旺与墨加
化仑建筑师事务所 (Swan And Maclaren) 设计。此建筑师事务所在本
地有不少项目：莱佛士酒店（Raffles

怡和天地

Hotel）与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也是他们设计的。
大华戏院原名天演大舞台（Tien Yien
Moh Toi Theatre 或 “Tin Yin Dance
Stage”），主要以演广东大戏为主，
其间亦放映默片（无声电影）。天演
大舞台的名字至今依然可见。
1938年天演舞台租给邵氏机构，改
名皇后戏院 (Empress Theatre)，放
映电影。邵氏机构的登场，正值海
外华人筹款抗日运动如火如荼展开
的时期，皇后戏院于是成了筹赈会
的活动场所。
1942年2月，皇后戏院为日军占用，
改为大和剧场，专门放映日军的宣传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陈辉笔下充满水墨意韵的大华戏院

影片。和平后，邵氏机构重新购回，

三个月后的1928年5月，发生济南惨

改名大华戏院沿用至今。当年余东璇

路 (Beach Road) 树立“日治时期死

案。济南惨案使新华社会群情激动，

送给爱妻的礼物，却成了牛车水区的

难人民纪念碑”，并于每年的2月15

在陈嘉庚领导下，怡和轩发起组织山

重要地标之一。

日举行公祭。

东筹赈会，拉开了抗日的序幕，这是

大华戏院结合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

怡和轩第一次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格，建筑物外观砌以色彩绚丽的瓷

山东筹赈会的成立有承前启后的作

砖，其间饰有广东大戏的人物造型，

一切用具被一扫而空。沦陷期间，多

用，它上承1912年7月在豆腐街举办

名怡和轩会员不幸牺牲，陈嘉庚在沦

的“中华国民捐”的僧人杂技表演；

陷前及时逃往印尼，始免于难!

又有祥龙飞舞的图案，飞龙首尾相
接，翊翊如生。

下启1937年全面声援中国的南洋华侨
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从1942年至1945年，怡和轩被日军占
用为军官俱乐部。所有文件、图书及

我们应该有一个场所将这些历史记录
在案，以示后人！

怡和轩：东南亚社会抗日救亡
的总机关

的抗日运动。可见牛车水区一带，素

除大华戏院外，在牛车水区的古建筑

也正是南侨总会，使怡和轩永垂青

物群中，怡和轩也是其中佼佼者。怡

史。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怡和

和轩所处的位置，乃是牛车水区的重

轩主席陈嘉庚被殖民地政府指定为抗

要地带，可见当年先贤们置业时，已

战救亡的总领袖，怡和轩也在殖民地

是很有眼光。这个在1895年10月18日

政府默许下，一跃成为整个东南亚社

成立的百万富翁俱乐部，至今已有

会抗日救亡的总机关，为怡和轩与牛

目前，我们已经有马来传统文化馆

117年的历史。

车水区的历史写下最光辉的一页。在

（Malay Heritage Centre）及拟建中

此期间，新加坡到处都可看到演剧、

的印度传统文化馆（Indian Heritage

游艺、捐香、卖花、卖物及报效募捐

Centre），唯独缺了华族文明馆。

运动。男女老少，不分帮派，都投入

华族文明馆一旦建成，此三馆所展

这场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之中。

示的内容，正好综合说明了新加坡

1928年2月，怡和轩迎来了南京政要
胡汉民、孙科 (孙中山的儿子) 及伍
朝枢 (大律师伍廷芳的儿子，曾任国
民政府外交部长) 三位贵宾。为尽地

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

主之谊，怡和轩于2月7日中午设茶会

不幸的是，新加坡人民为此付出了沉

招待，会后贵宾们在怡和轩门前摄影

重的代价。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期

留念。晚上八点，时任怡和轩总理的

间 (1942.02.15-1945.09.12)，由于大

陈嘉庚也在怡和轩筵开五席，宾主相

检证 (又称肃清) 被日军杀害的约有

聚甚欢。

2万多人。1967年中华总商会在美芝

从这点上看，牛车水区是设立新加坡
华族文明馆最适当不过的地点。华族
文明馆展出的内容可以牛车水区为主
线，联系新加坡历史的方方面面，从
点到面，构成一部完整的新加坡社会
发展图景。

今日的繁荣，系各族人民过去两百
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努力
奋斗的成果!
期待梦想成真!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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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教育的目的
试。学校极力争取学业优异的学生，

讨会，重读陈老一生的奋斗事迹，

忽略次等生，更忽略对学生行为和道

特别感佩他为教育所作出的伟大贡

德的教导。

业，成为一代巨富。但他勤俭持家，
从未为自己和后代累积财富，反而
倾资兴学，在新马两地以及中国创

最近还听到这样的论调：如果一所学
府收到的都是成绩差的学生，培养出
来的毕业生，找不到待遇好的工作。

办无数小学，中学和大学，毕生以

那么，这所学府注定是失败的。要拯

发展教育为己任。他的经典名言：

救这样的学府，可以像搞企业般，或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感召当时许

关闭或合并。我们不禁要问，学府的

多华人，纷纷倾囊办学，致使华校如

建立就只是为了栽培优等生吗？成绩

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使华人在远渡
重洋，南下炎荒后，他们的子女还有
机会接受母语教育。
那个年代，华族前辈创办教育的目
的，是要惠及广大民众，要普及教

在上世纪70年代，我
任职的学院有一大片
土地空置着。后来，
董事部以每年一元半
的租金出租一角落给
一个私人机构，让他
们建校舍，办 夜间学
校。

’

育，有教无类，让人人多读书，长
智慧，培养良知良能，以便在成长
后能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华族前辈
兴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们秉
承着“陈嘉庚精神”，在殖民时代历
经艰苦，建立一所又一所学校。据统
计，在1965年新马分家时，新加坡有
267所华文中小学，甚至还有南洋大
学，为新马两地培养了许多文教界，
政界和工商界人才。

以栽培精英为前提
岛国摆脱殖民统治后，教育的目的就
迥然不同了。不少教育政策以栽培精
英为前提。教育被视为一种投资，注
入多少成本，要得到多少回报。会读
书考试的聪明学生，成为重点栽培的
精英。当局为他们铺设一条康庄大
道，以期他们成为未来的治国者；他
们也期待居高位领高薪。这种教育理
念和政策产生了不少流弊，造成学校
与学校之间竞争剧烈，人人聚焦于考
“渴望——一个失学少年的心声”（木刻）1958年 许锡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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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出席纪念陈嘉庚逝世50周年研

献。他长袖善舞，建立了庞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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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同学校旧址

崇福女校旧址

稍差的就不是可造之才吗？什么是

人机构，让他们建校舍，办夜间学

生。事实上，优秀生只占学生人口的

优，什么是劣？一次会考的成绩就

校，那就是新跃大学的前身新加坡管

少数，其他一般学生占大多数，不该

捶定一个学生的优劣吗？

理学院。当时有人非议董事部，批评

被归类为差生而放弃他们。因为当年

他们既愚且笨。这么值钱的土地，收

董事诸公的慷慨，因为当时有热心教

这么少租。如果能够卖给发展商，还

育的一群人，先办夜间学院，再配合

可以捞到大笔钱，供自己办的学校发

社会需要，把学院发展成一所私立大

展，何必惠及他人，做亏本生意呢？

学，让许许多多得不到深造机会的学

我始终认为人是教出来的，而人是
可以教好的。故不论天资禀赋是高
或低，每个人都应该受教育。而教
育是什么呢？

新加坡管理学院初办的宗旨是提供课

子继续深造，衮衮诸公，功德无量。

教育应多元化

程给在职人士，使具备工作经验的人

教育本来就具有发展人的智慧，品

士有机会增进知识，自我提升。后来

德，体力，审美能力和劳动能力等

简单地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

它发展为提供大学课程，予有意修读

作用。社会新生一代必须通过各种

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

学位的人士，让他们取得高等学位和

形式的教育而形成。通过教育，新

专业资格。四十余年来，这所学府让

生代才能继承人类历史文明的遗产，

许许多多不能进入本地大学的高中生

并在现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发挥新

和就业人士继续深造，考获学位。我

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新的财富，知识

有些年轻同事和学生，或因家庭贫

和经验，不断向新的领域进军，作出

困，或因高中会考不理想，不能进

新的贡献。

是教育。因此，教育的范围很广，它
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传媒教育
和宗教教育等四大方面，而每个人的
一生都该从多方面获得教育。人是很
复杂的个体，人的智慧发展有快有
慢，也有先有后。每个人的潜能又
各不相同，会舞文弄墨的未必能歌善
舞，专研科学的未必可以滔滔雄辩。
所以，真正公平和民主的国家教育制
度应该多元化，给每个国民更多机会
获得教育，且获得不同内容的教育，

入大学之门。我常劝导他们不要放
弃学习，鼓励他们报读这所私立大
学。苦读经年，他们一样可以获得学
位，在工作表现上并不逊色于其他大
学毕业生。

绝不应该带有功利色彩。
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任职的学院有一

因此，教育是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的
不可或缺的工具，是社会过去，现在
与未来的桥梁。帮助每个孩子放出生
命光彩，使其个性潜能得到足够的开
发，使个个拥有未来的光彩夺目的成
功人生，才是我们的责任。

使个性潜能得到开发

大片土地空置着。后来，董事部以每

我们不该认为能进主流大学或著名大

年一元半的租金出租一角落给一个私

学的才是优秀生，进不了的都是差

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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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仁龙的造化心源



石

君

‘

我们确是被其作品
的非凡浩瀚气 势和
引人 入胜的细致写
实的贴金 等独特的
创作风格所震撼，并
对当代中国风 景画

’

有了新的感悟。
画家许仁龙（左）与94岁高龄的英国汉学家苏立文（中）、英国画家兼雕塑家司徒安
（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大厅的＜万里长城＞前合影。

10年前来过新加坡开画展的许仁

告诉我们，他有学西洋的油画，但

中华大地，真是无山不奇，无水不秀。

龙，10年后再度来新加坡。“外师

是，正如王琨(中国美术杂志主编)在

表 现山之奇 的，且看 许 仁 龙的《峨

造化，中得心源”，他的艺术实践

《隔行并不隔山》里所讲的“……好

嵋观日图》﹑《剑阁雄开》﹑《极地通

道路没变，一切依旧，只是在艺术的

的写实绘画中，一定含有抽象元素，

天》﹑《蜀地胜景都江堰》﹑《会当凌

崇山峻岭中，攀爬得更为勤奋，更为

它对于画面的构成关系，审美趣味，

绝顶，一览众山小》﹑
《锦江春色来天

养精蓄锐。

都起着重要作用。不懂抽象，不可能

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在所有的壁立

画出好的写实作品。”看看许仁龙的

千仞之中，那小小的参天屋宇，或亭台

写实画，那种块感和量感，就可以看

楼阁，
‘置身’其间，是何等的壮阔，何

出个中三昧。许仁龙说：“……物与

等的‘触目惊心’，何等的长风几万里，

神游，以小观大，书法用笔，是中国

吹度玉门关!……表现无水不秀的，且

画的三大要素。秉接前人的香火，把

看《巫峡放舟》﹑
《门泊东吴万里船》﹑

民族传统发扬光大，要从这些点滴做

《楚天千里清秋》﹑
《漓江山水秀》﹑

起。”在他的画室中，有临写的大量

《湘江源头》﹑
《桂林山水甲天下》﹑

书法作品。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

《潇江细雨活水来》，那些水在你

是他的中国水墨画，他的看家本领。

心中流过，撑船的人在你的视觉中

了吗?这是许多关心中华民族文化的

这一次，许仁龙展现他最新的小品

滑过，悠然，坦然，或柔丽，或逍

人士内心的呼吁。许仁龙这番话，

画：30幅风景画和20幅花鸟画。30

遥，……都尽在不言中!我最动心是

也不是只说给中国人听的。那么，

幅风景画，给我们带来了甚么呢?中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那棵大树，大

要怎么样去找回这6千多年的累积沉

国绘画远从秦代和汉代起，就追求形

到层层叠叠，大到压满心头，而那个

淀的文化传统呢?有良心的艺术家就

神兼备，重视气韵，从唐代起就非常

撑船的人，“险”从大树荫下穿过，

得身体力行了。

写实。不过，它不像西洋画那样讲求

看着他穿过的还有那两头小牛，很不

比例，解剖和透视。但是，中国艺术

经意的大画面，大写意。

在《薪尽火传》这篇序中，许仁龙
说：“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她自身最优
秀的东西续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这
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就不会有真正的贡
献。……自强不息和忧患意识，已植
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中，有使命
感和民族责任心的中国画家，一定能
耐住寂寞，向往崇高，把丢失的传统
重新找回来。”中国的文化传统丢失

写意就是描绘思想

家似乎更加懂得“真”与“似”在艺
术中的地位作用。在中国画中，写意

大国手的泱泱风度

油画有写实﹑表现﹑抽象，中国画

就是描绘思想，代表绘画的表现主义

有山水﹑花鸟﹑人物;书法有正楷﹑

风格：大写意就是指大表现性绘画，

山水画要讲究神韵。都说大唐盛世，

草书﹑隶书﹑篆书。许仁龙就在这

或者说是极端的表现主义，这种画的

所有艺术作品都人肥马壮禽鸟欢。大

广阔的范围里，努力学习。他没有

特征是独特的，自然而朴实的风格。

唐风格，是写实的年代，是大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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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许仁龙的山，许仁龙的水，有

为之‘侧目’。很可惜，这次画展，

*邵大箴教授说：“……尤其是大幅

着豪壮的笔墨，深远的构图，着色都

没能带这大制作来亮相，但对于‘万

的山水画，一要气势，二要有精致的

元气淋漓，大国手有大国手的泱泱风

里长城’这不朽的内容，从特刊上缩

细节描写，这就是古代画论所说的‘

度，虽然满纸是墨，挥洒之间，却没

小的画作及几位名人的赞许，可以知

气’与‘质’。《万里长城》既有‘

使我们感到窒息。在《黄河沧桑夕照

道一二：

势’，也有‘质’，可以远观，可以

中》这幅画里，我惊异于他用笔用墨
的远﹑轻﹑厚﹑重﹑近的一色苍茫。
主旋律是褐色，而他用了多少种的褐

近视，有大的整体效果，也有可以玩

专家评价

味的局部和细节，有可以欣赏的笔墨
趣味。”

色!此外，在他身旁挂着的三只《鹰》，

*94岁的英国汉学家苏立文说：
“这

振翅高飞于长城之上，那双翅膀的

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之

力度，主旋律还是褐﹑黄色，多么

作，中国画产生了一种新的面貌和

令人神往!

气象。”

能生长在地大物博人众的中国，是一

*76岁的司徒安，英国雕塑家协会主

文化内涵的同时，展现了作者优质的

大乐事。不说别的，就说旅游吧，就

席﹑沈阳师范大学﹑司徒安国际雕

精神品格。”

有多少的奇山异水好选择。“读万卷

塑学院院长，他说：“我们确是被其

书，行万里路，乃可作画。”这是中

作品的非凡浩瀚气势和引人入胜的细

国已逝近代杰出的山水画家黄宾虹的

致写实的贴金等独特的创作风格所震

肺腑之言。许仁龙智者乐山，仁者

撼，并对当代中国风景画有了新的感

山水画以大自然为师。画黄山迎客

乐水，足迹遍大江南北，横跨三山

悟。……他的画有如罗丹的雕塑：魅

松，有多少是只有枝丫伸展而‘不

五岳，坚持到大自然中写生，长期

力源于真实和自然。……”

迎客’的?画万里长城，又有多少是

潜心研究传统，使他在山水画的继
承和创新方面，成绩斐然。最大的
成就莫过于《万里长城》的创作。
长城，那条美国太空人丛月球向地球

*靳尚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说：“这
幅画气势很大，它代表了我国文化艺
术发展的新水平。”

*杜建教授说：“表现长城的作品，
常因作者自身精神素质的贫弱而难与
长城匹配。这幅《万里长城》恢宏而
充实，灵动而真挚，在表现长城丰富

胸中自有山水

只得“千里”的(虽然它真的还不及
万里)?如果胸中没有丘壑，运笔怎么
能够畅达?气势怎么能够恢宏?许仁龙
有幸一而再，再而三的游遍名山大川

回望时，甚么也没看见，只看到那

*钱绍武教授说：“此画苍茫雄浑，

之后，饱吸日月之精华而作画，所以

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城!多少

气势磅礴，有中国气派。日本现在的

能有如此的气概，如此的精神品格，

人画它﹑写它，许仁龙也不能‘免

美术进步非常快，……但就苍茫﹑雄

如此的磅礴之势!

俗’地描绘它，并且被选为人民大

浑﹑浑厚这方面而言，日本是怎么也

会堂的接见大厅的壁画，让经过的人

画不出来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这是许仁龙于2002年完成的长4.25米、宽8.38米的巨幅国画《万里长城》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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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受
百年孤独！


何

华

偶然得知今年是潘受先生百年诞辰。

记得她说，潘先生有次请她吃西餐，

屿等地的纪游诗，他为新马寺宇、会

我很纳闷，眼看到了年终，为什么没

郑重其事，餐后坚持送她回去，非常

馆、社团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他为

有任何纪念活动，似乎本地报刊也不

绅士。我想那是老派人的礼节吧。千

南洋画派画家刘抗、陈文希、陈宗

见悼念文章。相比，同为百年冥诞的

玉这些年离开岛国，音讯渺茫，若她

瑞、钟泗滨等写的题画诗，都让我这

刘抗先生，就热闹多了，为他召开了

在此，也许会为潘受百年华诞做些什

个新晋“南洋迷”感到格外亲切。如

国际研讨会，也举办了百年冥诞作

么也未可知。

果说“诗到南洋”的说法，以邱菽园
为开端，那么，潘受就是这个传统的

品大展。我是一个局外人，对客观
上这一“厚此薄彼”现象只是感到
迷惑而已。

是诗人也是书家
潘受先生可以说是南洋一带集诗人与

高峰展示与孤绝收场。我们今天悼念
潘受，其实也是在哀悼一个时代的结
束和文人诗书传统的失落。

潘受先生是1999年2月23日去世的，

书家于一体的最后一位大师，无疑在

记得《联合早报》在治丧报道中，

他身上蕴藏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诸多因

潘受最为人知的当然是他的书法。

用“国宝”来称呼潘先生。我那时到

子。厚达六百多页的《潘受诗集》，

但他的古典诗歌的价值与成就似乎

新加坡不满一年，潘先生是我知道的

封面是一张潘受身穿南洋峇迪印花衬

更高。近来，正值南洋的雨季，在

第一个新加坡国宝。随后我在居士林

衫的照片，尽管这只是外表，但明摆

这般氛围里，浸淫于《潘受诗集》，每

工作，那几年和潘受的忘年交张千玉

着提示了他与中原长衫落拓的文艺家

有出乎意料的惊喜。“虎视龙兴了

有些接触，她偶尔来居士林喝茶，闲

形象的不同，也暗示了潘受诗歌的南

不留，眼中风景帝王州。汉家陵阙

聊中，千玉时有提到潘先生的逸事。

洋色彩。他关于金马仑、怡保、槟榔

余残照，秦地关河控上游。吏黠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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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编户苦，寇深况值阋墙秋。青山

事件促成了他的人格力量。当然，他

受的书法才会如此气韵生动。潘字给

本是无情物，一夜伤时也白头。”

也保留了传统文人雅士交游天下、唱

人的第一印象是颇具何绍基风神。似

此篇七律，诗名较长：《自西安赴

和酬答的风气。他的知交名单太长，

乎潘受本人对这种界定有所保留，他

咸阳，望太白秦岭，夜雪盈巅，感

在此略去。尤其晚年，域外的作家、

更看重他与颜正卿的渊源。我是个书

日来所闻所见，成此短述》。不少

艺术家来到新加坡，都以能见到潘受

法外行，从外行的眼光怎么看他的字

评家认为潘受深受杜甫影响，那倒

为荣。中国作家王蒙来新，通过张千

都是更偏向何体的。

是不争的事实，这首律诗最能体现

玉引荐，去拜访了潘受。王蒙在文章

杜诗的特色：忧国忧民的思想、格

里写道：“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正有

律音韵的规范和遣词用字的精准。

学问的老人的格外谦和与雅致，潘老

潘受年轻时追随先贤陈嘉庚，做过陈

的微笑多于评论，聆听多于讲述。”

一个人对书法的喜好，相比诗歌而言

嘉庚的秘书，1940年，他响应陈嘉庚

王蒙特别欣赏潘受七律《登黄鹤楼留

更带有随意性和情绪化。我认识一位

的号召，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

题》里的两句：“剩携秃笔三生泪，

老教授（也是一位书家），他很不喜

慰劳团”回国劳军。上面的七律就是

难写神州万劫哀。”他说：“十四个

欢康有为的字，并且认为写《艺舟双

在这个背景下写的，且写得实在好。

字写得如此沉痛深沉，寥阔空茫，我

楫》的包世臣的书法也不好，可见，

有叙有议，情景交融，民胞物与，感

算是五体投地。先生生前，无缘朝夕

书法好坏标准的难以定论。这位老先

时伤怀。一切景语皆情语，在“青山

聆教，先生去后，总算不断地背诵下

生有次去长河书局，买了本《聊斋》

本是无情物，一夜伤时也白头”一联

来了这十四个字。无缘问学，有心攀

。问我长河书局四个字谁写的，我说

中得到了最佳示范。我想，这也是潘

附，就用这十四个字来咀嚼自己的经

是陈瑞献。他接着说这几个字根本没

受不同于具有旧文人习气、士大夫情

验和所余的日子吧。”

有章法。又说，以前老北平的店铺请
人题写匾额，若没有几下子，是不敢

调的邱菽园之所在。邱菽园频频出入
风月场，不加掩饰，他的艳诗不下
二百首。潘受显然没有这样的“艳
福”。然不得不承认，邱菽园那些哀
感顽艳的诗歌，别具魅力，其成就之
高，自不待言。邱菽园后来信佛，也
算是一种自我救赎吧！

记忆力奇好

钱钟书先生在给潘受的信札里说潘诗
风格接近龚定庵、黄遵宪、丘逢甲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吟诵了丘
逢甲的《春愁》一诗，而使这位不太
出名的诗人变得名声大涨），这一观
点为我们认识潘诗另辟了一条线索。
固然，唐宋的大诗家对潘受诗风的形
成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清诗的影响也
不可忽视。生活经历与一位诗人的作
品有着本质的联系。说白了，你是怎
样的人，就写怎样的诗，也即“诗

轻易献丑的。我听得一楞一楞，我很
喜欢陈瑞献的字，甚于他的画。说这

一个诗人的形成，也与书香之家的

个，只想说明书法的高下实在是见仁

濡染有关。潘公子潘思颖医生在

见智、公说婆说的“各自表述”。对

《父亲的故事：一个书法家诗人的形

潘受书法的看法，亦同此理。如果你

成》的文章里对潘受的家世和他早

听到某人对潘字推崇备至或不以为

年的聪慧有所涉及。潘受六岁时从

然，不必惊讶！

他父亲那里看到帝师陈宝琛题在槟

清诗影响深

允许各自表述

城极乐寺的墨迹照片，竟然能铭记
在心。多年后，潘受走访极乐寺，

百年孤独，略抒感怀。相信很多人心
里都存有这份情思牵挂的。

有一位和尚带路。他问刻在远处石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

头上的诗是谁写的？和尚答是陈宝

无非般若。”潘受的存在，是一种强

琛。潘受随即把整首诗背了出来：

大的星洲磁场，不容你不受。所思非

“龙象真成小鼓山，廿年及见请经

远道，相见在眼前。

还。如何六十陈居士，听水椰林海
色间。”陈宝琛，号听水老人。这
里的“听水”也就另有意味了。潘受
的记忆力奇好，这也是成全他作为诗
人的本钱，很多佳句典故随手捡来，
化为己有。

言志”。潘受先生有强烈的时代责

书法和诗歌不太一样。书法对作者的

任感，他与陈嘉庚、陈六使、抗战

要求没有诗歌那么复杂深切。一个对

赈灾、南洋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诗歌有深刻体验的人，已经为他写好

系，是他一生的主旋律。这些人物和

字打下了基础。有了诗歌的底气，潘

附记：
撰写此文之际，欣闻潘国驹教授正
联合香港潘耀明先生，将在2012年
3月底举办一场纪念潘受先生的国际
研讨会。
（编注：作者写成此文于2011年底）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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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家庭日”的文化信息


张从兴

南安会馆会务顾问陈英来宣读《广泽尊王祭文》。（汉文化协会提供）

2011年12月18日，本地四个民间社团
组织——南安会馆、南洋孔教会、随
笔南洋文化协会及新加坡汉文化协

为什么要举行祭礼？

乡里、移风易俗的文明教化作用也是
不容质疑的。

参加过活动的各界人士，或是从新闻
报道上得知这场活动的社会公众，应

古代礼教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吉礼、

该知道那天的活动是以在凤山寺举行

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祭礼就属

的“广泽尊王祭礼”开始的。至于为

于吉礼的范围。而举行祭礼的目的，

什么要举行祭礼，以及为什么要选择

表面上是为了祈求天地山川诸多神

关于四个民间社团组织联办这场活动

在“冬至家庭日”举行祭礼，知道的

灵，以及先王先圣及列祖列宗的庇

的经过，以及当天活动的清况，12月

人恐怕就不多了。

佑，俾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诸

新加坡华人，大多数都是汉族，或古

多。一言以蔽之，就是孔子名言“慎

之华夏族。而由华夏族建立的国家中

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的“追远”

国，也就是我们祖先所来自的故国，

二字。再说得白一点，我们今天享有

自古以来就是个礼仪之邦，而礼教就

的一切美好生活，包括我们的存在，

是华夏立国的基础。尽管礼教在五四

除了自身的奋斗和努力之外，实在离

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不复存在，而

不开前人的铺垫，也就是所谓的“前

且蒙受了相当程度的“污名化”，但

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么，我们要以

是礼教作为古代中国维系社会稳定的

什么形式来对先人表达感激之心和感

主要力量，却是不容否认的，其敦睦

恩之情呢？答案就是祭礼。

会，在南安会馆礼堂及毗邻的国家古
迹凤山寺，联手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冬至家庭日”活动。

19日《联合早报》已在题为“四团体
联办冬至家庭日”的新闻中做了相当
详尽的报道；12月22日冬至节当天的
新传媒八频道《早安您好》节目，也
有相关的介绍。限于篇幅，对于“冬
至家庭日”活动的筹办经过及活动情
况，本文就不再赘述，而把重点放在
介绍活动的形式及其意义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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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顺遂等，但其文化意义却深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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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庄严肃穆的祭礼，我们就可以和

汉魏晋隋唐宋明数千年一脉相承的衣

自清代以来，汉服虽然在华夏故国

先人进行一场“神人对话”，而来自

裳，亦即我们华族的民族服装。这袭

绝迹，却在海外的华夏社群中保留

华夏文明源头的根源之水也就能继续

衣裳，我们称之为汉服。

了下来。这个海外华夏社群，就是

流淌，继续滋润文明沃土、我们举
行祭礼，就是以行动来昭示自己不
忘根本，此身教若能影响到子孙，
而子孙若能亦步亦趋，他们也不会
忘记根本。

既然祭礼是一项庄严的华族传统文化
活动，那么还有什么服装比华族民族
服装更适合当祭服的呢？于是，汉文
化协会向其余三个联办单位提议以玄
（黑）色汉服作为祭服。之所以选择

这就是主张弘扬及传承汉文化传统价

玄色，因为这是从先秦至唐宋最高

值的新加坡汉文化协会，为什么会这

贵的颜色，也是历代典章所规定的

么重视祭礼，并提议在“冬至家庭

祭服正色。

日”举行祭礼，祭祀南安人尊奉的
广泽尊王的原因。

为什么要穿汉服？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华人都不知道
汉服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民族服装
呢？这背后有一段既惨痛又悲壮的历

从明代就移民到南洋的早期华人移
民，也就是俗称“峇峇娘惹”的土生
华人社群。在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博物
馆里，现在还能看到清末民初的土生
华人身穿汉服举行婚礼的照片。由此
可见，海外华人尤其是当年的南洋华
人在保留华夏传统文化方面，是有极
大的贡献的。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每个种族
都有各自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打
造新加坡国族（Singapore nation），
种族融合无可厚非，但是每个种族也

史。1645年，满清摄政王多尔衮颁布

应保留和继续发展其文化特色。除了

参加冬至家庭日活动的公众人士，应

了血腥野蛮的《剃发易服令》，强迫

语言文字以外，民族服装是彰显各族

该也会注意到当天广泽尊王祭礼举行

汉人从满人之俗，剃发留辫，改穿满

传统文化特色的另一重要表征。既然

的时候，祭祀人员的服装是有点不一

人的服装，不从者杀！为了捍卫民族

马来族和印度族都能以身穿传统服装

样的。对不曾见过的人来说，这身衣

尊严，汉人群起反抗。在“留发不留

为荣，华族为什么就不能大大方方地

服委实有点另类，说是僧衣者有之，

头，留头不留发”的二选一抉择中，

把自身的传统服装穿到祭礼、婚礼、

说是道袍者有之，说是古装者亦有

许多华夏先烈选择了“留发不留头”

丧礼及传统节庆活动等场合上去呢？

之，甚至还有人怀疑是日本和服。

，总共有370万汉人死于满清的屠刀

其实，这是华夏族自人文初祖轩辕

之下！而汉族传承数千年的衣冠文化

这就是汉文化协会希望通过举办这

黄帝“作衣裳以披之于身，垂绢为

自此在神州大地几乎绝迹，只能以宗

个“冬至家庭日”活动，向华族公

衣，其色玄而象道，璧幅为裳，其色

教服装的形式保留在佛寺道观之中，

众人士传递的文化信息。

续而象事”以来，历尧舜禹汤文武秦

或者是在戏台上。

‘

作者是新加坡汉文化协会会务顾问

我们举行祭礼，就是以行动来昭示自己不忘根本，此身教若能影响到子
孙，而子孙若能亦步亦趋，他们也不会忘记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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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戏剧·学习
2011年冬天的上海，在上海戏剧学院

以《雷雨》和《家》为课本

完成了给表演系二年级的同学上剧



李集庆

在中央戏剧学院颁发的博士学位，博
士论文是用中文书写的，但是我对戏

本分析和名著片段表演的集中工作

在商量教学的具体内容时，我建议

剧的学习、思考和教学，大部分还是

坊后，我将带在身边阅读的一本建

使用古希腊悲剧或莎士比亚剧本。

通过英文的；无论是阅读戏剧理论方

国总理李光耀的著书《我一生的挑

最后，为了配合整体的教学安排，

面的书和剧本、参加戏剧工作坊和学

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送给带班的

谷老师建议使用曹禺的《雷雨》和

谷亦安教授，感谢他让我有这一次磨

《家》。定下这两个剧本时，我心里

炼的机会。

突然增加了一些压力。

尽管一直对戏剧抱着浓厚的兴趣，却

与谷老师认识多年，他知道我自高中

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量。

从来都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戏剧作

起就对戏剧有兴趣，多年来一有机会

要在上海戏剧学院指导一班通过千里

为专业，甚至还从事戏剧教学。谷老

就四处参加各种戏剧工作坊，访师学

挑一考进这所中国一线戏剧院校的同

师一直想安排我给他班的同学上课，

习。在国立大学获取了硕士学位，我

学，对出自中国现代戏剧超重量级人

大概是想让我和他们分享我对戏剧

工作了数年，然后到北京中央戏剧学

物之手的剧本进行分析和表演，我只

的兴趣，和我追随着这股兴趣的学

院导演系修读博士学位，之后还在北

能在和同学们见面之前，尽量争取时

习经历。

京住了一段时间，亲眼目睹北京筹办

间把两个剧本多看几遍，尽量深入地

奥运会期间的巨大变化。我考取的是

反复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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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要的媒介语文还是英文。在中
央戏剧学院的学习经历让我心里更了
解“郭老曹”（郭沫若、老舍、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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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词当游戏的材料
紧盯着工作坊的两个主要目的——让
同学们掌握基本的剧本分析能力；让
同学们带着清楚的目的，自然、有机
地表演——我采取了不同于常规的先
坐在案头分析对话段落、事实、事
件、主题、思想，然后排练的方式。
在工作坊中，我引导同学把台词当成
游戏材料，尝试各种不同的说话和对
话方式，发掘台词对话中所包含的各
种可能意思。 我不时针对同学们的
个别情况，为他们构想不同的游戏

学上课的第一周，我发觉自己竟然需

记忆里，当时学校的英语老师虽然对

要有意识地把思考和表述调整到“英

我有一些额外的督促，但也没有给我

语频道”。几周前在一个纯粹的普通

太多压力，所以我也没有因为拼写测

话环境里，生活、思考、工作，原来

验经常不及格而特别感觉到什么挫折

已经不知不觉地完全调整到了“华语

感。也许因为华文以外的其他科目都

频道”。刚回到新加坡时，日常生活

是采用英文，接触英文的机会很多，

和工作用语上还不需要太深刻的语言

到了一年级年终，我的英文就慢慢上

表述和思考，也就不太意识到“语言

轨道了。待能稍看懂英文时，我一下

频道”的现象，一直到需要用到比较

就成为了家里“常任翻译”了。上国

深刻的英语来备课和讲课，才发觉需

大中文系时，当时教授我们翻译的朱

要有意思地“转换频道”，以找寻准

纯深老师经常鼓励同学要让自己的中

确的词汇，和组织准确的句子结构。

英文“互相滋养”，我才明白这么多

练习，一边游戏，一边讲解，一边

在中国的许多朋友，包括这次上工作

排练，让同学们从各种可能性中挑选

坊的同学们，都羡慕新加坡的双语环

自己觉得最合理、最适合自己的“戏

境，而我则羡慕他们的文化底蕴。和

法”。同学们的创作热忱很快地就给

这批上戏的同学交流时，我发现他们

调动起来，大家在期末考试时都有非

当中大多数人的英语单词量都不错，

常不错的表现。

只是由于语言环境的关系，使用起英

离开上海前，谷老师带鼓励地说这次
的工作坊同学们的反应都很好，因为

语来一时之间表现得比较生硬，反应
也比较慢。

处学习到的，直接传递给同学们。

我更每天固定花一点时间，分别看一
些英文和中文文章。

有助于学习语言
兴趣和乐趣是学习的最佳推动力。自
己有机会教学后，再回想自己的学习
经历，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我既学了西方戏剧训练方法，也了解
中国的戏剧美学，消化融会，把从各

年在家里的“常任翻译”没有白当。

常任翻译没白当

如何调动学生的兴趣、如何引导学生
产生学习乐趣，是教学中极为重要的

他们让我想自己上了小学时刚开始

一个环节。体会到了当中的乐趣，自

戏剧的一个优势是它的游戏性。在整

学习英语的情况。刚进小学那一

然就会愿意花时间去学习。

个工作坊中我非常注意调动同学们的

年，一下子既要学单词又要记拼写

兴趣和热忱，让他们不断发现“工

(spelling)，一时之间应付不过来，

作”、“学习”中好玩、有意思的地

英语不及格是家常便饭。家里的哥

方。因为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兴趣，

哥姐姐都是华校出身，当时他们自

同学们都玩得投入，工作坊的效果也

己的英语水平自身难保，也就不太

就比较理想了。我心里也明白，在整

帮得上我。然而，他们无意识地在我

个过程中谷老师起了很大的作用。最

对待语言学习的心态上播下了一颗有

初几天，在我给同学们分析和讲解剧

趣的种子，让我之后在学习语言时受

本时，谷老师一直从旁近乎不露痕迹

用无穷。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当时

地进行补充，协助我把想表述的表达

他们的英文课本上布满了中文字，每

到位，让同学们能理解。当我意识到

一个英文单词上方都自己用中文标上

这点时，我也开始在他的补充中学习

发音，单词旁边还用中文写上字义。

如何更好地表述。慢慢地，在我讲课

记得他们还经常会开玩笑地讲起“中

时谷老师的补充也渐渐地少了。我已

文英语”。回想起来他们当时很可能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

经能自如地用纯粹的华语教课了。

是在苦中作乐。那个年纪的我并不了

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戏剧和戏剧游戏是调动学习乐趣的有
效途径。只要稍微观察小孩，我们不
难发现他们不断地通过把玩物件、假
象和扮演、以及身体运动，在很自然
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和能力，以及周围
的事物。这些都是戏剧的基本元素。
戏剧手段作为一种框架结构，可用来
承载任何的内容。戏剧本身又带有启
发想象力和提供假定环境的特点。在
语言学习上，这更是一块有待开发的
田地，希望在新加坡未来的双语教育
路上，这块田地能受到挖掘和开发。

解他们在变化中的教育和语言政策下

须转换语言频道
回到新加坡，备课和给教育学院的同

所面对的学习压力，只觉得英文和华
文原来可以这样“玩来玩去”，好像
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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