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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以来，社会上下此呼彼应，我国文

化艺术界佳音不绝。

农历佳节，新加坡宗乡总会宣布要设立

一个华社文化中心，以“集中华社在文

化艺术方面的资源，对文化发展发挥领

导作用”。紧跟而来，一个由民间人士

组成的《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指导委员

会》发表了报告书，立志要在2025年

实现“一个有文化素养、文明而优雅

的社会，人民对自身文化如数家珍，

对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感到自豪”的愿

景。有关部长三月间在国会宣布，未

来5年里将拨款2亿7000万元来落实报

告书里的部分建议。李显龙总理接着表

示，凡是对艺术抱有热忱或有艺术才华

的人，将获得充分的机会发展其潜能。

自建国以来，政府的议事程里不乏发

展文化艺术的议题。1988年更设立了

文化艺术咨询理事会，一份又一份的

报告书跟着出炉，过后还有致力于文

艺复兴的城市发展计划，可是文化方

面的建设，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如今又是雷声隆隆，我国的文化艺术

界能否迎来阵阵生命的甘露？

我国一向务实，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为

了经济，我们甚至甘心为流行文化大开

方便之门，直接间接窒息了健康文化未

艾方兴的生机。我们的文化建设能走多

远，决定于我们如何调整本身的思维。

经济与文化，谁是主角？”	借用钱文

向人生开放	 待百花争妍

忠教授的话：“‘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是一种错乱和颠倒，经济是手段

而非目的，文化才是唱戏的主角。”

媒体相信，这回我国社会上下所显露

的精神，已经是把艺术当为目的，而

不是为经济服务的手段。但愿这不会

是一厢情愿的遐想。

推动文化，“心件”比什么都重要。本

地资深文化人士赖涯桥教授（怡和轩会

员）一针见血地说：“领导层需要有对

文化的热诚和浓烈的兴趣，才能推动文

化，才能实现文化中心的意义。”对于

文化的热诚与兴趣能否持久，要看背后

的动机是什么。文化建设靠创意，诚如

创意大师赖声川所说：“文化艺术的创

意，根就在动机”。

巴厘岛的每一位居民都会美术、音乐、

舞蹈。他们没有钱、没有富丽堂皇的建

筑物，只有热忱和兴趣，但是每一个人

都是富有创意的艺术家。当然，他们创

意的动机是生活。50年代的新马华人社

会自力更生，但是艺术花朵盛开，对于

那时候的人来说，创意的动机是对于未

来的憧憬。

民间推动文化艺术，不应该只是为了配

合政策或为了交差。民间不乏资源，应

该也有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方向与计

划，应该开放门户与善用资源，广招

有热诚与抱负的人士，才能为文化与

艺术的建设营造一个大气候。

我们有肥沃的艺术土壤，需要的是耕

耘。本地资深媒体人朱亮亮曾经说过，

她的愿望是从海外华人的角度，拍摄一

部有关南侨机工的故事，她认为那是划

时代的史诗。本期《怡和世纪》的一篇

文章〈武吉布朗在呼喊〉提到先贤薛中

华外孙女不平凡的身世，又何尝不是文

艺创作难得的素材？

许多事我们不愿做，或不敢做，理由就

是堂而皇之的“敏感”，不是政治敏

感，就是宗教或种族敏感。赖声川认

为，敏感度是创意的必要条件。敏感度

就是开放度，开放一个人的感受能力，

向经验开放，向人生开放。样样事情都

认为是敏感，等于降低敏感度；拒绝去

感受，去发掘，等于麻木，永远成为一

个封闭的社会。

官委议员许优美在国会呼吁，文化艺术

应该属于每一个人，应该融入社会，面

向各个年龄和社会阶层，同时大力推动

本土创作。文化艺术向人生开放，让遍

地开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编辑室



艺术文化要争取

2012年初始，最

新的“艺术

与文化策略检讨报告”出炉，主

张把艺术文化带进每一个新加坡人

的生活和生命，通过基层由下而上的催

化，进而形成全国运动，让全民参与艺术

活动的热忱全面普及。报告书勾勒了2025

年文化愿景：建立有文化素养、文明优雅

的社会，人人熟悉自身的文化历史，也深

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而自豪。

另一边，百年老坟山“咖啡山”因须让

路给道路与私宅建设必须部分铲平，有

识之士同声请命所引发的热议由去年下

旬延烧至今；各方专家学者公众对历史

先贤人文生态记忆的关怀与捍卫，终究

抵不过时代发展的巨轮。

在这座城市这个社会里，文化艺术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郭践红，实践剧场艺术

总监，十年前从已故父亲郭宝崑手中接

棒，继续在这片土壤上以自己的方式耕

耘播种，她坚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过

程？期许种出什么样的果实？

郭践红本着剧场艺术家的关怀，与 

《怡和世纪》分享了她对这座城市这个

社会的观察与体认。

引言

混乱
 文：林琬绯

专题报道

04 怡和世纪第十七期



城市的印记在消逝

[问]	 谈谈文化是什么。艺术又是什么。

[答]	 我不久前去了巴厘岛一趟。抵达

的时候已是深夜，看见沿路两旁都是三

四米高的巨型鹰架，黑漆漆地也看不出

是什么。隔天早上才发现全是一座座正

在建的巨型雕塑。原来当天是巴厘岛人

的新年，每个村庄都各自做魔鬼雕塑，

然后抬到街上去游行驱魔，年轻人敲锣

打鼓玩音乐，轰轰烈烈闹一天，当晚就

一把火烧掉。那些雕塑很漂亮很震撼。

你就看到文化完全融入了巴厘岛人的生

活中。文化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文化。

大家最近都在谈怎么把艺术带进社区，

在未来十年内要让多少比率的新加坡人

口接触艺术。但为什么与此同时，我们

却将生活中原有的艺术文化不断毁灭？

武吉布朗咖啡山，有研究显示是中国

以外全世界最大的华人坟场。我们现

在却要将它毁掉，把这一大片墓地变

成道路公寓。里头一些墓碑的雕塑，

真的很漂亮⋯⋯千百年才累积下来的

东西，就这样没了⋯⋯有些东西丢了

就永远拿不回来了，好像绝种了⋯⋯
为什么就这么毁掉？

看看人家怎么过生活，我们又是怎么

过生活，你会突然觉得⋯⋯究竟哪里

出了问题？

对，我们的街头绝不会像巴厘岛那样，

Introduction

WWhat is culture and the arts to this 
urban society? Kuo Jian Hong,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Theatre Practice, 
took over from her late father Kuo Pao 
Kun ten years ago and continues to toil 
over this cultural landscape in her own 
signature methods. What is this process 
that she is creating so doggedly? What 
kind of fruit is she expecting?

As a concerned theater practitioner, Kuo 
Jian Hong shared her observations of and 
realisation about this urban society with 
Yihe Shiji.

The Fading Images of this City
I recently went on a trip in Bali. It was 
late at night when I arrived, so all that 
I saw along the way to my hotel were 
indistinguishable, dark masses of giant 
scaffoldings three to four meters tall. The 

next morning, I found out that they were 
giant sculptures under construction. It 
turned out that day was the Balinese New 
Year, and every village had built their own 
sculptures of the devil which they then 
carried along in their street processions 
to exorcise their evil influences. Young 
people beat out an intoxicating cacophony 
of rhythm with their gongs and drums, and 
the festivities lasted the whole day, with 
the burning of these sculptures that night 

a Space for 
Arts and Culture Needs to Fight for
 Kuo Jian Hong Chaos

看到小孩抱着另一个小宝宝四处在乞

讨。的确，别人在硬体上还有很多有待

发展的空间。不过，我们不也同样有某

些方面是发展不起来的吗？

[问]	 这个社会对文化艺术的认知出现

了哪些偏差？

[答]	 我们要的东西是能够被控制的。

是能够体制化的。是能够规整的。可是，

艺术本身就是意外，艺术本身就是不能

被控制的。文化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

我爸以前最讨厌竹子被缠绕成一圈圈的

造型，他说，让竹子自由生长，它多有

气魄啊！为什么要把它扭来扭去？当

然有人也会觉得一圈圈的造型竹子好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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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as the climactic finale. Those 
sculptures were stunningly beautiful.

What I saw was how the Balinese culture 
and arts we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ir 
lives. To them, artistic culture is life, and 
life is a work of art. 

Recently,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how to bring arts into the community, 
and how to expose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in Singapore to arts over 
the next decade. Yet, why then are we 
destroying the arts and culture that has 
been part of our lives at the same ti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ukit Brown is the 
world's largest Chinese cemetery outside 
of China. Yet we are going to destroy it 
to make way for roads and apartments. 
Some of the tombstone sculptures in the 
cemetery are truly remarkable ... such 
treasure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over many centuries will be gone ...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when we lose them, 
can never be revived, much like extinction 
... Why do we want to destroy them so 
easily?

Just look at how other people live as 
compared to our own lives, and you will 
suddenly think ... what really went wrong?

Society's Interpretation of Arts and 
Culture
We want things that can be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ised, structured. However, 
the very nature of arts is like that of an 
accident: creative arts is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Culture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My father hated bonsais that used bamboo 
that is coiled upon itself. He used to say, 
let the bamboo grow freely, it looks more 
magnificent that way! Why do we have to 
contort it so? Of course, some people will 
feel the coiling bamboo looks nice, but we 
should also allow bamboo to grow freely, 
otherwise we will stifle the bamboo's 
nature of growing upright.

Our theatre was performing the drama 
"The Day I Met The Prince（我要上天的那

一晚）” in schools. Our first performance 
was at an English school, to an audience of 
Primary Four girls. We made each student 
fold an A5 paper into half, tear it into two 
strips and then four. A teacher said: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tear the paper. Could 
it be that these students are so pampered 
that they do not even know how to tear 
paper? As it turned out, they really did not 
because they did not have scissors. I told 

them they did not need scissors, for they 
could tear along the paper fold. The girls 
just looked at me helplessly.

Eventually they started tearing their pieces 
of paper. Immediately, they panicked, 
because they could not tear in a straight 
line: Oh no, oh dear... To them, there is a 
right way to tear paper, and the tears must 
be straight; otherwise, they would feel as if 
they have committed something heinous.

Think about it, which two-year-old child 
does not know how to tear paper? Why 
did they lose their instinct of tearing paper 
when they grow up?

How could a child's instinct to destruction 
be lost so quickly and completely? Perhaps 
'destruction' is a negative expression; 
taken positively, it is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on. If we do not take a phone 
apart, we will never know what goes 
inside it.

Long-Term Existence of Blind Spots 
in Cultural Policy-Making
We keep  th ink ing  tha t  cu l tu ra l 
development conflict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is actually a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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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撕的效果也一定要直，不直的

话，就好象闯了什么大祸似的。

但是，有哪个小朋友两岁的时候不会

撕纸？为什么长大了反而失去了撕纸

的本能呢？

一个孩子的本能，一种破坏力，怎么

那么快就完全丧失了？破坏力是负面

说法，正面地说是deconstruction，解

构。不把手机拆开的话，永远不可能

知道里面是怎么做的。

[问]	 我们的国家打从建国一开始就确

立了经济发展为主轴。这个选择，是不

是必然如此？或者有其他可能性？我

们在文化决策上长期存在哪些盲点？

[答]	 我们一直以为文化发展跟经济发

展是冲突的。这其实是个严重误区。

一切都回归到一个关键点。我们对生活

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对孩子有什么样的

期待。成功的定义、发展的定义，又是

什么。苹果乔布斯和微软比尔盖茨，都

是中途辍学者，他们算是成功还是失

败？这个社会有多少空间让我们的孩

子和年轻人犯错？

我们要的就是经济发展，任何成就都必

须要“量化”。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抱

着宝宝在街头乞讨。但是不开赌馆也

不至于会有这样的后果啊，不是吗？

我们建赌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

不建，就会让别人抢先建了。然后呢？

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错失一个大好机

会。然后呢？国内生产总值就不会那

么高。然后呢？我们就不会很富裕。再

然后呢？我们就不能做很多事情。而现

在，我们不也还是有些东西做不了吗？

这是一个循环：我要成功，就必须一天

看，但自由生长的竹子也得让它继续

存在，否则就是扼杀了竹子挺直往上

长的本质。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竹子现在还懂不

懂得自己生长⋯⋯好像都在说：“来

啊，扭我扭我，我不懂往哪里长⋯⋯”

我们剧团到学校演出《我要上天的那

一晚》。第一场去的是一所英校，小

学四年级。我们让学生用A5纸对折，

撕成两条然后四条。老师说：她们不

会撕的。难不成都是千金小姐不会撕

纸？她们真的不会撕，因为手上没有

剪刀。我说不用剪刀，把纸对折了压

出一条线，沿着线撕就行了。她看着

你，还是不知所措。

然后，终于把纸撕了。马上又是一阵

恐慌，因为发现撕得不直：Oh	no,	糟

糕⋯⋯对他们来讲，撕纸有一套对的

It all boils down to one critical point: 
what do we ask of life; what expectations 
do we place on our children; how do we 
define success and development. Apple's 
Steve Jobs and Microsoft's Bill Gates are 
school drop-outs, so do we regard them 
as successful or failures? How much space 
does our society allow for ou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make mistakes?

We wa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y achievements must be quantifiable. 
Of course, we do not want our children 
to end up begging on the streets with their 
babies. The point is, they will not end 
up this way even if we were to say no to 
building casinos, would they? 

Why did we build the casinos? Because 
if we did not, somebody else would. So 
what? Then we would have missed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n? Ou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would not be so high. And then? 
We would not be so rich and prosperous. 
And?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do many 
things. Yet, even now, we are still not able 
to do certain things, isn't it?

This is a vicious cycle: I want to succeed, 
so I must do a lot of things and travel to 

many places in a day, everything must 
be done urgently and quickly; everyone 
is rushing to catch a bus or to buy a car, 
clogging up the roads in the process; with 
so many cars on the road, let's dig up 
cemeteries to expand our roadway... In 
this game of tumbling dominoes, where 
will we end up then? I don't know.

When a friend comes to Singapore, where 
will you take him to for sightseeing? The 
casinos? The signposts are so big, he can 
go there on his own without me showing 
him the way! The best thing is to take him 
to Pulau Ubin. Even historical sites such as 
Arab Street, Little India, even Tiong Bahru, 
are not the same anymore. Bugis, perhaps. 
At least the place is a bit chaotic.

"Chaos" means something that is not 
so neat. If everything is that neat, what 
interest does it hold for our visitors? 
The true essence of discoveries lies with 
finding something worth seeing in the 
midst of chaos. If there is nothing for me 
to "discover", then why would I want to 
visit Singapore?

You have your places of interest, so have 
I. The Chinese expression for a place of 
interest （名胜古迹）demonstrates that for 

a site to become a famous attraction（名

胜）it must first have traces of history（古

迹）. As for SIngapore? We are actually 
starting to become a place with no history, 
only attractions.

Other nations take thousands of years 
to accumulate their culture; yet, not 
only do we not accumulate, we are 
constantly renovating. What we want is 
a disposable culture that we can throw 
away when it has lost its utility, as well 
as disposable buildings. To us, a school 
building is considered old after twenty 
years, and needs to be torn down. Why 
could we not consider keeping it, to 
relish and strengthen it? When a building 
has stood there for a long time, we 
demolish it and we build something else, 
and the cycle goes on. Old things are 
discarded, replaced, renovated, and we 
do this with no feelings. So it is between 
people, disposable relationships. We 
have forgotten what enduring and lasting 
means.

Singapore is Only  a Processing 
Factory
People who work with arts and culture 
need to keep asking questions. Lif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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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做很多事赶很多地方，一切都要急要

快；人人就都要赶车买车，交通就变

得拥挤；路上车子多了，就来挖坟地

扩建道路⋯⋯这是一种连带关系，你

到底要走到哪里呢？我不知道我们要

走到哪里。

朋友来新加坡该带他去看什么？去赌场

吗？路标这么大，自己去就好了，不需

要我带你去。最好就是带他去乌敏岛。

即使是	Arab	Street、小印度、就连中巴

鲁，都不一样了。也可以去	Bugis，至

少还有一点乱。

这“乱”，就是不那么规整。如果一切

都那么规整的话，我看来干嘛？就是要

在乱中找到值得看的东西，才算是一种

发现。如果没什么让我去“发现”，那

我为什么来新加坡旅行？

你有你的名胜古迹、我有我的名胜古

迹。名胜古迹这个词可以看出，名胜

about constantly asking questions, and 
then find the answers ourselves, and 
then to overturn our answers. Different 
answers will mean different things to you, 
and every realisation will throw up new 
questions. 

However, when there are too many 
standard answers in our life, we will 
gradually lose this ability.

We often talk about "discerning features" 
and "innovation"(Originality). Originality 
is to continue overturning our previous 
notions. However, to do that, you first 
have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 previous 
standard answers are no longer standard 
answers now, and you have to accept 
that other possibilities exist too. This is 
wher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rtistic 
creation are similar. Science pushed to its 
extreme is in fact philosophy; arts pushed 
to the extreme also returns to philosophy. 
Philosophy is about us as human beings. 
Sadly, our notion of science is still stuck 
at the technical level. What real scientific 
innovations can we boast of? Our thoughts 
are still stuck in a primarily derivative 
mode, but what about originality? Do we 
have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the original 
standard answers? 

Many of us still live in a state of serving 
others. In the past, during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era, we are a nation of processing 
plants. This processing mentality has 
seeped into our film culture. For example, 
we have become a Production House; 
after someone comes to shoot a movie 
here, we provide logistical resources. How 
many ideas are our own?

Ultimately we need to return to the 
mentality of originality, our so-call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Yet, our IP is 
too weak! How can we strengthen our IP 
then? Through education? If our education 
is concerned only about having a set of 
standard answers, then who would not 
come up with these standard answers? 
Don't we realise that non-standard 
answers are in fact IPs! We can apply 
for patent rights only when we have 
something different. Only then can we 
develop our IP, isn't this so?

Staying on the Fringe
I think arts and culture must stay on the 
fringe, but not all of the arts and culture 
must be edg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cannot rely 
solely on their research departments to 
come up with the cure for cancer; they 

must also developheadache medicines 
that we use every day. But if they do not 
research on anticancer drugs and focus 
only on Panadols, they can never stay 
ahead of the pack.

Coming back to the arts. Some people 
feel that they have the answer to life after 
watching television. That is good. But for 
others, they may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e television; they crave for something 
more. If everyone stays at the soap opera 
level, these people can never get the 
answers they need. So you must move 
onwards and upwards, and this is a normal 
phenomenon of pyramidal thinking, 
in which a minority pulls the majority 
forward. 

The crucial thing is whether you are 
still able and willing to reach out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core society even 
when you are at the edge. 

Why do I want to stay on the edge? 
Because my perspectives will be different. 
In fact, edged-ness is also a state of mind, 
that even when I am standing in the crowd, 
when people around me are looking to the 
front, I am able to look left; or to stand still 
while everyone is moving. This way I can 
see things differently. But I must be aware 

之所以出现，就因为先有古迹的存在。

我们呢？其实已经开始没有古迹了，只

剩下名胜。

人家的文化是几千年的累积；我们不

累积，我们是不断翻新。我们要的是

disposable	culture	(即用即扔的文化)，	

disposable	buildings。学校建筑，二十

年就觉得旧了，要拆掉了，为什么就不

能好好累积再加以巩固？建筑久了就

拆，拆了再建、建了再拆。东西旧了

就扔，再换新翻新，不留一点感情。人

情，也一样，disposable	relationship。

持久永恒，已经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新加坡只能是加工厂

[问]	 在这么一个事事讲求规整的社

会，剧场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	 剧场的存在，艺术的存在，一直

在争取的，就是那一片混乱的空间。

做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一直要做的就是

问问题。生活，人生，就是不断在问问

题，然后给自己找答案，再推翻自己的

答案。不同的答案会给你不同的领悟，

而每个领悟又会让你思考新的问题。

但是，当生活中有太多标准答案，这个

能力就会慢慢消失了。

我们常说“特点”、“创新”。Originality	

（原创）。创新，就是要不断推翻原有的

东西。但要推翻原有的东西，你首先得

接受之前的标准答案已经不再是标准答

案了，要接受还有其他可能性存在。这

就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相似的地方。

科学走到最高其实是哲学；艺术走到最

高，也一样回归到哲学。哲学关乎人。

但我们的科学更多还停留在技术水平层

面，真正的科学创新，我们有吗？我们

还是以	derivative（衍生）为主，但是

原创性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勇气去颠

覆原来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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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认为新加坡有软实力吗？

[答]	 个别领域偶有一两颗种子萌芽，

但要真正谈新加坡的软实力，我觉得整

体还不成气候。

你看新闻通讯部积极发展动漫、电动游

戏等等，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处在服务别

人的状态。以前电子工业年代，我们就

是加工厂。这种加工的训练现在也进

到我们的影视文化中，比如说，我们

就做	Production	House，人家来拍东

西，我们提供后勤资源。有多少点子

是我们自己的？

最终还是回归到原创性思维，所谓的

IP，智慧产权。我们的IP太弱了！怎么

增强我们的IP	呢？通过教育吗？如果我

们的教育要求大家都只能有一套标准答

案，那谁会有不标准的答案？不标准的

答案才是IP	啊！要不一样才能申请专利

权，才能发展IP，是吧？

[问]	 艺术和文化是不是只能留在边

缘的位置上？或者，是不是只有处在

边缘位置，艺术和文化才能发挥应有

的效应？

[答]	 我觉得艺术文化一定要保持在边

缘的立场，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文化都

必须要以边缘的姿态出现。

药剂公司不能只靠科研部门发展抗癌新

药，也要发展大家每天都用得上的头

痛药。但是如果不去研究抗癌新药，

只局限在班纳度的话，就没办法走在

大家前头。

谈回艺术。有些人看了电视就觉得找

到了人生的答案，很好啊。但是对另

一些人来说，可能电视还不够，他还

需要更多。假如大家都只能停留在电

视剧层次，这些人就没法得到答案。

所以你必须往前走，这是正常的金字

塔现象，拉着下面继续走。

只是，当你走到边缘的时候，你是不是

还能伸出手，跟核心沟通。

为什么要维持边缘立场？因为视角会变

得不一样。其实边缘也是一种心态，即

使站在人潮中，身旁的人都往前看而

我往左看，或大家都动而我不动，我

还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貌。但我必

须清醒地知道，自己在人群中采取了

不同的视角。

“混乱”是个必要过渡

[问]	 2011年大选后，社会原本存在的

许多标准答案不再理所当然，人们开始

对一些既定现象提出质疑，开始思索其

他可能性。你看到你所要的“混乱”状

态正在发生吗？

[答]	 诶……在开始，但是必须要提

升。我觉得它有在发生。

that I have take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he crowd.

 "Chaos" is a Necessary Transition
I was excited by several phenomena 
during last year's election process. Firstly, 
I saw that those who had not the space 
nor chance to speak out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space and opportunity to do so. 
This i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Secondly, 
there are many young people among these 
voices. Thirdly, the level had been raised 
and we saw some young people who 
spoke really well, which showed that they 
were in fact thinking seriously.

Of course, the social media is the largest 
space to speak out from, and it is not 
easy for anyone to control and manage 
this space. It is like the Wild, Wild, West 
of unregulated wilderness where chaos 
reigns. There is a lot of garbage in this 
chao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good 
ideas. How to turn these garbage into 
gold will depend on how we can develop 
as a society.

Just look at Taiwan. As a democratic 
society, it is in a mess, there is a lot of 
garbage. Yet there are many hidden gems 
within this mess. The key lies in h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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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选过程中，几个现象让我觉得兴

奋。第一是，我看到过去没有空间没有

机会讲话的人，开始有空间有机会说

话。这就是声音。二是，这些声音里

面有很多年轻人。再来，把层次拉高

一点，有些年轻人真的说得很好，看

得出他们其实真正在思考。

当然社交媒体是最大的空间，这是个不

容易让任何人去管制和驾驭的空间。它

就好像一个	Wild	wild	west（不受管制的

蛮荒之地），大混乱。这个大混乱中有

很多垃圾，但是也有不少好的东西。要

怎么样把垃圾变成金，这就要看作为一

个社会，我们怎么去发展。

你看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乱七八

糟，很多垃圾啊。但是也有很多珍贵的

价值。关键在于你要怎么把垃圾慢慢慢

慢变成金，不是一夜之间的。

就好像反对党提出很多反对的声音，

对很多政策作出挑战。但，你有方案

没有？对吧？提问题，这是第一步，

小学。然后要进而提出方案，就开始

有所贡献。然后呢？你要能够执行方

案，小学、中学、大学，一步步进化。

同样的，现在都是一片民众的声音，

谁都可以呛声发牢骚。但是，说，很

容易，还得要自己有想法。给了你一

个方案，这个方案好不好，自己得要有

思考。不是因为你反对他，凡是他提的

就是不好的。这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为

不爽而不爽，为抗议而抗议。他提的方

案，背后考量是什么，你可以认同出发

点但不赞同做法，那你要提出其他可能

性。你也可以不认同他背后的思维，那

你得分析后提出批评。这是下一步。

我们对自己都要有要求。最重要是，大

家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问]	 现在新媒体一个比较严重的现

象是，理性温和的声音没有显现，造

成比较极端、情绪化的声音在主导整

个话语权。

[答]	 其实这也在于你怎么去看、去选

择。比如说，一位部长在面簿上讲了

一句话，就引来1200个留言。很多人

其实是在漫骂，说废话，就是抓着这

么一个空间拼命讲。平时他没机会没

空间，他太压抑了。这是很自然的反

弹，因为压抑太久，突然闸门打开，

每个人都在讲。

这是个过渡时期、必须要发生的阶段，

必须让它发生。

不过，如果你清醒的话，1200个留言，

你看了前面100个，如果全是情绪性废

话，那后面你也不会想再看下去了。

但是很可能，你在这前100个留言里，

就能看到哪怕是一两个比较有想法的

留言，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提出了

自己的想法，这就行了。

所以看的人也可以决定自己要“沦落”

到哪一个层面。可能最初大家都在发牢

骚，都从第一层开始。可是牢骚发久了

transform these garbage into gold slowly, 
not overnight.

The opposition party raised a lot of 
dissenting voices, in challenge to many of 
our existing policies. But, do you have an 
alternative proposal? So you see, voicing 
issues is just the first step, an elementary 
level exercise. What comes next should 
be putting forward a proposal, and start 
contributing to the debate. After that, 
you will need the ability to carry out 
your proposal. So, you progress from 
elementary, secondary and ultimately to 
university level. 

We must ask more of ourselv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our words.

The apparent absence of rational, 
moderate voices on the new media has the 
result of more extreme, emotional voices 
dominating the discourse. It is entirely 
up to you to interpret them or to make a 
choice. For example, one comment that a 
minister put up on Facebook drew 1,200 
comments. Many of these comments were 

actually abusive ranting; all they wanted to 
do was to grab hold of this space and let 
loose their ramble. They were usually not 
given such an opportunity or space, even 
repressed. So this is a natural reaction of 
rebounding, for they were repressed for so 
long that when suddenly the gates were 
opened, everyone was talking.

This is a transitional period that must take 
place and must be allowed to take place. 

However, if you are a rational person, 
and after reading the first 100 comments 
of the 1,200 comments, you find that 
they are all emotional nonsense, you will 
not want to continue reading the rest of 
the comments. Yet, very likely, you may 
be able to pick out perhaps one or two 
comments from the first 100 that reflects 
some thought behind the comments. No 
matter if they are in support or oppos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ey have voiced 
out their opinions.

We are still in the kindergarten stage of 
democracy, where the threshold is very 
low, and everyone can say whatever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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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会烦的。或者你就索性关掉电脑

不看不骂了。但很可能有很多人会从这

个混乱中找到适合他的层次去谈问题。

这是很自然的过渡。

而听取民意的那一方，也要有所提升。

那天在电台节目中听到一个议员说了这

么一段话：有些事的确要听民意，但在

听取民意之前，得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判

断。我觉得这话说的是没错，问题是，

一个想法跟一个决定是两回事，对吧？

其实不管是做政府还是做人，最难的

是，我要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看法，但

同时又听得到别人的声音。

我们现在仍处于民主社会的幼儿园，门

槛很低，谁都可以讲话，什么话都可以

讲。根本不必想着要去把它压下来或怎

么去管制，压不了的，即使压得了，反

弹也会更厉害。但是慢慢慢慢，希望它

会有所发展……

以己度人

[问]	 我们的社会正急于重塑价值观。

您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观有哪些？新加坡

人最缺的价值观又是什么？

[答]	 我觉得我们要的东西很多，但

并没有好好想想我们愿意付出什么。

现代都市生态下，每个人都变得不太要

负责任。一有问题或一发生什么事，就

把矛头指向别人怪罪别人，认为是别人

出了问题。

就说外来人口政策吧。我们得先问问自

己，有没有一度享受过外来人才政策的

好处？肯定有，对吧？那你现在转过来

以这种方式去批评，适当不适当？不能

光要便宜的东西，又不要外来劳工，又

不善待帮助过你的人。外来人口政策确

实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上影响到我

们。但大家应该想想问题的根源出在哪

里，而不是一味嫁祸到所有外来人才身

上吧？那好，完全不让外人进来。我们

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愿不愿

意接受这个改变？

最终回到一个基本观念：已所不欲、勿

施于人。我们要学会以己度人。这件事

情发生在我身上吧，我会有什么感受？

能做到以己度人，就更能包容别人的不

同。包容不是容忍，容和忍，是两回

事。“外来人口”可以是个标签，这

群人全是外来人口；但他其实也是一个

人，每个人都有他背后的故事，都有他

对这个社会所作的事。能够看到人性的

话，就不会只看到标签。

我觉得，在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上，我们

的承担，包括对历史的承担，对孩子的

承担，我们要负责任。现在说话越来越

容易，但是在一片声音里，到底作为一

个集体，我们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国

家，怎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环境，怎

么样的前途？我觉得这本质上就是一个

很值得去思考的重要问题。

want. We need not consider repressing or 
controlling these voices, simply because 
we cannot; even if we could, the rebound 
will be even stronger. Slowly, slowly, we 
can hope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 ...

Treat Others as Ourselves
I feel that we ask for  many things, but fail 
to consider the pric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pay. 

In our modern urban lifestyle, everyone has 
become adverse to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When a problem or a situation arises, we 
would point our fingers at others and push 
away the blames, and it is always someone 
else's fault. 

Just take a look at our foreign immigrants 
policy.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have 
we enjoyed for a moment the benefits of 
the foreign talent policy? There must be, 
right?Yet you turn around to criticise the 
policy in this manner, do you think this 
is justified? We cannot keep demanding 
for cheap things, but object to migrant 
workers and be unkind to those who 

had helped you. The foreign immigrants 
policy does have an impact on our basic 
necessities. But we should look a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rather than pushing the 
blame on these foreign talents. Of course, 
we can shut the door on all foreigners. 
Would our lives be changed then? Are we 
willing to accept these changes?

Eventually we will return to a basic 
principle: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want 
done unto you. We have to learn to treat 
others as we treat ourselves. How would I 
feel if this happens to me? When we learn 
to treat others as ourselves, we become 
more accommodating of our differences. 
Accommodating or inclusiveness is 
different from tolerance. "Foreign talents" 
may simply be a label used on those who 
come from abroad; but they are humans 
after all, each with his own background 
and things he can contribute to this 
society. If we are able to focus on their 
humanity, we will be able to look beyond 
the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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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践”记忆

[问]	 你从童年时代就跟着父母到“实

践”，在实践表演艺术学院长大，看着

父母亲如何在这片土壤上耕耘。十年前

父亲病逝，轮到你接过“实践”的棒

子，投身剧坛继续耕耘土壤。为什么

选择回到实践？今天的土壤跟当年有

些什么不一样？

[答]	 很多人都把实践相等于郭宝崑。

但实践并不只相等于郭宝崑，它必须还

加上个吴丽娟；但加上一个吴丽娟也还

不够，因为还有很多在实践教过课排过

舞的人，更有很多从实践走出去自己做

创作的人。所以，与其说实践是一个由

郭宝崑吴丽娟创办的学校或者团体，不

如说它是个民间组织。“民间”的元

素，很重要。

大家常说：哦，你回来继承你爸爸。我

说不是。It's	not	about	him,	it's	not	about	

her。其实对我来说，选择回来，真的

是为了“实践”的记忆。

对我来说，爸爸妈妈和实践，是两回

事。郭宝崑吴丽娟是爸爸妈妈，实践

有实践没有，他们还是爸爸妈妈。但

是“实践”的记忆对我来说，包含了很

多很多人，是很多很多的叔叔阿姨、哥

哥姐姐、弟弟妹妹。实践即使不存在，

郭宝崑吴丽娟的工作不会跟着消失，因

为已经烙印在人的身上。但是如果实践

不在了，我会觉得可惜，因为这毕竟是

我成长的记忆。

这么一个民间组织又为什么值得留下来

呢？因为这是一片土地，一个花园。

身为艺术总监，我的工作就是园主的

工作，给你土地，帮你灌溉。来的人

都是农夫，你想吃什么得自己来种，

但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这片土壤应

该怎么用。我会看天气决定这个季节

应该种什么，可以说，啊现在天气太

热了，还是多种些长在土里的萝卜番

薯，或者，这一季，我们是不是该多

种些大树来遮荫。

爸妈当年为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的基

地，是开路人。轮到我们来接的时候，

状态不一样了，我们变成修路人，必须

在这么多条路之间找到相互之间的关

系。而且要确保土壤不会用过头，要

有计划地长远来看。

父亲过世后，也有必要重新去思考去整

合。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十年一个循

环，也让我们看到哪些事可以继续下去，

哪些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去做。

[问]	 你对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感到

自在吗？

[答]	 工作上我很有满足感，但我不允

许自己太自在，太自在不是一件好事，

太自在，就会流进主流，也就跟着走

了。我们一定要处于逆流，时时提醒

自己，哎呀太舒服了，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是我没看到的？

I feel that we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for some basic values - our commitment, 
including our commitment to history 
and our children. It is now getting easier 
to speak out, but in the midst of this 
cacophony of voices, what kind of 
country,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future 
do we want as a collective? I think this is 
essentially a very important issue worth 
pondering over.

All for the Memories of "Practice"

Many people equate 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School to Kuo Pao Kun. But the 
School is not just about Kuo Pao Kun, it 
must include Goh Lay Kuan; even then, 
it is not encompassing enough, because 
there are many who taught or danced in 
the School, as well as those who came 
out from 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School 
to start creating on their own. So, it is not 
so much that Practice Performing Arts 
School is a school or organisation founded 
by Kuo Pao Kun and Goh Lay Kuan, but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for and of 
the people. The "people" element is very 
important. 

Many often said to me: Oh, you have 
come back to continue your father's work. 
I disagree. It's not about him, it 's not about 
her. In fact, for me, coming back is really 
all about the memories of "Practice". 

To me, my parents and Practice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Kuo Pao Kun and 
Goh Lay Kaun are my parents, with or 
without Practices Performing Arts School. 
However, to me, the memories of Practice 
include many people, many aunts and 
uncles, older and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n if Practice ceases to exist, 
the work of Kuo Pao Kun and Goh Lay 
Kuan will not disappear with i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imprinted in these people. 
But if indeed Practice is gone, I will feel 
regretful, because here is, after all, the 
memory I have while growing up.

Why should we preserve such a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then? Because 
this is a plot of fertile land, a garden. As 
artistic director, my role is that of a garden 
owner: I provide you with the land, and 
help you irrigate your fruits of labour. 
All who come to us are like farmers, you 
need to work for what you want to eat, 

but we can still discuss about how to use 
this plot of land. I will look at the weather 
and decide what we should plant this 
season. I may say, Ah, now the weather 
is too hot, so let's plant something that 
grows underground, like carrots and sweet 
potato; or, I may say, Perhaps we should 
plant more trees to provide more shade 
this season. 

Father and Mother have built up a very 
strong base for us, they are the pioneers in 
this land. Since we took over from them, 
things have become different. We have 
become the road maintenance team, and 
we need to look for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roliferation of roads. We also need to 
ensure that we do not over-cultivate our 
land, but to plan for the long run. 

After my father passed away, I had to do 
much thinking and integrating. This year 
marks the tenth year. A decade is a cycle, 
and it has allowed us to see what we 
should continue doing, and what we can 
do differently in our own ways.

Lim Woan Fei

( Editorial Note: This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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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提出问题，争取混乱空间
艺术和文化要争取的就是一个混乱的空间，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空间。做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一直要做的工作就是问问题。生活，人生，就是一直在问问题，然后给自己找答案，再推翻自己的答案。但是，当生活中太多标准答案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慢慢消失了。

艺术文化一定要维持边缘的立场，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文化都必须要以边缘的姿态出现。边缘其实也是一种心态，即使站在人群中，只要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在采取不同的视角，还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貌。而当你走向边缘，你是不是还能伸出手，跟核心沟通。

工作上我很有满足感，但我不允许自己太自在，太自在，就会流进主流，也就跟着走了。我们一定要处于逆流，时时提醒自己，哎呀太舒服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是我没有看到的？

新加坡有没有软实力？
个别领域总还是有一两颗种子会萌芽，但要真正谈新加坡整体的软实力，我觉得还不成气候。软实力最终要回归到original	thinking,	所谓的IP。如果我们的教育要求大家只能有一套标准答案的话，那谁会有勇气颠覆标准答案提出不标准的答案？不标准的答案才是IP	啊！我们要怎么发展出IP？

我们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我们要的东西是能够被控制的，是能够体制化的，是能够规整的。可是，艺术本身就是意外，艺术本身就是不能被控制的。文化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

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最近政府非常积极地想把艺术带进社区，要让多少比率的新加坡人口接触到艺术。但是为什么与此同时，我们又在不断地把生活中很多艺术文化销毁？

你有你的名胜古迹、我有我的名胜古迹。名胜古迹这个词可以看出，名胜之所以出现，就因为先有古迹的存在。我们呢？其实已经开始没有古迹了，只剩下名胜。

人家的文化是几千年的累积；我们不累积，我们是不断翻新。我们要的是disposable culture，disposable buildings。学校建筑，二十年就觉得旧了，要拆掉了，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累积再加以巩固？建筑久了就拆，拆了再建、建了再拆。东西旧了就扔，再换新翻新，不留一点感情。人情，也一样，disposable relationship。持久永恒，已经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在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上，我们的承担，包括对历史的承担、对孩子的承担，我们要负责任。现在说话越来越容易，但是在那一片声音之中，到底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是否知道自己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怎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前途？关键在于我们对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期许，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发展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要的又是什么？

当前的社会现状

新媒体是当前最大的空间，不容易让任何人去管制和驾驭的空间。它就像是一个Wild wild west，大混乱，当然这个大混乱中有很多垃圾，但是也有不少好的东西。所以，要怎么样把垃圾变成金，就要看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怎么去发展。

我们现在整处于民主社会的幼儿园，因为压抑太久，突然floodgate open，门槛很低，谁都可以讲话，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是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弹，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必须要让它发生。但是慢慢慢慢，它会有所发展。

实践

实践不只是相等于郭宝锟吴丽娟，实践是一个集合了很多人的组织，这个组织为什么值得留下来？因为这是一片土地，一个花园。我们是园主，给你土地，帮你灌溉，但是你想吃什么，你得自己来种。

郭践红精彩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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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与第二

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华文书

籍奖的联合颁奖仪式，于4月8日在怡

和轩大堂成功举行。怡和轩名誉主席

兼会务顾问黄鸿美先生为本届颁奖礼

主宾，亲临为获奖学生颁奖。

莅临观礼者除了怡和轩与南洋大学毕业

生协会诸领导，尚有来自各界的嘉宾、

各校师长、家长、得奖学生与同学，近

两百人济济一堂，盛况非凡。颁奖礼开

始前，得奖学生与同学先到一楼的先

贤馆参观，上了一节难得的历史课。

主宾黄鸿美在致辞时指出，同学们拿到

的奖金可能很微薄，但是意义重大。这

项奖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要肯定得奖

者现有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期望他们再

接再厉，在学业上争取更好的成绩。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怡和轩俱

乐部副主席谢万森则给得奖的同学予

鼓励，并希望在座的家长们，继续给

他们的孩子在学习华文华语的过程中

加油打气，使他们成为精通双语、文

武俱全的未来栋梁。

两位分别来自南华中学和公教中学的学

生代表得奖学生讲话，他们都认为能获

得嘉奖是一份荣幸，也表达了对怡和

轩、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以及教导

他们的父母和师长们的感恩。他们还

认为学习华文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

应是每个华人应尽的一份基本责任。

只要摆正心态，相信“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那么，学好华语绝对不是

问题。又说：广泛的阅读课外书籍和报

纸，收看华文节目与新闻报导，都能加

强对华文的理解能力，既增广见闻，又

提升华文水平。

颁奖礼在热烈、温馨的气氛中圆满的完

成。此时此刻的掌声、光影，对莘莘学

子将是永远的回味与激励。

莘 莘 学 子爱华文

怡和轩第四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第二届华文书籍奖联合颁奖礼  文：郑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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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四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

以及第二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华文

书籍奖”的联合颁奖仪式，能够到来主

持这个仪式，我感到十分荣幸。

大家都知道，怡和轩是个历史悠久的团

体，新加坡很多先驱人物都曾经是怡和

轩的会员。经过了一百多年，怡和轩今

天还是一片生机，会员都是来自不同领

域的成功人士。除了作为一个社交的

平台，怡和轩也积极参与国家的文化

建设，特别是传播先贤的故事，发扬

先贤的精神。

2008年怡和轩举行庆典，庆祝完成会

所的重建工程时，宣布设立了一个为期

十年的“怡和轩华文书籍奖”，颁发奖

金给特选中学的优秀生，我们的目的是

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培养双语人才。得

奖的学生必须是中四会考或学校年终考

试成绩最好的学生，而且华文的成绩必

须是优等的。

怡和轩是南洋大学的诞生地，在他短短

的生命里，南洋大学培养了很多精通双

语的人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也成为

了怡和轩的会员。去年毕业生协会决定

与怡和轩配合，共同推动中华语文的学

习。他们设立了一个“邻里小学华文书籍

奖”，颁奖给优秀的小学毕业生，鼓励他

们从基本做起，打好学习双语的基础。

我要祝贺各位得奖的同学。你们今天

拿到的奖金可能很微薄，但是意义

重大。这项奖金要表达的，不仅仅

是要肯定你们现有的成就，更重要

的是期望你们再接再厉，在学业上

争取更好的成绩。我相信，你们一

定不负众望。

我也要感激各位师长，你们为国家、

为社会培育英才，劳苦功高，令大家

钦佩。

最后，祝在座各位事业、学业进步，

身心愉快！

主宾   黄鸿美先生  ❯

❮  谢万森先生    怡和轩副主席、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

感谢在座各位拨冗出席怡和轩俱乐部和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办的本年度华文

书籍奖颁奖仪式。对于在座的得奖同

学，凭你们对华文的热忱和所付出的

努力，今天光荣的前来领奖，我和我

的同事们给予您赞赏和鼓励。

最近一个年轻人的热门话题，那就是	

“燃烧吧！华文”。简单说一句，那就

是学生们认为修读华文是一件苦差事，

考完试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把华文课本烧

掉，从此和华文华语说再见。难怪教育

部高级政务次长要在国会上大力呼吁

华族学生不要书到用时方恨“烧”。

尽管学生们在学习华文华语时遭遇一些

难题，但是，目前的新加坡，仍然有学

习和运用到华文华语的机会与环境，新

加坡境外更不用说，尤其是正在崛起的

中国。同时，本地也有许多机构乐意奖

励华文成绩优异的学生，甚至提供奖助

学金让他们到国外去专修华文华语，使

华文华语以及中华文化在本地开花结

果，而不是像几千年前的秦始皇一样

把它烧了吧！然后才来懊恼莫及。

我们这一辈老华校生，曾经陪孩子们

走过教育改制的辛苦旅程，令人欣慰

的是，他们没放弃过学习华文华语，

在座的家长们，请继续给您的孩子在

学习华文华语在过程中加油打气，使

他们成为精通双语、文武俱全的未来

栋梁，不要使学习华文华语陷入“子

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

窘境。

谢谢，祝大家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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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身为华人，华语是

我们的母语，华人学华语本来是

天经地义的。但遗憾的是，一部分

新加坡学生不注重华文，甚至讨厌华

文，我为此感到痛心，也为这些学生

感到惋惜。对我而言，身为华人却不

懂华语是一种极大的羞耻。近年来，

很多西方国家的学校都纷纷开设了华

语课程，掀起了学华语的热潮。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弃了华文，就

等于放弃了我们的优势。身为一个热

爱华文的双语学生，我深信：只有学

好华文，才能更好地传承华族的优良

文化传统。

我从小就习惯用华语和家人沟通，这

也为我后来华语水平的提升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在公教中学，我学到的华文

学习华文需要努力。成长在新加坡

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除了掌

握良好的英文基础，母语更是具有

特殊意义。

双语文的学习环境，对我来说，既充

实又具挑战性。在南华中学的这四年

里，除了语文课，我们也要兼顾其他

学科。如何让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取得

良好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除了要把读书和温习的时间

安排妥当，参加课外活动也增加了

我的信心，让我在面对繁重的课业

时不怕辛苦。

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在每个文字的背

后其实都隐含着不少发人深省的意义，

尤其是华文考试中的理解篇章，许多都

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为

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当我阅读这些篇章

的时候，我常常会领悟到许多做人的道

理，让我更加发奋图强，在学业上不怕

困难、勇往直前。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领悟到学习必须谦

虚，不怕失败，从错误中学习也能增加

我对知识的认知。

广泛的阅读课外书籍和报纸，收看华

文节目与新闻报导，都能加强我对华

文的理解能力，进一步增广见闻，提

升华文水平。

有人认为，现在学华文完全是为了应

付考试，根本没有实际意义。这种想

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学习华文不

仅仅是为了考试，而且应该是每个华

人应尽的一份基本责任。现在，我上

了初院，虽然没有机会再上华文课了，

但我对华文的热忱却不会因此而减

少，我还会通过其它方式继续学习华

文。我始终坚信：只要我们每一个华

人都能够认清形势、摆正心态，相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么，学好华

语绝对不是问题。

最后衷心祝愿我们新加坡的华文早日

焕发光彩。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一直是我的座右铭。身为南华

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常常提

醒着我，学习并不是一切，更重要的

是，将来让自己成为一个能为社会作

出贡献的人。

我要感谢我的校长和老师，他们给了

我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也激发了我

对华文的兴趣。

能够得到这个奖项是我的荣幸，在

我的学习旅程中起着鼓舞的作用。

身为特选学校的学生，能把博大精

深的华族文化传承下去，我为此感

到骄傲。

得奖学生讲话摘录

公教中学   王靖龙

南华中学   萧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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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姓名

南华中学 萧欢怡 
Siew Foon Yee

公教中学 王靖龙 
Ong Jing Long Edmund

华侨中学 林明杰 
Lim Ming Kit

中正中学 王浩宇 
Wang Hao Yu

南洋女中 王恺晶 
Ong Kaijing Gin

圣公会中学 王施婷 
Wong Shi Ting

海星中学 张 正 
Zhang Zheng

立化中学 李亦欣 
Lee Yi Xin

德明政府中学 刘尚直 
Liu Shang Zhi

圣尼各拉女校 蔡詠慈 
Chai Yung Ci

2012年第四届怡和轩
华文书籍奖学生名单

海星中学潘旭老师寄来他的学生高山写给林清如主席的致谢信，情真意切。

学校 姓名

北校区

Anderson Primary School 林佳慧 Cheryl Lim Jia Hui

Canberra Primary School 许彦宁 Amelia Koh Yan Ning

Compassvale Primary School 陈芯莹 Candice Tan Xin Ying

Endeavour Primary School 郉维俽 Eng Wei Xin

Evergreen Primary School 张悦涵 Zhang Yue Han

南校区

Balestier Hill Primary School 刘纯汐 Liu Chun Xi

Blangah Rise Primary School 刘政君 Liu Zheng Jun

New Town Primary School 钟怀敏 Daphne Cheong Huai Min

Farrer Park Primary School 王 羽 Wang Yu 

东校区

Changkat Primary School 罗偲文 Loh See Mun

Chongzheng Primary School 李冠贤 Lee Kuan Hsien,Nicholas

East Coast Primary School 戴瑀緗 DAI YU SIANG

East Spring Primary School 梁嘉俊 Terence Neo Jia Jun

East View Primary School 许展维 Hee Zhan Wei 

西校区

Keming Primary School 冯纯宁 Fong Chun Ning

Bukit View Primary School 林诗妮 Lim See Neei 

Chua Chu Kang Primary School 李文洁 LEE WEN JIE

Dazhong Primary School 白嘉春 BAI JIACHUN

Greenridge Primary School 何嘉宜 HO JIA YI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第二届华文书籍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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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的害处众人皆知，赌的泛滥有目共睹。这个矛盾还
因为赌的性质差异和介入的深浅而有不同的说法。

无限， 文：谢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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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贵人的声音：赌的经济效应已发酵，

它创造了6万个工作职位，为GDP贡献

了1到1.5%。

该不是举杯欢庆的时刻？哦，不！在胜

者背后，有人倒下去了，有人暗地哭

泣，有人债台高筑，有人铤而走险，

有人锒铛入狱，有人家破人散，有人

远走他乡，有人命丧黄泉。于是，贵

人出来说话了：“当我们决定建带有

赌场的综合度假胜地时，就知道它会

带来好处和坏处。”

赌的害处众人皆知，赌的泛滥有目共

睹。这个矛盾还因为赌的性质差异和

赌害尽人皆知

从道德高度黯然退下，两座金碧

辉煌、占尽地利的赌场，赫然

出现在美丽的圣淘沙和滨海湾，改写

了共和国的景观。啊！云顶和金沙这

两个多吉祥的名字，正日夜陪伴着各

值亿万身家的主人，风光无限。有人

拍手叫好，我们以骄人的成就，挤入第

一世界赌场俱乐部。两年了，国人和外

来旅客携手，贡献（避用不雅的“输”

字）了近百亿元，云顶和金沙成功创造

（避用庸俗的“赢”字）了上百亿元的

财富。当初对赌场口诛笔伐的人，请听

代价几何？

Gambling
Sadly, we have retreated from the 

moral highground, as we witness two 
magnificent casinos sitting defiantly  in the 
beautiful Sentosa and Marina Bay areas 
and redefining our cityscape. Ah! These 
are indeed auspicious names — Above 
the Clouds (云顶) and Golden Sand (金
沙) - that accompany their respective 
billionaire owners day and night, bringing 
them fame and glory. There are those who 
applaud our remarkable achievement 
of boasting two world-leading casino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our people have 
joined hands with foreigners and tourists 
to contribute (let's not use the decidedly 
unpleasant word "lose") $10 billion to 
allow Genting and Sands to create (again, 
let's avoid using a vulgar word like "win") 

nearly $10 billion of wealth. To those 
who engaged in the initial verbal and 
written debates over the casinos, listen 
to the voice of the wise and powerful: 
the casinos have reached economies of 
scale, it has created 60,000 jobs, and has 
contributed to 1 - 1.5% of our GDP.

Should we stand up now for a toast? Oh, 
no! Behind the winners,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fallen, those who are weeping in 
the dark, those heavily in debt, those who 
took the risk and ended up in jail, those 
whose families are shattered, those who 
went into exile, and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Then, the wise and powerful came 
out to say: "When we decided to build 
the integrated resorts and the casinos, we 
knew there will be pros and cons ."

What price Fame and Glory?

as an Ill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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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深浅而有不同的说法。现在与

赌有关的常用词有赌博、博彩、嗜赌、

赌场、赌窟、赌客、赌徒、赌鬼、万字

票、、多多、赌马等等。逢年过节或朋

友在一起开局或搓麻将，或玩桥牌，虽

涉及钱额的赢输，或者买万字票、多

多，博博运气，属社会可以宽容的小

赌娱性、小博刺激的范围，人们也不

会直呼为赌客、赌徒或赌鬼（极端的个

案除外）。对于那些进出赌窟、赌场和

马场的人，社会就显得不那么宽容，往

往会冠以赌客、赌徒乃至赌鬼的称号。

小赌小博与大赌大博，形象竟有如此大

的差别，前者处于灰色地带，无可无不

可，后者真枪实弹拼搏，简直为社会所

不容。吊诡到了这般地步，可见世间许

多事物，是不能一刀切的！

赌马限于周末或假日，其危害性虽然不

小，但若与花样翻新、下注大且快、沉

迷时间特长的赌窟、赌场相比，差之千

里。赌窟与赌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

是非法的，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摆明

是赌鬼的“天堂”。赌场则是合法的赌

博机构，从单纯的赌博设施，逐渐发展

成为集旅馆、购物中心、高级餐馆、主题

公园为一体、美轮美奂、交通方便、舒适

体面的庞大赌博机器。正是这种合法

性、社会性和诱惑性，时时刻刻请“君”

入瓮，以致不能自拔，造成大面积乃

至毁灭性的伤害。

世界众多国家，对赌场一直持负面看

法，出发点不外是担忧道德的沦丧和

社会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对

建立赌场的意愿始终保持冷漠。新加

坡也是在独立40年后，也就是在2005

年才破釜沉舟，浊流而下。先辈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坚守道德高度和社会共

识，把赌场排除在国门之外，令人无比

欣慰和敬佩。对后来者的改弦易辙，迷

惑之余，也应深入了解，弄清玄机。

国民赌客“人次”之谜

其实，在决定自上而下引进赌场之前，

当局已充分意识到赌场这种庞然怪物，

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不过，

高位者（公平起见，他们应该是不赌甚

或反赌的）会持如下观点：（1）赌博

或博奕是历久不衰的社会现象，是行

政手段和道德教育所无法根绝的，所以

才有合法化之举。既然赌马、万字票、

多多都已合法化了，多一两个合法赌场

有何不可呢？何况它还有助于打击非

法赌窟，促进赌业的秩序化。（2）赌

场可带来丰厚的旅游利益。今年3月27

日联合早报财经版就曾报道，2011年

到访的外国旅客达1320万人次，消费

额为222亿元，比上一年分别增长13%

和17%。至于新职位的创造，GDP的贡

献，更是不言而喻了。（3）就算赌场

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仍然可以锁定

外国赌客和旅客，通过入场费让国人

却步，实施禁门令叫本地嗜赌者望门兴

叹，颁布严刑峻法取缔大耳窿、黑帮团

伙、洗钱行径和卖淫活动。

云顶和金沙两座赌场，开业已经两年

了，得失利弊，孰重孰轻，逐渐到了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350,474. The 
Straits Times published an editorial on 
February 27, stating that this is a "good 
news", and that we need not be unduly 
worried. However, people seem to have 
missed one vital point i.e. the concept of 
"number" differs from that of "visits". For 
example, when we compile the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arriving visitorls, the 
usual practice is to use the concept of 
"visits". In order to grasp a complete 
picture we must find out how often an 
average visitor frequents the casinos and  
how long he stays in the casinos.  The 
stakes and risk-taking willingness are 
obviously rising, and it looks likely that 
more of our residents are losing more 
money in the casinos. This is not a good 
thing, and far from being "good news". In 
fact, a reader who identified himself as 
Kuo How Nam expressed his alarm on 
the Forum page of the February 7 edition 
of The Straits Times that the revenue of 
both Genting and Sands have been rising 
quarter after quarter (the average daily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gambling have 
never been dispu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gambling is now everywhere. People 
hold differing opinions depending on 
how deeply one is involved. The casino 
is a legal gambling institution that has 
grown from purely housing gambling 
facilities into  a huge gambling machinery 
that combines casinos,hotels, shopping 
centers, restaurants and theme parks. 
It is the result of its legitimacy, social 
acceptance and allure that draws willing 
and helpless players into its lair, causing 
widespread and devastating sufferings..

Many countries  view  casinos in a negative 
light, mainly out of concerns about the 
moral decay and social damages that it 
brings. This is why they have given casino-
building the cold shoulder . It was only 
after almost forty years since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that we decided to bite 
the bullet and lower ourselves into the 
quagmire. Our national pioneers adhered 
to a high moral standard and social 
consensus when they turned their backs 

on casinos despite the extremely difficult 
economic conditions they were in. 
They were truly inspiring and worthy of 
our admiration. Although we may be 
bewildered by their successor's decision 
to change course, we should also tak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ir decision and sort 
out the hidden agendas.

The Myth about  the "Number" of 
Resident Gamblers
The casinos owned by Genting and Sands 
have been in operation for two years, and 
we are starting to observe some pros and 
cons, and the impact on our society. 

Observation One: When the Government 
gave the green light to the casinos its 
declared position is to "welcome all 
foreigners,but restrict our citizens" , the 
efficacy of the policy is open to debate. 
The official survey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residents (citizens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who patronised the two casinos 
in 2011 was 273,693, which was a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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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落见石的时候。石之一：尽管当局

设立赌场的公开意图是外宽内紧，以

赚取外国旅客或豪客的钱财为目的，

但这样的硬道理仍有待商榷。官方调

查显示，2011年光顾两座赌场的国民

（公民+永久居民）人数为27万3693

名，比上一年的35万零474名有所下

降。海峡时报在2月27日的社论中，

评论这是“可喜的”现象，无须过于

担忧。但是，该报似乎忽略了一点：	

“人数”的概念有别于“人次”的概

念，例如，我们在统计抵境旅客人数

时，惯用的便是“人次”的概念，造访

赌场的绝对人数，只说明问题的一个方

面，还必须提供人数乘以每人进出的次

数以得出人次，以及赌民在赌场内逗留

的时间，才能洞窥全局。人数减少了，

但进出的次数和逗留的时间大大增加，

拼博的水平不断攀升，在赌场里国人丧

失更多钱财，绝非好事，更说不上“可

喜”。其实，一位署名	Kuo	How	Nam	

的读者，2月7日在海峡时报言论版就惊

呼云顶和金沙的营收季季攀升（2011

gaming-related earnings of both casinos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1 were $ 8.51 
million and $ 8.88 million respectively). 
He appealed to the authorities to disclose 
the income generated from the entrance 
fees on a regular basis (which can then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visits 
by our residents, though how much time 
they spent in the casinos would not be 
known), as well as to monitor the amount 
of money our residents "contribute" to the 
casinos. Kuo also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aise the entrance 
fee. At the moment, a Day Pass costs 
$100 and is valid for 24 hours, while an 
Annual Pass costs $2,000 that allows for 
unlimited visits and duration of stay (so 
it is worthwhile to take note  how many 
people hold annual passes).

Sharp Increase in Number of Low-
income Gamblers 
Observation Two: Despite its shortcomings, 
the official investigation served as a wake-

up call. It uncovered two unsettling pieces 
of information: first, there is a rise in the 
stakes of local gamblers from people 
within the low-income and even no 
income brackets. The number of gamblers 
earning zero to $999 a month but placed 
bets in excess of $ 1,000 every month 
increased from 0% in 2008 to 2% in 2011. 
Those earning $ 1,000 to $ 1,999 who 
placed bets of more than $ 1,000 a month 
increased from 0.8% to 2%. Second, 
these low-income workers are visiting the 
casinos more frequently, as much as more 
than once a week, and they are generally 
less able to exercise self-control. Asians' 
addition for gambling is  almost universal 
. As a fellow Asian country, Singapore 
can expect strong "domestic demands" 
for casinos (even those with low income 
and zero income are not immune), which 
is why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harge 
entry fees. However, to a compulsive 
gambler, $100 per entry or $2,000 per 
year is not a difficult barrier to cross. Once 
they paid the entrance fee, they will be 

compelled to gamble because their peers 
will otherwise ridicule them for spending 
that money for nothing.  A taxi driver told 
me this real story. One morning a woman 
boarded his taxi outside a casino. On the 
way, she called her child and instructed 
him to wait for her downstairs. She kept 
urging the taxi driver to speed, claiming 
that she also needed him to send her son 
to school. She paid the full fare in advance, 
and gave him another $5 so that he could 
help buy breakfast at McDonald's for 
her child. She said, "I'm sorry, I have to 
rush to work." The taxi driver told me, "I 
can see that she had been gambling the 
whole night." The driver continued, "Such 
passengers are fine, for they bring income 
to me and they pay up in full. The other 
day, my relief driver took a young, male 
passenger around midnight. He had also 
just left the casino. When he reached 
home, he confessed that he was penniless, 
and his credit card was declined. My 
friend had a brain wave and asked for his 
Ez-link card. He deducted all the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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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季两家主要来自赌场的日均收

入分别为云顶$851万元、金沙$888万

元）。他吁请当局定期公布入场费的收

入（据此可推算进出赌场的国民人次，

但无法知道泡在赌场的时间），并调查

国人“奉献”给赌场的钱额。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Kuo	还建议政府应提高入

场费。目前是日票$100，有效期限24

小时，或年票$2000，一年内进出次数

和逗留时间不受限制（所以多少人持有

年票也是值得关注的）。

低入息赌客人数剧增

石之二：即便如此，官方调查不乏振

聋发聩之处。它披露了两项新的不祥

信息，其一是低入息乃至无入息本地

赌民下注数额的上升，月入零至$999，

每月下注$1000以上者，从2008年的

0%提升至2%，月入$1000至$1999，

每月下注$1000以上者，则从0.8%增

至2%；其二是进出赌场的频率更高，

每周达到一次以上，而且赌客的自制

能力较低。亚洲人好赌，似乎已成了世

界的共识。新加坡作为亚洲的一员，赌

场的“内需”强劲（连无入息者乃至入

息低者也不落人后）是可以预计到的，

所以政府要收入场费。然而，对好此道

者，一次$100或一年$2000的门槛，是

不难跨越的。一旦花了钱进去，不去

拼博一番，别人不说、你自己也会觉

得钱岂不是白花了吗？所以一旦跨入

门槛，这$100反成了你狠赌、猛赌的

推进器！一名德士司机告诉我，“有

一天早晨一个女子从赌场外上车，在

车上打电话给孩子，吩咐他在楼下等

她。”一路上催他驾快点，说到了家

要劳驾他载儿子到学校。她预付全程

车资，另给他5元，麻烦他经过麦当劳

时买早餐给小孩。她说，“对不起，

我还要赶去上班。”司机说，“看得

出，她在赌场拼博了一整夜。”我听

了心想：但愿她不要越陷越深，影响

家庭、孩子和工作。司机又说：“这

样的客人还好，有生意做，又收足了

钱。那天，我的替班半夜载了一个后生

仔，也是赌场出来的，到家时身上一分

钱都没有，信用卡也是白刷，我的朋友

灵机一动，要了他的	Ezi-link	，把里头

的余额都刷走，虽然不足，还不至于白

做。”我听了又想：但愿这小伙子明天

有钱搭车上班。

向先进国取经

石之三：截至2012年1月，全国预防嗜

赌理事会总共发出7万2515道禁门令。

我深感吃惊的是，这当中有2万8882人

竟是公共援助金领取者和破产者，他们

的禁门令是第三方发出的。对照调查报

告中关于低入息乃至零入息者的反常赌

博行为，政府和民间都十分关注和担

忧。当局有意向荷兰、奥地利、澳洲

等先进国家取经，又敦促赌场留意赌

客的状况，在赌客连续光顾赌场一定次

数后，赌场负起责任，通过提醒、辅导

和限制入门等方式，达到断瘾目的。海

峡时报的社论也应声道：“如果赌场负

起责任，评估来到赌桌的客人，是有帮

助的，这样做也合乎他们的利益。”先

进国家的经验，对亚洲赌民是否适用，

left on the card. Though not enough to 
pay for the fare, it was still better than 
nothing." I could not help praying that  
this guy would have money to pay for his 
rides the next day.

Learning  from Others
Observation Three: As of January 2012,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Problem 
Gamblers issued a total of 72,515 Casino 
Exclusion Orders. I was taken aback by 
the fact that 28,882 of these orders were 
served to recipients of public assistance 
and bankrupts, and these orders were 
requested by third parties. Taken together 
with the worrisome gambling behaviour of 
gamblers with low-income or zero incom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t larg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come concerned and 
worried. The authorities intend to learn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Netherlands, Austria and Australia. They 
also urged the casinos to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gamblers, that once they have 
patronised the casinos continuously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the casinos ar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m break 
their addiction by reminding, counseling 
and imposing entry restrictions. The Straits 
Times editorial echoed, "It will be helpful if 
the casinos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assess 
their patrons. This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Whether the experience 
of advanced countries is applicable 
to Asian gamblers is yet to be proven. 
As for pinning hopes on encouraging 
"responsible gambling", we should 
learn from our lessons.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local gamblers are retirees and 
housewives with zero income who are, by 
no means, destitute; they have pensions, 
financial support, housing and health, 
but have nothing to do. Since the casinos 
are so nearby, they serve as good places 
to hang out in. I have an old classmate 
who spent his working life in the finance 
sector, and now spends his days in the 
casinos with the annual passes he bought. 
In his own words, he is a rational player, 
so nothing will happen. However, as the 
saying goes, the environment makes the 

man. The drunkard will always mumble 
that he is sober. The casino owners know 
too well that when ration is immersed 
in the temptations of the casino, it will 
soon turn into chips on the table!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low-income workers, 
public assistance recipients and bankrupts 
joining the frenzy.  They all aspire towards 
higher aims, to change their status quo. 
The casinos present them with hope within 
their reach, so how can they resist!

Casino Operators Playing a 
Regulatory Role?
Observation Four: Can we trust casinos 
operators to be responsible? The 
spokesman for Genting said: We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at reviewing and monitoring; Sands 
disclosed that it agrees with the two major 
goals of realis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integrated resort while keeping the 
social and security risks brought on by the 
casinos low. Prior to this, the two casinos 
were fined a total of $385,000 for il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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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待求证；至于把希望寄托在“负责

任赌场”，有前车可鉴。我国赌民中的

相当一部分，是零收入的退休人士和家

庭主妇，他们决非一穷二白的，有退休

金、有俸养、有住房，有健康，可又没

事干，赌场近在咫尺，是他们的好去

处。我有一个在金融公司干一辈子活的

老同学，凭着年票，几乎天天沦泡在赌

场。用他的话说，他是理性玩家，不会

出事的。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墨，

醉汉总咿唔他是清醒的，理智泡在赌场

里，会变成什么筹码，只有赌场老板才

清楚！至于低收入者、公共援助金领取

者和破产者也要赶热闹，不足为奇。亚

洲人嘛，都想往上爬，想改变现状，

赌场是眼前的希望，岂能白白放过！

赌场扮监督角色？

石之四：负责任的赌场靠得住吗？云顶

发言人说：我们会与政府的检讨工作密

切配合；金沙放话说它赞同两大目标，

既要实现综合度假胜地的经济效益，又

要降低社会风险和治安风险，真是一副

菩萨心肠！然而，在这之前，两大赌

场因为违法操作，被判罚款总计38万

5000元（与它们的数十亿元利润相比

微乎其微）。原来它们在去年的不同

月份，让国人或无票进场、或未执行

禁门令、或包容未成年人、或让赌客

超时逗留。政府立法与赌场执法之间，

不一定完全一致。前者更多考虑“扬长

抑短”和“趋利避害”，后者着眼于商

业利益，外需内需，一律开发。促销活

劫，不遗余力，如曾有专用巴士从各组

屋区载客到赌场，有违政府当初借助

赌场吸引外客的政策。两大赌场今后以	

“内需”为目标的广告和促销活动，势必

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过去两年的促销

活动，其实已使两大赌场在国内外名声

大噪。既是好赌者，内外赌客其实也不

易区分，除非另有标签，对赌场扮演监

督角色，我实在不敢抱有奢望。况且赌

场作为综合度假胜地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任何促销旅馆、购物中心、餐馆、

主题公园的行为，会不会引起对赌馆的

联想和好奇？以至于醉翁之意不在酒？

结语

云顶、金沙两大赌场矗立在新加坡最醒

目、最耀眼、最熟悉的位置，本身已成

为新加坡标志性广告。喜欢也好，憎

恶也好，无奈也好，它们都是炙手可

热的存在物。

赌场的经济效益，也是无人可以抹煞

的。赌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是日

益突显。当局要通过新立法、新条列、

新措施来遏制赌场对国人的冲击，这是

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我们既期待有效的立法和行

得通的条例，又要拥有理性的赌客和负

责任的赌场，是否过于理想化？

利令智昏啊，当金钱的诱惑像毒蛇般

把赌客紧紧缠住，除了充当悲剧演员

之外，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operations (which is negligible compared 
to their billions of dollars in profits). It 
turned out that, over different months of 
last year, they allowed residents without 
entrance passes to enter their casinos, 
failed to enforce the Exclusion Orders, 
allowed admission to minors, and allowed 
gamblers to stay beyond the time stipulated 
on their admission passes. Government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 by the 
casinos do not necessarily compliment 
each other. The former would give more 
consideration to "highlight the advantages 
while suppressing the short-comings" 
and "generate gains without the pains"; 
the latter's focus is solely on commercial 
interests. For instance, there used to be 
buses that plied the various housing estates 
to ferry passengers to the casinos, apart 
from the other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hese were in violation of the original 
policies of using the casinos to attract 
foreign visitors. In future, the two casinos 
will face more limitations when they 
put up advertisements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hat target "domestic deman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motional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ave, 
in fact, raised the two casino's profil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actually 
not easy to differentiate local compulsive 
gamblers from foreign ones. Unless they 
are otherwise labelled, I am not hopeful 
that the casinos can play a regulatory 
role. Moreover, the casinos are integral 
parts of the integrated resorts. Wouldn't 
any promotions of their hotels, shopping 
centers, restaurants and theme parks lead 
to the association with and curiosity about 
the casinos? Wouldn't that cause some to 
visit the resorts for other 'ulterior motives'?

Conclusion
The twin casinos stand proudly at the 
most eye-catching, dazzling and familiar 
locations in Singapore. They have often 
been portrayed as Singapore's icons in 
their promotional materials. Whether we 
like them, loath them or are resigned to 
their existence, they are now the darlings 
of a growing number of Singaporeans.

While the immediate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nation are undeniable,  the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casino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The authorities might want to pass new 
legislation, impose more regulations and 
measures to discourage Singaporeans from 
frequenting  the  casinos, the question 
is: are we being idealistic in wishing 
gamblers to be rational and casinos to be 
responsible?

Lest we forget, selfish interests blind the 
wise. When the lure of money wraps a 
gambler up in a tight embrace like a viper, 
what other role can he play apart from that 
of a tragic actor?

 Seah Shin Wong

( Editorial Note: This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作者为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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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风云

松柏之志

驰声航运 文：崔东红

张松声专访



身兼数职，集企业家、社团领

袖、官委议员三种角色于一

身，无论哪个领域，张松声都全力以

赴，力求不负众托，不负众望，其意

志之坚强，精力之充沛，思维之敏捷，

令人钦佩。

现任怡和轩名誉主席的张松声也是著名

的企业家，他是太平船务董事总经理，

管理着全球1万7000多名员工，也是世

界第二大集装箱制造商-香港上市公司

胜狮货柜企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行

政总监，拥有30多年的航运经验和丰富

的海事业知识。

作为社团领袖，他曾多年担任新加坡

船务公会会长、新加坡海事基金创会

主席，致力于推动新加坡成为亚洲乃

至世界的航运中心。目前，他也是新

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并在多个海事

As a man wearing different hats 
at the same time,Teo Siong Seng 

always does his best to be true to all his 
callings - entrepreneur, community leader,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 and 
strives to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under him as well as those served 
by him. His unyielding will, seemingly 
inexhaustible energy and agile mind are 
qualities that command one's admiration.

Teo Siong Seng is the Honourary Chairman 
of Ee Hoe Hean. As Managing Director of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Teo manages 
its 17,000 employees around the world. 
He is also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container 
manufacturer, Hong Kong-listed Singamas 
Container Holdings Limited. In all, Teo has 
more than 30 years of shipping experience 
and a wealth of knowledge of the maritime 
industry.

As a community leader, he had served for 
many years as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Shipping Association and the Founding 

Teo 
Siong 
Seng

Brief Profile of

无论哪个领域，张松声
都全力以赴，力求不负
众托，不负众望，其意
志之坚强，精力之充
沛，思维之敏捷，令
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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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社团组织、政府经贸理事会等

担任要职或董事。

作为官委议员，他担起下情上传、上情

下达的责任，做好政府与民间的桥梁。

在维护商家利益、传达商界心声的同

时，也积极协助政府推广政策，努力

促进政府与民间的双向互动。

航运之家子承父业

张松声从小对航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四、五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带

他上船，参加一艘新买的客货轮典礼。

巨大的轮船，热闹的场面给小张松声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喜欢上

船，只要有学校假期，就找机会上船实

习。1970年底，16岁中学会考后，张

松声登上了父亲公司的一艘客货船，

开始了对他人生影响至深的第一次远

行。客货船途径槟城、新加坡、香港，

最后抵达中国的黄埔。这一次远行，他

深深体会到远洋航运对人们生活的重要

性，点燃起心中对航运的满腔激情，立

志今后一定要学航海，从事海事业。这

一次远行，也引发他对中国的向往，此

后，他在高一和大学二年级学校假期，

两次重登这条客货轮远行到中国。虽然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但是他喜

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欣赏一个民族

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洗礼依旧有很强的自

尊心。每次去，他都能感受到中国社会

的变迁，也因为这份认同和了解，八

十年代，他开始负责中国业务时可以

Chairman of the Singapore Maritime 
Foundation. During his term in office, 
he worked hard to promote Singapore 
as the shipping centre of Asia, if not the 
world. Currently, he is also the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holds senior positions 

or directorships in a number of maritime 
agencies, community groups, and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and trade 
councils.

As a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he is responsible for facilitating exchang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While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eo is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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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适应环境，打开局面，广交朋友。

高中毕业服完兵役，张松声进入苏格兰

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

修读船舶设计和海洋工程，从此，航运

开启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职业生涯。

父亲张允中，即是他的老板，也是他的

导师。1979年大学毕业，张松声加入

了由父亲一手创办的太平船务，从基

层开始，在不同的岗位磨练了整整15

年，才开始进入管理层，担任公司的

董事经理。他不仅熟悉公司各项业务，

更熟悉父亲的管理方式，在父亲言传身

教，潜移默化的培养中，两个人的理念

也逐渐趋同。他敬佩父亲光明磊落、诚

信谦虚、平等待人的品德，他希望能够

象父亲一样脚踏实地，勇于面对困境，

不断开拓进取。他要求自己不但要协助

父亲管好公司，也要把父亲倾尽心血开

创的事业发扬光大。

初入公司之时，太平船务创办刚刚12

年，航线不多。此后，父子同心协力，

不断扩大业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如今太平船务的船队已经扩大到近150

艘船，航线遍布全球95个国家500多个

目的地，成为从事航运及海事业多元化

服务的跨国企业。在父亲的影响下，张

松声的兄弟姐妹大部分都在公司任职，

分管集团的不同业务，各展所长为公司

效力。太平船务的壮大，凸显了家族企

业的两大优势：一是凝聚力强，兄弟同

心　其利断金；二是决策迅速，在重大

事项上，可以不受干扰地评估局势，以

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果断决策，

迅速执行。

航运业风险高、投资大，暗礁处处，时

时考验公司最高决策者的判断力和魄

力。从成立至今，四十五年的时间，

太平船务历经了两次中东战争、石油

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沙斯疫情以及

全球性金融危机等种种考验，不仅一次

次平安度过，还在危机中把握机会，将

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担任公司高管后，

张松声积极拓展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

额。1997年，恰逢亚洲金融风暴的低

潮时期，张松声接任集团属下胜狮货

柜企业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行政总监。

上任之后，在父亲的引导和团队的共同

努力下，他大胆整顿企业内部，并购中

国其他集装箱制造厂，重整胜狮货柜是

他独挑大梁完成的艰巨任务，整顿之后

公司的业务快速发展，从4间制造厂发

展到11间，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集装

箱生产公司。

从张允中到张松声，父子两代人打拼

中国市场，成绩斐然。太平船务集团

全球1万7千名员工当中，中国的员工

就占了65％。2011年，因太平船务在

促进新加坡与中国友好关系方面的特

殊贡献，公司创办人张允中获颁“通

商中国成就奖”。

2012年，在公司成立45周年之际，父

Torch Bearer of a Shipping Dynasty

After graduating from junior college and 
completing National Service, Teo Siong 
Seng entered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Scotland, to study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Since then, he has 
launched into a lifelong dedication to a 
career in shipping.

When Teo joined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PIL), the company founded by his 
father,Teo Woon Tong, barely 12 years 
ago, it did not operate many routes. 
Since then, father and son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grow their business. After over 
three decades of expansion, PIL boasts 
a fleet of nearly 150 vessels today, with 
routes reaching over 500 destinations in 
95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IL has 
since become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providing shipping and diversified services 
to the maritime industry. Influenced by 

and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their father, 
most of Teo Siong Seng's siblings also hold 
positions in the company, taking charge of 
the Group's different businesses and each 
contributing his strength to the company. 
PIL's strength highlights two advantages 
of family-run businesses: First, strong 
cohesiveness. When brothers work as a 
team, they can work wonders; Second, 
fas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y can 
assess major issues without distractions, 
while keeping to the company's agenda 
of maximising its interests. They can make 
decisions more conclusively and execute 
them quickly.

The shipping industry is fraught with high 
risks, huge investment costs and hidden 
threat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45 years 
ago, PIL has weathered two Middle East 
wars, the oil crisi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SARS epidemic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ot only did PIL sail 
through them safely, it manages to seize 
upon unlikely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crises that saw the company growing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Since becoming the 
company's senior executive, Teo Siong 
Seng has been aggressively expanding the 
company's share of the market in China. 
Teo Siong Seng's appointment as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PIL Group's 
subsidiary, Singamas Container Holdings 
Limited, coincided with the downturn 
dur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Under his father's guidance and the 
joined efforts of his team, Teo  undertook 
a reorganisation of the company soon after 
he took office. He also made the decision 
to acquire other container factories in 
China. The reorganisation of Singamas was 
a monumental task that he pulled off as the 
man in charge. The company grew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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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把船运领航的任务交给张松声。少

年时便见过惊涛骇浪的他，如今对挑

战和困难已经习以为常。虽然目前世

界经济仍旧存有隐患，欧债危机尚未解

决，但他相信，世界贸易仍然需要航运

来支撑，亚洲经济的繁荣非常有利于新

加坡航运业的发展，因此，他对集团的

前景充满信心。

回馈社会义不容辞

海事和航运是新加坡的重点行业，也是

张松声深爱的事业。他一直希望为推动

这个行业的发展献上一份心力。2003

年至2011年，作为行业的领先者，张

松声连续八年担任新加坡船务公会会

长。八年的时间，船务公会的会员从

200多人扩展到400多人，并修改了章

程，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海事业知名人

士加入公会。在他的推动下，亚洲船东

协会永久秘书处便设在了新加坡，进一

步加强了新加坡亚洲海事中心地位。

正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市场一片低

迷的时候，2009年3月张松声被推选

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55届董事会会

长，肩负着带领会员商家走出经济低

谷的重任。他的理念、他的作风、他

的魄力，顷刻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上任之后，张松声带领董事会和秘书

处，分别从筹集资金、申请政府援助、

人员培训、市场开拓等多个领域协助会

员公司提升自身实力。为了更有效地协

助会员商家开拓海外市场，张松声全力

推动设立总商会的海外代表处，解决

中小企业无力承担驻外机构成本的问

题。2010年10月，总商会第一个海外

代表处在上海成立，这是总商会历史

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处成立之

后，陆续与19家商团机构签署合作备

忘录，成为新加坡商家在中国华东区

的联络中心。

2011年3月，张松声再受推选，连任第

56届董事会会长。这一年最主要的任

务是举办“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

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两

场大型活动。

199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创办了第

一届世界华商大会，此后，世界华商大

会从新加坡出发，走过香港、泰国、加

after the reorganisation, expanding from 
f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to 11, before 
going on to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container producing company.

From Teo Woon Tong and then Teo 
Siong Seng, this father-son duo worked 
hard to penetrate the Chinese market 
and succeeded spectacularly. Workers 
from China account for 65% of PIL 
Group's 17,000 employees globally. Teo 
Woon Tong was awarded the Business 
Achievement Award by Business China in 
2011 for PIL's special contribution in the 
promotion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Teo Siong Seng continues his father's 
principles of uprightness, integrity, 
consistency and prudence. He makes sure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ructure is sound, 
and expands the company's business 

cautiously. Working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Teo Siong Seng strives 
tirelessly to guard and enhance his father's 
legacy.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unity 

Maritime and shipping businesses 
are key industries of Singapore, and 
coincidentally, that is where  Teo Siong 
Seng's passion lies. As an acknowledged 
leader in the industry , Teo Siong Seng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Shipping Association for eight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03 to 2011. 

While the the world was fac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financial crises in 2009, 
Teo Siong Seng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55th Council of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taking upon 
himself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ut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His ideals, his 
style of leadership and his dedication 
soon brought  him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aving been  in the shipping line for 
decades, Teo Siong Seng is deeply aware 
that for a ship to complete an epic voyage, 
its starting point, route, sailors, captain 
and human relationship  are all crucial 
factors for success.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s like a huge ocean liner that 
has been sailing for a hundred years and is 
still forging ahead. Past leader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ause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Teo Siong Seng  adhered to 
the pioneers’ spirit of selfless dedication to 
assis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o tide 
over the prevailing financial crisis..

为了更有效地协助会员
商家开拓海外市场，张
松声全力推动设立总商
会的海外代表处，解决
中小企业无力承担驻外
机构成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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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澳洲、中国、马来西亚、韩国、

日本、菲律宾，不断发展壮大。它是全

球华商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相互了解的

重要平台。每到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

当地华人和商界的盛事，也是世界华商

欢聚一堂的庆典。世界华商大会逐步

发展成为影响巨大的国际会议品牌。

20年后，世界华商大会重返新加坡，中

华总商会不仅要办好大会，也希望能够

为这项国际盛事注入新的活力，以确保

大会的延续性，同时进一步强化大会的

组织结构和定位，在主办方式、日程设

计方面更加严谨。张松声带领筹委会，

用了两年的时间，不断打磨大会主题和

论坛设计，广开渠道邀请主讲嘉宾，注

重会议代表规模的同时也要保证水准和

素质，特别是在行政管理、商务展览等

方面，要充分体现新加坡的独特风格，

展示新加坡的实力。

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2011年10月6日

至7日隆重举行，吸引4600名海内外代

表出席。李显龙总理亲自担任开幕式主

宾，李光耀建国总理在闭幕式上，与海

内外嘉宾对话。在这次大会上，也正式

启用了永久会徽和永久会旗，让世界华

商大会再次从新加坡出发后，在全球各

地展开新的旅程，谱写新的篇章！张松

声把大会的圆满落幕归功于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归功于总商会董事会和秘

书处高效团队的共同努力。

In March 2011, Teo Siong Seng was re-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56th Council.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at year was to 
organise two major events - the 11th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 an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spearheaded the first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 (WCEC) in 
1991. Thereafter, the stage for the WCEC 

grew out of Singapore to include Hong 
Kong, Thailand, Canada, Australia, China, 
Malays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growing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It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hinese entrepreneurs worldwide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fter 20 years, the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  returned to 
Singapore.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not only committed to organise the 
convention well, it also hopes to inject 
fresh vitality into this international ev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the 
convention, while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vention's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its operation.Teo Siong Seng led the 
Convention’s Preparatory Committe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o continually 
hone the convention's theme and the 
planning of its various forums, to ca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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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政府与民间的桥梁

2009年7月，张松声第一次受委成为国

会官委议员，2012年2月，再次受委连

任。以企业家和商团领袖的身份进入国

会，官委议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对此，张松声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

为，官委议员的责任是在国会传达所代

表群体的心声，因为不受任何政党立场

的束缚，所以更能对国家的政策与民生

问题作出公正的评断，和执政党、反对

党、非选区的议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华总商会是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有

效渠道。张松声把总商会的角色归结为

桥梁、平台和凝聚中心三个职能。总商

会不但是政府和民间的桥梁，也是商家

和社会各界的桥梁，更是国内国外经贸

联系的桥梁。社会各界之间形成良性互

动需要平台，成功人士回馈社会也需要

平台，商家交流更需要平台。所以，

总商会就是一个有效的平台，不但协

调、综合社会各界资源，也让那些愿

多年来形成的信心和信誉，就是商界和

民间最大凝聚力。

在历次国会发言中，张松声关注的重点

一直紧紧围绕三个课题：工商界和中小

企业所面对的问题、华社和文教以及国

家社会发展。他是企业家，对企业的生

存环境和经营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挑战有

着最直接的体会。因此，他把重点关注

中小企业，希望能够把中小企业遇到的

实际困难，包括经营成本、人力资源、

劳资关系、融资渠道、开拓市场等等领

域的真实情况，通过国会发言，通过组

织与部长和有关部门的对话会等方式，

及时向政府反馈。

2012年政府推出包容、体恤的财政预

算案，重点照顾年长者、低收入阶层

和残疾人士，令人鼓舞。不过，因为

调整了某些行业的外劳比例，一些商

家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日子短期内将会

变得很艰难。	

net wider in inviting guest speakers while 
ensuring high standard and qual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for the Convention.  He wanted  the 
convention to fully reflect Singapore's 
uniqueness and showcase the strength of 
Singapore. The Convention proved to be 
a huge success.

An Effective Bridg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Teo Siong Seng was first appointed 
as a Nominated MP in July 2009 and 
reappointed for another term in February 
2012. While shouldering simultaneous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naging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as its CEO, 
running a century-old institution as its 
president and acting as  a NMP, Teo Siong 

Seng needs to ensure that he is always in 
great shape and be adequately effici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his time and energy. 
Teo Siong Seng proves to be effective, 
pragmatic and dedicated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duties.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s key to 
Singapore’s success as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society. To maintain this positive 
interaction, though, is no easy job. The 
government acts as a coordinator so that 
the society’s  resources  benefit each 
community. However, there is division 
in any  society, and there are bound to 
be differences in term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achievement and the values 
upheld by various communities. In this 
instance, civili groups need to play a 
bridging role and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channel so that there is continuous 
dialogu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n in the street.

What can an entrepreneur and leader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bring into 
the Parliament, and what role can a 
Nominated MP play? Teo Siong Seng has 
his own ideas. He believes a NMP does 
represent certain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his responsibility  is to convey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represented by him 
to the Parliament. Being free from the 
restrictions as a member of a political 
party, a NMP can make more objective 
judgment on a number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issues . 

In his speeches made at past Parliamentary 
sittings, Teo Siong Seng’s focus has always 
been on three aspect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SMEs, the 

政府的责任是协调社会
资源，让每一个群体都
能受惠，但是，社会毕
竟分阶层，不同的群体
在境界、价值观念方面
都存在差异。

意为大家做事的成功人士，提供发挥

所长的平台。

总商会的第三个职能是凝聚中心。人

心齐，泰山移。让社会各界之间多交

流，多合作，需要凝聚力，这种凝聚

力不会凭空而来，需要历经时间的检

验，在不断开展各项活动的过程中，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认为，总商会

成立至今已经有107年的历史，这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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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进行财政预算辩论期间，新加坡

布棚椅桌服务商公会向总商会反映了一

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帆布商业公会属下

的会员，主要业务是为红事、白事、夜

市以及各种庆典搭帐棚，工作时间长，

耗费体力，周末和节假日最忙，所以这

个行业很难请到本地员工。政府缩减服

务业S准证的外劳比例，本地劳工市场

也将出现新一轮的“抢人风”，特别

是年轻肯出力的工人，会很抢手。老

板们担心，接下来，国庆和农历七月

的生意，接了也没人做，日子会很不

好过。因此，公会希望政府能体谅这

个行业的特殊情况。

张松声接到反应，认真了解情况之后，

将布棚椅桌服务商公会遇到的问题，以

及其他行业面临的情况在国会发言时一

并提出，希望政府能够体恤商家的困

难，在执行政策的时候适当灵活处理。

他也提议，按照工作性质，将布棚椅桌

服务行业划入建筑业，减轻商家在人力

资源方面的压力。

张松声的发言，媒体进行了大幅报道，

联合早报甚至全文刊登了发言内容。椅

桌帆布服务公会也积极和相关政府部门

沟通，提呈事实。很快，人力部作出回

应，将椅桌帆布服务公会从服务业调整

为建筑相关行业，在外劳配额方面保持

原有比例。

新加坡市场狭小，本地企业要走出国

门，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每年，张松

声都亲自率领商务考察团，到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探寻商机。他带领商务考察团

去过南非、尼日利亚、印度，中国的北

京、上海、广东、广西、江苏、浙江、

辽宁和吉林，也包括台湾。

2012年4月，他率领88人代表团到中国

辽宁省和吉林省访问，鼓励新加坡中小

企业借助现有的政府和企业两大平台，

团结起来，一起进军中国市场。他以长

兴岛的投资为例，说明两大平台的重要

性。在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没有适当的拆

船厂，东北亚的大型船只需要空放到印

度和孟加拉拆卸，加重了成本。太平船

务看准这个时机，在辽宁省大连市的长

兴岛与两家中资企业合作投资绿色拆船

项目。长兴岛也是与新加坡－辽宁经贸

理事会的重点项目，由新加坡协助在长

兴岛上兴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船基

地。这项合作即有两地政府的支持，又

有新加坡企业的参与，新加坡的中小企

业可以借此机会，和大企业一起到长兴

岛发展，那里的石化企业和船厂都需要

很多零配件等支援性的行业投入，也需

要多种服务承包商，而这些正是新加坡

中小企业的强项。

从事航运几十年，张松声深知团队的力

量。领导公司和社团，他相信依靠团队

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如今，新加坡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要到海外与人竞

争，更加需要团队的力量。他希望通

过大家共享资源和信息，把海外投资

的航线，走得更长、更远！

Chinese community and its education, 
and the progress in making our society a 
better place to live. As an entrepreneur, 
from time to time  Teo Siong Seng has the 
first-hand knowledge about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most practical approach towards solving 
the problems. This is why he chose to 
focus on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2012 Budget was widely lauded 
as an indic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n  inclusive and 
compassionate societ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independence a wide range 
of provisions were made to cater for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low-income 
group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re 
was much appreciation from various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However, 

there were mixed feelings as well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particularly the SMEs 
because of the drastic adjustments in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workers allowed in 
certain trades. 

 By way of an example, those who carry 
on the business as providers of  tents, 
canvas, tables and chairs for celebrations, 
wakes, night markets etc are highly labour-
intensive business. The working hours are 
long, and  weekends and holidays are their 
busiest tim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for them to hire workers locally. The 
sudden reduction in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workers holding the S Passes in 
the service sector led to another wave of 
'staff snatching' in the local labour market.  
The operators are worried that eventually, 
even when they have secured orders 
for National Day and Seventh Month 

events, they will not have enough staff to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s. Life for these 
businesses will get really tough. 

During the recent budgetary debates 
Teo Siong Seng high-lighted the real 
and urgent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service sector and appealed for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and flexibil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bour 
policies.

(Editorial note: This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by Cui Donghong.)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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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一天，几个刚服完

兵役的青年，聚在一起

讨论，要筹钱在蔡厝港的农场搭建一

座简单的小庙。大家只能拿出的，不

过是五十或一百，但想要组织自家庙

宇的愿望终究实现了！对当年的林雅保

来说，这使他心里感到踏实。他说：“

那时候，当兵出来，我第二天就去工作

了。可是，一没有学历，二没有手艺，

没有什么可依靠的。”

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家里贫困，当巴

士司机的父亲好不容易把十个孩子抚养

长大，排行老七的雅保小小年纪就半工

半读，从不敢奢望家庭能在经济上给他

什么帮助。他也想多读点书，但眼看哥

哥姐姐们最多都只能读到中学，他也无

法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读了两年的中二

还是考不上，开学时尽管偷偷跑回学校

去了一趟，终于还是掉头走了，有点

不舍，更多是无奈的结束了不到十年

的学校生涯。

所以，除了刻苦、勤劳，他再没有什么

可依靠的。筹钱建小庙，是希望得到神

明的庇佑，有根精神支柱。在讨论供奉

什么神明时，大家几乎没有异议，就选

择了财神。他们都知道发财了，有了

钱，才能改变贫困的生活。

与汽车买卖的不解之缘

从报章的广告中，雅保知道有汽车买卖

公司征聘电单车送信员，他去应征并被

录用了，从此，半辈子与汽车买卖结下

不解之缘。

那时，他的月薪只有区区的450元，为

了多赚一点钱，下班后他还到阿波罗酒

怡和佳话

“大道”村童踩下的

 文：洪天发

林雅保专访MOTOR WAY 集团经理
怡和轩会员



上段的美世界商场，租用一间不足200

英尺的办公室，开始迈入他人生事业

MOTORWAY的起点。

由于林雅保做销售员时主要买卖二手豪

华车，因此开始时公司也以买卖二手豪

华车为主。顾客群都是经济宽裕之人，

要求个人化及专业化的服务，这些正是

他的长处，他回忆：“1992年到1994

年里车价每天都在上涨，这就给了不少

二手车商一个绝佳的赚钱的好机会！”	

“那几年，每个月我们的存货都在增

值，因为拥车证和车价不断在涨！”他赚

到了他的第一桶金。他表示：“最重要的

是时机和运气。我很幸运！”

林雅保的起步，说明了机遇只眷顾和造

就有准备的人！

1993，1994年间，他开始帮客户出新

车，也经营汽车贷款及车辆保险代理

业务。公司搬迁到一个1000平方英尺

的店面，员工从三人增加到十人。

1997年，随着业务的扩充，公司再搬

迁到红山，面积扩大到25000平方英

尺，集团开始提供汽车维修服务。

1999年集团起步从事出租轿车业务，

专攻多用途汽车（MPV）出租服务。

进入新世纪，林雅保的事业就如他为公

司的命名“大道”一样，平稳，宽敞。

他与他的另一半——妻子，带领几十名

员工，鼓足干劲，一路奔驰！

2008年，集团成为韩国双龙汽车在本

地唯一的代理经销商。

更坚实的平台

今天的MOTOY	WAY总部，是矗立于立

达路下段的一座8层楼高的大厦，总面

积达12万平方英尺。集团所经营的各

项业务，都在一个屋檐下进行，为公

司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平台。

走进这座新大厦，在透光玻璃映衬下的

明丽的陈列室里，停放着四，五十辆的

豪华轿车，有本地少见的顶级豪华迈巴

赫（Maybach），也有其他著名品牌

如宝马、立胜、保时捷、捷豹、法拉

利等。这些名贵的二手车在这里静待

贵客们的青睐。

说起销售这类名贵二手轿车的缘起，

林雅保说：“普通二手车买卖的竞争非

常激烈，这类名贵车由于成本重，市场

小，做的人也少，做过几宗后觉得可行，

就发展起来，成为集团的业务之一。”

集团的出租轿车服务，近年来扩充很

快，在马路上行驶的，就有近800辆是

属于大道集团的。他看好租车业务，无

论是多用途汽车（MPV），还是普通轿

车，都有广阔的前景，是本地人拥车的

另类选择。

梦想与启示 

三十多个年头一晃而过，今天，作为

新加坡车业公会的副会长，拥有百名

员工，年业绩8千万的MOTORWAY的

董事经理——林雅保。有时会想起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自己生长的裕

廊乡村，每天上学他都得在烈日下的

小路走上半个小时，一路上少见车辆，

就算有车子经过，也难得搭顺风车。望

着阳光下飞扬的沙尘，他曾站在路旁痴

想：有一天，我也要开着自己的车子，

在路上奔跑！

谁想到呢，今天他不止开上了汽车，

他拥有的近千辆车子，衔接起来，也

许已足以排满当年他萌生梦想的那段

乡间小路。

而当年他们几个年轻人筹钱建筑的小

庙，由于建在猪寮边，一旁有莲花池

塘，就取名善莲山宫，几经波折，如今

它也搬迁到勿洛北，与另一座有八九十

年历史的晋平寺联合，建立了外观巍峨

的晋平寺善莲山宫。林雅保作为现任主

席，虔诚地张罗庙里的各种事务，作为

他回馈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这座庙宇的演变，对他来说，不仅是寄

托，也是启示。

店去当侍应生。从早上七点钟上班一直

干到深夜。

“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还好那时年

轻。开始时不敢让老板知道，有一天老

板请我到我工作的酒店吃饭，才发现我

原来还在那里兼职。”

后来公司需要一个二手汽车销售员，他

便向老板毛遂自荐。老板见他能吃苦，

身兼两份工作依然勤奋积极，待人也随

和有礼，因此，便不计较他的学历低，

取用他做销售员。

此后，他以对工作的勤力，以及对客户

的诚意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早上7点

公司开门，他便毫不懈怠的一直做到

晚上10点公司关门为止，仿佛是一台

不知疲倦的机器，同事们都当他是“拼

命三郎”！

同时，林雅保也以优质服务，在顾客

中建立良好的口碑。由于购买二手车

多少靠一点运气，旧车的质量不比新

车稳定，有时车子售出不久就出现问

题，顾客当然返回找销售员。有人以

货物出门不再负责来推搪，但雅保不

只帮忙把车子送去修理，有时还自掏

腰包，替顾客支付了一百几十元的小

费用。要是顾客忙，他还为他们奔跑

缴交路税等。

因此，他的服务获得顾客的普遍好评，

口口相传，他的销售业绩越来越好，在

二手汽车市场打响了名气。

机遇造就有准备的人

1990年发生海湾战争后，局势动荡，

经济不稳，新车价格节节上升，造成

二手车交易空前高涨。林雅保在买卖

二手车市场打滚了六个年头，不止储

蓄了资金，也累积了经验，更难得建

立了自己的人脉。面对蓬勃的市场，

有客户鼓励他出来创业。

1992年，他下了决心，拿出15万元，与

妻子联名，创立了大道汽车贸易公司

（Motorway	Trading），在武吉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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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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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送      给你鲜花
母亲节是爱的时节，也是花的时

节。当你手捧缤纷灿烂的鲜

花，送给挚爱的母亲时，也许你不曾

想到，这一簇灼灼亮眼的玫瑰、康乃馨

来自哪里——金马仑、台湾、云南、澳

洲还是荷兰？它们是怎么千里迢迢的来

到你的手上？

带着这个疑问，在林清如主席的陪伴

下，我探访了远东花卉有限公司（Far	

East	Flora	Pte	Ltd）的董事经理石学藩

先生。在汤申路一块面积几万英尺的园

圃里，我们不但见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林林总总的观赏植物，看到几十位心灵

手巧的员工，正忙碌地为来临的母亲节

包扎鲜花、制作花篮。我们还听石先生

回首前尘，细说当初——40年来远东花

卉走过的，并非始终阳光灿烂，鲜花一

地的道路。

一辈子送鲜花

远东花卉有限公司今天已是本地最大的

花卉经销商之一，从事鲜花、盆栽、园

艺及各种相关产品的进出口、批发和零

售。在汤申、女皇道、裕廊、勿洛等地

经营花卉生意。做为一家超过40年经验

的综合性花艺公司，聘用员工人数接近

300人，年年月月为本地的爱花人递送

鲜花，拥有良好的声誉。2006年首次

在香港开设海外业务办事处；2010年

业务扩展至马来西亚。还进一步把营

业范围延伸到漫无边际的网络世界里。

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还在德能中学

就读的石学藩先生，眼看老母亲为维持

八个孩子一家子的生计，长年洗衣、卖

菜，日日辛劳，已衰老的无法工作，他

靠着哥哥的抚养艰难度日。尽管他爱读

书，学业成绩也不错，但还是在初中二

那年决然辍学，出来帮忙姐夫递送鲜花

和鸡蛋，卖给英军的家属，赚一点微薄

的收入以减轻家庭负担。他记得关心

他的老师知道他要停学，把他叫到走

廊，说：“难道你这一辈子就送花送鸡

蛋？”他低下了头，他没有选择，虽然

很多年后他还常“做梦都梦到要回去读

书！”可是他终究为自己的学校生活划

下了句号。而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却是

老师的话竟然一语成谶，他真的送了一

辈子的鲜花！

那时他不过十四五岁，跟着他二哥做

花卉买卖，从本地买入胡姬、剑兰一类

的鲜花，开着小货车四处递送。1976

年，他们经由一个台湾朋友，开始从

台湾进口鲜花做批发，改变只从本地

采购的经营方式。

1979年，他们三兄弟联手，在武吉智

马大厦买了一个店面，开始了远东花

卉有限公司（Far	East	Flora	Pte	Ltd）

的第一个门市生意。

 文：洪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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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送      给你 石学藩专访远东花卉董事经理
怡和轩会员

1980年，汤申路原本为PSA放置集装箱

的一大片地出租做花店园圃，远东花卉

就在这里设立鲜切花批发部，并于同年

建立观赏植物零售部。此后陆续在女皇

道、裕廊、勿洛增设分销点，逐步完善

产品系列及服务，扩展至园艺用具、庭

院设计、鲜花礼品供应、盆栽租赁服务

等。远东花卉以此为基地，大力开拓家

族的事业版图。

传统业务与现代科技接轨

2000年，由于认识到网上订花将成为

现代人的消费习惯与未来趋势，公司

成立了	FarEastFlora.com。开始把生

意的触角伸入网络世界。

石先生说：“传统业务要与现代科技

接轨，科技可以改进效益，密切与客

户的关系。”

这时，从美国毕业回来的侄儿石屏章，

也加入公司，致力于开展鲜花礼品贸

易的电子商务。公司以巧

思妙手，在网站上为顾客

提供超过1000种鲜花礼品

作品。网站还使用了企业

资源规划系统（ERP）及

客户关系处理系

统（CRM），

更好地解

决 了 电

子购物

的 程

入低谷。由于当时生意主要靠放账，

欠款一方无法还钱，他们就不能还供应

商，资金无法周转的困境，叫他深感沮

丧，心想：我们又勤劳，又不乱花钱，

怎么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就在这时，他

的大姐——一个日夜辛劳的寡妇，靠车

衣抚养三个孩子，知道他的困难，把标

银会标到的6千多元全部拿出来，打电

话叫他先拿去用。石先生今天说起，还

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在往大姐家拿钱

那一路上，我的眼泪往肚里吞……”

这个教训，使他切身认识到，生意还是

要以现金交易为主。从此他逐步改变买

卖的方式，解决了资金周转的问题。在

1997年、2004年、2008年几次的经济

危机中，远东花卉都安然度过。同时，

他也深深体会，对于家族生意，家庭凝

聚力是多么重要和可贵。他说：“我们

家人感情很好，我也尽量照顾侄儿侄

女。”在远东花卉的事业中，开拓者

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但是，他哥哥的

孩子，他自己的孩子，也都在为壮大

家族生意而拼搏、出力。

当年那6千多元，对今日营业额达4千

多万元的远东花卉微不足道，然而它

却是无价之宝！它促成和转变了经营

的方式，更启发了“家和万事兴”的

人生哲理。

今年62岁的石学藩先生侃侃而谈，精

神充沛，一脸盈盈笑意，看起来正当壮

年。或许是终日与鲜花为伴，使他的青

春也得以保鲜。他在2008年加入怡和

轩成为会员，对怡和轩近年来的活动非

常赞赏。他认为怡和轩是一个有着珍贵

历史的俱乐部，一代一代传下来，也一

定不是到这里为止。他说以前认识陈嘉

庚、陈六使、李光前和其他先贤，是从

报纸上看到，现在要通过介绍让更多人

知道。他觉得自己也从怡和轩举办的各

种旅游活动，文化讲座中受益不少。

序，一个原本费时25分钟的订单，	

5至10分钟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效

益。远东花卉由此跻身网上邮购花卉服

务先进行列。通过网络的沟通，也能及

时，方便接收客户的宝贵意见并做出改

进，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2002年，远东花卉赢得第3届	lntelligent	

20年度大奖。2005年赢得中小型企业家

协会颁发	Heritage	Brand	大奖及园艺业

协会颁发的	Best	Retail	Nursery	2005

大奖。2006年获得新加坡优质服务大

奖。2006年远东花卉也荣登全球最大

最著名的鲜花送递网络	interflore	的最

佳20强会员，这些都是对远东花卉经

营理念的肯定。今天，公司鲜花礼品供

应的营业额，就有一半来自网上订购。

家和万事兴

人生必有曲折，事业难免起落。远东花

卉在1984年的经济萧条时期，经营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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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翻开历史的新页，走入21世

纪时，对于新世纪充满期待。东

西方的冷战已然结束，意识形态的纷争

逐步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阵改革开放

之风。各国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

积极寻求一个可持续增长的环境。单就

这个大的层面看来，几个大国之间所建

构的关系，将是良性的互动多于恶性的

碰撞。因此，除了非洲大陆的一些动乱

仍然未厘清之外，整体而言，天下太平

是人们所预期的大环境。

可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如所预见的那样

美好，21世纪如今已过去了超过十份之

一，而战争、动乱、政权更迭却是频仍

发生，动荡的局面仍未平息，未来的发

展令人不知所从。进入新的世纪，人们

的憧憬首先是给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

砸个粉碎，接下来，在纷纷扰扰的反恐

行动中，美国出兵阿富汗，击垮塔利班

政府；然后又借口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

武器而挥师直取萨达姆政权。这两场战

争消耗掉美国不少兵力，鉴于恐怖组织

 文：方思涌

化整为零，美国在战场上找不到可交锋

的敌人，让人相信战事暂时会平息下

来，加以美国提出了中东民主进程的计

划，的确又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只是这

又是一次短暂的喘息，国与国之间的战

争是退隐了，一些国家内部却出现了动

乱和内战，以至于带来了政权的更迭。

“阿拉伯之春” 
人权超越主权

到目前为止，出现乱象的地区是局限

于从北非到中东的阿拉伯世界，人民

因此把这种变革称为“阿拉伯之春”，	

以此喻为阿拉伯人的民主革命。这两三

年来，先后受到冲击的国家包括突尼

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巴林等等，

这些国家中，轻则经过民众街头连续抗

议后，政府倒台，国家元首灰溜溜的下

台；重则是爆发内战，通过武力把政府

推翻。这股革命的风暴竟然如流行病一

样蔓延开来，受冲击的政权都无可幸免

的在骨牌效应下逐一垮下来。

从历史上看，人民对现状不满，统治者

专制腐败，都可能引发民众揭竿起义，

把统治者赶下台。上述国家的政权若不

是专权，就是贪腐无能，民怨极深，民

众群起反对可以看作是有迹可循的。正

因为如此，当“阿拉伯之春”刚刚掀起

时，它的确给人一种清新的印象，以为

会给陈腐的旧世界带来新的生机。可

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每个事件的发展

动向，却都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现象，

那就是除了这些国家的民众群起抗议之

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都在扮演积

极的角色，当所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进

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场外的山姆大叔

也在指指点点，甚至发号施令，配合无

间。以利比亚为例，反卡扎菲政权从街

头示威抗议开始，发展成武装冲突，最

后是地面有反对派的武装力量，空中有

北约的军机，两方合力夹击，一举推翻

了卡扎菲政权。现在，相似的戏码正在

叙利亚上演。

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这场变革，有几

天下何时得以

安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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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值得人们反思的。首先是它广泛

掀起地方的暴力和武装活动，这和上

一个世纪人门的思维截然不同。在上

一个世纪，特别是自二战结束以来，

虽然民族运动风起云涌，东西方冷战

形势严峻，联合国却仍然能维持大宪章

的原则，奉国家主权为圭皋，对于暴力

活动和武装干涉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国际环境虽说不上天下太平，至少还维

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而在目前发生

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这场变革，则是人

权超越了主权，老百姓固然可以在官逼

民反的情况下起来抗争，甚至拿起武器

走上街头；而其他国家有者公开点评，

有者甚至在动乱和内战中插上一手。总

之，过去西方文明社会和当权者所忌讳

的暴力、暴民和武装革命之类的理念现

在反而成了甘之如饴的手段。事实上，

所谓“阿拉伯之春”已经不如刚出现时

那样给人予清新的印象，而是逐渐的在

变质，除了西方国家的幕后操作之外，

种种的内斗已变成是“代理人”之战，

譬如在叙利亚，基本上已是海湾国家和

伊朗在角力。

“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由此看来，所谓“阿拉伯之春”不过是

一场西方国家所乐见的阿拉伯人的内

斗。其变革的进程都有特定的模式，

那就是内部的诉求加上外来的干预两

方面对当权者进行夹攻。由于外来的干

预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向起着重大的影响

作用，以致这种变革几乎是按照既定的

进程推进。事实上它的结局对发生变革

的国家往往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尽管民众最终把当权者推翻了，国家

却满目疮痍，动乱不息，美好的春天并

未到来，充其量是换了另一个无能的统

治者，而国家却成了西方势力的禁脔。

西方国家积极投入这场变革中，主要

的理据是协助各该国家完成民主化的

革命，问题是，受到冲击的国家固然

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瑕疵，同时也是

让人看不顺眼的政权，只是世界上同

样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并不少，如

果它们是西方国家的友邦的话，则或

许不会受到武力干预的眷顾。举个例子

说，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动乱中扮演重要

角色的沙地阿拉伯和卡塔尔本身就是十

分保守的国家，凭借和西方国家的亲密

关系，不惜对其他有族群或教派矛盾的

国家下手，甚至公然进行武装干预。在

这方面，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立场是“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其亲疏有别的双

重标准非常明显。

在两三年间，阿拉伯世界竟然有好几个

国家的当权者被逼下台，变化不能不说

触目惊心，不少其他国家的当权者看在

眼里，不免要天天烧高香，祈求国内千

万不会有异动出现，以免酿成难以收拾

的事态。从体制维护者的角度来看，取

缔暴力的言行是当政者的要务，特别是

国力薄弱的国家，更无不以这些阿拉伯

国家所发生的变革为鉴，处心积虑地提

防甚至压制民众可能出现街头抗争的动

向。可是，在具体对待其他阿拉伯国家

所发生的问题上，这些国家却落井下

石，有的在联合国投了支持票，促使

事态的激化发展；有的则通过诸如阿

盟或海合会之类的地区组织，打头阵为

欧美国家的干预开路。这种双重标准的

态度，说明了国际政治生态已出现急剧

的变化。小国不得不采取内外有别的双

重标准，其处境之受压缩，以至于此。

目前这场席卷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变革对

今后世界的格局势必产生十分重大的影

响，首先是经过成功变革的国家出现的

是利益重新划分，而作为幕前幕后推手

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将瓜分到军

事、外交和经济上的最大利益。换句话

说，在短短几年间有这么多国家政权易

帜，对西方国家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地缘

政治上的重新洗牌。

大国博弈 
何时世界能河清海晏

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这场变革，背后是

有错综复杂的因素的，其中有地缘政治

利益的矛盾，也有民族和宗教教派的矛

盾，“革命”成功了，这些矛盾可曾化

解吗？人权和民主又如何引进来？至今

这都是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由美国亲自

动刀枪拿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依然动荡

不安，其他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

也门等也连民主的身影都看不见。再

者，这场变革会延续多久，会延烧多

远，目前仍然难以逆料，将来是否会

把打击对象转移到更多国家，如伊朗

和朝鲜等国，那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毋庸置疑的，这么多国家在短短的时

间内改朝换代，已改变了世界格局的版

图，也严重的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博弈。

对于这种变化深有警惕的是俄罗斯和中

国两个大国。对于“阿拉伯之春”，中

俄原本有些置身度外的意思，可是，在

许多问题上却又不得不有所抉择，譬如

联合国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议

案，想不到却等同为北约展开军事行

动亮了绿灯，以致才发生在叙利亚问题

上中俄在安理会否决西方国家提案的局

面。这前后的变化使到西方国家在叙利

亚问题上的进程受阻，美国对此大表不

满，美国国务卿希拉莉露骨地说：“在

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同时，中国不能再选

择性的遵守全球规则，而是必须证明自

己能够在叙利亚危机等国际问题上发挥

建设性作用。”可是，从中俄的角度来

看，“阿拉伯之春”无疑于一场“拔钉

子”的运动，当钉子逐个拔到自家的门

口时，那就是唇亡齿寒了。像中俄这样

的大国，要对西方国家的战略意图照单

全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大国之间难

免对此会有一番竞逐。

从阿拉伯世界这场变革的可能延烧和

扩散，从大国博弈角度来看，“阿拉

伯之春”所迎来的未必是风和日暖的

春天，这是一场食髓知味的游戏，不

少国家正乐此不疲，这样一来，动乱

是难以早日停息下来，何时世界能河

清海晏，天下得以安宁？这实在是一

个充满问号的期待。

作者为前新闻工作者

安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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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布后，舆论给

于积极与正面的评论。根据报章的

报道，国会在9天（2月28日至3月9日）

的辩论过程，国会内外不乏意味深长的

谈话，兹随手摘录几段，与大家重温。

公交业半公半私，两头不到岸？

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最具争议性的，莫

过于政府准备动用11亿元纳税人的

钱，资助两家上市公司（SBS	Transit	

与	SMRT），买550辆新巴士和支付他

们十年的营业开销。财政部长为这项拨

款进行辩护时说，政府的意思是要巴士

服务趟次增加、不但减少拥挤现象，也

提升服务水平。要是政府不介入，巴士

车资将会大幅度提高，因此，11亿元拨

款的受益者将是乘客。

有论者认为，部长的解释难以完全说服

人。上市公交业者在经营与地铁营运相

关的其他业务中赚大钱，为何不能用那

些盈利来补贴巴士的业务，而非要用纳

税人的钱不可？再者，多位议员要求保

证在一定年限内车资不起价，也得不到

明确的答复。

也有论者引用英国与澳大利亚的例子，

认为半公半私的公交业行得通。然而，

执政党议员（白沙--榜鹅集选区）普杰

力医生相当针对性地质疑政府施政背后

的思维，他说，“我国公共交通系统一向

的做法是鼓励私人业者，在一个严控的

市场内牟利。作为私人机构，管理好营业

和人力成本不应是他们自身的责任吗？

政府为什么需要为像SMRT和新捷运这

样对股东负责的上市公司提供经费？公

众是否能确信这笔款项将惠及人民，而

不是公司股东？政府将如何衡量投资在

巴士和营运成本的回报？”

他又说，“目前，本地公交业者虽然是私

营机构，但所面对的限制和负担相当多，

局限他们顺应市场力量变通和改善作业

的能力。我们既不是好好的私营化，国

营化又不足。过去，这个混合式被当做良

善的表率。它可能代表鱼与熊掌兼得，但

最近却被认为是两头不到岸。国会与公

众是否能得到保证，这个混合式将继续

是新加坡往后最好的出路？”

“让每一所学校都成好学校！”

教育部长在国会说，现有的教育储蓄奖

项倾向于奖励学生在学术方面的表现，

但随着国家迎接未来挑战日益重视全人

教育，奖励制度有必要做出改革。除了大

幅度调整现有的经济援助金、优异助学

金、活动成就奖等之外，政府也设立一

个品德奖，奖励学生以行动来体现优良

的价值观、品格和社会责任感。

对于教育部提出具体步骤落实对德育

的重视，各界表示欢迎。不过，以颁发

奖金设立品德奖，不少人觉得品德的修

养不应与金钱挂钩，他们担心会有反作

用，会助长功利主义。

教育部长也立志要让每一所学校都是好

学校。他说，要建设一个包容性社会，并

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学生，好学校是其中

的关键。部长认为，“一所好学校会关

怀它的学生，尽量了解学生的需求、兴

 文：欣欣

国会辩论
2012年财政预算案

精彩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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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和长处；会以落实全人教育为目标，

拓展他们的学识及批判能力，同时为他

们塑造良好的品德；会为学生创造正面

积极的学校体验，将他们培养为有自信

的终身学习者；会有富有爱心和专业的

教师，这样的教师会坚守“人类灵魂工

程师”的精神理念；会让家长成为学校

的伙伴，不分学生家庭家境贫富，关怀所

有学生，为他们提供各种发展机会。”

谈到好学校，官委议员张松声特别强调

双语教育，他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母语教育，在传承价值体系方面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以华语为例，我小的时

候，读过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方知

国民服役的意义；读了《三国演义》	

‘桃园结义’，方知交朋友要守信用，

讲义气；看到孟子的‘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方知孝顺父母、养儿育女的

重要。这些道德观念，就是在学习母语

的时候，灌输到脑海中，终生不忘。”

议员纷纷为低收入者请命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3月1日在国会上说，

月入1,000元者也有能力购买一间组

屋。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后来解释，尚

达曼指的是他们有能力购买一间二房式

组屋。国家发展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陈

川仁也通过面薄，以具体数字说明低收

入者确实有能力购买二房式组屋，而且

还能只靠公积金存款来缴付每月贷款。

可惜的是，没有数字显示，到底有多少

月入千元者真正买了组屋。

相反的，国会里为低收入者请命的声音

还真不少。梁莉莉（丹戎巴葛集选区）

说，她向区内11个租赁组屋居民所做的

小调查，他们的平均所入为每月783元，

但平均基本开销却为903元，有孩子的

家庭每月要多66元开销，显示他们入不

敷出。她建议财政部长调高就业奖励

计划，因为根据她本身计算，即使将消

费税补助金算在内，每月赚取1200元的

低薪工友需要两倍的补足才够。

再纳（白沙——榜鹅集选区）说，一个从

事清洁、保安、交通等基本服务行业的

工人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每一个月只能

赚取一千元。如果他是个没受过新技能

课程训练者，酬劳将更低！

伍碧虹（淡滨尼集选区）呼吁政府正视

贫富差距问题。她说，把政府各种援

助措施计算在内之后，我国的基尼指数

（Gini	Coefficient）将下降到0.452，比

其他发达国家来得高。她希望人们能互

相帮助、互相尊重、迈向一个人人都有

机会发挥才能的包容性社会。

“做得更多，有何回报？”

2月29日反对党议员陈硕茂说，他认为

年长者、残疾者和低收入者不应被视为

社会问题或“挑战”，因为从另一个角

度而言，如果我们为这个群体投入人力

资源，创造机遇，长远来看，社会将获

得显著的回报。因此他希望政府可以“

做得更多”。

“做得更多，有何回报？”针对这个问

题，执政党议员维凯（三巴旺集选区议

员）要陈硕茂回答。他说，“陈先生把社

会计划包装为“投资”的概念，好像这

是能够自动产生回报的事。我没有陈先

生那么聪明，我必须向他讨教，这些能

自动产生回报的计划究竟如何执行。”

维凯认为，“制定收支平衡的预算案是

新加坡政府多年来秉持的良好做法，不

少发达国家为了迎合选民，更为了要证

明他们“做得多”而一味花费。但是，这

只会换来短暂的好处，而下一代则要为

国家预算案付出长远的代价。“他把陈

硕茂的讲话形容为“尼日利亚的骗局”。

陈硕茂的答复是，“我的论点是，当我们

谈及所谓开销时，特别是那些和社会政

策有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公共住房、

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我们应该

切记，我们谈论的不仅是长远要做出的

开销，还应该考虑到我们会因此而获得

的回报。就像我之前说的，除了经济上的

好处，我们也能累积社会和文化资产。”

维凯向媒体表示，他原以为陈硕茂会对

他“开足火力加以反击和解释”，但是

陈硕茂没这么做，倒令维凯感到“过意

不去。”

为什么陈硕茂选择不回应呢？可能他相

信，维凯应该懂得，他说的“社会和文化

资产”指的是什么，也可能当时他心里在

暗笑，“夏虫难以语冰呀！”。

“赋予公民社会更大的权力！”

官委议员连宗诚认为，今年的预算案没

有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政府必须了解

人民的真正需要，否则它推行政策的努

力将徒劳无功。他说，“你大可为年长

者提供乐龄安居花红，但其他居民可能

反对在他们的邻里建造小型公寓或提

供相关服务；你大可发就业补贴，但雇

主或许会拒绝聘请残疾者或年长者。”

他认为，“这显示我国社会非但不是个具

包容性的社会，而且还处于”社会衰退	

“（social	recession）中。生活压力增

加，加上人们崇尚个人及物质主义，以

致个人应变能力及家庭与社区凝聚力日

渐减弱，精神病患人数也与日俱增。”

他建议成立一个类似经济检讨委员会的

社会检讨委员会，打造新社会契约。这

个委员会由政府与公民社会领导，并可

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它也必须反映

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及阐明国家与社

群的不同角色，同时让公共及私人领域

参与。他说，“我们必须找寻一个能够在

增长和平等之间、个人责任及社会保险

之间，取得更好平衡的新社会契约。政

府必须在经济层面上确保公正分配，进

一步建造社会基础设施，同时避免干预

那些社群、家庭及个人自行举办的活动，

以打造一个更平等的群体社会。政府也

应赋予人民及公民社会更大的权力，让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肩负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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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大选呼之欲出，对垒一

方是巫统联合马华和民政党的

国阵，由首相纳吉统领；另一方是公正

党、回教党和民主行动党组成的民联，

旗手是政坛强人安华。接下来的大选，

会不会酿成继2008年3月大选后的又一

场巨大或者更严重的政治海啸？抑或首

相纳吉能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今年4月28日下午，怡和轩二楼讲堂，

座无虚席，聆听现年38岁的著名学者、

曾任纳吉首相政治秘书的胡逸山博士，

为短兵相接的大马政局所作的精辟而生

动的论析。从激情的讲演到热烈的提

问，从会场不时响起的掌声和笑声，

看出来演讲者、主持人和听众之间的

互动融洽无间。这诚然是一场让听众

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开启心智的讲座。

胡博士高明之处，是以一种简单易懂的

方式，呈现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开

始，他切入“净选举联盟”在吉隆坡发

起的大集会：“这是个特别的日子，根

据现场的朋友发给我的短信，下午1时

30分，人数已达7万5千，此时2时30

分，猜想已有10万人⋯⋯”让听众一

下子进入政治活生生的一面。

大选迟早举行的利弊

他说：大马的大选各政党要角逐222

个国会议席，获得111个即可组织政

府。2008年3月8日的选举，是在“净

选举联盟”大集会后4个月举行，结果

国阵只获得135席，反对派民联一举夺

下82-83席，打破执政党拥有可修改宪

法的2\3多数席位，并且一口气夺取了

五个州的执政权。下届大选大家关注

纳吉会否继续掌权，安华的作用会不

会如以前那么大，还有经济因素也很

重要：刺激配套出炉了吗？饭碗是满是

空，钱包是实是虚？物价如何？生活过

 整理：雨石

马国首相前政治秘书 胡逸山博士讲话摘录

会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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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吗？因此，大选何时举行，就有了

悬念。从国阵的角度看，有人认为现在

举行大选，国阵固然可望继续执政，但

无法获得2/3多数席位。推迟（至迟不

能超过明年中）对国阵有利，时间久，

可以多派糖果，争取更多人回心转意，

投国阵的票。时间长了，国阵有机会	

“重振旗鼓”，特别是对马华、民政

党而言。比如说年底举行，说不定会

重返2/3多数席位局面，明年中就更有

把握。还有，时间久了，民联成员党可

能分裂。但也有持不同看法的，“拖得

越久，经济衰退的效果越明显，而且丑

闻可能越爆越多。”从民联的角度看，

大选推迟举行的好处是让民行党和公正

党有更多时间加强基层组织，经济越来

越糟也对他们有利。还有丑闻因素，但

现在民联在4个州执政，也可能被人抓

住痛脚，丑闻两边都有。

换政府为时尚早

他说，今年或明年要换政府比较难，要

等到再下一届，为什么呢？以韩国和台

湾地区为例，前者从光州事件，后者

从美丽岛事件，进入民主进程，韩国

是金大中上台，台湾地区由民进党执

政，已是公元2000年的事，经历了20

年时间。安华是在1998年被开除，如

到2017或2018年有所作为，刚好也是

20年。一方面，大选推后举行，糖果

到位，纳吉的中庸和改革者形象会有

作用。而且新闻变旧闻，原来同情安华

的，久了记忆模糊，隔膜了。你看，现

在“净选盟”的	Ambiga	的名字，比安

华更响亮。另外丑闻频频爆出，多了会

令人生厌，导致“丑闻疲惫”。

胡博士来自沙巴。他指出，对东马而

言，现在或未来举行大选并不重要。

在上届大选中，国阵和民联在东马赢

得的议席分别为83和81，相差区区二

席，但沙巴和砂劳越其他政党倒向国

阵一边，结果国阵还是赢了。这类事件

1994年曾发生过，1985年几乎发生。

赢了议席的人会想：“给我什么职位

呢？副首相？部长？”如果他们转而

支持民联，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所以

说，东马是“造王者”。

胡博士认为，选前几个月刀光剑影，

互揭疮疤、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其盛，

都是选前噪音的一部分。他说：“民

主进程肯定是好的，但要有技巧”；进

收有节，才有效果。中东的“茉莉花革

命”，“对本地肯定会有影响，但仅限

于在大家的概念之中：变是有可能的，

变是好的，把政府变革，把坏政府变为

好政府等等，我不相信他们看了会去革

命，不大可能跟着干。”何况网上虽有

噪音，但并未鼓励暴力。

“回归甘榜”有乾坤

与网上的另类媒体（其实是网上通讯）

相比，胡博士更强调“回归甘榜”

（Balik	Kampong）的效应。他说：吉

隆坡的发展大大优先于其他城市，东马

人到西马或新加坡工作，马来人和华人

从乡镇进入首都，接收新的信息。逢年

过节，回到乡下，向亲人讲述政府是公

仆，你才是主人之类。这方面的信息带

多了，潜移默化，因为是自己的儿女说

的，比较能起作用。

谈到今年不稳定因素，他说，如果大选

不落在今年，有的是选前噪音，不稳

定因素不大会存在。如果今年大选，

要看成绩。国阵做回政府，尽管成绩

与上届相近，可是如果州政府输多几

个，2009年吡叻州事件会重演。如果

国阵保住政权但成绩更差，纳吉的地位

会下降，或者有人想取而代之，这一来

将会出现弱势政府，无法推行改革。

有望实现种族融合

胡博士不同意回教极端份子构成最大威

胁的说法。他指出，在大马，最大的威

胁来自右翼极端种族优越主义份子。大

选的结果，如果恢复巫统的强势地位，

如可修改宪法的23多数，这样虽“可稳

定政局，但长期不是件好事，马来右翼

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华人的支持，跳梁小

丑的恣态会出现。”不过，从大局着

眼，他认为发生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可

能性不大。他说，“我看到的是起码

不分种族所面对的问题蛮相像的。你坐

上德士，马来司机、印度司机和华族司

机抨击的课题是一样的，生活多么艰苦

啊，德士属于公司的，老板有马来人、

印度人或华人，须向他们租车，还有孩

子念书问题，教育制度怎么滥，物价高

涨啦，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你的种族身份

而不同。当大家都面对同样难题时，种

族区分就显得不重要了。今天上街集会

的12万人中各个种族都有，你不能说是

华人、或马来人，或印度人在搞鬼。这

种情况越是继续演变下去，大马不分种

族的局面会越明显。”其次，华人也从

未冲击土著特权，他们要求的是公平合

理的待遇，特别是在华校拨款方面。第

三，宗教上如有什么过激行动，就有人

出面说明那是极端份子所为，事情也就

很快平息了。第四，越来越多马来人认

识到，即使民联上台，元首、首相、苏

丹、国防部长、警察总长大概还是马来

人，他们更不会取消特权”。胡博士的

一个重要观察是，大选过后，国阵、民

联的概念已不重要，到时要看席位的情

况，“可否凑成数目”，做稳政府。

但是，他说，不管谁做政府，跟新加坡

的友好关系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

既实在又实际的社会，不同于马哈迪时

代。他最后以马新两国“共同发达”作

为讲演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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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以从温家宝在“两会”结束

后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

发言，抽丝剥茧，窥视中国。

提起文革悲剧

他说：“温家宝的讲话中有几个关键的

潜台词。他两次提到文革的悲剧，这是

非常不寻常。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中国政府领导人在正式的场合

里面提到文革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他

重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也是比

较突然的，因为它涉及最高领导人。国

内许多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者，以

及被划为右派的人都一直认为，要改变

中国须从改革领导层做起，对此温家宝

作了呼应，这确实非常大胆。他讲这番

话是有历史文件做根据的。他说这话不

是他自己说的，可以追溯到十一届三中

全会。他两次提到1981年中共中央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决议对

1949-1981的32年间中国所经历的许

多重大事件，特别是涉及国家领导人的

错误、假案、错案、冤案所做的一个总

结。包括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

“温家宝还两次提到要汲取历史经验教

训。他是这样说的：粉碎“四人帮”以

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

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

除。这个话相当严重。封建主义色彩

这个词在中国当代的政治中是多么敏

感，可是温家宝提出来，就是说今天政

治领导人的体制改革并没有进行。温家

宝说，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

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

可能重新发生。

杜平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判断，当然

 整理：周弘

中国的

香港凤凰卫视电台时事评论员杜平， 
4月15日应邀在怡和轩发表专题演
讲，本文为杜平的讲话摘录。

与新气象

老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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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指。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严重的判

断呢？文革余留的影响是不是随时都可

能使中国再陷入文革的浪潮当中呢？说

实话，如果他不这么说的话，大家都不

会想到中国是不是还会回到文革。譬如

唱红歌，从重庆唱到北京，一直唱到香

港，唱到香港的学校，大公报发表了一

个评论，表示非常的赞赏，很陶醉。我

也没觉得唱红歌有什么坏，但大公报那

篇评论写得非常肉麻，而中央领导人对

这个事情做出这么高的一个政治判断，

实在出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杜平说，温家宝在谈到王立军事件的

时候，特意和现代化建设，和走过的

弯路，有过教训这样的话联系在一起，

显然要对后面的发展，对重庆事件做一

个定性。杜平特别重视温家宝在记者会

说的这段话：“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

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

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

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

杜平觉得，温家宝后面这句“这个道理

全国人民都懂得”的话加重了他讲话的

分量。这次记者会议后，自由派知识分

子，包括南方的媒体，好像会觉得中国

马上就要改革开放了，就要改变了。在

过去这几年里面，对中国的政治改革、

体制改革一次次的失望，虽然他温家宝

说了很多次，但这一次好像是豁出去

了，要在离任之前的一年时间里做一些

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温家宝在

这方面的表现是相当坚定。

杜平分析道，中国现在的思想意识形态

非常混乱，讲公道话没有人会支持你，

发表意见都是对你不满意的。在一个这

样的社会环境里面，温家宝提的文革，

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有相当多的人非常

的极左，也有相当的人非常的极右，右

的人听到温家宝讲话很高兴，但是事实

上现在中国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

的崇拜，到了一种难以改变的地步。总

是认为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只有靠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选举制度来解决。

杜平觉得，现在错误的观念非常严重，

思想两极化。帽子满天飞。“毛左”对	

“汉奸”，互相攻讦，政治高帽满天

飞。而决策层犹豫不决，无进取锐气，

苟且维稳。因为要在经济发展和稳定的

基础上，确保自己的经济实力，或者

其他方面的整体实力能够赶上、尽快

拉小、缩短和美国的距离。在政治改

革方面确实没有进步，满足于维稳的

状态。只要不出现社会的大乱，大动

荡，就足够了。得过且过，问题留待下

一届政府有更好的社会条件或者经济条

件才来解决，因此问题积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不能怪现在的领导人，因为他

们不仅要面对当前的问题，还要接受过

去留下的问题。

地方势力阳奉阴违

杜平接着触及地方势力。他说，地方势

力的兴起，各自为阵，阳奉阴违，无视

中央权威。他指出，温家宝过去九年时

间里面说过，政府的权威不够，政令出

不了中南海，外人感觉这是他的权威不

够强，简单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价格的控

制，说了多少次，下面却没有真正的落

实，包括上海、无锡、杭州、安徽、广

州等城市，用各种名目和理由来减少价

格压抑的措施。温家宝多次在记者会上

不断讲过改革不会动摇，但是中央政府

缺乏一个坚决态度。如果一次次没有变

成现实，一次次被“擦边球”打过的

话，下次就有很多人，为了本身地方经

济的发展而改变中央政府的政策。两会

之后，特别是那些跟当官的利益直接关

系的事情，不见得都能够根据中央政府

的决策来实行，地方势力的抬头对政府

的权威性造成很大的挑战。另一点是，

中央政府何所指，是指中南海，还是也

包括中央各部委？各部委的权力太大，

官僚与资本形成利益输送链，形成利益

链，很多政策被利益集团掌控，中央政

府则为他们买单。

社会矛盾尖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腐败

无处不在，官民互不信任。集体事件那

么多，小小事情就会变成官民的冲突，

现在怎么办？就靠学雷锋。用过去的

方式来解决当下问题绝对是不行的。

他问道：温总理讲到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等等，

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我们看看温家

宝总理提到的文件里面，所陈述的历史

跟现状有多大的差别：权力依然过分集

中；兼职副职依然过多；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权力交接无制度可循。不公

开，不透明。官僚主义、家长制、终

身制、特权制、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

固。政治生活缺乏民主、经济管理缺乏

民主、社会生活缺乏民主。因此发生那

么多问题完全可以想象到。”

展望政治经济的改革

在总结其演讲时，杜平特别指出以下

几点

第一，原有弊端未除，各种新弊端层

出不穷，日积月累，已经到了积重难

返的地步；

笫二，民间呼吁改革，官方无所作为；

民间有觉醒意识，官方麻木不仁；

第三，发展方向再次陷入路线之争，邓

小平“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既定方

向，面临着被动摇的危险；

他说，这是温家宝任期最后一年，有破

釜沉舟，试图重新衔接已经断链的胡赵

改革路线之用意。

对于中国“十八大”之后会有怎样的新

气象，杜平的见解是：

其一是处理王立军事件，使中央重新

掌控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和权威地位。

其二是将更加突出强调政治经济改革

的基本路线。

其三是是人事布局中，考核标准将更加

重视候选人是否符合改革思维；

其四是将更加重视候选人之间能否团

结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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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灵柩上，标志着他对南大不朽的

功勋。送殡人数多达六，七千余人，行

列浩浩荡荡，庄严肃穆，秩序井然。

无法磨灭的印迹

1948年，51岁的陈六使，接过陈嘉庚

的棒子，成为怡和轩俱乐部董事会主

席，并一直担任至1962年。

1950年3月，陈六使先生也被推选为中

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

15年，悠悠岁月里不过一瞬，但对他的

个人生涯，对怡和轩的社会定位，却都

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历史学家崔贵

强指出：“他的一言一行，显示了其政

治归属感的转向，逐渐疏离中国政治，

转而关注居留地的政治发展。随着时日

的推移，国内外及世界局势的演变，他

更呼吁新加坡华人要关心政治，争取公

民权与选举权。他提醒大家，切勿忘记

自己是‘新加坡人’”。

此后，不论是总商会发起的，或是福建

会馆推动的各项社会活动，都与陈六使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从1948年开始，他率领和团结广大华

人社团，终于使议会在1957年7月，通

过公民权法案，为居住本地满八年的22

万民众争取到公民权。	

1954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里规定只使用

英语，为争取解除议会语言限制，陈

六使发起10余万居民签名运动，要求

将华语列为议会语言，立法议会终于在

1956年2月通过，采用英、华、巫、印

四种语言为议院通用的语言。

陈六使于1953年1月，倡办华文大学，

并宣布个人认捐500万元，壮举获得新

马华人热烈响应，掀起社会层面深广的

筹办大学的浪潮。几经周折，南洋大学

于1956年3月正式开学。南洋大学见证

了新马华人从侨民社会转变国家认同的

曲折成长；也凸显了两地华人社会对民

族文化的执着与坚守。有了他的领导，

华文教育在南洋，终於从小学，中学到

大学，一系列地建立了起来。	

陈六使先生同样关注与支持友族的教

育文化。1950年，他发动为马来亚大

学（University	of	Malaya）筹款，率

先认捐30万元。他还慷慨捐献大量款

项给不同媒介语言的学校。

在殖民地时代，人民受压制，商业也不

例外，陈六使先生同李光前先生力图打

破树胶行业遭遇到的压制与垄断，力争

把国际贸易中心，从消费国的伦敦与纽

约转移到新加坡和吉隆坡。

他是个匹夫不可夺志的志士仁人。他自

信，重义气，敢於挑战，敢做敢为。

处在衰世乱世历史转捩与转型关头，历

史使命感促使他及时地，义无反顾地负

起重担。历史将重点记载他为后人留下

深远的影响。

逝世40周年有感

陈六使先贤

 文：王如明

四十年前曾有一只黄蝴蝶……

四十年前，1972年的9月11日凌

晨，陈六使先生因心脏病猝发

逝世于加东寓所，享寿七十六岁。消息

传来，震动新马社会，民间各机关、团

体、个人，以及国外友人前来上香祭拜

者，络绎不绝；南大师生及校友前来致

敬的更是不计其数。

南大前秘书长潘受先生前来吊唁时，即

席挥毫写下一副挽联：

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功，生可

谓荣，死无憾也。	

果断乃出天资，刚直乃本天性，动而

得谤，名亦随之。

短短四十个字，概括了陈六使先生一身

主要功业，特别指出他在商业方面的巨

大成就和在教育方面的伟大建树，生得

光荣，死而无憾。

出殡前夕的9月14日深夜，寓所前为接

待来客的凉棚下，已贴满国内外发来的

唁电，还有不少来吊丧者聚集着不忍离

去。忽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黄色大

蝴蝶，它在电报纸面上盘旋飘忽，上下

飞舞，忽栖忽起，好似在逐字点读电

报。一位福建老先生轻轻地说：“六

使回来了。”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幕，

不禁都眼眶发热，合十默祷。不久，

黄蝴蝶在众人的目送中，冉冉地向黑

夜深处飞去……

9月15日出殡当天，南大师生将黄、

蓝、红三道光圈组成图案的校旗覆盖

怡和传承	

作者为怡和轩常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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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连亮思医生曾送给我一

本他亲手编制的陶瓷作品集，

里面收集了他多年来创作的数十个陶

瓷，我看了之后，惊喜连连，爱不释手，

写了一首诗，赞颂他在陶瓷世界里的亮

光。这回，他又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悄

悄递来一本《世界因你更美丽》。

在陶瓷世界里，连亮思医生把奔腾流动

的思绪，融化在凝固的器皿中，一如他

那双动手术刀的手，慎重地让每一个初

到人间的婴童，顺畅地吸进第一口空

气。他接生过数千个活泼泼的生命，

他拿捏出无数个艺术心血结晶的陶瓷作

品，精细摩挲，稳定中见宁静，凝聚中

见亮光。在陶瓷的世界里，他把一泥泥

丹砂陶具，律动成生命的玲珑剔透，一

如医者父母心。在《世界因你更美丽》

这本书里，让我们看到他有一颗童心未

泯的赤子之心，	他总在探索世界的奥

妙，关怀大地的移动，生命的迁徙，

寻觅诗意的栖居，活在当下的美好。

阅读《世界因你更美丽》，一如与他和好

友医生，同行在东非那一片辽阔的流动

土地上。连医生关心我们在读了他的书

之后，也要踏上他的步履，策划一次意

义深长的旅行，所以他在书里，总是巨

细糜遗，不厌其烦地叙述旅途细节。从

出发前的《探索非洲》、《行前准备》

开始，到《漫长之路》、《多彩非洲》、《

天然瑰宝》、《旅游启示》等文章，他认

真与用心地告诉我们要到非洲前的预先

准备，包括相机、卫生与疾病的知识、

预防针的注射、行李的重量、气候时差

的转变、人口、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与

人文景观的同异等，可谓用心良苦，处

处温馨提醒，体现出他不仅对人的关

怀、爱心，同时也展现了他对大自然

环境的一种崇高的敬重、包容与认识。

连医生的文章一路写来驾轻就熟，他从

动物世界的传奇，转移到人文景观，《草

原动物》、《人为樊篱》、《乘热汽

球》等文章紧密和人文生态结合为一，	

《肯雅一瞥》、《坦桑尼亚》、	

《火山公园》、《马塞族群》

等文章，则让我们了解到这些

地区的历史遗产、语言文化、

经济交通、河流湖泊等，丰富

了我们的人文地理知识。他毕

竟是医生，他的爱心、细心、

关怀、体贴，让读者阅读了他

的书后，有一种想亲近大自

然、认新环境的欣喜。当我们

细读《牛羚无数》、《迁徙长

征》、《弱肉强食》、《庞大

犀牛》、《牛羚情怀》等文章，

看到他描写的动物世界，犹如看到地

球上最后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我们仿

佛从地平线上，看到连绵不绝的成群牛

羚、斑马在迁徙；我们也近距离地接近

披着红布单的马萨依人，了解他们的生

活习性与住行，感受风吹在金合欢树上

的清凉；我们也和他一起拿起望远镜，

远眺母狮与花豹悄悄逼近，伺机捕捉猎

物的紧张情景……有一种和他一起遨游

在广袤东非大草原的豪迈！

《世界因你更美丽》图文并茂，纪实

报道，不仅在选材、取景、用字、摄

影等方面都精心细腻，气势磅礴，结

构完整。读者阅读之后，一定和我一

样，很想和他一同住到海拔3千多米火

山口国家公园，穿越绚烂的夕阳，看

绽放的鲜艳野花，体验黄昏的雄浑圆

融，感受草原的粗狂、希望和辽阔。

连亮思医生传承了他父亲连士升的写

作才情，坚持不懈，多年来他虽然行

医忙碌，行有余力，则学习各种文化

体育项目，是一个真正活到老学到老

的模范生；他的孩子连仲伦也有创作

才华，去年我刚读完他的散文《攀登

珠峰》，文采飞扬，气势雄伟，让人

读了好想和他一起登山，向生命局限挑

战。一门三代皆有创作人才，而且从不

同的题材与创作风格，书写人生不同阶

段的旅程见闻，这也是新加坡文化界、

写作界的一段佳话。

阅读连亮思医生《世界因你更美丽》

希望
最 后 乐 土 的

 文：许福吉

亮光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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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把艺术家看作是没有用

的人；认为比起木匠、砖匠、

商人，甚至于政客，艺术家对社会的用

处并不大。”这是1964年11月，在当

时的国家图书馆为一个画展开幕致辞

上，任文化部长的拉惹勒南对当时的

普遍社会心态的观察。

对于新加坡的早期移民和他们的第一代

子女而言，‘打拼赚吃’、物质保障、

经济生存，才是最迫切的追求。艺术

是离‘基本需要’很远的一种东西。

1965年，对初独立的新加坡而言，比

起艺术，就业、教育、住屋、国防对

政府来说，是更需要在政策上优先、迫

切和慎密考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

建国事业中，政府就完全无视艺术。

1964年的那次致辞中，拉惹勒南就为

艺术／艺术家在建国事业中说应扮演

的角色做了明确定位。

“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是特殊、短暂的

事物，伟大的艺术家却能发现其中包含

的共通和永恒元素。或许，马来亚艺术

家能协助我们，从一般人看见的多元种

族、宗教、语言、习俗、习惯中，看到

马来亚的共通和永恒元素。在马来亚观

点中，我们的共同点比我们的不同点来

得更为重要。马来亚艺术家的去族群观

点，对加速马来亚意识的形成，将做出

很大的贡献。”

在拉惹勒南那次的致辞后还不到一年，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意外独立’

了。‘伟大艺术家’如何挖掘和传达

多元化新加坡社会中‘共通和永恒元

素’，也变地更为迫切了。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观察：由于国家发展

政策上的主次考量、国家预算经费拨发

的局限，和政府认为一般国民似乎普遍

对艺术没有太大兴趣，在建国后的一段

时间里，新加坡并没有贯彻的国家艺术

政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政府没

有明确、贯彻的国家文化政策。

所谓的国家艺术政策，指的是在特定

的国家机构监督下，应用国家拨款，

贯彻、持续、有系统地培养和发展本

地艺术家和艺术创作。

国家文化政策指的则是，政府对艺术

在国家发展中所应扮演的角色的指派。	

（很显然的，国家文化政策是不会认同	

“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说法的。）

艺术的文明作用

1971年，在一项巴厘岛艺术展开幕

上，当时担任外交部兼人力部长的拉惹

勒南说：“音乐、绘画、戏剧、文学，

和对美的注意，能让一个繁荣的社会成

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少了这些，新加坡

只会是一个繁华、有效率的夜市。”

在新加坡建国初期，艺术的功能——审

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

能——和文明作用，其实一再地受到强

调。70年代期间，艺术的文明作用，受

视为是一帖良方，用来抵御所谓的不健

康西方文化、价值观对青年人的影响。

文化艺术政策
面面观

 文：李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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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部和人民协会合

作，在1971年推出了“民众的艺术”

（Art	for	Everyone）艺术展。参展的

展品相当多样化，一般有书法、现代

油画、抽象画、雕塑等。展览并不强

调任何创作主题，也不卖弄任何大师巨

作；先在各联络所举行，然后再到大会

堂向全国展出。这类艺术展办了数年。

艺术在国家发展蓝图中的地位和角色，

在1985年有了根本的改变。

1985年，新加坡经济在陷入衰退，政

府成立了由当时任副财政部长的李显

龙领导的经济检讨委员会（Economic	

Review	Committee）。委员会发表的

报告中指出，涵盖表演艺术、影视、

博物馆、画廊等的“文化与娱乐”产业

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能。这为1989

年推出的文化艺术咨询理事会报告书

做了铺垫。

1988年政府成立了文化艺术咨询理事

会（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理事会由当时任副总理的

王鼎昌领导。理事会在1989推出了文

化艺术咨询理事会报告。报告指出：文

化艺术能开阔我们的胸怀、加强我们的

敏感度、改善我们的总体生活素质、加

强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协助我们建立一

个在文化方面更为蓬勃和优雅的社会、

协助我们发展旅游和娱乐业。报告所提

出的建议，集中在对管理文化艺术的政

府组织结构、教育制度、基础设施等的

发展和改善。这可视为政府第一次提出

清楚、贯彻的艺术政策。

1992年，新加坡的艺术与文化政策——	

至少在论述上——走向了国际化。1992

年出台了两份报告书，同题为《新加

坡：艺术的环球之都》(Singapore:	

Global	City	for	the	Arts)。第一份报告

书由经济发展局和艺术与资讯部联合推

出；第二份则由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和艺

术与资讯部联合推出。两份报告的对象

都是外国读者：前者突出本地艺术产业

的潜在商机和经济潜能，目的在于吸引

国际企业到我国进行文化产业投资；后

者则强调新加坡和周边区域的文化资

源，目的在于吸引国际游客。

自2000年起，新加坡政府分别在2000

年、2005年、2008年，共推出三项文

艺复兴城市计划（Renaissance	City	

Plan）。计划提出的发展重点包括：建

立艺术观众和艺术人才、着力于把本地

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带上世界舞台、加强

艺术内容的创造、进一步推动社群参与

艺术等。计划书强调文化艺术对新加坡

的总体经济、竞争力、宜居程度，以及

国人的创新和创意的重要性。

艺术建设受到重视

在艺术建设正式提上国家发展的议程

后，经过20余年的努力，新加坡岛上增

添了数处设备完善的博物馆、美术馆、

剧院、音乐厅；本地艺术活动、艺术团

体也快速发展、演出售票率和博物馆的

参观人次都翻了好几番。这个时期的艺

术发展似乎如政府规划所预期一样，与

经济发展同步地一步一步蓬勃起来。

2012年1月31日，由新加坡蚬壳集团主

席李子扬率领的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指

导委员会，向政府提呈了共有105项建

议的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报告（Arts	

and	Culture	Strategic	Review）。这

是我国第三份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报

告书，提出在2025年实现”有文化素

养、文明儒雅的人民，对自身文化如

数家珍，对新加坡的身份认同感到自

豪”的愿景。

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策略检讨工作突

出了其是由私人企业界人士（而不是政

府）主导。报告书提出扩大文化艺术涵

盖范围以包括普及文化；由人民、商团

和文化艺术社群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从

基层催化下一阶段的文化艺术发展；实

现”文化艺术人人参与”。

早在今年初的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报

告推出之前，大约从2009年起，新加

坡的艺术、文化发展的主旋律，重点

就有从“向外展示和扩展”转向“向

（本国）社群展示与扩展”的趋势。

从一年一度的艺术节节目策划上，就

能看出这种转向。

《联合早报》记者周文龙在4月8日刊

登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文中，

生动地描述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艺术

文化发展状况：

“在新加坡处于文化沙漠的时代，艺术

仿佛是沙漠中的仙人掌，搞艺术的也仿

佛是反抗物质文明的苦行僧；后来，新

加坡经济发达，文化景观也改变，艺术

成了时髦玩意，艺术家地位忽然提升，

成了具有崇高品味的少数精英。

如今，政府又提出“人人艺术、处处艺

术、时时艺术”愿景，认为艺术不应局

限于剧院里，还应普及到社区里，让

艺术在全岛开花，人人都能参与艺术

创作，让艺术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我国在政策考量和制定上向来以‘实

用’为主要主导思想，而政策一旦制

定，各层官员也会‘高效率’地执行。

写到这里，想起英国著名作家佐治奥

威尔（George	Orwell）说的“所有的

艺术都是一种宣传，但不是所有的宣

传都是艺术。”

文化艺术有其实用、可见的一面，更有

其形而上、潜移默化的一面。而形而上

的那面，或许是对民风、社会道德价值

有更深刻的影响的。

作者为国立教育学院视觉与表演
艺术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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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年代

今年在国大中文系开设一门关于

新加坡的华文媒体的课程，我

负责讲报业史，从十九世纪一直讲到

当下，而其中的一讲，就要谈二战以后

建国历程中华文报所扮演的角色与所面

对的挑战。在爬梳材料的过程当中，发

现前辈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战前，对

战后的情况，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略而

不提，想要为学生布置一些阅读材料，

却困难重重。于是萌生了撰写一部新加

坡华文报业史，为这段空白填上自己的

诠释的念头。

只是该怎么写呢？我对五六十年代的

历史的认识，是否足够让我完成这样

的一本书？

其实，我是1970年出生的。我是通过

父母亲的回忆，与五六十年代进行第

一次的接触的。

那时候年纪很小，隐约从双亲口中听

到“南洋大学”、“中学联”、“合唱	

团”、“文艺晚会”、“林清祥”、“方水

双”等等名词。这些对一个刚上小学的

小孩来说，意义只停留在双亲当时的神

情。那时是我第一次对刚学会的形容

词“复杂”有一点点的体会。

上学的时候，五六十年代是课本中的

语焉不详。只记得我们从莱佛士一跃

而进入日据时期，然后就是反殖民反

共，再然后就是人民行动党的胜利与

成就。一幅幅仿佛当代瘦身广告“减

肥前减肥后”的历史照片，用强烈的

对比，把行动党执政前后的市容反差

深深嵌入学子的脑海之后。于是我们

知道，1959年以前，新加坡人民生活

困苦，居住环境犹如贫民窟；1959年

以后，我们从一个第三世界经济体迅

我们说这些？一个时代的惊心动魄，一

代人的理想和失落，竟然可以如此完全

地被尘封起来，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销毁

记忆的工程？

当然，历史之可圆可方，本就是人类

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对一个学习历史

的人来说，这种成王败寇的诠释历史

的方式，原是再熟悉不过，本不必如

此介怀。

只是，我总是忘不了当年父亲说过的一

句话。父亲因为看不懂英文的道路指示

牌，开车经常迷路。有一次，他感慨地

说：“我们那时候反殖民，努力建设自

己的国家。想不到国家建立了，我却不

认得了。”

父亲不认得这个国家的道路，这个国家

所培养起来的新一代，也不认得当年父

亲他们那一代人走过的路。

所幸，不管当权者愿不愿意，历史总是

等待着有心人来发掘的。

2007年那次名为“逍遥游”的展览迎

来了不少亲身经历过风起云涌的五六

十年代的长辈，有些更是直接领导或参

与了对岛国的历史进程有深远影响的事

件。在那以后，五六十年代渐渐成为社

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座谈会的举行，

史料、研究著作的出版，电影的拍摄，

在在说明，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希望了解

自己的过去，尽管这个过去和官方所愿

意告诉我们的过去有出入。

因为这样，我有信心，能在学术生命结

束以前完成一部关于新加坡华文报业史

的著作。即使我无法完成，我相信我的

学生当中，也总会有人完成。

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富裕生活水

平的实现，无疑是政府的英明领导以及

当初正确的建国方针的最佳注脚。其他

的，都是禁区。

上大学以后，对中国历史产生浓厚的兴

趣。一部二十五史虽不能说倒背如流，

但每一个朝代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

事件，最重要的政策，都大致能掌握。

后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钻研的就是

中国历史。当时我的五六十年代，更多

的是三反五反、百花齐放、大跃进、文

化大革命，而岛国的五六十年代，是属

于父母亲的，我只是一个隔代的，毫无

概念的旁观者。

后来圆切线的朋友说要搞一个关于五六

十年代的学生活动的展览，那是第一次

岛国的五六十年代从“父母口中的”变

成“我的”。我开始试着比较有系统

地去了解那年在双亲脸上看到的“复	

杂”。原来他们当年所经历过的，是如

此地复杂，决不是课本中那些“减肥前

减肥后”的图片可以概括的，好人坏

人，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

只是为什么当年我们的老师从来就不跟

五
六
十

 文：王昌伟

作者为国大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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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两则
当您

走

入莱佛士

地铁站，

您会看到

琳琅满目

的货品，鳞次栉比的商店，灯光灿烂，

游人如鲫。当然，您也可能匆匆忙忙，

唯恐错过到站的列车。

每当我在这里“过境”，我都会放慢脚

步，摸一摸镶上大理石的柱子、墙壁，

以鞋跟与地台交谈……

您知道吗？这最底层的地台的厚度足足

有一个人高。当年我们在结扎铺设钢筋

结构时，可以在里头钻来钻去。

您知道吗？这两边的挡土墙有多厚？

那个德国地质学家检查结构时，连混

凝土覆盖钢筋的厚度，他都一丝不苟。

您知道吗？铁轨下焊接铁轨的钢筋不

我国

政

府为了抑

制国人嗜

赌恶习而

订立了一

系列的政策，这其中包括了以入场税

来限制国人入赌场，设立相关机构加

强辅导嗜赌者，立法让国人对有嗜赌

恶癖的家人提出实施限赌令等等措施。

这一系列政策针对国人，但对其他旅居

本地的外籍人士一概不加限制。

不言而喻，这与我们一路来标榜的务

实政策一脉相承。经济为上，赚钱为

主，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为国库创

造税收，其他问题，尤其非我国人的

问题，暂撇一旁。

仔细想想，这务实政策真能为我国社会

带来长期的福祉吗？

能弄错，要保证钢筋完全焊接，列车

与铁轨摩擦产生的静电可以顺利导出。

您知道吗？因为地铁站本身也是防空

壕，所以里边有逃生楼梯，有水闸

门，有排气孔，有食水供应，有粮食

储存……

那时候，好莱坞的灾难片“火烧摩天

楼”正轰动全球，我们说：有一天地

铁发生事故，我们都成为拯救人群的

英雄，因为，我们对地铁站的结构了

如指掌。

现在不行了！许多景观都改变了，许

多设施都藏在装饰品后头，许多不该

出现在防空壕里的摆设、建设，充斥

整个空间。

我脑子里出现灾难片中的场景：到处是

玻璃碎片，脱落的大理石，天花吊板跌

一地，服装店里布料燃烧释放的毒气弥

漫，人群你推我挤，有人割伤，有人晕

且不论这抑赌政策的有效性，就其片面

抑制国人而撇开外国职工的作法探讨，

这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值得深思。

众所周知嗜赌带来种种社会问题，如：

1.	赌风旺盛引发社会价值观的沦落

2.	因嗜赌带来工作效率低落现象

3.	因赌债缠身引起犯罪率增加

4.	因嗜赌者身陷困境对亲人朋友同事带

来的心理影响等等

我们如何能把这种种因嗜赌引起的社

会问题在国人，与外国职工，家属当

中作一分割呢？

这一大群外国员工及家人旅居我国是个

既成现实，他们时时刻刻在我们当中，

在同样的工作场所，社交场合，邻里环

境中生活，其中不乏与部份国人建立起

有血有肉的感情与关系的人。当他们之

年久失修

抑制嗜赌政策之我见

倒，有人嚎哭……

这种情形不会发生吧？如果不会，为什

么我们要建防空壕？如果真的发生了，

我们可以应付吗？

还是我们只能告诉民众：意外总是不

可避免的?

生怕铁钩子从铁轨上掉下来打伤路人，

就在底下张网，请问，可有一张网可以

网住掉下的列车？网住一车子的乘客？

为什么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我们的制度是镀膜玻璃的两面，看似

透明，事实上，里面的人看外面一清二

楚，外面的人却看不见里面如何作业。

于是，执事者可以不正视成因，可以毫

无愧色地互相推诿责任！

与其说地铁故障是年久失修，不如说年

久失修的是官僚行政制度。

中有人因嗜赌身陷困境，其问题及社会

影响又如何能与我们无关呢？

再以此作进一步的讨论，对于生活在

长堤彼岸的邻国人民，因跨堤到本国

赌场嗜赌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不是也

能与我们毫无相关呢？这种自扫门前

雪的心态，难道对长期共生的外交关

系与经济生态都丝毫无影响吗？我们

能对邻国人民中因嗜赌带来的社会问

题视若无睹吗?

以上所述，不禁让我们对长期以来引

以自豪的务实主义，利益为上的态度

重新思考。

如果说，因赌场的设立而引起全国上

下，各方菁英对国策的制定热烈参与讨

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我国朝向

建设一个包容性社会，建立公民意识的

建国目标往前跨进了一小步。

 文：日落冬

 文：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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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在空中盘旋缭绕

怡和轩所在处武吉巴梳，数十年

来是新加坡南音发展的温床，

经过那一带时，偶尔会不经意听到来

自另一时空的古音，在空中盘旋缭绕。

历史悠久的湘灵音乐社、从湘灵分出去

的传统南音社都在那一带。传统南音社

的隔邻厦门公会，目前也有南音弦友在

那里活动。对面的晋江会馆，过去也曾

是弦友活动场所。

南音弦友和拥护者之间的爱恨情仇、生

死哀荣，数十年来都悄悄在那里演绎，

而这种源自汉唐的遗韵，百多年前来到

热带南洋后，亦经历了种种危机和转

机，能存留至今天实为不易。

新加坡开埠后，福建南部地区的移民，

便一波一波涌入。当生命在茫茫大海和

不可知的未来之间飘荡时，没有什么

比既熟悉又亲切的乡音乡韵、更能慰

藉被离愁和惶恐困扰的心灵，南音就

这样跟随早期移民来到我们这个热带

小岛国落户。

早期的南音，和闽南移民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它既是懂得这门艺术的弦友闲

暇时“剔陀”（玩）和解闷的玩意儿，

又是成功商人宴请宾客时的助兴娱乐，

还是乡人离开人世时的哀乐。

据研究南音的学者指出，上个世纪20年

代，作为闽南殷商聚集地的怡和轩俱乐

部，经常莺歌弦乐缭绕，当时的商贾名

流与朋友欢聚、谈生意时，总会聘请来

自厦门的歌旦唱南音助兴。

歌旦都是受过专门训练，艺术水平较

高的南音艺人，但在那个遥远年代，

卖艺没受到应有尊重，很少歌旦身后

留下姓名，但本地南音发展始终得记

上她们的贡献。

湘灵音乐社2010年到风光如画的英国北威尔斯兰谷冷镇（Llangollen）参加历史悠久的国
际音乐比赛（Eisteddfod）时，在镇上清翠幽静的狄河（River	Dee）上、为当地电视台演奏
古雅南音。（谢燕燕摄）

传承南音的      之旅
 文：谢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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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先生则会把南音和	

“白事”联想到一块，原来他小时候

在柔佛小笨珍生活时，父亲林庭玉是

当地一个互助会的座办。每当村里有

人去世，守丧期间总会请人演奏南音。

哀怨悲凉的音乐，很自然地撩起内心深

处的触恸。

虽然习惯性把南音和白事联想到一

块，林先生并不排斥这种让他想起文

化根源的音乐。他祖母、母亲也都很

喜欢南音。

早期南音在新马的民俗活动，绝不限

于白事，而是非常多元化，闽南人从

喜庆婚礼、弥月寿辰、社团庆典、商

店开张、神诞节庆，经常会请南音团

体演奏助兴。

这就难怪早期的南音团体，是以社团

方式运作。

与南音结缘

曾慷慨赞助过湘灵音乐社的本地商人

谢安桐先生，谈到自己和南音的关系

时说，本地著名南音人丁马成1992年

临终前曾把他请到跟前，表示自己放

心不下湘灵的经济状况，拜托他从经

济上扶持湘灵，他当时答应了此事。

丁马成是谢安桐的同乡兄辈，也是至友

知己，加上他对南音也有感情、很久以

前便会听会哼。

自那时至2006年，他每年赞助湘灵四

五万元常年开销。湘灵2000年办国

际南音大会唱时，谢安桐曾捐助10万

元。2002年到泉州办“纪念丁马成逝

世十周年暨丁马成南音作品歌唱与创

作大奖赛”时，他也出资7万元。他目

前是湘灵音乐社的永久名誉社长。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林清如先生也和

湘灵音乐社结缘。有一天，丁马成请

他以律师身份帮湘灵处理一件棘手的

事，原来湘灵1979年所买下的两栋武

吉巴梳三层楼产业，是租金受管制的

产业，为此，湘灵一直无法让楼下的洗

衣店搬走。后来政府通过租户赔偿法，

却依然无法让住户搬走，还闹上法庭。

林清如于是以湘灵法律顾问身份处理

此事，最后赔了对方一笔钱，总算把

房子拿回来。

后来他又为湘灵处理另一件事，原来当

年买会所，钱是向四方募来，房子却以

丁马成和张水荃的名誉买下。丁马成后

来觉得此事欠妥当，于是请林清如申请

把原本在个人名义下的产业，变成信托

人名下的产业。这件事显示当时的会馆

领导人很守信用。

古老艺术如何转型

在社团的运作模式下，湘灵主要资金来

源靠赞助人，但2000年以后，捐钱的

人越来越少，单靠一两位赞助人，对湘

灵、对赞助人都很吃力，非长远之计。

2006年对湘灵来说是痛苦的转型期，

那一年湘灵被债务缠身，拖欠了演出

制作费和薪金，一批赞助人协助清理

债务后，认为湘灵必须寻找新的运作

模式和经济来源。

湘灵音乐社的《启程》，为经过包装后的南音重新出发，同时从民间走向艺术舞
台。（湘灵音乐社提供）（注：有戴面具舞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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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灵积极寻求出路，首先把会所的部分

空间出租给一家德国餐馆，靠租金来支

撑部分开销。

古老艺术需要重新包装，让人有耳目一

新、重新发现之惊喜。就在湘灵面临危

机，苦思如何转型之际，它幸运的遇上

本地著名创意人刘夏宗。

刘夏宗和湘灵“碰撞”在一起后，不

谢安桐说，他父亲56岁因肝癌去世，家庭重担就此落在他

身上。后来，妻子的哥哥也英年早逝，留下一群外甥需要

他扶持。从此他一辈子与石山打交道，开始了数十年不变

的早出晚归的起居习惯。

在新加坡他曾经拥有的石山，遍布乌敏岛、武吉巴督、武

吉知马和蔡厝港。

他也在马来西亚、印尼拥有多座采石场。谢安桐目前在马国

创立的石厂有限公司共四家，即成丰、锦成、美兰和光峰。

在著名的外国矿业公司眼里，他是马来西亚最有经验的石

矿业主。曾聘请他当顾问，还邀请他到美国和英国参观，

给他们的采石业务提供咨询和建议。在新马两地，他也乐

于抽出时间，根据同行们的经营条件，真诚地提出改善的

建议，所以人们把他当成是采石场的医生。

此外，他还经营沥青和油棕业务。

谢安桐说，生意有很多种，生意人也有很多种，但是做生

意讲诚信，这却是最重要的。

他与湘灵音乐社的丁马成是泉州的老同乡，1992年丁马成

临终前，希望他能在经济上支持湘灵音乐社的活动，他答

应了。一句允诺，从此湘灵音乐社的发展与他息息相关。

这也是他诚信为人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仅提出新构想，为湘灵介绍新的艺术平

台，还投下一笔资金为湘灵置装，把原

本活跃于社团、民间的传统艺术，包装

成古朴深远而又贴近心灵的高雅艺术。

 文：周弘

谢安桐南音之缘怡和轩会员

1992年丁马成临终前，希望他能
在经济上支持湘灵音乐社的活动，
他答应了。一句允诺，从此湘灵音
乐社的发展与他息息相关。

1935年，谢安桐先生在中国福建省泉州出世。7岁

时，父亲从南洋回乡把他与母亲及妹妹一起

接到新加坡。3个月后，新加坡就沦陷了。

谢安桐的父亲原本在英国人的采石场当管工，日本人占领

马来亚和新加坡后，他父亲说日本书有什么好读的，就把

他带到采石场消磨时光。

日本投降后，他才进入裕廊的维新小学读书。

1951年，小学毕业后的谢安桐正式到武吉巴督的采石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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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转型的湘灵，开始吸引国家艺术理

事会、滨海艺术中心、艺术之家等的目

光，有了更多演出平台，去年还争取到

艺理会的建团基金拨款。

湘灵目前正在积极培养本地年轻南音人

才，其中一个做法是把有良好华乐功底

和潜质的年轻艺人，送到福建南音大师

蔡维镖家中进行高密度“浸濡”，让

年轻乐手在名师指导下，从早到晚不

断磨练学习，目的是要“酿”出南音

的独特韵味。

在目前这个变化迅速、生活节奏快得

叫人喘不过气的时代，要保存发扬一

门传承了上千年的古老艺术，确实会

面临很大挑战。

即使在被视为是南音发祥和流传地的

福建泉州地区，这门古老艺术同样面

临严峻考验。

去年年底，笔者在晋江访问中国国家

级南音传承人苏统谋（73岁）时，这

位大师级人物忧心忡忡的说，传统南

音节奏异常缓慢，和当前社会的步伐

很不一致。当前社会人心浮躁、急功

近利，很少人能静下心来倾听那悠缓

宁远的古音雅乐。

其次是传统南音是由师父传徒弟、一代

传一代，需要长时间浸濡磨练，而年轻

人要学习、工作、建立事业，很难安心

学南音，即使在学校时有所接触，一投

入社会便放弃。

南音缺乏商业元素、缺少市场平台，也

是学习者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南音在晋江

晋江目前是南音最活跃的地区，1981

年成立的晋江市南音协会，是南音界最

早成立的组织，目前属下有62个民间南

音团体，加起来的社员约3000人，苏

统谋担任这个组织的会长已经30年。

2010年，他们从属下民间团体中，选

拔20多位最优秀拔尖的南音人才来组

织晋江南音艺术团，并由年青企业家

蔡家乐担任团长。蔡家乐出身南音世

家，父亲当年不管多艰难，都要偷偷

玩南音，还坚持把他送到最好的老师

那里学琵琶、洞箫等。

蔡家乐后来创业，改善了家族经济条

件，却依然沉迷、热爱这门艺术。艺

术团购置目前的会所时，蔡家出了不

少力、也掏了不少钱。

艺术团专门负责接待外地团体，包括研

究南音的学术团体，可说是一扇对外门

窗，也是这门艺术的传承点。

苏统谋说，正因为担心南音被目前变化

快速的社会淘汰，晋江市南音协会每年

办一次南音演唱节，夏天时到不同乡镇

唱南音，每个乡镇唱一晚，共20多晚。

另外，协会每三年办一次大规模南音比

赛，动员学生、老人参加，由政府出资

金，协会负责组织工作。

在聊天的过程中，苏统谋分享了晋江

这个靠海地区的南音历史。过去没有

什么娱乐，很多渔民遇到刮风无法出

海时，便聚在一起奏南音，深沪的御宾

社成立于明末，至今约370年，是最古

老的南音社团。

苏统谋说，晋江地区的安海、东石和深

沪都靠海，在南音深入民间的年代，渔

民船上有琵琶、洞箫等乐器，一有闲暇

便奏起来。

解放前，深沪有三个音乐社，奏雅堂、

雅趣社和御宾社，是由镇长、商人、店

主、船老大、甚至黑帮老大等组成。这

些音乐社经常斗唱较量比技艺。解放

后，三个音乐社设合并在一起。

南音当时非常普及，离不开当地人的

生活作息，不管是孩子满月、结婚娶

亲、村里的庙会节庆，到守丧出殡，

都有南音相伴相随，可说是从生到死，

都要唱南音。

在目前这个数码化时代，南音离人们的

生活越来越远，学南音的人越来越少，

传承的工作越来越艰巨，不管是在南

音发祥地或在新加坡，情况都一样。

但是正如苏统谋所指出的，南音传承上

千年，唱得最多的、始终是一个“情”

字，而人总离不开情。纵观历史长河，

传唱千年的南音，兴旺蓬勃有时，沉寂

落寞亦有时，只要艺术之根依然存在，

不怕这门古雅艺术失传绝迹。

话虽如此，没有有心人的用心呵护培

育，为古艺术注入新生命、寻找新平

台、通过新包装吸引新观众，即使已

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它还是有可能凋零枯萎。

座落于武吉巴梳的湘灵音乐社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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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打趣说美国一打喷嚏，亚

洲就快得肺病了。这两个经济

体以及它们的另外两个伙伴欧洲与日

本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任何

美国经济的负面表现都将在亚洲产生非

常强烈反响。

最近有一个预言说中国印度这样的经济

发展大国将使得亚洲传统型经济增长减

弱。这个论断是基于相对的贸易份额和

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得出的。

但是这个预言忽视了一股由半成品和其

部件的流入的潮流，以及与此同时出现

的扩大效应对于经济体产生的微妙影

响。这可能让人们对亚洲作为经济发

展驱动力的重要性产生误解。

通过对在1980至2010过去三十年间东

盟五个对于区域经济驱动成绩显著的

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新加坡和泰国）动态发展的细致观

察，我们对于所谓的“肺病”一说的准

确性进行了考证。我们采用了一种结构

矢量回归模型（VAR）来对各个国家全

民经济的供给量和需求量进行同步的模

拟。这个模型将直接贸易投资带来的效

应，和由产出量波动导致的间接扩散影

响都同时反应出来了。

北美的消费将持续带动东盟经
济增长

通过对30年经济发展的研究，我们发

现中国在过去的十年成长为了包括印

度尼西亚在内的东盟五国最大的出口

市场。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了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的最大对外出口市场，并

取代欧洲成为菲律宾和泰国的最大出

口市场。但同时日本仍然是印度尼西

亚最大的出口市场。

即便如此，中国仍难以成为东盟最大

的增长驱动力。原因是中国从日本，

东盟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进口半成品

零部件，然后中国用这些半成品零部

件为包含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生产半

成品以及成品。

虽然亚洲各国间的贸易有着显著的增

长，但最主要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由美国

的消费者在驱动。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

有着一种微妙的联系。如果我们只是注

意到直接贸易带来的影响，我们则有可

能低估美国、欧洲和日本作为东盟经济

驱动力的实际作用。只有当我们把间接

扩大效应和直接贸易效应都计入在VAR

模型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美国和欧洲

仍然是东盟五国的主要增长驱动力。

我们观察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东

盟五国经济驱动力的重要性以及它们

驱动亚洲经济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陈光炎博士，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陈企业博士，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新加坡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
顾清扬博士，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教授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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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在过去的30年中是怎么相对

于中国影响来说渐渐变弱的。在1980

年和1989年之间，美国作为经济驱动

力指数是比中国大9.17倍。在未来的

10年中，美国的相对重要性会逐渐减

弱，并在2000至2010年之间，美国作

为东盟五国经济驱动力重要性指数仅

为中国的1.53倍。

同样的，当我们仔细观察欧盟的时候，	

它作为东盟五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相对

重要性指数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

4.49下降到九十年代的2.41.在过去的

十年中，中国的比率则和欧洲的比率

相当在1.02左右。

在二十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东盟五

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效应比率比中国

高3.23倍。但在中国贸易的扩大化和开

放化的效应下，日本的经济驱动力相对

重要性下降了。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

经济发展驱动力指数比日本高1.88倍。

在这些检验的结果中，美国和欧洲仍然

是对于东盟经济发展来说较为主要的驱

动力。但是中国对于东盟经济的驱动效

应正在逐渐上升并已经超过的日本。这

样的现实预示了印度还没有真正展示

它作为东盟五国传统合作伙伴的经济

发展驱动力。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中国近年来与美国、

欧洲和日本相比对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

驱动力作用。

我们发现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多数经济

体对于美国的经济驱动性的依赖程度仍

然大于中国。印度是对于美国依赖性最

重的国家，它的比率是1.94。但与此同

时，香港和台湾则对于中国的依赖更

多。而像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正处于一种“左右摆

动”的状态。对比欧盟和中国，从经济

发展驱动力的效力上讲，一些经济体对

于中国的依赖更多。这些经济体包括香

港，台湾，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

加坡。更重要的是，这种“摆动”从更

依赖日本到向中国倾斜则是一种较为普

遍的现象。但是，美国和日本两个经济

联合体对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驱动力在

除香港外的地区仍然大于中国。

东盟国家内部的有限交流

为了更好的分析东盟五国的经济相互

依存性，我们在过去的1990至2010二

十年中，对于这种扩大化效应进行了

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

马来西亚：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加坡百

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以带动马

来西亚百分之零点三四的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同样的，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

值百分之一的增长能够为新加坡带来其

百分之零点三一的增长。虽然说对于经

济增长相互驱动性来讲，新加坡对于马

来西亚的影响大于马来西亚对于新加坡

的影响，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它们增长的绝对数值就开始不断

下降。所以，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上相互促进，

但是它们这种相互驱动效应在过去的

十年内在持续减弱。

泰国：新加坡对于泰国来讲也是它经济

发展的驱动力。在2000至2010年间，

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增长

能够带动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千分之二

点二的增长。这个对于前一个十年来

讲是有一个千分之三点九的下降。但

是泰国对于新加坡来讲不具有显著的

经济驱动作用。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从印尼发展的驱

动效应中获益很多。它的扩大效应比

率在过去记录的20年中由0.16上升至

0.25.但实验结果表明新加坡对于印尼

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并不明显。

菲律宾：菲律宾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

展驱动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它自身也

鲜有受益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

的，印尼的经济也并非由东盟五国的经

济发展来驱动。菲律宾和印尼的经济发

展很大程度上由它们各自内需的驱动；

在外部影响方面受美国，欧洲，日本和

中国等经济体的带动更多。

虽然我们在促进东盟经济内部依存性和

团结性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经验性结

论表明这些努力并没有带来实质增长或

者是相互间贸易量的上升。东盟国家间

相互之间经济驱动性十分有限，并且在

过去的十年内在相互促进作用方面不断

下降。东盟五国逐渐成了促进美国、欧

洲、中国和日本等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外

部驱动力。

与此同时，虽然印度对于新加坡、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驱动力

渐增，我们并没有发现它成为东盟五国

经济驱动力的现实依据。

东盟对外依存性的风险控制

东盟国家需要战略性平衡它对于中国

的日益增长的过度依赖，为此它们要

加强与最有潜力经济体的对外联系：

印度-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和

日本-印尼-新加坡。东盟五国应该争

取增加与上述国家的贸易联系和投资。

进一步讲，在三十年劳动力密集型工业

化进程之后，中国面临包括工资上涨，

汇率升值，房租与土地价格上升和不断

增加的环境成本等种种挑战。东盟五国

可以着眼于吸引更多的日本、韩国、台

湾和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从中国大陆

转移到东盟国家，以此为美国、欧洲、

日本、印度以及东盟市场生产。这种战

略和中国工业升级目标是一致的。这也

将同时帮助东盟减少对于中国的过度

依赖以及加强东盟内部国家的联系。

基于现有的经济联系基础上，由于美国

是亚洲经济（除台湾和香港外）最重要

的驱动力，它在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化中

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作为主要的

经济增长驱动力在亚洲发挥作用有着十

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是通过它在亚

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中的积极参与和泛

太平洋合作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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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世界第4大的投

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

产，正式掀起全球金融海啸的一幕，

世界各地的人都争相到银行提出存款，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存钱的银行会不会

倒闭。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银行花旗银行及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

司AIG都传出随时倒闭的消息，如果花

旗、AIG倒了，世界上还有多少银行能

不倒？当时那个情景真的令人想到世

界末日，全球股市暴跌，大量的钱蒸

发了不见了。

钱不见了，怎么办？最佳方法当然是印钞

票，印一些钞票来补充蒸发了的钞票。

于是，中国政府宣布一个4万亿人民币

的基建，4万亿哪里来？当然是开动印

钞机印的，2009年，奥巴马上任之后

的一个月，美国联邦储备局也决定开动

印钞票，狂印钞票，一口气印了1万7千

亿美元。2010年，觉得还不够，再多

印6千亿美元，于是美国逐渐复苏了，

中国更是搞出一个大通胀，不得不转过

来收紧银根，把钱从银行体系抽走，以

压抑过热的经济。惟有欧洲，欧元区则

面对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印钞票

该分给谁？美国是单一国家，欧元区有

17个国家，只有欧洲中央银行才有权力

印钞票，任何个别国家皆不许印，而中

央银行若印钞票，该分给哪一国用，该

借给另一国？这是政治问题，不易找到

答案。也因为欧洲面对不知该如何印钞

票的问题，欧元区面对国际金融大鳄狙

击了，欧债危机爆发了，希腊国债完全

没人要，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多个国家的国债利率狂升，利率上升表

示国债价格下跌，没人要，怎么办？希

腊只能靠德国，法国，国际货币基金会

接济，但是，德国、法国、国际货币基

金会能救得了多少国家？

后来，欧洲中央银行终于想出一个

方法来印钞票，推出一项称为长期

再融资操作Long	 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LTRO）的措施，方法是

无限量地向银行提供利率仅1厘的贷

款，为期3年，自从欧洲央行推出LTRO

之后，西班牙与意大利先后拍卖中短期

国债，反应很好。银行争着借这个三年

期的低息贷款，这是好事，至少可以让

银行银根松一松，希望银行获得低息贷

款后，可以转借给企业或购买较高息的

欧元区国债图利。

LTRO实为欧盟印钞票的计划，但印出

来的钱以低息借给银行，银行自己决定

买哪个欧盟国家的国债，就如之前意大

利拍卖国债，银行以2厘认购，同样西

班牙、葡萄牙的国债都有银行购买。

LTRO借出的钱如何使用，完全由银行

自己决定。西班牙与意大利拍卖的国

债，最长只不过是两年，只要两年内

西班牙与意大利不破产，国债不会被

降至B级，银行就可以通过LTRO方式

向欧洲央行以1厘的低息借款3年，然

后买入利息较高、年期不超过3年的国

债以赚息差。至于被评为垃圾级的希腊

国债，当然没有银行肯买，欧盟唯一的

做法就是借钱给希腊，条件是要希腊政

府紧缩开支，改革经济。

钞票钞票依然是解决
金融危机的万灵丹

 文：曾渊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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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欧洲一旦印钞，是好

难停手的了。LTRO1印了5000亿欧

元，LTRO2再印多5000亿欧元，合共

1万亿欧元，印钞机一开始启动，就不

会那么快停止。实际上，过去两年，

欧债问题之所以搞来搞去都解决不了，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欧洲央行不肯印钞

票，1万亿欧元倒入市场，钱多了自然

会用来买欧债，压低欧债的利率。银

行取得贷款后，就可以购买利率约2厘

的意大利、西班牙的国债，欧债危机

也迅速缓和了。

印钞票依然是解决金融危机的万灵丹，

或许在当今，是真的错不了。

当前全球的经济问题，彷佛只要各国都

印钞票，国家就不怕没钱，甚么欠债问

题都得以解决。不过，印钞票带来的通

胀的问题，叫各国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特别是德国，她最害怕通胀。因为八十

年前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严重的通

胀发生在德国，不是单位数的通胀率，

而是1万%，物价由$1升至$10000，

以倍升，亦因为通胀的问题制造纳粹

党，让希特拉上台，纳粹主义带给德

国及世界的教训，德国执政者不能亦

不可以忘记。

美国方面，QE1是救命钱，主要是解救

美国的银行。推出QE2则为购买美国国

债，为要压低国债的利息，提高一个良

好的营商环境，但QE2的效果不太理

想，企业及银行都不敢借钱。

美国创造金融海啸，今日全球的问题实

际上是金融海啸的后遗症，但是美股

的表现依然远比其他国家、地区强，

为甚么？

答案在中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紧缩银

根政策导致中国股市跌幅远大于美国，	

同时影响了新加坡。

2007年10月，上海综合指数最高点

是6124点，至2008年10月跌至1665

点，然后急速反弹，可是反弹不足一

年就停止了，2009年8月，上海综合

指数创出3478点后就反复下跌，下跌超

过两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熊市，与

2009年8月的高位比较，跌幅是30%。	

与2007年的高位比较，那是太可怜

了，足足跌了60%，上海综合指数几

时能回到2007年的高位？中国股市会

不会变成另一个日本？过去二十年，

日本股市搞来搞去都无法接近1990年

的高位，当时日经指数最高38957点，

目前连10000点也没有。

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第一，但是中国股市

表现却非常差，唯一的道理是人民银行

收紧银根，银根一紧，股价就撑不住，

为甚么人民银行要紧缩银根？

理由是压抑通胀压抑楼价，为甚么有

通胀，理由相当多，这包括中国经济

增长好，人民收入增加，再加上大量

热钱流入，转换成人民币，增加了人

民币的供应，还有，2008年底的4万

亿基建，2009年及2010年的每年近10

万亿的新增银行贷款。

简单的讲，就是市场里有太多的钱，因

此要压通胀、要压楼价，唯一的方法就

是收紧银根。人民银行在美国推出第二

次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收紧银根的步伐

更是愈来愈紧，毫不手软，于是2010

年年底开始，差不多每月必加一次银

行存款准备金比率0.5%，每几个月也

加一次利率。

今日，美国的低利率已经维持了3年

多，但是房价不升，股价不升。当房

价不升，股价不升时，大量的避险资

金自动前往购买美国国债。于是，目

前的美国国债的利率非常的低，10年

期国债利率仅2%，创新低，根本不需

要美国联储局印钞票来购买。

美国政府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分钱的问

题，印钞票易，分钞票难，如何有效

将钞票分给有需要的人，以刺激他们

增加消费？美国政府要分钱，要得到

国会批准，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参议院依旧由民主党控制，但是众议

院已经因2010年的改造而受控于共和

党在民主国家，所有的反对党都希望经

济衰退，愈差愈好，经济愈差，反对党

上台的机会愈大，不少选民在经济差时

都会有“换个政府做看看”的心态而把

选票投给反对党。

过去三年多，美国房价升了没有？答案

是没有。今日美国房价仅及金融海啸前

的三分之二，过去两年，美国房价就一

直在这个水平以相当小的波幅浮沉。

为甚么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美国的房

价升不上去？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到

底有甚么好处？

首先，大家要明白，所谓量化宽松政策

不是美国联储局印钞票给美国政府花，

美国政府能花多少钱得先获得国会批

准，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是控制于共

和党手中，共和党要在2012年总统竞

选时击败民主党的奥巴马，就会努力

地使到美国经济无力复苏，拖奥巴马

后腿，美国的政治斗争使到联邦储备局	

“印”的钞票无法供美国政府用，也就

无法直接令美国老百姓分到钱。

那么，联邦储备局印的钱哪里去了？原

来全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此举的作用是

可以压抑美国的长期利率，但是，低利

率不等于房价一定会升。过去两年多，

美国失业率一直在高水平徘徊，压不下

来，失业率如此高，美国国民何来金钱

买房屋？因此，房价长期低迷。

不过，低利率推动了美国金融机构的

冒险精神，他们低息借美元来到海外投

机，来到经济繁荣的香港、新加坡、中

国大陆、巴西、印度等地方。当大量美

元流入，使到新加坡货币量也大增，经

济繁荣，在货币大增并利率超低的情况

之下，人人都不想把钱存在银行，人人

想通过投资来保护自己的金钱购买力，

以免被通胀吃掉自己的储蓄。许多人如

此想，就会把钱投入股市、投入楼市，

房价就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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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2012年2月17日公布的财

政预算案，以“建设更包容更强

盛家园”为主轴，深受各界欢迎，尤其是

预算案中“利民惠企”的措施与方向。

然而，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有关企业

的环节则较为概括性，尤其是对中小企

业，包括组屋邻里商店，如何应对变化

莫测的经商环境，甚少触及。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剧烈的竞争环境

中，挑战重重，包括商业成本日益高

涨、劳动力紧缩、生产力有待提升。政

府在制订国家发展政策时，应予以高度

的重视，尤其是工商企业中比较弱势的

中小企业，包括组屋邻里商店。以下就

中小企业所面对的难题进行简要分析并

探讨解决的途径。

(一) 商业成本日益高涨

居高不下的商业成本是中小企业生存与

发展的绊脚石，亟需予以解决。商业成

本中，场地租金最为关键。近年来，随

着产业投资信托基金（REIT）涌入房地

产市场，造成场地租金不断飙升；至于

工资成本，则因外劳配额问题，导致工

资成本节节上升；其他成本，如公共收

费和各政府部门所制订的收费，也加重

企业的成本负担。

解决之道：降低商业成本

为了减缓产业投资信托基金（REIT）对

商业租金上涨所引发的压力，政府当局

应检讨产业投资信托基金（REIT）的运

行机制，并抑制其不断扩大而给房地产

市场价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检讨裕廊管理局（JTC）与建屋发展局

（HDB）的社会功能：在我国社会发展

中，裕廊管理局（JTC）与建屋发展局

（HDB）是工业与商业厂房和商店的法

定管理机构，然而，这两家机构近年来

在推展工商厂房和商店使用政策时，已

逐渐投向商业运作，导致中小企业和组

屋邻里商店需依赖的工业与商业厂房和

商店，租金随之不断上涨，加重了业者

的成本负担。对于裕廊管理局（JTC）

与建屋发展局（HDB）在社会发展建

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属性，政

府应重新予以检讨，以免其走向商业

之路而变成重商的组织，加重民生的

经济负担。

在经营业务中，中小企业和组屋邻里商

店为了符合政府与各法定机构的运作标

准，必须缴付各项收费，导致经营成本

加重。政府各部门与法定机构为工商企

业所制定的标准，目标是强化工商企业

的运行素质，因此所制定各项有关收费

必须予以降低，包括市镇理事会的收

费，否则将给企业带来负担。

为了确保小贩摊位妥善分配给较为弱

势的经营者，同时避免对民生带来冲

击，政府规定小贩摊位不得随意转租

或转让，此举深受国人欢迎。然而，

不少小贩经营业者基于年迈或无力经

营而须放弃或转让摊位，政府或应对

此予以灵活处理，酌情而定。

协助中小企业

迎接
 文：郭庭水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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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交通费：对中小企业而言，交通运

输费是商业成本的主要环节之一，其中

尤以公路电子收费（ERP）收费所引发

的效应最为明显，是商家们密切关注的

成本项目。为了减缓公路电子收费对

中小企业的所带来的成本负担，政府

应降低其收费率，或为商家提供必要

的交通补贴。

(二) 劳动力紧缩

中小企业面临劳动力紧缩的根源，主要

是过去20多年来，人口增长率无法配合

市场劳动力需求。多年来，我国年均新

生人口仅为35000人，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队伍每年需要80000人填补，因而

造成劳动力每年短缺高达45000人。有

鉴于此，外劳成为了我国不可或缺的劳

动力。为了经济发展之需，我国必须引

进外劳至少1百20万人，

然而，政府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则采

取减少外劳的举措，导致企业界，尤其

是中小企业，包括邻里组屋商家，劳动

力顿时短缺。企业界面对的人力资源

问题渐趋复杂，不仅外劳配额减少，

原有经受训后具有工作经验与生产力

的外劳，也因新措施而须离开本国，

至于代替的本地员工，在短期内恐不

能胜任工作。

令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发展中的服务

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不可能在短期内

通过自动化与工作设计改造而减少对人

员的依赖，因此亟需引进大量员工，至

于本地员工因教育程度较高，甚少愿加

入中小企业界，特别是零售行业。政府

推行紧缩的外劳政策，势必导致中小

企业，包括邻里商家，陷入难以聘用

人员的困境。

解决之道：增加劳动力

政府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家庭计划委

员会”，制定有效措施，鼓励国人多生

育，以配合国家经济与发展的需要。

在外劳配额方面，我们建议政府成立	

“外劳配额上诉委员会”，为亟需要

外劳的商家，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

一个公平与透明的管道，有机会向当

局陈情对外劳的需要，政府当局在审

核时则须以更具弹性的方式，予以企

业必要的协助。

针对某些行业的外劳配额，政府目前

已采取措施，让有关行业的属性进行

调整，如搭棚业归属于建筑业，让该

行业的外劳配额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而

有所增加。这项举措深受业界的欢迎。

至于已受训并能在工作上发挥作用的外

劳，政府或可考虑暂时让其继续在我

国受雇，以解决商家目前所面对的员

工短缺之困。

鼓励国人加入中小企业：政府和工商界

应尽早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让商家尤

其是中小企业，能及时反映业界在发展

上的需求，同时让商家在政府的扶持

下，不断提升素质，改善经营与工作环

境。为了鼓励国人投入中小企业行业，

政府可在教育与宣传方面，协助国人对

中小企业有充分了解，认识中小企业的

发展潜力，并可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主

流之一，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三) 生产力有待提升

多年来，我国工商企业积极响应政府

的号召，力求提高生产力，强化自身

的竞争能力。然而，企业要提高生产

力，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软、

硬件，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政府的

资助十分关键。当前政府虽有多项资

助与激励措施，包括生产力创新优惠

配套（PIC），但有关措施推出以来，

宣传收效不足，再加上有关计划的审批

程序繁琐，还需有不谙业界运作的审核

机构，如金融机构，致使许多中小企业

无法如愿获得。

解决之道：提高生产力

政府可设立全国性的“生产力委员	

会”，协调各相关部门，并汇集专才与资

源，全面性推动我国各个经济环节的的

生产力。至于政府协助企业提高生产力

的各项激励与资助计划，包括生产力创

新优惠配套（PIC），有关审批程序须予

以简化，便于商家申请，此外，政府应与

工商界代表机构，如商团组织建立有效

的合作机制，让商家无需通过不谙业界

运作的审核机构，如金融机构，可直接

以更为便捷的途径获取税务奖励与现金

资助或其他资助，以提高自身生产力。

(四) 其他方面

税务方面：政府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中

豁免了黄金交易的消费税，深受业界欢

迎。为了确保此项税务措施发挥积极作

用并符合业界之需，政府在制定有关细

节前，可与有关业界进行商讨，了解商

家的确切需要。

建设成中小企业发展工商圈：我国中小

企业的发展亟需适宜的场地空间。鉴于

许多工商厂房已逐渐老化，未能满足企

业的需要，裕廊管理局（JTC）与建屋

发展局（HDB）作为主要的工商厂房

供应机构，应将有关厂房进行适宜改

造，建设成中小企业发展工商圈，配

以相依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以利于中

小企业发展，从而培育更多具有势力

的中小企业。

总结

我国未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际经济环

境，也要视我国是否有强有力的土生土

长企业而定。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环节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成败不容忽

视，政府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大力

扶持。至于组屋邻里商店，则是中小企

业的主要环节，与民生息息相关，应将

其纳入主流，并协助其发展、壮大，为

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怡和轩会员
全国商联总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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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悉我加入怡和轩俱乐部的

朋友，都很惊讶地问：“你也

喜欢打麻将吗？”。近几十年来怡和

轩确实给人如此的印象。有不少人已

淡忘这俱乐部在我国过去的历史中，

它曾称职的扮演过公民社会的一个杰

出角色，并常常提出进步的观念。例

如：南侨技工、抗日运动、争取公民

权以及发起创办东南亚第一间华人大学

（南洋大学）……。由于后来政治环境

变迁，尤其是到七十至九十年代之际，

基于种种原因，怡和轩扮演的公民社会

的角色逐渐褪色。因此，原本一所具有

前卫性的公民社会团体，便慢慢演变为

以打麻将等休闲活动为主的俱乐部，着

实令人惋惜。

一个观念成熟时，武力都挡
不住

近几年，怡和轩的领导层开始致力探

讨，怡和轩应以何种角度切入及如何

能对社会有正向增值的贡献，重新拾回

公民社会团体的社会责任。虽然在探讨

过程中仍遇到不少转型上的瓶颈，成效

还是不显著。当然，我们有一个好的政

府，民生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所以华

社公民的使命感便随着时局的安定而相

对地削减，渐渐的再也不提出对社会问

题的看法。，不过，若以二十一世纪的

新思维，在多元社会里，凡事只出现一

种的观点、论点是极不健康及

对社会发展不利，尤其

是有时甚至只有以政

府意见为马首是瞻的

论调，更值得商榷。盲

目的追随领导者，有时也会

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历史

上不乏先例。

无论社会多么的进步与文明，

有一个恒古不变的真相：那就是古

今中外人类的活动必然会受到某些

观念的支配或影响，且最终将左右

他们的命运。例如我们都高估军事

武力的影响，却低估了正确观念传

播的力量。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就曾

说过：“一个观念成熟时，武力都挡

的观念

进
步  文：陆锦坤

进步的观念源自于
一国的民族文化教
育，没有文化认同
感的民族，就犹如
水中的浮萍随波
逐流，哪里有利益
就往哪里去，毫无
自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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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最近非洲及中东所发生的“阿	

拉伯之春”事件便是个例子。在第二

次大战前，由於人权正义的进步观念

尚未发达，许多政府为保住政权或自

身利益，都不惜推动不公、不义及恶法

亦法这一套反动的标准，甚至发动第二

次世界大战。但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

由於人权正义的进步观念渐兴起，进而

列入联合国人权宣言。人民对政府的不

公、不义等行为已提高了警觉，许多保

卫人权的组织兴起。无可否认，人权正

义的进步观念让今日大部分社会比过去

更文明。“进步”的观念，不仅使个人

进步，更会提升人性的尊严与价值，并

带动整个社会迈向文明。

在文明民主的社会里，进步观念几乎

都来自少数知识分子，如傅利曼所创

导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种务

实的观念。然而，若以这种观点来对照

最近政府以11亿资助我国的交通公司购

买新巴士的作法，我们不免质疑其是否

有合乎经济及企业经营的理念及符合社

会公平与正义的精神吗？

从过往的历史来看，许多知识分子为了

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国家进步所提出的

进步观念，往往因与当权者的利益冲突

最终都不了了之，当然其中也有些忍辱

负重不畏强权者，为了国家社会的进

步，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进步观念及坚持

他们的理想与抱负。但在新加坡却鲜有

知识分子能有如此作为，有人将此归咎

于我国的政治环境所致。有良知善尽社

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只是很多

人选择明哲保身。英国凯因斯当时以其

所提倡新的经济观念，改写了西方经济

历史的发展轨迹，并促使西方社会迈向

繁荣与进步，且至今仍影响着奉行自由

市场经济的我们。

进步的观念才是真正的立国
之本

过去媒体配合政府政策不断的报导，

对奖学金得奖者在尚未进入工作生涯

前，便以考试成绩来作为其工作能力

的肯定，且成为预定中的“超级精英

份子”，政府对其工作生涯，也都会有

预先的规划与安排。这种似是而非“超

级精英份子”的观念，造成了我国以成

绩挂帅的读书风气，因大家都相信“万

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全方位之五

育教育目标便如此在无形中失真。所以

虽然新的教育部长近来积极提倡德育的

重要性，但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观念。有

人说：“若要选票拼经济，若要明天拼

科技。”但笔者却认为若要国家永续经

营，就要拼传播进步的观念，进步的观

念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所谓进步的观

念是指在法治与民主的前提下，这些看

法、论点与推理能够促进经济效率与效

益，并也能同时兼顾社会公平正义与文

化之提升。进步的观念源自于一国的民

族文化教育，没有文化认同感的民族，

就犹如水中的浮萍随波逐流，哪里有利

益就往哪里去，毫无自尊可言。

今日世界中，几乎所有的普罗大众都相

信，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该国

的（GDP）经济成长指标这观念，我国

政府甚至以此做为政府官员奖金的标

准。虽然有些民众并不甚了解GDP数字

的计算与来源的取得，但因这是高官所

言，大家也都没有异议，把这当是个正

确观念。但如果大家都相信GDP的国民

人均所得是公平及正确反映每个人民收

入的话，那么新加坡应该就没有所谓的

穷人。不过从另一个经济角度来看，笔

者认为GDP不是不对或不重要，但不应

是政府最重要的唯一项施政指标。政府

也应秉持社会公平、正义、平等以及人

民“幸福指数"等指标来考虑，以期达

到施政最佳的效果，而不是只是一味追

求GDP的高成长，而忽略社会大众对公

平、正义以及民生的真正需求。若将追

求GDP为施政的唯一指标，结果将造成

贫富差距的扩大、人际关系的疏离、环

境污染的严重、特权主义的兴起、社会

的不公正，届时国家将面临政治动荡、

经济衰退崩溃的危机。那时GDP的成长

指数意义又何在呢？

最近财政部长尚达曼特别提到建设和持

续发展包容性社会是新加坡政府最重要

使命，也是政府的一项主要工程。在此

时此刻，李总理也担心我国社会有趋向

分化的现象，部长能即刻提出如此进步

的观念，肯定能有缓和社会分化的速

度。与此同时，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

部代部长陈振声也特别强调网上言论尺

度，应由社会文化来决定，亦即由人民

言论来决定，而不是指望向政府。他更

认为比立法管制，社会力量其实更能决

定适当言论的基调。这种呼吁人民发声

以便对发表不属实、不公正的言论起澄

清的作用的进步观念，明显的使我国的

言论自由开放尺度迈向一大步。

最近联合早报报导一项跨国的调查显

示，我国人民对政府的领导人的满意

度相当的高之时刻，笔者还是更期望有

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善尽社会责任，随时

提出进步观念来教育人民，提升人民智

觉，并协助政府能更妥善的且全面的照

顾百姓，让国家可以永续经营，并早日

达到“高幸福指数”，共创温馨和谐富

裕文明的未来。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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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学习和提升在新加坡语境中

似乎已经慢慢成为一个经久不

衰却有时令人困惑的话题，长期以来

对华文学习的刻意强调反倒可能吊诡

地陷入表演性的怪圈，华文学习正在日

益演化成为一种复杂的姿态：或者是力

图唤醒广大民众改变旧有的思维重新认

识华文的经济价值，或者是安抚越来越

被边缘化的华校生等弱势群体给他们以

追忆的空间和凭吊的管道，或者是对抗

所谓外来文化入侵所造成的单一化恶果

等等，不一而足。但在我看来，华文学

习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华文学习愈

来愈成为一种苍白的口号，虽然不时更

新、甚至力求花样翻新，但收效甚微。

一段时间以来，培养双语（更夸张的是

双文化）精英的呼声在官方和民间都有

抬头的趋势，在回顾数十年前老一辈人

令人赞叹的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

的同时，我们也慨叹新一代人整体语

言能力的下降，尤其是书写能力，不

新加坡双语精英：

论是英文，还是华文，似乎都有令人

汗颜之处。双语精英口号的提出原本

值得振奋，但是，在我看来，在目前

的情况下，这种呼声仍然可能更多是

流于虚妄，哪怕是我们只是考虑到乘

搭经济顺风车的需要，这种可能性仍

然令人质疑。

急功近利思维的尴尬

从某种意义上说，力图在短短一两年

内培养华文精英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其虚妄一点都不亚于当年中国的大跃

进，这似乎同某些人所鼓吹的三天就

可以掌握《论语》的精髓一样好高骛

远又贻笑大方。

单纯以为力图掌握了现代汉语就可以同

中国人做生意绝对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

知，因为相当多的文化积淀和语言（尤

其是俗语、成语等）莫不和中国古代文

化息息相关。比如耐人寻味的是，我的

祖母生前根本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正式的

文化教育，但我在同她的交往中却屡屡

听到她熟练的运用成语进行事务和价值

判断。当然，从她的个案来看，有关古

代文化的评书和戏剧可能成为她间接吸

收此类文化价值的主要渠道。

在古代文化、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自然

存在着不容分割的密切关联，这当然也

是为什么中国人仍然可以在几千年后的

今天继承并发扬远古时代的精深文化，

聆听诸多先贤的谆谆告诫，当然也可以

与他们神游，与在同一个主题有着不同

发挥和洞见的大师们对话。反过来，这

些古代的智慧和文化伦理同样在今天的

中国人身上发挥作用，尽管前者在近现

代的许多场景中备受打压。

需要进一步明了的是，当代中国也是一

个卧虎藏龙的复杂与流动世界。地域的

差异、文化的冲突与整合、语言的丰富

与多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想在

一两年内培养双语精英无疑更加凸现了

或 ？

善
意

 文：朱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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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功利思维和对中国认知的匮

乏。不要说是农村和城市等的差异，单

纯是大都市之间，北京、上海、广州等

就可以让外来人慢慢惊讶与学习，耗费

相当多的精力。更加复杂的是，在许许

多多不同的城市里，其文化品质和城市

个性（如果有的话），都是一个不断发

展和演变的过程。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

今天，稍有不慎，一个人可能就会被某

个城市的（文化）潮流抛弃。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经济“骑劫”

语言/文化的做法是相当可怕和愚蠢的

行为，误导性很强。当我们如果以半

瓶子水的“精英”来指导我们的未来

时，我们缺乏的可能不仅仅是学习华

文的热诚和虚心（许多洋人学习华文却

表现出与某些新加坡人迥然不同的心

态），而更可能因为自大会造成难以避

免的误差和褊狭。

本土语言政治的限制

我们知道，语言学习的最重要的客观因

素就是适宜的环境，当然主观因素源

自学习者的天分、热诚和持之以恒。

很可惜的是，回到华文学习的课题上

来，今天的新加坡在这两方面都难以

真正满足。

从语言环境来讲，华文的地位偏安于一

隅。我们往往会为拥有超过70%以上华

人的新加坡的华文水平感到汗颜或疑

惑，但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如下的事

实：英文作为工作和第一语言的地位雷

打不动。这已经内化到普通新加坡民众

的血液和思维中去：在新加坡，不懂英

文或英文不好就没有（好）出路。反观

华文，内在的强制自然是缺席的，外在

的鼓励和强制却也是步步退缩。

当华文越来越成为可有可无的实质点缀

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政府的苦口婆

心变成口干舌燥。所以也难怪吴元华先

生在他的论文中宣称，“新加坡华人有

必要调整看待英文和华文定位的传统思

维，接受英文已经不再是外语，而是广

大新加坡人工作和交际的通用语的事

实；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其水平和使用

范围难以跟英文并驾齐驱，华文课程也

必须跳下传承文化传统和民族价值观的

道德神龛，成为生活和经济语文。”

问题在于，如果华文不能承担文化传承

和价值人文的塑造，难道我们指望作为

工具语言的英文来承担这个艰巨的任

务？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放

眼全球的文明和文化，稍微有点文化认

知基础的人就会发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伟

大、神圣、连续和博大精深。当我们选

取功利、物质欲望作为自己生存的追求

时，这种放眼长远、厚积薄发或许才可

能创造性产出的高成本投入——文化传

承与创造自然成为发展的累赘和不屑一

顾的对象。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不应

该单纯崇尚快乐的物质的猪的理想，我

们同样需要哪怕痛苦的高蹈而精深的天

才。惟其如此，我们的时代才不会全盘

堕落，才可能在危机时实现内部的自我

拯救与发展。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我们成功地

输出了自己的人才到中国进行短暂的

进修，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一

旦他们返回了新加坡，他们如何保持跟

中国的密切联系？他们如何在发育不良

的华文环境下延续他们的自我提升？须

知语言和文化学习是一个终生的事业，

如果他们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一点皮毛心

得，再将自己跟本土的华文整体性贫血

进行比较的话，他们似乎更加缺乏与时

俱进的激情与动力。而所谓的双语精英

不过是一种自封而已。

如果从华文精英开始

同时需要表明的是，不仅仅要将双语精

英的培养时间拉长，比如让他们可以到

中国不同的省市地区学习10-20年（在

此过程中，同样也输出自我的经验给新

加坡人），而且我仍然觉得双语精英似

乎首先是华语精英比较可行。毕竟，华

文与其背后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太过复杂

与深邃的宝藏，华文的独特书写模式不

仅仅是语言问题，同时也是思维与自我

等的形塑问题。比较而言，可能中华文

化的相对内敛与包容性可以让这些精英

们更好地吸收其他文化。也因此，双语

精英才更加容易成为可能。反过来，我

们看看本土的所谓学贯中西的前辈精英

们，如林文庆、辜鸿铭等人的文化缺憾

与视野就知道双语精英如果从华文精英

开始才更为可能。

同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思考，与

其执著于双语精英的迷思中，或许我们

培养更加精尖的专语人才反倒吊诡的有

可能实现双语精英的目标。新加坡作为

双语学习的社会桥梁，具有语言和文

化传译的沟通性，当有一天我们的单

语能力即使置于大中华文化圈内也是

佼佼者时，那我们的双语精英也可能

因此而产生。

我们今天的华文学习似乎越来越堕入本

末倒置的误区，当我们更加强调学习法

的时候，更加过度强调轻松愉快（甚至

是浮浅）的学习策略的时候，我们必须

明白，精深的华文学习更应当是精神之

旅，在其中有痛苦，有欢乐，有枯燥，

但也有充实的喜悦。但是，总体而言，

从积累到创造，从起步到腾飞，总是一

个相对艰苦的奋斗过程。当我们不从源

头而从表面找寻华文学习的问题的时

候，我们的许多对策也因此显得肤浅

轻快有余，沉淀不足，因而缺乏应有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言以蔽之，双

语精英的批量诞生还需要走太长的不

容乐观的路。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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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

去年新一届政府就职以后，德育在学校教育体

系中逐渐有了更为醒目的位置——10月间，

教育部透过媒体阐述，三代同堂家庭结构的瓦解，

以及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促使我们有必要加倍重视学

生德育的培养，因此品格与价值观的贯彻，将是今后

教育发展的重点项目。今年3月，教育部公告天下，

为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它将颁发约一万份教育储

蓄品德奖，以每份介于200-500元的奖励金，肯定行

为上体现优良价值观、品格与社会责任感的学生。

这则消息，吹皱了教育圈一池春水，有心人通过各种

管道议论道德奖励的优缺，有者欢呼，有者忧虑。欢

呼是由于当局的行动展示了推行德育的决心；忧虑是

担心金钱奖励或扭曲了彰显道德的动机。

道德

金钱
奖励

 文：周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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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重点突出德育，引发社会点评相

关课题，提供了人们省视德育现状的平

台，动机积极，因为道德是社会纪律维

系的基本盘——社会乱序，价值解体，

皆因纪律荡然，倘若严重忽视道德，社

会终将付出沉痛代价。

家庭、学校与社会相互支援，
道德才能大彰显

强化德育之前，我们应正视道德是分布

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层面的事实。

这三大板块必须相互支援，道德才能大

彰显，价值根基始能得以巩固。时下一

些人的认知盲点，以为培养德育的主责

在于学校，校园是学生道德养料的核心

供应商。其实，家庭才是道德的起跑

点，起步的姿态正确，丰收的可能机会

便大增，因此，家长应当从速善用这人

格工程的战略制高点，为子女的人格工

程扎好根基——教育家“三岁定终生”

的讲法，透露了在幼年阶段让儿童第一

时间纳入轨道的重要性。

苍白的家庭教育，往往是道德贫血的根

源。当今社会，存在太多问题家长，贫

血症状才越来越严重。穿街走巷，我们

目之所及，是众多家长无视红灯亮起，

拖着孩子违规过路；长辈以强势的暴力

语言，当众否定孩子善意的礼让；儿童

跟前，成人公然把纸巾丢弃于尿槽；商

场促销，父母贪而无厌地为孩子收集气

球，错失了教导子女与人分享的生活教

育机会……这些都是家教遁形，绝对负

面的行为示范。

当家教失守，学校所灌输的行为价值在

家庭便短了实践的空间，师长谆谆善诱

的价值耕作，瞬间淹没于无形。这种妨

碍道德成长的绊脚石，社会中亦屡有所

见。当校门外无法形成彰显道德的氛围

时，道德的勇气必然逐渐枯萎。如果我

们无视于家庭、学校与社会是道德的一

体，三方无法圆融配合，缺乏默契，道

德便无以为根，学校所灌输的一切德目

势必如流水东逝，因此，奖赏之前，我

们应设法降低道德投资的耗损率，协助

家庭强化道德培养的功能。

道德不依靠法律维系，道德需要社会凝

聚足够的勇气能量才能有效发挥。学校

有责任强化学生的道德勇气，社会必须

共同敲锣打鼓，共举精神文化的旗帜，

为道德行为的表现提供厚实的心理支撑

力量。当我们面对种种反社会行为时，

若必须单独承受风险，彰显道德的意愿

便会大幅度降低。一旦社会的道德勇气

薄弱，道德便没有了高度。当律师劝请

观众别在戏院内使用手机而遭痛殴；当

善意要求吸烟者别在禁烟区吞云吐雾反

遭恶言相向；当牙医建议司机把车子从

残障车位移走却被打得鼻青脸肿……道

德勇气连番挫败，道德又何以升扬？近

日艺人黄奕良因溜狗者未妥善处理狗屎

而与对方争执，失控伤人遭法律制裁，

尽管法官当庭严词谴责原告的反社会行

为，被告毕竟还是吞下了违法的苦果。

他伸张了正义，履行了一等良民的社会

责任，却手段过激，为法所不容。这一

案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今后人们面对

类似场景所应表现的道德勇气。人性复

杂难测，当道德必须与法律无止息拔

河，道德勇气的火苗便会被种种可能带

来的麻烦浇熄，道德终会沦为弃婴，冷

漠社会便有了滋长的温床。

为了“励”，所以“奖”

认知了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紧密的道

德联系，也不妨同时了解道德的本质，

在这两大基础上琢磨以金钱奖励道德的

高下，可能更让人心里踏实。奖赏道德

是个正面命题，是被普遍认可的道德提

升方式，不可能惹来纷争非议。“赏

赐”是个人前进的动力，学界早有共

识。一般的理解，所谓“奖励”，是

为了“励”，所以“奖”，因此“奖”

是手段，而非目标。好比警方为肯定当

街奋勇捉贼者的见义勇为，它的表彰手

段，是馈赠盾牌，而非奖金。

道德是一种修行，人是否要彰显道德，

是生活上的选择题，而非是非题。通过

奖励表彰道德，“钱”是否是唯一的有

效方式，值得推敲，或许我们不妨借机

琢磨，社会是否存有需要正视的“利

诱”思维？慈善筹款是否必须以折扣抽

奖为饵？高薪是否是留养高官唯一的出

路？过度的“怕输”心理会否淹没了彰

显道德的意愿？倘若功利的身影，移位

到道德的范围，那又会是怎样的场景？

过于重视物质金钱奖励手段，有意无意

间会在人们心中滋生牢不可解的因果关

系——金钱的魔力之一，是它经常引导

人们向功利倾斜，误以“奖”为目标，

而丧失了“励”的初衷。为了“奖”而

表现道德行为，明显乖离了行为的动

机。我们有必要让学生在成长阶段便

正确理解，体现道德行为是为了人格

的提升，那是精神层次的追求，我们应

该把“表现德行”升华为一种“道德情

感”，我行而我快乐，当中不含功利元

素。这些年来，我们落力推行学生参与

社会服务计划，希望学生通过公益售旗

活动内化服务社会的理念，但许多学生

却视之为填满课程指标要求的差事，显

然偏离了德育的原旨。

对于一些人，行为因“利”而彰显，一

旦功利因素消除，便“利亡德亡”，因

此输赢的关键，在于行为价值是否被个

体有效内化吸收，形成一种自然表现的

生活习惯。落实以金钱奖励道德的做法

之前，我们或应评估现社会中是否已存

在过多物质奖赏的做法，应琢磨以多元

途径奖励学生表现道德行为的可行性，

尝试让学生在年轻阶段便认识做人行

善，不具功利动机。

教育部有意增加道德教育的重量，趁道

德尚未大面积沉陷之际，加固轨道，防

范于未然，值得一书。道德毕竟是一种

修养，必须是一种不求偿的内心表达，

但社会少了支撑道德勇气的力量，道德

的天空将阴霾晦冥，有限的金钱激励，

未必能让勇气聚藏人心。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66 怡和世纪第十七期

南洋理工大学温斯敏经济学讲座

教授、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

椰于4月9日，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卓

著演讲者公开演讲系列”上发表讲话

时所抛出的薪金改革震撼弹，冲击波

穿透了整个权力层。他在内阁要员接

二连三跳出来反对后毫不退缩，还接连

发出新闻稿反击，更让震撼效果持续回

荡，同时给了互联网上的反对派提供充

沛的弹药，对人民行动党政府无力解决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另一轮猛烈

且无情的攻击。

林崇椰震撼弹之所以反响极大，除了

其“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

的主张，手段激进之外，他公开指出新

加坡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以及企业对

不可宰杀的政策圣牛”，但至今还没有

看到具实质意义的改弦易辙；林崇椰震

撼弹的出现以及权力层的本能反应，因

而揭露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个古老的政

治结论，真能放诸四海皆准。现代社会

科学的观察同样发现，贫富不均问题严

重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这样的观察

甚至已经数据化——基尼系数，0代表

绝对的平等，1代表绝对的不平等，0.5

通常被视为是红线，超过0.5，社会就

会陷入危机。林崇椰说：“基尼系数

0.5通常被视为不应靠近的危险线，更

别说跨过这条线了，而我们已经达到

0.473，这是官方在2011年的数据。”

这个事实，使得当局必须针对林崇椰的

廉价外国劳工过度依赖的问题，是两个	

“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足以致命，在民间引发了极大的共鸣	

——这个诊断连官方在驳斥他时也不

敢否认。当然，他的特殊“体制内”

身份——曾担任过全国工资理事会主

席长达29年（1972年至2001年），并

参与策划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经

济转型工作——无疑也为其言论增添了

分量及政治联想的空间。

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企业“廉价外劳

瘾”中毒愈深，已经不是新闻。这两大

问题不但相互关联，症结最终都指向行

动党粗放的移民政策及缺乏社会共识的

人口战略。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

去年的全国大选中并发为不小的政治反

弹，且余波未了。行动党试图亡羊补

牢，李显龙总理在选后高调表明“没有

折射了什么问题？
“林崇椰               ”震撼 弹

 文：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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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改革说有所表示。官方至今的回应

都离不开一个基调：林崇椰方案用意良

好，但后果不堪。李显龙总理选择在五

一劳动节大会上，公开表明政府对“低

薪者加薪三年”的保留态度，在时间点

上不知道是否是刻意或纯属巧合。对于

劳工而言，政府反对加薪的立场，显

然与节日的喜庆气氛格格不入；进入	

5月，又勾起国人对去年大选结果的讨

论，贫富差距问题持续，成为人们在

大选一周年之际，盘点执政党改革成

绩单的一道评分标准。

公平地说，行动党在选后并非没有作检

讨。在组屋、公共医疗、社会福利等民

怨较大的领域，政府展开了一连串的动

作，试图缓解国人的不满。但是，在其

他领域，就看不到太大的变化。比如，

就在2011年即将结束之前，国人引以

为豪的地铁系统，连续在一周内发生

三次大瘫痪。当局虽然忙于补救，包括

换掉不得人心的SMRT总裁，宣布注资

9亿元维修地铁系统，另外再注资11亿

元给公交业者添购巴士，以辅助不胜负

荷的地铁，并对地铁瘫痪事故召开听证

会公开调查，以平民愤；但是，人们也

注意到，在最具争议性的核心关键上，

政府却是寸步不让。

公交系统应否国营化，在去年的大选

前因为工人党的倡议而成为选举议题

之一。新捷运和SMRT在选后的2011

年7月申请调高车资，更让议题持续延

烧。就算是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地铁大

瘫痪事故之后，当局还是坚持不碰触

国营化课题。公交系统的效能一直为民

众所诟病，还需要纳税人出钱来提高运

力并确保维修，却照旧给股东分红，对

于这种系统系弊端开始全面爆发的营运

模式，政府却情愿冒着政治风险坚持下

去，确实相当耐人寻味。

或许就如批评者所指出，这背后有两种

可能性。一是行动党还无法摆脱本身逐

渐右倾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

包括过度推崇市场的能力、相信涓滴经

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并排

斥福利主义。政府反对林崇椰为低薪工

友请命的加薪主张，反映了其一以贯之

的意识形态。二是如同古今中外的长命

政权一样，执政多年的行动党也自然地

形成了既得利益，以及思维和行为上的

传统与惯性；任何改变的企图，必然会

挑战现有的利益格局及内部的传统共

识。这都难免会引发内部争议，进而

波及政权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迟迟

难以展开实质性的改革，恐怕也是基

于类似的政治现实。

这个观察或许并非全无根据，但却忽视

了行动党与中共本质上的不同——后者

不必每四五年面对选民的考核。这个不

同无疑是重要的，它为行动党最终的自

我超越，提供了让人乐观的可能。当

然，这样的乐观也必然是审慎的，因

“林崇椰               ”

为习性不易改变，尤其像政党这类组

织内部的政治文化。这种试图通过其

他手段，绕过艰难的改革，来维持现

状的本能，从最近政府提倡成立“网络

行为守则”（online	code	of	conduct）

可见一斑。

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除了一直能制

定和执行有效的政策、在人事上自我更

新之外，通过主流媒体掌握发言权，影

响选民的认知（perception），进而左

右其投票倾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种话语权优势在互联网兴起，

乃至社交媒体通过智能手机普及后，已

经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批评者及反对

派的意见，在互联网几乎占据绝对优

势，而且在年轻一代选民当中，产生

让行动党忧心的影响力。

包括李显龙总理在内的多名内阁部长，

相继在社交媒体设立据点，主动在这个

新阵地上与反对意见短兵相接，其结果

如何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是，从“网络

行为守则”的提出，以及政府近来加大

对本地政论网站的管制，都能看出当局

的行为模式，本质上还是负面多于正

面。这或许是行动党还不熟悉互联网的

生态，也可能反映了行动党判断无法赢

得互联网之争，而必须采取管制——虽

然这样的判断将导致更加反面的效果。

就如西谚所说：“你不面对现实，现实

就会面对你。”当然，这并不代表行动

党就将必然改变，或者其改变的过程将

一帆风顺。就如一些“圣牛”确实在选

后被拖进了屠宰场，如果民间压力形成

至一定的程度，政治现实或将促使行动

党做出政策调整。在所谓的“政治新常

态”环境里，不改革或迟改革的政治成

本会越来越昂贵。另一个需要问的问题

是：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里，行动

党是否能保持敏捷的身段，抢在在野党

和民意之前，顺利转型，满足新一代选

民的政治期待？

震撼 弹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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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南来移民，心里的愿望是能

有衣锦荣归的一天，但也作了

归不了家乡的打算，这就是为什么各

宗乡会早期相继置业，开辟自己的义

山，为亲人就地终老作打算。这些坟

山遍布各地，不少还是位居现在的市中

心。基于建国与发展的需要，义山底下

的先辈一个个“为国捐躯”。本来掘墓

挖尸，让早已入土为安的祖辈寒尸冷骨

现天日，是大逆不道的事，所幸祖辈九

泉下尚能深明大义，结果国泰民安。

位于罗尼路地带的武吉布朗坟山是尚

未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幸存者。它是个

大规模的传统华人义山，1973年就已

封山。除了清明时节的人潮，以及常见

的自然界与野生物爱好者，它一直是新

加坡闹市中一片人烟绝迹的地区。深山

里肯定有很多无主孤魂，因为很多坟墓

早被后人遗弃了。

武吉布朗坟山的历史背景

2011年中，政府宣布要通过武吉布朗

山，建造一条连接汤申路与亚当路的

公路，而整座坟山最终也将开辟为住

屋用途。消息传开，引起不少反应。

武吉布朗坟山取名自一个名叫布

朗（George	 Henry	 Brown）的商

人，1850年时代他住在快乐山（Mount	

Pleasant）。大约1872年，三个来自厦

门白桥县的王姓人家，王九河（Ong	

Kew	Ho)、王有海（Ong	Ewe	Hai）、

王沧周（Ong	Chong	Chew），把这

一片大约221依吉的地买了下来，本

想建立一个王氏庄园，让宗亲在一起

居住与种植。事与愿违，最后把其中

一个山头开辟为坟山，这就是人们熟

习的王姓太原山。由于靠近快乐山的

咖啡种植区，太原山也俗称咖啡山。

眼见华人族群对于坟地的需求愈来愈

大，市政厅于1918年便征用了大部分

太原山附近地段，开辟为华族各帮派

人士共用的坟山。

越来越多人对于“一味讲求务实、经
济第一”的态度开始质疑。武吉布朗
坟山开发计划一提出，不少人就想知
道，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无法调整，凡
事都依照老套如法炮制？

 文：林清如

薛中华之墓

邱菽园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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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布朗坟山有不少特点。首先，相

传它是新加坡最大的华人坟山，1973

年封山时，那里已有100,000个坟墓。

其次，新加坡记录最早的坟墓，是这

里一个志明立于1833年，属于方善

（Fang	Shan）的古墓，比起国家档

案馆所记载的，于1865年建立于甘榜

爪哇坟山（现竹脚医院一带）的一个

古墓还要早。

再者，与各宗乡团体所管辖的坟山不

同，武吉布朗是一个不分帮派的华人

坟山。从1923年起，市政厅更对坟山

的管理作一定的规划，不准一个人的

坟独占两个墓地。人们现在常提起的

王三龙坟墓，占地约有10间政府组屋

那么大，那可是建于1918年，在市政

厅接管坟山之前。

政府决定通过武吉布朗山开路

自从政府于2011年底宣布要通过武吉

布朗坟山开路，坟山顿时一片热闹，

媒体人士、爱好自然界与历史人士络

绎不绝，踏遍坟山各个角落。显而易

见，人人都依依不舍、都担心这一片

大自然转眼就消失。

为什么武吉布朗坟山的开发引来如此强

烈反应？原来，这里有许多新加坡历史

名人的陵墓。像陈金钟（陈笃生之子）、

章芳林、陈楚楠、余东旋的母亲、林义

顺原配、林忠邦、周文礼、陈文确、陈

延谦、薛中华、邱淑园、颜永成、王三

龙、王文达等历史人物的陵墓都在这

里。这些人都是新加坡先驱人物，他们

多是移民，胼手胝足为现代化的新加坡

奠下基础。就连坟山边缘的那条谦福路

也有它的历史，那是为了纪念名人陈谦

福，他原是当时的市议员，在这里开辟

坟山正是他的主意。

位于实龙岗路的比达达里坟地（Bida-

dari		Cemetry）本来也是个充满历史的

古迹。它是个基督教徒、穆斯林与印度

教徒的公墓，当中也有不少名人（包括

华人先驱人物林文庆）的陵墓。10多年

前政府决定在那里掘墓焚尸，以建一

个新市镇，虽有不少议论，但远远比

不上这一次热，就像当年的碧山亭、

甘榜爪哇坟墓一样，比达达里也悄悄

地走进历史。

民间团体的反应

这些年来资讯传达即快又广，人们对于

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懂得越多，兴趣也就

大增。对于我们社会的真正面貌，人们

想要看得更清楚。去年晚晴园的重建以

及辛亥百年的庆典，本地文史工作者辛

勤耕耘，为历史填了不少空白。国家博

物院、国家图书馆这些年来带了不少人

穿越历史的走廊。有了这样的新氛围，

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深埋武吉布

朗山里的秘密愈觉神奇、珍贵。

武吉布朗坟山与罗尼路另一边的麦里

芝蓄水池集水区相得益彰，是闹市里难

得的一片自然景观。联合国把2011年至

2020年定为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年，旨在提高世人对于保护自然生态	

的意识。这回武吉布朗坟山“出现危	

机”，热衷于保护自然生态的人士成群结

队，组织了一些像“一切为了武吉布朗	

（Al	l	Things	Bukit	Brown）学会”、“拯

陈楚楠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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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华是怡和轩先辈，笔者与他的一

位外孙女陈宗孟医生素来相识，她正

是笔者挚友林福寿医生的贤内助。	

4月12日与《怡和世纪》同仁谢声远

同去造访，陈宗孟内心深处是鲜为人

知的“大江大海”，一向行事低调，

几经我们细心推敲，她才平静地吐露

些许往事。

根据陈宗孟说，外公薛中华来自马

六甲的一个显赫的土生华人世家，

于1885年出世。六岁那年来新加坡

圣约瑟书院读书，1901年受雇汇丰

银行，后被擢升为买办。1912年即

活跃于中华总商会，后被委为市议

员、太平局绅。薛中华与陈嘉庚等人

虽同时是怡和轩会员，但是他的主要

影响力是在福建会馆，连任福建会馆

与天福宫主席多年，与坐镇怡和轩、

同济医院的陈嘉庚与林催迁经常为争

夺商会地盘而公然周旋。

女儿是新马史上第一位华人
女律师

薛中华育有二男三女，最小的女儿薛

彩凤（Lucy	Chen－nee	See），她就

是陈宗孟的母亲。薛彩凤到英国学

法律，是新马史上第一位在英国获

得律师资格并成为英国律师公会会

员的女性。薛彩凤在英国认识了来

念工程的河南青年陈序，两人结婚后

回到南京，却让她在伦敦的学妹张舜

琴（张永福长女）先回来，成了进入

海峡殖民地律师公会的第一位女性。

陈宗孟笑着说，在这期间，陈序服务

于中国铁道局，薛彩凤来自外国，忙

着入乡随俗，学做重视中国人礼节的

陈家媳妇。

救武吉布朗（SOS	Bukit	Brown）学

会”、“绿色走廊（Green	Corridor）学

会”等组织，号召各方珍惜并争取保存

武吉布朗山。

几十年如一日，为了经济发展，我们大

量接受移民；为使人人有屋住，同时改

善交通，我们不断开发稀有的资源以

建造一个又一个的新镇和高速公路。

然而，越来越多人对于“一味讲求务

实、经济第一”的态度开始质疑。武吉

布朗坟山开发计划一提出，不少人就想

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无法调整，凡

事都依照老套如法炮制？

这回为保存武吉布朗坟山奔波最为出

力者，无疑就是以上提到的那群自然

生态爱好者和另几个像新加坡自然

学会（Singapore	Nature	Society）、	

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Singapo re	

Heritage	Society）、Asia	Paranormal	

Investigators	等民间组织。他们曾不断

要求更多有关的资料，他们认为当我

国的住屋、交通、移民，生物多样性

及水文学（hydrology）等问题还在经

历全国性讨论时，我们无法为武吉布

朗坟山一带厘定可行的交通与住屋计

划，他们要求陆路交通局暂时搁置开

路的计划。

保留历史与国家发展，如何
权衡

今年正月间，这些团体要求与陆路交

通局对话，但迟迟没有下文。经过两

三个月的等待，当中一些组织的代表

于3月19日与国家发展部兼人力部长

陈川仁举行了一个闭门会议。陆路交

通管理局当场宣布，开路势在必行，

没有“洽商”的余地。不过经过对于

道路蓝图的再三斟酌与修改，除了路

的前后两端，新路将是条高架的“生

态桥（eco-bridge）”，把对于自然

界生态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度。另一方

面，受影响的坟墓是3746个，不像先

前预计的5000个那么多。

民间组织显然不满足于政府的答复，因

为政府的决定与他们原来的期望相去太

远了。华人社团（特别是宗乡团体）是

民间组织的一部分，鉴于诸多华社先贤

的墓地就在武吉布朗山，关注事态的发

展，自不在话下。福建会馆文化组副主

任杜南发向记者说，“从传承历史文化

角度看，会馆希望整个武吉布朗山能完

整保留，但新加坡土地有限，需要权衡

保留过往与发展未来。”

	陈川仁政务部长承认，双方的期望相

去太远，政府不可能完全满足民间组

织的愿望，但是他们提出的许多意见已

经受到考虑，例如如何着手记录坟墓史

料、整理与保存史料等等。部长认为，

像这样的对话肯定会增进各方的谅解，

他希望会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

3月20日，也就是部长与民间团体对话

的隔天，陆路交通局迅速	地在报上发

布了“武吉布朗坟场挖掘坟墓通告”！

	根据报载，即将受道路工程影响的坟

墓，包括了早期社会闻人邱菽园与薛

中华的墓地。邱菽园是新加坡著名报

人，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1912

年承办《振南日报》，1912年担任	

《星洲日报》副刊《繁星》编辑。邱菽

园与林文庆是新马儒学运动的创办者，

他们接待过康有为与梁启超，是影响海

外华人关心中国政治发的关键人物。

薛中华原籍福建厦门，是新马福建帮的

开山始祖薛福记曾孙，《叻报》创办人

薛有礼的侄儿。薛中华的母亲（薛有

文妻）的墓地，也受建路工程影响。

呜呼噫嘻！武吉布朗山，从古如斯，

为之奈何？

 文：林清如

作者为怡和轩主席
（本文图片由	Chua	Ai	Li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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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孟于1932年在南京出世，她的一

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也先后在南京出世，

最小的弟弟在重庆出世。1937年日本

全面入侵中国，陈宗孟的爷爷陈调元

是国民军上将，父亲是铁道局总监。

为了避难，薛彩凤带陈宗孟与姐弟回来

新加坡，与外公薛中华同住在巴慕乐路

（Balmoral	 Road）23号的薛家豪宅。

陈宗孟说，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外公薛中

华。那时她5岁，先在中华女子幼稚园

读了几个月书，外公便安排她进武吉知

马的南洋女子小学读一年级。

女婿是建造滇缅公路工程师

中日战争爆发没几年，国民政府被迫迁

都重庆，陈宗孟的爷爷预知日本军会南

下，便把媳妇薛彩凤一家人接到重庆。

陈宗孟记得，1942年前后他们从槟城

坐船到仰光，跋涉滇缅公路辗转进昆

明，再到重庆。陈宗孟的父亲陈序，

正是当年建设滇缅公路的工程师之一！

二战结束，一家人回到南京。1949年

中国解放，陈家因各种原因分路逃难，

父亲陈序随国民党去台湾。妈妈回来

新加坡，开始执业当律师，曾在马绍

尔律师馆任职。陈宗孟和一个弟弟则

到香港升学。陈宗孟读完高中，进入

香港大学读医科，1957年毕业后，在

香港实习一年，1958年回新加坡的中

央医院工作。

陈宗孟说，外公薛中华是糖尿病患

者，新加坡沦陷期间就逝世了，过

后外婆把巴慕路的家卖掉，现在是

一间学校的校址。不过附近的有文

路（Ewe	Boon	Road）就是以外曾

祖父（薛中华之父）薛有文的名字

命名的。她笑着说，有一回一位

表妹碰巧驾车路经有文路时与人争

吵，对方怒汹汹问道：“你以为这是

你祖父的路吗？”表妹迅速回答：	

“不对，是我曾祖父的路啊！”我们听

了，哈哈大笑。

外孙女陈宗孟医生，大时代女
性的楷模

陈宗孟在中央医院做工，命运的安排，

认识了林福寿医生，对他那无私的专业

精神、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幽默的谈

吐、崇高的人生理念留下深刻印象。陈

宗孟端庄高贵，扎实的双文化内涵，

虽然出身名门，但在战乱中长大，更

显得气质非凡。两人彼此倾慕，是意

料中的事。

林福寿原是人民行动党建党党员，后来

与林清祥等人集体脱离，另组社会主

义阵线。林福寿说，1961年10月的某

一天，他叫了12位好友（林清祥、兀

哈尔、布都惹里、傅书楷（陈嘉庚外

孙）、方水双等人）到他在甘贝尔巷

（Campbell	Lane）住家“开会”，与

会者到齐后才知道，原来那是他们两人

（林福寿与陈宗孟）

宣布结婚的“会

议”！1962年，

他们唯一的孩

子诞生了。

1963年2月，林福寿在“冷藏行动”下

被拘留，将近20年（1982）后才获得

释放。新婚夫妻长期被强行拆散，陈宗

孟辛酸诉不尽、心灵创伤终生难愈。不

过不管地老天荒，她坚守承诺、风雨不

改定时去探监，给丈夫精神上的支持。

她自力更生，把儿子抚养长大，同时致

力于自己的专业，成为著名的内脏专科

医生。令人肃然起敬的陈宗孟，堪称大

时代女性的楷模。

陈宗孟说，她们夫妇曾经多次与舅舅

那边的人一道去扫外公的墓，近年来

夫妇俩年迈体弱，没再去了。最近曾

和表兄弟、表姐妹谈到外公墓地将被

挖掘的事，大家都拿不出主意。“外

公尸骸即将化为灰烬，有何感受？”

陈宗孟淡淡回答，“比起我一生的遭

遇，这不算太大的事。不过，新加坡历

史既然有外公的足迹，要把历史古迹烧

尽丢尽，对一个国家来说，应该是件大

事，就让人家去拿捏吧！”

武吉布朗好风水，薛中华九泉之下显

灵，薛家才有这么不平凡的后代。

薛中华不平凡的后代

林福寿医生（左）、陈宗孟医生（右）

怡和轩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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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培芳

某日回家途中，路经罗尼路，忽

然心血来潮，把车子转入谦福

路，再左拐，便进入了近来在民间引

起热议的武吉布朗坟场。

偌大的坟场，林木草树一片苍莽，满山

遍野分布着大大小小坟墓，我们游车河

式的逛了一圈，神思恍惚如钻入原始森

林。起伏的坡地，广漠而幽深，又仿佛

投身异域，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岛国。有

些坟照料得很好，或雕饰繁复、古拙精

美，或镶嵌着飞天仙女和神话人物，有

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
里，在市嚣边缘的一块宁静土地
上，能够同时拥有悠久的文史遗
产和美丽的自然生态，这样的福
报，难道不值得我们珍惜？

武吉布朗
天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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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坟前左右伫立着忠诚的石塑守墓人。

而更多的是破落颓败、野草丛生的荒

冢，沧桑无语，显然已无人祭拜多年。

由于没有血缘先人安葬在武吉布朗坟

场，所以我从来不曾到过那里，直到最

近因坟场部分墓地即将拆迁让位以修建

道路的事谈得沸沸扬扬，我出于好奇，

便先后两次到那里看看。

个人认为，无论从历史文化角度、或是

自然生态角度来看，武吉布朗都是我国

珍贵的遗产，都有保留和维护的价值。

即将被拆迁的3746个坟墓中，不乏对

我国深具意义的历史名人，如有“星洲

才子”美誉、也是本地女学运动倡导人

的邱菽园，华社领袖薛中华，还有其他

名人，在此不一一赘述。

墓园，是人类文明的积淀，由前人的墓

园里，我们得以探索一个国家发展的轨

迹。在世界许多国家，名人的墓园都得

到很好的尊重和保留，甚至成为一项旅

游资源。而新加坡却向来是个过度务实

的社会，发展和建设重于一切，决策当

局往往以国家小、土地面积有限为理

由，总是用“到底要为死去的祖先着

想、还是为将来的子孙谋福利？”这

样绝对二分法的问题来责难、考验人们

的理智与情感，于是便得出“死人不该

和活人争地”这样直截了当的结论。

更何况武吉布朗坐落在武吉知马地价高

昂的地区，发展商早就对这片老坟山觊

觎良久，拆坟开路被视为缓和拥挤交通

的最简单易行办法，而漠视它背后所拥

有的深远的文史价值和自然生态意义。

走访坟山不久之后的一个周末，我跟

随自然协会的观鸟专家和一群爱鸟人

士到武吉布朗观鸟。看树赏花观鸟，

向来是我个人兴趣，而这一天的这份

闲情逸趣，因为同时观坟，而增添了

特殊的义涵。

一座座墓地，荒废的或保持完好的，都

令人感觉到历史的厚重。岛国前尘往事

幽远迷茫，却从这里那里一方方坟茔碑

文中点滴浮现。

坟场小径上，有人跑步，有人踏脚车，

还有人遛狗，他们之中多数是洋人，是

不是本地人尤其是华人除了清明祭祖之

外，一般对踏足坟场都有所忌讳呢？

而意境苍凉的武吉布朗却是鸟的庄园、

树的天堂，足以比美任何原始的热带雨

林。除了包含四个蓄水池的中央集水区

和武吉知马天然保护林之外，去哪里找

到如此广阔葳蕤的绿色天地？

因为一路有自然学者和观鸟专家的引

领，这个早上收获十分丰富。竖耳倾听

飞鸟的啼鸣，游目观察草木枝叶的动

静，默默用心感应，不动声色地探头

探脑，几番搜寻，我们先后发现了啄

木鸟（Woodpecker）、啄花鸟（Flower	

pecker）、缝叶莺（Tailor	Bird）、黄鹂

鸟（Oriole）、鹎（Bulbul）、还有翠鸟

（kingfisher)	和太阳鸟（Sunbird）等等。

观鸟很多时候要靠运气，有时也得有心

电感应。往往是这一秒钟你看到，下一

秒钟身边人就看不到，或是别人金睛火

眼发现了告诉你时，瞬间它就从你的视

域中消失，哪怕你带上望远镜、一身设

备齐全也未必管用。

但这种寻寻觅觅间美的发现，恰恰是

乐趣无穷。所以，当别人惊艳杜鹃鸟

（Cuckoo）而你却一无所获，一点也无

须懊恼，就想像那杜鹃啼血，可能就

是哪座荒冢灵魂的化身，当你听得画

眉（Babbler）婉转悠扬的鸣唱，却搜

索不到它的身影，但那悦耳的音符已

在心灵深处留下浪漫的回响，而体态

纤细长嘴弯喙的食蜂鸟（Bee-eater），

总爱在它们栖息的丛林中和我们捉迷

藏，你会为它们一天到晚为孩子猎食

哺育的精神感到敬佩和宽慰。

所以，有人发现翠鸟（Kingfisher）而你

却懵然不知，那可能是你漫步贝雅士蓄

水池曾邂逅的翡翠小精灵，这里也常有

猫头鹰（Owl）或海雕（Sea	Eagle）出

没，它们可能兴起从麦里芝湖畔丛林或

武吉知马山飞来访友，你也曾瞻仰过它

们的丰采，只是此刻缘悭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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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缓缓流，风光无限好，却只见起伏

坡地一座座坟墓旁都已插上编号了的标

示牌，这里就是计划中高速公路穿堂过

的地带。当局表示公路将以高架桥结构

兴建，不影响原来生态，我却心生凄

惶，担心拆坟造路后，是否将付出令

我们永远无法回头的代价。

很钦佩自然学会向来维护自然的执著，

他们坚信保留武吉布朗不仅是为了花鸟

树木，而是在保护大自然的同时，提升

人民美好的生活素质。

那天是3月17日周末，我们游园观鸟，

几位自然学会领导人谈起武吉布朗的命

运，很是义愤填膺，他们都是学有专

长、涵养不浅的知识分子，更不乏前

瞻性眼光。为了争取保留武吉布朗，

学会已呈上关于罗尼路替代性交通规

划建议和保护坟山珍稀自然遗产的陈

情书，要求与当局对话，可是会面日

期一而再被延后。

不料，两天之后的3月19日，当局在和

各团体代表的会面中，毅然决然宣布武

吉布朗开路计划的详情。换言之，召集

各团体代表见面，只是公布当局的决

定，并不是和他们磋商，这不免令许多

人愕然。这样的应对举措，显然不是一

个有诚意的决策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也

如此名目繁多的飞行精灵，你不得不相

信，是千千万万个古墓下的主人，早已

化鹤成仙，在宽阔的天地里高歌欢唱、

自由翱翔。

根据自然学会的观察统计，在武吉布

朗发现的鸟类——包括留鸟和候鸟，

多达90余种，占全新加坡鸟类总数的

百分之25。因为这片绿林靠近中央集

水区，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过渡空间，

这也是为何它得以吸引和孕育了那么多

鸟种的原因。

同样可喜的是，武吉布朗的树木种类

也非常繁多，除了巨型花朵红彤彤朝

天怒放的火焰木（African	Tulip）外，还

有大叶漆（Terentang）、象耳树（Giant	

Mahang）、南洋楹（Albizia）、榕树

（Waringin）以及许许多多珍稀的树种

等等，它们吞吐日月精华，释放大自

然真气，不但有助于低碳环境的形成，

更具有美学上的观赏价值。这里，还

是园林和树木保留法令下被划定的树

木保护区呢。

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里，在市

嚣边缘的一块宁静土地上，能够同时拥

有悠久的文史遗产和美丽的自然生态，

这样的福报，难道不值得我们珍惜？

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倡导人类社会与大自

然和谐共处的文明精神，保护绿色环境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也是宜居城市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而

武吉布朗正符合这样的概念。它不仅拥

有景观独特的生态系统、富有教育意

义，而且还具有自然科学研究价值及

难能可贵的消闲功能，对岛国长远的

可持续性发展有益无害。

自然学会曾向当局提出各种保留武吉布

朗天然生态的建议，这包括把这里开辟

为一个自然遗产公园，供人散步、远

足、骑马和骑脚车。关于拆坟开路的计

划，其实不必操之过急，应该留给下一

代或后一代子孙作决定，把选择权利交

给他们，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我们其实应吸取过去的教训，自20多

年前武吉知马高速公路建成，将武吉

知马天然保护区和中央集水区的天然

保护林一刀切，强行分割多年后，才

发现这一带原有的动植物被分隔两地，

违反大自然规律，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

发展，于是当局几年前着手挽救，计划

在这里重新铺设一道生态桥，连接两边

山水，好将两处动植物的生态发展重新

联系起来。

那天，我们边观鸟边看坟，彳亍漫行，

来到林中一片低洼幽谷。俯瞰山谷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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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一个开明政府真心愿意与民磋商

的治国精神。

其实，武吉布朗这片绿色天地，不仅

仅是属于活着的我们，也属于筚路蓝

缕为岛国发展做出贡献的先人，更属

于生机蓬勃的花鸟虫鱼和动植物。到

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这样的

情怀和认知：尊重自然生命，等于尊

重自己；保留一片独特土地的文史记

录，也等于丰富我们的集体记忆、根

植我们的本土情怀？

如果我们缺乏这样的文史感和自然心，

我对岛国子孙万代未来的幸福感和精神

文明，其实很悲观。爱国热情、本土凝

聚力，我们岂能只是嘴皮上说说而已？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本文图片由洪天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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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脐带

背上扛着“移民”的梯架，肯定

不好受。

移民是大件事，不像搬家，不是出国

旅游，也不同于短期性跨界暂住。一

旦蝉曳别枝，身家安顿下来，十年八

年不可能改变。

新加坡这个天然良港，几百年来迎接

邻近地区受苦受难的男女前来落户。

早年有“猪仔”、罪犯、逃亡者以及

他们的家眷后裔，随后每逢原乡发生

天灾、兵变、饥荒、抽兵、革命，大

批难民就取道水陆两路相率而来，扶

老携幼颠沛而来。

移民砍伐密林，种植农作物，造桥筑

路；移民盖起亚答厝浮脚楼和砖房；

祖宗的灵位供奉在祠堂；学校安置在

庙宇戏台；路边的货摊，巷口的巴刹，

还有“批局”当店和“老君厝”——建

立；各族仕女从各说各的语言到说起对

方的语言……新加坡循着发展的轨道

逐渐热闹，逐步完善，时间带领新加

坡走向兴隆。

父辈丰富的经验，财力的累积，文化的

传承，奠定了一代代人生活的基础。科

学教育普遍化配上精湛的运作，使许许

多多腐朽化为神奇。

给嗷嗷待哺的家人。老移民谆谆传授

处世要诀，他们不藏私，不轻蔑，不

从你的愚钝中取利。

南洋社会同命运的老移民绝对不会轻

视忽视穷苦落难的新客。许多实例证

明：一个勤奋上进的青年几年打拼之

后，终于“出头天”，当起店里的“家

长”，厂里的厂长。泅过风风雨雨的丑

小鸭，后来做了头家的乘龙快婿，已经

不是件新鲜事了。

华侨关注中国的动态

新马先后建国之前，没有谁比海外的华

侨更爱中国。爱国成了华侨的天性，数

百年如一日。海的那边有父老亲朋，有

儿时良伴，蹂躏祖国的铁蹄像踹踏自己

的胸膛，帝国主义的刺刀宛如宰剐自己

的心灵。近代史披载华侨的丰功伟绩，

每一桩危及中国存亡的事件，总有华侨

先烈站在最前线，总有置财产生命于度

外的华侨前仆后继。

爱屋及乌，爱祖国必然兼爱同文同宗的

同胞，尤其是患难求援的炎黄子孙。巨

额的不间断的侨汇，支援抗日战争，捐

助罹难灾民，资助兴办教育。为使中国

人走向幸福的未来，华侨社会一呼百

应，全力以赴。

这一切，全靠老移民提携新移民，老磁

铁吸住新磁铁，一寸一尺取得了进步。

这些摸得着的耀眼的成就，全是无数代

移民以泪、以血、以命、以大无畏精神

冲刺拼搏得来的！

身在异乡为异客

过去漫长的岁月，没听过老移民抱怨新

移民无礼，或者怪新移民不守规则。也

不曾有那么多新移民在公共场合，在报

章上发表诉求，呼吁社会人士接纳和包

容庞大的移民群。

当年，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新移民，自认

输人一级。心里明白自己是原乡的“弃

儿”，来到新的环境，眼前的事物样样

生疏，不能理解。无从质问，显然，习

惯的操作方式必须改变。

其次，你输的不止一两样。你不谙马

来语，听不懂闽南话，英语只认得26

个字母。你出门不辨方向认不得路，

你得央人介绍求人同情才找到一份低

薪职业，你对南洋社会的人情世故做

事章法讳莫如深。

没关系，谦虚一点，老移民会教你。

宗乡姓氏公会的叔伯们可以免费让你

搭个睡铺，甚至借钱让你汇款到乡下

新老移民身上，各有各的时代
烙印，需要时间磨合

 文：柳舜

干
瘪

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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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陆续到来，老移民呵护备至。究

竟什么时候开始彼此产生了误解？真正

原因又是什么？

记得1949年就读华中，虎豹楼住着

新、马、印尼前来升学的寄宿生，这

些老大哥对新生非常和善，知道我刚

从中国过来，接连抛出好些问题：中国

现状怎样了？生活还可以吧？蒋介石抓

壮丁、你家不受影响吗？解放军渡过长

江，厦门不久会解放吧？

不足13岁的我哑口相对。尚未解放的厦

门报上看不到此类“消息”。我家一向

靠外汇过简朴生活，但城里人的确很怕

抽壮丁，由于逃避兵役，四叔早两年移

居新加坡，当了新客。

华侨不论年轻年老，都密切注视中国的

时局。中国兵士韩战中的英勇表现，中

国社会夜不闭户和为民服务的种种优良

风气，感动千千万万华侨——作为黄皮

肤的华裔分享一份荣耀！

华侨热爱祖国，有甚于同文同宗的祖

国人民。

新移民遍布各角落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们

如今俨然是独立国的国民，鲜红的脐

带日久干瘪，祖先的遗照在热风冷雨

中发黄。

中国的形象背后，不再是瘟疫战争和

逃难的场景。中国在新加坡人眼里，到

处是商店和物产，工厂和矿场，生气勃

勃，四面八方飘飞着大面额的人民币。

中国与新加坡——两个截然相异的政

体，彼此求小同存大异。

新加坡华人习惯从高处俯视中国人。而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新加坡人须借用梯

子才能欣赏中国人的仪容。

正是在中国迅速强盛、新加坡猛然醒觉

的这些年来，我们大开方便之门，“引

进”一大批一大批中国的精英，中国的

知识份子，中国的职工，以至中国的有

钱佬和中产阶级。

新移民蜂涌而来，老移民瞠目以对，不

知如何是好。一转眼间，饮食店杂货店

的售货员全是移民，驾车送信雇佣移

民，穿上工人装的，大衣领带的，南

腔北调的都是新移民。

地铁车厢里，老移民默默观察挺胸昂首

的年轻移民小伙子，猜测他们是富裕家

庭的少爷千金；大街小巷三五成群高声

嘻哗的男女，大概是优游自在的新生代

宠儿；酒厅里有标致的移民姑娘唱情

歌；金融区高挑的移民女主管同洋人

印度人并肩谈论；大百货商行里移民带

着旅客大包小件出手阔绰；候机室噪乱

的交谈传入耳朵：我花了五千，我一万

五，我两万……

幸运伴随着新移民，财富托高了新移

民，需要老移民周济的新客少之又少。

炎黄子孙在异地扬眉吐气了，时代把老

移民的寒酸气赶得片甲不留。

独立国的老移民，对着熙来攘往熟头

熟脸却那么陌生的新客，不“见外”

也不可能了。

民族性随时代改变

新客“大军压境”，老移民半喜半忧。

喜的是匍匐在列强淫威下的中国，开放

只三十来年培养出如此众多身怀绝技的

才俊；忧的是新老移民同处一条跑道，

茹苦逾半世纪的老公民技不如人，未来

怎样谋生，怎样稳住脚步竞争！

参观过展览和纪念会的人们，不能不为

殖民地时代的沧桑，日军占领时期的暗

无天日，紧急状态下的高压不自由，半

自治／自治／大马／独立过程的迂回伤

痛而唏嘘。一切牺牲全为了踏上今天的

跑道。然而突然之间，仅有的跑道拥挤

着陌生的、奇形异状的“同路人”。

新移民知道吗？不知道。

知道了又怎样？他们不也在寻找一个

梦？只不过人各有梦，梦各悬殊。

无论怎么看，当年老移民“一片屋

顶，几碗白饭，两件破衫裤”那样微

不足道的幼稚的梦，早经年代的激流

淘洗湮灭。

老移民有几乎相似的“民族性格”：忠

孝仁爱礼智信奉为座右铭，面对不合理

事物大家团结起来抗争视为唯一手段。

新移民是否具备相同的性格？不知道。

老移民从无到有，由简入繁，两条腿

带着一个脑子。新移民多种多样，有

贫有富，有捎个塑料包的，也有皮箱

里金光闪闪的。

不同的时代烙记，不同的民族性格，不

同的追求目标，加以思想情操上的纷纭

杂乱，彼此不免要产生误解或排斥。

于是，各方疾呼彼此应多沟通，增强“了

解”。包容是最有效的良药。

先包容后了解，犹如先结婚后恋爱，不

是那么容易，也无法打包票。但是，除

了包容又能做些什么？有的！不论久居

的、新来的同胞，一要谦让，二要热

情，三要真诚，四要合作。——这，

像不像课堂里冰冷的训话？

1927年中国爆发“清党事件”，1937

年芦沟桥事变，二战结束46到49年国

共内战，上述几段时期大批移民流散在

南洋，其中不少歇脚，甚至定居新马。

那段日子，可说是新老移民的“蜜月”

期。在华文中小学校，在报社文化机

构，在华族社团和各种组织里，先后迎

来了新移民——有学问、有教养、有办

事能力、服务精神特好的知识份子。正

是他们奠立了新马的文化根基，教导了

好几代肯吃苦、舍己为群的青少年，且

永远地名留青史，为后代追思和尊敬。

新移民啊，我们一直在引颈企盼，愿早

年移民的那股精神，重新播散在这片繁

华却不怎么壮丽的土地！

作者为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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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11）是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世界各地的华裔曾高调纪

念这场结束帝制，把中国带入民主共

和的新时代之历史事件。华族人口众多

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自然并不例外。本

地区人士在纪念中华历史上的这一重大

的政治与社会运动的讨论之中，有颇多

强调它与新、马地区华文教育之兴起有

关的言论。比如见于马来西亚的《星洲

日报》（10月11日）中的一篇文章—— 

〈辛亥革命与马来亚华校〉，就曾这样

写道：“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为海外华

社带来了现代华校”。将新、马（甚至

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在20世纪

之初的发轫，与建立民国的事业联系起

来；或者把它视为，当时分别以孙中山

和康有为所领导的革命与立宪之斗争所

催生的产物；这样的看法，其实是相当

普遍的。不只是报章言论，就算是在学

术论著之中，这一见解亦屡见不鲜。

然而，如果我们对新、马两地最早的几

所华校之创立年份细加考究，则不难发

现这一认知有足以启疑的地方。以新加

坡而论，由客籍人士的帮群组织所创立

的应新学堂、粤籍人士的广肇学堂（即

后来的养正学校）、潮籍人士的端蒙学

校、闽籍人士的道南学堂，以及养正学

堂、启发学校、崇正学校和宁阳学校

等，这几所当年以推行新式教育为标

榜，后来遂为人们目为本地华校之先驱

的学校，它们的创立年份都介于光绪三

十一至三十三年（1905-1907）之间。

再以马来亚半岛而论，当地最早的几所

华校，例如吉隆坡的尊孔学堂和坤成女

校亦分别创立于1906和1908年；怡保

于1906年4月在此地创立同盟会新加坡

分会之前，也仅在1905年曾再短暂过

境新加坡而已。一直要到1907年3月，

被迫离开日本以后，孙中山与其革命同

志才不得不舍弃东京，转而以新、马作

为他们推翻满清政府的政治运动之大本

营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革命党人

以此地的《中兴日报》为喉舌、保皇派

则以《南洋总汇新报》为基地，双方各

为反满革命及保皇立宪树旗张帜，一来

一往而展开的一场历时两年半之久，从

而缔造重大影响的思想论战，是要迟至

1907年9月份才在本地引爆的。这一段

史实给予我们的启示便是，孙中山与其

同盟会的活动，真正在本地的华人社会

发挥实质性的影响，恐怕是要到1907

与1908年之际才始而有之的。然而我

们已经看到，在此之前从应新学堂到

道南学堂，新加坡那七、八所最早的

华校都已经一一出现了。

其实，19世纪以来的新、马华人社会，

向称保守。当时其以商绅为骨干的领导

阶层，即使是当中深识时务的佼佼者，

其所持有的革新意识亦不迤出改良主义

的思想范畴，当然更遑论会信奉从根本

上颠覆整个既有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革命

思想。由此可以推想，这个社群之中居

领导地位、有能力筹集资源来兴学办校

者，当不至于是因为受到激进的、推翻

帝制的思想鼓动而为之的。那么，到底

是什么因素促使华社内部不同籍贯的人

士，于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三年之间，都

不约而同地以帮群组织之力，相继创立

起学堂、学校来的呢？此当与满清朝

廷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

的育才学堂也在1908年创立。由此可

见，早在民国始立的五、六年前，华

校已在新、马纷纷出现。因此，要把

华校说成全然是由辛亥革命之炮声所

催生的，显然是有些勉强的。

就算是退一步来看，把本地区华校之兴

起，视作孙中山和康有为之间的共和与

立宪的主张之斗争的副产品，那这样的

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仍有必要给予细致

的审辨。孙、康两阵营的人物，在新、

马地区的交锋，尤其是在舆论的公共空

间中所曾进行的意识形态之争，其所激

起、鼓荡的风云，的确在华社中产生了

既深且巨的影响。而不论是服膺孙氏抑

或康氏之主张的人士，他们之中许多确

曾积极参与或襄助过兴办华校的事业。

关于这点，学术界亦有不少研究。不

过，如果我们对他们的斗争历程作更小

心的观察，就能发现保皇派与革命党之

间的短兵相接，其实并不是导致当年最

早的华校在一个特定时期之内，在新、

马两地集中冒现的直接原因。

康有为和孙中山两人，同样都是在

1900年就首度涉足新加坡的。康氏是

维新事败之后，受邱菽园之邀，在当年

1月初来到这里，然后居此运筹大陆上

的勤王起事。这一段掌故，本地人士都

甚为熟悉。但康有为实际上在新加坡和

槟城活动一段时期之后，就于1901年

10月远赴他处，至1908年始再回到英

属马来亚的。孙中山之所以也在1900

年来到新加坡，原本是为了要与保皇党

商议在大陆上之协作起事而来的。但后

来却变成是为了营救其为康党所出卖的

密使，日人宫崎寅藏而来。不过，孙氏

新马华教起源说小正

科举      学校废 兴
             文：梁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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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所颁布的一道：“立停科

举，以广学校”的诏谕有关。这一道旨

令，首度把建立学堂、学校和停办科举

联系起来。其以为，要使到这些以推行

新式教育为宗旨的学府得以真正普及、

大兴，实有必要先把那施行了千年以上

的考试制度彻底废除。这一断然的决策

在大陆上的影响如何暂且不论，但它所

昭示的明确信息——以私塾、书院为基

地的经书教育已无出路可言，对新、马

地区的华裔而言，显然是有立竿见影的

效果的。学堂、学校为什么会在此政令

颁布的数年之间，在本地集中出现，应

该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有清一代倡

改革者都认识到，教育方面的革新实

是整个维新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因此，创立于1860年代的“同文馆”、	

“广方言馆”，和教习各类技艺（比如船

政、机器）的“学堂”，一开始就是专

门教授西方语言，以及算术、化学、物

理、天文、地质、矿物，乃至西洋政

治、经济、史地、国际法等现代学科

知识的教育机构。清朝的有识之士显

然意识到，与科举制度紧密挂钩的四

书五经之学所训练出来的人才，已经

无法应付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海上列

强所带来的时代挑战。因此亟思推广

新学，以图富国强兵。此后清廷在对外

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连番屈辱，以及列强

对中国国土的加紧侵凌，更使朝野深识

广立学堂的迫切。康有为就是一个极佳

的代表。康氏于1888至1896年之间，

即曾七度上书光绪帝，请求“远法德

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他且为	

“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提出一套具体

办法：“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立

专门高等学堂、京师则立大学堂”。所

以我们得以了解，为什么光绪二十四年

（1898）的“百日维新”，其所着力

的四大层面之中，教育方面的改革要

显得是凌驾军事、政治与经济等其它

三项之上的。

当然，康、梁的“变法”仅维持百日

而已，其教育上的革新措施自然不及

贯彻。不过，传统的经书教育必须为

新式教育所取代的想法，已成时人的

共识。所以，尔后继掌朝政，主持清

廷之“新政”者，虽然口头上称“康逆

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但

他们的实际所为，却是把以新学取代经

学、学堂取代科举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加

以落实的。其中之较为重要者，可列举

如下。比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的短短一年之间，即紧锣密鼓地在四月

十七日谕开经济特科；七月十六日谕以

策论试士禁用八股文程式；七月十六日

谕停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七月

二十九日谕于各省会建立武备学堂，北

洋、湖北、山东已办者酌予扩充；八月

初二日谕于各省、府、直隶州及各州、

县分别将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八

月初五日谕各省派学生出洋肄业；十月

十五日谕政务处将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

事宜及试办章程通行各省仿照举办；十

二月初一日谕切实举办京师大学堂并派

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十二月初五日谕将

京师同文馆着归入京师大学堂。之后，

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

清廷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	

“壬寅学制”）。

可见，行“新政”以后的满清朝廷，确

有以新式教育取代旧学之心。但社会的

步伐却跟不上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脚步。

其实这也容易理解，因为以科举进身的

思想已根深蒂固。自隋、唐、宋、明以

来直至清代，考取功名与利禄青紫之途

早已是一体之两面。所以，只要科举

取士的制度仍然存在，经书策论之学

必然无法连根拔起，新式教育也就难

以扎根。此所以学堂虽自1860年代已

经出现，四十年来新学却始终没能取

得长足进展的原因。但主掌“新政”

的核心人物，皆深悉“强邻环伺，岂

能我待”？彼等“默观大局，熟察时

趋，觉现在危迫情势，更甚曩日”。

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刺激，更使他们

忧虑“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	

危”。1902年2月，日本与俄国交

战。但其战场不在日本与俄国，而在

中国领土；其所争夺者亦非日、俄

的领土，而是中国东北的土地与资

源。于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圣京

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

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

巡抚端方，乘势利用这一危机，会奏	

“停罢科举”。他们指出，“科举夙为

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但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

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

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

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因

此，如果要“补救时艰”，务必“自推

广学校始”。那么，要推广学校，自然

只有必须“自先停科举始”。这即是这

封奏议的主旨所在。袁世凯等人“推广

学堂必先停科举”的奏请，得到朝廷的

肯定。于是颁布谕示，“著即自丙午科

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

省岁科也立即停止举办。这便是以上所

言，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那一道谕令

的由来。实行了千年的科举考试，于此

划下句点。

1905年以前，大清境内各级学堂的学

生，其总数只有大约10万人而已。然

而，到了1909年前后，全国范围内的

高等学堂学生已有大约4千人、专门学

堂学生大约2万人、普通中学堂学生大

约4万人，其它实业及师范学堂学生也

有大约4万人，而小学生则有大约150

多万人之众。于此可知，自停办科举

以来，中国本土上的教育景观，正经历

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这一时期内海外华人社会的教育

领域上，亦有新发展、新气象。这些变

化，从宏观来看，其实亦可说是大陆上

的历史大局之一部分。在新加坡和马来

亚半岛上，以推行新式教育为宗旨的学

堂、学校之所以都始立于光绪三十一至

三十三年之间，绝非偶然。乃因科举既

废，方有学校之大兴。如果本文的观察

是准确的，则言新、马地区华文教育之

起始，似当溯源于此。

作者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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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山芭，有山又有水，

有树又有花，水里有鱼也有

虾，田里种菜又种瓜，山芭风景好，我

们都爱他。”，这一段上世纪60年代华

文小学二年级的课文，为我们描绘了岛

国郊区（山芭）的美好风光。

乡村郊野地貌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已

大都荡然无存，每当人们提起旧时乡居

的日子，总带着不舍的心情，怀念昔日

的乡土人情和无拘束的生活。但是，为

何在另一些话语里“山芭“就是简陋

的亚答屋，是一个没水电供应，经常

淹水，火灾连连和治安不好的地方？

（“Payoh”是“paya”是的变音“Paya”

就是沼泽），“芭窑内”指“芭内”，是内

地或郊区深处之意，“Paya	Lebar”是马

来语指宽阔的沼泽地或水沟。“芭”是本

地特有词汇，很可能跟水沟、沼泽地有

关，泛指郊区。

岛国独立以前“山芭”

地区占据岛上大片的土

地面积，殖民地政府把

新加坡分为城郊两区来

管理。开埠以来，郊区

地貌经历那些人文发展

变化？今天我们想像或

者回忆里“山芭”的影

像渐显虚无，想像与回

忆就是原貌吗？我们如

何利用史料更真实地认

识“山芭”？

南洋风味的 
“芭”字

根 据《现 代 汉 语 词

典》，“芭”是古书上

说的一种香草；汪惠

迪编的《新加坡特有

词语词典》对“芭”字

的解释是：“本地闽

南方言词，山芭的简

称，指山地、丛林和

乡村地带，或泛指郊区；例：开芭（开

垦）、烧芭、砍芭、拾芭”；周长楫与周

清海编的《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对	

“芭”字除了作同样的解释外，也提出

可能是来自马来语“parik”（水沟）的

说法。

翻查早期殖民地土地堪察和测量官汤

申（J.	T.	Thomson）1846年绘制的地

图，上面记录“Toah	Pyoh	Lye”（“芭

窑内”）、“Toah	Pyoh”（“大芭窑”）

和“Paya	Lebar（“巴爷礼巴”）三处跟	

“芭”字有关的马来音 译 地名，

其中“Tao	 Payoh”是大片的沼泽地

的     记忆、想象与全貌

小学华文课本介绍“山芭”的课文，新加坡文化事业有
限公司，1968年。

早期“芭窑内”、“大巴窑”和“巴耶
礼巴”三处跟“芭”字有关的马来音译
地名，J.	T.	Thomson	1846.

早期到南洋地方从事开垦工作的华人

居住在“山芭“、“山顶“和“芭内”，	

“山芭“、“山顶“和“芭内”除了泛指郊

区，也成为村落（马来语的“甘榜”）

的代名词，在新马华人生活用语里，

诸如“开芭“、“烧芭”、“砍芭”和“拾

芭”等词汇，这些词汇富有本土色彩。	

反映当年开垦和种植业的经济活动。

如果把某人形容成“很山芭”，“山

芭佬”则是在鄙视与嘲笑文化水平不

高的人。

单凭回忆与想象似乎不能认识山芭的

全貌，让我们从开路开芭，郊区地名

渊源、土地用途与地貌的变化等几个

面向，建立对新加坡“山芭”图像认

识的全貌。

早年“开芭人”留下今天城里的“甘榜”

1819年以前，新加坡是柔佛-廖内苏

丹属地，当时岛上有三处土著村落，

一座在新加坡河口属于柔佛大臣天

“山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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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公（Temenggong）的村落，一座

在梧槽河边叫甘榜格南（Kampong	

Glam，Glam是一种树木的名字），当

时新加坡河的南岸仍是沼泽和丘陵地，

在布拉尼岛的地方则有海人（Orang	

Laut）建立的另一座村落。

当年甘榜格南和新加坡河口之间的地段

还是丛林密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

坡建立贸易站后，开发这片丛林，来自

东南亚地区移民在此地落脚，这里就是

后来俗称为“小坡”的地方。

新加坡开埠后，东印度公司的行政中

心设在新加坡河北岸与史丹福淡水溪

（Stamford	 Canal，后来俗称流水沟）

之间的平地上。首先到来的主要是来

自南洋邻近地方的人士，来自马六甲

的马来移民在新加坡河南岸落脚，他

们的聚落称为甘榜马六甲（Kampong	

Malacca，今天克拉码头的南岸），华

人移民以来自马六甲地区的华人为主，

他们在直落亚逸湾（Telok	Ayer）的华

人村落“Kampong	China”。爪哇人、

苏门答腊明古连地区的马来人和苏拉

威西的武吉斯人则在流水沟（Stamford	

管理，殖民地时代市区面积约30平

方英里，包括以下几个“Mukim”：

梧槽（Rochore）、东陵（Tanglin）、

直落布兰亚（Telok	Blanga）、大巴窑

（Toa	Payoh）、加冷（Kalang）、芽笼

（Geylang）和实乞纳（Siglap）区。

新加坡乡村局（Singapore	 Rura l	

Board）是在1909年成立，由土地局

长担任局长，委员包括政府测量师、

卫生总长、工共工程局局长等，另加

由总督委任6人，组成十人的委员会来

管理岛上的郊野地带。

乡村局管理山芭(郊区)，共有25区

（Mukim），它们是红毛桥（Ang	Mo	

Kio）、勿洛（Bedok）、乌鲁勿洛（Ulu	

Bedok）、樟宜（Changi）、淡宾尼

（Temp i n e s）、巴耶礼巴（Paya	

Lebar）、乌鲁加冷（Ulu	Kalang）、实

龙岗（Serangoon）、德班（Teban）、

榜鹅（Punggol）、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班丹（Pandan）、乌鲁班

丹（Ulu	Pandan）、裕廊（Jurong）、	

蔡厝港（Choa	 Chu	 Kang）、大士	

（Tuas）、平港（Beng	Kang）、巴胶

（Bajau）、林厝港（Lim	Chu	Kang）、	

武吉知马（Bu k i t 	 T i m a h）、万里

（Mandai）、克兰芝（Kranji）、实里达

北（North	Seletar）、实里达南（South	

Seletar）与三巴旺（Sembawang）。

我们可以从上述首批官方正式命名的

郊区名单，看到几个人文发展脉络，首

先是原土著地名的延用，它们大多跟自

然界的地貌及植物有关，例如：“Pasir	

Panjang“是长沙滩之意，“Kranji”、	

的     记忆、想象与全貌

英国	D.	Rofs	船长1819年绘制的新加坡	
海域图，标记三座土著村落。

Canal）和甘榜格南之间落脚，分别建

立了甘榜爪哇（Kampong	Java）、甘榜

明古连（Kampong	Bencoolen）和甘榜

武吉斯（Kampong	Bugis）等聚居区。

接下来“开芭人”还开发南面甘榜

石叻（Kampong	 Silat）和甘榜峇鲁

（Kampong	Bahru，新“甘榜”之意）、

北边甘榜加卜（Kampong	Kapor）和东

边的甘榜加冷（Kampong	Kallang）、

甘榜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等地。

今天我们仍可以在旧城区找到上述以	

“甘榜”命名的地名或街名，这些大城

中的“甘榜”见证岛国开埠初期，首一

批移民潮到来开芭的事迹。

山芭的勘测、登记、命名 
与管理

最初新加坡这贸易站的面积不大，以新

加坡河口为中心，只不过是1.5英里左

右半径的范围，虽然后来新加坡城管局

管理的范围扩大到4英里左右的半径，

但殖民地时代的核心城市建设一直在2

到2.5英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一

般人们的认识中，2.5英里范围外市郊

就等同进入“山芭”地段。

新加坡全岛土地测量和登记分区的

工作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共分32

区用“Mukim”与罗马数字来编号，		

“Mukim”一词是借用伊斯兰教教区的

称法，这近似西方以教区为土地登记的

命名方式。

殖民地政府在1887年，正式规划市区

的界限，市区由俗称工部局的城区管

理局（Municipal	Commissioner）

“山芭”  文：吴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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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Tempines”是植物的名

字，“Bajau”、“Kalang”和“Seletar”

则是不同依海而居的“海人”（Orang	

Laut）部族的名字；其次是早期“港

主”种植业经济制度和水路交通所留

下的痕迹，例如：蔡厝港（Choa	Chu	

Kang）、林厝港（Lim	Chu	Kang）和

平港（Beng	Kang）；另外是关于偏远

的区域在无以名之的情况下，地名冠以	

“乌鲁”（Ulu，马来语偏远之意）的方

式，例：勿洛（Bedok）与乌鲁勿洛（Ulu	

Bedok），班丹（Pandan）与乌鲁班

丹（Ulu	Pandan），加冷（Kallang）

与乌鲁加冷（Ulu	Kallang），三巴旺

（Sembawang）与乌鲁三巴旺（Ulu	

Sembawang）等。

山芭的交通网络

发展郊区的一个主要工作是修路。公路

是为行政管理与经济开发提供运输和通

讯上的需要。公路网络尚未建立时，偏

远地方的交通靠水路，殖民地政府在

19世纪20年代末就着手建设贯穿岛上

原始森林的五条郊区公路，现代文明

脚步从此深入岛国的腹地。这五大方

块是东部的樟宜路-东海岸路、东北的

实笼岗-榜鹅路、北部的汤申-三巴旺

路、西北到北的武吉知马路-裕廊-蔡

厝港-林厝港以及西南边的巴西班让

路。今天岛国的交通系统基本还是在

这个格局上展开的。

新加坡早年对郊外地区的空间概念是跟

市区相对的距离为依据。新加坡河口	

（孚尔顿邮政厅）作为基准中心点向

东、东北、北、西北和西五个方向的

五条主干公路把各郊区贯穿连接起来。

在扇形公路网上，首先是远近二分法，

远的路段在路名上加“上段”（upper）

例如，樟宜路（Changi	Road）与樟宜

路上段（Upper	Changi	Road），实龙

岗路（Serangoon	Road）与实龙岗路

上段（Upper	Serangoon	Road），汤

申路（Thomson	Road）与汤申路上段

（Upper	Thomson	Road），武吉知马路

（Bukit	Timah	Road）与武吉知马路上段

（Upper	Bukit	Timah	Road）等；而本地

华人地名俗称，则用“尾”来表达远郊的

路段，例如，榜鹅尾，樟宜尾等，这跟马

来的“Ulu”，英文的”Upper”和官方华

文翻译的“上段”的概念一样。

再详细点，是按距市区的英里距离为

地段命名，当时在主干公路上立石碑

（Milestone），华人俗称“条石”	

（闽南语）或“支碑”（粤语），巫

语称“Batu”。例如著名的武吉知马

美世界是7条石，，武吉班让村（Bukit	

Panjang	Village）是10条石，而波东巴

西附近是后港三条石。

公路网络化和郊区分区中心化是郊区发

展的两个主要内容。公路网络化是主干

公路铺设之后，发展支路和各主干公路

间的环路；在郊区交通的分叉交接口上

自然形成郊区中心，称为街口或街场，

发展街场是30年代殖民地政府的一项

形象工程，它们对主干公路上的街场

建筑建设加以规范，例如不准搭建亚

答屋，砖木建筑图样需得到由改良建

设局的批准。

上世纪50年代在城市辐射区出现称为	

“新村”的住宅区，例如，信立新村、

实笼岗花园新村、荷兰路新村和三巴旺

新村等，一般在主干公路旁两排楼高

3-4层，底层商用和顶层是住宅的钢骨

水泥楼房，其支路内侧一般是有地排屋

或洋房。主干公路上的街场和新村是农

产和商品的市集、乡区政务管理的中心

也是商业服务和交通人流的聚散地，例

如著名武吉知马7条石、10条石，后港

的三条石、五条石和六条石等。今天我

们主干公路上的还可见到这些50年代发

展的街场建筑的旧身影。

开芭种田建庄园

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是种植甘蜜和

胡椒年代，全岛郊区除了乌节路地段

的豆蔻园（约1830-1860年代），东

部加冷加东一代的椰子园和中部的原始

森林地段（后来也是蓄水区）以外，19

世纪上半叶，华人在柔佛苏丹的港主制

度下，从事甘蜜和胡椒园种植业，他们

依靠水路深入偏远的山芭，开发的水路

口岸以“港”字命名，今天我们留下的

地名如林厝港（Lim	Chou	Kang）、

蔡厝港（Chao	Chuo	Kang）、杨厝

港（Yeo	Chuo	Kang）、平港（Peng	

Kang）、后港（Hougang）和港脚

（Kang	Kar）等，就是昔日开芭种植

甘蜜和胡椒年代的相关联系，其中还有

被遗忘的曾厝港、陈厝港、巫许港等。
早期新加坡郊区（Mukim）与公路网络以
市区为中心作放射线状分布

标记一英里的石碑（新加
坡国家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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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十世纪初到上世纪60年代，郊区

种植业基本改由树胶和黄梨两大类经

济作物所取代。

新加坡独立前岛国郊区主要是种植业

与农村经济，遍布岛上郊区的上百小

农村，主要种植果菜、畜养鸡鸭猪牛

羊等，还有渔村、养虾场等。小学课

文的几句“有山又有水，有树又有花，

水里有鱼也有虾，田里种菜又种瓜”，	

正是郊区农村的景貌，这也正是牵动今

天许多人们生活记忆和想象，以及心中

向往的地方。

独立后经济转型，种植业与农业先后

让出土地，农村地貌也因此在岛国地

平线上消失。

开山辟土安息地

坟山是早年郊区人文建设的一项基本组

成部分。有人说，将新加坡岛上的华人

坟地串起来是两个半弧形的圆圈，内弧

是最早城市的范围，外弧则是城市扩展

后的界限。最初华人坟山开辟在离新加

坡河口1-2英里处，例如，闽籍人士的

恒山亭和四脚亭，广客人士的青山亭和

后来的绿野亭，潮籍人士在乌节路的

泰山亭而后汤申路的广恩山，这是第

一个半弧圈；因人口增加坟地不足应

付需求，新坟地因城市扩大也只能选

择到4到8英里的郊外，因而出现第二

个半弧，例如:

闽籍在红山的的麟山亭，

潮籍人士在樟宜的广仁山、实龙岗的广

义山、武吉知马七英里的广寿山、兀兰

的广孝山和汤申上段的广德山，

广惠肇人士在汤申五英里的碧山亭，

客属丰永大人士旧荷兰路的毓山亭、客

籍应和人士在今天联邦道的双龙山，

广西粤西人士在樟宜的三和义山，

三江人士在樟宜惹兰里茅（Ja lan	

Rimau）的三江公坟

在汤申五英里新旧海南山，

基督教徒在实龙岗的比达达利坟场，

闽南杨氏在直落布兰雅的协源山，

殖民地市政府在罗尼路的武吉布朗（咖

啡山）及民间的闽籍王氏太原山、福建

老山和快乐山等，

闽籍人士在裕廊的武林山。

上述各坟山在上世纪50-70年代间先后

因地满而封山，各籍会馆大部分土地在

70年代被征用，坟地迁葬蔡厝港坟场，

原地各保留一小部分土地建祠堂和骨

灰塔（例如今天的碧山亭、丰永大三

邑祠、应和的五属义祠、潮州的公墓

等）。也是那年代起，本地华人土葬

习俗开始改为火葬。

二十世纪的防务建设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帝国主义的

势力扩张，东南亚地区沦为英、荷、法

和美的殖民地，英政府加强本地的陆军

的防务建设，到了20世纪，海军和空军

的军事武装发展，山芭和种植园被征用

以满足军事基地建设需要。英国驻新加

坡三军的主要基地如下：

陆 军 ： 福 康 宁 山 炮 兵 营 （ F o r t	

Cann ing）、东陵军营（Tang l in	

B a r r a c k）、亚历山大-吉门军营

（Alexandra-Gillmen-Portsdown）、

绝后岛炮兵营（今天的圣淘沙）、森路

军营（Sime	Road	Camp）、义顺军营

（Nee	Soon	Camp）；

空军基地：登加（Tengah	 1932）、	

实里达（S e l e t a r，1 9 2 8）、樟宜

（Changi）；

海军基地三巴旺（S em b aw a n g		

1923）。

英军在1972年完成彻退后，移交新加

坡武装部队或由新加坡政府的基地发

展局改为工业用途。

城乡之间的灰色地带

20世纪初，城市化的步伐开始迈向郊

区，本地原料加工和制造业也开始在城

郊与郊区设置厂房，如树胶厂（芽笼、

汤申、武吉知马、巴耶礼巴等地）、黄

梨厂、罐头食品厂（巴耶礼巴）、砖窑

厂（裕廊、荷兰路）、玻璃厂（亚历山

胡椒和甘蜜种植业是19世纪新加坡的主要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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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传统农村经济到了二十世纪60

年代因在经济转型，在土地需要的压力

下而让位。城市边缘的居民其实是城市

经济的人口资源。郊区地貌出现新的发

展景观也改变了乡村的生活经济结构。

战后的人口增加所带来的住屋、就业、

升学的问题更加严重，1947年，新加

坡的人口是938,700（94万），其中

70万住在城区（8100亩或81sqkm）

而当中的30万人集中在400亩地的土

地上（5%）

殖民地时代，由于政府在移民和人口增

长控制，住屋、卫生、交通等基础设施

规划方面的偏差，特别在战后，城市

的边缘出现许多非法占用者的居住区

（Squatter	Settement)或

贫民窟	(Slum)。

许多新加坡中下层人民

的居住条件差强人意。

当代父母辈的回忆里：人

们常用“被赶”，“被逼

搬迁”，“政府征地”，	

“收回”等字眼，流露不

舍、无奈和对昔日乡村生

活情感上的怀念。

今天我们回望有关五六十

年代触及居住环境和政府

拆迁之间发生矛盾的话语

与论述，把“山芭”和城

边陋屋区并为一谈，于是

没水电供应设备简陋的亚

答屋，淹水，火灾和治安

不好成为逼迁的理由，也

成为一些人“山芭”的回忆。

城边陋屋区和非法占用者居住区是一条

灰色地带，它们不是“山芭”，它们属

于城市。城市膨胀的副产品，乡村风貌

也因此改观。

啊！美好的童年！ 
——记忆、想象与全貌

处置城边陋屋区和非法占用者居住区居

民另一面就是建屋发展局卫星新镇建设

的成功，岛国的郊区命运终结于在上世

纪90年代初，它们几乎全让位给新镇组

屋区、工业区和连接它们的高速公路。

我们认识“山芭”发展的历史脉络，现

在也该再回忆与想像“山芭”。

这幅动感十足的男童嬉戏照，镜头将四

名在乡间追逐嬉戏的男孩，奔跳到溪里

戏水那个瞬间给定格起来，照片里的天

空、树林、草地和溪水却又静中带动，

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即将扑通扑通的清

凉水花和在乡野间飘送的欢声笑语。

“山芭”其实对当代城市人来说，还多

了一层意义，它是人类对城市的拥挤、

喧嚷、过度规范和人造景观视觉疲乏的

一种回应，它是原始的呼唤，它让人寄

予找到心灵需要的简朴、安宁、纯真与

和谐的向往，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回归

乡村生活，更多时候，它是协调身心

的一种需要。

显然“我的家在山芭，有山又有水，

有树又有花。水里有鱼也有虾，田里

种菜又种瓜。山芭风景好，我们都爱

他。”描述美好的乡村生活面貌的这

段小学课文早不适于当课文，但这段

文字倒也引起我们对那一厢的想象和

无穷的情感色彩。

回忆是经过筛选留存下来的甜蜜，想象

是加了翅膀的情感，我们明白历史认知

不等同回忆和想象。

因此，在想像和回忆之外，利用文献史

料，加上地图、照片、口述历史访问和

旧时的生活文物为建构想像依据的物质

基础，是可以更具体和全面地认识昔日

郊区的面貌。

话要说回来，认识路名、地名和土地使

用等几个面向的渊源典故与城市发展的

历史脉络以后，一个土地之所以能承载

美好，文史积淀要丰富，正是因人们还

有记忆和想象，能缅怀美好山芭的时

光，对未来尚有寄望与向往。

Kampong	Days	—	Village	Life	and	Times	in	
Singapore	Revisited，国家档案局

欢声笑语：乡间男童嬉戏图

作者为文史工作者

Kampong	Days	国家档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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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决定
在晚晴园建南侨机工纪念标志

今年2月间社会各界举行新加坡

沦陷70周年纪念会，有关为南

侨机工立碑纪念的事再度浮现。怡和

轩董事部于2月20日召开特别董事会

议，与会者一致认为,1939年的南侨机

工为陈嘉庚号召组成，由怡和轩出发，

立碑事怡和轩义不容辞。会议决定组织

一内部工作委员会，与华社有关各界共

同推动立碑的事。

2月21日怡和轩向报界发表声明，详述

怡和轩历来对南侨机工历史的关注以及

所举办过的纪念活动，并表示怡和轩愿

与各界配合，立碑纪念南侨机工的英雄

事迹。2月28日怡和轩与来自中华总商

会、陈嘉庚基金及晚晴园的代表在怡

和轩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决定由中

华总商会带头，并邀请新加坡宗乡总

会，组一个工作委员会，共同研究有

关建碑的事。

3月12日，工作委员会在晚晴园召开会

议，一致决定在晚晴园的花园内，设立

机工纪念标志，供众人景仰。工作委员

会正紧锣密鼓，考虑纪念标志的规模、

形式、材料等，预料很快会出炉，以期

明年2月完成整个工程。

 文：李秉萱

怡和轩
内蒙古草原／大漠游

日期：2012年7月6日至12日

详情及报名截止日期

请向秘书处查询

欢迎会员踊跃参与

敬爱的会员，

谨订2012年6月30日下午4点正，在怡和轩会所二楼召开2012
年度会员大会，希望届时踊跃出席，是盼。
议程：

主席致词
复准前期会议记录
2011年度会务报告
核准201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委任2012年度财务审计师其他事项

怡和轩2012年度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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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2012年五一劳动节假期，部分怡和轩会友到西马进行了一次高尔夫球旅游

西马高尔夫球旅游

品美酒，尝美食，共度美好时光！

2012
年3月10日午后，怡和

轩的二楼飘漾着葡萄酒

醇美的香味，吸引了六十多位会员偕同

朋友，齐聚一堂，品美酒，尝美食，共

度美好的时光。

怡和轩邀得本地知名的葡萄酒专家，

被媒体誉为“God	of	Wine”的George	

Wong为参与者现场讲解：“如何在60

分钟成为葡萄酒行家”。身为葡萄酒爱

好者俱乐部创办人的他，拥有葡萄酒商

管硕士学位，也是法国著名的波多尔葡

萄酒学院的注册讲师。他深厚的葡萄酒

专业知识，满足了大家对品尝葡萄酒知

识的探求；他风趣幽默的讲解风格，

还使小讲堂里不时响起愉快的笑声。

从示范如何打开一支葡萄酒开始，	

George	Wong	向大家介绍品尝葡萄酒

的基本原理：观色、闻香、尝味；从

了解主要的葡萄品种，谈到怎么解读酒

标；从如何选择正确的酒杯，进而谈到

食物与葡萄酒的搭配……基础知识和专

业经验融合一起，为大家释疑解惑，令

人茅塞顿开。

现场还介绍了品酒的正确程序，并让大

家品尝从白葡萄酒开始，至产自法国，

然后到南非的不同类别的红葡萄酒，亲

身体验观色、闻香、尝味。结合细致的

讲解，不同的口感、香氛、滋味，让参

与者细细品味。而这个轻摇高脚杯，

酒香飘漾的午后，也留给参与者值得

回味的记忆。

文／图：洪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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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2日，福建省发展改

革委员郑栅洁主任一行14人，在

曾士生先生和厦门公会会长林璒

利女士的带领下，在怡和轩俱乐

部二楼，与新加坡裕廊园区相关

负责人进行项目洽谈会议。此洽

谈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福建省与

新加坡的经贸合作，学习新加坡

裕廊园区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古

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发展。

欢迎新会员

何国才 白福添 叶甡利

2012年3月19日中国政治协商会外事

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右二），南洋理工

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宏教授（右一），	

《联合早报》新汇点主编兼早报网主编

周兆呈联袂访问怡和轩与林清如主席

合影。

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员来新交流

李先宝 谢声忠

中国政协外事副主任来访







    大顺有限公司创立于1933年，至今已有79年的

历史，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零配件进出口公

司，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汽配商之一。在长久

努力的经营下，公司已拥有欧洲与日本车的100

多个品牌近30,000种类产品的经营权。

   大顺集团总部拥有一幢192,000平方尺的大顺大

厦，同时本公司集团也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

宾、香港、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等地建立了分公

司，并期望能藉此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Established in 1933, the Tye Soon Group is today 
a diversified  group  engag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automotive  components  and  consumer  related  
products. In automotive components, the Group is 
the market leader in Singapore and is one of the 
largest stockists in this region. We distribute a wide 
range of automotive components consisting of more 
than 100 brands and 30,000 products items for both 
European and Japanese cars.

Our  Headquarters  is  in  Singapore  where  we  
operate from the 192,000 sq.ft. Tye Soon Building. 
To serve our customers better, the Group has set up 
operations in Malaysia, Thailand, Philippines, Hong 
Kong, China and Australia. 

Singapore Offices

Head Office:
3C Toh Guan Road East
Tye Soon Building, Singapore 608832
Tel : (65) 6567 8601 (18 lines)
Fax : (65) 6567 8884
Email : tyesoon1@singnet.com.sg
Website :  www.tyesoon.com

Town Office:
Blk 261 Waterloo Street, #01-31/37
Waterloo Centre, Singapore 180261
Tel : (65) 6336 6439 (12 lines)
Fax : (65) 6336 9106
Email : tyesoon3@singnet.com.sg





Unity ● Trust ● Collaboration

THE UTRACO GROUP

Construction & 
Equipment

Marine & 
Offshore

LogisticsGreen
Technology

Hospitality & 
Leisure

Head Office:
Address: No. 6 Pioneer Place, Singapore 627705
Tel: (65) 6368 1818 ; Fax: (65) 6368 1886
Email: enquiries@utraco.com
Website: www.utr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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