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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0月17日，是联合国定下的国

际消除贫困日，旨在提醒人们，全球消

除贫困的工作任重道远。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贫穷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

于我国社会，贫穷现在意味的更多是贫

富不均的现象。

殖民地时代，路上行人贫穷两字写在额

头上，独立后政府大事清理穷乡僻壤，

既是消除贫困更是要建一个美丽的花园

城市。全体国人的辛勤与贡献建造了一

个娇媚多姿、各国富豪趋之若鹜的花园

城市，贫穷藏于奇花异草中。要是数字

信得过，我国平均国民收入全亚洲最

高，以人口比例计，是全世界最多百

万富翁的国家。

然而，多年来弱势群体的平均工资持

续停滞、人口骤增、通货膨胀率居高

不下，社会底层的困窘再也难掩盖。

国会里议员们竞先为低收入者请命，更

警告我国的基尼指数已迅速飚高。学者

相继献议，提出如何进行工资与社会改

革的方案，而政要也为国家勾勒了一个

包容性社会的愿景。

我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曾表示，

与其他全球化的城市比较，我国面临

的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显著，长期的经

济成长导致我们的社会流动性缩小，

他特别强调提高或维持我国社会流动

性的重要。

活力社会 生生不息

社会的流动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出身底层的人要能看到机会，才会积

极创新与创业、社会才会有活力。否

则社会如死水，不是“富二代”，就

是“穷二代”。

学者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提升社会

流动性的重要性，这与我国先贤提倡

的“教育立国”论不谋而合。陈嘉庚

身体力行办教育，他认为，	“国家之

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

在于教育”。

陈嘉庚强调教育面前人人要平等，否

侧穷人难翻身。我国社会长期为精英

主义所捆绑，推行的是名副其实的精

英教育。儿童从小拼精英，有钱人家的

孩子早起步，没钱人家的孩子在后追。

我国每一年的教育开支仅次于国防开

支，比起许多国家来得多，可是大学招

生一向受到严格控制，每年同龄生的大

学入学率平均只在25%左右，比发达国

家（包括亚洲其他四小龙）低得多。

8月26日，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

上重申打造一个包容性社会的决心。他

说，“政府最长远与关键的投资是新加

坡人的教育”，政府将增办大学，到了

2020年把大学生入学率提高到同龄生

的40%，给更多人有机会进大学。与

此同时，政府也将在学前教育方面扮

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让所有学生在

同一点起步。”

李总理要对症下药，令人欣慰；可是好

政策需要好人才来执行，更要	社会上

下思想能解放，走出精英至尊的误区。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赛

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和哈佛大

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孙	(James 

Robinson)	近年从事研究国家为何会失

败，他们认为，只有包容性的体系才能

带来持续的繁荣，“精英社会能实现短

期的繁荣、但不能实现长期的繁荣，这

主要因为它是一个低流动性的社会，

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

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

的低效率，精英之外人群的才能得不

到利用”，“这是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的浪费。”

提及大学教育要普及化，立即有人担心

文凭会贬值，担心大学生难找工作，这

种忧虑既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也有现

实的考量，可进一步探讨得失和应对

途径，决不可因噎废食或削足适履。

包容性的社会要有包容性的经济、政

治、文化体系。确立适应新形势的新模

式与新思维，是创造一个活力社会、保

证经济持续增长和文化繁荣，让全民共

享建设成果的唯一途径。

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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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叶鹏飞

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

中心在8月22日发表报告，指出

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扩大，中

产阶级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

无论是规模和资产都在萎缩。题为《中

产阶级失去的10年——更少、更穷、更

悲观》的研究报告说，美国中产阶级

（报告定义为家庭收入在全国中位数

在做
饼与分      之间

The famous American polling research 
institu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pointed out in a report published on 
August 22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dening alarmingly. Within the decade 
from 2000 to 2010the middle class had 
declined both in size and assets. The 
household incom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relation to the national household 
income shrank from 62% in 1971 to 45% 
in 2011, where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high-income elites soared from 29% to 
46% over the same period. 

Along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is the aggravated polaris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size of the high-income elite 

the pie
About making and sharing

class and that of the low-income grassroot 
class have both grown, the former from 
14%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 in 1971 to 
20% in 2011, while the latter also from 
25% to 29%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polarisation of the society is not just an 
economical phenomenon.It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seriou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as well.

Growing concern about the wealth 
gap among Singapore’s Scholars

Coincidentally, six scholars in economics 
from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ncluding the former chief economist of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GIC), Mr. Yeoh Lam Keong, 

jointly published in their respective 
personal capacity a policy reference 
report in January entitled "Inequality and 
the Need for a New Social Compact". The 
report stated on the outset that the society 
in Singapo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equitable in the past 10 years. Such 
a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social harmon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Singapore. The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other tha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social 
mobility has also declined over the same 
period which in turn is exacerbating social 

Yap Pheng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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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至两倍区间内的成年人）所

占人口比例，已经从1971的61%下降

到51%。85%的中产阶级人士认为，

要维持体面生活比10年前更困难。这

是因为财富明显从中产阶级转移到高

收入精英阶层手里。中产阶级家庭收

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71年

62%降至2011年45%，高收入精英阶

层却在同一时期由29%猛升至46%。

伴同中产阶级的式微出现的则是社会的

两极化，高收入精英阶层与低收入草根

阶层占人口的比例都增加了，前者从

1971年的14%升至2011年20%；后者

也从25%提高至29%。社会两极化不

仅仅是个经济现象，更有严重的政治

后果。由于中产阶级弱化，社会更难

以凝聚政治共识。美国媒体形容本届

总统选举是前所未有的nasty（污秽得

令人厌恶），两党开展人身攻讦，鲜

少有政策面的理性讨论，社会两极化

的深层原因不容忽视。

正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呼吁

无独有偶，新加坡在今年1月也发布了

一则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报告，由

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前

首席经济师杨南强在内的六名政策研

究院（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经济

学者，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表了一份题为

《不平等以及新社会契约之需要》的政

策参考报告。报告开宗明义便表明，新

加坡在过去10年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

已经对新加坡的社会及政治团结形成潜

在威胁。报告说，除了贫富阶层的收入

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在同一时期也开

始放慢，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进一步

影响了有效施政，因为不同阶层很难对

同一政策产生共识。由于为数不少的公

民开始失去经济安全感，报告建议政府

必须放弃微调政策的做法，大刀阔斧地

通过全国性的广泛对话，凝聚新共识来

形成新的社会契约。

杨南强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包括接

受主流媒体的采访，表达了对社会不平

等现象的担忧，并做出了政策建议。这

本身就有值得重视之处。互联网上对于

类似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多如牛毛，其

中更不乏理性平和之论，但从实际利害

而言，其影响力相对并不显著。首先，

互联网平台龙蛇混杂的本质，意味着一

inequality. This has gone on to become a 
hinderance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since 
the different segments of the society a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reach a consensus over 
any particular policy. In view of the large 
number of citizens who are beginning 
to lose their sense of security. The report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abandon the practice of policy tweaking 
and adopt a bolder and more decisive 
approach to hammer out a new social 
contract and to reach a consensus through 
a wide-ranging national dialogue.

There is a plethora of discussion on similar 
socio-political issues on the internet. Some 
of them are quite rational and moderate, 
though they wield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influence where it matters in reality. Then 
there are those like Professor Lim Chong 
Yah who proposed the "shock therapy" to 
address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and 
Ambassador-at-large Professor Tommy 
Koh who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social inequality. 
All these would serve to indicate that 
the problem of wealth gap and social 
inequality is inching nearer to the tipping 
pointIt is not only the ordinary citizens 
who are feeling the pinch. Experts and 
scholars within the the establishment 
have also found it difficult to remain silent 
anymore.

Wealth gap is not a new problem

The fact is that the problem of a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social inequality is never new. Over the 
years there is a wealth of evidence to 
consistently reflect such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however, remains intent 
on its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 the 
Government always believes that before 
the pie can be shared you have to bake a 
bigger pie first. The Government's concern 
is always about inadequacy, while the 
people's concern is about inequality.

It was not until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when the opposition made the problem 
their main platform that the Government 
got alerted. GE2011 has proved that the 
issue of wealth gap and social inequality 
has adversely affected the people’s morale. 
There are, of course, many causes for 
the wealth gap and social inequality, but 
the Government cannot deny that it has 
erred in its policy of pursuing economic 
growth at all costs. At the swearing in 
ceremony of the new Cabinet after the 
election, PM Lee Hsien Loong pointed out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demonstrate 
compassion in its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However, the process of making 
and sharing the pie is still on-going. 
Looking at the public speeches that 
our leaders made after the election, the 
Government has indeed begun to realign 
its position. It has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the plight of the underpriviledged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d, and has also 

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正是一味强调
做饼的后遗症——自由市场嬴者全拿的残酷
竞争，使得能力不够或运气太差的人，容易
掉入难以爬出的生活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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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众并不容易从沙里淘金。第二，由

于互联网上充满对政府的激烈抨击和敌

视，官方对于其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

度（虽然这个做法在2011年大选之后

开始发生改变）。

因此，类似杨南强这样的主流学者，还

有提出“第二次经济重组”，让低薪工

人薪金在三年内大幅增加50%，高薪者

在这三年冻结加薪之“震荡疗法”，来

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南洋理工大学人文

与社会科学院授予终身荣誉教授林崇

椰；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

国际法中心主席许通美希望政府正视社

会不平等问题的呼吁，并且把这些观点

通过主流媒体传播，显示贫富差距和社

会不平等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不但一

般国民有切肤之痛，更让体制内专家学

者无法再保持沉默。

政府患寡，国民却患不均

其实，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不平等现

象并非新问题，各种证据多年来都不

断在反映这个趋势，包括基尼系数不

断上升，甚至超越美国；工资收入增长

大幅落后于通货膨胀，中产阶级收入增

长停滞，收入最低30%的实际工资甚至

出现负增长；工资及消费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在发达国家里敬陪末座，意味

着一般民众并没有从高速的经济发展里

得到实际好处……	但是，政府施政的

重点，仍然是追求经济的增长——在政

府看来，要分饼，首先必须把饼做大；

然而，政府患寡，国民患的却是不均。

一直到2011年大选前夕，在野党把这

个议题当做主战场之一，才引起政府的

警惕。“具包容性的社会”成为了执政

党回应挑战的新流行词汇，总理李显龙

在选前首次上面簿（Facebook）与年轻

选民交流，谈大选课题，就表示“行动

党应该把触角伸向每一个新加坡人，以

确保这是个真正具包容性的社会”。虽

然他早在2004年便提出建设包容性社

会的目标，但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平等

问题，并没有因而减缓。反而，政府

一直试图说服民众，情况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糟。最典型的例子是标价越来越高

的新政府组屋，是否是普通人“负担得

起的”（affordable），朝野在大选前

夕为此激辩不已；捍卫组屋政策的部

长马宝山，在选后悄然退出了内阁。

被执政党形容为新加坡政治历史分水

岭的2011年大选，证明了贫富差距及

社会不平等，确实已经影响了民心。

导致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平等的因素固然

很多，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失

误，恐怕也难辞其咎。李显龙在大选后

的新内阁宣誓时指出，政府在实施政策

时必须有体恤之心。然而，从做饼到分

饼的过程，至今还属于进行式。从政府

领导人在选后的各种公开谈话看，当局

的立场确实开始调整，对于社会弱势群

体的处境与所面对的挑战更有意识，也

更愿意去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become more willing to help lighten their 
burden.

Nevertheless some deep-rooted mindset 
cannot be changed overnight, especially 
the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towards 
welfarism.

From making the pie to sharing it

From several important speeches that PM 
Lee Hsien Loong made after the election 
one could probably gauge as to how the 
process of making and sharing the pie is 
being adjusted. In his New Year Address 
on January 1, 2012, PM Lee Hsien Loong 
stated clearl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haring of the pie will now take priority 
over its making. He said that, as the 
Singapore society matures, economic 
success is no longer the main criterion in 
measuring success. The important social 
values in the next phase of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will be how well could we 
amass our social capital, will there be 

mutual respect among our people and will 

our people be prepared to compromise for 

the sake of the greater good.

However, the impulse to make the pie 

has not completely dissipated. To be fair, 

the prerequisite of sharing is to have the 

resources to parcel out. At the National 

Day Rally on August 26, PM Lee Hsien 

Loong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trive to improve the people's living 

through job creation, which in turn 

would depend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The key issue, though, 

is this: the Government's stance in the 

past seemed to imply an assumption that 

pie sharing and making are mutually 

exclusive, and that It seems to belive that 

once it starts sharing the pie people will 

lose their will to make it. Critic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blem of wealth 

gap and social inequality is precisely the 

after-effect of a blind obsession with pie 

making - the brutal competition in the free 

market, spawned by the winner-take-all 

mindset, makes it all too easy for those 

lacking in ability or luck to fall into the 

inescapable quagmire of life.

By the same token, inequality is not 

simply a moral issue. It has i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worried that a strong public opinion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a populist politic, 

that voters will put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ir votes to 

demand incessantly for more welfare, 

and that would eventually bankrupt the 

nation. Of course, without a pie (reserve 

savings) to share , there can be no talk of 

sharing.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basic 

economics of supply and demand, sharing 

the pie may help to make an even bigger 

pie. Simply put, demand creates supply, 

which in turn creates job opportunities 

and new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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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利主义的心理抵触

就算如此，从领导人的公开谈话也可以

看出，虽然经历2011年大选的洗礼，

一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一时间还是

难以改变，最相关的莫过于对福利主义

的心理抵触。政府一贯认为，福利主义

是摧毁人民积极性和社会发展动力的祸

首。处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固然需

要一定的福利措施，政府领导人却显然

还是难以克服心理障碍，还迂回地以建

设“社会安全网”来表述这些措施。但

无论如何，建设包容性社会以及促进包

容性经济增长等宣示，标志着政府在政

策上转向的意图。

这种从做饼向分饼过渡的论述调整，可

以从李显龙在大选后的几次主要演讲里

看出些许脉络。他在2011年5月21日的

新内阁就职典礼上承诺，“推动包容性

增长和建设更富凝聚力的新加坡”。同

年10月20日，他在总结大选后第一次

国会辩论时，阐明政府的愿景，即建立

包容性社会；维持社会流动性；认可更

多种成就模式：加强社会安全网及让年

长者有尊严地生活。这里都可以看到，

应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已经正式

进入政府的议程。

在2012年1月1日的新年献词中，李显

龙首次清楚地表明，分饼将优先于做

饼。他说，随着新加坡社会日趋成熟，

经济方面的成就已不再是衡量成功的主

要标准，社会资本有多发达，人们之间

有多互敬互重，民众是否能为大我的利

益而接受必要的妥协，都是国家下一步

发展的重要社会价值。

但是，做饼的冲动并没有完全消失。持

平而论，政府不能一味分饼而不做饼，

毕竟分配的前提是必须有资源来分。李

显龙在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就指

出，包容性社会意味着所有国民，特别

是老弱和残疾者都可享受社会进步的硕

果。但是他也强调，这不只是通过提供

高津贴及普及的房屋、教育和医疗，更

重要的是，通过“经济增长和繁荣”，

创造工作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关键在

于，政府以往的立场，似乎隐含着分饼

与做饼势不两立的假设，认为一旦开始

分饼，国民就将失去做饼的意愿。但批

评者却指出，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

题，正是一味强调做饼的后遗症——自

由市场嬴者全拿的残酷竞争，使得能力

不够或运气太差的人，容易掉入难以爬

出的生活泥淖。

消弭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创
造力

同时，“不均”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

有经济上的含意。政府一直担心，民意

强大后会走向民粹主义政治，用选票向

政府施压，要求越来越多的福利，最终

让国家坐吃山空。当然，没有饼（储备

积蓄）也就无从谈分配；可是，根据经

济学基本的供需理论，分饼却可能有

利于把饼做大。简单地说，需求制造

供给，供给产生工作机会、创造新财

Vision of an inclusive society not 
beyond reach

One other aim of eliminating the wealth 
gap and social inequality is to promote 
social creativity. In a society where its 
people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ir 
basic needs, they will tend to be more 
adventurous and innovative in coming up 
with ideas to create wealth. Before this can 
happe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rovide 
its people with heavily subsidised flats, 
education and public healthcare. When 
the basic needs of its citizens are met, 
they can be set free of the conservative 
mentality that has grown out of constant 
worries and fears, and would then venture 
out to create a new world. 

In another exclusive interview, Yeoh Lam 
Keong opined that the individual and 
families are assuming too much of the 
costs of public services; making the matter 
worse is the fact that the pricing of public 
services is unnecessarily linked to the 

market. H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p on our huge reserves, as well 
as to increase taxes appropriately so as to 
pay for these subsidies. If such suggestion 
is any kind of indication, what PM Lee 
Hsien Loong revealed in his National Day 
Rally speech deserves a deeper reading . 
He said, "Inclusiveness is not just more 
good things from the state or waiting 
for them to fall from the sky. Somebody 
must pay for all these benefits." He 
reminded the people that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tapping 
on our reserves to subsidise 
our expenses, Singaporeans 
must be prepared to pay 
higher taxes in the next 
20 years.

In other words, 
th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step in 
s e r i o u s l y  t o 
r e v e r s e  t h e 

worrying trend of a widening wealth 
gap and eradicate social inequality.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ware that the effort it makes can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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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for a year or two, rather it needs to 
continue for a long term. That is why it 
warned about raising taxes in the next 
20 years. Of course,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problem has thus been resolved. 
Issues like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be 
adopted, the pace of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the final result, adjustment 
of the people’s mentality at the beginning 
as well as reaching a consensus,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 radical overhaul of 
existing system or to continue with 
policy tweaks etc remain in a state of 

polarisation due to its "smaller, poorer, 
more pessimistic" middle class, Singapore 
has more room to make its U-turn despite 
suffering from a a more serious wealth 
gap problem.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takes the right approach,the vision of an 
inclusive society is certainly not beyond 
reach.

The writer is currently a journalist.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 

Editorial note)

富。在超过了一定的程度之后，高收入

阶层所累积的财富，并不会成为新的需

求来刺激供给。换句话说，如果把钱分

给低收入阶层，他们比较可能拿来用。

这就会创造需求，进而刺激供给，推动

生产、创造工作机会、成就新财富……

消弭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的另外一个

意义，在于促进社会的创造力。据说田

中角荣在担任日本首相时，有人问他为

何政府耗资巨大，在只有十几个孩子的

山区，开办老师人数多于学生的完整国

民学校。他回答说：“因为在这些孩子

当中，可能产生未来的日本首相。”同

理，在国民没有基本生活的后顾之忧的

社会里，人们比较敢于冒险，用创新的

方式创造财富。这首先需要政府大量津

贴在组屋、教育和公共医疗，满足国民

的基本生活需求，让他们摆脱因为担惊

受怕而养成的保守心态，开创新世界。

在8月底的一个系列专访里，杨南强就

批评政府现有的治理模式，让个人与家

庭承担太大的公共服务成本；雪上加霜

的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又毫无必要地与

市场挂钩。他建议政府动用庞大的储备

金，以及适当地调高税收，来支付这些

津贴。如果这是一种的指标的话，李显

龙在国庆群众大会所透露的信息，就相

当值得玩味。他说：“包容性不代表政

府不断大发送或好东西从天上掉下来，

所有的福利都要有人买单。”因此，他

提醒国人，虽然政府目前已经动用储备

金资助开销，新加坡人必须做好准备，

在未来20年内缴付更高的税额。

换言之，政府准备认真介入，扭转贫富

差距扩大的不良趋势，并改善社会不平

等现象；而且政府也意识到，介入不可

能只是一两年的作为，需要长期持续的

投入，因而才提出20年内需要加税的警

告。当然，这并不代表问题就必然得到

解决——应对贫富差距的具体措施、实

施速度、最终效果，乃至于最开始的心

态改变、国人的共识——大刀阔斧的

改革既有做法，还是在现有基础上继

续微调——都还充满变数。可是乐观

地说，新加坡选民大体上仍算相当理

性，2011年的所谓“分水岭”选举，

执政党都还获得任何成熟民主国家政府

都会称羡的60%选票。这恐怕是分饼措

施可以按部就班推行的最大政治保障。

与美国因为中产阶级“更少、更穷、更

悲观”而导致社会断裂、政治两极化不

同，贫富差距情况更严峻的新加坡反

而还有回旋的空间，只要政府举措得

当，包容性社会的理想并非遥不可及。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uncertainty. Nevertheless we can stay 
optimistic and believe that Singaporean 
voters in general are rational.The so-called 
watershed election of 2011 could still 
witness the ruling party garnering 60% of 
the votes, a feat that is the envy of all the 
mature democratic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This is probably the best political 
capital possessed by our Government 
to enable it to take positive steps to 
implement measures to share the pie.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facing social disintergration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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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Face of a 
Challenges

 New Political Landscape

挑战

On August 2, 2012, NTUC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Mr. One Ye Kung 

was invited by the Ee Hoe Hean Club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Club 

members and invited guests. The topic was: "Challenges in the face of 

a New Political Landscape". Associate Professor Lai Ah Keow (Ee Hoe 

Hean member) acted as the moderator The dialogue was conducted 

in Mandarin and lasted approximately 2 hours. Below is a translated 

excerpt of Mr. Ong's comments which were delivered in Mandarin. 

– Editorial note.

Mr. Ong Ye Kung says that the prevailing thinking at the 
moment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different voices 

and opinions in Parliament.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may 
well b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Although the opposition won only six seats, emotionally our 
society has undergone a major change. He believes that 
behind this change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structurally 
and in term of world tendency. 

政治新常态
带来的

 王乙康
					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

Ong Ye Kung, NTUC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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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日，全国职工总

会副秘书长王乙康应邀

莅临怡和轩，与怡和轩会员及受邀人士

进行交流。交流会主题为《政治新常态

带来的挑战》，主持人为赖涯桥副教

授。在将近两个钟头的对话中，王乙康

针对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发表了坦诚、

精辟的看法，以下为王乙康谈话内容。

何谓政治新常态

“许多人觉得2011大选后，新加坡进

入了一个政治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的

是，政治局面将不会是一党独尊。新

加坡社会现在的一个主流思想，就是

希望国会里会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和见

解。这不仅更加反映我们社会的多样

化，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成为对强大

的执政党的一种约束。

但这所谓的新常态，其实说起来也不

算新。老一辈的新加坡人都知道，新

加坡近代史中，有一段时期政治的竞

争是非常激烈的。这是很多年前的事

了，我都还没出世。我相信很多年轻

一代的新加坡人，对这一段历史，也

只是大略的知道。百年后的历史家，

也许会觉得，政治的竞争反而是新加

坡的常态。好几十年一个政党赢得国

会里绝大多数的议席，反而是比较特

别的一段时间。

2011年的大选，可能是新加坡政治史

上的一个转捩点。虽然反对党只赢得

了6个议席，但我觉得在情绪上,社会

经历了相当重大的改变。改变从何而

来？来源复杂，但我相信有三个主要

结构和趋势上的因素。

环球化的影响

第一，就是环球化的重大影响。飞

机，电脑，互联网，国际金融体制，

世界贸易组织，把各国的经济融为一

体，把整个世界密切的连接起来。冲

击力更强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开

放，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世界市场一

开放，能够打入市场的商人或专业人

才，变得富有了。但第一世界的国家

里也有低薪和低技能的工人。他们眼

睁睁的看到成千上万的发展中国家的

低薪工人，走出乡下进入城市，跟他

们争饭碗，压低原本就不是很高的薪

金。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不需要进入

第一世界国内来跟本地人竞争，因为

企业和投资在环球化的情况下，都变

得有流动性了，而会移迁到薪金较低

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世界的环球化，贫富差距也日益

扩大，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我觉

得，许多国家抗议示威的原因，就是

环球化的一个结果。这不是单单新加

坡所面对的问题⋯⋯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 ,导致了政治组

织分为左右两派。我觉得左派右派已

经不太适合描述现在社会的分歧。

比较适当的是环球派和隔离派。当然

两个极端之间，会有一些比较中立的

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Firstly, i t  is the major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With the world becoming 
increasingly globalise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widen which 
led to social instability. Globalisation is 
the reason for the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in various countries . Singapore 
is no excep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d to politics being divided into 
the left and the right camps. Personally, 
I think the terms 'leftists' and 'rightists' 
are inadequate to reflect the division 
within current society. I think the terms 
'globalists' and 'separatists' may be more 
apt. Of course, there are bound to be some 
neutral viewpoints in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Deng Xiaoping once said, when 

in the way of thinking between my 
generation of Singaporeans and the older 
generation. When my parents were young, 
the event that shaped their political ideals 
was the 1949 Chinese Revolution. Right In 
their minds, it signified the emancipation 
of an oppressive society. When it comes 
to my generation, what caught our 
attention most were two historic events 
internationally in 1989. The first was 
the Tian'anmen incident in Beijing on 4 
June, 1989, the second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As young people, we 
believed that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was proof enough that the Western system 
of democracy was far superior to the 
communist system and authoritarianism 
practiced in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you open the window you would let fresh 
air as well as flies into the room. Society 
will have to decide, either we like fresh air 
more than we dislike flies, or we dislike 
flies more than we like fresh air.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in between is perhap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Changes in Our Demography

"Secondly, it i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Singapore's demography.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is rising rapidly. In due 
process they will retire and lose the ability 
to make a living. This would not be a 
problem if they have adequate retirement 
funds. If they don’t have, they will develop 
a feeling of having to drag their children 
down."

Mr. Ong says,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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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就是打开

了窗口，新鲜空气和苍蝇都一起进来

了。现在的社会就是要决定，我们喜

欢新鲜空气多过讨厌苍蝇，或讨厌苍

蝇多过喜欢新鲜空气。在两者之间取

得平衡，也许就是问题关键。

人口结构的改变

第二，就是新加坡的人口结构上的改

变。年长者与日剧增，国人随着年纪

的增高，也逐步退休，失去了谋生的

能力。最近几年由于石油价格高涨，

发展中国家对许多食品和日用品的大

量需求，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升高。

这给退休人士生活费增加了压力，如

有一些病痛，压力就更高了。因为种

种的原因，柴油盐米，衣食住行的问

题就恶化了。

说到衣食住行，我想说几句关于交通

的问题。有些新加坡人，觉得地铁出

现故障，祸首是因为SMRT是间挂牌

的盈利公司。把基础设施，如地铁，

飞机场，电讯，电源或食水供应操作

机构，转成盈利或挂牌公司，其实是

八十年代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个战略思

想。主要推动者我相信是英国总理沙

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目的是要

减少政府的税收和开销，增加运作效

率，同时更极力扩大私人企业的空

间。人民拥有私人企业的股份，也成

为民主社会的自由市场的受益人。这

种做法，跟共产国家的政策，是完全

相反的。在这段时间里，新加坡也把

PSA, SingPower, MediaCorp 组织成公

司，而	 SingTel, SMRT 则成为挂牌公

司。有机会到这些公司的常年大会的

话，就会发现多数的股东是退休年长

者。SMRT 就有52,000个股东，他们

每年大概会有4%-5%的红利，跟CPF

特别户口的利息相当接近。有了一些

收入，退休人士也比较能够过独立的

生活，而不需要依靠儿女。把基础设

施私营化和上市，有利也有弊。当然

政治大环境改变了，人民的想法也改

变了。

独立后出世的新加坡人，就像我，逐

渐成家立业，孩子也开始长大了。但

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跟上一辈的新

加坡人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区别。我父

母年轻的时候，激起他们政治理想的

事件，就是1949年的中国大革命。在

他们心目中，被欺压的社会解放了。

我这一代，年轻或做学生时最受瞩目

的是1989年的两宗国际性的政治事

件。第一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第

二就是德国柏林围墙的倒塌。年轻的

我们，随着柏林围墙的倒塌事件也深

信，西方的民主制度，远胜于苏联与

东欧的共产制度和权威主义。

我觉得我的这一代，由于成长的背

景，无形中非常支持一个更有竞争性

的民主制度。多年来在执政党的领导

下，多数人安居乐业，与世无争。但

由于环球化的压力，社会出现了一些

比较显著的问题。受过良好的教育，

事业蛮有成就的我们，也开始问：我

能做一份贡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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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影响

至于更年轻一辈 – Generation Y - 他们

充满理想和抱负，对社会所面对的问

题愤愤不平，对拥有权力的人更加不

满。其实这跟历代的年轻人没什么不

同。相信在座各位前辈，年轻时也是

如此。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代的年

轻人，成长在一个发达和比较富裕的

环境里，他们也是在互联网的时代成

长的。

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因素。有了互

联网，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和动态完

全改变了。以彼此认识，面对面谈

话或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

去了。现在是用面簿，博客的方式，

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显示立场。两种

方式的结果显然不同。前者能够把大

事化小，小事化无。后者却能把芝麻

小事，变成哄动新闻。几十年来，我

们咖啡店里的客人无所不谈。新闻，

谣言，好事，丑闻都能成为生动的课

题。但能听到谈话的，也许只是数十

位。互联网是现代的高科技咖啡店，

一句话一转眼间，就能抵达几万人的

电脑或手机上。互联网原是中性的交

流管道，但在环球化，人口结构演变

的情况下，它成了为对社会不满情绪

推波逐浪的引擎。人们如何应用互联

网，对网上讯息信任的程度，在网上

显示的社会规范，我相信还要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才会取得平衡。

我们最理想的愿景 

环球化，人口结构，互联网——他们就

像风，雷和雨一样，造成了完美的暴风

雨，制造了今天所谓的“新政治常态”。

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我们的政治常

态，不会跟大国一样。像美国这样的

大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跟国家地

理有很紧密的关系。美国中部人民比

较保守，关心的也许是农业，枪械，

宗教的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岸边的城

市，思想比较开放，关心的也许是经

济，人权的问题。西海岸加利福尼亚

州，又有很多人关心知识产权的保

护。阿拉斯加人民关心环境问题。大

国的政治色彩难免比较浓，也比较多

样化，所以国家政权在两党之间不断

的转手。新加坡地理上不像美国，政

治平衡点也应该不会像美国。新加坡

地理规模比较像美国的一个大城市。

而美国也有些州或城市，一直以来都

是由保守党或民主党执政。所以在一

个小规模的政治体制里，一个政党长

久执政，是很有可能的。但要做到这

点，政党要廉洁，有远见，有策略，

英明能干，充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要不然，无论国家多小，在民主制度

下，腐败的政府还是会垮下来的。

从新加坡人民长远利益着想，我们最

理想的愿景，就是要有这样一个英明

能干的政府,能以有远见的政策，为人

民长远的利益着想，同时也受到人民

广泛和长久的支持。现在的人民行动

党政府，相信也很想做到这一点。但

要在现在的政治常态取得政治稳定，

我觉得，要在以下两大方面着手：

Impact of the Internet

"As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 
Generation Y — they are full of ideals, 
aspirations, agitated with the problems 
faced by our society as well as dissatisfied 
with those in power. They are really not 
different from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past, the only difference with them is that 
they grew up in a well-developed and 
relatively affluent environment. They were 
also brought up in the internet era."

"This is the third factor I want to talk about. 
With the advent of Internet, the manner 
in which and the dynamics with which 
the young people interact are completely 
changed. The era when people have ha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first, and then 
sit down to have face-to-face negotiation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is over. People 
would now state their position openly 
over Facebook or their blogs. Thes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would of course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The former is more 
likely to keep matters under control until 
they are eventually resolved.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tends to blow up issues 
and turn trivialities into headline news."

"The Internet was supposed to be a neutral 
conduit for communication. However, 
with globalisation and an ever changing 
demography, it became an engine for 
arousing and spreading public discontent 
and grievances. I think it will be a long 
while before we can strike a balance as to 
how best we could use the Internet, how 
much we could trust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social paradigms which are provided 
online."

Our Ideal Vision 

"Globalisation, social demography, 
Internet - they are like the wind, the 

thunder and the rain that conjure up a 
perfect storm and create the so-called 
'political new paradigm'."

According to Ong Ye Kung, Singapore's 
political paradigm could not be the same 
as that of a big nation. It is inevitable 
that political overtones in a big nation 
tend to be more pronounced and more 
diverse. This explains why power tends 
to change hands frequently between the 
two dominant political parties. In a small-
scale political system, it is common to see 
a political party staying in power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wever, for this to 
happen, the party must be incorruptible, 
visionary, able to strategise, wise, capable, 
and prepared always to serve the people. 
He thinks that we should approach 
emphatically in two major aspects:

"Firstly, it is about policies. We ne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glob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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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政策与人才

第一是政策。在环球和隔离主义之

间，要取得平衡。这方面，我也相信

大家会观察到，政府正在积极的进

行改革。例如：移民和外籍劳工的政

策方向，经过了相当重大的改变。为

弱群和贫困人民的补助，也在逐步调

整。但我相信人民所希望看到的，不

只是政策操作或规则上的调整，人民

也要知道政策背后的价值观和原则。

第二就是要能够广泛的招纳和应用人

才。很多的政治领袖，都是政府通过

奖学金，再经过多年工作后栽培出来

的精英，在政府部们或武装部队里担

任要职。现在的年轻一代，受过良好

的教育，有各种不一样的才华，能为

国家付出不同的贡献。现在的政府，

行政效率仍然重要，但和人民的沟通

也很重要，组织能力也要强。现在的

世界大环境，精通东西方文化，是难

得的战略优势。现在的环球经济，需

要有资本主义的领导来增长经济，造

福人民，也需要社会主义的领导来扶

助弱群，让低收入人民有机会提升。

善于用人的政府，将是最成功的政

府。

在政府部们行政上，善于用人，也能

大力的减少官僚作风。在这方面，新

加坡的情况比外地政府来得好，但进

步空间还是很大的。我相信多数的政

府官员是想诚恳的为民服务的。但在

一个非盈利，为大众服务的工作环境

下，公务员久而久之会害怕出差错和

受大众的指责。为了避免出差错，就

要遵守条规。结果呢，官僚主义，一

成不变的作风就产生了。这倒是无意

中最大的差错。	

and separatism. I believe you might have 
observ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carrying out reforms. For examples: the 
policy direction regarding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labour have undergone a 
fairly big revision.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djusting the subsidies accorded to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the poor. I believe 
that what the people would like to see is 
not just adjustments in the policies or the 
rules. They want to know the values and 
principles behind our policies as well."

Secondly, it is about our ability to attract 
and deploy a wide range of talented 

people Mr. Ong believes that in the light 
of the world's overall environment, being 
proficient in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is a valuable strategic advantage. 
The current globalised economy still 
needs the leadership of capitalism to 
grow our economy and to create wealth 
for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need socialism to take the lead to 
help the underprivileged so that people 
within the low income group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levate themselves.The 
government that can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talented people will be the most 
successfu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eradicate the bureaucratic 
mindset we have to use the right people 
who are pragmatic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rules. 
Nevertheless, civil servants who dare to 
initiate changes are just as susceptible 
to mistakes as anybody else. When that 
happens, they will need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nly then will we be 
able to groom good and forward-looking 
leaders for our administrative service."

在一个小规模的政治体制里，一个政党长久执政，是很有可能
的。但要做到这点，政党要廉洁，有远见，有策略，英明能
干，充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不然，无论国家多小，在民主
制度下，腐败的政府还是会垮下来的。

要针对官僚作风，就要重用实事求

事，有胆量挑战现今制度和条规的人

才。但敢尝试，敢改变的公务员也难

免会出差错。到时，还需要大众的谅

解。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培养符合

时代需求的行政领导。

平衡的国家政策，明智的应用人材，

是多年来的治国之道，我相信也将是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治国方针。”

坦诚、精彩的对话

接下来的对话，在主持人赖涯桥副教

授的带动下，王乙康就基层组织、精

英政治、人口政策、低薪工人、政联

公司及语言政策等问题与听众进行了

坦诚、精彩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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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view Hotel Singapore   382 Havelock Road, Singapore 169629    
Tel : (65) 6732 9922    Fax : (65) 6732 1034    www.riverview.com.sg 

RIVERVIEW HOTEL SINGAPORE is located on the banks of the  
historical Singapore River, near 
Chinatown,  and  only  minutes 
away  from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nd Orchard Road.  It takes 
only 20  minutes  by  car  to  get to 
the Changi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hotel is ideal for both 
business and leisure travelers.  
Guests can opt for the Premier 
Package deal, which includes 
breakfast and evening cocktails  at 
the  exclusive Executive Lounge. 

Families can enjoy an idyllic 
getaway by the river, take a 
leisurely stroll down the riverbanks  
and  explore the nearby scenic  
bridges and   historical  landmarks.  
A wide  range  of  local,  western  and 
Chinese cuisine is served  at  the  
River Garden   Coffee   House   and  
River Palace Chinese Restaurant.

river view hotel ad-f3.indd   1 8/29/12   1: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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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去年6月，现年54岁的杨南强

(Yeoh Lam Keong)	还是政府投

资公司	(GIC) 的首席经济师。他的父亲

是整形外科医生，母亲是医生“转业”

的家庭主妇，六口之家，他居长，一个

妹妹现任教育部常务秘书。他在武吉知

马路的一栋洋楼长大，就读英华。说他

自小家境殷实、养尊处优、教育良好，

前途无量，应该是恰当不过的。

然而，他一向住组屋搭公车，因为他要

自己的儿女在组屋区长大。去年6月，

他更放弃担任了26年的高职，转而追

求心灵的需求，把经济学的训练应用

到＂社会调查＂项目，特别是贫富不

均的现象。

醒悟时刻

5年前，杨南强被派到社会、青年暨体

育部，负责剖析贫困数据的工作，从

我们是否已经为未来
做好

杨南强访谈

 整理：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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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发了他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深

思和醒悟。

首先，他认识到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造

成日益增加的贫困人口。据他说，有

一次，他与儿子在咖啡店看足球赛，

不经意与附近租赁组屋的一名邻居聊

起天来，始知这位邻居当了10年清洁

工人，每月工资700元。

又有一次，杨南强自告奋勇，要带一个

失业十年的人去见那区的国会议员，但

遭到拒绝，因为那人担心福利部人员

会去“烦我的兄弟姐妹。”他豁然悟

道：“这个所谓社会安全网不是不够

充足，就是令人丧失尊严。”

早期所受的影响

杨南强原先的志愿是攻读海洋生物学，

当一名博物学家。在当年英华同窗、现

任副总理尚达曼的劝说下，他们一同

报读伦敦经济学院，并双双被录取，

Excerpts of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Susan 

Long (published in Straits Times on May 

18,2012), with Yeoh Lam Keong, 54, formerly 

chief economist of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In the interview Mr. Yeoh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to embark on large-scale 

social reform “because it can.”

Singapore is in a uniquely privileged’ 

Are we ready for thefuture?

因为尚达曼认为，经济学对社会“更

有好处”。

他任职政府投资公司期间，世界经历

六次的经济危机。对他来说，这是经

济政策分析的难得教育，“让你如何

决定方向。”

杨南强说，政府投资公司集团总裁林祥

源教他未雨绸缪的重要性。他说：“在

后头追赶绝对是下下策，你被迫追追拉

拉，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他担心如

果政府只是做些零星调整，而不是为了

满足未来的需要而放手重组，“那它就

会像大公司那样没有落力保住市场的份

额，如诺基亚或黑莓，终因抗拒点击屏

幕而都成了苹果手下败将。”

他也担忧社会凝聚力的逐渐消蚀，原因

是社会保障、住屋、医疗保健、教育和

基础设施等领域所推行的公共服务只在

打边鼓，大量的移民更进一步严重侵蚀

这类服务的素质。

“我们并未做好准备，面对一个平均

工资停滞、贫富不均急剧扩大、人口

老化、成熟的经济增长大为放慢的世

界。别说10年，就是下来的5年我们也

不见得已准备好了。”

是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了

杨南强主张立即推行大规模社会改革，

因为新加坡做得到。

他说：“我们的税率极低，可稍加提高

而又不致影响税率的竞争力。我们的财

政预算，即使以国际货币基金的标准来

衡量，也显得保守。他注意到，政府开

支占GDP 17%, 是发达国家当中最低

的。相比之下，大多数	OECD (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成员国都有35-40%，

而亚洲其他发达国家也达到25-30%。

就以我们自身的历史来说，目前的开

position to make these changes, he says. 
“We have extremely low taxes, such that 
we can afford to raise them somewhat 
and still remain very tax-competitive, 
and we are unnecessarily conservative 
in our budgetary accounting, even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ndards.’

He notes that the Government’s spending, 
as a share of GDP, of around 17 per cent is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developed world, 

compared to 35-40 per cent in most OECD 
countries and 25-30 per cent in other 
advanced Asian economies.Our current 
levels of spending are low even by our 
own historical standards of up to 25 per 
cent of GDP seen in the mid-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se are levels of a public 
spending we can afford to return to while 
maintaining competitiveness and long-
term fiscal sustainability,’ he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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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水平也低于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

期所占的GDP 25%份额。“我们可以

在维持竞争力和长期财政可持续的基

础上，重返这25%的水平。”

对卫生部长颜金勇宣布2017年医疗保

健开支将从40亿元增至80亿元（从

GDP 的1.5%提高至2.2%）的举措，

他认为是值得嘉许的，但同时指出，

台湾在2001年的医疗保健开支，已达

到GDP 的3.5-4%。他问道：“在人口

不断老化的新加坡，2017年的医疗保

健开支仅占台湾2001年的一半，是否

足够呢？”

他说，我们最需要的改革，是公民应享

有的全民医保，这一缺失是大多数发达

的民主国家所无法接受的。

杨南强列举数字指出，新加坡仍有相

当一部分人，要自掏腰包支付医疗费

用，比例占55%，余者由政府或保险

公司承受。相比之下，像香港、台湾、

韩国和日本等亚洲较发达的经济体，

病人只负担大约15-30%医疗费用，而

世界卫生机构建议病人承担的比例为

33%或更低。

他说：“正如美国政治家布雷津斯基说

过，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战略，而我们却

以政策的调整代替战略，以致忽略了战

略开支，结果在关键课题上裹足不前。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仅仅是回应底层的

压力。”最好的例子，是几度冷却措施

也无法控制飙升的房价。

他说，“虽然大多数新加坡人现在付得

起诸如盛港区较低层并面向停车场每单

位15万元的组屋，但居民担心组屋的未

来订价，会让下一代望屋兴叹。他们意

识到房价终将决定于转手价和私宅价，

达到一户人家常年中位入息的五、六

倍，确实难以承受。以目前的趋势而

论，如果订价脱离包含成本在内的市

场价，建屋发展局的15万元订价能维

持多久呢？”

他认为建屋发展局必须放弃“市场决

定”的订价方案，回到当初满足“社

会需求”的使命。对第一次购屋者，

他建议不论什么地区，3房式组屋的订

价应该是一户人家常年收入约2倍，当

然仅限于公民，这是秉承建屋发展局

当初取得成功的激励精神。

杨南强现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副

研究员，公务员学院研究员和新加坡管

理大学经济系顾问。离开政府投资公司

后，他有较多时间与家人相处，间或外

出垂钓，画水墨写生，写诗抒发对大自

然的感受，在生活中追求“心灵平静、

快乐和自由”。

原文：Are we ready for the future? 
by Susan Long 

Straits’ Times Friday, May 18, 2012

He applauds the Government’s pledge 
to double health-care expenditure from 
1.5 per cent to 2.2. per cent of GDP in 
2017. However, he points out, Taiwan was 
already spending 3.5 to 4 per cent of GDP 
on health care in 2001. The most important 
reform needed, which is still missing, is 
that we still do not have universal financial 
access to medical care for all citizens, 
which is politically unacceptable in most 
democratic developed countries.

Citing figures, Mr Yeoh notes that a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of health-care 
expenditure in Singapore is still funded out 
of pocket, with 55 per cent of spending 
financed by patients, with the rest borne 
by the state or insurance.

He worries that if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with piecemeal tweaks but 
does not restructure sufficiently to meet 
the future, ‘it will be like a big company 
not doing enough to keep market share, 
like Nokia or Blackberry, which refused to 
go touch screen till it was too late’. Both 
are now eating the dust of Apple.

‘A key business of government is strategy, 
says US statesman Zbigniew Brzezinski. 
Right now, we are forgoing strategy for 
tweaks. The trouble with tweaks is that 
you are not spending strategically and 
not making headway in things that matter, 
you are just reacting to pressure from the 
ground,’ he says.

One example: The many rounds of 

cooling measures that have failed to arrest 
runaway housing prices.

Although most Singaporeans can afford 
$150,000 to buy a Build-To-Order flat 
in Sengkang, on a lower floor and facing 
car park now, they worry that future HDB 
flats will be priced out of their children’s 
reach, he says.

He thinks that HDB needs to abandon its 
‘market fundamentalist’ pricing formula 
and revert to its original mission of 
meeting ‘social needs’. For starters, he 
suggests pricing entry-level three-room 
flats at around two times household 
income in all locations –only for citizens 
–which he says would be in spirit of HDB’s 
original inspiration and success’

有一次，他要带一个失业十年的人去见那区的国会议员，但遭到拒绝，
因为那人担心福利部人员会去“烦我的兄弟姐妹。”他豁然悟道： 
“这个所谓社会安全网不是不够充足，就是令人丧失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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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精神添温馨
广惠肇留医院与佛教居士林

早年南来移民曾为新加坡社会注入一股人文关怀精神，人们不止胼手胝足
自力更生，更组织了各个宗乡团体，慈善机构以发挥分忧排难，扶弱济世
的精神。现代化的新加坡有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风貌，经济繁荣的同时出
现了日趋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人情世故今非昔比，那股渐行消失的人文
关怀精神令人缅怀。在许许多多的慈善机构当中，具有百年历史的广惠肇
留医院与佛教居士林决定接受时代的挑战，要耗巨资重振基础设施，大兴
土木，以更好发扬华社扶弱济世的精神，怡和世纪特为文介绍。

 编者按

病
黎
福
音 扶

贫
济
困



广惠肇留医院更上一层楼
重建工程耗资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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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坐落在实龙

岗路的广惠肇留医院的重新发

展工程将于2015年竣工完成。届时，

留医院将是本地最大，集中西医门诊、

康复为一体的慈善疗养医院。

拥有99年地契的留医院，于前年地契届

满，曾引起医院董事，同人及公众的焦

虑与关注。幸好在这关键时刻，李显龙

总理在2010年11月25日的百年纪念慈

善晚宴上宣布，政府让这家百年慈善

医院留在原址继续发展。这一年，留医

院筹得超过1000万元作为发展用途。

殖民地总督要求民间支援

广惠肇留医院（简称留医院）与新加

坡的医疗事业息息相关，1910年的殖

民地时代，政府的医疗设施不足，政

府通过华民护卫司署翻译官何乐如劝

请华社创设一家慈善医院，以缓和医

疗的需求。何乐如是广府人，他找了

当时的广帮领袖黄福基（又名黄亚福）

与梁敏修，将政府的意愿传达给他们。

黄、梁二人召集广惠肇三属人士开会，

出席者赞成三属人士创设慈善医院，

接着获得更多三属侨领如邱雁宾，吴

胜鹏，陆寅杰等支持，筹足了10余万

元，开设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成立第

一届董事会，由黄福基任总理兼主席。

当时位于实龙岗路705号的陈笃生医

院要搬迁到摩绵路的新院址，安德逊

总督便将这块占地6英亩的陈笃生旧院

址连同建筑物转让给留医院，并与黄

福基签署一份转让院址的合约，为期

99年，每年租金一元，留医院于1911

年投入服务。

采用中西医，设立妇产科

留医院投入服务时便采用中医及西医门

诊服务，任病人自己选择，并实行不分

种族籍贯，一视同仁地施医赠药。由于

能力所限只能为广惠肇三属的重病病人

提供免费的住院留医治疗。它也设立接

生服务，兴建接生楼，为产妇接生，迎

接新生命的诞生。

1 文：区如柏

广惠肇留医院新建筑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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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医院自建院至今，医疗服务未曾中断

过，即使在日治时期，医院照常施诊，

重病病人照常住院留医，产妇也照常到

医院生产，募捐工作也仍旧定期进行。

十年建设，开放门户

1945年8月光复后留医院决心与时并

进，1950年主席李亮琪领导董事部进

行院舍全部改建，并进行10年的扩建

计划。从1951年至1959年医院改建及

兴建了11座建筑，最后一座建筑，也

就是全院最宏伟的正面大楼于1959年

动工，1960年竣工落成。

留医院自建院以来，门诊部是不分族群

与籍贯一视同仁地照顾病人，但是住院

方面只接受广惠肇三属病人。1971年

董事部酝酿修改章程，接受各族病人

住院留医，经过两年的酝酿与讨论，于

1973年3月召开的同人大会上通过修改

章程，于1974年6月开始正式公开接受

各族病人住院留医。开放门户后获得各

界人士支持，善款也源源而来。

留医院自建院以来获得各界人士的支

持，尤其是红伶艺人都以能为留医院义

演为荣，著名的影星及红伶如紫罗莲、

芳艳芬、红线女、何非凡、石燕子等先

后来新义演，广东、香港、马来亚及新

加坡的专业剧团及业余剧团都热心为留

医院义演。自1987年以来，在董事郭

玉泉等的推动下深入全国各区的中元会

及神诞组织，为留医院筹款。

21世纪朝向多元化发展

尽管到了1999年留医院面对地契届

满，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它仍旧

秉承先辈的为贫穷人士提供医疗服务

为宗旨，迈向多元化医疗服务的道

路。2002年院方将旧接生楼的原址底

层辟为日间康复中心，该中心的医务

人员及义工除了照顾年长者的健康之

外，也安排适合他们的活动，使年长

者的生活充实，他们的子女放心工作。

2005年，耗资80万元在空地上兴建的

中医门诊中心开幕启用，扩大了原有

的中医门诊服务。该中心有7间诊室，

提供中医内科、儿科、小儿推拿、针

灸推拿等医疗服务，医师当中包括驻

院医师及义务医师，日间及晚上都开

放，收费大众化。

2006年留医院获颁国际标准品质管理

证书，2007年获得卫生部赋予“社区

医院”资格，院方拨出二号病楼及三

号病楼给从政府医院转介来的病人，

让他们在留医院接受疗后护理，以早

日康复。这一来留医院成为集中西医

门诊、康复、社区医院和疗养院为一

体的慈善医院。

访李国基主席谈医院的发展

李国基说，政府让留医院能够在原地

重建是令人兴奋的事，医院已经绘好

了蓝图，在原则上已获得当局同意，

不过正等待最后的批准。新的医院将

保留面向实龙岗路的长形主楼，背后

三栋呈U字形的150年老平房（陈笃生

医院旧建筑）及院中央的霍然亭，最

大的工程是在主楼右侧兴建一栋12层

楼的新住院大楼，床位也从现在的400

张增加到600余张。

他说，如果进 展顺利将在明年动

工，2015年竣工完成，建筑工程连同内

部设施，加上医务人员短缺，而又必须

扩大医疗队伍，估计将要耗资9000万

元，筹款活动正在进行中，希望各界人

士鼎力支持。

回顾百年以来，留医院建院及各个阶段

的发展都得到各方言群、各阶层人士的

支持，他深信，人们会继续支持它的。

随着人口的老化，新加坡对疗养院及社

区医院的需求与日俱增，李国基深信新

工程竣工后能加强中西医门诊、物理治

疗、日间护理等设施，扩大为社会服务。

作者为资深文史写作人

随着人口的老化，新加坡对疗养院及社区
医院的需求与日俱增，新工程竣工后能加
强中西医门诊、物理治疗、日间护理等设
施，扩大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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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居士林承先启后
多元包容大家庭

 文：洪天发

“居士林”是近代佛教界知识

份子为了研究佛学，修习

佛法而设的组织。居士林名字起源自

公元1918年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正式成

立。这是佛教居士林组织第一次被公

诸于世。

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早期是以创立	

“新加坡佛经流通处”开始的，当时道

阶老和尚、普亮法师，及邱菽园、李俊

承、黄曼士等居士，以此来流通经书，

宏扬佛法。

1934年1月，“佛经流通处	”召开会

议，决定创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由

当时任怡和轩总理（主席）的李俊承

购赠沐烈律廿六号全座楼屋为林所，

并报效家私杂用等费用一千元。推举

李忠石居士为首届林长，1934年6月

17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宣告正

式成立。随后林务不断扩展，增设互

助部以嘉惠善友。

1941年，日军南侵，新加坡沦为战区，

受灾民众日增。居士林筹划主办“中华

佛教救恤会”，由李俊承居士为会长，

广洽法师为总务主任，策动救济工作，

向社会各界募集米粮、旧衣服等物资，

救济难民。

1946年，新加坡光复之后，由李俊承

居士继任第五届林长，积极发展林务，

气象一新。后来参与的林友日多，旧址

不敷使用，李俊承再次首先捐资倡导，

购买金炎律十七号作为长久的林址。

1960年，再增购隔邻旧屋一所，土地

三万余尺，1965年，开会决议重建，

至1970年竣工。终于建成殿宇宏伟，

楼阁庄严的新林所，为林务的发展，

奠下坚实的基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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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门不必关，净地何须扫

来到扩建后的新林所，人们会发现它不

仅巍峨壮观，而且不设任何门扉，正如

出入口处的对联：空门不必关，净地何

须扫。居士林一如既往以它的宽容、开

放矗立在岛国上。

虽然居士林是佛教徒创办的组织，但是

它的济世方针，却是不分国籍，不分种

族，不分宗教，只要有困难，就一定能

获得帮助。近几年居士林不但积极参与

其它宗教和族群的活动，还捐赠善款予

锡克教属下的老人院；为回教传道协会

的教育基金筹款；出席天主教举行的	

“平安夜”庆典活动；每年兴都教的大

宝森节，居士林的义工必定协助维持当

天的交通秩序；也邀请马来及印度同胞

一起包红包、裹粽子。因此，居士林与

各种族宗教都建立起非常友好的联系。

“免费食堂”日不间断

居士林每天免费向公众供应早、午、

晚三餐和下午茶。客工、上班族、德

士司机、学校师生、一般市民，不管

是诚心拜佛，还是路过休息；不管是

参观访问，还是专程来吃饭；不分贫富

贵贱，不管宗教种族，也不需要任何证

件手续，都可以享用。这样，一年365

天，天天都有上千人前来用餐。一到周

末，厨房更加忙得不可开交，就餐者多

达五六千人，被誉为新加坡的“免费大

食堂”。七十多年来，天天都为民众提

供免费素食，风雨不改。

在我们采访现任林长李木源居士时，他

满脸笑意盈盈，说：“法轮未转，食轮

先转。我们华人看重吃，一见面打招呼

就问候‘吃饱了没有’？所以我们特别

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

他也曾表示：近年因为经济不景气，

失业的人没有收入，就到我们这里吃

饭。另外，一些劳工也来这里解决三

餐。这里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宗教种

族，一律招待。每天平均要吃掉300公

斤的米粮，200公斤的面食，1000多公

斤的蔬菜和水果。不过，居士林完全不

担心粮食吃光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根

本不必买米买菜，许多善心人士自动

自发，无限量地送米粮、蔬菜和食油

到居士林来。

当我们到楼下大食堂拍照时，不少一身

汗渍的外籍客工正在用午餐，对着镜头

露出憨厚的，感恩的笑容

年年岁岁度岁金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自1949年开始，每

逢农历新年前都分发度岁金给贫老及

残障人士，70余年来坚守传统，从未

间断。后来居士林还根据福利部调查

贫户的名册，不分种族、宗教，发给

每位贫老红包一百八十新币，让更多

人受惠；所分发的度岁金总额从早期

的千余元增至近年来每年40余万元，

受惠人数也从初期每年数百人增至今

日的一万余人，累计所发出的度岁金

总额达千万元，受惠者超过20万人。		

每年度岁金的分发是居士林福利基金慈

善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为加强各宗教族

群之间的和谐互信，从2002年开始，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福利基金会特邀回教

传道协会及兴都基金会的代表全程参与

度岁金的讨论会议、筹募工作及分发事

宜，以期加强各族同胞彼此间的和谐互

信与精诚合作。

李木源林长说过：颁发度岁金是为了感

恩先辈，我们有今天是由他们带来的，

每一片地都有他们的血汗。老了没有公

积金，没依没靠，年要怎么过？我们天

天说孝亲敬老，是否真正做到？我们一

直坚持每年为老人做这样的事，就是要

倡导孝亲敬老的社会风气。

颁发千多万元助学金

从1979年开始，居士林不分种族、宗

教，向勤奋的各族学生颁发助学金。

为什么不是颁奖学金而是助学金呢？李

木源林长说：“奖学金是颁给学业成绩

优异的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家里有钱，

奖学金奖励他们，可能拿这份额外的钱

买个电脑。而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家境清

贫的学生，所以我们只颁发助学金。当

然，对那些助学金的受惠者，如果学业

及课外活动表现突出，居士林也发给	

“精进奖”以激励他们。”

30多年来，居士林发出总额超过1千

2百万元的助学金给本地多所小、中

学，初院及大专的学生，受惠者多达

2万人。

民间力量，造福四方

除此之外，居士林悲悯病苦，设立三家

中医义诊所，物理治疗室，以及医疗流

动车，为广大贫病者提供收费低廉而又

素质高的医疗服务。1998年成立温馨

家庭服务中心，开展社区服务活动，

属下分设两所学生托管中心，为普罗

大众提供更多元的服务。

鉴于本地文化艺术发展的滞后，居士林

在建筑顶层新设大讲堂，可容纳千人以

上，既礼请法师登台讲经，又延揽余秋

雨、王蒙等著名作家演讲，并举办种族

宗教和谐座谈会，及邀请中国北京大学

教授与新加坡专家学者，一同主持“东

南亚文化研讨会”等，引起很大反响。

居士林作为一个佛教组织，不仅致力

于弘法、修持、还做了大量的慈善、

教育、医疗、宗教与文化交流等工

作，这一切都是依靠本地社会无数的

善男信女以及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才能取得持续的发展。涓滴汇流，造

福广大的民众，一念之善，倍增社会

的温馨。



怡和链接

25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空门不必关，净地何须扫。居士林依靠民间力量，造福四方。

李木源——义工出身的林长

坐在我们对面的李木源林长，除了那股

积极的精神，看不出是个经常要洗肾的

人。他说他本来是个基督教徒，因为母

亲的一场病而亲近佛教。20多岁来到居

士林，他从义工做起，在与宏船法师

和广洽法师的接触当中，深受他们的

身教影响。在2000年他55岁时做出抉

择，全情投入居士林的济世工作，以

居士林为家，12	年来不曾回家过年。

他在与之前的居士林董事共事期间，也

受益良多。他特别提起前任林长陈光别

居士，他回忆说，当年就是他们四人：

陈光别、何耀坤、林荫华和他提出设立

助学金的构想。他认为陈光别为人实事

求是，稳扎稳打，做事一定考虑是不是

需要？有没有可行性？能做多久？他工

作非常认真，每一张需要他签署的支

票都要问清楚开给谁，做什么用途才

签。即使后来年纪大了，病了，每个

星期只能来居士林一天，也每天通过

电话了解工作的进展。陈光别对居士

林贡献很大。

在言谈中，他也表示对陈嘉庚十分敬

重，他对我们说起陈嘉庚的一件往事。

当时陈嘉庚任南侨总会主席，居士林配

合募款赈济中国难民。有一天来居士林

了解情况，负责事务的苏根柱说已筹到

3千余元，等筹足五千元才一次交付。

没想到陈嘉庚听了，拍桌子就骂，说

这不是害死人，那里饥寒交迫，这里	

却把钱扣着不发，要知道“救人如	

救火”，没把救济金及时发出是会误

事的！

李木源居士流露对陈嘉庚仰慕之情，

更激励他要慈济众生，认识到济难救

苦不能拖延，想到就要去做。因此在

怡和轩决定设立先贤馆的时候，居士

林大力支持，捐赠28万元。今年的

陈嘉庚基金成立卅周年庆典筹款晚宴

上，居士林也捐助十万。对于怡和

轩开展的文化活动，他也承诺会给予

支持。

居士林经历了世界二战及各种变迁，始

终坚持慈悲济世的宗旨，尽心致力于弘

法、修持、慈善、教育、医疗、宗教与

文化交流等领域。现在，居士林决定翻

新于42年前建成的林所，增新绿化，

加强防火，使整体更为美观，更具效

益，让未来的发展更上层楼。李木源

林长说，重建蓝图已完成，正待有关

当局的批准。工程耗资4千多万元，居

士林将一如既往，依靠民间力量来完

成各种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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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Chwee Cheng (senior member of 
Ee Hoe Hean) is the founder of Tat 

Hong Holdings in Singapore. Even though 
he was repeatedly listed on the Forbes 
list for Singapore, he has always kept a 
low profile.

Natural Businessman who never 
quits

Ng Chwee Cheng was born in Singapore 
on July 4, 1932. As a child, he received his 
education first at a private school and later 
at Tao Nan School.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Ng replaced his 
father to work as a coolie for the Japanese 
for more than a year, during which he 

 Ng 
Chwee 
Cheng

The Unassuming
suffered inhumane treatment that a child 
should not have been subjected to. At age 
14, he became a young farmer, working 
every day at th farm together with his 
father . However, Ng felt that he needed 
to acquire a professional skill to be truly 
respected, so he apprenticed himself to 
a shipyard before taking up car repairs. 
Armed with the skills acquired, Ng was 
determined to start his own business. In 
1951, his first shop, Tat Hwa Batteries, 
opened for business and was followed 
by Tat Seng Batteries three years later and 
Tat Hong Batteries the following year. 
In addition to the business of tires and 
batteries, Ng dealt with financing, and 

 文：文南飞

traded in use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t was from this humble beginning that Ng 
started Tat Hong Holdings.

No one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 
overseas trip would change hi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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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刚刚揭去夜幕的轻纱，新加

坡万礼蓄水池已经被晨运的人

群唤醒。一位身材挺拔、气质不凡的

长者正在水池边疾步快走，金色的霞

光，为他刚毅的脸庞抹上一层亮色；

他，就是新加坡达丰集团的创始人—黄

水钟。这位刚过八十生辰的企业家，在

现实生活中，却是一贯的低调，一贯的

风轻云淡。

从十四岁挑着担子做水果小贩开始，

在茫茫商海中驶过已经几十年	，时序

回推至八十年前……

天生商人难自弃

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四日，黄水钟出生

新加坡。父亲黄宝生16岁时从福建安

溪南来，靠辛苦打拼攒钱买下一些田

地，现金虽然不多，日子还过得去，

从小就让黄水钟分别在私塾和道南学

校接受教育。

1942年2月15日，刚好是华人的农历新

年，就在那一天，日本侵略军来了，新加

坡人陷入三年零六个月的苦日子。让黄

水钟不忍回忆的是：年近六旬的父亲被

抓去给日本人作苦力，黄水钟觉得很心

痛，就跟日本人说，让自己去代替父亲。

就这样，不到十二岁的黄水钟代替父亲

为日本人做了一年多的苦力，受尽了孩

童不该受的折磨。

战争把黄家以前的安乐生活带走了，父

亲被迫以现金换来的香蕉票，在战后变

成一堆废纸，一大家子人的生计把父亲

压得直不起腰，父亲还是借钱把黄水钟

送回学校继续读书。 可是，在课堂学

不到东西，又常被人欺负，使黄水钟

对学校深感失望，他决心放弃学业，

帮助父亲养家。

14岁的学生成了小农夫，每天跟着父

亲到地里干活。看到上门收购水果的

小贩给的价钱很低，于是说服父亲让

自己去卖水果，挑起水果担子辛苦地

往返于汤申和竹脚市场。后来，他也

开始向左右乡邻收购水果，虽然担子

加重了，但赚的钱明显增加，一家人

的生计也得到改善。

水果买卖虽然做得有声有色，但黄水钟

觉得以一技傍身才算真本事，于是他到

修船厂当学徒，	后来又学修车。	好手

艺的黄水钟深得老板赏识，年纪轻轻已

经能独当一面。1951年，不到20岁的黄

水钟成家又立业。在一串噼里啪啦的鞭

炮声中，“达华电池”开张大吉，黄水钟

自己当上了老板，专营维修汽车轮胎、

汽车电池和收音机电池。	

三年之后，他在樟宜路上新开张了一家

公司，取名“达成电池”。四年之后，他

thereafter. In early 1965, he was in Japan 
when he saw many heavy construction 
machinery busy at work at a construction 
site. He was mesmerised by how advanced 
and efficient the piling machines, 
excavators and bulldozers were. “At 
that time, Singapore has just achieved 
nationhood and the government was busy 
introducing building projects. I felt that 
such state-of-the-art equipment would 
definitely be needed,” recalled Ng.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home, Ng Chwee Cheng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began to flex 
his muscle in this new field by introducing 
second-hand Japanese heavy equipment. 
By 1983, Tat Hong has grown into a 
formidable medium-sized enterprise. 

Long- term Perspective sets the 
Direction and Pace

Since acquiring two adjoined factorie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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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下了樟宜路上的一间店面，成立了	

“达丰电池”，除了轮胎、电池的生意以

外，里面还有金融借贷业务。	后来又增

加了二手机械设备的买卖，黄水钟的达

丰集团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其实，我真的是白手起家，由始至

终，我都没有用过父亲的一分钱！”

黄水钟感慨的说。 

全新视野创商机

六十年代的黄水钟已经“五子登科”！

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和票子都有

了，就这样走下去，不说大富大贵，

日子会是安稳舒服的。没有料到，

一次出国之旅改写了他后来的人生	

格局。

1965年初，黄水钟的几位好友要去香

港、日本等地谈生意并顺道旅游，邀

他同行。到了日本，他们所住的酒店

的外面，恰好是一片的建筑工地，多台

重型工程机械正在忙碌地工作着，那些

打桩机、挖掘机和推土机等的设计之先

进、效率之高深深地吸引了他黄水钟。

“那时候的新加坡刚刚建国，政府为了

正大兴土木，新加坡一定需要这样先进

的设备，“黄水钟回忆道。日本之行，

开启了他的视野，更成为发展达丰的大

转机。回国后不久，黄水钟抓住时机，

开始引进日本二手重型设备，在这个全

新的领域大展拳脚。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迅速

起飞，对二手设备的需求非常强劲。很

多发展商和建筑商都是达丰的客户，甚

至有些同行也跟他们订货。他们不只是

直接出售二手设备，也开始将设备进行

翻新后再出售和出租。到1983年，达丰

的营业额就达到六千多万新元，成为一

家实力不菲的中型企业。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随着儿

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他们以梯队的方

式加入到了他的团队中来。和父亲共事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黄水钟

是个做事非常严格认真的人，所以，儿

子们都有点“怕”他。

“他太有眼光和判断力了，你刚讲一半

他就知道下文了。”儿子们都这么说。

好在黄水钟了解每个孩子的性格脾气，

也尽量放手让他们去应对，把几个儿子

培训成自己的左膀右臂。

登高望远定格局

自从1981年购买下双溪加株相连的两

个工厂后，达丰便步上一条没有停顿的

发展轨道，逐渐成为同行业的领头羊。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70至90年代遇

到的三次危机面前，	黄水钟以智慧与

气魄把危机化成转机，在危机中寻找商

机，让达丰这艘轮船能闯过暗礁险滩，

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市场上奋勇向前。

1992年，达丰控股公司成立了，达丰

重机械，达丰机械租赁，以及达丰国际

私人有限公司归于达丰控股的旗下。一

个华丽的转身，黄水钟从少年小贩变身

为集团领袖。 

1996年，黄水钟让出达丰集团主席职

位；1997年，达丰控股集团在澳大利

亚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家族企业成

功地转型为国际化大企业。三年后，

达丰控股在新加坡再次上市。

达丰红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起重机大

王，管理和经营超过1200台起重机，

业务遍布马来西亚、香港、泰国、印

尼、中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和

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黄水钟也成为新加坡福布斯40大富豪

榜上的人物。	

随着达丰二字的光芒越来越耀眼，黄水

钟三个字却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 

提起这事，他微笑着回答说，“人家记

得不记得我不重要。只要达丰做得比以

前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名衔名气他都曾经拥有过，现在却已经

不再重要。深水静流，自有境界。看着

Sungei Kadut in 1981, Tat Hong began to 
embark on an express expansion track and 
gradually became the leader in its own 
field. In 1992, Tat Hong Holdings was 
incorporated, bringing Tat Hong Heavy 
Equipment, Tat Hong Machinery Leasing, 
and Tat Hong International Pte Ltd under 
its wings with Ng as the Group Chairman.

In 1997, Tat Hong Holdings was 
successfully listed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 signifying 
that the family business has successfully 

transition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Three years later, Tat Hong 
Holdings were listed in the Singapore 
Stock Exchange. At its peak, the Group’s 
market capitalisation was as much as 
S$1.8 billion. Tat Hong has become the 
undisputed leader in the business of 
cranes rental, managing and operating 
more than 1,200 cranes with business 
interests all over the world. 

Ng Chwee Cheng attributed his success 
not to himself but to his wife and children. 

Ng kept a low profile even when he went 
out of his way to help the needy. He 
set up the “Thomson Ng Chwee Cheng 
Foundation” that has been providing 
students from low income families in 
the Thomson area with large amounts 
of bursari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a demonstration of his humbleness, Ng 
never associated himself with flattering 
praises which are so often bestowed on 
people after their act of charity.

Although luck and timing play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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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黄水钟，不禁想起著名诗人泰戈

尔的一句诗：

小鸟说，天空中没有留下我的痕迹， 

但是，我已经飞过！

铁汉柔情大家长

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

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对黄水钟来说，自

己的背后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他的妻儿

子女们。如今，14个儿女都家成业就，

孙辈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看着自己的

家庭大树枝繁叶茂，四代同堂的黄水钟

确实是心满意足，老怀开慰。

早年艰辛奔波，晚年依然劳心，对事

业对家庭的责任，是他终身脱不下的

盔甲。但是，他的生活重心不一样了：

前半生为事业而活，为家庭而活，那

现在，他修身养性，也为自己而活。 

如果说，退休后学习电脑让黄水钟的心

变得“年轻”，那每周打三次高尔夫球

就让他的身体变得“年轻”。球场上的

黄水钟活跃得像是另外一个人：球友

打了一个好球，他会双手高举，大呼	

“哦，好球！”；有人打了一个孬球，

他就会开玩笑般地安慰。 

说到锻炼，就不能不提他晨运的好习

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他和妻子就开始晨运，每次疾步快走	

5公里是多年不变的标准，有时即使下

雨，他们会打着雨伞行走。

旁人都羡慕黄水钟身体好，羡慕他没

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其实这正是他严格自律而修出的正果。

他一个人偶尔锻炼身体不是难事，难得

是坚持几十年从不间断，而磨练出超

人的意志力。一个人如果能驾驭自己

的内心，那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是他不

能掌控的呢？ 

人生八十达丰收

从有能力那天起，黄水钟就没有停止

过做善事，总在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2007年，他成立了“淡申黄水钟

基金”，几年来为汤申区内低收入家

庭的学生提供大笔助学金。 

“我只是付出一点心意，不好意思，

我应该感谢他们给我机会帮助他

们。”黄水钟不会用“济世为怀”、	

“回馈社会”这些大词 ，这就是他的

谦卑。

对黄水钟来说，他可能没有惊心动魄的

经历，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一个本

important role in his success, what Ng 
Chwee Cheng has accomplished is a 
result of his hard work and steadfastness, 
his business acumen and courage that 
helped him break new grounds and scale 
new heights. The secret of his success is 
thoroughly weaved into his seemingly 
ordinary life.

( Editorial Note: This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Wen Nafei in 
Chinese) 

应过着奢华生活的超级富豪，在现实生

活中却是那样的朴实无华：你也许曾经

在巴刹中和他擦肩而过，或者在熟食中

心和他隔邻而坐，也可能在飞机经济舱

和他不期而遇……然而，他恰恰就是能

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黄水钟，他恰恰就是

一个庞大起重机王国的缔造者。

虽然运气和时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

黄水钟的成功，是从他勤奋和稳健的步

伐中出发的，是他的经商智慧与胆识助

他开疆阔土，一路滔滔。他的成功秘

笈，就贯穿在他那看似平凡的人生中。

黄水钟也许是平凡的，但肯定是不平

常的。

他八十年的丰富人生，见证了社会的

变迁，见证了国家发展的道路，是新

加坡人的共同记忆。而这些记忆是值

得铭记，值得回味的。

他八十年的人生，犹如一壶陈年老

酒，年头越久越是甘醇浓冽，越是余

韵悠长……

作者为新加坡知名文化公司制作人
本文题目为陈建坡所题

五十年代位于樟宜路之达丰店面



怡和链接

30 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怡和风采

30 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Carrying the Family Torch to 
New Heights

克绍箕裘 

Poh Cheng Seng and Poh Seng Kui are 
both members of the Ee Hoe Hean 

Club. Their tenacity and faithfulness in 
sustaining and expanding their father's 
business is well known in the business 
communty.

Poh Boon See's road to 
entrepreneurship

Poh Boon See was born in 1915 in Anxi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He came south 

to Singapore in the 1930's to make a 
living. He went on to found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Singapore in 
1954 with some friends. He also went 
into partnership to set up Hwa Leong 
Private Limited to provide small loans to 
those with financial needs. He partnered 8 
others to found Nam Leong Private Limited 
in 1958, specialising in sanitary fixtures 
and bathroom related products.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Nam 
Leong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transform 
successfully from a supplier of sanitary 
and bathroom fixtures to an exporter of 
steel pipes and supplier of materials for 
fire protection, air-conditioning pip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company's sales volume 
grew rapidly from six containers' worth of 
products to 60 containers a year.

高峰  文：洪天发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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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文西创业经过

1915年出生于福建安溪县一个农民家

庭的傅文西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南

来新加坡谋生，虽然所受教育不多，但

自小天资聪慧，处事勤奋敏捷，刻苦打

拼多年后，于1954年与友人创办新加

坡工商银行。并合股开办华隆私人有

限公司，向有财务需要的人提供小额贷

款。1958年再与8位合伙人创办南隆私

人有限公司，专门经营卫生器材和浴室

相关的产品。1968年傅文西先生及其

妻舅继承了南隆的品牌并尽力开拓和

发展。随后孩子也相继参与到公司的

业务中来，并肩奋斗。

新加坡独立后，公司与时并进，不断求

变求新。随着海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

大量的钢管器材，南隆抓紧时机，配合

市场需求，在几年间发展成为本区域主

The road to expansion

Poh Boon See passed on in 1989. His 
sons, Poh Cheng Seng and Poh Seng Kui, 
took over the running of their father's 
business and worked together to further 
diversify the company's businesses. Today, 
Nam Leong specialises in supplying steel 
pipes and welding accessories for the 
shipbuilding, maritime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Nam Leong has its own 
machines that can add value to imported 
equipment and even has its own brand. 
The company was the main contractor of 
all the fire prevention, air conditioning 
and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s for 
an integrated resort in Singapore, the 
Changi Airport Terminal 3 and the sports 
hub that is under construction. It is in 
negotiation over several projects that are 

of a larger scale than these. The company 
is developing its regional businesses, 
and also invested in China to produce 
its own brand name products in its bid 
to become a supplier of a wide range of 
steel products. The company currently 

owns a 380,000 square foot warehouse 
in Jurong, and is a well-regarded name in 
the industry in Singapore and the region. 
It is one of the 1,000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in Singapore.

饮水思源：父亲的办公桌

编者按：傅清成、傅成桂同是怡和轩会

员，他们承继父业，从守业到扩业的故

事是现代企业界的佳话。⋯⋯

我们一早到了惹兰勿刹街道，沿

着路边走去，很快找到339号那

座已经屹立超过半个世纪的店屋。牌匾

上黑底金字依然闪闪发亮。门里门外职

工们已开始忙碌，只听得搬动金属器具

发出铿锵的声响。

谁也没想到，当我们跟随南隆私人有限

公司的两位当家傅清成，傅成桂先生登

上这栋旧建筑的四楼，却恍然堕入另一

时空，在古朴而又不失典雅的房间里，

各种昔日物品井井有条的排列着。在一

幅巨大的南隆店屋的旧照片旁边，兄弟

俩向我们介绍，面前的这一张旧式木

桌，就是他们父亲傅文西先生当年办

公的桌子，桌上放置老式的台灯、打字

机、电话、算盘等，和墙上挂着好几帧

傅文西先生当年的照片，仿佛向我们一

一细述着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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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钢管，焊接配件和工业阀门的供应

商。公司成功转型，从最开始的经营

卫浴器材转向出口钢管和供应防火、冷

气管道、建筑等材料。要打开局面并非

一帆风顺，当时只要看到有关防火设施

工程，南隆就会主动去接触承包商，向

他们介绍自己的产品特点和价格，争取

客户，由此逐步树立市场信心，慢慢地

营业量从卖6个货柜的产品，飙升到一

年60个货柜。

从守业到扩业

傅文西先生于1989年逝世。傅清成，

傅成桂兄弟俩多年在父亲的耳提面命

下，对经商已有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

见解，并都能独当一面，他们同心协

力，把家族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迈入

新世纪进一步把公司业务多元化，把

造船海事，建筑防火，冷气与天然气管

道的供应等业务纳入公司的营业范围。

目前南隆专为造船，海事，建筑业提供

钢管，焊接配件等，本地几家大造船厂

都是南隆的客户。南隆自拥机器，为进

口器材附加价值，有自己的品牌。公司

曾为新加坡一家综合娱乐场（IR），樟

宜机场第三搭客终站及正在建造中体育

中心承包全部防火、冷气、天然气管道

的工程，正在接洽中的几个项目都是更

为大型的工程。公司业务正朝区域化发

展，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

家，甚至中东的迪拜，都是他们的目

标。南隆除了在本地生产保温管，也

在中国投资生产自己的品牌，成为能

供应广泛钢制产品的商家。公司目前

在裕廊拥有一座38万平方尺的大货仓，

在新加坡与区域行业享有一定的声誉。

南隆在2003年获得了ISO9001的品质

证书；2000质量管理认证；2008年获

奖新加坡最佳企业50强第；2009年获

奖新加坡中小企业500强营业额第22

名。目前公司已晋升为新加坡前1000

名的优秀企业。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洋名David的傅家老大傅清成，英校出

身，现在身为公司执行主席，1974年

加入公司时却是从基层做起，当了多

年的“看店小弟”。他生性乐观，随

后排左二为已故傅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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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成钢铁的，就怎么摔也摔不碎吧！”
南隆沿这条路走下来，路子是越走越宽了。

和，从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因此容易与人相处。在家族事业中，

主要负责华隆的贷款业务，长期担任

新加坡贷款商（Moneylenders）公会

会长。他说许多年来利息偏低，银行

有太多的钱可以出借，而贷款行业的法

律条文严峻，早已是一门西洋行业。然

而，傅清成的日子并不清闲。他热心公

益，2006年他接任新加坡南洋傅氏公

会的会长；2009年被委任为东南社区

发展理事会理事。此外他还是新加坡

加基武吉咨询委员会主席；马林北列市

镇会执行委员；伟源中学咨询委员会主

席；以及新加坡安溪会馆执行理事等。

今年国庆日，他获颁公众服务奖章。

作为南隆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的老

六傅成桂，1982年服完兵役后加入

公司，也是从驾罗厘为公司送货开始

的。1987年才进入公司董事局，负责

公司的规划，管理，监督和协调。他和

大哥一起，并肩携手，实现了公司业务

的多元化。傅成桂从小接受华文教育，

出身华侨中学，受中华文化的熏陶。然

而，兄弟俩在日常生活流露无限孝亲，

怀旧，感恩的情怀。他们都已有了自己

的家庭，而至今仍和老母亲陈培玉女士

住在一起，工余之暇，也不时陪老母亲

到各处旅游散心。南隆四楼的那间恍如

历史走廊的房间，正是在傅成桂精心策

划下设立起来的，流连其间，让人似乎

可以触摸到南隆大半个世纪的脉动。

路越走越宽了

一家创立超过50年的家族企业，不会

没有经历泥泞风雨。1968年公司由于合

伙人的离开而出现资金周转的困难；	

1997年因金融风暴而蒙受亏损；2008

年面对钢铁制品价格大跌而影响业绩

和利润。“经一事，长一智”，南隆在

各种困难和坎坷中，学到了谨慎控制成

本，严格控制现金流动，使得公司安然

渡过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南隆私人有限公司虽然是一家家族企

业，但在管理方面，兄弟俩都一致认为

要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聘请专业人

才协助经营、销售。用人方面强调唯才

是用，公平对待员工，处理业务对事不

对人，力求做到公私分明，就算亲戚犯

错也不徇私，而是平等对待。

展望未来，他们当然还要大力扩展业

务。像这样一间成功的家族企业，人们

常问的是：什么时候上市挂牌？兄弟俩

认为一向融资不成问题，短期内并没有

这方面的打算。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南隆特别重视实

干，稳健的作风。回想起当年为什么会

改变营业方向，傅成桂先生说，卫浴用

品都是易碎的东西，顾客看货一不小心

打碎了，容易造成损失。“如果换成钢

铁的，就怎么摔也摔不碎吧！”一个简

单的想法，一个务实的理念，加上抓住

时机，南隆沿这条路走下来，路子是越

走越宽了。 

The formidable power of brothers 
in unity

Eldest brother Poh Cheng Seng, who also 
goes by the name David Poh, is English 
educated and is the current Group 
Executive Chairman. He also oversees 
the financing business at Hua Long in 
their family business and has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Moneylend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for many terms. David is 
also very active in community service. He 
took over as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Nanyang Association of the Poh Clan in 
2006, and was appointed a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Southeast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in 2009. In 
addition, he is serving as the Chairman 
of the Kaki Bukit Constituency Advisory 
Committee,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Marine Parade Town Council, Chairman 
of the West Spring Secondary School 
Advisory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Singapore Anxi Association. 
For his ac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he was awarded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on National Day this year.

Poh Seng Kui is the sixth child of the 
family. As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Nam Leong Pte Ltd, he oversees the 
planning,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company. He received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young at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Located 
on the fourth floor of Nam Leong's office 
is a room that is modelled like a corridor 
of history. This is the fruit of meticulous 
planning by Seng Kui. This room of 
nostalgia immerses the visitor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am Leong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 Editorial Note: This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Ang Tiam Hua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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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车商们重提把原来按汽车容

积率	(cc)	划分的拥车证组改成

按马力计算，以前被否决的建议现在政

府表示会考虑；一些社会团体和家长呼

吁把学前回归教育部管理，过去一直碰

钉子，现在政策正准备U转⋯⋯从交

通、教育、住房、人力，去年的大选之

后，“圣牛”——检视或被宰割，一个

最热门的说法是，在互联网的时代里，

舆论发挥了作用，影响了选票，选票自

然就会影响执政党的决策。于是，政策

跟随民意走，成为了新常态。

政策跟随社会发展

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改变是符合

社会自然发展的，而舆论虽然起着推

波助澜的作用，其实变化的到来，是

迟早的问题，大选和选票，只是加速

变化。

我比较认同第二种说法。

台湾《天下杂志》在2012年初出版

的特辑“全球大未来”中，谈到新加坡

时，访问了导演梁智强。他说，1998

年拍《钱不够用1》时，当时的新加

坡人“怕输，怕穷，怕政府”，10年后拍	

《钱不够用2》时，新加坡人已是“怕

输、怕穷，不怕政府”。

本来，现代国家的政府就不应该是让

人怕的。但是在建国初期，大家的生

活条件都不好，谁能把人民带出贫

困，人民就自然会听谁的，加上当时

人民教育水平不高，对能改善他们生

活的领袖也就更依赖，因此对政府产

生敬畏的心理。

如今，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一个“橄榄

型”社会，中间的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	 壮大，最上层和最下层的社群

相对小。橄榄型的社会好处是社会稳

定，而局限，也是稳定。

橄榄型社会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

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的调节功能和对

社会利益冲突的缓冲功能，他们本身

衣食无忧，大部分人也有一些能力协

助身边有需要的人，这样的社会相对

稳定。但是也因为稳定，中层的流动

性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相对小了，中

层和上层之间难于逾越。

绝大部分处于小康的人，因为基本的

衣食住行都满足了，要在经济能力和

社会地位方面取得跃进已经越来越困

难，物质方面的诱惑和推动力不大，

反思
中的新加坡

我们正处于一个反思的时代，庆幸的是，  我们不是在外敌的船坚
炮利刺激下或内部剧烈斗争之下被迫反省， 而是因为经济、政治和
社会的自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民众  自发的检讨。

 文：韩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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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素质和精神追求相对较高，

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也就抱着批判的	

眼光。

不满与憧憬

今年6月，一家咨询公司	 a Advantage 

Consulting 做了一项针对2000个新加

坡居民的调查，他们眼中的新加坡是

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在近100个英文词汇中，人们选出的10

个最贴切形容词是：怕输	 (Kiasu)、竞

争力	 (Competitive)、自我中心	 (Self-

centred)、物质需求	 (Material needs)、

怕死	(Kiasi)、价值观败坏	(Deteriorating 

values)、精英主义	 (Elitism)、充满怨气

(Blame)、对未来感到彷徨	(Un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安全	(Security)。

10个词汇中有8个是负面的，这显示

新加坡人对所处的坏境有很大的不

满，以前那种觉得国家很了不起的想

法已经慢慢被高要求取代。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带着批判

眼光看待自己的这些人，对新加坡的未

来还是充满美好和善良的愿望的，因为

在谈到他们对新加坡未来的憧憬时，

他们选出的10个词汇是：负担得起的

住房	 (Affordable housing)、关爱长辈	

(Caring for the elderly)、有效的医疗服

务	(Effective healthcare)、关爱弱势群体	

(Caring for the disadvantaged)、爱心	

(Compassion)、为后代着想	(Concern for 

future generations)、优质生活	(Quality of 

life)、均等机会	(Equal opportunities)、

社会责任感	 (Social responsibility)、就

业机会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报告可能不够

全面，只能做为参考，但是我认为，

至少它让我们看出，现在的新加坡正

处于一种反思的状态。人民对过去的

政策和所处的环境感到不满，提出质

疑，不完全是因为个人利益或者生存

空间受限制，在安定和富足的生活中

反省，是居安思危。在这种情况下进

行的反思，才较理性与中立，而且更

多元。

过去一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课题，就

反映出这种百花齐放的景观，火车轨

道、武吉布朗华人坟场、地铁服务等

等的讨论，涉及面不仅仅是对现行政

策的批评，也提出了对环境、卫生、

可持续性、价值观等领域的探讨，不

论深度和广度都比以前大许多。

中文不能在反思的时刻中缺席

在媒体工作的我真的感觉到现在的新

加坡是一个更开放的社会，限制不是

完全没有，但是言之有物、有关怀和理

性的讨论，包括对政府和政策的批评，

只要有理有据，都有发言的空间。

与此同时，在华文圈子里工作，我有

另一层担忧。因为我们社会上的工作

语言主要是英语，华语的讨论和用中

文发表的评论相比之下非常少，而且

作者的圈子也不大，讨论的课题也有

一定的局限，如果能够用中文写作和

讨论的人不在这个反思和反省的时期

积极开拓发言与讨论的空间，这个圈

子必定更萎缩和边缘化。

这方面媒体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而公

民社会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目前

用华语进行的讨论绝大多数是实用性

的医疗保健、投资、新移民融入或者

我国历史文化等课题，对于社会、政

治方面的公开讨论比较欠缺。近来因

为工作的关系，我出席了一些英语的

交流会和座谈会，深刻感觉到华英两

个圈子经过了那么多年，还是有相当

大的距离，大家对社会变化的速度和

幅度、对新移民的态度、对公平社会

的看法、对文化保存的态度都不尽相

同，双方的讨论和交流可以加强这场

全民反思的意义。

我们正处于一个反思的时代，庆幸的

是，我们不是在外敌的船坚炮利刺激

下或内部剧烈斗争之下被迫反省，而是

因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自然发展进

入的一个新阶段时，民众自发的检讨。

在这个时代，我非常希望看到更多提

出不同关怀的中文讨论出现，我们不

能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缺席。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反思的时代，庆幸的是，  我们不是在外敌的船坚
炮利刺激下或内部剧烈斗争之下被迫反省， 而是因为经济、政治和
社会的自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民众  自发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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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个充满生存危机感的国

家。也因为如此，新加坡自建

国之初便目标明确地为生存而拼搏。	

47年来的努力，新加坡确实在经济上、

社会基础建设上以及国际声誉上取得不

俗的成绩。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条件都

比以前来得好，有些人富裕了，出国工

作与旅行的人多了，购买力强了，似乎

处处显现出国泰民安气象。

但近年来，新加坡频频发生位居要职与

受高等教育人士等体面人物的失德罪

案，令举国为之震惊。案例可归纳为

贪污、嫖雏妓、偷窥非礼、性贿、失

信、性侵、欺骗、教唆顶罪等不道德

行为。有些犯案者更是荣获政府优异

奖学金的高材生，前途无可限量，却

因犯案而自毁前程，以至身败名裂，

令人不胜扼腕。他们的年龄介于25至

52岁之间，都是在新加坡建国以后受

教育，即上世纪的70至90年代期间。

强调教育配合经济发展

无可置疑的，新加坡由于资源极其匮

乏，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因此，非常

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强调教育是立

国之本。独立后，历届政府为配合经济

发展，一直坚持和大力投资与发展教育

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根据人才

需求预测教育的结构、形态与价值，提

出教育改革体系，以确保教育与经济同

步发展。新加坡的数次基础教育改革核

心足以说明这点。

1969年，政府提出“向技术教育进军”

的教育规划，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强凋普通中学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训

练，职业技术学校也要加强普通教育，

逐步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发展

的格局，尽快将人力资源转为现实生产

力，以满足劳动密集型经济对人力资源

的迫切需求。

70年代中期，为配合经济发展，对基

础教育再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教育	

“分流制度”。将过去单一的普通中学

制度改为多类型的中等教育制度，特别

强调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结合，以满

足资本密集型经济对高水平专业技能劳

动力的新要求。

1990年，吴作栋总理在“新的起点”

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对新加坡教

育发展作了展望，提出教育要迎接资

讯化社会的挑战。为了发展技术与知

识密集型经济，新加坡在中小学实施

教育资讯化计划，注重从小培养学生

的资讯与科技素质。

这些可说都是适合与顺应国情的教育改

革。政府也认识到开发人才的同时，必

须加强与巩固学生的道德教育。新加坡

前总理李光耀曾明确指出：“如果伦理

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准低落，新加坡就会

走下坡。因此，我们是否能维持稳定和

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

方面，而是在于社会的道德建构。”	

（《联合早报》，1994年8月14日）

道德教育 与时并进

实际上，新加坡道德教育是与时并进

的。1967年，小学推行公民教育以培

养学生的礼貌、诚实、坚毅和善良的

品质及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的价值

观。中学公民教育目标涵盖自我、家

庭、学校、社区、国家和世界六大主

题。1978年，教育部长吴庆瑞发表	

《教育报告书》，指出学校道德教育

做得不够，特委王鼎昌部长组成委员会

研究道德教育问题。1979年，王鼎昌	

《道德教育报告书》发表，指出课程

范围太广、概念不明显、文字太深

我国
面对的

社会道德
挑战

 文：王永炳
这些高等教育人士的罪案频频曝光，
应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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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缺点，建议学校道德教育内容须包

括：个人行为、社会责任和效忠国家

三个方面。

1980年初，是新加坡道德教育大改革

时期。教育部成立小学道德教育教材编

写组。1982年，推行中学宗教知识与

儒家伦理科，中三、四年级学生从中任

选其一修读，并作为会考科目。1989

年，时局起了变化，各宗教都有炽热

的传教趋势，对新加坡宗教和谐极为

不利。教育部长陈庆炎于是宣布1990

年起，宗教知识与儒家伦理科不再是必

修科，改成在课外时间教导的选修课，

直至1992年由中学新公民课程取代。

在学校实际落实道德教育非
易事

从以上事项看，政府为改善与落实道德

教育，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无非期

望造就品学兼优的人才。话虽如此，但

要在学校实际落实起来，却非易事。学

校为声誉、排名，特别注重学术科目。

学术成绩优异，便是好学校，学生考试

成绩优异，便是优秀生，奖学金标准也

以此为据。很多父母不惜重金聘请家

教，目的无非在于孩子的学业成绩。这

样一来，非考试的道德教育科只能靠边

站。道德教育课每周只有两节至三节课

时，考试科目时间不够，往往借用道德

教育课的课时。这个科目的设立，便显

得可有可无。

1984年以后，不再有华英校之分，通

称为新加坡学校，推行双语教育。华文

成为必修的单科教学语文。原意是通过

英文，掌握科技；通过母语，传承传统

文化价值观，但是，英文普遍应用的结

果，对于反映西方文化的书籍、影视节

目与传媒报道，无需翻译，便可直接吸

取，受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自不

在话下。例如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和个人

享受主义价值观。怕苦怕脏怕累，不婚

嫁不养老人，年轻夫妻不想生孩子等。

当然，有些恶习并非全受西方文化的影

响，而是新加坡富裕后的流弊。有些人

短期内变得富有，对金钱特别重视。他

们衡量人的标准是金钱，不是以智慧和

人格为主。这种风气当然会产生不良影

响，其中一个便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影

响，例如学生竞相购买名牌货，互相

炫耀；有些通过不良途径换取金钱以

满足其虚荣心。等等。

由于新加坡历经急速社会变迁，许多

传统的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受到严峻

考验，甚至受到无情的扬弃。学生

母语水平每况愈下，华文教材里的

传统价值如“人不知而不愠”、“君子

慎其独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温故而知新”、“父母之年，不可不

知也”等的价值意蕴无法领会消化，要

如何立身处世？在社会西化倾向不断

加重的情况下，新加坡要把学校道德

教育的开展作为消弭西方消极文化影

响，振兴国民精神文明的重要措施，

谈何容易！

家庭教育里“爱”和“习惯”
已变质

1980年以后，新加坡人的家庭结构产

生变化。政府立意坚守的三代同堂家庭

逐渐松散解体，核心家庭起而代之，无

形中动摇了社会稳定根基。父母大多忙

于工作而忽略了对子女的教养；有的父

母把孩子的生活起居任务全交给女佣，

养成子女的依赖怠惰心理；有的父母片

面地选择了一些教育专家理论，对子女

的教养采取自然放任态度。等到子女在

德行上出现问题后，父母不是互相推诿

迁怪，就是显得无奈与无助。

其实，整个问题症结所在，是家庭教

育没有掌握“爱”与“习惯”两个要

素。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

焉，能勿诲乎？”现代教育心理学家布

恩	Bourne 和埃克斯特兰德	Ekstrand 指

出，怎样使我们的儿童把我们的行为准

则和价值观内化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价

值观？靠“爱”和“习惯”。

根据个人观察，80年代以后，父母孩

子的“爱”和“习惯”已变质。就以

孩子的生活习惯来说，个人事务如穿

衣穿鞋叠被洗澡刷牙，吃饭不挑不拣，

对长辈客人要打招呼，不在公众场所喧

闹等都可训练培养。随着父母忙碌于工

作，佣人代劳，这种传统行为习惯已被

忽略。对孩子的“爱”，有专家研究指

出，父母对子女太过溺爱、照管过度、

保护与顺应过度，孩子的性格一般上是

任性、依赖性、粗暴、攻击、幼稚、无

责任心、缺乏社会性等。父母对子女

的另一个极端是忽视、拒绝、残酷与

专制，那么孩子的性格就是情绪不安

定、反社会、自我、执拗与企图引人

注意等。更甚的是，在这种瞬息万变时

代，孩子面临众多选择与途径，往往感

到茫然与困惑，而成人欲助无力，使问

题更趋严重。

90年代政府推行的资讯科技计划，大

获成功。学生接触与应用电脑等科技，

举世闻名。由于科技突飞猛进，互联网

以空前广度与深度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去。它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负面效

应。色情传播、暴力恐怖、网上犯罪

等接踵而来，而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开

发几无穷尽，与之俱来的道德问题也

就层出不穷。

总而言之，新加坡在经济急速发展中，

家庭结构松散与解体，道德教育严重被

忽略；学校教育重学业成绩轻人格培

养；社会普遍存在急功近利心理，渴

望富有、社会地位、称心如意的工作；

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互联网虚拟世界，

到处是引人入罪的陷阱与诱惑，稍一不

慎，便身陷其中而无法自拔。70年代以

后受高等教育人士，都经过了这些成长

过程，接受严格的挑战与考验，如何能

顺利地度过“人心失态”的鸿沟？这些

高等教育人士的罪案频频曝光，应该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他们的道德

危机现象，值得我们深切反省与思考。

作者为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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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胡逸山出生沙巴，父亲是沙

巴人，母亲新加坡人。美国加里佛尼

亚大学法学博士，原马来西亚首相纳

吉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

际研究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今年7月17

日，胡博士应怡和轩之邀，出席内部

座谈会，带领与会听众走进既邻近又

遥远的东马土地……

从新加坡看东马，远非像看西马

那么清晰。东马的沙巴和砂拉

越两州，虽说飞程不远，砂拉越1小时

半，沙巴2小时半，但它们的地理、政

治、经济、种族、文化离我们似乎很远。

它们与西马（之前还包括新加坡，文莱

临阵退出）共组马来西亚（或称大马），

但因为隔着南中国海，地处北婆罗洲，

所以地理景观、人口结构、风土人情、

历史变迁与西马和新加坡相去甚远。

幅员辽阔 人口稀少

沙巴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位于婆罗洲

岛北部，因台风横扫菲律宾时不经过

这里，故有＂风下之地＂之称。人口

超过310万，密度为40人；砂拉越面积

约12万5千平方公里，略小于西马，是

马来西亚第一大州。犀鸟是砂拉越保护

动物，也是砂拉越的象征，所以砂拉越

又有＂犀鸟之乡＂的美誉。人口达215

万，密度为19人，相比之下，新加坡

的密度超过7000人，所以新加坡要向

天空发展。

历史上，文莱对沙巴和砂拉越曾掌控

大权。公元1600年之前沙巴隶属文

莱，17世纪文莱把沙巴转让给苏禄苏

丹，以致菲至今仍视沙巴为其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在地图上把沙巴划入菲

律宾版图，而且拒绝在沙巴设领事馆，

只派出一个特工队代摄使馆事务。菲律

宾的索土要求，在国际上不受承认。砂

拉越在1841年前的500年间，一直是在

文莱苏丹的管辖之下。后来英国东印度

公司军官、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来到

砂拉越，协助文莱苏丹摆平内争，被封

为拉惹，阴差阳错，开始了百年拉惹王

朝。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政权曾派

人到砂拉越请求承认其地位。

种族复杂 宗教多元

沙巴的种族组成，要比西马复杂得

多。它拥有32种土著，其中卡达山/

杜顺族一度高居人口的40%，后因

人为因素降至约17%，信奉天主教

或基督教，华人约占9%，七成是客

家人，另有广府人、潮州人、福建人

和海南人。两族之间互相通婚由来已

久，其中半数各有对方的血统。沙

巴马来人不同于西马或新加坡马来

人，他们是文莱马来人，占人口6%, 

与第二大土著巴夭人加在一起，大约

20%，信奉回教；姆律等其他少数土

著则占23%。根据1963年共组马来

西亚时存档于联合国的沙巴20点协

议，沙巴是没有官方宗教的，后来回

教成为官方宗教。80年代以前，非回

走入风下之地

 整理：雨石

和犀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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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可主宰沙巴政治；之后，由于不满

和担心，当局决定开放门户，让大量

回教徒从印尼和菲律宾涌入，在当地	

“抢饭碗”，人数竟高达沙巴总人口的

28%，回教徒的人数遂增至总人口的

60%。根据当局的需要，这些“新移民”

大部分拿到身份；也有拿不到的，或后

来被剥夺了，甚至遭驱逐。有些无身份

者，其实是在沙巴出生，且已是第三代

了，境况确实令人同情。

沙巴20点协议中，除了宗教一条已不适

用外，其他沦为一纸空文的还有“公务

员婆罗洲化”、“沙巴掌管其财政、发展

与关税、可自行征税、贷款”以及“沙巴

掌管其教育”。处在危险边缘的条文包

括“英语在沙巴继续为官方语言”、“沙

巴土著享有与西马马来人同等权利”。

目前还有效的协议条文是“沙巴享有移

民控制权”和“西马土地法不适用于沙

巴”两条。移民控制权导致超过1/4有

身份和无身份的“新移民”，也出现所

谓“抬烧猪”现象，指的是当年西马民

主行动党党魁林吉祥到东马扩展党务，

得罪了首席部长哈里斯，被拒入境，活

活地像“抬烧猪”那样被抬离机场。

砂拉越族群也多达23个，其中以伊班

族和华族居多，占砂拉越总人口一半

以上。伊班族约29%, 信奉基督教，华

族24%，两族间通婚现象并不普遍。

文莱马来族占23%，其他少数土著包

括	Bidayuh (8%), Melanau (6%), Oran 

Ulu (5%)等。官方宗教为回教，由于

回教徒人口低过半数，故难以主宰砂

拉越政局。

政经形势 别具特色

政治方面，沙巴的州议会和国会议席几

乎是一面倒。州议会共60席，国会25

席，巫统分别拥有32席和13席，其他

较强势的政党如沙巴团结党、沙巴民

族统一机构也都属于国阵成员。砂拉

越的州议会计70席，国会31席，国阵

最大党土著保守联合党分别拥有35席

和14席，联同国阵其他成员如人民联

合党、人民党、民主进步党，共同操

纵州议会。但沙巴和砂拉越的政党受

到利益左右，分化、重组、转变、跳

槽极为普遍，所以有其脆弱的一面。

以“白毛”闻名的强势首席部长泰益，

在位已31年，被奉为现代砂拉越的缔造

者。他的第一个妻室是波兰裔澳洲人，

数年前逝世，后又娶了黎巴嫩美女；他

掌政府，夫人掌经济。大选期间，不满

白毛者竖起的标语写道：“白毛不倒，

人民吃草”。

沙巴和砂拉越与中国交往的历史非

常悠久，明代史书上就有“勃泥”

（Borneo)一词。当时两地主要保持通

商关系。如今，作为马来西亚成员之

一，沙巴的主要经济支柱是旅游业和

油棕业。虽然它也产石油，但主要控

制在西马手中，对就业市场起的作用

不大。沙巴首府亚庇东北，坐落东南

亚最高山峰——神山（俗称中国寡妇

山），高度达4千米，十分壮观，卡达

山／杜顺人视之为灵魂归属之地，吸引

州内外大批游客和登山者。南部城市斗

湖岸外，是著名的潜水中心。东海岸的

山打根，是沙巴第二大城市，附近的森

林保护区内，生活着人猿、长鼻猴等珍

贵动物。沙巴油棕业居大马之冠，推动

了沙巴的经济发展。砂拉越首府古晋，

有“猫城”之称，主要城市是诗巫、美

里和民都鲁。该州盛产石油、树桐和油

棕，去年GDP达新币300亿元。旅游业

不如沙巴，但姆鲁洞颇有名气，洞内大

到可停放好几架747型客机。

从新加坡看东马，远非像看西马那么清晰。
因为隔着南中国海，地处北婆罗洲，所以地
理景观、人口结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与
西马和新加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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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三家发钞银行，即汇丰银

行、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现

在，三家发钞银行中的两家被美国指

控参与洗黑钱。汇丰为了息事宁人，

早已承认洗黑钱，目前正与美国监管

当局商谈罚款的事；渣打在开始时则

高调反驳洗黑钱的指控，并扬言要控

告指控渣打洗黑钱的美国纽约州金融

局，因这项指控已经令渣打银行声誉受

损，但是最后却以极快的速度与纽约州

金融局达成和解方案，罚款了事，罚款

额更是远低于市场的预期，仅3.4亿美

元，大事化小。

洗黑钱
耐人寻味的

指控

 文：曾渊沧

对洗黑钱的行为定义不同

何谓洗黑钱？美国各级政府如何定义洗

黑钱？这一次，为什么指控渣打银行洗

黑钱的只是美国一个地方政府而不是中

央政府，难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

洗黑钱的行为有不同的定义？

汇丰与渣打的注册总部都在伦敦，汇丰

自己主动承认了洗黑钱，在这之前，另

外数家英国注册的银行也被美国指控洗

黑钱。渣打高调否认洗黑钱之后，英国

政府已决定插手此事，指责美国的洗黑

钱指控为一项政治阴谋，目的是打击伦

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看来，事

件的确不简单。

美国这一次对渣打银行的指控，是指

渣打银行与伊朗有2千500亿美元的往

来，那的确是很惊人的天文数字。为

什么付钱给伊朗被定义为洗黑钱？美国

与伊朗交恶，未经联合国同意而自己经

济制裁伊朗，同时要求全世界的国家与

银行不与伊朗往来，很明显的，美国人

眼中的所谓洗黑钱与世间公认的所谓洗

黑钱是不同定义的。向来，世间公认的

所谓洗黑钱是协助恐怖分子、协助黑帮

来处理金钱往来并使到来历不明的钱变

成正当的钱。但是，美国对洗黑钱的定

义是，凡是与美国的敌人有金钱来往就

是洗黑钱，美国洗黑钱的指控是会随着

其外交政策的改变而改变，这的确使国

际银行难以应付。很多年前，当伊朗还

是属于伊朗王朝的时代，美国与伊朗关

系良好，大量国际银行，包括美国的银

行，都在伊朗有分行，后来伊朗王朝被

推翻，美国与伊朗交恶，这些国际银行

都得撤出伊朗。伊朗王朝垮了之后，美

国就去扶持伊拉克打伊朗，爆发了两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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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可是，受到美国扶持的伊拉克壮

大之后就反过来反美国，占领科威特，

引致美国挥军攻打伊拉克。“911”之

后，美国认定伊拉克藏有大杀伤力武

器，直接挥军占领伊拉克，今日的伊拉

克自然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与伊拉克往

来也不算洗黑钱，但与伊朗往来就是洗

黑钱。美国的外交政策多变，对全世界

的银行而言的确是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全世界的银行都听美国
指挥

为什么全世界的银行都得乖乖地听美国

指挥，不敢与美国的敌人往来？

最主要的原因，美元是国际的贸易货

币，世界上除了欧元区内部彼此以欧

元为国际贸易货币外，任何其他国家之

间的国际贸易多用美元结算，少用自己

的货币。要用美元来为国际贸易结算，

就需要在美国有个银行执照，否则就得

通过另一家美国的银行来进行结算，让

另一家美国的银行抽取结算佣金，这是

一笔巨大的金额。如果不是为了美元结

算，渣打银行根本不需要在美国设办公

室，实际上渣打银行对美国本土的银行

业没兴趣，目前渣打银行在美国只有数

间办公室，且不对公众开放收取存款。

美国对洗黑钱的指控也可以是直接或

间接的，假设有另一家银行在美国没

办公室，透过渣打银行在美国进行美

元结算，而这家银行与伊朗有交往，

这笔帐也会算在渣打头上，防不胜防。

耐人寻味的洗黑钱指控

这一次，指控渣打银行的不是美国中央

政府财政部或联邦储备局，而是一个州

的金融局，指控渣打的纽约州本身更不

是什么金融中心。美国的金融中心是纽

约市，纽约市不等同纽约州，纽约州只

能算是纽约市的郊区，闻名世界的华尔

街是在纽约市。因此，由纽约州出面指

控渣打银行洗黑钱是很耐人寻味的。这

有好几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美国中央政府知道这项

指控相当牵强，并可能引起英国政府

的反击，所以中央政府不出面而由低

一级的地方政府出面。万一出问题，

问题也相对较小，不会破坏美国与英

国的国家外交关系，就当是纽约州地

方政府的越权行为。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纽约州金融局的

确自把自为，想扬名立万，独力指控国

际大银行，向其行使自己的权力，恐吓

会吊销渣打银行在纽约州经营的执照。

如果只是纽约州的执照，不要也罢！

当渣打银行高调反驳洗黑钱的指控后，

市场就传出美国联储局、财政部不满纽

约州金融局自把自为的行为，看来问题

的确很复杂。

汇丰、渣打都是香港的发钞银行，两

家发钞银行卷入美国的洗黑钱指控，

传媒一听到“洗黑钱”这三个字，不

问青红皂白先打三百大板，一面倒的

指责汇丰与渣打，唯恐天下不乱。如

果有一天，中国银行也遭到美国某一

州指控洗黑钱，整个香港金融圈子很

可能会引起恐慌。

洗黑钱是很严重的指控，渣打银行最

大的单一股东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淡

马锡，会不会影响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

中心的地位	?	还记得多年前，新加坡就

曾经被美国政府列为洗黑钱的“可疑中

心”观察名单，近年来也被美国政府指

责向伊朗购买石油，向伊朗购买石油该

如何付钱	?	负责付钱的本地银行会不会

被美国政府指控为洗黑钱	?

向来，世间公认的所谓洗黑钱是协助恐怖分子、协助黑帮来处
理金钱往来并使到来历不明的钱变成正当的钱。但是，美国对
洗黑钱的定义是，凡是与美国的敌人有金钱来往就是洗黑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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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元危机不断蔓延，已对全

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至今解决

这场危机的各种方案，似乎没有得到预

期的效果。适用於某一国某一阶段的政

策，在另一国及下一阶段未必适用。这

也显示出欧盟在塑造欧元区历史的进程

中，显得太过急躁，以至制度上不够完

善，而种下今日之恶果。欧元危机也许

不至於摧毁欧盟，因为各国都认识到一

旦欧元体系瓦解，崩盘局势将失去控

制，各国难免於这场大灾难。故笔者认

定，各国最终都必须妥协，寻找出最佳

答案。而且，各国也都有心理准备必须

经过一段痛苦与漫长的岁月来改革财政

与金融体制后，方能看见曙光。

欧元危机的爆发，事实上只有希腊主要

是属於严重国家财政赤字所引发的，其

余各国所爆发的多数主要是银行危机。

 文：陆锦坤

欧元 的启示危机
浪漫主义、挥霍无度、炫富生活方式、丧失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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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欧元区就有数十家银行陆

续被国际评级机构降级。主权债务危机

与银行危机互相恶性拖累，造成难以解

决的局面。高负债国如西班牙、葡萄牙

和意大利等也面对银行挤提事件，对多

家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及业务运作造成

巨大冲击，直接威胁整个金融体系。又

由於目前欧洲银行的资产中，占极大比

重的是区内各成员国的主权债券，而在

债务危机的情况下，要进行资产结构重

组、寻求政府财政注资、及国际援助来

集资扩大现金流动，难度是非常高的。

更由于欧元区各国已放弃货币主导权

力，不能个别印钞票或采取货币政策来

解决困境，唯一可行办法，只有通过欧

洲央行开动印钞机，支持各国政府以财

政赤字货币化来获得资金，转而再对其

银行进行注资，暂时维持银行业之流动

性。但这种治标的方法，目前完全不受

到德国的认同。

没有共同政治文化支撑

欧元危机也显出了欧元作为货币的脆弱

性，因为欧元是没有共同政治文化支撑

的货币，不同于美元受到美国各州之间

共同政治与文化支撑。美国之2008年

金融危机，解决方法又快又准，亦即大

印钞票，注入金融体系。而欧元区却因

各国政治与文化不同及目标不一致，无

法如美国一样，由联邦储备局采取货币

宽松政策的解决方法。

在探讨欧元危机时，主要可分二个层

面，一是外在环球金融环境所加速造

成，另一是各国的民族文化问题。当今

世界经济的主要困境，在於过量资金泛

滥之金融操作，以至产生无数金融衍生

产品。例如金融市场上美元的交易，超

过97%用於投机，而投入实体经济和服

务的资金，只占少於3%。因此，只要

稍有不慎，投机操作过度，失手时便

容易引起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另一层面则是；浪漫主义的南欧地区，

其生产率增长速度一直大幅度落后於德

国，因而造成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比

南欧地区相对大幅下降近百分二十五。

结果德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领先，而南

欧地区经济增长则大大缓慢。德国统一

后，便施行了结构性改革，人民刻苦耐

劳工作，增强了竞争力；而其他南欧地

区则沉醉於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及金融

衍生产品的博弈，以取得不劳而获的高

利润。人民挥霍无度，炫富成为生活的

方式，其结果丧失了竞争力。由於南欧

欧元区内采用单一货币，而失去货币汇

率调节机制，但却受惠於欧元地位及环

球资金虚无漂浮，欧元区在开始的十年

内，南欧地区都轻易通过发行主权债

券，来填补财政赤字，以满足於繁荣

的假象。大多欧洲国家的公共开支，甚

至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这些好大

喜功，挥霍无度的政府，最终当然衍生

出今日欧元主权债及金融危机的恶果。

资金泛滥，挥霍无度

如今，这个存在不对等的经济联盟体

系，危机不能永远拖延下去。欧元区

各国必须遏制债务危机的蔓延，也必

须采取财政紧缩计划及更紧密的财政

联合；同时，严厉监督及改变银行资本

结构，避免银行私人债务迅速转化为公

共债务。再通过经济成长结构性改革，

来提高竞争力。除此之外，还得看德国

和各核心成员国的博弈问题。德国是否

在取得更多决定权后还肯让步，让欧洲

央行大量购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

以及最后是否肯发行欧洲共同债券。	

人民刻苦耐劳，提高生产力

不论未来发展如何，欧洲经济陷入衰退

已是不争的事实，并已拖累全球经济；

包括台湾、韩国、中国及新加坡等亚洲

国家的出口也显著放缓，甚至出现衰

退。新加坡本年度经济成长预测也再

度下调至近2%左右。现阶段，企业以

及政府如何同舟共济、集思广益来渡

过难关已是关键议题。如何避免陷入如

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及金融危机，更须我

们好好用心来思考。欧元区国家陷入危

机的问题，出在政府与人民共同挥霍无

度，个人与政府都缺乏财政纪律，导致

房地产泡沫。反观德国人民刻苦耐劳，

提高竞争力，厉行严格财政纪律，让金

融危机与房地产泡沫无从发生。

采取零外债政策

反观我国现时房地产市场已有过热的情

况，实在有点令人担心。人民是否严守

健康财务规划，不过度乐观与挥霍，并

能量力而为作适当房地产投资，是我们

必须特别关注的。对金融业监管亦须如

副总理尚达曼所言：“对于打造一个健

康与可持续的银行与金融业来说，正确

的文化与适度的监管是关键，其重要性

更甚于银行本身的结构。”然而更重要

的依然是政府财政纪律，应避免赤字的

财政预算。如果确实有需要在经济不景

气时刻，执行振兴经济的赤字财政开

支，也必须量力而为，并规定政府财政

赤字预算，理想上不可超过GDP之百分

之二，同时更要规定政府不可连续三年

采取赤字预算的财务政策。整体而言，

以我国现有建设与财政情况，理应可以

规定国家未来必采取零外债政策，只有

采取这些措施，我们今后才能避免陷入

希腊今日的困境。

八月廿三日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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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修炼心性与锻炼体魄

现代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人

认为这是拜医学与科学发达所

赐，也有人认为长寿是一种遗传，这些

我都赞同，但我更支持“仁者长寿”的

说法。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也是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

等。他一生勤于治学，自强不息，文绩

卓著，德侔天地。他活了七十三岁，在

当时那种“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来

说，可谓身健寿长。孔子之所以高寿，

自有他的养生秘诀，我们从《论语》

 文：许福吉

“养生”的内涵，是修身的衍生与外
现，一是如何延长生命的时限，二是
如何修行养性，提高生活的质量，也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生理上和
心理上的健康与平衡”

之
道

仁
者
寿
与

养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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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他是通过“修齐治平”的

理念、“六艺”的学习等，来完成一个

人达到身心平衡的美好人生。

所谓“修身”，具体而言包括修炼心性

与锻炼体魄两个范畴，而“养生”的内

涵，是修身的衍生与外现，一是如何延

长生命的时限，二是如何修行养性，提

高生活的质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

的寻求“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健康与平

衡”，与《黄帝内经》所说的“精气

安静、精神内守、躁动则易于耗散生

命、生存、生长之意、阴阳协调等”

观点不谋而合。

生命的生存与生长

养生最早见于《庄子·内篇》，所谓	

“生”就是指生命、生存、生长之意；

所谓“养”，保养、调养、补养、护

养之意。

“养生”的内涵，一是如何延长生命的

时限，二是如何提高生活的质量。养

生是扎根于中华大地古老而又长新的

一种学说，各种养生都是通过调身、

调息、调心等操作程序以修炼人身三

元——精、气、神而达到强身健体、防

病祛病、延年益寿、开发人体生命潜能

为目的。“养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及功法的

发展和实践，植根于一定的宇宙观、人

生观、生命观及对人体认识，积淀着中

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成果，对社会实

践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综观孔子在《论语》的圣言范行，他

的长寿之道既是他的养生之道，值得

我们学习。孔子提出“君子三戒”，

既是对人的品德修养而言，又是对人

的养生保健而言的。“少之时，血气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

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孔子提倡自强有为、自强

不息，强调体力和脑力的运作，认为人

生一世，应当树立远大的志向，有所追

求，坚持不懈，力求进取，唯有心强才

能体健，体健才能保证事业有成，百折

不挠，矢志不移！孔子的长寿，正在于

将“养其身”与“有作为”密切结合在

一起，精神作用于身体，健康的体质保

证，激励他完成了超乎常人的成就。

孔子提出：“仁者不忧”、“仁者寿”、	

“大德必寿”的名言。他注重德性

的修养，心地光明，以仁待人，认为这

样有益于健康长寿。他说：“君子坦荡

荡，小人常戚戚”，主张推行“忠恕之

道”，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恶”，把“恕”和“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送给他的学生子贡，因为子贡经营

工商很成功，政治外交也很出色，很容

易犯不饶恕人、不体谅别人的毛病。劝

他布施仁政，待人要宽度随和，而且

告诫他：“富与贵，此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要做损

人利己的事。孔子提出无欲则刚的观

点，无欲的人，能刚正无畏，办事公

正，心地宽松泰和，才能获得精神上

的快乐和健康！

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孔子一生生活简朴，安贫乐道。他

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在其中矣”。他非常赞赏他的学生

颜回艰苦朴素的精神，说：“贤哉，

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

也！”孔子在家中坚持食五谷杂粮和

蔬菜，居住以简朴舒适为宜，反对铺张

浪费，他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并非是指山珍海味，而是指饭食一定

要做得精细，讲究卫生，保证营养。在

饮食方面有七不吃：“鱼馁而肉败，不

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

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

得其酱，不食”。意思是说：食物经久

变质，鱼、肉腐烂变坏，都不吃。食物

变色难看，不吃。食物气味难闻，不

吃。烹任得不好，不吃。不当时，不

吃。割得不合规矩的肉，不吃。调味品

不恰当，不吃。由于孔子非常注意饮食

营养卫生之道，故他一生很少患病。

孔子在教学中，主张学生应当“通习六

艺，臻于三德”。他所说的“六艺”包

括：“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

御（驾车），书（书法），数（算数）”。三

德的内容包括：智（学识），仁（爱心），

勇（勇敢）。在他的教学宗旨中，已经

包括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

面发展的内容。

典范：仰之弥高，钻之弥深

孔子的人格高迈，目标远大，不为困难

所折服，他不断充实自己，博大包容，

无所畏惧，因此身强志坚，成就了伟大

的事业，成为人们“仰之弥高，钻之弥

深”的光辉楷模与典范。

中国唐代的著名禅师、寿星石希迁，以

处方的形式告诫世人健康长寿的秘诀。

他写道：“好肚肠一条，慈悲心一片，

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

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骘全

用，方便不拘多少。”星云大师与刘

长乐在《包容的智慧》一书也提出类

似的健康处方。

今天，我们阅读古今中外智者的人生智

慧，体悟健康长寿的道理，把养生知识

和理念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并且持之以

恒，相信我们的人生也会更加健康充

实，延年益寿！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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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的民主时代，民主

似乎不仅在西方得到巩固的确

认，就连埃及、利比亚以及缅甸，近年

来也都纷纷加入民主行列。在七十年代

初期，世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可以

被称为专制、威权的非民主国家，如今

这一比例已大幅降低至不足两成。任何

一位信仰民主，并对民主有较深入了解

的人士，都知道无论是做为一种理想，

还是做为一种政治现实，民主在一些议

不容贬低

 文：陆锦坤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nesses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for this 

ideal appears to be affirmed not only 

in the West, but even Egypt, Libya and 

Burma have also joined the democratic 

Democracy is a Noble  Goal
Leck Kim Koon

ranks in recent years. Either as an ideal 

or as a political reality,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is always a hotly debated 

issue. However, most scholars can agree 

that political equality, power residing with 

the people, human rights, freedom, rule of 

law, uphol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society etc. are all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the democratic ideal.

题上仍然颇有争议。民主的定义本身已

是十分难以界定，加上各国民主制度上

的设计各有不同，如德、法、英、美都

在制度上有所差异，导致学者们很难建

立民主的统一定义。然而，大部分学者

对民主所倡议之政治平等、主权在民、

人权、自由、法治、政治道德的自律，

社会共同利益与公正道德之妥协精神，

还有重视社会需求的满足，及有效的决

策等等内涵，则是一致的，而且获得绝

大多数人的认同及接受，并在其宪法中

呈现出这民主精神。

民主之路步步艰难

民主思想的历史十分复杂，而民主实践

历史更是可歌可泣与令人困惑的，如美

国国务卿希拉利所言：“民主之路步步

艰难，需要对话、妥协与务实的政治运

作”。二十世纪欧洲的历史更可清楚说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一句话：

一个国家在经济崛起后，若还是只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

要性，而延误了政治改革的时机，那么最终只能走向灾难。

民主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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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ous March to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democratic ideas is very 

complex, while the bitter-sweet history 

of practising democracy is even more 

bewildering. Since World War II,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the West have 

also proven that democracy can function 

as intended only when everybody holds 

true to its core values — mutual respect, 

tolerance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s 

— as well as recognises and embraces 

its ideals. Democracy allows for the 

collision of different views that results in 

creative sparks, while also minimising the 

probability of countries resorting to war to 

resolve disputes.

Western countries advocate the written 

Constitution, which serves as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rulers and the ruled. The 

Constitution generally sets down the 

principle by which the political system 

assigns power and puts in place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Government's power is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various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departments, 

which are then allowed to carry out 

checks and balances on each ot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media, a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is also subjected to the scrutiny and 

criticism of the media.

Aspirations no more, only 
Memories remain

Second Deputy Prime Minister Tharman 

Shamugaratnam once stressed that creating 

明，民主是一种非常难以创造和维持的

政府形式。例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

和列宁主义都差点将民主思想颠覆。事

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

国家也证明，民主思想的实践只有在大

家互相尊重、包容及求同存异等核心价

值之下，及对它的认同及拥护，才能发

挥其功能。有一著名格言说：‘我可以

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及保护你的

发言权。’只有如此，民主思想才能在

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得到扩

展和深化。民主让不同意见碰撞并擦出

火花，产生创意，同时也尽量减低国与

国之间因利益冲突，而采取战争手段来

解决纠纷的机率。自2008年的美国次

级房贷弊病爆发，到现在的欧债危机，

各国继续秉持着民主精神，通过协商、

妥协来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

宪法是政府与人民的契约

民主政治起源自抗拒专制和极权，不

让当政者采取不当的手段而取得唯我

独尊政权，也防止因霸权导致政权贪

污腐败、民不聊生的局面。因此西方

民权国家革命成功之后，大都主张制定

成文宪法，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的“契约”。为了杜绝这种滥权专制的

情形发生，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宪法会规

定其政治制度采取分权及制衡的原则；

政府的权力分散到行政、立法、司法等

部门，让他们彼此互相监督与制衡，防

止权力的腐化。随着各类媒体的发达与

变迁，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政策，施政

方向甚至周详的政策内容，以及有效的

执行过程，不只直接受到人民与在野党

的严格监督，也同时受到媒体的密切观

察和议论。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人早

在其独立立宪时，开国元勋那一代，就

已具有共识，并认同政府须由人民及媒

体直接监督。其第三任总统杰佛逊甚至

认为；就算人民监督的太过份也比政府

专制腐败好。因此，美国便选择透过民

主制度方式监督政府，使政府不得滥权

胡为，以得民心。

展现出民主风范

因此，在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人们应

该培育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包容的价

值观，并以此价值观作为基础，才能建

立互信及有效的沟通，从而做出适当的

妥协与监督，为社会增加价值，为大众

创造福利。故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人

士，都应秉持着民主精神，容许最大程

度异见存在，展现出民主风范，来尽人

民所托付的责任，共同为社会谋利。譬

如：美国竞选总统期间，奥巴马和希拉

利原本是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手，

曾一度互相贬低对方，可是奥巴马当选

总统后，他则大方邀请希拉利任国务卿

一职，希拉利也大方接受，并致力于该

职为美国效力。

培育人民的民主素质与品格

在民主国家，选民通过一人一票来决定

谁当总统和那个政党执政。任何一位参

选者，都必须接受选民的裁判，这也正

是民主思想中政治平等权的真谛，在法

治前提下，由人民做主的权利。民主最

基本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

重少数。这种代议政治的重点，就是由

选民选出的民意代表，在国会透过表决

来决定政策所订立的法案。因此，选举

不只是对候选人的检验，同时也是对人

民的考验。选民每经过一次选举，就必

须学习认识什么是公民投票责任，并且

了解政治运作及如何遵守民主基本原

则。之后便审慎决定所选的民意代表

不是平庸之辈，所支持之党非民粹之

流。若想让选民有足够智慧，并能依

照自由意志去做对的选择，创造一个开

放、言论自由的法治民主社会，来培育

选民的民主品格是不可或缺的。若非如

此，却倒回头埋怨民主非治国万灵丹，

或强调有民主未必产生好政府等等论调

等于有点扰乱视听而已。肯定的说，至

今尚没有其它政治体系可以比民主体制

来的好。无可否认，民主政治体制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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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缺点要加以改善，也因国情文化差

异，无法有单一标准的解决方案，但各

个奉行民主的社会，至今还是基于民主

精神在不断致力改善其民主制度，提高

其人民的民主素质与品格，以克服可能

在选举中出现民粹与平庸领袖之弊端。

宏志不再，只剩沧桑

我国第二副总理达曼曾经强调建立一个

包容与和谐的社会，是我国重要的工程

之一。我国第一副总理张志贤也鼓励人

民多参与公共政策之沟通与讨论，但人

民及反对党的参与是否足够呢？比如：

耗资十亿元的海滨公园事项，若大众预

先有机会讨论，是否有可能提出较低

之耗资，却有相同后续经济效果之方

案，让省下的钱拨到公共医疗服务部

门，购买医疗诊断设备，让许多贫穷

的病重患者如癌症，能缩短等候拍CT	

SCAN，MRI等等之时间，提早诊断到

病源，早日进行医疗。这种通过讨论、

沟通及妥协之方式，是令公共事务取得

最佳效益的途径，这便是属于民主社会

公共利益，与公正道德之间的妥协精神

之意义。民主社会中，自喻为公民社会

的团体的职责，就是必须主动参予这种

公共政策与建设的讨论。然而在我国社

会，人们对政策评论，有种自我的无形

约束，在讲华语的华人社群中，更是显

而易见，尤其是年长者的这些社群中，

民主政治的精神往往失去发挥的空间，

人们似乎依旧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八

十年代的时空中，非常恐惧涉及政治议

题讨论，对与在野党议员之接触拒于千

里之外，而对执政党之官员与议员之往

来则趋之若鹜，真是令人纳闷与惋惜。

回忆起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期，

讲华语的社群，积极的参与反殖民地斗

争，争取建国的权利等等政治参与，所

表现出爱国情操的壮举，与现时对比只

能以“宏志不再，只剩沧桑”来形容。

这时空境界差异，不知是可悲还是明智

之举，肯定是见仁见智。

民主是珍贵的

对民主政治的观察，我国驻美前大使陈

庆珠女士曾发表以下言论：“民主是珍

贵的，但经济发展也是重要的，它可为

an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s 

one of Singapore’s most important tasks. 

First Deputy Prime Minister Teo Chee 

Hean also encouraged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of public policies. Have the public and 

the opposition parties actively engaged 

themselves in these exchanges? Take the 

example of the billion-dollar Gardens By 

The Bay project. If the public had been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be consulted 

in the very beginning, couldn’t there 

be better option that would involve a 

lower construction cost while having 

the same follow-on economic effects? It 

is through discussion, communication 

and making compromises that public 

projects can achieve the optimum returns.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a 

spirit of compromise with due regard to 

public interests, justice and moral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duty of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public 

policies and projects. However, in our 

society, the public seem contented to 

practise self censorship every time when 

there is a debate on public policies. This 

tendency seems to be more prevalent 

in the Mandarin-speaking Chinese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the elderl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ould feel 

that the environment is too restrictive for 

them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political 

issues as if we were still stuck in the 70s 

and 80s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ny 

would go all out to avoid politicians in the 

opposition but would fawn after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of the ruling 

party. This is a bewildering and disgusting 

phenomenon. It is a stark contrast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50s to mid-60s when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like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and fight for our 

nationhood. One could only lament that 

we have no more aspirations, we are left 

with memories only. 

(Editorial note: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人民提供满意的生活。如新加坡，我门

享有好的管理及发展，同时也期待我们

能找出对民主与发展，两者平衡的好办

法。并希望人们参与讨论，以致我们能

得到世界最好的。”陈庆珠大使最了解

美国政治历史及其民主制度之运作，也

更了解新加坡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所面

对的困难；但在讨论民主与发展，两者

如何取得平衡时，她却能如此中肯的总

结“民主是珍贵的”。她也相信新加坡

能在民主道路上不断前进。其这番言

论，必能让那些对民主反感或恐惧者，

启发重新思考的作用，也对那些以为新

加坡不是民主国家的人士，改变印象。

最后，我在此与大家分享德国社会学

家韦伯所说的一句话：“一个国家在

经济崛起后，若还是只强调社会秩序

和稳定的重要性，而延误了政治改革

的时机，那么最终只能走向灾难。”回

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否就已应

证了这句话吗？我们新加坡又如何能从

中得到启示呢?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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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年来发生的两件事使我对

社会与个人在道德方面的差异

产生兴趣。第一件事是比尔·盖茨夫妇

与巴菲特2010年6月发起一项倡议，号

召美国的富豪公开发表“慈善誓言”，

承诺将个人财产捐出至少50%做慈善。

到12月为止，已经有57位富豪加入捐

赠的行列，承诺捐款总额超过1250亿

美元。类似这样富人捐款做慈善的事

例并不少见。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

可能不同，但客观上都达到帮助穷人

的目的。相比之下，要动员富国捐款

帮助穷国就困难得多。联合国大会早

在1970年就通过2626号决议案，要求

发达国家到1975年至少每年拿出国民

生产总值的0.7%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然而，30多年过去了，真正落实联合国

 文：陈抗

吗？

社会比个人

“不道德”
国也纷纷附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等国家则表示，如果发达国家

不接受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它们就不会

在任何协议上签字。大家都以本国利益

为重，选择搭便车。结果，避免气候暖

化的“全球公共物品”生产不出来。这

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院子里，就像是因

为邻居在门口乱倒垃圾自己也跟着倒，

或者以邻居昨天乱倒垃圾为理由为自己

今天乱倒垃圾的行为辩护。看来，国家

比个人“不道德”。

集体的不行动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行动。

上面两件事说明由国家组成的集体出现

了集体行动的失败，大部分国家都坚持

制造外部负效应的不道德行为，一幕大

型“公地悲剧”正在上演。对于地球村

而言，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是	

决议案的只有挪威、瑞典、卢森堡、荷

兰、丹麦五个国家。美国坚持不承诺具

体的捐献目标，日本、加拿大、澳大利

亚和瑞士对何时落实该决议案也不设时

间表。看来，国家比个人要自私。别说

是50%，连0.5%都不容易。

另一件事是2010年12月的联合国坎昆

气候变化大会。两周谈判的结果乏善可

陈，减排承诺毫无进展。发达国家不愿

意设定明确的减排目标，因为它们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正在迅速增长。

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承诺更高的减排目

标，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影响本国的经济

增长速度。日本因为《京都议定书》只

涵盖占全球排放量27%的国家，宣称不

会接受议定书在2012年后的第二期减

排承诺，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



怡和思维

51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狭隘利益”的代表，只顾眼前几年或

十几年的利益，置地球的长远利益于不

顾。大家都是匆匆过客，是“流寇”，

没有很强的激励真心实意地要拯救地

球、造福子孙后代。

国家、集体比个人更自私的理论依据

是什么？社会比个人更不道德吗？带

着这些问题，我重读了尼布尔1932年

出版的著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

会》（中文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年出版），有了新的体会。

为什么集体比个人自私？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

一。他在书中指出，与个人比较，群体

中更缺乏超越自我的自省能力。个人能

够反思，甚至可以做到“一日三省”，

集体则没有“内心活动”，难以自省。

个人有“良心”，有“恻隐之心”，集

体却没有。个人道德的基础是同情心和

正义感。人有自私的冲动，但也有同情

他人的特殊冲动，有时为了达到内心的

平衡甚至可以压制利己冲动，把他人利

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但是群体（包括

团体，阶级，民族，国家等）却主要表

现出利己的倾向，把恻隐之心用在别的

群体上则焦点模糊。尽管社会群体有时

候也可能出现无私的利他行为，帮助群

体外的其他个人或群体，这种集体行动

的组织与实现往往十分困难。

群体还比个人更缺乏引导与约束自私冲

动的理性力量。个人的无私冲动可以直

接产生对其他人不自私的行动，不需要

组织集体行动。集体中即使有些人动了

恻隐之心，仍然需要通过组织集体行动

才能表现出集体的利他行为。当个人的

不自私影响到群体中其他人的利益时，

对别人“公正”的考虑限制了个人的

无私表现。由于任何人都无权替他人

表现无私，“超越自我”的思想在集

体中往往受到抑制，集体不自私的行

为很难产生。

反过来，维护群体利益有利他成分，

是“集体主义”行为，比维护个人利益

所冒的风险要小，更少道德的约束。在

许多情况下，群体的利己主义往往受到

鼓励，成为逃避良心谴责、掩护个人利

己动机的力量。

另外，群体中更缺乏对其它群体需要的

理解力和同情心。人们对本集体的长远

利益尚且采取“理性无知”的态度，不

愿意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对别的

集体、民族、国家的利益当然就更不愿

意去了解。这种对其它群体需要的无知

使一个群体很难形成如同对个人那样的

同情心。由于有上述种种原因，集体比

个人表现出更无节制的自私。

爱国主义悖论

当从集体上升到国家层面时，爱国主义

的力量使个人难以克服的道德缺陷在民

族生活中放大了N倍。尼布尔在书中对

爱国主义的情感有深入的分析。首先，

人们对自己所熟悉的乡村、土地、风

景、名胜以及自己年轻时经历的一切

有特殊的爱慕，在记忆中给这些东西

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其次，“在辉煌

的国家礼仪中，在战斗部队壮观的阅

兵式中，在富丽堂皇的王宫中，民族找

到了自己统一和伟大的象征，激发起公

民的敬畏”。再次，对许多民众而言，

获得权力和荣誉的美梦已经在现实生活

中破灭，国家荣誉就成为个人荣誉的主

要替代品。最后，爱国主义对于一些人

来说还是掩盖自己摆脱文明约束、放纵	

“动物性”欲望的伪装。有了这层伪

装，不道德的冲动和冒险行为才会“心

安理得”地得到理性自我的赞同。	

爱国主义的情感在人们心目中所形成的

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它使个人做不愿意

为自己做的事，甚至可以为国牺牲。这

使国家可以利用个人忠诚所赋予的权力

来达到任何目的，即使与整个民族的福

利几乎毫不相干，爱国主义也可以被用

来号召多数人维护和争取少数统治者的

利益。尼布尔认为，民族的统一行动要

么是由统治集团的私利所促成，要么由

民众的情绪和不时发生的民族歇斯底里

所促成，对政治问题的理性判断只产生

微乎其微的影响力。于是出现一个爱国

主义悖论：爱国主义把个人的无私蜕变

为民族的利己主义。民族的自私在个人

无私这个较高形式的利他主义中被发挥

得淋漓尽致，使个人对国家的批评毁灭

于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使国家缺乏抑

制自私冲动的理智，使国家、社会比个

人更为自私。

社会道德的最高理想是公正 
与公平

既然集体、社会比个人自私，能否就由

此推断社会比个人不道德呢？要回答这

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个人道德与社会

道德的根本区别。尼布尔认为，个人道

德的最高理想是不自私，而社会道德的

最高理想则是公正与公平。

为什么社会道德的最高理想不是不自私

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求集体

不自私是不可能的。作为个人，除了极

少数利他主义者外，大部分人的不自私

行为都是“设身处地”思考的结果，他

们基本上是希望“投桃报李”的条件

合作者（见本人发表于《经济学家茶

座》第8辑的文章“三个和尚一定没水

喝吗？”）。所以，个人不自私行为

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具前瞻性

的利己动机。这种思维方式对集体来

说就很难成立。如上所述，集体没有	

“内心活动”。集体的记忆短暂，也没

有保存一本“人情债”的账本，缺乏	

“知恩图报”的心理。所有的利益交换

都必须实时兑现，因为今天的善意往往

在明天得不到回应，翻脸不认人的情况

在集体间、国家间经常发生。没有组织

起来的群体（如农民工、下岗工人）缺

乏集体意识，甚至无法为争取集体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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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发出呼声，出现集体失声。有的集体

在获得利益后以“平常心”对待，认为

是理所当然。例如，一些少数民族对

国家给予的优惠待遇就视而不见。还

有，“集体失忆”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

国际关系中。没有多少日本人今天还记

得当年中国放弃索取战争赔偿的善意。

国家利益的善变也是惊人的，越南抗美

战争的战友在短短几年后就在对越自卫

反击战中成为仇敌。

善施的另一面是善受。本集体的无私一

般不会令人心存感动，反而会鼓励和放

任他集体的过度自私，造成不公正。例

如，近年来大陆对台湾的让利正刺激更

大的“胃口”。中朝两国有着鲜血凝成

的友谊，可是在予取予求之后，“铁哥

儿们”对咱们的利益却从不放在眼里。

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对个人道德与社

会道德不加区分，认定“修身为本”，	

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

实，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是不能以社会

中个人平均道德水平来衡量的。由于集

体比个人自私，我们不难理解集体互动

形成的社会为什么会比个人不道德。当

社会中多数人抱怨世风日下的时候，社

会比个人不道德的现象就出现了。更重

要的是，社会的不公正不仅无法靠个人	

“修身”得到解决，反而会使个人失

去“修身”的意愿，使善良的人们在社

会的腐蚀下丢失了道德的本性，在社会

的不公正中放纵个人的不道德。洁身自

爱者也被迫成为犬儒，对社会中的不道

德现象采取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

醒，不认同的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把

忍让作为一种美德。须知对不公正的容

忍其实是对不道德的纵容。用个人道德

去规范群体道德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和

消除社会不公正。

不公正的社会必然要导致个人道德水平

的低下；公正、公平的社会以行为规范

约束个人、惩罚不道德行为，能够有效

地防止个人道德水平的沉沦。所以社会

道德的最高理想应该是公正与公平。

如何提高社会道德水平？

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不能靠个人道德的提

升，因为社会中的不公正不能靠道德和

理性的劝告得到解决。尼布尔认为：	

“群体关系的性质取决于每个群体所拥

有权力的大小，而很少取决于对每个群

体的需求进行理性和道德的考虑。”所

以，社会冲突的解决需要“以利益对抗

利益”，对利己诉求的社会制约必须依

靠权力，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实现需要社

会的强制力量，取决于掌握权力的政

府。然而，即使是最善良的人所设计的

公正也会对自己有所偏袒。统治集团本

身也是利益集团，它不但不会自觉地使

用强制权力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而且

往往以统一和稳定为借口通过牺牲公正

和公平的社会目标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我们再次陷入两难。一方面，我们需要

依靠政府的权力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

平；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

力制造不公正、不公平。这个两难也反

映在人们对社会道德低下根本原因的看

法分歧。政府官员认为是民智未开，有

太多刁民。老百姓认为是吏治腐败，有

太多贪官。人们很容易就沿用固有的思

路，希望从提高个人道德下手。认为社

会道德水平低下是因为个人素质太差，

只要加强道德教育，人的素质就会提

高，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

解。要治国、平天下还必须先修身。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公义不在，道德

何存？尼布尔的分析恰恰说明，提高

社会道德的关键在于善用强制权力保

证公平与公正。

争取公正、公平有不同的方式。暴力

手段（如恐怖主义和革命）的结果往

往是以不公正代替不公正，以仇恨延

续仇恨，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反

过来，妥协主义的非暴力也无法争取

公正公平。历史上曾经有过提倡对自我

利益进行约束的群体，如南北战争时期

的美国黑人，法西斯当政时期的意大利

社会主义者，沙皇俄国时期的托尔斯泰

和平主义者。但是，以群体无私来换取

社会公义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值

得庆幸的是，人类社会发明了民主与法

治这种非暴力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法律

保证所有人（包括少数人团体和弱势群

体）的公平待遇，通过民主制度公正、

透明地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这个制度

虽然不能实现绝对的社会公平和公正，

但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是文明与野蛮

的分水岭。

作者为国大李光耀政策研究所教授

对于地球村而言，世界上所有国
家的统治者都是“狭隘利益”的
代表，只顾眼前几年或十几年的利
益，置地球的长远利益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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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在狮城岛国司空见惯的

日常场景：在我们的中小学校

里，每天清晨，师生们齐聚操场，手

心贴胸，同声诵读《信约》，然后在国

歌《前进吧，新加坡！》的音乐伴奏声

中，行礼注目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	

我们的国歌是以我们的国语马来文唱出

的。对大多数不谙马来文的国人而言，

尽管你我会跟着旋律一同合唱Maju-lah  

Singapura，但是对于歌词的内容及含

义，却是认识模糊的。

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人，特别是年轻

的一代，对于《信约》则耳熟能详。学

童时代每天一再反复诵读，字字句句已

经深深刻印在每一个青少年的脑海里。	

“The Pledge: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信约：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

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

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

与进步，共同努力。”

这短短的38个英文单词及51个华文汉

字铸成的我们的《信约》，文字庄重

朴实、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共和国

开国元勋的建国理想，体现了我国第

一代领导人建立一个和谐的多元种族

国家的目标，同时也寄托了每一代国

后殖民时代的缺席
 文：章良我

人文主义情怀
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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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胞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期盼和憧憬。

《信约》成了我们国人世代相守、愿意

用宝贵与尊严的生命，去维护和捍卫的

共同价值观。		

建国历史是一本怎样的书

一个国家的建国历史就好像是一本厚重

的大书。笔者时有遐想：岛国的短暂而

年轻的历史，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到底是

一本怎样的著作呢？它是一部具史诗性

的小说，还是一集壮怀抒情的散文，抑

或是一卷蕴意深远的诗集？	

不同的故事适合于采用不同的体裁来叙

述。而作为这本大书的执笔者叙事的风

格，与其观照历史的方法与角度，以及

个人的叙事风格与情怀操守，都实实在

在地影响着这本巨著的基调与内涵。故

事叙述撰写者的个人性格，多少注定

了这本著作的性格，亦即被叙述国家

的性格特征。

建国四十多年，我国的经济成就举世

公认，人民的生活水准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通过国人的艰苦卓越的共同奋

斗，在短短的一代人的光景里，岛国经

济从一个单一的、以转口贸易为主要经

济活动的货物航运中转地，一跃而成了

横跨东西方、纵连南北两大经济体，拥

有多种综合服务产业，名列第一世界的

主权经济体。	

我们的决策者更是以善于策划、良于精

算而闻名遐迩。我们无数掌握专业技

能、训练有素的高级公务人员及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在各自的专攻领域一个个

俨然是弈棋高手，举棋若定，每一着棋

路，必然对接下来的五步心知肚明。举

凡经由我们的精英团队操作与筹划的大

大小小的经济举措、投资策略，既不乏

近谋，也毋失远虑。

迷恋于世界排行榜上的排名

与此同时，不知从何时起，岛国社会愈

来愈迷恋于自己国家在林林种种的世界

排行榜上的排名座次。对于我们，世界

第一是与有荣焉；具名第二就像是关羽

败走麦城，那几乎等同于竞争失败、惨

遭淘汰；如果万一不幸得了第三，更无

异是名落孙”三”了。在种种物质竞赛

中，我们的团体屡获佳绩；而另一方

面，我们却显得很苍白无力。

从过去的报刊史料可以得知，在旧殖

民时代，黄色文化等等颓废思想，充

斥了我们城市的后巷。外埠涌来的众

多苦力，为谋生计而苟苟营生。殖民

政府当局囿于一介私心与成见，同在

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民众，始终保持着

若即若离的情感距离。新加坡独立建国

以后，我们自己的政府试图树立自己的

价值观。在“四小龙”经济骄人的上个

世纪80年代，“新儒学”兴起，俨然成

了当代显学。

我们的国家领袖不厌其烦地抓住每一个

在国际讲坛上的机会，给全世界上课，

孜孜不倦地鼓吹和维护所谓的“亚洲价

值观”。曾经有身在台湾的朋友笑话我

们是落根南洋的华侨，固执而偏爱说

教，常常自称是亚洲人民的代表，向

西方世界作训导。		

作为历史的后来者，笔者常常怀着崇敬

和尊重的心情，去诵读前人用鲜血和汗

水谱写下来的历史篇章。那是一个充满

了英雄主义浪漫色彩的时代，不乏血雨

腥风的悲壮、壮士仆街的激烈场景。前

辈们那种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个人财

富，抛离安逸的家庭生活、乃至自身生

命的崇高献身精神，实在令后人为之钦

佩，让今人心灵受到震撼。

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在所谓的新加

坡政治民主选举时代具有“分水岭”

意义的2011年大选过后，岛国社会	一

下子就像是被不小心打翻了的潘多拉

盒子，各式各样经济犯罪、性犯罪、贪

污、贿赂、欺骗等等腐败堕落的案例频

频曝光。一向行事低调、为人朴实的民

众，被突如其来的暗流狂潮所冲击，明

显感到有点儿措手不及、应接不暇。他

们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到底得了什么病。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众多

个体人物的以身试法，折射了更深层次

的社会状况。暂且不论目前呈现于国人

眼前的是否只是冰山之一角，单从业已

披露的案情来看，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高

官，还是民间的宗教领袖，抑或是专业

人士，他们都曾经是我们教育制度制造

出来的精英人才。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我们一些看似无虞、常引以为

自豪的制度，存在着值得深入检讨的盲

点与误区？

谁关注社会精神层面的提升

我们的精英教育，在为国家制造了济济

的经济建设人才的同时，也为我们社会

分隔出了几许无谓的界线。就像在这个

社会有高薪收入者和低薪劳力的不同，

有所谓的成功人士与非成功人群之分，

我们的社会也有	heart-lander 和	global 

trotter 之分野；	有人被冠之为	stayer，

也有人被封为	quitter；我们有邻里学校

培养的普通源流的大众学生，也有在百

里挑一的特选名校里自我期许颇高、自

我感觉特好的学业超优等生。

岛国生活环境的逼仄与自然条件的匮

乏，激发了我们充分掌握有限资源、

注重金钱投资的重要性。我们不断努

力追求资产的增值；上至国家层面的

政策计划，下至国人对个人自身前途的

谋划，无一不在其后隐隐呈现了一种怕

落为人后的恐惧。于是，我们众口一心

的提升，是着眼于自己居住产业市值的

提升，是着眼于个人学历文凭的提升，

是着眼于企望私人工资收入的提升。除

此之外，又有多少有关提升的课题，是

关乎我们社会的精神建设层面的呢？	

当回头背诵我们的《信约》，凝视我们



怡和思维

55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共和国国旗上那象征着民主、公正、和

平、进步与平等的五颗红星时，不觉让

人惊叹：我们前辈描绘的奋斗目标，仍

然是我们今人需要继续努力而实现的愿

景。这建国四十多年的路途，以物质的

尺度丈量，似乎我们离目标接近了；

然而用精神的尺度来衡量，不敢说我

们是在后退，那也委实没有前进多远。

工于心计，拙于大道

有人说，往事如烟。回眸历史，有时徒

然会让人产生一种无力感。凝视现实，

臆想充斥的主观论断，掌握了话语权的

强势声线，有时还是让人不免噤声，转

而求之于内。

吾生也晚，没能赶上那个改变历史的

大时代。但是，后人的少不经事，是

不是就是不能参与对历史解读的一个充

分理由？年青，没有把人间世事当作理

所当然的权力，但也不该是被剥夺思考

与发问权力的原因。人类向善的力量，

上下求索的精神，似是神启，实为人性

光辉之所在。

社会偏见是禁锢自由心域的监牢。物欲

熏心、人欲横流的世道，摧残了多少阳

光健康的心灵。在物质世界无往不胜而

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刻板的日常习惯，使

人们工于心计巧算，拙于大道人心。一

路走来，我们过于倚重专才的建言，在

国家政策层面上唯利是图。尽管，这利

是关乎一国社稷民生之利益，远非中饱

私囊、满足个人私欲的贪腐，固然令人

激赏；然而，有时不免让人觉得无奈。

我们的现实处境逼得我们多少有一点儿

像一句歌词里唱道的：道义放两旁，利

字摆中央。

另一方面，人类的思想是文化的一部

分，历来是用人类独创的语言文字来承

载的。著书立言，除了体裁与叙事风格

之外，叙事者所采用的书写语文，也是

直接体现国家社会历史性格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因素。

加入人文的精神理想之光

有趣的是，一直到1959年新加坡自治

邦成立，本区域的华族同胞对掌握马

来文的热忱从来就不曾减弱。当年我

们的社会也有所谓融入的课题，那是

新加坡各族民众如何更好地融入马来亚

社会，怎样从侨生“新客”蜕变成“土

生”主人的过程。这是在反殖民运动高

潮迭起时，社会大众自发自动地当家作

主的行为。毫不夸张地说，华语及马来

语，在我们社会，原来就具有广泛的社

会基础。它们一直是贴近人心的民间用

语，是巴刹语言，是市井小民的口头用

语，更是传承母族文化生命力之血脉。

而从1987年起实行的统一国民教育政

策，使得除了几间似凤毛麟角般稀少

的特选学校以外、所有全国的绝大多

数学校的教学用语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

文。无庸置疑，这是一项实事求是、奉

工利商的语言政策，也是一个多元文化

小国政治正确的恰当举措。但这作为工

具语言的第一语文，虽有官方语言的强

势，却不抵抚慰人心的母语来得亲切贴

心、慰人心腑。

可惜的是，在语言政策一刀切的情势

下，许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进而

被我们的社会边缘化了。语言的隔膜

制造的份外之感，那是春江水寒鸭自

知的苦衷与愤懑。而由此引发的后代

历史不是文学，历史更没有假设。当NDP的
焰火点燃岛国滨海市区的夜空之时，多么期
望我国务实的性格色彩里，加入一些人文的
精神理想之光。

国人对中华文字与文化的冷漠与隔阂，

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这已成了覆水难

收的事实。

于是，在我们政府与民间的某些互动层

面，有时会出现如此的景象：为民者，

低调沉默；为官者，口若悬河。不过，

近期岛国种种事态的发展，多种声音频

道的崛起，伴随着国人政治冷漠感的褪

敏，国人在语言上的雄辩能力，也与岛

国政治生活中呈现的新常态相映成趣。

这也许该归功于我国语文政策的成功。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共和国建国47岁生日在即，我们现实的

步伐踏在历史的巷道上，脚步声没有传

来空谷回音，反而却时而显得沉重、时

而步履蹒跚。	

一位在前英人治辖下的香港曾出任中国

中央政府驻港要职的中国官员，在离职

时曾经心有感触地说过：香港是一本难

读的书。我们那已年过不惑、几近知天

命之岁的狮城岛国，又何曾是一本让人

轻易读透的书！

历史不是文学，既非小说演义，也非散

文诗篇；历史更没有假设，没有重新再

来的选择。当国庆日游行庆典的焰火点

燃岛国滨海市区的夜空之时，多么期望

我国务实的性格色彩里，能加入一些人

文的精神理想之光。

作者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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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贤”是我们引以为豪的

字眼，也是可以亮出来向人

炫耀的行为准则。这个字眼，容易与英

文	Meritocracy 混淆。

近日翻阅Christopher Hayes 新著	

“Twilight of the Elites”，内中关于美

国实行	meritocracy 多年之后出现乱象

的论述，令我对这个时髦字眼开始作一

番审视。

Meritocracy 一词，是英国工党议员兼

社会评论家迈克扬（Michael Young) 

于1958年首先提出，在英国推行，继

而在美国“发扬光大”。

根据电脑自由百科全书对	meritocracy 

的阐释，不宜把这个词与“任人唯贤”

联系在一起。Meritocracy 是强调智力

（intelligence)、教育（education) 和

资历（credential)，基本上是通过可量

化的评估或考试来选拔的人才，担任政

府要职或委以高管差事。我们充其量只

能说，这是“能者治人”的任人唯智体

制，较之“任人唯亲”或“任人唯利”

确实向前跨进一大步，但与儒家的“任

人唯贤”仍有质的区别。

有才有智者，不一定是有德的贤人。

究其原因，一则才和智，如	 IQ，可以

用数字标明的，至于资历和证书，也

可以靠努力和精确化的考试方法争取

到的，有才而无德，可以是暴君、奸

臣、恶棍、伪君子。品德和贤明，在

政是“德政”，在人是“君子”，升华

为一种价值观、一种人文精神，“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己达达人，己立

立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是在接触社会、探索人生和

治理国家过程中的文化和思想积淀，是

修养得来的，一种不可量化的内在美。

“能者治人”的任人唯智体制，永远

达不到“任人唯贤”的道德高度。这

也就是为什么学历冲天的高官或奖学

金得主，会干出肮脏卑劣，为世人所

不齿的勾当。

Christopher Hayes 通过考察	meritocracy 

大行其道的美国，得出“meritocracy 

leads to oligarchy”(能者治人导致寡

头揽权）这一结论：有才有智的精英，

可在学历、努力和绩效的基础上平步青

云。但为了维护既得的地位，他们腐败

了，乃至肆无忌惮地制造社会不公，用

欺诈手段操纵一切，让一小撮人爬上身

后的阶梯。他引述享有盛誉的学者蒙代

尔（Clark Medal）的话：“最近几十

年来，（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所享

有的份额，达到了（30年代）经济大萧

条以来的顶峰。介于1979至2007年，

这个1%精英更是如虎添翼，几乎占有

了整体经济入息增额的88%”。书中还

引述奥巴马经济顾问团主席艾南·库鲁

格（Alan Krueger）于2012年讲述的一

段话：“随着过去30年不平等现象的加

剧，年度性或一代人之间经经济流动性

也下降”。根据“皮尤经济流动性调查

报告”，如今英美两国的经济流动性都

处于低水平，同是发达国家的德国、加

拿大和丹麦的，它们的经济流动性分别

高于美国1.5倍、2.5倍和3倍。他因此

断言，美国所鼓吹的Meritocracy，既

有欠公平，也大大助长了不平等，而

且根本上行不通，难怪大机构的败象

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其实，这些人所欠缺的正是德与贤，

一种表率和领导的自觉性。《纽约时

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 不尽同意	

Christopher Hayes 的见解，他说，金

融界和其他专业机构出现的腐败现象，

不是“能者治人”的必然结果，而是当

今的精英缺少了自觉的领袖气质。但他

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能者治人”的

字眼（如何取得成功）已使“道德”这

个字眼（如何坚持操守）黯然失色。

总之，今后再不要一见到	meritocracy, 

就侈谈什么“任人唯贤”，也不要盲目

崇拜早已变色的“精英”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Meritocracy: 

“能者治人”的反思
 文：浩文

“能者治人”的任人唯智体制，永远达不
到“任人唯贤”的道德高度。这也就是为什
么学历冲天的高官或奖学金得主，会干出肮
脏卑劣，为世人所不齿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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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1928年5月发生的济南

惨案对新加坡华社的影响，以

及华社领袖陈嘉庚所领导的新加坡山

东惨祸筹赈会并不陌生。济南惨案是

指1928年5月3日，日本为阻挠国民党

北伐军统一中国，实现其攫取“满蒙”

的野心和全面推进大陆政策，与蒋介石

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在山东济南发生武装

冲突的后果。日军当时不但封锁了山东

交涉使署，残杀包括蔡公时等18名中国

外交人员，随后还攻陷济南城，造成了

严重的军民伤亡。而当济南惨案的消息

传到南洋，其带给新马华社的震动是巨

大的，掀起了空前的反日运动高潮。

杨进发曾写专文探讨了山东筹赈会对

于新马华社的历史意义1。他认为“济

南惨案是星马华族政治史上的重要分

水岭”，是有目标、有计划、有领导

的群众运动的开始，无论是思想意识还

是组织形式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的贡献，

打破了华族帮派意识的桎梏，把帮派观

念提高到了民族国家的层面。不过除了

山东筹赈会于宏观上对整个星马华社的

影响，其对于怡和轩俱乐部的影响却较

少有人关注。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

山东惨案筹赈会的成立

济南惨案的消息于5月8日传入南

洋，11日由陈嘉庚任总理的怡和轩俱

乐部即率先在《南洋商报》上刊登重

要传单，号召在中华总商会召开全侨

大会，共同商讨救济山东兵灾事宜。2

通告发出后，立即有一百多个团体积极

响应参加，其中包括社团、学校、俱乐

部、校友会、书报社等。在怡和轩的倡

议下，全侨大会于17日在中华总商会举

行，到会人数逾千人。大会推举怡和轩

总理陈嘉庚为临时主席，由与会侨众举

手一致通过。17日当晚，筹赈会主席陈

嘉庚同当日选出的三十二名董事在怡和

轩俱乐部召开干部会议，正式定筹赈会

之名为“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并

在董事中复选出包括财政团、查账、庶

务、文牍等在内的各股人员，将办事处

设于怡和轩，规定了董事办事时间等事

宜。筹赈会的基本组织建构正式形成。

自筹赈会成立，到1929年1月28日召开

董干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其间共取得收

募捐款117万4千元的惊人成绩。

由以上筹赈会成立的背景不难看出怡和

轩同筹赈会的密切联系。筹赈会是在怡

山东惨祸筹赈会全体董事留影

山东筹赈会
与怡和轩的转型

 文：吕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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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轩的倡议下成立的，办事场所也设于

怡和轩，而怡和轩领导层和筹赈会领导

层的重叠更使得筹赈会的成功，无疑也

带给怡和轩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筹

赈会将怡和轩推到万人瞩目的焦点，筹

赈会在怡和轩的成功举行，为之后数十

年怡和轩在新马华社中领导一系列社会

运动奏响了前奏。

筹赈会提高了怡和轩社会地位

首先，就怡和轩对整个华社社会层面的

影响而言，山东惨祸筹赈会在组织规模

以及宣传方式上的创举，都极大地提高

了怡和轩在普通民众中的地位。不同于

之前的筹赈工作，山东筹赈会成功的意

义在于其可谓是新加坡华社第一次成功

的动员上至资本家下至普通劳工、甚至

妇孺都积极参与其中的赈灾活动。民族

主义运动由半公开、少数人的活动变成

了突破华人帮群、社会阶层、语言限制

的全民运动。虽然陈嘉庚曾一度声明	

“本会亦非怡和轩仝人所发起，亦非怡

和轩所召集，盖由各人各以良心上所感

触，系同发起而成立本会。”……“诸

君须明白怡和轩、亦不过本会会员中之

一份子，其主体仍在百余个之社团，在

本席个人之意见，本会之成立，实系一

大公无私，无偏无倚之机关。”，但是

筹赈会将办事处设于怡和轩，无疑使	

“陈嘉庚”、“怡和轩”以及“山东筹

赈会”这三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

宣传筹赈工作以及处理筹赈事务的过程

中，怡和轩从原来仅为新加坡上层社会

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成为热心筹赈工

作的平民百姓经常出入的地方。

其次，就怡和轩自身的组织建设而言，

筹赈会作为超越帮群的全民运动，其发

展和扩大无形中也推动了怡和轩俱乐部



怡和思维

59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1	 [澳]杨进发：《山东筹赈会与陈嘉庚》，
载于《陈嘉庚研究文集》，友谊出版公
司，1988年8月，第144页-154页。

2	怡和轩所发传单内容如下：

“迳启者，造物不仁，刍狗万物。山东惨
祸，警耗频传，凡我华胄，莫不心摧。同
人等中原北望，空殷匹夫救国之心，恤怜
救灾，敢忘拯饥扶溺之助，不揣棉薄，泣
告同侨，共扩胞与之怀，冀为涓滴之助。
因拟吁借本坡中华总商会，择日开全侨大
会，讨论救济山东兵灾各种事宜，夙仰诸
公公义赴人先，勇不落后，如荷同情，请

就四日内惠覆，以便联同发起，提付商会
解决。窃谓此事，异乎寻常慈善，所关甚
巨，望速示教，免误时机，临楮凄怆，无
任祈祷，即祝、合祺。

主席 副主席 财政 查账 庶务股 文书

陈嘉庚

(怡)

陈秋槎 

(怡)

李振殿(主任，怡)、

林金殿(怡)、谢天福

(怡)、吴胜鹏(怡)、

刘登鼎(怡)、黄有

渊(怡)

周献瑞 

(怡)、 

林德浦

黄奕寅(主任，怡)、

李亮琪(怡)、汤祥藩

(怡)、邱继显(怡)

何葆仁 

(主任)、

岑照临

民国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怡和轩俱乐部
启。”

3	山东筹赈会董事成员名单：

内部跨帮网络的真正形成。虽然早期的

怡和轩并未仅仅局限于接纳闽帮会员，

但是俱乐部内其他帮派的会员却是非常

有限。迄今可考的其他帮派会员仅有怡

和轩老会员陈维龙在《怡和轩小史》中

提到的潮帮张有福、林义顺，而这种跨

帮的形成显然同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局

势不无关系。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

盟会成立，次年孙中山先生就来到南洋

宣传革命思想，“当年在新加坡支持他

（孙中山）最力的，即怡和轩的会友张

永福、林义顺、陈楚楠、李俊承、李振

殿、侯西反、周献瑞等。”而当时的怡

和轩总理林推迁亦是革命的支持者。直

到1923年陈嘉庚继任总理才正式将吸

收其他帮派会员纳入章程。由于战前新

加坡社团资料的丢失，很难确认战前会

员的入会时间，但是核对怡和轩战前会

员名单，山东筹赈会的董事中，泰半都

是怡和轩俱乐部的会员，涵盖闽、潮、

广、琼、客各帮3。而“这批怡和轩会

员，不少是陈嘉庚的亲信，战友与智囊

或文化界与商界的伙伴。”山东筹赈会

将陈嘉庚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提升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而这批人以陈嘉庚为中

心，以怡和轩为大本营，形成了新加坡

华社的一个重要领导集团。也正是在这

一领导层的支持下，才有了1929年筹

赈会结束后陈嘉庚对福建会馆的成功

改组，诚如杨进发所说，“如果未获

得闽帮领导层的支持，陈嘉庚或许未

能放胆发动星华筹赈会（1937年）与

南侨筹赈会（1938年）等等运动。”

可见，山东筹赈会推动了怡和轩跨帮核

心领导层的形成，而这一领导层对于新

马华社的影响力是此后怡和轩持续发挥

重要作用的前提。

接待中国官员的重要场所

再次，就同中国政府方面的联系而言，

也正是因为山东筹赈会取得的惊人成

绩，怡和轩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同中

国政府官员交流接洽的重要场所。自

林义顺于1927年继任怡和轩总理起，

怡和轩曾接待过国民党政要，如时任国

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孙中山的长子孙

科，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胡汉民等。但

山东筹赈会成立后，其取得的骄人成绩

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赞赏和认可，而

怡和轩也正式成为频繁接待国府人员的

重要场所。1928年8月4日，关汉光受

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委任南来宣

慰英荷各埠华侨，抵叻当晚即在总领事

的介绍下至怡和轩俱乐部与部员诸君会

谈。9日，国民政府常委会特派员朱有

光君抵叻，当晚至筹赈会（怡和轩）

与会长陈嘉庚及董事诸君畅谈，11日晚

怡和轩设筵为朱君洗尘。19日国民政府

要人胡汉民、许崇智诸君过叻，总领事

李显章同陈嘉庚代表陈济民、林文庆、

黄兆珪、林义顺、叶玉堆、谢天福、林

雨岩、黄奕寅、汤祥藩、黄江淮、丘继

耀等，暨同德书报社总理李振殿君及其

社员十余人于码头迎接，迳返怡和轩俱

乐部茶叙。9月17日，前任广东财政厅

长暨国府财政部长、现中央监察委员古

湘芹君（应芬）由欧回国过叻，当晚同

总领事等前往怡和轩俱乐部同陈嘉庚、

林义顺等共进晚宴。由此不难看出，怡

和轩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怡和轩这一有100多年历史的俱乐部，

虽最初是以为华社工商界人士提供消闲

场所为目的而建立的，却从未仅仅局限

于消闲娱乐的范畴，尤其是在新加坡独

立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其在政治、文

化、社会公益等多方面，都在新加坡历

史发展的脉络中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

迹。对这一俱乐部历史的关注，涉及

到新加坡华社发展、新加坡华社领导

层结构、乃至华侨同中国互动等多项

研究课题。而这一系列问题均同1928

年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对于该俱乐部

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陈嘉庚将

筹赈会的办事处定于怡和轩，不仅开启

了以该俱乐部为核心领导新华社会开展

一系列支援中国抗战行动的序幕，更为

之后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华社会发挥的重

要影响埋下了伏笔。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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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接任怡和轩主席的李

俊承，是新加坡华侨企

业家，也是华社、佛教界早期的重要领

袖。他是华侨银行的其中一位创办人，

也是新加坡居士林、新加坡佛教总会、

九华山报恩寺等的倡议人、创建人，还

曾获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星华

筹赈会代理主席等。1941年，其贡献

受肯定，殖民政府授予勋章。更难得的

是，李俊承有别于一般商贾、领袖，他

才华横溢，妙悟释理，能诗擅文，有集

行世。他一生有4段婚姻，17名子女，

继承他管理报恩寺的是三子李振毅（二

房顾志坚所生）及振毅之子李文襄。

拙文重点放在报恩寺，因笔者发现从李

氏三代管理下的报恩寺，可以看到一脉

相承的可贵精神，很值得推广与延伸，

以鼓励后世“继承及发扬”，而不止于

景仰先贤而已。

华社侨领李俊承

李俊承，乳名贤，法号慧觉，又号觉

园，生于1888年阴历3月29日，永春

县五里街镇仰贤村人。他资秉敏悟，

幼年在家乡受私塾教育，老师许为大

器。其家世为望族，父继如，早年南

渡，在马来亚森美兰州芙蓉坡经商，

有所发展之际遂召李俊承前往助理，

俊承当时17岁。

父亲去世后，李俊承迁居新加坡，自营

实业，先后创立太兴有限公司、太安实

业有限公司，并收购泰丰饼干厂，还于

马来亚各地垦植橡胶园数千英亩。因深

具商德，以诚信为主，声誉日彰，遂被

 文：何奕恺 与报恩寺
李俊承家族

推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李俊承积

累一定经济基础后，意识到新马华侨经

济向为西欧资本垄断，为摆脱控制，倡

议联合华侨资金自办银行，和丰银行应

运而生，李俊承出任总理。1931年，

南洋经济不景气，他与陈延谦等将侨

资的和丰、华侨、华商三家银行合并

为华侨银行，李俊承担任副董事长。

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士爵士称李俊承	

“在其同侨社会中，乃一有势力之领

袖，在华人社会中，曾致力于颇多方

面之慈善工作”，其慷慨好义、慈善心

肠“早已众人皆知”，尤其于中英战事

与新加坡佛教发展方面，襄助尤多。李

俊承通过这两方面尽显领袖风范，自捐

之馀也积极劝捐，更因其措事有方、当

机立断之能，于1940年代理星嘉坡华

报恩寺体现了李氏祖孙包容、
开放、和谐的理念与性情。李
俊承在孩子培养与寺庙管理方
面都表现出极为开放包容、
豁达开明的态度，所创办的寺
庙也秉持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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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筹赈会主席，度过重重难关。1945

年，盟军反攻，佛教徒组织中华佛教

徒救济会，李俊承担任主席，办理救

死扶伤工作，不辞劳瘁。

李俊承信奉佛教，理念积极切实，对

于佛教之推展，同样不遗余力。他于

1925年赴南海普陀山参谒印光法师，

获赐法号“慧觉”。返新后，他支持

经书流通，宏扬佛法，更于新加坡佛

教居士林于1934年创立之际，捐献家

具杂用等，并购赠林所，提供始基。居

士林以弘扬佛法、慈悲济世为宗旨，致

力于弘法利生、慈济福利、教育文化、

医疗服务等。抗战以后，李俊承有鉴于

信众日增，300余所寺庙庵堂却无统一

机构，不利团结，便于1949年召集佛

教界各代表，联合成立了“新加坡佛

教总会”。1954年，李俊承还出资创

立了九华山报恩寺，晚年主要就投入

该寺的管理并潜心修佛，清静地在对

面寓所觉园安度终老，于1966年6月	

5日去世。

后嗣李文襄重情义

李文襄，字肇德，1940年生，李俊承

与二房顾志坚文孙，三子李振毅之子。

文襄先生另有两个妹妹。

29岁那年，李文襄就读于新加坡大

学，适逢动荡时局，他因不能接受22

名南洋大学友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无理

扣留，所以愤然离去，移居加拿大。

此举代价不菲，当时不但儿子还小，才	

6个月大，极为不便，而且学历不受异

乡承认，得重读重考律师执照。1985

年，当他获悉狱中故人将被释放，便

赶紧回国向他们伸出援手，用了十年

时间为他们处理放弃公民权及移居加拿

大事宜。回新时，他接触了报恩寺，发

现自父亲过世后6年来都缺乏领导，认

为自己有义务重挑这个重担，与寺结

缘，管理至今。

文襄先生不但长得很像祖父李俊承，两

人的理念、性情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二

人都过着简朴闲雅的生活，从大李之	

《偶成（甲戌）》、《自适》、《山居

遣怀》、《觉园即景》等诗作可见，从

小李口中也得以证实；而小李本身生活

也十分朴素，居所设置甚至可以用“简

陋”二字形容！祖孙两人重情重义，单

从大李之救济邱菽园与小李之协助南大

友人可识，而且皆“激昂豪健”（俞

陛云评大李《送承尧归国用苍师韵》

诗语），大李抗战时毅然担起领袖角

色，甚至因而险遭刺害；而小李则为

非同校的南大友人义愤填膺，毅然去

国又为之归来，相助十载。小李或许

也继承了祖母的强硬性格。祖母顾志坚

人如其名，是中国少数的女大学生，而

且是第一批当众拒绝绑脚的女性之一。

李俊承就为她这些特质所吸引。她随李

氏来新后发现他原来已有妻室及三子一

女，便愤然带着一子一女离开。祖孙风

范何等相近！

通过报恩寺的创建与管理，我们还能

看到二李包容、开放、和谐之性情与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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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灵山报恩寺

九华山报恩寺由李俊承创办于1954年	

4月11日，今位于推迁路9号，供奉地

藏王菩萨以纪念抗战时于巴西班让牺

牲的先辈。报恩寺同时也是注册慈善机

构，对四大宗教的慈善机构捐献不少，

开此异教互助之风。其注册号为009，

是李氏特地让助手去排队争取的，为配

合“九华山”之“九”，而想必其地址

之“9号”也应该不是偶合。李俊承逝

世后，因孩子多为基督徒，三子振毅

只好担起管理报恩寺之责。振毅1979

年过世后，寺庙自行运作了6年，直到

文襄先生回国有所接触后，才终于有人

再次扛起大任，管理至今，其间贤内助

Connie 之协助亦功不可没。

如上文所提，报恩寺体现了李氏祖孙包

容、开放、和谐的理念与性情。李俊承

在孩子培养与寺庙管理方面都表现出极

为开放包容、豁达开明的态度，如发现

儿子振毅不擅念书便支持其兴趣直接送

他到巴黎学饼干制作！李俊承所创办的

寺庙也秉持此风，不但融通大小二乘，

也倡议各宗教间之互捐互助。文孙文襄

先生继承家风，在其领导下报恩寺更是

包容开放、造福众生，并供各宗教团体

使用场地。

文襄先生不但关注社会、宗教之间的和

谐，也留意到人与大自然间的和谐，以

环保理念经营报恩寺，利用高科技使之

成为新加坡首个环保寺庙！全寺利用太

阳能与风力发电，所产电力甚至多得能

卖回给公用事业局！玻璃塔、光导管都

引入阳光照明，减少电灯使用，夜晚照

明则用最省电的LED。报恩寺用水也自

储，由地底水缸积存雨水，经过滤及验

定的食水则会装瓶、送检，然后分发给

寺庙信众。文襄先生平日生活也尽量用

竹多于木，毕竟竹生长得较快，较环

保，所以其床是竹制的，还可随时轻易

转换为茶几，方便、幽雅，也颇添几分

禅意，很符合其身份与环境。

结语

其实报恩寺不过是李俊承精神遗产的一

部分。除了身为早期华社及佛教界领军

人物，李俊承亦是诗坛老手，笔者另有

专文论述。李俊承的精神世界正待后人

去探究、挖掘，那将会是可贵而丰富的

文化遗产。

作者为先贤馆助理馆长

Lee Choon Seng (1888–1966) was 

an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 who 

was also an important pioneer in 

Singapore, a leader in the Chinese and 

Buddhist community.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Chairman of Ee Hoe Hean 

Club, and had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Buddhist Lodge, 

Buddhist Federation, Poh Ern Shih 

Temple etc. Mr Lee’s son and grandson 

have been leading the Temple almost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passing of Mr 

Lee, an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Temple through 

the three generations, we can see 

common values demonstrated among 

them, especially that of Mr Lee and his 

grandson Mr Lee Boon Siong. This small 

article hopes to inspi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inherit the spirit and 

extend the legacy of our foref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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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为了捐助中国抗

日，救济难民，画家徐

悲鸿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

徐悲鸿教授作品展”，获得本地各界华

人空前热烈的响应。3月21日，当时身

为“吾庐俱乐部”主席的陈延谦先生，

以俱乐部主席和个人名义，分别捐款认

购多幅徐悲鸿的作品。当时，另一位华

侨银行首脑，陈延谦的知交，曾任怡和

轩主席的李俊承先生也热心捐款认购。

与徐悲鸿结缘

事后，徐悲鸿特别依照他们两位的意

愿，创作了水墨肖像画。李俊承先生是

佛教居士林林长，虔诚的佛教徒，画中

他身着袈裟，表达他执着的宗教观念。

陈延谦先生则要求让自己身穿蓑衣，头

戴斗笠，在漫天霜雪里，孤舟独钓。画

成之后，他还为此写了一首题画诗：蓑

笠本家风，生涯淡如水；孤舟霜雪中，

独钓寒江里。

陈延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作为

声名赫赫的大银行家、大富豪的他，怎

么却钟情于蓑衣斗笠？向往着孤舟独

钓？他心底激荡的是什么别样的风涛？

1883年，福建省同安县澳溪乡，一个

小男孩呱呱坠地。务农的父亲为他取

名陈延谦。一家八口勤俭度日，他还有

幸能在10岁时入私塾读书。后来乡间遭

遇瘟疫，浩劫过后仅留下父子二人。

18岁那年，父亲带着他来到新加坡，

开始在商店里当学徒。

1909年，28岁的陈延谦创裕源公司，

经营绳索生意，兼营树胶种植、买卖

及加工出口。

事业发展的道路，往往并非一帆风

顺。1919年就由于树胶供过于求造成

胶价暴跌，他被迫结束裕源的生意，

带着家人返回家乡。那时他眼见闽南

交通闭塞，父老乡亲生活极为不便，

决定倡办“同美车路公司”，亲自督

导在崎岖不平的山区，修筑可通汽车

的公路，造福桑梓。

1922年夏他再度南来，此时胶价略

起，他抓紧时机，与友人合组诚信公

司树胶厂，大量购入。不久后胶价暴

涨，由每担20多元涨到200多元，为

他带来厚利，一跃成为新加坡最富有

的华商之一。

创立华侨银行

再度南来后，他有感于华侨力量的单

薄，极力提倡团结华侨资本，组成集

团，加强与欧商的竞争。他也发现华

人很少参与金融活动，致使民族资本在

筹集资金，调动与周转上，常受欧人的

肘掣，往往处于下风。于是他联合林文

庆，林义顺，邱国瓦，殷雪村等人，创

办老华侨银行。

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拼图陈延谦

 文：洪天发



怡和传承

65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30年代世界经济不景，严重打击本地

的工商业。大小企业收盘破产的不计

其数。为摆脱困境，以闽帮商人为骨

干的三大银行——和丰，华侨商业，

华侨银行决合并为一。1933年1月2日

正式成立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缴足资

本1000万元，这在当时是其他银行难

以匹敌的。这也是作为华商联合投资成

立大企业的最早倡导者陈延谦先生的一

大重要实践。此后他一直担任华侨银行

的董事经理直至逝世。

毋庸讳言，陈延谦先生首先是一个成功

的企业家，大富豪。同时他也如同那个

时代的其他企业家一般，本着“取诸社

会，用诸社会”的理念，对于公益事

业，总是以身作则，不落人后。他曾

历任本地多所华校董事、董事长，并

担任华侨中学总理（即董事长）多年。

他也是中华总商会领导人之一，历任

六届董事。1931年他发起创建同安会

馆，并担任首届主席，身体力行，照

顾同乡福利。

作为早期移民，他对家乡故土难以忘

怀，时刻关心中国政治，反对帝制，

支持民主，1916年曾汇款支持蔡锷

倒袁世凯运动。他与

陈嘉庚先生是同乡，

早期又同为同盟会会

员，也参与1928年陈

嘉庚先生领导的山东

筹赈会，以及1931年

9·18事变后的救灾救

国运动。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后，他投身抗日救国行

列，积极参与筹赈救济

中国难民工作，曾当选

为“南洋筹赈总会”常

务委员。当陈嘉庚先生

率慰劳团于1940年回

中国考察时，由他出

任南侨总会代主席。

长夜不眠自学诗

陈延谦先生不止经商有道，也热心于社

会事务。由于在家乡曾受过私塾教育，

尽管商务繁忙，还钟情于读书，写诗，

习字。他在加东海边建了“止园”，“止

园”里有一座海屋，于20年代建造，

从海边筑堤延伸至海中而成。置身海

屋，放眼太平洋，浩渺寥廓，水天一

色。陈延谦先生自撰对联：止水澄心

观世变，园林息影觉身轻。他时常在

那里举行诗会，邱菽园，黄孟圭，张

明慈，徐悲鸿，郁达夫等都曾是“止

园”的诗友。彼此酬唱应和，其乐融

融。他曾有诗云：长夜不眠自学诗，

山妻骂我老诗痴；诗痴究有诗痴趣，

那管旁人知不知？

1938年，他将平日创作的诗文结集出

版，题为《止园集》，表达了他作为南

洋第一代创业成功的华人领袖，怀抱的

居安思危、勤俭忠信的思想信念。其中

一些诗篇表达了他对万物循环，沧桑变

幻的感慨，深深体悟到事业身家对他而

言，仅是镜花水月，并非永恒。

因此，当徐悲鸿要为他绘彩墨肖像时，

他要求画他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在漫

天霜雪里，孤舟独钓的情境，就不难让

人理解了，画面映衬的正是他对人生的

省思，以及精神上的人文追求。

那幅题名《寒江独钓图》的水墨人物肖

像图，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凝聚了新

中两国杰出的企业家与画家之间可贵

的情谊。原来，当年徐悲鸿画的那幅	

《寒江独钓图》，已在日本占领我国

的动乱时期遗失了。陈延谦先生过世

数年后，1948年某一天，他的儿子陈

笃山先生有一次在摄影展上见到徐悲

鸿照片，想起画家曾为父亲画过肖像

画，虽然画失落了，但照片还在。出于

孝思以及对父亲的怀念，激发他产生一

个冲动，给远在中国大陆的徐悲鸿教授

写信，希望他能按照片和记忆，再重画

一张。尽管时局纷乱，事务繁忙，徐悲

鸿教授不负所望，还是抽空画好寄来，

而且，还附来了当年他作画前为陈延谦

和李俊承二位画的肖像速写稿！岁月倏

忽，局势动荡，徐悲鸿教授几番流离辗

转，出生入死，没料到竟还保存着速写

稿！这番隆情厚谊教人动容！

徐悲鸿画笔下的陈延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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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别，这幅新作被题名《寒江垂

钓图》，画上他亲笔题款：“28年4月

春，余为星洲筹赈之展，陈延谦先生属

写此图。逮星洲沦陷，此图毁失。陈先

生哲嗣笃山世兄函求重写。时国中烽烟

遍地，人心惶惶。余方长国立北平艺

专，情绪不宁。感于笃山世兄之孝思

不匮，勉力作此。37年12月悲鸿。”

建延谦坊，泽被后人

还有几件小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陈延

谦先生的精神世界。

1927年，陈延谦先生独力出资开发东

海岸荒地，在那里兴建住宅、店屋和

市场，历时6年建成一个社会聚落。显

现他作为一个开拓者的眼光，后人把

这里称为“延谦坊”。今日的“延谦

坊”(Ean Kiam PLace)，就在东海岸路

旁，靠近海格路。当年陈延谦先生建造

的店屋还矗立在那里。

今年7月，当笔者到陈延谦大厦采访

他的孙子陈庆力先生，他座位背后，

就是那幅祖父身着蓑衣的“寒江垂钓

图”。他说：“1943年3月，我祖父因

心脏病复发逝世。当年他留下遗嘱，将

遗产的百分之十充作慈善用途。我爸

爸陈笃山先生（怡和轩董事）根据父亲

遗愿，在1956年设立“陈延谦基金”，	

就是以“延谦坊”的产业收益作为基

金主要来源，与本地国立大学的医学

系合作，颁发奖学金，为社会培养优

秀人才。”

2012年7月21日欢庆陈嘉庚基金成立

卅周年庆典的晚宴上，陈延谦基金还

颁发了4份陈延谦高级学位奖学金（人

文），协助四位分别进修戏剧实践、

发展政策与管理、建筑及版画艺术的

年轻学子圆梦，并为推进国家的人文

建设，贡献力量。

陈延谦基金体现了作为有远见的企业家

的人文关怀，而延谦坊的开拓意义，

也因此得到扩展、深化，它与陈嘉庚

基金一起，像涓涓细流，沃野斯土，

泽被后人。

保晚晴园，功不可没

人们也不会忘记，1911年中国辛亥革

命胜利后，与辛亥革命息息相关的本

地建筑晚晴园人去楼空，业主张永福

把它转卖给一位印籍商人，印商不常

住，晚晴园落得荒芜凄清。1937年，

陈延谦连同李俊承、李光前、周献瑞、

李振殿、杨吉兆六人，商定合资买下，

并把它送给中国民国政府作为永久纪

念。后来民国政府再转交由本地中华

总商会管理。1994年新加坡政府更宣

布将晚晴园列为国家古迹。这个富有历

史记忆的辛亥革命的重要遗址，得以完

整、永久保存，陈延谦等人功不可没。

陈延谦家族与本地的武吉布朗坟山（咖

啡山）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原来

陈延谦的父亲陈仲欸去世后就埋葬在武

吉布朗坟山，由于热带树木和杂草长得

很快，一段时间没清理便草木丛生，墓

碑被遮，陈仲欸的坟墓因此一度被掩

埋。直至去年才重新被陈庆力先生发

现，墓碑上留有祖父所书的碑文，棺木

四周还设有砖砌的保护墙。他马上着手

修整翻新，以便好好祭奠曾祖父。难以

逆料的是，一年后，武吉布朗坟山被政

府征用的地段，陈仲欸的坟墓赫然就在

其中！百般无奈之下，陈庆力先生只好

迁坟，重新安置先人的骨灰。

陈延谦先生远见卓识，当年曾出力保

存了国家古迹，但他的后人终究无力

保存祖先的坟地，不免叫人唏嘘叹惋！ 

拼图陈延谦，让后人看到先辈当年的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他们始终关怀

国家、乡土，把回馈社会当成毕生的

责任。陈延谦先生可贵的人文关怀，

不止身体力行，还福荫后人，绵延久

远，叫人肃然起敬。

当徐悲鸿要为他绘彩墨肖像时，他要求画他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在
漫天霜雪里，孤舟独钓的情境，画面映衬的正是他对人生的省思，以
及精神上的人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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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八月份，身为新加坡子民，

我们的爱国良知、我们对国家

的忠诚度，仿佛总要被重重叩问一下。

在生活中默默体现 
对国家的爱 

国旗全岛处处飘扬；各选区议员亲切

的笑脸，张扬在各交通要道的巨型屏

板上，向路人亲切致意；国庆日检阅

礼气氛昂扬却仅有少数人能参与的热

 文：刘培芳

烈场面；国庆群众大会上总理一年一度

阐述政府思维、声情并茂的演说，这一

切，在在提醒你身为岛国子民和这片土

地的关系及情感意义。

除了政治宣导者，一般新加坡人都不会

把“爱国”挂在嘴边，他们把爱放在心

里——也许更准确的说，他们都在日常

生活中默默体现对国家的爱。

关怀你的家人、善待你的邻居、爱护你

的环境、为环保尽一份力、帮助弱势

群体、敬业乐业、珍惜亲情友情和爱

情——总之，国家信约上所说的“誓愿

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

我们都在长年累月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具体而不经意地实践着。

信约又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

努力”，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身为小

市民的我们，又何尝不在劳碌奔波的营

生中、默默地身体力行着？然而，如何

很多人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国家越来越感
到陌生了、疏离了，这是国家现代化和
国际化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吗？

谁比谁更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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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却

是升斗小民深感无力的，也许，这个理

念的贯彻，对掌权者来说更加重要。

多数新加坡人都不习惯唱高调喊口号，

爱国情怀也不在乎形式，在住家外墙张

挂国旗的人，未必一定比没挂国旗的人

更加爱国。正如批评政府、挑战体制

观念，对政策措施提出异议的人，未

必就不爱国。

异见和批评不应被视为 
一种破坏 

恰恰相反，正因为看到政府政策的缺

失，执政路线和措施的偏差，对国家

长远幸福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才

仗义执言，这正是为了国家社稷的前

途着想。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挑战并不等于敌对，人民希望政府领

导人多倾听民间真诚而多元的声音，

多些互动和交流，这对政策的有效推

行是大有助益的。

一个民主社会本来就应该包容多样化的

声音，多样化并不是分化，这和爱国心

并没有抵触，更不影响国民的团结。为

了一个理想目标，大家求同存异，以宽

阔的胸怀接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只要用心善良、态度诚恳，异见和批评

不应被视为一种破坏。

这片土地孕育了我们，我们跟随着它一

起长大，我们自身的成长轨迹，其实也

正是独立建国的发展经历，我们和国家

一同经历过穷困和苦难，新加坡今天的

成就，除了政府领袖的英明领导，难道

没有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没有老百姓

的心血付出？

半个世纪来磕磕碰碰的脚印，留下新加

坡人许多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些共同记

忆铸成的认同意识，是一种不容忽视

的凝聚力，是国家无形的珍贵资产。

我是多么高兴看到年轻一代在接受媒体

访问时，敢挺身表白历史的重要性，呼

吁政府正视我们的过去，别再拆除能唤

起人民归属感、令大家感到自豪的的历

史文物。当然，这些年来，政府在保

留古迹和历史文物方面是做了不少努

力，但往往在现代建设发展的需求以

及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下，还是毅然决

然牺牲掉不少有文史价值的文物或天

然资源，武吉布朗坟场拆墓开路就是

最典型的例子。

从心出发

一个国家越是走向国际，根基越是要扎

得深，一片国土面积越小，越是应该保

留宽厚的绿肺。近年来，我们这花园城

市开辟了不少新公园，这是好事，但我

们原有的那一片片绿野丛林，日夜释放

着清新可喜的空气，也许更加需要我们

悉心维护。

要建立更美好的家园，要为下一代打造

更光明的前程，除了物质建设，除了改

善交通、住房、鼓励生育、增建大学、

改进幼儿教育、引进外来人才等等之

外，精神文明的提升也同样重要，要

培育出行为更优雅，更有修养和宽怀

大度的国民，必须从心出发。

物质生活的日渐丰裕，渐渐扭转了人们

的价值观。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的加重

变大，也使得人心普遍变得浮躁。沧海

桑田，为了更加繁荣富裕，国家政策来

个急转弯，城市风貌越来越酒绿灯红。

有人为绚丽的五光十色感到兴奋和自

豪，但也有人深感疑虑和不安，还把

心爱的岛国，比喻为染上了赌瘾、沉

迷于赛车和钻营的负心人！

很多人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国家越来越感

到陌生了、疏离了，这是国家现代化和

国际化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吗？答案也许

很复杂。一个被唤作“赌城”的国家，

会不会变得民心腐蚀、会不会沦为犯

罪温床？这是许多爱护这个国家的子

民所担忧的。

建立一个充满爱心 
和希望的家园 

岛国确是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玩的地方，

妆艺大游行宛如国际嘉年华；“仲夏

夜空”在目眩幻彩中引人入梦；如今

国庆检阅礼已成为年度最大的庆生派

对，NDP — National Day Parade 已

变成	 National Day Party，是否在烟花

绽放和集体狂欢中，比较容易激发人们

的爱国热情？

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以家

园、爱心和希望（Home Heart Hope）

为主体，阐述了建立一个充满爱心和

希望的家园的构思，真情流露而激励

人心。第二天，我和好友谈起这个话

题，一个说，无论如何都叫我忘不

了他的收入等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40倍，另一个说，我只希望政府体制

增加透明度，政治更加开明、媒体尺

度更加开放。“我很想知道，到底我

们每年花费在国庆检阅礼上的公款是

多少呢？”他这么问。	

但也有另一位朋友从这项演讲中得到

启发，在公司员工常年聚会上，也以	

“家园、爱心和希望”激励同仁，反

应显然不错。

八月过去，已进入九月份了。我向窗

外张望，视域内我们这住宅区仅剩的

一面国旗，还张挂在对面那户人家的

阳台上。红白旗面显得有些邋遢，早已

退色了，依然在搁在那儿，风吹日晒雨

淋。我心想：这家人是不是很爱国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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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1926年的历史语境考察，

厦门大学可谓在起步中百废待

兴，相关规章的完善与执行都有待进一

步提升，加上文科、理科之间，本地人

和外江佬之间，还有大学内部的一些派

系斗争，千丝万缕，这都有可能引发或

牵出林文庆和鲁迅的某种纠葛，本文此

处只涉及直接关联的事件。

㈠	学术考核；工具理性压迫 
 与戏弄

作为教授的周树人与作为作家的鲁迅其

实是有一种身份兼顾的内在张力的，这

一点无论是鲁迅本人的感受，还是他的

性格与教学研究事业的冲突都可见一

斑。当然，我们知道，在后来的中山

大学辞职后，鲁迅从此就弃绝了教授。

但毋庸讳言，教授这个职业中其实既有

让人在思想上感到激情与自由创造喜悦

的一面，同时又有各种考核、制度化措

施等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压迫的一面。

可以理解的是，为厦大发展鞠躬尽瘁

的林文庆通过重金礼聘名教授前来	

“布道”，自然也希望人尽其用、性

价比高，他自然也希望教授们（包括鲁

 文：朱崇科

渝亮相争
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

学术人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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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拿出自己的成果来作为证明和顺便

考核，同时又为厦大的声誉增砖添瓦。

在10月4日的《两地书》中，鲁迅就提

及，“校长是尊孔的，对于我和兼士，

倒还没什么，但因为花了这许多钱，汲

汲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挤些牛

乳一般。”

林文庆在有关会议上提出，希望大家半

年内就有一些成绩，鲁迅则觉得半年时

间不够，为门面起见，也可以付印自己

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在《两地书·七

五》中，他就写道，“国学院也无非

装门面，不要实际。对于教员的成绩，

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就对校长

说，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

加整理，学校既始此着急，月内便去付

印就是了。于是他们就从此没有后文。

你没有稿子，他们就天天催，一有，却

并不真准备付印的。”

如果我们从鲁迅的做事风格考察，他是

一个崇尚认真、埋头苦干并加以身体力

行的人，如增田涉在回忆中就指出，	

“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鲁迅

对学术的态度是虔敬的，又是认真的，

坚韧不拔的，在未达到一定水准的情况

下，他不会轻易出手，但这和某种意味

上有些急功近利的学术考核是背道而驰

的，这自然也是一种压迫；同时，把辛

辛苦苦整理的成果交上去却又难以出

版，这种戏弄和鲁迅的认真又形成巨

大反差，无疑林文庆这种举措会让鲁

迅感觉相当不舒服，

从鲁迅来厦大之前的现实设计考察，鲁

迅一开始就没有把担任教授当作是长远

之计，而更多是一种生活缓冲，既解决

了生计，同时又避开了当时北京政府的

高压，但在骨子里，鲁迅对自己的定位

仍旧是作家，尽管表面上看，著有《中

国小说史略》以及着手撰写断代文学史

的鲁迅完全算得上一位相当称职，乃至

优秀的学者。

㈡	与现代评论派：时空转换 
 中的持续纠葛

某种意义上说，林文庆无意从人事上给

鲁迅制造麻烦，但就是在无意之中，求

才心切的的林文庆亦把当时的史学新锐

顾颉刚请到厦大，这就意味着“现代评

论派”和“语丝派”的二大主将同时把

战火从北京燃烧到了厦大。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史学家的顾颉刚算

得上谦谦君子，而鲁迅往往攻击性强，

生性多疑，所以，在顾、鲁的私人恩怨

冲突中错误多在鲁迅。而实际情况则

是大谬不然。简而言之，除了性格、

籍贯、学校、老师门派等表面因素以

外，鲁迅和顾颉刚真正的结怨原因则

是鲁迅的“剽窃”事件。也就是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似乎剽窃了日本学者

盐谷温的文学史论述。当现代评论派陈

西滢和鲁迅论战时，陈就抬出了此观点

对鲁迅大加嘲讽。毫无疑问，说鲁迅剽

窃无疑是对素来认真工作，而且凝结了

无数心血的著作的亵渎，更是对鲁迅人

格的污蔑，但真正的幕后始作俑者就是

顾颉刚，在饭局上或聊天中谈到了鲁迅

剽窃的事件，所以虽然和陈源打笔战，

但鲁迅对“幕后黑手”——顾颉刚却是

耿耿于怀的。1935年鲁迅的《中国小

说史略》被增田涉译成日文，而盐谷

温的著作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1935

年12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

后记》继续表达他的愤愤不平，“两

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	

‘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

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

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	

‘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

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

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可见，剽窃说对鲁迅伤害极大。

事实证明，剽窃说是对鲁迅的巨大诽谤

和污蔑，然而无论是鲁迅生前和死后，

当事人都未曾向鲁迅道歉。因此，表面

上看来，鲁迅一直在抱怨“现代评论

派”在厦大拉帮结派、乌烟瘴气，而实

际上鲁迅的意味显然不在于此，“项庄

舞剑，意在沛公”，鲁迅对造谣者顾颉

刚有种发自内心的鄙视与愤怒，才会一

直耿耿于怀。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从帮派的角度看，似乎鲁迅也有自

己的帮派，林语堂、孙伏园等。尤其耐

人寻味的是，在做人的圆滑程度上，少

年得志的顾颉刚却更显得八面玲珑，明

显比梗直刚硬的鲁迅容易讨人欢心。比

如就在校长林文庆大力提倡国学、尊奉

孔学的时候，顾颉刚却也不失时机的趁

热打铁，大讲特讲孔子，向厦大广大

师生宣讲《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而

且，其演讲稿分为三期连载在《厦大周

刊》160-162期。或许顾颉刚有关孔子

的演讲不乏可取之处，但鲁迅势必会对

他的涉嫌钻营的举措带上一些相对不屑

的感情色彩，从此意义上说，鲁迅亦会

反过来感受到自己在厦大的挫败感。

当然，还需要提及的是，1924年下半

年，厦大曾经发生过学潮，当时有100

多名学生脱离厦大，在上海成立大厦大

学（后更名大夏大学），林文庆虽然在

陈嘉庚的大力支持下最后力挽狂澜，让

学潮平息，但他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也是

有一些问题和弊端的，因为在文化认知

上，林文庆还是相对传统的，有一种大

家长式的强硬，严春宝在《一生真伪有

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指出，“就东

西方文化方面而言，林文庆是从西方文

化回返中国文化的怀抱，而就新旧文化

方面而言，他又是坚守旧文化抗拒新文

化！”比如其思想陈腐、学潮中出现了

流血事件等。而鲁迅到了厦大以后，也

了解到类似史实，无疑，他对林文庆处

理学潮时的手段和问题还是近乎历历在

目的，这当然也会在潜意识中影响到鲁

迅对林文庆的判断而造成隔阂，毕竟，

长期以来，鲁迅多是站在弱势群体和青

年（学生）的立场上思考的，而北京的

学潮及其后果对于奔赴厦门的鲁迅可谓

一如昨日再现、历历在目。

作者为广东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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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在社会上出现民众认

知落差最大的问题应是我国的

人口和移民政策，人们对这个课题从支

持、赞许到质疑、反对等等，各种看法

不一而足。实际上，这种纷争杂陈的现

象也是迟至近年才显露出来，基本上是

随着人口越来越拥挤，民众的感受特别

深切之后才随之而起的。

移民政策缺乏透明度

从数字上来看，新加坡政府推行移民政

策始非今日，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就已开始筹划和推行，当时，我国的人

口才只有304万，经过10年的努力，在

本世纪初已增加到401万。虽然这期间

的人口增长已高达三成之多，但因一方

面是当局多做少说，一切都不显山，不

露水；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还没

有达到饱和水平，人们的感受并不强

烈。与之相较，过去十来年，人口仍以

近乎相同的速率增加，一直上升到今天

的526万，人口的挤迫、竞争和社会形

态的改变才令人惊觉我们已生活在一个

十分拥挤的城市中。

	民众对外来人口增加的反应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自身的感受，一是因为这项政

策缺乏透明度。人们的感受大都是直接

的，试想一下，尽管人口急速增加，社

会设施却依然如故，10年内医院病床

没有增加，小贩中心没有兴建；地铁

讯号设备不足，以致行车的趟次无法

提升。总之，因为人口增加带来的就

业、求学和日常生活的竞争和挤迫感

让人感到越来越不自在，人们开始怨

声四起，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明显增加。 

	说人口政策缺乏透明度，那是至为显然

的。大幅度增加移民和输入外劳，这是

关系到每个新加坡人切身利益的事，部

长们未尝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可是都是

着眼于吸引外来人才、弥补人口下降的

缺憾、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充满着训

导式的说教。不要说这个课题从未进

行公开讨论，或举行全民公投，除了

2011年的大选以外，在历届大选中也

从未是突出的竞选课题。人们印象较深

的，倒是在2007年2月的国会辩论中，

 文：方思涌问题的人口再商榷

任何一项重大的国家政策都有优劣的两面性，它不会是十全十
美的，在推行时最后是否能圆满地达到施政的目标，不仅要看
政策本身的优越性，同时也取决于执行时如何扬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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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马宝山曾这么说，

新加坡需要增建设施，应付在四、五十

年后达到650万的人口需求。

	此时此刻，我们早已迎来了移民大

潮，500万的人口已让人喘不过气来，

部长对未来人口的预测，令人恍然大

悟，让人发挥无限的想象空间。

以增加人口的方式来拉抬GDP

接受更多的移民和外劳，我们所听到的

多是些形而上学的说教，比较明确的倒

是经济目的——取得经济增长。以浅显

的道理去阐释：我们每接受一个新移民

或外劳，他们就对我们的经济做出贡

献，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蛋糕

做大。一个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因人

口的自然或非自然地增加而出现经济

繁荣的例子并不鲜见，而像我国这样

大量迎接外来移民的做法，不仅带来	

GDP的明显增长，而且还带来其他许

多经济效益。举个例子说，我们的零

售业在上个世纪始终面对市场规模太小

的难题，官员们虽出尽法宝，始终无法

让它摆脱困境。想不到新人口政策一推

行，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房地产市场

更不待言，在新移民涌入之下，房地产

卖得十分火爆，屋价连连上涨，造就不

少巨无霸的房地产公司，置业者的身家

也暴涨，连带曾处在凄风苦雨中的建筑

业也大翻身。

	新加坡在吸引新移民方面可说是不遗余

力，其中包括致力于打造成为宜居的城

市，对富裕的移民设计出有利的税务制

度，吸引了不少知名的投资家、金融家

和创业者前来入籍。新加坡也一跃而成

富裕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

名，我国的国民所得高达59,711美元，

在全世界居第三位。

	不过，采用增加人口的方式来拉抬

GDP，这种做法并不完全得到经济学

家的认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克

鲁格曼就曾这么说过，新加坡等国家看

似非凡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没有那麽神

奇。他说，这种增长并不是生产力提高

所致，而完全是可计量投入（即劳动力

和资本）增加的结果。

 对比之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不禁令人

回想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精耕细

作手法，想当年，负责推动经济发展的

机构或主管每每要为哪些制造业提供新

兴工业优待，或吸引哪些大企业前来设

立总部而绞尽脑汁。而现在呢，通过人

口增长的方式就大为简化，只要有更多

的新移民，更多的外劳，GDP就增长更

多，而且可以持续地发挥效益。因此，

是招式细腻，还是挥舞大棒，也就不必

较真。借用人们所熟知的名言来说：

不管黑猫白猫，会逮耗子就是好猫。

移民政策如何扬长补短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以偏概全的瑕

疵，任何一项重大的国家政策都有优

劣的两面性，它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在

推行时最后是否能圆满地达到施政的目

标，不仅要看政策本身的优越性，同时

也取决于执行时如何扬长补短。

	通过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来取得经济的增

长，这种模式之受到非议，正是因为它

产生不良的反应。这些年来，大量涌入

的新移民和外劳，以年青力壮和薪金低

廉的优势进入了原本由本地工人所占据

的服务行业，导致本地人在面对竞争之

下出现薪金缩减的怪现象，而且是薪金

越低的，所受的影响越大。在10年前，

清洁工人的起薪还有1000元，这些年

来反而减到900，甚至800元。在经济

持续增长的形势下，员工的薪金继续

有增长，特别是高薪者加薪快速，而处

在下层的工薪阶级的待遇却踏步不前，

甚至还被挤出就业市场，最终导致新加

坡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越来越严重。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则是生活费日

见高昂的现象。由于人口显著增加，消

费需求上升，加上不正常的鼓吹糜费的

高消费意识，导致物价异常的高涨，我

们的通货膨胀率不仅居高不下，而且比

周围国家都高。谈到物价，也令人想起

新移民的到来，造成房地产市场供求失

衡的状况，过去连续多年来，房屋价格

连番上涨，连政府组屋也上涨不少，让

低收入者望屋兴叹。新加坡在成为最宜

居城市之余，也是世界上其中一个生活

费最高的地方，对民众的生活，哪能不

带来沉重的压力？

	当我们的国民所得进入全球前三甲时，

而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却和落后国

家并列，对于59,711美元的平均国民所

得，在低收入者心中，还真不知这是什

么概念，更不要提高薪人士的天文数字

收入了。当我们正在继续向发达国家的

目标迈进时，却有一大群低收入者远远

的落在后头，这是十分反常的。在经济

繁荣的时刻我们周围却有一大群人的收

入和生活素质在开倒车，或至少是在原

地不动，这不啻是一种畸形的现象，无

怪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在疾呼应该

采取积极措施加以纠正。

 移民政策如果推行得当，无可否认的，

对人口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我

们因此不能忽视这其中所出现的种种偏

差和弊病，应积极加以纠正。特别是因

为吸引移民的到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不能说做就做，说停就停，更何况它的

后续影响就更为久远。

	鉴诸这些时日来主流言论的动向，新加

坡的移民政策不仅不会刹车，而且还会

进一步推行下去，“拥挤”这个词势将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这是人们需要

有的心理准备。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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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在大半年之前，接到一份	

“特约编辑”的差使，任务是

为新加坡儿童会（Singapore Children's 

Society）编整该会庆祝六十周年新书的

中文版。由于付梓的日子迫近，当事人

说这是最后关头了，编整的工作十万火

急，只好放缓手上的笔耕，拔刀相助。

儿童会的新书，终于在日前隆重发布

了。我在观众席上，为自己从旁略尽

的一份绵力而欣慰。但使我另有感触

的是，成立于1952年英治时期的儿童

会，是个说英语的慈善公益社团，周年

纪念之际，除了延请专人撰写英文稿件

之外，也另请一位作者书写中文版本，

这是很值得击节叹赏的。

说巧不巧，儿童会新书在国庆的8月

发布前不久，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国庆

纪录片的华语版，出现“离谱的翻译	

错误”。译者完全不查证本地的中文原

典，闭门造车，连政要的名字也“人名

译音”（这是媒体临时得不到事主中文

名字的权宜做法），的确太草率，太不

负责任了。这只是“外包”惹的祸吗？

节目怎么可以过关？错误出在官方机

构，问责的情况相当严重。

就是因为某些大机构出现的“离谱”，

提醒了本地中文工作者仍有必要保持自

重，而对于诚恳认真的中文写作、中文

出版、中文书业的个人或团体，我想

在这里发出呼吁：国家社会应该予以

重视！而新加坡要是持续有中文书刊

的出版，它仍然会成为我们值得珍惜

的文化资产。

另出中文版深具远见

首先说明，儿童会出版新书，主题出自

前任荣誉赞助人、新加坡共和国前总统

纳丹的建议。他说，新加坡在这数十年

来国家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我

们还没有一本书，可以反映这里儿童生

活到底经过了怎样的变迁。儿童会的新

书8月11日在国家图书馆16楼的观景大

厅发布，前总统是大会贵宾。

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中、英文新

书，都以《新加坡的童年生活》为题，而

中文版的封面上，则加上一个以儿童手

写的创意书名——《我们这样长大》。	

两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图片也一样，

但中、英文稿是由两位作者书写的——

分别为翁燕萍和许淑霞，她们以各自的

笔调，根据本身的人生经历和处世观点

等等，记述书中的细节。

我认为儿童会这样的安排，是很有远见

的做法。目前本地的大机构要是能拨款

出版英文以外的翻译版本，就已算是功

德无量了。《我们这样长大》是中文书

写，不是英文版的翻译，除了中文作者

为《新加坡的童年生活》效劳有感
打开另一道视窗

你有没有察觉到，即使报道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
事，个别的语文记述，可以传递不同文化群体里面
细微的意绪？

 文：莊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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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有一个“中文书委”的小组监

督协调（特约编辑和她们也经过了不

少“脑力震荡”），所以说，出书的

机构眼光独到。

应当肯定，无论英文或中文版本，本书

纪实详尽文笔生动，值得读者支持。这

里我想指出，由于出书机构的开明方

针，让本书在“英文眼”的记述之外

也开了一道“中文眼”的视窗，受惠

的不光是读者。从不同语文视角折射

出来的叙事观点，就像医学仪器中的

三维投影，为事体观察与政策参考提

供了宝贵资料。

比如，1961年华校改制的书写，可以看

出中、英文版观点的不同。所谓改制，

就是把华校中学沿用已久的“三三制”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四二

制”（中学四年、高中两年），与英校的	

制度一致。政府也在这一年举行“会

考”，颁发会考文凭。不过，这一年是“

会考年”，却也同时是个“罢考年”。

英文版与中文版用上几乎同样的篇幅、

同样的素材记述其事。但照我观察，

英文版的叙事稍稍偏重于“罢考”的

事件，并由此引申：因为华校频频发

生学潮引起家长的担忧，收生逐年减

少，学校被迫关闭，或改行英校的制

度。意味着，新加坡的华校是在学潮

背景下消失的。

中文版的叙事，则着重于“会考”的部

分。文中引《联合早报》2011年8月31

日的报道，说明华校改制五十年后，许

多华中校友仍在怀念那三届同学一起毕

业的日子，举行团聚晚宴。尽管当年有

同学“罢考”，但大部分华校生权衡轻

重，参加了“会考”。

家长是跟着政策跑的

你有没有察觉到，即使报道的是同一个

人、同一件事，个别的语文记述，可以

传递不同文化群体里面细微的意绪？不

错，多年以来，“家长的担忧促使华校

寿终正寝”，是本地英文主流论述的常

规。但《早报》上的新闻挖掘，《我们

这样长大》中文纪实写作的概括，让我

们对华校的何去何从产生了新的想法。

我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因为在长期的涉

猎中，发现华校以及其他非英文源流学

校正式寿终正寝，是在1987年，官方

政策规定全国统一以英语为主要教学

语文的时候。而1987年的改制，直接

的导因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

教育检讨报告，严厉指摘新加坡的双

语教学两头不到岸，尤其使得英文水

平下降。新加坡是个开放经济体，英

语不流畅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早年华校的学潮令许多

家长忧心忡忡，这是事实。但

1987年距离六十年代的中四罢

考、南洋大学大逮捕等事件已

经时日久远，尘埃落定。硬把

并不关联的事物扯在一起，对

政策的思考帮助不大。

说到家长的心态，家长虽有想

法，但他们其实是跟着政策跑

的，是被动的，也是无奈的。

新加坡早期的许多家长，的确

是希望孩子接受健全的中英双

语教育，胼手胝足，一意要孩

子早上念华校，下午（或晚

上）念英校。《我们这样长

大》访问的一个马家的孩子，

个个如此，只是到了老幺的小

妹上学时，政府鉴于学额有

限，禁止了这种“一人读两

校”的做法，马家的传统才告中断。

马家的这段故事，儿童会新书的英文版

也同样有所记述。我以亲身的经历在此

说明，这段故事不只有真实性，而且还

有普遍性。遥想上世纪五十年代，童年

的我随父亲到吉隆坡，上学的时候也曾

经上午尊孔，下午美以美。正午换场的

时候，妈妈提着三格饭盒在微笑等待：

就像在昨天，新马还是一家的时候。

中文书写的声音

帮忙儿童会新书中文版的编整过程中，

曾接触本地一些公共机构，发现它们的

中文名称不知所云，甚至也不合中文语

法。我通过作者向诸位执事人反映，公

共机构要是店名让人看不懂，又怎能期

望公众明白你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呢？

公众又怎么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寻求

你的帮助呢？

善意的建议提出之后，结果是不得要

领。

儿童会新书《新加坡的童年生活》中文版

联系到文首谈到的电视纪录片“离谱的

翻译错误”，我想新加坡即将面临的危

机，是进入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铺天

盖地英语至上的氛围中，决策者确实

有必要多听听中文书写发出的声音。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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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许多本地中年或上了

年纪的华族妇女，在写字楼办

公室从事打扫清洁的工作，她们在写字

楼里抹桌扫地倒垃圾，替高级主管清洗

茶杯、给到访的客人和参与会议的人士

添茶倒水和准备茶点。

办公室的餐具和食品储藏间是她们工作

的岗位，她们在那里打点和洗涤餐具，

也在那里休息和待命，因此也在那里跟

到来倒水洗杯的职员们闲聊几句。一般

写字楼里的秘书是清洁打扫“安娣”在

办公室的工作伙伴，活儿大都从秘书那

里交代下来。

“扫地安娣”——多元的角色

“扫地安娣”一般是上了年纪口操方言

的华族妇女，这般年纪的妇女是语言天

才，跟马来和印族同事能讲“巴刹”马

来话和简单的新加坡式英语，跟年轻的

一代讲华语，她们在方言环境长大，自

学华语没太大的困难；我们喜欢用方言

跟她们沟通，除了话题较多，也更能感

受那一份亲切。

安娣多是妈妈或祖母级的人物，工作是

因为可帮补家庭经济的需要，有的则是

要自食其力过独立的生活。她们之中有

的慈祥和蔼，虽然职位低微但都得到职

员们的尊重，碰面时礼貌上简单的问

好和请安，增添工作场所的人情味。

健谈的清洁阿姨，一般跟办公室的职

员，特别是跟中年的女同事间有说不

完的话题，从家里的柴米油盐到社会新

闻。过于“健谈”的安娣，难免会被贴

上“八卦”的标签。时代变迁太大，道

德标准的差异，她们成为了操守和衣装

的巡察员，有时还成了单身职员的催婚

员。“包打听”和“广播站”的本领却

也令她们成为人们巴结的对象。话说回

来，只要言语上能沟通，她们谈话的内

容倒不乏丰富的生活知识，比如家传菜

的食材和煮法、药膳保健和江湖药方、

做月子和哺儿育女经、红白事的人情与

礼节，从民间禁忌与生活的规矩到求神

问卜和酬神祭祀等等，真是办公室有一

老是写字楼的一宝，民间口传智慧就在

生活里这般不经意的传承下来。

发生在职场里餐具和食品储藏间老中青

与高中低级员工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富

“扫地安娣”

有一天，我们的大厦管理员、保安大叔、维
修技工、以及经常光顾的小吃店店员都面谱
化了，成为有血肉会呼吸的“机械人”。

窥探本地
从

“外包”文化
 文：吴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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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性化和人情味的职场生态，这职场

生态也是忙碌生活中透气减压和凝聚归

属的地方。

曾几何时，大型写字楼直接雇佣的老安

娣渐渐在职场消失了。办公室的清洁的

活儿给外包了。年纪大的，手脚慢体力

差的，都先后从职场退下，因为种种经

济的效益原因，外国劳工成为承包公司

聘请和依赖的对象。

本地“外包”文化的营养

“外包”是一种提高生产力的经济行

为，社会分工走向专业化的一种需要；

凡非核心工作，例如，保安、停车场、

花园、维修、清洁和仓储等工作，让专

人总揽负全责一手办理的安排，一来不

必为员工的征聘、培训、排班、薪酬、

升迁及纪律等等人事管理问题操心，也

不用承担其中行业相关器材和技术的评

估调查与提升的功夫，于是可以把资源

和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项目性的工

作、合约性的关系，对资方人力成本是

更灵活，对服务质量，在有效监管的前

提下，效益是更有弹性。

在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大环境里，对我

们的职场生态的冲击，除了上述扫地

安娣，代表老弱和低技术的新加坡人

口中土生土长的一群，还包括管理层

面应对的动作。

他们有的打着提高生产力的旗帜，不

断重新划分业务，做数字游戏满足以

经济效益数字的业绩衡量标准。大小

事另找专人代办的背后，只是把新加

坡籍的老弱和低技术员工，从经济平

台被扫到社会福利的地毯底下，另行

处理的一种悲哀。

在精英制度下的年轻新生代管理层，欠

缺的是有关核心业务以及直接管理低层

员工的经验，也不懂善用年资老经验丰

的老员工。反正在为他们预订的职业道

路安排下，往往在三两年后就会高升他

去，花心思“投资”在照顾员工和改善

非核心业务的工作效率上一直不是他们

的主菜。职场里不免还有二三流的经理

影响士气，而一些依靠权力团伙守住分

配资源权位的办公室政治老手，要的只

是听话的核心幕僚和执行员，在“外

包”与“生产力”划上等号的时代，“

外包”成为办公室政治维权护利和拼业

绩的手段，不良管理素质往往是滋养本

地外包文化土壤的一种“毒营养”。

企业社会道德责任与员工 
被面谱化

我们可有注意到，经济结构性调整和

制度弊端下，低技术层面的员工出现

被面谱化的现象？就以清洁的承包工

作为例，只要承包商把清洁活儿干好，

哪个员工来做，是不是由同一名工人来

做？再也由不得公司职员来拿主意，	

“外包”的安排使我们跟老弱低技能的

安娣和伯伯们从直接的雇佣关系转为间

接雇佣合约性关系，因为合约性、工人

流动性、工人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等等

原因，不管清洁工人或保安人员也好，

他们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也都不重

要，认识他们机会少了，更不用说成

为“同事”，对许多人来说他们都一

个样子的，都穿上同样的制服，一样表

情，都好象戴上同样的一幅面谱。这样

一来，有一天，我们的大厦管理员、保

安大叔、维修技工、以及经常光顾的小

吃店店员都面谱化了，成为有血肉会呼

吸的“机械人”。

结构性调整也包括许多被企业化的公共

机构，相对来说，它们成为一所追求纯

效益而不必直接负责社会道德的经济结

构。员工被面谱化的同时也就出现高级

管理层与群众关系脱钩的现象。弱势群

体的福利，一方面由国家和民间社团的

财富再分配机制来照顾，吊诡的是照顾

弱势群体福利的社会道德也会面临被企

业化的命运，政府成为其当然的“承包

机构”。另一方面在一条法律顾不到的

灰色地带里，还不时传出承包商和中介

员工被剥削的案例。

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是要让阿姨伯

伯一代人，留在职场生态之中，组成

老中青的一环，里面还有其政治与社

会福利的学问。我们对工商企业和企

业化的公共机构，应负起一定程度的

社会责任，已经是一种单向要求和遥

不可及的期望，

今天，提出我们职场生态里低技术层面

的员工被面谱化、管理层与员工关系脱

钩、老中青年龄结构和人情味浓的有机

生态起了变化，对“外包”的纯经济行

为，以及为提高生产力以纯经济效益数

字为测量标准的偏差，希望大家在我们

付出更大政治和社会的代价之前，对

社会问题给予关心思考与意见交流。

假设一个重商社会经济结构可摆脱社会

道德责任的约束、追求纯经济效益，而

玩数字游戏的职场文化成为普遍的现

象，下来肯定会腐败害群。虽然不善管

人也不熟行的“伪内行”团伙，他们听

命于管不了他们的外行，结党钻营，骑

劫内行，瞒天过海的现象，尚未开枝散

叶，但也不是杞人忧天吧？

作者为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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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劳工在我国经济领域，尤其

是建筑业，扮演着一个举足轻

重的角色。根据统计，建筑业	在2010

年全国生产总值中占了4.5%，其中外国

员工总数	达29万人左右；换句话说，在

全国劳动力总人口中，每一百个人，建

筑业者占了12人，其中有9个是持工作

证的外国人。

在建筑业里最底层的低技术工人中，外

国劳工更是占了绝大部分。

自70年代以来，外国劳工在我国建筑业

人数逐年增加，在业里的重要地位已是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增长趋势也形

成不可扭转的潮流。

最近几年来，外国人口的急速增长给社

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我们需

要外劳来从事那些本国人不喜欢做的

工作，另一方面，它又为住房，交通，医

院等公共设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外

来人口政策上，我国面临重要的抉择。

为了寻求解决方案，政府在七月份发表

了一个名为＂我们的人口，我们的未来＂

报告，希望能与国人对话，共思良策。

外劳问题在其他行业如制造业和服务业

中也普遍存在，建筑业则因为各种原因，

其问题显得分外突出。

廉价劳工可供驱使

建筑业的总生产力长年偏低，这是我国

政府长期面对的头痛问题。要如何通

过提高生产力来控制外劳的增长，是我

国政府的一项主要政策考量。许文远

部长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建筑业的

生产力必须加以提高。它的生产力远远

辛酸与梦想
落后于各个成熟的经济体，是美国的一

半，日本的三分之一。它也显著落后于

香港、台湾。

究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较常被

提到的一点是，造成生产力低下的原

因，是外劳充斥我国的建筑劳工市场。

外劳从70年代开始，在建筑业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无论在我国的总居住人口，

或总劳动人口中，建筑业外劳所占的比

例都是举足轻重的，在这漫长的40年

间，外劳一代接一代，跟着我们并肩工

作，共同生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

们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各方瞩目的

群体，也成了千夫所指，沦落为生产力

低靡的罪魁祸首。到底在这些年来，他

们是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又如何与国人

相处？	他们在我国社会上占有怎么样的

地位？国人是以怎样的态度看待他们？

一个建筑外劳前来我国之前，得先付出

大约新币3	到5千的中介费用，并先在

当地接受基本的技术培训。在通过了各

种培训、考核及各种手续后，才能前来

本地。经过体检、安全培训等手续后，

他们就能马上投入工作。

新人的工资一般上为每日18元，每日八

小时的标准工时。若以每月工作26	天，

每日加上2小时的超时工作，则每月工资

可达650元左右。靠省吃俭用，每月若能

省下400	元，那他就能在10个月内还清

最初在家乡所筹借来的中介费用。接下

来几个月努力工作所得，才是他们开始

存的钱。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在本地继续

工作下去，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在家乡买

房买地，过着较悠闲的下半生。

外劳的生活现实与梦想

下面让我尝试勾勒一下外来建筑工人在

本地的生活状况。

他们的住宿由雇主负责提供。早期建

筑外劳的居住环境根本谈不上能有什

么卫生条件。近年来在有关当局的立法

管制下，已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但

与本地人的最低水平相比较，条件还

是逊色许多。

目前建筑工人按规定得住在经批准的

工人宿舍，在当局制订的最低住宿标

准下，	每位外劳的住宿空间为50平方

尺，也就是说，以一个650	平方尺左右

的3房式组屋为例，那它在法定标准下

可住的人数最多是	13	人。外劳宿舍也

必须提供厨房、厕所、活动空间和小商

店等设施。

对一般来自印度，或孟加拉的外劳来

说，这样的环境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

改进，是可接受的。但若以本国人的角

度来看，根本无法想象本地人能生活在

这样的环境里。

在个别情况下，也不时有听闻外劳住在

货仓、垃圾库或其他拥挤不堪、卫生情

况恶劣的场所。若有这样的情况，外劳

也绝大多数不会太抗拒，毕竟在大部分

外劳的心里，这里只是一个短暂落脚的

地方。在薪水与住宿两者之间，能赚钱

存钱还是最大目标。

外劳又是怎么样用餐呢？一般印度及

孟加拉的外劳每日3餐所吃的都以白饭

配以咖厘。在午饭时间不难看到外劳三

三两两坐在一角，围着吃一早准备的午

饭，也其乐融融。你若能仔细瞧瞧，会

发现其中主要配料为大葱，牛羊鸡鱼等

肉类是属于奢侈品了。这里面的道理也

很简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

要刻苦耐劳，努力挣钱，将来的日子就

有望过的好点。

建筑外劳在工地工作了一整天后，乘坐

着公司载客货车，一路回到宿舍，多已

建筑外劳的

 文：谢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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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上7，8点钟以后。接下来，	洗澡、洗

衣，、做饭、吃饭、谈天、打打电话。入夜

时分，钻入以木板做为底铺的双层铁床，

也理不了各种噪声，异味，	一日的酸甜

苦辣随着入梦而暂时结束了。

周末工余时，外劳都喜欢到各同胞集中

的地方消闲，活动。在辛苦工作了一周

后，能跟同乡朋友话话家常，连日累积下

的劳累也在嘻笑声中烟消云散了。

在周末假日时，若能到这些外国工友集

中的地方走动走动，就不难感受到这

个我们平日不加注意、但出没在我们周

边、有血有肉，为数不少的群体。这是

一个社会地位低，容易为人遗忘的弱

势群体。

这其中当然也存在工作多年的资深外

劳，他们的地位和收入都相对来得高，

生活也过得比较好。他们在家乡有地有

屋，在这里也受到雇主的器重。年纪不

大但已能衣锦还乡，过着悠闲的生活。

这也多少是一般外劳的梦想，能够有朝

一日脱离家乡的贫困生活，翻身成为一

个受尊敬的中产阶级。回想起我们的祖

先当年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打拼，不也都

为了同样的目的吗？

本地年轻人回避建筑业

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绝对开放的劳动力

市场经济下，有多少外劳会前赴后继，争

着来这里工作。那怕住的差一点，吃的

再简单，干的有多苦。只要能赚到钱，将

来能在家乡扬眉吐气，作个人上人，大家

都愿意到这里当建筑工人，绝不在意社

会地位多么低微，生活条件多么糟糕。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长期以来建筑业无法吸引本地年轻人加

入其中，哪怕条件比起外劳好得再多，谁

愿意身处一大伙外劳当中，干同样的活？

谁愿意投身成为人们心目中形象低微的

建筑工人。

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奖励和薪水补贴的

情况下，我国还是无法吸引本地年轻人

投入这行业。

不难推断，为何在各种培训计划下，我

国建筑业的生产力还是每况愈下。借用

一个行内人士的说法：＂我们有一流的

培训所，希望培训出一流的工匠，结果

是把外国的农民培训成一个建筑临时

工，然后在几年后让他们回国成为一个

小商人。＂

此时此刻，当国人及国家领导正对我们

未来人口、移民、外国劳工与人才的政策

进行反思之际，上述建筑业劳动者的状

况可供参考。或许我们该扪心自问：过去

40年来赖以共存的外国劳工，到底要在

我国举足轻重的建筑业中，扮演着怎么

样的角色，占有怎么样的地位，应该得

到怎么样的待遇，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又如何能从年轻国人中吸引一批愿

意从事建筑业的员工，如何能让本国劳

工跟外国劳工和谐共处，共同组成一个

高生产力的工作队伍，不分你我，打造一

个可持续成长的建筑业，这是值得每一

个有识之士深思的课题。

我国政府在＂我们的人口，我们的人才＂

报告书中，强调外国劳工对我国经济的

贡献及其重要性，并指出我国争取外国

企业在本地投资设厂的一个主要因素是

因为我们能提供高技术的劳动力，而其

中外国员工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在另一方面，报告书中却提到外国员

工对我国工人形成了一个保护网，它在

经济萧条时能对本国人口就业率起着

一个缓冲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企业需

要裁员时，外国劳工将会首当其冲，不

会对我们本国的低收入工人带来太大

的影响。

务实手腕能否持续？

无论这样的心态是否代表我们一向务

实的态度，或者是小国寡民应有的生存

之道，关键在于它能长期持续有效吗？

回顾我国建筑业在过去40年来，历经风

雨，起起落落，外劳供应也如潮汐般，

上上下下。	长期的以廉价换来的劳力，

也换来了一个地位低微的行业形象。随

着本地第一代老建筑师傅退休后，我国

本土建筑员工就严重短缺，出现断层。

若要在下一个四十年，为下一代打造一

个依赖高科技、高生产力的建筑业，我

们需要全方位检讨我们的思维。

在建筑业生产力比我们高的美国，日本，

台湾，香港等地，他们怎样对待当地的

建筑劳工？怎样对待到他们国家工作的

外劳？如何能让本国与外国劳工磨合成

一个团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

学习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绝对的便

宜事。

当我国年轻人继续回避这个行业，外劳

比重便会逐年增加，生产力也将逐年下

降。业中的外劳每隔几年就离职他去，

技术与经验也都一直无法延续。这一切，

也许与我们一向标榜的务实手腕不无关

系：既然有无数的外国劳工愿意在自由

劳动力市场下，心甘情愿接受低薪为我

们效力，也不介意恶劣的居住与工作条

件，在＂不用白不用＂的心理下，我们是

不是太轻易的就作出一个较容易的选

择，而造成泥足深陷，不得不长期依赖

外劳，也不得不接受更低的生产效率，

形成了今日这个难以扭转的局面。另一方

面，，如果我们能在一开始就以更具包容

性的态度同等对待本地及外国劳工，让

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一批能留下来，真正

从吸收人才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也给建

筑业者一个应得的社会地位，合理的酬

劳，有尊严的生活条件，今天的困境是

不是可以避免呢？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希望全体国民能

同心协力，以一个先进国家国民应有的

宽容心及前瞻性思维，共同建立一个高

水平，可持续，受尊敬的建筑业。

作者为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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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1日，上海书局

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签署了一份让图书馆将上海书局的出版

物，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授权备忘录。这

是图书馆和大众书局及青年书局之后，

又一次与另一家本地出版商所签署的合

作协议。我们很赞赏图书馆为保存本地

文化史料所作的努力，唯一遗憾的是许

多有关的出版物，现今都已找不到了。

在签字仪式的当天，图书馆在现场陈列

了许多该馆搜集到已经绝版了，准备进

行数字化处理的原书，供出席者观赏，

其中在香港出版的书种，占了很大的份

量。人们或许会问，在香港印刷出版的

图书，怎么也算是本地的出版物呢？图

书馆把这些书列为本地出版物，会不会

又引起类似不久前才发生，有关“肉

骨茶”及“捞起鱼生”那样，国藉归

属的争论呢？

出版商为何要到香港出书

这事情还得从52年前的一纸政府禁令

讲起。1958年10月23日，当时的英国

殖民地政府，突然宣布不准53家中国

大陆（包括三家香港）出版社的全部

出版物，进入到新，马两地来发行与

销售。在这项地毯式禁令下，当年所

有在华文书店里贩卖的书刊，不论是

期刊，地图，少年儿童读物，甚至像	

“范氏大代数”等之类的教科书，虽然

书的内容没有问题，却因为出版社列在

被禁的名单之内，全变成了禁书，都不

能售卖了。这一来，市面上超过九成的

图书都不能卖，书店又将如生存？为

此，本地的书商不得不设法，来填补这

个不论在品种或是数量方面，都将出现

十分庞大的市场真空。上海书局和世界

书局这两家当时在新马最主要的华文书

店，此前都曾涉足出版教科书及教学辅

助读物，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加

上也有现成的发行渠道，为了应付这特

殊的需要很自然就担当起填补市场真空

的重任。它们在香港设立了众多的出版

社，一方面与大陆签署版权转让协议，

以便在香港翻印各种在本地合销的中国

版图书，另一方面也在香港组织作者和

编者，编写和出版各种新书，供新，马

和南洋各地销售。这纸禁令所造就的商

机，促使这两家新加坡的书店，提升为

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图书出版商。这些

当年在香港印刷出版的图书，在出版时

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及读者对象，是新、

马和南洋各地的读者，其真正幕后的出

版商，也是地道的新加坡书店，从这个

观点来说，图书馆把它们归入本地出版

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后来在报上读到有关香港作家小思的报

导，得知当年在新，马受年轻人喜爱的

读物，有许多也是当年香港年轻人中的

畅销书。这些由香港的作者编写，在香

港印刷出版，也在香港畅销的图书，当

然更有资格被香港的出版界，列入为

香港的出版物。因而，这批在特殊的

年代和背景下，由新加坡的出版商在

香港出版的图书，便身不由主地拥有

了双重国藉。

推动了香港的华文出版事业

香港的华文出版，己经是现今全球最重

要的华文出版中心之一。可是在1958

年以前，由于香港本土和海外华文图

书的市场，几乎都被中国大陆的出版

物所占据及垄断，香港除了出版几本

消闲性的电影或妇女杂志，及通胜和标

点通俗小说之外，它的华文出版业，根

香港出版的本地书刊
 文：陈蒙志



怡和新语

81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本微不足道。历史事件的发展和演变，

就是那么的奇妙和不可思议，没有人会

想到，英殖民地政府，为了防止中国共

产思想，在新，马的传播而颁发出地毯

式的禁书令，却促使新、马的华文书

商，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催生出一个

新生的华文出版行业，让它发展壮大

到今天的地步。

当年为了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地毯式禁

令，上海书局在香港（相信世界书局也

有类似的作法），通过设立名目繁多的

出版社来出书。它们包括（一）以香港

上海书局自身的名称来出版、（二）设

立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来出版、（三）与

他人成立合资公司或一次性资助成立的

出版社来出版、（四）用没有实体只挂

空名的机构来出版。其中香港上海书局

出版，阮朗著的《格罗珊》和俞远著的

《思前想后》小说，以及大光出版社出

版尚京著作的心身放松技术《你就是天

才》，和李怡编写的哲学入门丛书等

等。在六、七十年代是新、马华校中

学生的热门读物，对新、马华校生的成

长和人生观，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

中《思前想后》更是当年新、马进步学

生的必读小说，它描述的是年轻人的爱

情故事。由于情节动人，绝无八股式的

说教，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因此十分受欢迎。此书总共再版近三十

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二十年才滞

销，是上海书局所出版创作小说中销

路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

上海和世界这两家新加坡书店，通过这

些性质不同，重点不一的众多出版社，

来出版种类与内容，各不相同，丰富多

采的图书。它们涵盖了创作作品、翻译

作品、历史、地理、哲学、科学文集、

医药卫生、地图、音乐艺术，少儿读物

等等。这种大规模，大范围和多元化的

出版运作，不但丰富和充实了当年香港

华文出版物的内容，也为香港的华文出

版界，培育了不少作家，画家，编辑和

发行人员等各方面的人才。从上海书

局系统出身，在出版界较为人们熟悉

的，就有前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的

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	

“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

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

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

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

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

冲等等。这些人和当年许许多多陪同他

们一起，在台前幕后，为香港的华文出

版业，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人，替随后香

港华文出版事业的成长与壮大，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造就了今天香港在全球华

文出版界中的地位。

影响范围最大的一套华文教
科书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战争洗礼的

海外华人，把自己的命运和当地人民的

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萌生了强烈当

家作主的思想，对于当年为中国学童而

编写，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的中华及商务

版的教科书，不再满意。另一方面，许

多中国的文人与教育工作者，在抗日战

争时期，到南洋避难，通过亲身的体

验，也深刻感觉到，有需要为海外华

人，编写一套反映海外华人生活和以

华侨社会为背景的教科书。由于出版

从小学到中学，各种科目都齐全的全套

教科书，所涉及的经济投入十分巨大，

而竞争对手却是老牌的中华与商务，风

险也十分大，因此这项出版计划，竟没

有书店或出版商敢于承担。后来经过

胡愈之，王纪元，夏衍等人的再三说

服，上海书局最终同意出版这套教科

书。1948年名作家夏衍亲自到香港，

筹组“现代版教科书编辑委员会”，

聘请了当年中国文教界著名的人士，如

叶圣陶，宋云彬，孙起孟等二十余人，

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在短短两三年里，

陆续出版了一套由小学至中学，科目完

整，将近200册的“现代版教科书”。

这套由名家通力合作编写的教科书，

不论在内容和文字等方面，都令人耳

目一新，出版后在东南亚各地反应热

烈，新，马，印尼，菲律宾，泰国，越

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华校都

纷纷采用。这情况一直持续到东南亚各

国的政局出现了変化，教育政策也随之

调整，各地的华校纷纷受到取缔，“现

代版教科书”才逐渐被淘汰。在新，马

地区的销售，则延续到1957年，合并

到教育供应社里才结束。六十年代未

期，一位到东非大学教书的南大校友告

诉我，他在东非的学校里，还见到“现

代版教科书”被采用。一套新加坡书店

出版的华文教科书，竟然能够在东南亚

近十个国家里被普遍采用，甚至登陆非

洲，这可以算得上是本地出版界中的奇

迹。当年这套教科书的编写者，对时代

嗅觉十分敏锐，对社会的洞察力十分明

晰，才能编写出广受海外华校欢迎的教

科书。当年这套为配合海外华侨社会所

创建的华校的需求，而编写的教科书，

随着华校在海外的式微而走进历史，也

是不可避免的。

国家图书馆把上海和世界书局，当年在

香港出版的这些图书，列入本地的出版

物，给予数字化保留，是很明智的抉

择，这些确实是当年特殊历史条件下，

所遗留下来真实经历的写照。最为遗憾

的是，上述的种种出版物，经过几次仓

库和店面的搬迁，我们自身多数没有保

存，如今国家图书馆有意将所能搜集到

的出版物和资料，进行数码化处理，保

留给后人参阅或作研究参考之用，这是

好事，我们当然全力支持。我们也借此

呼吁，藏有上述图书的公众人士，把这

些书捐献或借给国家图书馆，来协助

通过数码化，保存文史资料的工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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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晓笳新画册《游·戏》即将付

梓，她来电邮要我写点什么，	

“文章可长可短，只要发乎内心”。

这是她继2010年5月油画展和出版	

《独·舞》之后的新成绩单。我仿佛见

到家人送来了学术报告，明知自己不在

行，也要咿唔几句。

2005年3月，在画廊工作的女儿病故，

我消沉一段日子后重新出发，晓笳是我

把目光转向广州美术学院之后结识的才

女。她师从著名油画家郭润文，完成

硕士学位，论文以墨西哥当代传奇性

女画家弗里达·卡罗	 (Frida Kahlo)	为

研究对象。

当代又不当代

那时，当代之风正弥漫中国艺坛，年轻

人纷纷“揭竿而起”，进而“独树一

帜”。这种现象令我这个有多年经营

经验的从业者也为之震撼，充满疑惑与

好奇。奔走于北京、上海、成渝，广州

之间，我接触并结识了画界一些年轻朋

友，当中就有眼下的万晓笳。

她来自四川成都，父母都是画家，大学

专业是中国画，广州美院油画系研究

生，潜心读书、思考，作画。

言谈之间，发觉她与当时驰骋当代画坛

的旗手和追随者很不一样：才华横溢，

但不追风，见解独到，但不哗众取宠，

个性强烈，但不缺少真诚。就这样，我

们于2007年6月开始合作。

3年时间，万晓笳创作了26幅人物油

画，连同她出版的第一本画册，于

2010年5月，在新加坡与观众见面了。

借用画家今天的话，那是“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的创作过程，“以实物传

情”。画中人物的背后，讲述各自的故

事，其中也深含画家艺术表现的艰辛。

守住艺术的纯粹

而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则是晓笳

最近2年艺术生涯的“现身说法”。从

表现对象到表现手法，与前一阶段大

相迳庭。但是，作为近距离的观察者，

我看到贯穿其间的一根线，那便是画家

的特立独行、画家的孜孜追求，画家独

有的精神世界，画家的苦心孤诣，画家

对过程和艺术语言的执著。

不渴求公众的认可，不计较个人得失，

因为名利“或许是最能扼杀画家的工

具”。她让创作的生命之水，顺其自

然，顺应情绪，让笔下人物、植物、动

物和市井生活等对象都可以作为一种生

命的表情加以表现，不断“追求艺术的

纯粹和极致”。

因此，她崇尚独处，时刻警惕“我还是

我吗？”，因为“绘画创作大多时候是

私密的，个人化的，是靠自成一体的精

神世界来支撑的。”独处的目的是“使

自己处在一种长期面对自己内心的境

地”。她说：“守得住孤独，才守得

住艺术的纯粹。”

把艺术提升到精神的、心灵的高度，认

定“精神形态决定艺术形态，决定艺术

图象的呈现方式”，那么，对她来说，

要画出好作品当然极其不易“，因为画

画的主体是一个精神世界”，“画笔要

听命于我的心”，把艺术家净化后的心

给呈现出来。

珍惜创作的过程

这个难度还因为画家对绘画过程、表

现手法和生活的真实体验的重视和探

索，而显得更加意味深长。过程之所

以更具吸引力，因为“它真切地与我同

成长”，而且“画中的气息愈来愈靠近我	

自己”，有如我“心理活动的轨迹折射

和记录”。至于表现手法，她认为创作

往往必须应对心灵探索与艺术语言之

间的矛盾。生活的体验，那怕是“生

活细节中的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触

动灵光闪现"。

正因为对精神世界、创作过程、艺术语

言和生活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

到的见解，又能像勤劳的园丁每天打理

自己的园子，或如密蜂般来回采集花

粉，酿制“独门的百家蜜”，她从始发

点进入过程，最终到达结局所产生的成

果，说什么也是高层次的，这里头有“生

命的情思、音乐的韵律、舞蹈的抽象和

游戏的乐趣”。

于是乎，万晓笳的画作不会给读者产生

一种晦涩、生硬、冷漠、死气的感觉。

它“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一种

精神境界，是心中的山，心中的水，蕴

含情思，韵律，抽象无素和乐趣。正合

乎孔子说的“游于艺”，但绝不是单纯

的、低层次的、无所用心的“游戏”。

“游于艺”的前提是“志于道”，晓

笳对艺术之道和生活的真实体验的深刻

认知，延伸及她在创作实践上的努力耕

耘，面对眼前耐人寻味的“精神婴儿”，	

我们怎能不另眼相看、备加爱护呢！

完稿后，重阅晓笳的电邮，她是“想来

想去”，才嘱我为文的。我则是考虑再

三，才完成她的付托。但有一点却是相

通的：这一切都发自我们的“内心”！

本文作者为怡和轩会员

《游•戏》游戏乎？ 文：谢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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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怡和轩、

陈嘉庚基金和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组成的“南侨机工纪念标志

筹建小组”已正式确定了纪念标志的设

计、规模、建材等事项。纪念标志将是

一座2米高，3.2米长的水泥雕塑，完成

后具有石雕效果。

明年二月正式竖立于晚晴园

负责设计与制作这幅纪念标志的是现

年59岁的雕塑家陈连山，曾为新加坡

多个机构创作景观及人物雕塑。在接

受媒体访问时，中华总商会代表吴学

光说，选择以雕塑来纪念南侨机工，

因为雕塑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更

贴切展现历史场景和描绘南侨机工在

滇缅公路奔忙的情景。

南侨机工纪念标志进展

设计与制作这个纪念标志耗费16万元，

由筹建小组的四个成员平均分担，怡和

轩董事部已于8月初将志银4万元的支票

递交负责监督工程的晚晴园馆长。预计

明年2月间纪念标志将会正式竖立于晚

晴园的园地里。

北京中央电视台实地采访

8月中旬，北京中央电视台制作组一行

人趁云南省南侨机工家眷联谊会组团

旅游马来西亚，随团到全马各地探访

机工后代、追寻与拍摄当年机工曾留

下足迹的各个历史性地点，以及早已

建立或正在建立于各地的机工纪念碑

或其他标志。制作组人员续访新加坡，

拍摄怡和轩、双林寺、晚晴园、同济医

院旧址等与南侨机工和陈嘉庚有关的历

史性地点。

制作组人员在访问怡和轩主席林清如

时，获悉林主席的叔叔林斌原来也是

一名机工，1939年一去不复返，是林

家鲜为人知的一段辛酸往事。林主席也

提供了另一些机工历史的线索，当年后

港有个福安砖窑，是林氏家族聚居的地

方，他们当中也有不少机工的后代。怡

和轩董事白毅柏则是机工白清泉后代，

他和姐姐会见采访人员，提供不少生动

的一手资料。

新加坡权威学者柯木林和崔贵强，也

亲临怡和轩接受制作组人员访谈。崔

贵强特别提起，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

《历史、人物、山河》里，相当详细

叙述了当年机工复员的曲折经历，也

交待了为何新加坡迟迟未为机工建立

纪念标志的原因。

作者为怡和轩总务

 文：李秉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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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旅行小记

2012年7月6日，怡和轩俱乐

部内蒙古大漠草原旅行

团，在副总务李崇海的带领下飞往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草原被列入旅

行者一生中必到的十大景区之一，这也

是此次随行多数团员的目的。

全程历时七天，旅行团第一天抵达呼和

浩特市，市委秘书长列夫、杨东升亲临

接风。在身着艳丽传统服装的蒙古族姑

娘热情的祝酒歌中，团员们喝下了最具

蒙古特色的马奶酒。蒙古族姑娘延续了

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小伙子们则传承

着摔跤这项古老的运动。

在参观了蒙牛集团、昭君墓以及大昭寺

后，旅行团兴致勃勃的赶赴格根塔拉大

草原（Gegentala Grassland）。沿途风

景宜人，阴山山脉巍然屹立在游牧文化

与农耕文化之间，从远古的分割到现如

今的和谐一致，山间始终回荡着不朽的

歌谣“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

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

旅行第五天，大漠风光映入眼帘。位于

库布齐沙漠的银肯响沙湾极具盛名，骑

骆驼、滑沙、沙漠浪，有惊无险的各类

旅游项目满足了团员的好奇心。

现代内蒙古最富盛名也是最富足的地方

当数鄂尔多斯，历史上一代天骄成吉思

汗也长眠于此。饱经“风吹日晒”的旅

行团，在富足的鄂尔多斯开怀畅饮，味

蕾的满足最使人惬意。在鄂尔多斯机

场，团员们结束了几日的旅途劳顿，

想家的心情萦绕心头。

 报道：郑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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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馆参赞龚春

森任满回国，怡和

轩、中国商会、新中友好

协会同仁于6月10日假京

华大酒店为他举行欢送宴

会，对他多年来照顾各有

关团体深表感激，并预祝

龚参赞步步高升。

2012年8月30日，李木源林长一

行人前来怡和轩交流，并

代表居士林当场捐款充实怡和轩文化活动

经费，对怡和轩文化工作给与莫大鼓舞。

佛教居士林李木源林长
莅临怡和轩

欢送中国龚春森参赞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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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备槟榔屿潮州慕韩文化馆
潮州会馆领导人到怡和轩交流

为了纪念唐朝韩愈在潮汕用八个月的时间整治文教经济

的功绩，以富商林连登和沈耀南为首的12位潮州人

于1920年创立了慕韩别墅俱乐部，以促进社会公益及教育事

业和福利为宗旨。走过了92年的历史后，慕韩别墅的董事部

决定让它转型，将其移交给槟榔屿潮州会馆，以便打造为潮

州人社群的文化馆，易名为潮州慕韩文化馆，与现有的乔治

市韩江家庙相得益彰。

为了筹备文化馆的工作，8月18	日上午槟榔屿潮州会馆会长		

拿督	黄智绪、总务庄廷良，历史顾问陈剑虹在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李志贤教授带领下，前来怡和轩交流，并参观陈嘉庚基

金先贤馆，然后续程走访醉花林俱乐部。

集美区政府考察团到访 考察团一行人于9月5日在怡和

轩与董事部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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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二：厦门市侨办主任黄娇灵女士

厦门市侨办主任黄娇灵女士、侨

办国外处处长陈建明先生，于

2012年6月30日来访怡和轩俱乐部并

参观先贤馆。

2012年6月16日，集美

大学党委书记辜

芳昭、集美大学校长助理叶光

煌在陈君宝先生的陪同下，来

访怡和轩并参观先贤馆。怡和

轩俱乐部主席林清如，副主席杨

松鹤亲临接待。辜芳昭对本地人

缅怀和传承先贤精神大为赞赏，

并希望怡和轩俱乐部在日后与集

美大学互通有无，进一步完善先

贤历史。

集美大学党委书记辜芳昭（右三）、校长助理叶光煌（右二）参观先贤馆

厦门市侨办来访

集美大学领导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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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4日上海建平实验

中学师生到访怡和轩，

观看纪录片、听怡和轩的故事，然后

实地参观了先贤馆。

2012年8月13日上午，郁达夫之孙郁峻峰率领中国富阳郁达夫研究

学会会员，一行十余人到访怡和轩。他们参观了建筑的二楼，

寻访当年郁达夫的足迹。彼此亲切交流，拍照留念。接着再到先贤馆参观。

中国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会员来访

9月8日《相约怡和轩》晚宴期间，

应东主林振聪、傅启斌等人的邀

请，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驻新大使 His 

Excelency D Savio 是当晚座上嘉宾。

东帝汶位于印尼南部，曾经为葡萄牙

殖民地，2003年宣布独立，成立民主

共和国。大使阁下为人热情随和，对

新加坡社会认识颇深，他鼓励怡和轩

会员组团到东帝汶考察。

东帝汶人民情传怡和轩

上海建平实验中学师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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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张群发 洪琏泉张顺团 黄南德 王火成

The 2012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Ee Hoe Hean members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Club premises on 21st July 2012. The annual report on Club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audited accounts for the 2011 financial year were duly 

approved and adopted at the meeting.

In answer to questions from the floor Club President Lim Chin Joo pointed 

out that the Club’s main source of income is the annual subscriptions by the 

members. The collection of annual subscription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reaches an average rate of 98% of its membership. He thanked members for 

their support thus far. The Club aims at recruiting about 20 members yearly in 

pursuit of its renewal process and the entrance fee can also be part of its regular 

income. Club activiti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diversified, but the Board will 

be prudent in spending while trying at the same time to look for new sources 

of income. Mr. Lim said that he is always more concerned about Club activities 

getting sluggish than the lack of fund.

2012年度会员大会顺利召开

怡和轩2012年度会员常年大会于7月21

日在会所顺利召开。大会接纳了2011

年度会务报告，也核准了经过审计的2011年

财政报告。

在回答询问时，林清如主席强调，怡和轩最主

要的财政来源是会员的年捐。过去几年年捐收

入每年都平均缴交率超过98%，他感谢全体会

员的热诚与支持。此外，董事部每年计划引进

20名左右新会员，除了促进会员结构性的更

新，入会费也算财政来源之一。怡和轩会务已

趋多样化，但是董事部节流开源，他只担心会

务停滞，不担心经费不足。

2012 Member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uccessfully Held

经营范畴：建筑业
Tew Kim Thai 

Construction Pte Ltd

经营范畴：食品供应
Kai Hong Soon Kee

经营范畴：餐饮业

珍宝海鲜集团

资深律师经营范畴：保健品
Liang Chuan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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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 (BBM)

本俱乐部名誉主席

李文龙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本俱乐部会员

李长沙先生

荣获
2012年度企业家奖

本俱乐部会员

梁佳吉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本俱乐部会员

罗金财先生

热烈祝贺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 (PBM)

本俱乐部会员

蔡成宗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 (PBM)

本俱乐部会员

傅清成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 (PBM)

本俱乐部会员

王洁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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