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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之所趋

网潮浩荡，势之所趋，我们何须一马当先，急于向世人证明我
们驾驭一个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的能力？

几经重组整合，新加坡媒体在80年代宣告归队，从此为
建立一个新加坡模式的社会尽其本份。在严密的法律规范
下，大众传播业出现了由一家电视台（MediaCorp）和一家报
业集团独大的局面。在本地有一定通行量的境外媒体若想在
本地通行，也需要事先取得准字；若被发现干预我国政治，其
通行量将被限制。

是非。网络信息口水化是事实，但是在民主社会里，人们对
于公民监督，新闻自律应有一定的信心。
多年以前时任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部长的杨荣文把传统
媒体的言论自由界限移栽到了网络的虚拟空间，立法禁止一
切含政治内容视频的播映，
“以保持本地政论的严肃性，而
不是使它沦落成肥皂剧。”然而，随着科技的变化，旧有的

高尔夫球场的界限标记(OB Markers)这个名词，屡被用

法律变得毫无力量，法律的适用范围只好缩小。在2011年的

来比喻新加坡政府为媒体所设立的言论自由的边界。这个

大选中，政府放宽了网络竞选活动的管制，政论视频成为政

边界要比法律所许可的范围狭窄得多，换句话说，有些言论

治演说大平台。李显龙总理公开表明，
“我们会对上网在线

看来并不抵触法律，但却可能被认为出了界限。在现实社会

感兴趣，就像我们关注现实世界一样”。现在几乎所有政治

里，抵触底线会是一件严重的事，个人如斯，商业机构更甚。

人物（包括总理、各级政要与反对党人士）都在社交网上活

受到新媒体、互联网的冲击，新加坡的媒体界曾经热闹

动，与民众作最直接与方便的互动、交流。

一阵子。2000年前后，新加坡报业集团有了自己的电视台，

在国际上，从美国安全局史诺登(Edward Snoweden)的

又与新传媒各自出版免费英文报纸（Streats与To-day），

爆料，以及中美多年来对网络监控的相互指责，足见网络世

希望藉此抗衡新媒体与互联网的攻势。这个由媒体高层自导

界早已是世界列强必争之地。然而，互联网本质上是个全球

自演的“竞争”，商业得失的考量远超业者对于传媒社会功

性的机制，它面对全世界，在网络上绝对不会出现两个相同

能的认同，半途而废是意料中的事。

域名的现象。网络可以被破坏、被消灭，但不能被控制。没

互联网排山倒海，人们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网，每
一年平均约有2亿新网民，迄今全世界已有23亿网民。单就脸
书，新加坡就有300万人有户口，另外90万人也上维特网站，这
是传统媒介难望其项背的。
互联网的经济潜能令人垂涎，但它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
量，却是全球各地当权者的梦魇。网络新闻使世界更透明，网
上可以读到主流传媒过滤掉的信息和观点。与传统媒体的单
向传输不同，互联网的互动性使受众与事件及时交流，仿佛
置身于事件中，成为事件的参与者，他可以从自己角度评论

有一个国家或集团可以通过科技控制互联网，要是能够被
控制，就不成其为互联网。
人们把网络世界称为虚拟社会，本质上与现实社会不同。
把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管制架构强加于虚拟社会，结果可能适
得其反，达不到预期效用，反而是阻碍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遏制了资讯的流通。
网潮浩荡，势之所趋，我们何须一马当先，急于向世人证
明我们驾驭一个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的能力？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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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下的网络管理

在已经具备“社会参与的全球化”
特质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下的民意
变化，如何因应网络管理，背后传递
和彰显的其实是不同政府政制形态
的本质差异。人民生活观念的变化
带来政治观念的变革，执政者需要以
新媒体思维，建立起与民众之间即
时、顺畅、宽容、平等的新型沟通关
系，以此推动政党的自我革新以及
国家进步。

原因之上，探讨社交网络和公民记者的兴起会
如何影响新加坡相对保守的社会”。
新加坡社会和政治，多一些包括西方视角
在内的学者进行研究，总是“极好的”（注：
《甄嬛传》里的这句台词成为网络里的流行
语，这本身亦是网络推动传播的例证）。对于
新加坡媒体业的发展，从西方和东方的不同
角度，预计会得出不一样的评价。另外一点令
我感觉有意思的是，因为信息获取手段的改
进，这位年轻人研究这一课题，受到的地理限
制、信息来源局限都前所未有的减少，而且基
本可以同步地感受和观察新加坡随时发生改
变的社会生态。
研究的内容或许要等一段时日方可出炉，
但研究方式的本身已然是网络和社交媒体影

日
╱ 文  : 周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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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位英国大学的研究生来到新加

响信息流通与社会参与的一个缩影。得益于

坡，为论文收集研究资料。小伙子做

网络平台之便，外来者轻而易举地成为新加

了不少细致的背景分析，告诉我他的论文将

坡数以千计的公民社会参与中的一员，观察

在“理解新加坡目前媒体和新闻业形成的历史

和介入的角色也随时可以转换。同样，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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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成员也可以直接参与英文世界

跌宕、崛起衰落的周期极为短暂，其中

的Facebook或是华文世界的微博、微信

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强。

平台，这或许是长期扮演东西方文化
交汇地的新加坡，在网络新领域再次
得以发挥自身特长的所在。与此同时，
国外社群通过社交媒体对各自国家和
政府进行监督、批评、质疑，所采取的
语言、方式、力度，也必然会在某种程
度上对新加坡的网络社群产生示范或
借鉴效应。

每个社会都会遇到成员之间不同

信息传播可以达到知晓、鼓动、宣

观念的碰撞与角力。在社会转型期，这

传、教化的不同作用，直接影响政治的

些观念的改变会聚合成不同领域的动

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执政者

力，在适当的时候，或是在某一个特定

遭遇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方面，网

事件中，成为推动改变甚至是扭转局势

络科技、网络应用、网络商务，已经渗透

的重要力量。

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巨大的产业，
没有人会否认必须以大量的投入来推
动自身科技、媒体、消费等领域的发展，

这应该可以称为“社会参与的全球

制造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政治、

化”，其实蕴含了政府与民间对话关系

社会、文化的形成和改变又深受这些发

的深刻改变的可能。

展的影响，不确定大量增加。从媒体和

执政者遭遇全新领域

转型期观念的碰撞与角力

政治的关系来看，透过媒体传播信息以
及因此生成的观点、分享等传达出海量

而生活观念和政治观念又密切相
关。个体生活观念的改变，会因为社会
气候的氛围而形成集体的共同意识，
从而影响到整体的社会政治观念。以
反差最为明显的中国来说，从改革开
放之初对西方的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
抱持保守和批判，到现今西方奢侈品和
时尚大行其道，个体生活观念的变化曲

过去人们常说，传统媒体扮演的是

信息，而人们对事件的关注、看法与评

社会公器的角色，传播信息的同时提升

论，又有着短暂、零碎的特质，从而构

民众思辨能力，所谓启蒙、所谓开化、

成庞大而混杂的大数据。任何一位执

所谓启智，并且“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

政者，都需要进行科学而量化的分析，

生活观念受到网络传播“社会参与

章”。这是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今，

以期将之作为勘察和了解民意的重要

全球化”的影响，
“观念”也开始变得全

包括新闻网站、个人博客、社交媒体等

途径，同时应对纷杂多面的民意呈现。

球化。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可以迅速被

在内的网络媒体作为传播的新兴平台，
除了将传统媒体的功能放大发挥之外，
同样可以通过内容和观点的来源的广
泛、参与者的多元，以新的平台提升民
智，带动整体思辨能力、认知能力以及
逻辑能力的提高。因此，互联网不仅仅

那么，从政者应如何面对这些挑
战？应如何思考相应的策略？人们应该
看清楚两点：第一，对待网络传播，不
能再采取和传统媒体一样的管理观念，
必须确立新媒体的思维理念。第二，目

线与社会政治观念的变化轨迹是一个
同步的对照。

复制到不同的金融中心，大多数是通过
网络进行动员、复制，
“茉莉花革命”得
以蔓延到中东不同国家，甚至亚洲反政
府组织意欲效仿，网络平台的组织动员
以及广泛联系是肇因。

前制定政策的官员，资历和历练的路径

民众的政治观念在这些社会运动

虽然不同，但多是传统的升迁方式达致

下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执政者若

现在的决策阶梯，往往不是互联网领域

仍沉浸于旧有的政治观念，难免陷于

的专家，或浸淫多年、深知网络传播特

困境，感觉难以找到实现有效对话的

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过渡转

性的熟手，知识架构和决策依据未必

窗口，甚至有无力的挫折感。在发展阶

型，不过就是短短数年间的风云变幻。

能够与当下的传播特性相符合。这就

段，很多政府过去奉经济发展为圭皋，

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过去经历了相当

常常会造成对网络时代公共事件的应

经济增长为社会价值最大驱动力和执

稳定的发展模式，
“五十年不变”，但

对失据或被动的局面，进而产生不合时

政合法性的来源，执政党得以获得最

如今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模式和形态却

宜的公共政策。这些失误或不足，表面

大的合理性认可。但在当下，得益于信

不断变化，民众借助这一平台的表达、

上体现出技术层面的差距，深层的主要

息的广泛迅速传播和“社会参与的全

声音集聚的能量越来越得到凸显，传

原因还包括了执政者无法准确把握民众

球化”趋势，民众的观念已经悄然发生

媒业者自身亦难以把握，因为整体起伏

已经潜移默化之间产生的观念变化。

改变，过去习以为常的观念、不甚关心

是经济领域活跃的投资对象，也不仅仅
是科技领域技术研发的潜力所在，更是
社会领域改变生态景观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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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在权利意识、价值观念重新组

或改革，一些过去属于敏感议题，如今

合之后，就成为社会问政的新对象，从

照样可以公开争取，比如同性恋课题，

而冲击旧有的权力与民众的关系。一

带有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将直接影

个长期专注经济发展、谋求物质增长

响社会平权意识和争取相关权利的天

的政府，面对比以往更注重社会参与、

平走向。各类声音诉求的分贝增加，在

精神价值和平等意识的民众时，需要重

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的

新诠释自身的价值理念，重新建构与民

一种体现，也是一种提醒，当观念的变

众的契约。

化成为必然，过往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

比如在新加坡，过去对很多常态保
持沉默或安静，现在则因为生活观念的

验未必能再适用，过去的政治观念和政
治接触的方式也都需要改变。

嘈杂背后的民意新理念
网络时代，一方面是信息快速、自由
的流动，一方面也不断制造着信息的碎
片化、歧义化，民意迅速、大量的爆发
式呈现，事件真正的来龙去脉，只能在
碎片化中逐步厘清，但同样可能存在网
络话语权从属于强势的声音。而在信
息传递过程中，事件往往出现不止一个
“版本”或被扭曲的现象，变得不可
控、或者暗箱操控。一个民生课题在

改变，民众的社会表达和政治参与也相

观念的改变是由一股不由自主的力

应改变。近年来的房价、交通、教育、新

量在推动。每个人都在其中发挥不同的

移民以及高级公务员涉贪腐等课题，在

力量，政治希望但却未必能够成为一

社会上激起不少批评声音。一些是因为

种主导力量。外部环境的心理暗示、全

巴士、地铁空间拥堵的不适应，引起对

球或区域的示范效应、舆论空间的难

在小数据时代，追求精确度是合理

公共交通经营制度的反思批判，一些

以封锁、传播手段的先进变革，政治是

而且可行的。但如今的大数据时代，人

是对房价和教育课题不满，发出更大

其中的主轴，但复杂的力量来源，使得

们必须能够接受混乱和不确定性。认为

的声音要求住屋、教育政策进行调整

政治人物主掌观念变革变得更为复杂。

每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的想法，将日益

各方民意万马奔腾的发酵效应之下，
极有可能引发公共危机，甚而影响政
府决策。

Internet Management In a Society
Under Transformation

By Zhou Zhaocheng

I

n a space of less than a few years,
our traditional media is transiting
into social media, a world whose modus
operandi is more “post” than”print”. While the
evolution of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both
giant pillars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 has been
steadfast and stead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network has been a
trajectory propelled by constant changes and
evolving trends. Its rise and fall plays out over
extremely short period, its growth is fraught
with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can bring
about knowledge, provocation, promotion,
education and serves so many purposes. As
mass communication can directly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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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hanges, the new media is presenting
a whole new territory of challenges to
government all over the world. How do the
authorities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Firstly,
they must adopt a new way of considering
the new media rather than sticking to the
same way of managing the traditional media.
Secondly, we must recognise that our key
policy makers, who have obviously had a
different set of experiences and exposures, are
often not experts of the internet world, nor are
they necessarily familiar with how information
is disseminated over the internet. As a result,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our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basis of our decision-making may
no longer be a good fit with the state of our

current media milieu. Such discrepancy often
leads to the ineffectual and passive responses
to many internet-related public incidents,
which eventually gives rise to public policy
that is out of step with our socially-connected
generation. One can go as far as to argue that
the government’s inability to grasp the gradual
shift in the people’s values and mindset is the
main causes for these lapses and inadequacies.
Every society must grapple with the conflicting
views and competing values of its members.
As the society transforms,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of its views and values will gather and
build into forces of tension within different
social domains. Given the right place and time,
or when triggered by a specific incident,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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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多元思潮的挑战和嘲讽。这些思想

避，却又难以处理。这些量化、细化的

人博客或网络论坛等，内容和观点则

上的重大转变所导致的变革，有望颠覆

数据分析，结果未必全然是理性的，但

是五花八门，充分体现自媒体特色，既

很多传统观念。

这就是现实，政治人物必须接受，在怀

有愤懑发泄之词，也不乏民间精英的精

念应对传统媒体时代的单一与顺畅的

彩文字。他们虽然不受传统媒体的采编

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多变。越来越多元

同时，必须尽快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

专业原则的限制，但存诸于新加坡社会

化的新媒体及其运作模式，为人们提

习惯网络世界里的“习惯性”批评，坦

不同领域的相关法律，比如《诽谤法》、

供了更多、更便利的发声管道，这些声

然面对嘈杂与多元的声音。

《煽动法》等法令同样具有约束效力。

大数据时代下的民意，只可能比以

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学富五车的知
识分子到普通民众，从政府官方社交媒

网络管理需有新思维

体、明星名人到“水军”，方方面面的

这就需要执政者在社会管理领域

影响力对舆情产生不同的拉力，反之也

具备新的观念和思维。很多国家的政

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些或真知灼见、或

府都尝试在网络领域引入新法规，避

一家之言，或真假莫测、虚实难辨的信

免其负面效应被放大。而只有着眼社

息，都有可能成为影响议题走向和最

会领域、而非传媒角度的管理，才更有

终结果的力量。

可能被充分地理解和接受。

2013年6月起，新加坡媒体发展局
施行新规，要求密集报道新加坡新闻、
并有一定本地浏览量的新闻网站，必须
向政府申请执照，缴付5万元保证金，执
照必须每年更新。如果拒绝申请执照，
则以非法广播罪处置，罚款20万新元
或入狱最长三年。
“密集报道”是指连
续两个月每周平均发表一则关于新加坡

媒体的发达、功能的庞大，让信息

在新加坡，以往传统媒体开设的新

的报道，两个月内平均每月吸引至少5万

和数据更为混杂、更为不确定。利与

闻网站遵循同样的新闻专业准则，严格

个不同本地IP地址的点阅。当局也公布

弊，都如此清晰地呈现在面前，不容回

查证、规范文字，而社会不同领域的个

了首批需要申请执照的十个新闻网站。

tensions will transform into important and
powerful forces driving changes or revers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in more active civic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The socie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itical of the country’s escalating
property prices, transportation slip-ups,
education problems,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and a few high level civil servants’ implication
in corruption. As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voices demand to be heard, it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s advancement into a
new level, but also a reminder that as changes
in mindsets become inevitable, the archaic
life and social experiences can no longer be
useful, and old political views and methods
of outreach must also change accordingly.

will have to piece the splinters together one by
one before he or she can finally see the overall
picture. In the age of small, finite information,
striving for accuracy is not only reasonable
but also viable. But in this day and age of
limitless information, we must be content
with chaos and uncertainties. The notion of
having an answer for every question will be
gradually challenged and ridiculed by the
new way of thinking which favours diversity.
These important changes and radical shift in
thinking will surely go on to subvert many
traditional viewpoints.

Life views and political views tend to go
hand-in-hand. As our life views are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s disseminated over the
World Wide Web,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our
viewpoints will also become globalised. While
the people’s political views undergo subtle
transformations, influenced by the significant
social move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f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views remain
entrenched in their old ways, inevitably, they
will not only find it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engage the people in effective dialogues,
but also feel an increasing sense of defeat and
political powerlessness.
Take Singapore for instance. whereas its
people used to remain silent on social issues,
these days, the changes in their life views
have brought about a behavioural change,

In this internet age, on one hand there is
the fast speed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hile on the other, there is
the constant frag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leads to dividing and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With these quick explosions
of massive amount of public opinions, one

The advancement of the media and the
exponential expansion of its function only
introduces more muddles and uncertaintie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ts pros
and cons, unavoidable and yet unresolvable,
have never been presented in such startling
clarity. Bear in mind that the outcomes of
these quantitative and refined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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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密集报道”和读者数量这两个

有一个社会现象从网络发展的开

“能不管就不管”的开放姿态，交由市

标准，受影响的本地网站应不止首批这

始就已经形成——在强大用户基础支

场和受众来选择接受或放弃。否则，出

十个，当局也提及意欲未来亦将报道新

撑的同时，网络平台享受着比传统媒体

台相关的条例，却被认为是多此一举，

加坡新闻的外国网站同样纳入其中。

宽松许多的空间，因此对于任何可能

或是未雨绸缪的政治筹划，招致管制过

规定公布之后，针对外界的疑虑，

造成收缩的管制手段都特别敏感。传

严的批评、对于管制目的的猜疑，最终

包括众多个人博客担心接下来政府会

统媒体经过数十年发展，在社会体系

在这一领域管不好或是管不了，但是却

加强管制力度和范围、进而限制言论自

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都已相对成熟

可能在政府形象、民意支持等其他领域

由，政府一再解释，新政策对新闻工作

并稳定，在全新的传媒格局之下，当政

付出代价，收之有限、付出良多，得不

和网络言论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者任何意欲管制以符合社会最大利益

偿失。

如此一来，新政策的论述陷入了悖
论的情境。如果真没有实质影响，那岂
非多此一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
有实质影响，必然延及网络媒体的表
达空间，信誓旦旦的保证又如何落实？

的想法，应建立在对新的社会条件和
民意更为敏感、并且进行充分咨询和

对待民意“术”与“质”的差别

协商、取得充分互信和谅解的基础上，

网络的发展，体现在信息传递方式

才能避免被“阴谋化”、政治化，最终

和社会参与方式的改变。前者是对信息

付上政治代价。

垄断权的消解，后者是对民众表达权的

执行同样两难，尤其未来外国新闻网站

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已经

扩充。简而言之，
“权力”的特性就是

大量报道或转载本地网络的言论，网络

行之多年、成熟完善，对舆论空间已经

“集中”，拥有相关资源、得以做出决

没有国界，又如何区分本地和国外？这

实现充分约束的背景下，对待互联网

断，才意味着权力。而网络的特性就

些都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热议。

新闻和评论这一领域，当政者实宜遵循

是“分散”，通过大量产品的高渗透率

may not necessarily be rational, but our
politicians must accept that such is the reality
of our time. While they may be nostalgic for
a not so distant past when the traditional
media can be easily dealt with using a single
approa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to
get us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internet
age, be reconciled to the habitual criticism
of the internet, and accept that chaos and
multiplicity is essentially the norm of the
digital media.

they come to b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as illegal broadcasters, and if found guilty,
will be slapped with a SGD$200,000 fine or
face imprisonment for up to three years.
Portals which on the average run a Singapore
story every week over two months, and on
the average attracting monthly browsers
from 50,000 unique IP addresses over two
months would fall into this “regular reporting”
category. MDA has also announced the ten
news portals which would be the first batch
required to apply for permits. The authority
has also mentioned about expanding the
Broadcasting Act in the future in order for the
licensing framework to encompass other sites
hosted overseas but reporting on Singapore
news.

The grappling of this new beast requires that
the authorities come up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social management. A lot
of govern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ry to
implement new interne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minimise its negative effects. But the
solution does not lie in managing the media.
It is only when they focus on our society and
not on managing our mass media then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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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izens.
In Singapore, although personal blogs and
internet forums are not restricted by the
professional editorial principles upheld by the
traditional media, they are still bounded by the
anti-defamation and other related laws that
have been keepi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check.
With effect from June 2013, the Singapore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plemented
a new rule that requires online news portals
that both regularly report on Singapore news
and drawing a sizeable local browsing traffic
to apply for license from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o pay a SGD$50,000 bond. It is
mandatory to renew the license annually.
Those who refuse to comply will be dealt with

Addressing concerns, including concerns from
the many personal bloggers who are worried
that the government' action in tightening its
media control will further restrict freedo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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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拥有量，才将世界的不同节点通过互

渠道和平台的变化，属于“术”的领域，

旧有方式流动到目前状态，难以准确把

联网技术连接在一起。

在政治制度、管理模式等方面，不需要

握新出现的变化。体现在日常作为上，

大的调整。但是，如果是一个相对保

可能是对草根民意的变化未必像以往如

削弱了执政者过去得以垄断或强势拥

守、掌握或主导社会绝大多数权力的政

此敏感，在政策规划和实施上，则可能

有的话语空间。政府有了危机感，往往

府，深信掌控信息和传播秩序对政权更

是思维框架受限，难以突破原有治理模

代表着民众话语权的扩大，即对政府

有好处，就面临着“质”的改变，昔日固

式。自下而上形成的推动带来的压力，

的更多质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新型

化并习以为常的权力对话格局难以持

又有赖自上而下地实施改变，最高层

的政府民众契约关系。从正面的角度

续，民众通过自媒体的表达空间改变诉

只有确立了决心和方向，才可能实现。

看，这可以推动政治人物的自我革新，

求方式，并在网络平台上寻找同声共气

网络时代开启了政府与民众的全新

对所有参与国家建设的政治派别来说，

的取暖对象，形成意见的集合，甚至洪

互动模式，人民观念的变化带来政治观

网络话语权的分薄，意味着社会权利和

流，汇聚成管治者不得不正视的民意。

念的转轨。在这场剧烈的变革中，执政

在外部环境和传播变化的速度和

者需要以新媒体思维，建立起与民众

这种重组和分配，对不同的政制

方式如此快捷又多元的情况下，知识体

之间即时、顺畅、宽容、平等的新型沟

实体来说，意味着不同的挑战。整体而

系和思维模式都可能出现一些断层。政

通关系，以此推动政党的自我革新以

言，政府如果能够一以贯之采取透明治

治领域可能面对的危机，如话语体系的

国姿态、民众的话语权利一直得到制度

不对称、行为方式的反差，对新兴阶层

保障，同时享有“免于言论的恐惧”的空

的难以把握，很大程度上是目前掌握话

间，那么，它面对的可能只是沟通方式、

语权和处于社会高端的精英阶层，按照

speech, the government has stressed more
than once that the new policy will have no
actual impact on news reporting and internet
speech. Why then implement a new law that
would have no actual effect? Wouldn’t that
be superfluous? And if the impact is real and
significant, it would surely affect the realm
of expression over the digital media, how
will the authorities’ promise and guarantee
be upheld? The new regulation would also
be hard to enforce, especially on foreign
news portals that report on or repost a large
quantity of Singapore news. Since the internet
has no boundaries, how are we to differentiate
the local from the overseas? These are the
hotly debated issues and concerns since the
announcement.

built on a more sensitive consideration for the
emerg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public views.
In order to avoid the accusation of conspiracy
and politicis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fully consult and engage the public in
discussions to ensure that the conversation is
one based on mutual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Or else they will end up paying some hefty
political price.

网络上民众话语权的扩大，消解和

权力架构的另一种分配。

Within a whole new media climate, any
attempts by the authorities to exert control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the society should be

Good governance needs an open hand, not an
iron fist. In 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have been in place for
years to adequately restrict public opin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et
news and commentaries, the power that be
should probably adopt an open attitude, try
to let go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ultimately
leaving it to the market and the public to
decide what they want to keep and reject.
Imposing similar regulations on the internet

及国家进步。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would seem like a move that is superfluous
and bordering on over planning, and may
lead to public criticism and paranoia of the
motives behind the internet regulation. In the
end, the government may neither manage well
nor even be able to manage this area, and all
these would be at the expense of its image,
public support and many other areas. What a
hefty price to pay, considering how little they
can get in return.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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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南洋第一报人

叶季允手稿

《馔古堂乐谱》

一

叶
╱ 文  : 佟

暖

季允先生（1859-1921）原名叶季隐，又

也是南洋的一代诗人”的美誉，称“叶季允的

名叶懋斌，号永翁，又号听松庐诗孙，

诗学渊源，直溯张南山”，
“诗文和才学，极得

祖籍安徽。曾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自光绪

当时人的推崇”，而且“雅擅篆刻”，
“尤精岐

辛巳（1881）到民国十年（1921），主《叻报》笔

黄术……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二）五月十

政，前后四十年。著有《永翁诗存》，收录在陈

七日出版《医学报》”。

育崧《南洋第一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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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木林《养正学校切莫忘了叶季允》一文

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除详述叶季允主

写道：
“《叻报》为我们保存了早期新加坡华族

笔《叻报》业绩之外，于《海国诗宗》一辑开首

社会的历史轮廓，为学人研究早年华族社会史

即给予叶季允先生“不但是南洋的第一报人，

不可多得的资料。
《叻报》的版式，亦为日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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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报的楷模。在开启早年叻地民智，使

隔不久，再次赴约时，上回匆匆见

比；与另一册考订古钱5 有题跋和刻章

之有‘中国衣冠文物之气’，一扫‘昔年

一面的勉康夫人却已不幸辞世。勉康

的手稿字迹互相对比，可以确定这本

狉獉初启简朴之风’”，也在《叶季允任

先生神情憔悴，坚持交托给我一把乌

手稿，确实出自叶季允先生之手，是先

主笔期间的<叻报>》一文的注五中提

木秦琴 、一把断头琵琶、一把洞箫：另

生于公元1888年抄写的一本有关粤剧

到：
“《叻报》法庭记者洪锦堂（已故）

有两册线装本手稿，其中一本即是《馔

（曲）的集子。

对我说，叶季允原名为叶季隐，他善弹

古堂乐谱》。

3

四

琵琶，尤擅弹粤曲“六国封相”。叶氏医

三

术高明，洪锦堂曾带母亲到豆腐街的医
所给叶季允看病。”
从以上资料可见叶季允先生不愧是
个杰出的报人、诗家、书画家、金石篆

《馔古堂乐谱》书名右侧上题“光

见曾自述“为文字俯者，二十余年，发已

绪戊子冬”，左侧下题“永翁外集”。集

成缕，腕几欲脱”的叶季允先生自1881

子开章即阐明成集用意：

年主笔《叻报》后，于繁杂编务之余，尚
且如此费时费力来抄写戏文，可见先生

刻家、医家，也精通音乐尤其是粤曲。

笛谱

二

对粤剧之喜爱程度。

曲谱即笛谱。固无所谓笛谱

1992年6月，笔者为新加坡晋江会

也。但余性懒而志杂。学无

馆华乐团策划了一场小小的音乐展，主

常师。其有由阅本而得者则

要展出14把珍贵琵琶，并通过精美图

曲焉。有由聆音而得者则笛焉。古之笙

片介绍琵琶自西域传入中国的历史。展

诗有声无辞，则声亦何尝不可得而绘

出前，受邀前来为华乐团琵琶班学员指

哉。因纂笛谱。

正弹奏技巧的中国琵琶家王范地先生，

文后列《点绛唇》、《珠沾儿》、

特为展出携来极为切题的珍贵资料。因

《急三枪》、
《绿波令》、
《风入松》、

此，图文并茂的琵琶展收到意想不到的

《闹元宵》、
《大开门》、
《锦帆开》等

反响，中英文报也特辟栏位报导了这场

曲牌笛谱共八首。正文分别是《六国

活动。也因为这分机缘，笔者在展出会

封相》、
《天官金钱贺寿》、
《摆花大贺

上结识了叶勉康先生。

寿》、
《正本贺寿》、
《大送子》、
《玉皇

当年，七十几岁的勉康先生在展出

据《馔古堂乐谱》所载内容，可以想

只是乐谱通本所载皆为粤剧例戏戏
目，则很令人玩味。
《馔古堂乐谱》首篇即是《六国封
相》；柯木林文章里说叶季允先生擅弹
琵琶尤擅弹粤曲《六国封相》，在此或可
印证。

登殿》4等六套粤剧带公尺谱的戏文。

会场走了几圈，邀请我到他家里，说有

《馔古堂乐谱》虽无序无跋，无印

一把老琵琶给我看。数日后，我到中巴

无章，然笔者将其行书笔法，与陈育崧

鲁的一座政府屋找到他家。老人家只

《南洋第一报人》的遗墨字迹互相对

会讲广府话，又怕笔者听不懂，话说得
很拘谨很委婉，先试探着可曾听说过
叶季允。我马上反应说：知道，第一份
华文报的主编1。勉康先生一听极为感

3
更详尽内容请参阅登载《随笔南洋网》的拙作
《一把七彩的乌木秦琴》。网址http://www.sgwritings.com/bbs/viewthread.php?tid=67667

2010-06-29香港信报副刊卡夫卡：
《八和踩入
世博 失传「例戏」活化重现》报导：
“‘八和’
在世博的第一场演出于8月19日送上《玉皇登
殿》。此剧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着名例戏，即
过去在每台戏开前必要的仪式，也是「大排场
十八本」之一。基于这戏主要在日间演出，随
着日戏渐渐式微，到薛马争雄的时代《玉皇登
殿》也连带失传了，直至1958年关德兴师傅倡
议复修此剧，经过「粤剧之家」成员出尽九牛
二虎之力，历时一年多的整理与修复，此剧才
得以重见天日，至今年（38届）香港艺术节作
为开幕节目”，从这则新闻可见本乐谱另一出
戏文《玉皇登殿》也很有参考价值。

4

动，才透露说他是叶季允儿子2，话题
就从他小时候看见的生活场景聊起。

笔者从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读到叶季允
事迹，记忆犹存。

1

陈育崧在《南洋第一报人》中说八十一首《忆
梅》诗作，抄自叶季允遗稿，
“此稿存先生哲嗣
勤生兄处”。当时，笔者并没询问勉康先生有关
家庭成员的事，毕竟彼此才刚认识。

2

古钱 考订一册写于光绪廿一年（公元1895
年），书内作者的隶书跋文，书法奇骏，令人窒
息；其数枚金石刻章，世上仅见，亦是叫人拍
案之绝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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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则以《六国 封 相》为篇 首另有
深意。

改？凡此种种问题，均是粤剧剧目研究要

砖引玉之效，望有识之

务。”

士不吝指教为盼。

只因“《六国封相》在粤剧里具有

如此看来，是不是叶季允先生亦是

陈育崧于《第一报

举足轻重的地位，属于大戏中的大戏，

按此惯例，选封相为《馔古堂乐谱》开

人》的文末语重心长

篇之首呢？

地写道：
“……我总认
五

为中华文化，应该 是
新马来亚整个文化体

笔者对粤剧实属外行，或许这本抄

系的一股主流，我们对

于光绪14年的《馔古堂乐谱》的记谱样

先贤的贡献，不应该让

式、戏文内容、曲牌音乐等内容，可为粤

它湮没无闻，必须努力

例戏中的例戏”。据考证，民间戏班将

剧源头、粤剧音乐、粤剧唱腔，与戈阳、

发掘，尽量表扬，让世人

《六国封相》作为开台例戏始于清同治

昆曲等的关联及其后转变进程的探索，

正视我们先人的劳绩。”

年间，该剧仅演出韩、魏、齐、楚、燕、

提供参照，则不枉费了前人之所付托。

赵六国诸侯（王君）约定于渭水设台册
封以合纵之计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的苏
秦为都 丞 相这段情节，看 似简单，但
“规模宏大，过去演出达百多人”。此剧
援引苏秦生平事迹，
“寓意富贵吉祥，
还隐含联合大众团结精诚，打倒专制暴
君之意”，
“剧中人物除了有魏国黄门官
公孙衍、六国诸侯、六国元帅及其夫人，

经百余年积累，粤剧例戏《六国封

读陈育崧《南洋第一报
人》一书，其中提 及叻报首创

相》别具一格的锣鼓打击乐，罗伞、走

副刊特色——“每日都有粤讴一篇，

马、行车等表演艺术和特技，代有传人，

出自季允之手，每篇都针砭华侨的陋俗，

成为经典之作，虽曾吸引中港乃至东南

如赌博、械斗、吸烟等，出诸歌咏，藉以

亚各地的广大戏迷，但也挡不住传统戏

讽世，往往一篇刊登，街巷传唱，这正

曲艺术日显衰微之势。

是出世记所说的“欲正俗者先求于俗”

从 报 上得悉，近年来香港艺术节

也！”— —的这个段落时，《馔古堂乐
谱》里的上尺工六，就一一跳将出来，

还包括多名太监、侍卫、旗手、仪仗、持

重演失传例戏《玉皇登殿》，

伞、掌灯、执扇、中军、马夫、车夫等人，

为重振粤剧注入活力。2007年

每个角色都规定专门的行当演员饰演，

3月马来西亚雪隆冈州会馆、

且有固定的出场次序”。6

新加坡冈州会 馆及马来西亚

笔者复阅出世记“况夫欲正俗者先

隆雪广肇 会 馆联 办，为大马

求于俗，毕竟村讴里唱，最易感人。善

龙 母庙 筹 募 建 庙 基 金 首 次

进言者，每婉其言，是知妙句清词，亦堪

合 作 演 出《六 国 封 相》。

风世。噫！然则附张之设，诚属不容缓之

马新两国约30名粤剧优秀演

图，此本报之附张所以特设于今日也。”

员参与演出，重新掀起失音

的原文时深有感触。可以想象，当其时的

许久的粤剧热潮，一晚演

社会大众和叻报编辑是融为一体的，可

出令逾800名粤剧爱好

谓叶季允先生使传统文化艺术臻入雅

者大饱耳福，可见传统

俗共赏之境，为我们展示英殖民统治下

戏曲仍具备一定数量

的石叻坡另一幅平民社会的面貌，充分

的观众群体，还未到

体现其一介书生不以诗文自矜的风格，

一蹶不振之绝境。

诚为报人典范，当之无愧。

梁沛锦在《<六国大封相>剧目、本
事、传 演与编者初探》一文中如此阐
述：
“粤剧虽然同样传演一 般苏秦故
事，但是独有之《六国大封相》，并非寻
常之历史人物故事剧本，而是一出最具
规模、阵容最大、意义最深、作用最大、
地位最尊之开台首演例戏，属于戏王之
王，剧本之本，铺张行头、巡礼检阅式
之盛大演出。把清代以来各戏班及艺人
珍藏粤剧封相剧本，与历代各地剧种有
关粤剧之剧本互校，大为不同，粤剧封
相内其中部分人物与苏秦事绩颇有出

笔者 有此 机

入，同时演出主角人物，甚至排场介口，

缘，得以保存叶

均有别异之处，令人对粤剧封相剧本有

季允先生所遗

所质疑，何故如此？何时转变？何人所

手稿，不辞简

铿铿锵锵地走上曩昔繁华的豆腐街，与
山河同呼吸，与星月齐争辉。

今引《王晓沧广文赠诗》，诚表笔者
对叶季允先生之敬意。
羁旅天涯得相见，夕阳门巷小桃娇；
谁知海外韩康隐，坐对春山一角描。

陋，草就此
6
李婉霞《粤剧例戏<六国大封相>的变动发展
和保护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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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读
陈蒙鹤
认识了这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新
女性，生活在21世纪我们年轻的一
代会不会更爱我们脚下的这块土
地？是这些前辈用他们年轻的勇
气和人生的智慧，为了我们和平、
自由、包容、幸福的今天，贡献了自
己的青春和热血。

陈蒙鹤照

编者按：
陈蒙鹤先父陈岳书为怡和轩会员，
历任怡和轩董事多年（1946至1970）。

一
╱ 文  : 章良我

对

于像笔者一样，在1965年以后出生与

报》头版标题是：
“政府援引公安及驱逐法令

成长的国人来说，陈蒙鹤也许是一

拘捕六人/解散两团体”，新闻里出现了陈蒙

个陌生的名字。

14  怡和世纪第二十一期

鹤的名字。同一天的《海峡时报》这样写道：

2 0 0 3 年1月2日，本 地 的 英 文日报《今

“琳达陈蒙鹤，27岁，于昨日清晨5点在家中被

天》的 头 版 题 是 ：5 0 年 前 的 一 位 新 女 性

捕。她出生于上海，在1934年同她的父母一起

（50 years ago, a new woman）。文章是这样

前来新加坡。她曾就读于中华女子学校，毕业

开头的：
“当新加坡人正在准备迎接新年的时

于马来亚大学，取得教育文凭证书。她在中正

候，一位曾经为了这块土地的自由而战的女性，

中学教英语，是新加坡妇女联合会（昨日被政

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这位女士就是陈蒙鹤，她

府解散）和新加坡反黄色文化委员会的主席，

于2002年12月29日悄然辞世。

以及新加坡失业者协会的一名委员会成员。”

其实，这并不是陈蒙鹤的名字第一次登上

陈蒙鹤被囚禁期间，报章曾经报道她面临

本地报纸的头版。1956年9月20日的《南洋商

被驱逐去中国的命运。陈蒙鹤表示不愿去中

国，情愿去英国。她那身为富商的父亲

化的社会里，不同种族、宗教、文化、信

1981年9月3日和5日，
《星洲日报》

陈老先生则四处奔劳，千方百计以免女

仰的各界人民正在学习和睦共处，我们

在电台节目预告栏目里列出了陈蒙鹤

儿被遣送到共产党中国。1958年，陈蒙

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容忍和互相了解。

参与电台节目的时间段，在节目里陈蒙

鹤获有条件释放。

为此，任何方式的专政将会给我们的社

鹤与听众谈论图书展及书籍节的活动

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及消息。

1963年2月4日，
《海峡时报》有这样
的报道：
“大搜捕——新加坡被逮捕者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我不含糊

1982年8月31日，陈蒙鹤接受《南

全体名单”，并另用副标题写道：
“被抓

地表明，我遵从多数人的选择，我支持

洋商报》的专访时指出，
“一般家长通

的还有：琳达陈及其妹”，还附印了陈蒙

马来西亚。”

常只为孩子买书，但很少与他们伴读。

鹤的大头照。此乃人民行动党执政时期
的“冷藏行动”。6日，
《海峡时报》列出
了大搜捕的全部人名及其所属机构。在
有关琳达陈蒙鹤的部分，写着：新加坡
大学，刚完成文科硕士的论文。

旋即，陈蒙鹤和她的丈夫陈承发离
开新加坡，前往伦敦继续攻读他们的博
士学位。当初，他们是在马来亚大学的
社会主义俱乐部相识的，并在陈蒙鹤
第一次坐牢释放后结的婚。

1964年6月21日，《海峡时报》刊

是能善加选择和取舍，留多一点时间，
两代人一起来享受阅读的无穷乐趣。”
谈到父亲一手创办的上海书局时，
陈蒙鹤说父亲“身受五四新文化潮流
的影响，于买舟南下新加坡时，考虑到

二

文：
“头号女囚获释”。同日的《南洋商
报》登录了陈蒙鹤的一篇公开声明，借

父母让孩子看电视当然没有错，但最好

这里民智未开，有必要推广文化，兴办

1967年，陈承发学成归国。陈蒙鹤

书局。书局的发展，可说已成为华侨社

相伴而回，未能完成她自己的博士学

会发展的一部分。但随着政治与社会

“早期，我并没有任何一种明确的

业。1969年起，加盟她父亲开创的上

的变迁，……书局不应独沾一味，只卖

政治信念。但可以笼统地归纳为：我相

海书局，尽心尽力于公司的管理工作。

中文书，也因此，上海书局编写巫文及

信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为最

除了把书局当事业操办以外，陈蒙鹤

大多数人民谋求最高的利益，然而它又

还不断献计、出力支持本地文化建设，

必须要能照顾和尊敬少数的意见。简单

并专业地奉献给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

地说，我期望和追求一个自由民主的国

（AWARE）的工作。

以澄清其政治立场。文中提到：

家，一个比较公平和容忍的社会，事实
上，直到如今，我仍然继承这些信念。”
“在马来西亚（编者按：当时新加
坡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这个多元

英文的课本和教科书，并受新、马两地
学校的欢迎采用。上海书局在经销外
地书之余，也搞出版本地文艺书，这就
是由方修主编《马华文学六十年集1919
-1979》一套10本的出版。”

1979年3月，
《南洋商报》在18日和
25日，分别报道了陈蒙鹤主持由该报
主办，由上海书局报效奖品的“南洋猜
谜”颁奖仪式。

1983年5月31日，中华总商会礼堂有
一项规模盛大的“双语图书展览”，推出
参展的数千种英文书，全都是些与中国
文化有关的书籍，陈蒙鹤在接受联合早
报采访时说，展览会“一方面是为了提
高学生及在职青年的双语能力，另外一
方面也希望籍此让受英文教育的人士，
对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能有所了解。”
1983年9月2日，
《联合早报》刊登了
陈蒙鹤撰写的一篇文字：
“83年书展感
想”。文章说，
“一年一度的书展又来临
了。……单就‘书籍节与书展’的进展来
说，新加坡人的读书风气应该是很令人
鼓舞的。但是，做为从事华文书业的一
员，面对着新加坡华文读者日益减退的
现象，又不能没有隐忧的。”“如果我

1960年度怡和轩董事合影，后排右起第一位为陈岳书（照片由陈蒙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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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希望下一代不会忘了他们的根，最好

终于被翻译成华文，并于2009年以《早

化，广泛结交同道。正因为此，这位马

在婴儿及孩童时期就培养他们对华文

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

来西亚爱国诗人才会从他们身上取得

及华族文化的爱好”。

1912）》为书名在中国出版发行。2009

写诗的灵感。  

1985年6月1日，
《联合早报》刊登一
篇题为“六十周年--写在上海书局庆典
之前”的采访报道，文中提及书局创办
人陈岳书老先生秉持文化理想，勉励家

年1月11日，在吉隆坡为此书作了推介
会。次日马国的各大中文报章，包括《星
洲日报》、
《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对
此活动都作了详尽的报道。

中弟子“应该把上海书局当成‘事业’，

陈蒙鹤的这篇学术论文，俨然已经

而非‘商业’办”。董事经理陈蒙鹤对采

成为我国华文报起源的标准版本。饮水

访记者说，
“只要上海书局存在的一天，

思源，当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将薛有礼

我们就会做出具体努力，灌输华人对本

创办的《叻报》引述为本地的第一份华

身的历史和文化，有所认识和重视。”

文日报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初是陈

1988年4月17日，《联合早报》在
一则题为“留住历史，发扬文化”的报
道里，记录了陈蒙鹤对市区重建局准
备发展市区“行政与文化区”计划的反
应：
“小坡作为文具业中心已有悠久历

蒙鹤埋首于图书馆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翻看那些又脏又乱、乏人问津、堆满灰
尘的华文旧报章，凭着她那扎实的中文
根基与卓越的英文写作功力，将掩埋在
古纸堆里的遗珠钩沉。

尽管年轻的陈蒙鹤曾经两遭身陷囹
圄，但是她摆脱了黑暗的政治斗争的旋
涡，转身投入视野更为广阔的文化建设
事业。从她的身上，我们再一次读到了
关于中华精神之精髓的自强不息的生
动注解。
应该说，陈蒙鹤是幸福的，因为她
有她一生所追求的宏大事业，妇女运
动成了她从青年直至老年、终生为之服
务的一项事业。就如她曾积极参与的新
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
在她逝世时的追悼词中所做的评述，
“她是一位典范人物，也是妇女战士
先驱，我们向她致敬。她在青年时期为

史。她建议这一特色应该保留下来。

无疑，陈蒙鹤既是一位精通华文

民族主义而斗争。虽然为她的信仰付

她认为开书局也是文化事业之一，书局

的“精华”，又是一位精通英语的“精

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她并没有动摇。她

要有据点，才能为推动我国文化作出贡

英”，不仅如此，她还是精通马来文的

是本协会的一位坚贞志愿人员，长期

献。”陈蒙鹤对记者说：
“我相信到了某

马华字典编撰者与巫华文学传译者。

担任辅导员。我们对她的服务，深表感

一个时候，当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到相
当程度时，就会回头想想有关生活意义
的问题。”

陈蒙鹤曾与3位朋友联合编写“华
马大辞典”，显示了她在马来语文上的
成就。在国家图书馆里，今天我们还能

1990年11月25日，《联合早报》发

查阅到两本由陈蒙鹤编撰或编译的书

表了以“创业65年/上海书局迎接新的

籍：
《Pelajaran nahu Bahasa Melayu：马

挑战”为题的陈蒙鹤专访文章。同年，

来语语法读本》和《Hikayat Tun Perak：

陈蒙鹤为书局纪念刊以中文撰写的一

敦霹雳传》。

篇《65年来华文书业在新加坡（1925年
至1990年）》，被公认为是一篇难得的
学术文章。

已故的马中友好协会创始人之一、
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奖得奖 人拿 督乌
斯曼-阿旺（Usman Awang）是陈蒙鹤

三
陈蒙鹤于1954年在马来亚大学修
读硕士学位时，以英文完成其硕士论
文《新加坡早期华文报刊：1881-1912
年》。该论文于1967年由新加坡马来亚
大学出版社出版。

值观而活，她的献身精神和坚定个性，
将继续鼓舞着我们。

小结
认识了这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女
性，生活在21世纪我们年轻的一代会不
会更爱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这些前
辈用他们年轻的勇气和人生的智慧，为
了我们和平、自由、包容、幸福的今天，
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生前至交。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年轻的
中华男女-恭喜发财，致林、吴和琳达
（Pemuda dan Gadis Tionghoa：Kong
Hee Fatt Choy buat Lim, Goh, dan
Linda)），赠送给陈蒙鹤、林焕文、吴诸
庆。他们三位都是马来语文及文学的
爱好者，也是那个时代本地青年的代

事隔半个世纪，这份对研究本地早

表人物。他们不计民族、语文和文化背

期华文报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

景，积极进修所在地的马来语文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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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我们会一直怀念她。她为自己的价

岛国晴空万里，偶而也会被邻国飘
来的烟霾遮去蓝天本色。入夜，仰望长
空，星斗无数。陈蒙鹤只是那天际群星
中的一员吧！
作者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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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六使炮轰欧美胶商始末
╱ 文  : 林孝胜

1

957年5月陈六使抨击新马西人胶商

府在产胶地政治支持前夕，以及即将主导当地

与欧美胶商朋比为奸，压迫华人胶

政经大权的独立和自治政府掌权之前，英国胶

商。站在世界胶坛尖端的陈六使在呐喊，他用

商未雨绸缪，为未来布局，遂有破天荒第一次

劳苦大众的通俗语言呐喊，喊出新马胶商的

放下身段，放下殖民统治者不可一世的思维，

困境，喊出他们的无奈。我试将陈六使置于历

主动和新马胶商于1957年5月底在伦敦举行历

史放大镜下来解读他为何事呐喊？为何呐喊？

史性的树胶会议，企图通过对话化解双方的

为谁呐喊？

矛盾。

1957年英马树胶会议举行的时代背景
1957年4月28日《海峡时报》报导，伦敦胶

另一方面，鲜少出远门的新马胶业巨子陈
六使亲自率领新马华人胶商远渡重洋赴会也
是破天荒第一次。

商协会及英国树胶厂商协会，邀请新马胶业

有两个关键因素促使陈六使亲自出马。经

界组一泛马树胶代表团赴伦敦出席1957年5月

济方面，东南亚刚独立的新兴国家大力推行

27日至6月1日的英马树胶会议。这是新马胶

工商业，威胁新加坡传统的国际转口贸易中心

史上第一遭。1957年正是新马政治、经济与社

的地位，林有福政府也于1957年1月25日成立

会发展处在新旧交替的年代。在这殖民统治

工业促进局，迈开工业化政策的第一步。在这

旧时代即将结束，国家自治独立新时代即将到

个政经转型过程中，华社、华商尤其是执转口

来之际，消费国的欧美尤其是英国胶商面临的

贸易牛耳的胶商备受冲击。华商正处于转型

是个前途未卜的局势。在面对失去英殖民地政

过程的十字路口。

早年英美胶商直接拥有本地橡胶园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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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华商与胶业界领袖的陈六使

美胶商的同路人，是既得利益受益者。

在启程前各界于5月11日在其创立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就像是站立在

对立的一方是以陈六使为首的新马华

的丹戎禺俱乐部举行欢送会，陈六使

时代浪尖上，感受到华商、胶商殷切地

人胶商，是不合理树胶交易的受害者。

在欢送会强烈炮轰英美胶商的不道德

寄望他为他们寻求生存和发展方向。这
个时代使命感无疑是促使他选择亲自出
席会议的最大动力。

英马树胶会议以当前英马树胶贸
易最严重的割价仲裁与装配作为大会
的两大中心议题。二战后，英美胶商常

另一重要原因是和他个人及另一胶

向新马殖民地政府及新马胶商抗议所

业界领袖李光前为新马胶业前途长期奋

配树胶货色不对，要求赔偿。在他们和

斗的目标有关。从1930年代起，他俩就

他们在新马的代理商行与新加坡西商

力争将世界树胶交易中心从消费国的

树胶公会的施压下，殖民地政府在新

伦敦和纽约转移到产胶国的新马来。在

马华人胶商极力反对声中，于1952年施

殖民地时代，英国洋行垄断了新马树胶

行树胶包装配运统制法令。同时，为了

业，树胶品质鉴定及交易条件全由英美

执行此法令，殖民地政府也成立马来

树胶公会及新加坡西人树胶商会决定，

亚树胶注册局。英美树胶贸易商及经

产胶国胶商任由宰割。由于西商有强大
的殖民地政府做后盾，他们无法突破大
英帝国的经济体系框框。陈六使遂视
1957年英美树胶会议为其长期奋斗目标
的二度出发以便完成未竟的历史任务。

陈六使炮轰欧美胶商
出席英马树胶会议的泛马树胶代表

纪人可向该局投诉，而由该局加以调查
裁夺，如发现投诉属实，新马树胶出口
商或装配商将受重罚。自法令生效后，
投诉数目日增。1956年，该局收到204
起投诉案件，使到新马胶商苦不堪言。
新马胶商不反对货不对办的合理割价，
但坚决反对不合理的割价及借割价牟
利之不道德行为。

团的团长为马来亚树胶出口注册局主任
史密斯(C. F. Smith)。主要成员包括代
表新加坡西商树胶公会的麦柯尔(D. F.

造成英美胶商无理割价的根源是
新马胶商在伦敦无代表，只由经纪人仲

的商业行为，以及抨击树胶包装配运
统制法令施行的恶果与马来亚树胶注
册局的无能。他说：
“本人这次要赴英出
席树胶问题的会议，因为今日星马的树
胶装配出口贸易，是患了严重的‘肺痨’
了，我们是要去找寻新药，否则，将永远
无救药了。最令本邦胶业界窒息者，是
欧西商人来本邦，是抱着一种居心要
使本邦人民永远不能做头盘，而只能
做二盘的生意。战前战后情形都是这
样，将头盘生意尽占去做。十余年来,本
人历任树胶公会主席期间，曾为反对欧
西人垄断独霸树胶市场而力争。1953年
时，就是本人没有担任主席之时，树胶
装配出口法令通过了，树胶出口注册局
也成立了，其目的，是要使本邦的树胶
悉由西人经营出口，而不要让当地人染
指，并依仗政府的力量，操纵全部的权
利……严重地打击当地商人。
“去年星马工商业贸易考察团访问
中国期间，中国成交了近万吨的树胶，
都没有受到割价，可是，配货到欧洲，

MacCoil)与笃克理(E. CC. Tokeley)；马

裁，经纪人为了生意，当然偏袒买客，反

来亚胶业界代表连裕祥（马来亚联合邦

正对新马胶商的割价要求，有求必应，

树胶公会）及林宗志（雪兰莪彭亨树胶

买客占尽便宜。战后以来，新马树胶贸

公会代表）；新加坡树胶公会代表为孙

易在割价项下所遭受这不合理损失，

贵春（新加坡树胶装配商公会主席）、

不下千万元。而每年耗费数十万元之马

陈培熙及陈永裕（皆为新加坡树胶公会

来亚树胶出口注册局，并没有代表当地

常务委员）。新加坡树胶公会主席陈六

商人向有关方面申诉，而每次几乎都有

使、副主席黄桂楠、马联树胶总会总务

割价之情况，海外买客却随时可以指

温开西三人以顾问身份受邀出席。英国

责，新马商人因限于法令所限，任由宰

方面有伦敦胶商协会及英国树胶厂商

割，有冤无处诉。因此，以陈六使为首

出席的英美胶商大多读到陈六使

协会代表。从泛马树胶代表团的组织可

的新马华人胶商代表出席首次英马树

出发前骂他们为奸商的新闻报导，对

看出不是团结一致的团体，主要分两个

胶会议就设定解决割价问题，以及废

他是又敬又畏。大会对这位世界级胶

利益集团。马来亚树胶出口注册局主任

除马来亚树胶出口注册局为两大短期

业巨子更不敢怠慢，给予高规格礼遇，

和新加坡西商树胶公会代表无疑是英

目标。

特别破格邀请他发表谈话。陈六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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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受割价。其原因，就是当地的欧西
人与欧洲方面，朋比为奸，损害当地人
的利益，有以致之。本人深知，每磅树
胶被割价最少两占，马来亚树胶出口注
册局之设，完全无益当地人，令人深觉
不甘，本人才敢批评它与欧洲人朋比为
奸……本人这次特别远行，是要去看看
他们如何吮吸我们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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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非常高兴。以只受过小学教育，却

22日回到新加坡，受到盛大欢迎，有五

来亚树胶装配商寄货常不对办之故，

能在伦敦的树胶会议上以福建话对刚

百余人接机。

并说，这样的割价并不算过甚，但我人

被他骂过的世界著名胶商发言，何尝不
是他人生一大乐事？其发言由其侄儿陈

则认为这种割价事完全没有理由。”

陈六使归来谈观感

陈六使强烈质疑马来亚树胶出口

永裕当场翻译成英文。他津津乐道地说

陈六使环游世界归来，各界于6月23

注册局存在的必要，
“此种机构，乃是

“（本人）是以顾问身份前往，不能随

日在丹戎禺俱乐部盛大欢迎会，陈六使

拿我们薪金，替别人讲话，不加取消，

便在会中发言。但是，情形相反，伦敦

报告其出席英马树胶会议观感：

要来干什么”。

的树胶公会尊重我们，一定要本人发
言。本人于临行前，在丹戎禺俱乐部发
表指责欧洲人朋比为奸的谈话，引起英
伦报界的注意，并加以刊载。因此，伦敦
的树胶会议的视线也转移了，并注意本
人的那篇谈话。”

“伦敦树胶会议将近完备时，有

代表团回来后不久，传来新加坡华

的人认为，本人的谈话过火，乃提出质

人与西人树胶公会筹组新加坡树胶总

问。他们认为，树胶土产从前由西人装

会的消息，这无疑是英马树胶会议的

配，亚洲人没有插足余地。如今，亚洲

成果。1957年8月15日陈六使以新加坡

人经营装配者多，相反地，欧洲人则不

树胶公会主席身份和西商树胶公会主

能再做装配。本人曾以事实为根据，答

席苏曼发表联合文告，宣布新加坡树胶

6月1日树胶会议闭幕，大会发出声

复他们的质询，并指出，本人的见解并

总会正在筹组中。新成立的新加坡树胶

明称马来亚树胶出口注册局、新加坡

无过火之处，经过这样解释，他们就不

总会，公推陈六使为首任主席。文告声

西商树胶公会、新加坡树胶公会、马来

再坚持，双方意见相抵销。

称“树胶总会的成立，为新马胶界在国

亚联合邦树胶公会、伦敦胶商协会及英
国树胶厂商协会代表之间，对于久悬待
决各问题“曾作坦白与诚恳之讨论”。但
若干问题将留待新马代表回去后再加详
细考虑。马来亚代表团对会议所获结果
表示满意。
虽然无法达致完全解决割价问题
及取消马来亚树胶注册局的设定目标，
陈六使在伦敦初步评估大会成果还是
相当正面的。他向路透社称双方意见
已获得较大谅解，并说“此行成果之一

“本人认为，此次新加坡西商会代

际上增强地位。新加坡华人树胶公会

表与马来亚树胶出口注册局主席在伦

在原则上表示赞成西人树胶公会所提

敦会议上，根本就是跟伦敦西商会和

出组织一个新的总会之建议”。这意味

商人同一鼻孔出气，都是讲他们的话。

着西人胶商在新加坡自治前夕一改以往

我以为实际上，此两部分的人都没有权

霸道的经商行为，顺应潮流代之以妥协

发言，因为现在星马树胶装配商都是

及协商方法。这也意味着陈六使在英马

吾华人，惟有新加坡树胶公会及马来亚

树胶会议前后以高姿炮轰欧美胶商取

树胶公会，才有权发言。

得了良好成果，在争取和欧美胶商平起

“在开会时，我人对会议提出说：
割价太甚，但该地商家说，这是因为马

平坐方面取得良好的成绩。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即我们已向英方树胶商及消费人提出
请求，希望他们在新马两地建立机构，
借以便利选正货色购买。同时，也可以
消除寄货人因树胶寄运及树胶装配统
制制度而感受之烦恼。”
6月5日陈六使在黄桂楠、陈永裕、
孙贵春陪伴下离英赴纽约和纽约胶商
协会、美国胶商协会及工业界领袖会
谈有关马来亚输美树胶装配、仲裁与
割价的问题。过后抵达旧金山与当地
胶商晤谈，然后取道日本、香港于6月
陈六使当年使用的柚木写字台，是美国橡胶商人Simpson特制赠与陈六使（照片由陈六使家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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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案件的来龙去脉
这起枪击案发生于1928年的2月8日，根据
《叻报》的报道，当天下午3点，中华总商会准
备在其会所欢迎到访新加坡的中国党政要员胡
汉民、伍朝枢和孙科（孙中山的长子）三人。但
只有伍朝枢一人到场，胡汉民和孙科两人去了
华侨中学参加其他团体举办的另外一个欢迎

被遗忘的
枪击林文庆案

1928年误伤事件的来龙去脉

会。为何胡汉民和孙科缺席中华总商会的欢
迎大会呢？原来前一天（2月7日）晚上胡、伍、
孙三人赴怡和轩出席陈嘉庚作东的宴会时，
获悉次日他们预定出席欢迎会的主办单位中
华总商会悬挂的是五色旗，而非青天白日旗，
便借故缺席表达抗议。
中华总商会的欢迎会如期举行，活动结束
后，伍朝枢在当地华人领袖林义顺和林文庆等
人的陪同下，一同走出中华总商会的大门，准
备登车离开。就在那刹那，突然有一颗枪弹飞

╱ 文  :

黄贤强
吴志伟

林

文庆（1869—1957）是大家所熟悉的

射过来，另外还有两枚土制炸弹被扔出，并且

著名华人领袖。有关林文庆的传记

发生爆炸。由于凶手所用的土制炸弹的杀伤

和文章不少，但有关林文庆于1928年2月在新

力不大，所以没有造成现场人士的伤害。刺客

加坡中华总商会遭到枪击的事件，却似乎并

要刺杀的目标是伍朝枢，但他眼明脚快地冲

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当然也没有留意到这个事

出现场，没有受到伤害。林义顺则及时地匍匐

件的历史意义。

在地上，未被弹药伤及，只有林文庆被子弹击

陈嘉庚曾在他的《南侨回忆录》中提及此
事，可惜只在一小节中简短叙述有关案件。资
深记者区如柏也曾在2000年7月采访一位中华
总商会的退休座办时，报道了该座办对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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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脸颊，鲜血涌出伤口。惊吓之余，伍朝枢迅
速跳上停在对面马路的一部车子逃离，林义
顺则起身扶起林文庆，并迅速安排将林文庆
送往医院急救。

事件的简略追忆。除此之外，大家似乎都遗忘

凶手行刺任务失败后，向总商会对面的陆

了林文庆曾遭到那次的无妄之灾。其实这起

佑街方向逃离现场。但当时恰好有两名马来人

枪击案及随后对凶手的法庭审讯曾受到当时新

（其中一名是汽车司机，另一名为工部局职员）

加坡中英文报章的详细报道，甚至远在上海的

尾随其后，最终将其逮捕。凶手在被捕过程中

《申报》也有不少的报道。

没有激烈抵抗，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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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海峡时报也详述该事件，并

当地报纸都将这个事件报道为共

这秘密任务是“探听国民党反动专员

特别关注伍朝枢的反应。该报称，伍朝

产主义者的刺杀暴行。海峡时报还直接

陈某的卖国行径，伺机予以镇压”，此说

枢当时注意到有一个男人突然从人群

以“Communist Outrage”为题来报道这

法与新加坡当时的报道有异，所提到的

中大步走来并向他投掷了什么东西，他

次刺杀案件。凶手在法庭上也对自己的

“陈某”也有误。但从中可以确定，张玉

立刻躲开，这时那个男人也开枪了。伍

刺杀目的供认不讳。2月9日上午凶手便

阶是中国共产党所派出的刺客。

朝枢迅速跑到车子后面躲起来，行刺

被以谋杀林文庆君未遂罪遭提控，但他

者继续开了几枪。伍朝枢奔跑过街，跳

在法庭上用粤语大呼抗议说，
“不对，我

入一位何先生的车中逃离。

不欲杀林文庆，但欲杀伍朝枢孙科与胡

刺杀事件发生时身历险境的林义顺

汉民耳”。可见其目标非常明确。

事后接受采访和在法庭上供证时，详细

据报道，凶手名为张玉阶，时年24

描述了当天下午整个活动内容以及刺杀

岁，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能操中国多种方

时的情形：

言和英语、印语。与张玉阶同行者还有

五时四十五分散会，余与伍（朝枢）
君同出，林文庆君在后。甫行出门外，守
门人印人在第一架车之前伺候，以为此
车是余等所乘坐者，于是乃将车门扭
开。伍君亦以为此车是为余等乘坐，行
将登车。余谓此车不是，第三架车方是
余车……乃与伍君跑往第三架车乘坐，
甫行三四步，即闻有劈拍劈拍之声，料

四人，他们都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任

综上所述，这起刺杀案件是由中
国共产党所派出的刺客，意图行刺国
民党要员的事件，刺杀没有成功，却误
伤了林文庆。
2月22日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法庭
开庭审讯张玉阶。当地报纸都对这件事
情做了比较客观的报道。但中共党史中
则有如此对话：

务，专门为了行刺国民党要员伍朝枢、
胡汉民、孙科三人从上海追踪到新加
坡。因为伍孙胡三人的保护措施周密，
让刺客在上海、香港以及小吕宋都没
有机会行动，这次在新加坡终于找到
机会下手。当日开枪的是张玉阶，扔炸
弹者是其同伙，其同伙四人逍遥法外。

凶手恐失机会，故遽尔发枪也。其时伍

关于凶手张玉阶，中共珠海市委员

君在余左旁，伍君闻声，急欲越过余身

会网站有其介绍，称他是珠海南屏人，

走避……后余向街中一望，则见伍君正

“1928年1月，他被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派

在街中奔跑，凶手距离伍君约二三十尺

往新加坡任特委负责人，在执行一项特

之遥，尚向伍君发枪一响，幸未命中。

殊任务中不幸被捕”。该文其后虽然说

法官：你到新加坡的作案目的是
什么？
张 玉 阶：打 倒 英 帝 国 主 义 及 其
走狗！
法官：你有几个同伙？
张玉阶：全中国人民！
法官：你的组织情况怎样？
张玉阶：不知道！
法官问的问题越来越多，张玉阶越
来越激愤，忍无可忍地连续高呼打倒帝
国主义的口号。辩护律师向法官解释，
说张玉阶有精神病。张玉阶说：
“我没
有精神病!”……参加旁听的华侨都竖
起拇指，盛赞他“有中国人的骨气”。
英殖当局为维护法庭“尊严”和杀一
儆百，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判张玉阶无
期徒刑。
中共党史所陈述的这段庭审记录明
显带着浓厚的感情和英雄色彩，比对新
加坡报章对于庭审的记录，会发现两者
大相径庭。当地报章的报道，在法庭上
法官先后请林文庆，中央医院副监、林
义顺、两名马来目击证人等亲历者和目
击证人提供当日之情形之供词，所述内
容与上述的案发经过一致。

（右起）何德如、胡汉民、林义顺1928年摄于怡和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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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在庭上对于刺杀的事件供认
不讳，直白地说来新加坡并不是为了杀
林文庆，他的目标是杀伍胡孙三人。供
认之后张一直陈述其政治演讲，曾两
次被法官打断。最后庭审结束，法官宣
判他终生监禁。

1928年前后获得了短暂的在新加坡公
开活动的许可。
由此可见，伍胡孙三人抵新是由于
国民党在本地有一定的支持力量有关。
他们的到访也鼓舞了新加坡国民党的活
动。伍胡孙三人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的

     这起暗杀事件的发生和侦破

演说，都分别谈论了新加坡国民党的发

过程都相当清楚，但是其中的原因却

展情况，也充分肯定了当地华侨对于祖

是复杂的，它不仅涉及到当时新加坡的

国革命的支持，并鼓励他们继续进行支

政治状况，也与当时中国的党争形势有

持祖国的活动。伍胡孙三人的演讲内容

关。

也透露了他们停留新加坡的目的，即推
动南洋地区的国民党的发展，号召华

事件发生于新加坡的原因
要明白为何事件发生于新加坡需
要回答两个问题，即伍胡孙三名国民党
要员为何会到新加坡以及凶手为何选
择在新加坡行凶。

侨关注和忠于祖国。作为国民党要员，
他们的出现无疑会对当地的国民党运
动产生正面的影响。
当时的新加坡，除了国民党势力之
外，还有左翼势力的崛起。在伍胡孙三

伍胡孙三人是为了避免国民党内部

人抵新前夕的1928年1月，新加坡华社

斗争借口赴欧考察，离开中国，途径新

左翼分子因中国国内的国民党与共产

加坡。他们搭乘的是威尔逊总统号客

党已正式分裂，而组织了南洋共产党。

轮，1928年2月6号抵达新加坡，2月9号

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南洋共产党与此枪击

离开新加坡。其间他们举行了几次演

事件有直接的关联，刺杀的策划和主导

讲，新加坡当地的社团组织也都热情

者还是中国境内的共产党部。

欢迎他们，如同德书报社、怡和轩以及

对于凶手缘何选择在新加坡行刺，

中华总商会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

似乎并不是事先的固定计划，凶手等

党势力在新加坡有稳固的基础。

人是因为一路跟随伍胡孙三人，途中

由于南洋华侨众多，因此早在孙中
山进行革命之时，就已经开始积极动
员南洋华侨的力量，以新加坡作为秘
密基地筹划革命等活动。孙中山向华
侨们宣扬革命思想，说服他们为革命出
钱出力。
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后，也重视在海
外的发展，在1920-1925年的新加坡，

各站没有机会下手，一直到新加坡才找
到行刺的机会。

依然在进行时，共产党也在同时进行
发动工农革命运动，这些活动让国民党
人感到很头疼，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对于
正在进行的北伐革命运动是一种妨害。
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正常
的生产活动，这使蒋介石决定“清党”，
先从共产党活跃的上海下手。随着被中
共称为“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发生，标
志着清党运动的开始。而中共在1927年
7月1日之后不断发动的“起义”，标志着
国共合作正式破裂，两党由合作到了对
抗的状态。
发生于新加坡的这起刺杀案件，就
是在1928年初这样一种国共对抗的状
态下发生的。有意思的是，上文所提到
的中共对张玉阶的“英雄事迹”的书写
并未直言他是为了刺杀才到新加坡，但
根据凶手张玉阶自己的陈述，我们可以
看到这次暗杀国民党要员的行动目标是
非常明确的。因此这次的枪击杀可说是
在当时国共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
由此可见，1928年2月发生于新加
坡的刺杀案，事实简单清楚——中共
派遣凶手追踪国民党要员，最终选择
在新加坡下手。这起刺杀没有成功，却
误伤了林文庆。
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起简单的枪击
事件，然而其中所牵扯到的因素很多，

案件之根源

如文中所探讨的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地

这起刺杀案件虽然发生于新加坡，

区的国民党运动，以及中国境内国共之

但无论其所涉及到的人物（伍胡孙三

间的明争暗斗等。这件枪击案件的历

人以及凶手）以及其背后的势力，都与

史意义，就在于可以由它去反思当时新

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息息相关。

加坡地区的国民党运动以及中国的政

国民党势力发展相当快。1925年3月12

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

日孙中山逝世，新加坡华人社会不久举

国代表大会后，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

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超过十万人到

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

会。这引起殖民地政府的关注，开始对

作”的开始。虽然在其后的 三年中，国

国民党限制和打压。后由于蒋介石领

共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但其实内部矛

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党在

盾和冲突依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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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运动

党斗争，以及战前中国政治对南洋地区
华人社会的影响。

作者
黄贤强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吴志伟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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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边界
张业成的《海峡时报》故事

╱ 文  : 林清如

2

009年9月8日那一天，笔者在《白衣人》

吧，希望气候能改变，让国人有机会懂得更多

发布会结识了前任海峡时报总编辑张

的内情。”我们相互微笑，内心似乎各有期待。

业成。张业成温文有礼，很热情地对笔者说：

张业成于1943年在槟城出生，父母都受华

“林先生，当时站在历史另一边的你们会有不

文教育。父亲是粤曲导师，母亲是教师。五十

同的故事和看法，应该快点写出来，让我们有

年代初期举家搬到新加坡，张业成进入巴西

个更为完整的历史。”张业成心里有数，这部

班让中学读书。毕业后做过短时期的小学教

由他靡下的媒体人士一手编撰的《白衣人》很

师，1963年《海峡时报》招聘记者，黄金辉录

大程度上还是一面之词。笔者赏识他的坦率，

取了他。1965年新马分家，他选择留在新加坡

很有礼貌地回答：
“《白衣人》算是冰山一角

继续其报业生涯，1987年擢升为《新国家》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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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The New Nation）及《海峡时报》

几次与反殖民主义的新生势力背道而

有值得权衡的余地，
《海峡时报》应该

总编辑。

驰。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前夕，其与

适当地予以支持，它不能无视政策可能

《海峡时报》的关系已恶化。秘书长

产生的负面效果。这始终就是编辑部面

李光耀指责《海峡时报》肆意挑拨行

对的挑战。”

这位仅有中学毕业，却在位40几年
的新加坡主流媒体顶尖人物，于2012年
12月19日发布了他的英语回忆录《言论
自由的边界 - 我的〈海峡时报〉故事（OB
Markers, My Straits Times Story）》。
回忆录清晰地勾勒出新加坡模式媒体
的演变过程，当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内
幕，以及作者的肺腑之言 ，笔者这才
恍然领悟《白衣人》发布会那天他与笔
者谈话的意义。

动党与巫统关系，声称执政后将把任
何破坏新马关系的人逮捕归案。时任
《海峡时报》总编辑的Leslie Hoffman
把李光耀告到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ion，导致该机构与李光耀的
一段对抗。Leslie Hoffman之后把《海
峡时报》总部迁往吉隆坡，一家报纸
同侍二主，其尴尬窘境可想而知。新加
坡独立后，《海峡时报》走上分家道

联合早报记者12月12日访问张业

路，1972年巫统把吉隆坡的《海峡时

成时，问他在出版回忆录前是否征求

报》总部买了过去，两边的《海峡时报》

过政府的意见，他斩钉截铁地说：
“没

从此各自为政。

张业成历来清楚，政 府心目中理
想的新加坡报章就是：可靠但不媚俗、
具批判性但不中伤政府的政策、聪明
地、生动地支持政府的目标。
“这真是
既艰且巨的事。林廷龙（张业成前任）
就曾发火哀叹：
‘我们做的可是全世界
最难的编辑工作！’发达国家的报人不
必担忧政府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相
反地，政府害怕他们。一旦媒体对某个
政治人物发难，他们都会成功把他拉
下马。而我们却必须满足两种顾客：读
者和政府，而他们的看法和利益经常

有，完全没有。我不认为有必要征求任

在新加坡，政府不认同西方社会的

相互违悖。就以语文政策为例，把英语

何人的同意，何况我不认为自己触犯官

所谓第四权力（见注）的存在，
“报业不

当做工作语言的决策令受华文教育者

方机密法令。这不过是我个人报章事业

像政府那样，需要定期面对选民争取委

失望。为了做到客观，华文报章冒着触

生涯的回顾。”

托权，一旦报章反对国会通过的政策，

怒政府的风险表达了公众人士的怨气，

那就等于它干涉了政治”。张业成自认

他们因此被指责中伤政府的政策，因

《海峡时报》从未想要问鼎第四权力，

为这样的报道方式会煽起公众对政府

殖民地时代，《海峡时报》曾被认

但是它必须很专业地“报道、分析和评

的不满，就如七十年代的《南洋商报》

为是统治者和特权阶级的喉舌，三番

论每一则新闻。任何强硬的政策都会

事件一样”。

这里没有第四权力

Cheong Yip Seng’s Straits Times Story
By Lim Chin Joo

C

heong Yip Seng’s highest
qualification was his secondary

education, but that did not stop him from
becoming one of the top figures in Singapore’s
mainstream media.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2006, Cheong was the editor of “The New
Nation” (a now-defunct afternoon newspaper)
and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Straits Times.
On 19 December, 2012, the media veteran
published “OB Markers, My Straits Times
Story”, his memoir that vividly charts the
evolution of the Singapore medi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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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les the readers with untold behind-thescene tales in the newsroom, and shares his
heartfelt personal insights.
During the colonial time, Straits Times was
regarded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privileged class that had,
on several occasions, reported against the
country’s burgeoning anti-colonial sentiment.
In 1959, right before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came into power,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raits Times became further embittered, and
Leslie Hoffman, then-editor-in-chief, had to

move the newspaper’s headquarter to Kuala
Lumpur. One can only imagine the awkward
rut it got itself into, having to serve two
masters in two countries. When Singapore
gained independence, the two Straits Times
also parted ways. In 1972, the United Malaysia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bought
over the Kuala Lumpur headquarter, the
Malaysian’s Straits Times, known as the New
Straits Times, officially became its own entity.
The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does not
acknowledge the fourth estate, a power of

对于想要深入了解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如何走到今天地步的人，张
业成的回忆录是不可多得的一架内窥镜。一位媒体人士与笔者分享
他的读后感，他说有人读后会为一个新加坡模式报业的形成感到自
豪，有人会感叹报人没有骨气，有人会觉得报人的处境值得同情。
笔者想，一本可以令人有不同解读的书，应该就是一本值得一读的
书吧。

铁拳套的时代

杨荣文最先用以比喻政府所能接受的言

以家长式作风对待报人。张业成和他的

论自由的界限。张业成坦言，记忆中政

同僚认为，政府的作风有时就像是杀鸡

府对待媒体的强硬态度一直是新闻室

用牛刀，无助于建立政府与报馆之间良

关系恶化。是年12月，张业成以随行记

里的一道阴影，正如世界上许多国家一

好的合作关系。不过他认为吴庆瑞在

者身份随副总理吴作栋访问缅甸，归

样，新加坡的新闻业意味着的就是与

这方面做了最好的解释，
“行动党领导

途中吴副总理在飞机上召见他，要他

政府不停的摩擦。

人曾经和他们的对手作过殊死战，一

张业成的前任林廷龙与政府多次
摩擦，1986年底《海峡时报》与政府的

个死里逃生的人凡事谨慎是有其必要

取代林廷龙出任海峡时报总编辑。从

他把七十年代称为铁拳套

1987年正月起，张业成正式出任报业

（knuckle-dusters）时代，那时他是

集团英文与马来文报章总编辑，负责

Sunday Nation的编辑。有一天在总统

不过张业成坦承，新一代政治领

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商业

府，李光耀总理责备报馆编辑缺乏政

导层接班后，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进入

时报（Business Times）、新国家午报

治敏感，他说要是编辑们要与他斗的

一个新阶段，铁拳套时代显然过去了。

（The New Nation）及每日新闻（Berita

话，他用的将会是铁拳套。张业成叙述

报业与政府通过频繁对话，双方建立了

如何第一次尝到铁拳套的滋味，更生动

具建设性的关系。他以2011年大选的新

回忆录以“OB-Markers”为名，指的

地把读者带入不同的历史现实场景，通

闻报道为例，说明言论界限的尺度确实

是高尔夫球场的界限标记，前外交部长

过多项鲜为人知的内幕阐述政府如何

放宽了许多。

the press enjoyed and taken for granted by
the media in the West. “The PAP case for this
policy is simple: the media does not subject
itself to popular will by contesting an election,
therefore it cannot claim the mandate to
speak on the public’s behalf. So when the
media opposes policies approved by the
Parliament, it is deemed to have interfered
in politics,” Cheong wrote. “While The Straits
Times did not claim fourth estate status,
it had to report, analyse and comment on
news professionally. Every tough government
policy invariably requires trade-offs. The
Straits Times was expected to support it,
intelligently. At the same same time, it could

not ignore any negative side effects. It was
a constant challenge for the newsroom,”
Cheong elaborated.

in-chief for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English
and Malay newspapers, helming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s of The Straits Times, Business
Times, The New Nation and Berita Harian.

Harian）的编务工作。

Peter Lim, the editor-in-chief before Cheong
locked horns with the government on several
occasions, embittering the newspaper’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uling party in 1986.
In December, the very same year, Cheong,
reporting for Straits Times, accompanied Goh
Chok Tong, then-Deputy Prime Minister on a
state visit to Myanmar. On the flight back, Goh
summoned Cheong, and told him he wanted
Cheong to replace Peter Lim as The Straits
Times’ editor-in-chief. With effect of January
1987, Cheong officially became the editor-

性的”。

Cheong named his memoir “OB-Makers”,
originally a golf term referring to boundary
markers, later used by former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George Yeo to represent the limit of
freedom of speech deemed acceptable by the
government. In Cheong’s vivid recollection,
the government’s tough treatment of the
Singapore media cast a shadow across the
newsroom, as journalism in Singapore meant
constant friction with the authorities, which is
also the cas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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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报与南洋商报事件
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
始创于1970年，后台是曾任沙巴首席部
长的Donald Stevens 和胡文虎的女儿
胡仙，编辑人员以Francis Wong为主。
先驱报的出版原本得到外交部长拉惹
勒难南的赞许，他认为新加坡新闻界不
应该为海峡时报所垄断，竞争会带来好
处。先驱报的出现也的确为海峡时报带
来压力，逼使它在走下坡时重振旗鼓。
为了争取新闻界应有的空间，先驱报屡

先驱报事件前后，发生了南洋商报

有痊愈。”迟至他接近退休时，张业成

事件。1971年，南洋商报发表了一连串

还可以在报社里感觉到受华文教育同

有关华文教育的评论，四月间在一个研

事的不满情绪。

讨会上，李光耀总理公开指责商报渲
染华文教育问题，预示将采取行动对
付。1971年5月2日内安局在内安法令下
拘捕了南洋商报的总经理李茂成、总
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公众关系经
理郭隆生。政府指责他们走沙文主义
路线，肆意激发公众在华语和华文教
育方面的反抗情绪，并且大肆歌颂共
产主义制度的成就。商报通过社长的

屡与政府发生摩擦，它曾违背政府的意

声明与社论自我辩护，强调“报纸有责

愿大幅度刊登国庆游行的彩排，刊登国

任提醒政府注意到来自人民的愿望、

民服役人员的投诉，再三刊载未经正式

批评和正当的不满（因为宪法没有禁止

发表的官方声明。

这样做）。如果政府用内安法来迫使人

政府于是决定先抵制先驱报，不
给予广告，大大打击先驱报的收入，被

们保持沉默，那就是在剥夺人们和异见
者的正当权益。”

“作为一个报人，我能看到报道语
文和文化方面可能面对的威胁的必要
性。对商报的读者来说，这是天大的
事，它影响他们的职业与前途，它关系
到那时还存在的华文源流学校的前途，
它关系到他们的身份认同。什么样才算
出了界限？报人总会说，界限有时根本
看不到。我逐渐地了解到华文知识分
子对这一连串问题的感受，受英文教育
者关注新闻自由，他们因先驱报的消失
而激动，我们的华文媒体同事更为关心
的是语言与文化的课题。”
谈到南洋商报被指责“歌颂共产主
义制度的成就”，张业成记得有一天，商

认为是“半政治人物半报人”的Francis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张业成指出，

报在第一版以三分二的版位刊登毛泽东

Wong 知难而退。先驱报也被禁止出席

“华社领袖（包括商界领袖与报界人

打兵乓的黑白照片。那时正值中美兵乓

官方的新闻发布会，高层人员的工作准

士）都不能接受以英文作为工作语言的

友谊赛为尼克逊访问中国铺了路，张业

证到期未能获得更新。这一连串的打

决定。”他认为华人社会有充分理由为

成在南洋商报的同事告诉他，大幅度

击致使先驱报的财务陷入危机，政府

他们的文化感到自豪，也少有族群在自

报道中国新闻、大谈语文和文化，原是

又公开指责其涉嫌“黑色活动”（Black

己的文化面对威胁时无动于衷。
“即便

报社总经理的指示，目的是为了要与星

Operation），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不

在我们的经济被成功地改型，语言政

洲日报竞争，高薪聘请李星可就是要达

得不自动关闭。

策（对于华人社会）所造成的伤害并没

到这个目的。

Cheong calls the 1970s, the time when he
was the Sunday Nation’s editor, the era of
the knuckledusters. He recalls one meeting
at the Istana Cabinet room where Lee Kuan
Yew, then-Prime Minister, railed at editors
for lacking in political sensitivity. Lee, at his
most intimidating, warned that if the editors
wanted to fight, he would retaliate with
knuckledusters. In “The Knuckledusters Era”
chapter, Cheong vividly recounts how he
first came to be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the
knuckledusters, navigates his readers through
various historical settings, and through many

untold behind-the-scene anecdotes shows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widening of the

how the authorities used to treat the press

OB-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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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stern parent.

Cheong views The Straits Times as essentially

Despite the harrowing tales, Cheong admits

a “pro-Singapore paper rather than a pro-

that the ri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government one”, which implies that it must

has put an end to the knuckledusters era, and

place its readers’ interests as its ultimate

ushered in a new phase in the relationship

goal, and to strive to make Singapore a well-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As

informed nation. He further names Straits

a result of constant dialogues between the

Times’ coverage of three key events in the

press and the authorities, both parties begin

last ten years—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to forge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Cheong

crisis, the 2002 SARS outbreak, and the 2005

cites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2011 election

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scandal—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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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报和南洋商报事件期间海峡时

要求编辑们小心翼翼地分析每一则讯

而不断改良它的报道方式，致使它更

报置身度外，不过却走了黄金辉。1959

息的新闻价值，务必一切都以读者的

具权威。

年海峡时报把总部迁至吉隆坡时，黄

利益为依归。 张业成眼中的海峡时报

金辉出任集团在新加坡的编辑经理兼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句

是个“亲新加坡、而非亲政府的报章”，

古老的俗语，反映了读者对新闻工作者

这意味着它必须以读者的利益为终极

的景仰与期待。张业成的理想与现实

目标，致力于让新加坡成为一个讯息

究竟距离有多远，见仁见智，但是他的

流通的国家。他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

专业精神以及他把新闻事业视为一种崇

机、2002年沙斯疫情、2005年肾脏基金

高追求的那份执著值得嘉许。对于想要

丑闻时，海峡时报的新闻处理，说明全

深入了解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如何走到今

方位传播正确讯息对读者的重要性。

天地步的人，张业成的回忆录是不可多

海峡时报的副总编辑。新加坡独立后
他同时服侍两个不同的政府，早已精
疲力竭，先驱报和南洋商报事件发生
后，他再也承担不了压力，终于接受医
生的劝告提早退休。

不可多得的内窥镜
回忆录指出，自从南洋商报事件后，

张 业 成 大半的 报 业 生 涯 就 是 在

华文报章一直避免与政府发生摩擦。海

一条险峻的道路摸索前进，但他不认

峡时报有关Slim10瘦身药官司和大众钢

同一个对抗性的新闻业（Adversary  

铁厂控制权争夺战两个事件的报道，一

Journalism），他相信的是政府与媒体

度招致部长们的埋怨。因为大篇幅地报

的共生关系。回首过去，他觉得这种内

道这些事情致使报纸忽视了报道部长们

在的矛盾反使他们不断改进专业的判

的讲话，在部长们眼里，华文报章较具

断力，对政府的想法看得更清楚，更了

政治敏感度。

解政府如何治理新加坡。海峡时报因

得的一架内窥镜。一位媒体人士与笔者
分享他的读后感，他说有人读后会为一
个新加坡模式报业的形成感到自豪，有
人会感叹报人没有骨气，有人会觉得报
人的处境值得同情。笔者想，一本可以
令人有不同解读的书，应该就是一本值
得一读的书吧。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张业成认为，海峡时报再也不能
是 一 个 传 统 意 义 上的“记录 性报纸

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几经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诠释，这段简洁的文字成了保护新闻业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

(newspaper of record)”，只报道国家

的神圣法律根据。18世纪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大事和官方活动。社会各个领域生机

Steward）同英国政治哲学家爱梦·布克（Edmund Burke）同时认为，宪法之

勃勃，有很多讯息必须传播。在一个全
球化的世界，他国的动态与我们息息

所以维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要维持一个有组织而且负责任的新闻界存
在，使之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真正起到监督政府、
防止政府滥权的作用。这一说法至今仍是美国司法界在处理涉及报业的诽谤

相关。版位的限制以及新媒体的竞争，

官司时所坚持的基本立场。

critical demonst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the
readers.

and out of conflict, they had found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ment thinking,
and gained a more intimate idea of how
the country was governed. As a result, The
Straits Times was able to constantly refine
their style of coverage, thereby increasing its
authoritativeness.

Navigating the tricky terrain of Singapore’s
unique media model took up a great deal of
Cheong’s career. Despite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in adversary journalism, and instead
advocates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authorities. Looking back, he feels
that the inherently prickly relationship and
conflicts had actually helped the newspaper
to constantly improve its editorial judgement,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inner workings of
Singapore media, Cheong’s memoir provides
an endoscopic peek into the evolution of
the Singapore press and how its state of
journalism gets to where it is today.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It remains debatable how Cheong’s
vision matches with the reality, but his
professionalism and his placing of journalism
as his great lifelong pursuit and endeavour
is undoubtedly commendable. For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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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如
明
非
一
般
的
新
闻
生
涯

•

精
彩
瞬
间
在

1962年民报二周年纪念会，左一为该报总经理兼主编王如明

一份有理念的报纸，如同一面镜子，
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

周围的朋友当中，王君如明是我参加

和轩、陈嘉庚基金、中新友谊，都在他关注和参

＜热带学报＞和＜怡和世纪＞后较常

与之列。这一切与他当年的非一般新闻生涯是

接触的年长者之一。八十开外，须发如霜, 浓眉

分不开的。我有幸与他促膝长谈，深为他这个

似雪，目光如炬,。有寿星之相，却童心未泯，满

时期的信念和坚守所感染。

腹经纶，却谈笑风生。近年与他一道参加各项
旅游活动，在土耳其、南美5国、南联盟5国相聚

╱ 文  : 谢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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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寻常的时代

日子颇长，知道他1951年毕业于华侨中学，早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王如明甫出大学

年参加过文艺期刊的编务工作，＜南大颂＞作

校门，适逢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5月大选中获得

者之一。1959年南洋大学毕业，主攻经济。早年

压倒性胜利，开创崭新的政治局面。大选后人

投身报业，历时二年又三个月。书生意气，挥斥

民行动党成立自治政府，不过英殖民政府仍

方遒。因办报理念与现实相牴牾，挥袖而去，从

操纵大权。自治政府成立不到2个月，有明显执

此浪迹江湖。曾从事代理、脚车、屋业、电影、

政党色彩的＜行动周刊＞于7月18日推出，出版

银行、投资等业务，成功转型。但他又酷爱书

者是王如明一度参与的“新加坡出版公司”，主

报，知识面广，远睹商人，近观亦商亦文。举凡

编为行动党要员、总理政治秘书易润堂。1960

戏剧音乐、文化团体、出版工作、校友组织、怡

年3月19日，也是“新加坡出版公司”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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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开始登场。这家始以每周二

添了林明洲、林禧生、蔡镇华、陈再聪、

有理念、有归属感的报纸，正好填补了

日，后扩展为每周三日的小型报纸，来

何良鸿、张启超、陈雪风等。”

＜新报＞被封后留下的真空。

得十分及时。一方面，当时的执政党与
人民二位一体，不可分割；另一方面，
＜ 民 报 ＞与 之 前 经 历 了大 时 代 风
浪，1952年创刊，1957年被殖民地政
府勒令停刊的＜新报＞有密切的传承
关系。＜新报＞编辑主任黄科梅后来
出任＜民报＞主编，＜民报＞的班子与
＜新报＞大体相似。

“广告部以洪荣源和章金福为主，
财务会计由陈志坚、卢甘福负责，林万

一份人民自己的报纸

福主持发行。他们当中大多是＜新报＞

＜民报＞的办报理念，凸显在报头

的员工。编采人员薪金不高，但任职期

文字、黄科梅的身体力行和王如明在

间，都能发挥专长，各尽所能，任劳任

发刊词中的现身说法。

怨，为＜民报＞作出贡献。”

一份有理念的报纸

黄科梅积劳成疾，于1961年12月30
日逝世。他的老友石询（何真民）在纪
念文章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他常常表

这份每逢周三、六出版、后改为二、

示，他办报的宗旨是要多替人民说话，

四、六出版的＜民报＞，怀有理念，因而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只要是能够反

重视人才；派报经验和印务资源不缺，

映大多数人民意见的文章或新闻，他便

办报资历和经营热忱高昂，两代文化

视如珍宝，尽量刊登与鼓励。他宁可为

“＜民报＞董事主席是远东文化有

园丁如孙泽宇所说，不分老少、相互谅

正义而获罪于权贵，不愿受威胁而出

限公司东主黎国华，以代理港版书刊和

解，特别是众多国内外资深报人如杨守

杂志，在派报公会里有较大的影响。另

默、莫理光、何真民、方修、杜连荪、李

一位董事黄权和拥有光华印务公司，

星可、吴锡、许统泽、黄祥勇、黄锦西、

原先的＜新报＞就是他们承印的。”

流萤、郭史翼、曹聚仁等的关心、支持

有才华的编采人员
据＜民报＞前总经理兼编辑王如
明回忆：

“主编黄科梅是潮籍资深报人，年

和赐稿，赋予＜民报＞以强大的号召力

约44，早年以‘白荻’为笔名，在报刊撰

和生命力。投资金额虽不大，但爆发力

文，颇具名气。他负责＜民报＞全盘编

极强，这是局外人所无法理解的。

辑工作和签发大版。我那时年仅30，关

战后新加坡报业，由于殖民地当局

心社会、爱好文艺、满腔热忱；初生牛

的高压政策，举步维艰。当中虽不乏有

犊，业务和编务都干。编务这块，基本

良知的报人，但往往力不从心。有理念

上是黄科梅和我分担。黄科梅当时在

的报章，如＜南侨日报＞和＜新报＞，为

邵氏兄弟中文部任职，两头跑，忠于职

威权所难容，却为广大民众和文化人所

守，是后辈楷模。我们常讨论报纸的方

喝采。如果说＜南侨日报＞标志着南来

向、内容和组稿，而我因为年轻，毅然

文化人与本地现实的切割，＜新报＞则

负起‘采访主任’的职务。”

开始向本地现实转型。虽说新报主持人

“编辑部全职记者最初是佘文锁、

傅无闷也可归入南来文化人的行列，但

孙泽宇和陈国安；编辑人员先后为颜民

他最终还是选择在新加坡落叶归根。他

权、郭孝谦和黄今英。全职摄记是黄兆

所倚重的一批编采人员，如黄科梅、吴

麟，原＜新报＞摄记司徒志光在报馆兼

锡、易润堂、傅超贤、陈新嵘等，对日后

职。人员流动性大，如颜民权转行到金

本地报章和政坛曾起过重大影响。1959

融界，任大华银行分行经理，郭孝谦于

年刚上台的执政党有必要满足大众的心

1962年当上南大历史系助教，黄今英则

声和诉求，也有必要争取＜新报＞读者

转入端蒙中学任教。后来编采人员又增

群和华社的支持，一份像＜民报＞这样

名作家曹聚仁当年以一手好字赠送王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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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朋友，这正是黄科梅的伟大处。也正

显然地，他反对投机性报纸，反对以金

得更好，目标是与大家一致— —争取

因为如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也碰到许

钱左右新闻的处理，重视“舆论为谁说

独立。”

多麻烦的事。可是，他赢得广大读者们

话”，重视充实的副刊内容，因为报纸

和朋友们的支持和敬爱。”

须以推动新文化为己任。
“民报将尽量

同辈吴莹莹引述黄科梅的话：
“民

以最新最丰富的知识，多样性的副刊，

报的立场不偏不倚，我要把它发展成为

有关马来亚与东南亚各种知识与问题

本地一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一份

的见解，供给读者；另一方面我们希望

人民自己的报纸。”

＜民报＞能成为马来亚新文化诞生的

当然，这个理念的实现，与当时时
客观形势、报纸的传承和凝聚力、黄
科梅本人的专业精神和号召力、以王
如明为代表的一批年富力壮新闻工作
者、广告和发行人员的齐心耕耘休戚

黄科梅的左右手，比他年轻14岁的

一个小小园地，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

相关。从1960年3月19日创刊之日起，至

王如明在他认可的＜发刊词＞中铮铮

积极的作用”。他强调：
“民报是非政党

1962年6月30日王如明离职为止，前后2

有声指出：
“我们不希望办一份没有立

的、独立的报纸，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

年3个月，总计311期，是＜民报＞充分

场、看风转舵的报纸……我们也不希

说话，以国家与全民的利益为依归……

落实发刊词所揭橥的办报理念的重要

望办一份只重利而不重情理的报纸。”

总之，民报的宗旨是为了全民的生活过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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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月），都各自恪守报刊的客观性，
如实报道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给历
史书写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譬
如，1960年新加坡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执政党与人民两位一体，＜民报＞着
重报道政府的各项措施，反映各行各
业的处境，凸显南大问题的症结。跨入
1961年，执政党开始分化，两位一体逐
渐被打破，政治动荡，执政党在芳林
和安顺补选中连连失利，处于“民可载
舟，亦可覆舟”的尴尬局面，最后在合
并课题的推动下，迫使党内反对派另起
炉灶，年杪又因实施教育改制而导致中
四罢考事件等等。所有这一切，＜民报＞
都给予公允的报道，并在1962年元旦发
表的＜迎接1962年＞一文中表示“希望
去年所遗留下的各种争执性的问题如
教育问题、新马合并问题等，应广征民
意，冷静合理解决”。
关于＜民报＞的立场，让我们引述
＜本报一年＞中的一段话。
“有人要问，＜民报＞究竟是属于
哪个政党的？我们的答案还是不变；
＜民报＞不属于哪个政党，我们是以国
家和全民的利益为依归，我们是站在人

高扬独立性和文化性
什么是报章的“独立性”？就是不
偏不倚，急人民之所急，敢为人民讲
话。诚如老报人杏影（杨守默）当年所
说：＜民报＞作为“一个人民喉舌的独立
舆论机构，说出了那些别的报纸所不敢
说的话”。然而，＜民报＞的独立性，更
多表现在它的平和性和一贯性。顺手
拈来，王如明主政期间，1962年2月15日
＜民报＞封面新闻，头条的标题是：对
合并后本邦公民权问题/人民行动党与
社阵/连日展开激烈论战/行动党指社阵
作种族宣传/社阵提普选或部长补选。
新闻后头附行动党声明和社阵声明全
文。同版还以大字标题刊登“财政部长
发出新兴工业证件/裕廊工业区半年或
可启用”的新闻，另有“陆运涛离婚案”
和“本邦人士献捐/支持印尼收复西伊斗
争”的消息。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头版
左方有一则长篇特写，题为“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老千骗术日新月异”，让读者
警惕赌博和商业骗局；右下方发表好几
帧醒华校友会演出＜雾重庆＞的剧照。
心平气和及平民化色彩的新闻处理，进
一步凸显了报章的“独立性”。

以下，我们试从＜民报＞的新闻重

民的立场说话的。＜民报＞是属于人民

＜民报＞对文化的重视，表现在

点、处理方式、立论、副刊内容等角度，

的，一年来，＜民报＞忠诚地为工厂 、

一半或更多报章篇幅，用于扩大国际

考察其时代性、立场、独立性、文化性

学校、为街坊、穷乡僻壤的诚实忠厚的

视野、生活领域和文化艺术上。它开辟

和历史性。

千千万万的人民服务，为他们的利益而

“文艺”、
“民风”、
“文化生活”、
“国际

工作……我们坚信，离开了人民，＜民

风云”、
“大众生活”、
“消闲”（武侠小

报＞是不能存在的，也没有存在的价

说）、
“工地”、
“妇女”、
“青年生活”、

一份有理念的报纸，如同一面镜

值。”不仅是创刊后的一年时间，而且

“宇宙”等副刊版位，提供大量精神粮

子，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民报＞

整整两年零三个月，＜民报＞从理念到

食，把反黄和促进健康文化推向新的

的报头文字出自教育家及文化人沈侠

实践，都遵循“以民为本”的蓝图。它

高度。王如明以＂风下之国”为题，在

魂之手，
“民报”二字苍劲挺拔，意气

创刊不久，就发表过题为＜应该为贫

报上连续刊载“迈向自治独立之途”、

风 发，民字末笔出头，寓意 深刻。黄

苦的人民着想＞的社论。曾几何时，
“人

“蜕变中的华人”、
“工运、
“政党”、

科梅主政时期（1960年3月-1961年12

民”被遗忘了，而现代精英重新发现“人

“经济课题”等砂拉越专题文章；他还

月）和王如明的萧规曹随时期（1962年

民”，已是半世纪后的事。

化名“古辛”，撰写“论正确处理史料与

报纸的时代性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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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科梅先生

马华文艺发展路向”一文，在文艺版连
载多时。半世纪后，他自谦地说道：也不
知那儿来的劲！其实，那正是书生意气，
在资讯和文化上展现＜民报＞的理念。

╱ 文  : 孙泽宇

在他的努力下，＜民报＞不时以大篇幅
无偿刊登戏剧团体、校友会和工团的演
出新闻和剧照，还以特写方式，突出报
道马来艺术协会和青年男女艺术协会
联合推出的由马来演员上演的曹禺名剧
＜雷雨＞的马来译本，促进民族和谐和
文化交流。这些特色是大报所缺乏的。

珍贵的历史和启示
1962年6月30日标志着一份受读者
爱戴的有理念报纸的终结。半个世纪
后，王如明回忆这段往事，淡然说道：
我们守住底线，如履薄冰，
“最终陷入

已故资深报人黄科梅

困境，就做不下去了”。为此，我们拜访
了＜民报＞编辑蔡镇华，听他讲述当天
高层因一篇“读者之声”的内容发生争
执，主编王如明斩钉截铁，态度鲜明。
个别编采人员的妥协倾向，也无法动
摇他。蔡镇华耳边还响着主编的一句
话：
“你愿意见到良家妇女沦为娼妓染
上梅毒吗？”＜民报＞自此停刊。编辑
陈国安记得，他向排字房要了一张薄薄
的样本，内容空洞无物，因为人都走光
了。3个月后，1962年9月18日，＜民报＞
复刊，但早先的办报理念，已随当事人

五

十二年前，一位杰出的报人英

顶城欲摧，新报肩负使命，不计“人微

年早逝，享寿仅47岁。

报轻”，始终站稳报人岗位，举凡新闻报

他是马华文艺界老前辈白荻先生，
原名黄科 梅，时任新加坡《民报》总
编辑。

了，从人民拥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出
发，应以史为鉴，让多家报纸并存、互
补、互竞的局面得以恢复。
＜民报＞不愧是本地媒体史上的
亮点。它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和启示，
值得后人继续深入挖掘、审视和反思。
作者为本刊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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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根本，写出大报回避躲闪、顾左右
而言它，人民都迫切需要认知的真相。
新锐小型报的敢言与几家大报的“太极

时代造就报人。报人又推动时代
向前进。
报人能文，能编，洞察大局，博闻强
记，然而这还不够。这份专业注定报人
必须以民为本，言论公正，忍辱负重。

的离去而荡然无存。
今天，王如明心存愿景：社会进步

导、专题特写，无不深透各阶层，揭露事

功夫”相形之下，前者报份日增，中立偏
左的立场备受肯定。
这一切，主要受惠于编辑方针，黄
科梅功劳最大。他一面提高报纸的素
质，一面刻意培养积极能干的后起之

优秀的报人往往现身于国家民族

秀。那些年，编采的几员大将，如易润

生死攸关的年头，活跃在新旧力量决

堂，傅超贤，陈新嵘，都是黄科梅调教

斗的关键时刻。他们怀着不屈的勇气，

出来的报界精英。

预测前途的艰辛，一步一踲地指引逐渐
觉醒的大众走向曙光的彼岸。

凭着新报成功的经验，黄科梅于
1960年执掌民报编务时，加以灵活运

黄科梅会同王如明等友人创办《民

用，伸缩自如。民报诞生在人民行动党

报》之前，曾在波谲云诡的五十年代担当

打垮林有福政府、新加坡建立自治邦、

《新报》主编、主笔。当年的新报以短

全民拥护偏左的行动党、党里上下坚

小精悍，有的放矢，不畏权势，立论公

决要求独立、不分派系大团结的“蜜月

允蜚声知识界，紧贴华人社会。强弩之

期”。谁也不理谁的意识形态，谁也不

末的英国殖民政府且战且走，乌云压

在谁的头发里找虱子。

但问题还多着，路上的阻石不会自

当年他在邵氏公司华文部任职，邵

物以类聚，我们渐渐了解原来“小

动滚开，新闻针之处遗下的疤痕不易去

氏距民报丝丝街办事处仅一箭之遥。

沙笼”的人物，具有几乎相同的价值

除，什么东西该登载什么东西要割爱，

中午时分，科梅先生稍驼着背，噌噌噌

观，他们勤奋地读书研究写作，各有各

什么地方该强调什么地方越简越好否

快步上楼，径直走到背向大街的办公

的建树。

则不妙，什么时候该“突破”什么时候

桌坐下。桌面老早堆满等待他审阅的

要装傻……这一大堆日常头痛的捞什

来稿，通讯，剪报，各地报章，校对样，

子，最终得由主编独立承担。

留言……，他一声不吭，提笔疾书，一

“耳边听到谁的啜泣？细微得一
丝风也能把它吹灭，然而却又是那么清
晰。尽管风雨合奏哀乐，啜泣的声音，仍
然直贯心坎。”
“风啊，你赶不走我们心头的悲

目十行。间中留意前来报社的访客，给
个微笑。有时停笔望向办公室的某个
同事说：

“雨啊，你是 这阴天的泪，是我
们 的 泪！……”（摘自《悼黄 科 梅 先

那是个雨天，我们目送灵柩徐徐埋入
黄土。

原则，就是当人民的喉舌，写公正的舆

“××！我接到电话，你那篇东西

各省军阀、私会党头、工商巨贾、甚至文

时光变幻，职员中有进有出，科梅
先生巍然不动，总在午餐后匆匆赶来办

严肃是他的工作态度，三五个星期
他会放松一下，邀集职员和老友，到他
的实龙岗花园公寓享用地道潮州菜，由

民报同人以深沉的感情默默哀悼。

黛丁（黄子山）掌厨。黛丁出身贫寒为

一群二十几岁小伙子围绕在47岁中年长

人谦虚厚道，一手潮州美馔惊喜周围的

者身边，学习他的为人处世，领悟他的

文友。黛丁脸上挂着谦诚的微笑。科梅

绵密细致，也感受他对新闻事业真诚

喝上两盅五加皮神采焕然，边谈边笑，

的热爱。

动作频频，平日的严谨飞向九霄云外。

读报，读书，读史；观察，发掘，剖

难得我们这几个小青年，有机缘碰

析。作为一个跟上时局的新闻工作者，

上科梅先生的座上宾——享有名气的

科梅先生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刻不容缓

报人和作家，如：以今（沈侠魂）、何真

地追求知识。他的早逝同他精力的透支

民、方修、杜连荪，还有几位记不起名

不无关系。

字的作家和文人。

民报编辑工作“民
忆旧
╱ 文  : 黄今英

北中外的新闻工作者，秉持的报人最高

日的中国，当权者包括政府高层、军方、

版，做最后的审定修正。

1961年科梅先生殡葬于广德山原，

期间的范长江、萧乾以及一大群纵横南

“××，你那篇东西很精彩呀！”

公，放工后赶到芽笼的光华印务馆看大

生》——民报）

萍，到后来的张季鸾、胡政之，又到抗日

论。当权者千方百计要操纵舆论，在旧

啊，他们不高兴……”

哀！”

华文报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邵飘

化界有钱有势的败类。新闻工作常遭受
打击，记者编辑惨遭殴打暗杀，然而，投
入这个行业的后进仍不乏其人，后浪拥
前浪，代有英豪出。已故的报人竖立的
标杆典范，鼓舞后继者坚守报人天职，
不妥协，说真话。
科梅先生奠定了新报的历史意义，
新报被封，雄心未泯，六十年代初又力
撑民报创办起来。短短两年民报先后
训练了不少报业新血，而科梅、王如明
在任时的民报，同股权转手后的民报差
别是显著的。
我们怀念科梅先生，因为他带领我
们认识世界，坚持原则；无论做人也好，
办报也好，都是我们的好老师！
作者为怡和轩会员

报”创刊于1960年3月19日，至

民报社址在丝丝街158—A号，经理

今已53年。我曾在民报初期

部，编辑部，广告部，发行部都在同一层

担任过编辑，这是一份持论公正，报道

楼办事处。但编辑人员上午到报社上班

翔实，为人民讲话的报纸。那时自治邦政

后，午后则转到芽笼25巷的承印者光华

府刚成立，政治上出现一种新的气象，希

印务公司工作。那是真正的编辑部，设在

望自己在文化事业上也能尽一点力量。

印务公司二楼面向路口的一个房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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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在中间一张大木桌办公，翻阅记者们

午到芽笼的编辑部工作，先抓紧时间编

当年不知道是谁的编者，数年后就在我

交上来的新闻稿件，再打标题，然后送

好第四版的新闻稿。第一版则等记者陆

身边共事。

给后面同一层楼的排字房工友去排字，

续到来提供最新消息，这时就要选定头

这是当年华文报出版的运作方式。由排

条新闻及其他较重要的新闻，打好标题

名“田家瑾”给朋友刊登贺词，这三个字

字房主任将工友检好的铅字“拼版”后，

后，赶紧送交排字房，将近傍晚，大体拼

我觉得很熟悉。无意中在旧书堆中看到

用一张很薄的纸张打印出来，送回编辑

版出来，就等主编来“看大版”了。

一本电影小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作者

部看版校对。

在民报上，黄科梅先生常用一个笔

主编黄科梅先生在黄昏时分，从邵

赫然是田家瑾。原来他也用此笔名写作。

采访各路线新闻的记者们，在下午

氏机构下班后，就赶来编辑部细心看大

在我学生时代常买这些电影小说来看，早

傍晚时分陆续回来，就在同一张大木桌

版，经他“把关”后，他用红笔签了OK两

就是他的小读者了。

旁撰写各条新闻，赶着交稿给编辑。这

个大字，就可以由印刷部的工友拿到楼

他不幸于1961年年杪病逝，好友们都

时从编辑、记者到排字工友，大家忙碌

下厂房的印刷机“下车”，把铅字版装上

认为他一向嗜酒过度，加以工作过劳，严

成一片，这是最紧张的时刻。

机器，开始印刷报纸。工作完毕了，陪他

重影响健康。在他病倒前的一段时期，据

到大坡香港街吃大排档，免不了要喝两

我就近的觉察，当时他面对政局的大变

杯，他最喜欢的是“五加皮”。

动，自己又参加邵氏职员的罢工行动，处

民报是份双日刊报章，每期出四大
版。第一版和第四版刊登国内外新闻，

境左右为难，思想的矛盾，内心的挣扎，

中间对折的第二版和第三版是副刊，有

后来才知道他曾在1952年9月至1957

国际风云、文艺、民风、工地、大众生活

年8月主持“新报”的工作，兼编新报副

等版，各个副刊是间隔两三期轮流登场

刊“新园”。那是我们在中学念书的年

一次。只有“消闲版”的武侠小说，连载了

代，几位爱好文艺的同学常投稿给新园，

他的辞世，使民报失去最主要的支

金庸的“神雕侠侣”和梁羽生的“散花女

都蒙编者予以发表，这给我们这些文艺

柱，此后看大版的重任就由王如明经理

少年莫大的鼓励，往后都走上文艺创作

挑起，由他负责签OK了。

侠”，那是每期连续刊登的。
报纸每期的副刊都已先行准备好，

的道路。
“新园”是那时期和南洋商报

交给排字房去拾字排版。而新闻版则是

的“文风”以及星洲日报的“晨星”并列

在出版当天由记者现场撰写。我每次下

为本地三个重要文艺副刊之一。没想到

已告心力交瘁，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令人深感痛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民报“二黄”

╱ 文  : 陈国安

两

人同属一个动荡的时代，岁数

“师徒”俩约于上个世纪三、四十

《娱乐报》，版面篇幅一如后来的《新

也相差无几，但人生际遇悬

年代间“小少离家 (中国广东潮汕故

报》与《民报》。50年代初，与友合创

殊，唯一使到两人交集起来的因素似乎

里)”，前后南下新加坡谋生。南来后的

《新报》，报章立场与时并进，报道独

只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师友关系——至

早岁情况无迹可考。战后，
“师尊”黄

特、及时翔实，广受工、商各界与华文

少其中的一位在心底里始终管另一位

科梅进入邵氏机构中文部，在诗人蔡

知识份子欢迎，风行骎骎乎上，也影响

视为引导自己走出愚昧困境，迈向新生

文玄(另署杨堤，柳北岸)属下，与漫画

甚大。1957年《新报》被迫停刊；三、四

之路的师尊。

家马骏、吴莹莹负责邵氏代理的华语

年后即1958／1959年间，壮心未已的黄

片的宣传工作，以田家瑾的笔名撰写

科梅又另与旧雨新交合办新加坡出版

一系列薄册“电影故事”，也兼编一份

社，出版《行动周刊》、
《行动画报》，以

他们 就 是民报 同 仁黄 科 梅 和 黄
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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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份板式与《新报》类似的《民报》三

才在同乡黄科梅一个字一个字耐心的

充当《民报》主编助理，具体的任

日刊。当然随着改朝换代的到来，此时

教导之下，积颗成斗，学有所成，而随着

务是天天驻扎任排字房里，接应各版编

毕竟不同往日，应时又应运而生的《民

眼界与胸怀的逐渐开朗，他终于走上了

辑发来的稿件，再及时交付字房头手检

报》，再也不可能延续《新报》＂敢为天

自己从未想到的以文字谋取稻梁的“不

字，然后安排拼版事宜，看似一来一往

下先＂的老路。

归之路”。这个人生的转折，可以说黄科

稀松平常，但每当截稿时刻，下版在即，

梅既是他的“蒙师”，也是他的“指路

难免也时不时出现紧张的状况。
“状况”

明灯”。南来新加坡后，加入求知社与

之一是：身为小型报章的《民报》赖以为

一干志趣相投又博闻广识的社友相从

争取读者的“卖点”是武侠小说版，特别

过往，或参与社务活动，或聆听讲座，

是其中的金庸的《神雕侠侣》。小说每

更提升了他对现实事态的认识，增进了

天在香港报章连续刊登，
《民报》在港

他的人文素养。大约从上个世纪五十

的专人就第一时间获得，再第一时间传

年代开始，他先后进入小型报章《夜灯

送，并与港报同日刊出，好几次不知何

报》与《民报》担任执行编辑一职，同时

故邮件迟迟不到，而相关的版位则打

也以他耳熟能详的小市民或社会底层

开天窗，迟迟无法下版印刷。十万火急

人物的形形色色生活，写成一系列短篇

的关头，只见黄子山摊开纸张，抓起笔

小说以及中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

杆，奋起直书，大有凭空“补天”之势，

短篇后来辑集为《阴影》一册出版，署

不料隔了一晌半刻，稿件蓦然送到了，

名黄山。

而他自然地就成其不了另一个倪匡。

在新的氛围中活动，重操“旧业”
却又不能应用原有的伎俩运作，黄科
梅“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心态可以
想见。但他终究是一位真实不虚的报
人，只要平台仍在，他即可审时度势、
稳健应对，化解困局与争取方寸的自由
兼及。在风云突变、暗流浮动的年代，
《民报》能够既无“高潮”也无“低潮”
渡过一个又一个有惊无险的年头，他的
操盘之功实不可没。
在《民报》同仁眼中，黄科梅还是
一位博闻广识、嗜书成性的典范。虽然
不是博览群籍，但他对中国诸多史籍、
古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掌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似乎无不耳熟能详，如数家珍。编辑同
仁至今印象犹新的是：每个月定期到他
府上聚会兼聚餐，听他兴高采烈谈古论
今，细说最近的读书、读报心得，兴之
所致，还出示刚刚收到的由香港寄来的
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国文
学史》等书，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只因这
些书籍当时都属“禁书”，进口颇费一番
周章，书痴求之不得。
每月定期到黄府聚会兼聚餐——
前头客厅里《民报》同仁侃侃而谈、笑声
频传，后面厨房间则有司厨烹调美味佳
肴，款待来客，而这位厨艺不凡的司厨
正是黄子山，
《民报》歇业后在密驼路
开设“绿柳＂餐馆的馆主，准备投笔从
“厨”，另辟蹊径，可惜后来事与愿违。
黄子山没有多少学历，但天资不
凡。不善言谈的他经常对人说：他不曾
进过学堂读书，小少时和一般乡童一样
只字不识，胸无点墨，直到十六岁时，

五十年代初期黄子山与求知社旧社友合影。前排左起：叶冠复，陈维新，以今。后排右：黄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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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南洋商报编辑部
新

加坡的华文报业史异常悠久，但也许

新加坡重要的华文报章，最初都是由华社

因为报章涉及意识形态、思想传播、

领袖创立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联合早报》的

威权控制等敏感课题，研究本地华文报业史的
人不多，这方面的出版刊物更犹如凤毛麟角。

╱ 文  : 谢燕燕

前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是福建帮早期重要领袖陈

《联合早报》今年庆祝90周年，早报趁机

嘉庚在1923年独资创办的。《星洲日报》则是

出版《我们的90年－联合早报的前世今生》，

客帮领导人物胡文虎于1929年创刊的。创立于

通过导读方式回望早报（包括前身南洋商报

1967年的《新明日报》，是广东社群成功企业

和星洲日报）过去90年来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

家梁润之与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联手

道与诠释，外加学者撰文、华文报前掌舵人的

创办的。

专访等，算是触及了华文报业的一部分历史。

不管办报动机是提供讯息、开启民智、传

说实在的，就算是新闻工作者，平日也极

承文化、凝聚社群、还是传播政治主张、争取

少去回看报业史，每天只跟随着新鲜新闻事件

人心，又或者纯粹只作商业投资考量，以娱

往前冲。历史的容颜于是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

乐大众为主调，早期华文报与华社关系密不

逝，变得模糊不清。当历史见证者逐一年迈、老

可分。

化、失忆，乃至病逝时，我们也就失去收集、捕
捉和记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了。

建国之后，政府通过报刊及印务馆法令，
重新塑造媒体业的运作与管理权，媒体不再

研究和记录历史在目前这个以消费为导向

由个人或家族操控，目前的报业控股是家挂

的轻浮年代已不再时尚或流行，只有极少数人

牌上市公司，个人拥有的普通股不能超过3％。

还感兴趣，但是，一错失做回顾与记录的时机，
将成为难以弥补的缺憾。
今年五月底，我到台湾出席“亚洲新闻奖

目前的华社领袖，除了是媒体报道对象、
华文报读者或以投资者身份持股外，基本上与
华文报日常运作不再有任何关系。

得主论坛”时，看到台大新闻研究所负责召集
和采访的一本丛书《黑夜中寻找星星》。那是
由台湾17位杰出新闻工作者口述他们走过戒
严时期的记者生命史。
原来台湾也在思索这样的问题，趁一批资
深新闻工作者尚健在，把他们所见证的年代、
经历过的历史场景和最深切的反思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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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里11位编辑主任
《联合早报》今年9月6日庆祝90大寿，是
以陈嘉庚1923年独资创立的《南洋商报》为
源头算起的。
根 据 王慷 鼎在《新加 坡华文 报刊史论
集》，南洋商报原本要在1923年5月发行，但

为了那次研讨会，我粗略翻阅本地华文

因各种原因延至9月6日才创刊，当时印了3000

报历史，很粗浅地回看自己这一行的百年史。

份，每份售价一角，创刊后的实际发行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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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份，由四大张纸，即16页组成，广
告占了一半。
从创刊到日军占领新加坡前夕，南
洋商报前后换了11位编辑主任（相当
于今日的总编辑）。翻阅那段历史，不
难发现早期的编辑主任都很年轻，但

张相时离开后，曾留学法国的贵州

济大萧条陷入困境，南洋商报在这一

人汪颂鲁被升为编辑主任，他主掌报务

年脱离陈嘉庚的掌控，变成有限公司，

的一年半里，刊登了至少600篇文章，是

由李光前出任董事主席，他弟弟李玉荣

最多产的编辑主任。早在1928年左右，

担任总理兼社长。

他就已经呼吁人们放弃元宵节燃放爆
竹的习俗。

蓝碧公离职后，商报把26岁的同安
人邱国材升为编辑主任。邱国材在1932
年11月，从外勤记者升为编辑主任时，

任期不长，几乎都是外来人才，来自中

不过汪颂鲁因为支持星洲日报推广

国不同省份，当中不乏留日或留法的知

华侨体育运动，欲派人参加对方所办的

识分子。

运动会而遭报馆辞退。他第二天登启示

13岁随兄南来的邱国材，曾在道南

第一任编辑主任方怀南的任期尤

说明原委，商报却指他“对新闻常识缺

和华侨中学受教育，后到上海复旦大

其短，从创刊到被辞退才50天。原来南

乏，实才不胜任”，以及“道德行为，未

学和北京中国大学念政治系，毕业后

洋商报1923年9月6日创刊，10月28日便

便宣诸报端”，汪颂鲁为此起诉商报诽

再度南来，并在1929年受聘为商报外

被英殖民地政府下令停刊！陈嘉庚办

谤，不过双方最后庭外和解。

勤记者。

商报已不在陈嘉庚的掌控中了。

报初衷是“不涉政治、无党无派”，但来

汪颂鲁走后，接替他的是一位甘

邱国材是商报二战前任期最长的编

自槟城的方怀南显然没加以配合，以致

地追随者曾圣提。出生书香世家的曾

辑主任，前后在位四年又八个月。1939

被令停刊。

圣提 是 潮 州人，曾就 读 厦门集 美 学

年，他辞职从商，两年后到棉兰担任

校，1922年应聘在道南学校教书，但半

《新中华日报》总经理兼财政。日军入

年后离开。

侵时他在印尼避难，日军投降后回到新

南洋商报于1924年2月1日复刊时，
新任编辑主任是杨治襄，但这名法国留
学生也只是主持了两个月报务便离开。

曾圣提再度来新是1927年，当时加

加坡，先在《华侨日报》当电讯翻译，

第三位编辑主任林独步在商报三

入商报电讯翻译与副刊组。他1930年5

几个月后又回到南洋商报担任经济版

年，算是走得较远的一位，但这名留日

月26日被升为编辑主任时才29岁。不过

编辑，一直到他60岁退休为止，前后在

学生的离职充满疑云，有人说他是被

他在一年又三个月后便递上辞呈，打算

商报32年。

辞退的，但他声称是自己要辞职的。林

到英国深造，却因时局改变想法，与友

邱国材是在1937年6月30日卸下编

独步到商报前，曾和杨治襄打过笔战。

人在槟城创办《电讯新闻》，后来还到

辑主任一职，把位子让给了从星洲日报

印尼任《巴城时报》主编。

跳槽到南洋商报的著名报人傅无闷。

陈嘉庚找来的第四名编辑主任是祖
籍江苏的旧式文人沈职民，但他的任期
也非常短，两个月后便离开。
第五位编辑主任是云南鹤庆人张相
时，曾在北京求学、后到日本留学。张相
时应是从商报复刊时便加入报馆，但是

曾圣提曾于19 25 年 和19 3 2 年两

傅无闷最初的职衔是经理兼编辑主

度到印度追随甘地，战后定居中国天

任，不久后改为董事经理兼编辑主任，

津，1979年受邀到印度从事甘地研究。

但是1941年1月1日，他卸去编辑主任职

他曾在1981年到新加坡探望亲友，隔年

务，职称改为经理兼督印。

年底在印度病逝。

接替傅无闷出任南洋商报第11位

一直到沈职民离开，才于1927年6月13日

曾圣提1931年8月17日递上辞呈

编辑主任的，是当时已赫赫有名的政论

出任编辑主任一职。他在1928年11月28

后，商报编辑主任一职曾悬空近一年，

家、国际问题及国际公法专家胡愈之。

日离职，回上海主持家族企业。

其中有一段日子是由邱国材担任代编

不过胡愈之主持报务才一年又一个月，

辑主任。

便因日军压境，于1942年2月4日与郁达

张相时在商报服务五年，当编辑主
任一年半，他任内商报从罗敏申路28

1932年7月27日，商报迎来了第八

号的一间店面，扩大到隔邻27号。1928

位编辑主任蓝碧公，但这名原本在南

年，市政府重编门牌号码，商报的地址

洋女中当教务主任的湖北人，只留了三

变成罗敏申路54号至56号。

个月便离开。陈嘉庚的生意当时已因经

夫等人逃到印尼避难。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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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郑和天道取代孙子兵法，成为做
人做事的导向，会为这个硝烟弥漫的
世界，带来一线和平新气息。

生的第三代移民。三岁时，跟随父母迁居至彭
亨的小镇直凉。稍一懂事，就经受了日军铁蹄
的蹂躏！他无法忘记，一次听闻日本鬼子要进
村，他们一家大小连夜仓惶躲进稻田里，妈妈

╱ 文  : 辛

羽

头

发斑白，穿著简朴，加上亲切的笑容，
温婉的语气，站在面前活脱脱的是位

老师。确实，在他78年的生命历程中，教学生涯
曾是聚焦他半生忧患的一页。可谁又知道，他
竟是名副其实的创业者与企业总裁！
“我能够成功地改行从商，原因就是我用
的是‘郑和天道’，不是孙子兵法。”听来有似
他的“夫子自道”，或许也是他身为新加坡国际
郑和学会会长，以及马六甲郑和文化馆馆长的
一番人生体悟。

抱着弟弟，六七岁的他抱着三岁的妹妹。在水
稻田中，水深及他的胸，当他们从恐惧的阴影
中走出来时，却发觉他怀里的妹妹，已经没有
了呼吸！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跟随母亲割树
胶，种木薯，有时也去撂荒的棕油园捡油棕籽
来充饥。一边也跟着叔叔读书，没有课本没有
簿子，就在沙地上一笔一划的认字习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们一家重返新加
坡。他终于有机会进入学堂念书，几度搬迁使
他先后读过联华、正华、树群华文小学。因为

跌宕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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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拖欠学费，常常要在月末交费时逃课。

日本南侵前的1936年，陈达生出生于新加

1951年他就读华中，赶上了风云激荡的年

坡。祖父是来自福建安溪的茶商，他是本土出

代，反殖民，争民主，他像许多怀抱理想的年

轻人一样，走在学运的行列里。这一番

聘请，只好四处奔波教补习。虽然过后

少是珍贵的版本。后来，一所澳洲大学

初涉人世的历练，既带给他日后职场生

终于进入义安学院和南大任职，也在国

的图书馆，需要大量的印尼文书籍，我

涯的坎坷磨难，也催发他百折不挠地开

立东南亚研究院当研究员，陈达生心里

就把全部的藏书，以二万新元转让给他

拓前行的道路。

明白那并不是适合自己久留之地，有感

们。这也就是我第一笔生意的本钱。”

1 9 57年他 进 入南洋大学 读 地 理
系。60年毕业后，获得印尼政府奖学
金到雅加达印尼国立大学深造，专攻印
度尼西亚语文与历史研究。
1965年9月28日，他刚拿到硕士及副
博士的毕业证书，三天后印尼发生“九

怀才不遇，只好另找天地。

打开另一扇门

为什么选择做打井生意？原来他在
印尼读书时见过别人打井，而新加坡缺
水，他认为这是个商机，没想到新加坡

陈达生决定从商，做的第一宗生意

土质比印尼坚硬，买来的器材打不出水

是打井。他说：
“今天说从商是‘下海’，

来。后来从香港获得一位北大工程系毕

我当年却是‘跳海’！”

业生的协助，从地摊上采购许多越南战
场遗下的各类器械零件，自己重新装置

卅政变”！苏哈多在全国进行反共反华

他靠两万元创业，说起那两万元，

大清洗，并导致大批华人被处决。身在

他对先贤李光前心怀感激。当他还在印

雅加达的陈达生，亲眼目睹坦克入城，

尼留学时，碰上印尼钱币大贬值，他们那

过后他经朋友介绍，进入桥梁建

周遭风声鹤唳，危机四伏！所幸他与廖

份原来可供维持基本生活的奖学金，贬

筑、石油钻井工程、造船以及其他投资

裕芳两人，作为公派留学生，在印尼教

得所剩无几，眼看学业无法继续下去。

项目。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终于造就今

育部安排下，特准搭乘一架从印尼飞

新加坡驻印尼的官员建议他们向李光前

天Utraco Group（团诚合集团）企业的

往香港的飞机，中途让两人下机安然回

先生求助。果然，过后李氏基金就让他

基础与规模。

返新加坡。

们按月从银行领取固定的生活费，一直

“当年可说是背水一战！我把藏书

陈达生毕业回国时，政治局势与他

到完成学业。他说：
“我很节省，除了日

都卖了，就是破釜沉舟。这样就能全心

前往印尼升学时大不相同。由于早年学

常开销，还能在雅加达的书店和地摊，

投入生意上去。”他说，他读的是史地，

运的背景，他不能如愿接受南洋大学的

选购各种印尼文、马来文书籍，其中不

是语言文化，但他在商场上从事的却都

投入生产，业务才慢慢有起色。

Keeping The Cheng Ho Spirit Alive
T

an Ta Sen was born in Singapore in
1936, the third-generation of an
immigrant family. He emigrated to Pahang
with his parents when he was three and
settled in a small town called Triang. As a
young bo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an tapped rubber trees at the plantations
with his mother, grew tapioca and sometimes
scavenged for palm seeds at the palm tree
plantations to keep his family from starving.
When the Japanese surrendered after the war
in 1945, he relocated to Singapore with his
family. Although he had the chance to attend
primary school, his family was so poor they
could not cough up the school fees. As a result,
Tan often had to stay away from school when
it was time to pay the fees at the end of every

month. In 1951, when Tan was in Hwa Chong,
he was swept up in the tide of social changes
and unrest. Like his idealistic peers, Tan got
involved in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1957,
he enrolled in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Upon his graduation
in 1960, Tan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b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further his
studies at Jakarta’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where he majored in Bahasa Indonesia and
history studies.
When Tan Ta Sen returned to Singapore,
his past caught up with him. As a result of
his involvement in the student movement,
he could not get employment at Nanyang
University as he had anticipated, and had to
resort to giving tuitions to make ends meet.

By Xin Yu

Although he was eventually able to teach in
Ngee Ann Secondary School and Nanyang
University, and even became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an knew
in his heart of hearts he would not stay long
in those places.
Tan Ta Sen ultimately made his career switch
and ventured into the business of welldigging. He had first seen well-digging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Indonesia. He thought he
had seen a business opportunity there since
Singapore had a shortage of water supply,
but alas, things again did not turn out as he
had planned. Singapore’s ground was much
harder than Indonesia’s and the equipment
he had bought just could not make the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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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所熟悉的专业领域。但凭着边做

么？”他思考了好久，说：
“还是（人生

地早期社会闻人陈金声的祖屋，立即

边学、务实诚信的精神，他的生意很快

的）后半段，做郑和的事。”

租下来发展。他把这栋老建筑，按原样

得到长足的发展。

郑和精神的宣道者

2010年6月26日，他撰写的博士论文
《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一书，在吉隆

装修，建成富礼酒店，开始迈向文化产
业的第一步。

坡以马来文、英文和中文出版。他以翔

2003年，他又买下邻近一栋老屋。

陈达生坦言：
“细胞里到底还是个

实的历史材料，加强了东南亚地区回教

装修过程发现许多碎瓷片，考究后始

文化人，赚到钱以后，就会想对文化事

传播的中国渊源论，把郑和下西洋置

知这正是当年郑和在马六甲设的“官

业做些贡献。”

于更广阔的文化交流视野加以考察。

厂”（仓库）所在地。自此，他对郑和的

说陈达生是郑和精神的宣道者，

今天，陈达生是新加坡国际郑和

相信不会有人有异议。上网搜索“陈达

学会会长，以及马六甲郑和文化馆馆

生”，人们发现他的大部分活动都与郑

长。然而他与马六甲，与郑和的缘分却

和研究相关。一次，有采访者问他：
“现

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

在回过头看以前的路，想的最多的是什

他作为成功的商人，在马六甲看到本

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多年潜心钻研，使
他成为海外研究郑和的著名学者。2006
年，就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他在
那栋房子设立了郑和文化馆。
在研究郑和的过程中，陈达生发现
郑和船队的管理模式对于经商颇有借
鉴意义，也与他一路来秉持的经商理念
和经验不谋而合。他把郑和的管理思想
概括为“郑和天道”。认为“郑和下西洋
的经商方式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表现
在厚往薄来与重义轻利（经济）。”他也
认为，以郑和天道取代孙子兵法，成为
做人做事的导向，
“会为这个硝烟弥漫
的世界，带来一线和平新气息。”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马六甲郑和文化馆

Ultimately, with the help of his friends, Tan
purchased several types of machine spare
parts left from the Vietnam War, and with
those, he modified his equipment and saw
some improvement in his business.
Tan Ta Sen eventually went into the business
of bridge-building, oil-rigging, ship-building
and other venture investment which paved
ways to what becomes the Utraco Group
today.
In the Eighties, Tan leased early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 Tan Kim Seng’s ancestral
home in Malacca. He painstakingly preserved
and renovated it into the Hotel Puri Melaka.
The heritage hotel project marked his first
foray into the business of cultur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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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3, he bought another old house nearby.
Much to his surprise, many broken porcelains
were discovered during the renovation and
upon closer investigation, these broken pieces
reveal a startling bigger picture.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 site was actually
the “Guan Chang” or Official Factory set up
in Malacca by Admiral Cheng Ho (Zheng He)
when his fleet visited Southeast Asia. The
unexpected discovery sparked Tan’s lifelong
fascination with Cheng Ho. After years of
research and studies, Tan went on to become
an authoritative scholar on Cheng Ho outside
of China. In 2006. 600 years after Cheng Ho’s
voyage to the Western Sea, Tan Ta Sen turned
the site into a Cheng Ho Cultural Centre to
commemorate his legendary voyage.

On 26 June, 2010, Tan Ta Sen wrote his highly
lauded and anticipated doctoral thesis “ Cheng
Ho And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He published
his book in Chinese, Malay and English in
Kuala Lumpur. Based on exhaustiv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ources, Tan strengthens the
argument of China’s role in the spread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and studies Cheng
Ho’s voyages in the greater context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ntact. Today, Tan Ta Sen, or
rather Dr. Tan Ta Sen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Zheng He (Cheng Ho)
Socie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Malacca Cheng
Ho Cultural Centre.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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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传承 乡情浓郁

采访南安会馆主席陈奕福

筑，当年还是由林谋盛的父亲林路承建的，是
本地南安人的信仰寄托所在，也是南安会馆的
镇馆之宝。凤山寺于1978年被国家古迹保存局
列为受保留的古迹，但历经百年风雨，白蚁的蛀
蚀使古庙的落架大修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陈奕福追忆，修庙首要解决经费问题，整
个工程花费了三百万元。除了李氏基金捐献一
百万，政府资助三万，其余都依靠南安会馆
同仁群策群力去筹集，而几位负责人更是功
不可没！
他说：
“整个策划进行了2，3年，就是一直
没推动，拿督林金聪是本地著名建筑家，他一
上任，看了策划书之后，就有了一套清晰的思
路，立刻率团到泉州，把承包商敲定，返新后

对
╱ 文  : 洪天发

本地华社，陈奕福也许还是新鲜的名

马上就动工，重修工作才得以展开。吴一贤自

字；但对南安会馆，他却不算是新面

2005年开始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筑专家

孔。2005年他开始参加会馆工作；2006年会馆

接触，从勘察、筹划到设计，费了不少时间与心

筹办80周年庆典五千人晚宴，他担任筹委会的

血。而李国金负责筹第一笔款项九十多万也很

秘书长，落实大小事务，使庆典圆满落幕；2008

关键。其他热心人士如已故郭敬通及其家族成

年，当时任南安会馆主席的林金聪先生健康欠

员，黄一雄家族在幕后鼎立支持，做出重要贡

佳，他接任代主席，成为南安会馆史上最年轻

献。加上许多热心人士慷慨解囊，使得重修工

的会长。他一头栽进南安会馆的各项具体工

作顺利进行。因为我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

作，尤其是百年寺庙凤山寺的重修。

同中国承包商的联系工作由我负责。修庙的材
料都从中国运来，如果承包商开天价，我们就

百年风雨凤山寺

自己去办，木材、瓦片等就来了八个集装箱。”

凤山寺始建于1836年，由梁壬癸先贤创建

凤山寺的重修，费时近五年，终于在2010

于丹绒巴葛的华利路，1913年迁至现今的地

年初竣工。随后在1月23日举行神明晋寺升座

点——穆罕默德苏丹路。这座传统风格的古建

仪式，重新向公众开放。并于当年9月1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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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亚太文化资产
保存奖项的卓越奖。

“要点火，要有烟，才能香火
相传。”
这位年轻的主席，没有殷实的家族
背景，称不上财雄势大。他父亲在沦陷
时期从笨珍移居本地，由叔叔抚养长
大。父亲十一岁开始替人盖房子、修门
户、建鸡寮，直到1980年搬进组屋后,
改当大卡车司机，近20年才退休，辛
苦养育了他们兄弟姐妹五人。读小学
时从静山转到爱同，中学读博理，在义
安工艺学院毕业后，就出来做保险经
纪。1998年成立远泰燃料贸易公司，主
要从事各种燃料和石油产品的零售和
贸易。近年来，也扩展业务，投资海洋
环保这一领域，提供海洋废污处理，港
口及船舶排污净化，以及港务海事咨询
等一站式服务。2006年成立海事物流公
司，提供船舶管理服务。

为了业务需要，他几乎每个月都进

他花了几个小时全村走了一圈。老叔公

出中国。然而，对崛起的神州大地，他

交代他一定要在村里煮一壶水，煮到水

联系的不仅仅是商业贸易，更叫他牵挂

滚了，看到那个烟冒出来了，喝一口水才

的是他在祖籍地——福建南安的几个

可以离开。根据老人家的想法，要点火，

慈善公益项目。

要有烟，才能香火相传。在老家的祠堂，

作为怡和轩年轻的会员，他在怡和

他也第一次见到祖父的照片——“哎

轩的推荐下，今年5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

哟！非常惊讶，怎么我长得跟他这么像！

的 “第九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

这给我触动很大，自然就会想，我的祖

活动。参与的有74个国家，五六百人。在

先是从这边出来的。”

新加坡十个代表中，他是少数土生土长
的成员。这个活动让他获益不少，同时

三叔公的影响和启发

带回来几份来自故乡的荣誉证书。一

陈奕福口中的老叔公，就是被廖承

份是福建省人民政府颁给的捐赠公益

志誉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陈水

事业突出贡献奖，给予那些三年里捐

俊先生。老先生1919年出生，18岁时南

献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人士；另一份是

来，曾在东南亚几个国家辗转谋生。他

他被推选为第二届世界泉州青年联谊

是陈嘉庚的崇拜者，对陈嘉庚倾资兴

会理事长的证书；还有一份是担任首届

学的精神十分感佩，并以实际行动追

泉州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的证书。

随。1978年他创建了振兴中华教育基

陈奕福1996年跟随老叔公探访祖籍
鹏峰村的故居，老叔公给他一张地图，

金会，三十余年间，把毕生大部分财产
都用来兴教办学。

New Kid in the Clan

Tan Aik Hock , Singapore Lam Ann Association's Youngest Chairman
By Ang Tiam Huat

T

an Aik Hock, born in 1969, was under
40 when he joined Singapore Lam
Ann Association in 2005. The next year, when
the association hosted its 80th anniversary
dinner banquet attended by some five
thousand guests, Tan took on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secretary-general
and saw to the success of the celebration.
He became Lam Ann’s chairman in 2008,
the association’s youngest, and passionately
delves into the running of the clan association.
His most notable task be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177-year-old temple, Hong San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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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San See was built in 1836, and originally
stood on Mount Wallich in Tanjong Pagar.
Today it has relocated to Mohamed Sultan
Road. Hong San See, which means the
“Temple on Phoenix Hill” has been gazetted
for conservation by 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 (PMB) in 1978. After
weathering the element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battling a series of termite
onslaughts, the temple is in dire need of major
renovation. The rebuilding took more than 5
years and a estimated cost of 3 million dollars.
In 2011, the new Hong San See reopened its

door to worshippers and visitors and won the
Award of Excellence for the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Tan Aik Hock commended his
association counterparts for their sponsorship
and support, in particular Dato Lim Kim Chong,
Mr Patrick Goh and Mr Ng Eet Hiong.
*Tan Aik Hock studied at Cheng San School
before he transferred to Ai Tong School. He
went to Balestier Hill Secondary School and
subsequently completed his studies at Ngee
Ann Polytechnic. He started working soon

怡
和
风
采

去年陈水俊老先生以93高寿谢世，

玉”。
“那是旧庙的一道墙，用百多年前

保存奖项的卓越奖，除了肯定我们‘修

把家乡的许多文教公益项目交由陈奕

的‘牛踏砖’砌成。我们仔细清理后，

旧如旧’的施工原则，我们筹款的方式

福接手处理。现在陈奕福在中国担任

把它装在盒子里，当成纪念品，送给捐

也是他们很重视的。”

的主要职务有：福建诗山鹏峰福利基

赠五千元以上的人收藏，一晚上就筹了

金会会长、南安慈善总会永久名誉会

几十万。这就是‘就地取材，抛砖引玉’

长、诗山中学名誉董事长、南安鹏峰中

的意思。因为‘砖’就是‘赚’，大家都

学名誉董事长、南安鹏峰郎裔基金会

喜欢！我们的口号：
‘忠诚感谢，福满人

副董事长等。

间’，第一个字用的就是我们南安人最

这些职务与他在本地担任的南安会

香火传承，细水长流。一种正面的、
积极的文化精神的延续，不仅会受褒
扬，受嘉奖，体现在乡情浓郁的会馆年
轻的接班人身上，更叫人们看到民间社
团的活力与希望。

崇敬的广泽尊王郭忠福的名字。”

馆常务主席、福建会馆副财政、宗乡总

他接着说：
“凤山寺重修后，能获

会理事、新加坡擎青学校赞助人等交相

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亚太文化资产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辉映，既复杂，也单纯；既镌刻着历史的
印迹，也体现了先贤精神的延续。而他
在2011年组织的“携子寻根南安游”，
136人寻根之旅，老少同行，不但圆了南
安乡亲返乡问祖的梦想，也成功搭建了
会馆与祖居地的交往平台。

“就地取材，抛砖引玉”
陈奕福谈起在重修凤山寺时，他
为筹款而策划的一个点子：
“抛砖引

after his graduation. Hi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nsures his success in society. in 1998, he
founded Yuantai Fuel Trading Pte Ltd which
primarily deals in trading and retail of fuel
and petrochemical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he expanded in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ector, and invested in facilities
that provide a one-stop service in marine
waste treatment, cleaning of harbour and
boats, as well as maritime consultancy. In
2006, he founded a maritime logistic company
specialising in ship management.

vast amount of money he donated to set up
schools and followed suit. In 1996, Tan Aik
Hock accompanied his charitable granduncle
to their ancestral Peng Feng village in China
and was moved by what he had witnessed
there. When the granduncle passed away,
Tan Aik Hock gamely took over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egacy he had left behind at
their ancestral hometown. Today, he assumes
important roles in his ancestral hometown’s
welfare foundations,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and schools.

One of Aik Hock’s granduncles was an admirer
of the lat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 Tan
Kah Kee. He especially respected Tan for the

Under Ee Hoe Hean’s recommendation, Aik
Hock took part in the “9th World Outstanding
Chinese Youth Forum” held in Beijing. He

also brought back some honorary certificates
from his home town. The baton bearing his
ancestors’ spirit is now firmly in his hands. Like
his socially conscious ancestors, he assumes
significant community leadership positions
both here and in his hometown. The many
hats this active community leader wears
include: Chairman of Lam Ann Association’s
Standing Committee, Vice Treasurer of Hokkien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of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and
patron of the Singapore Kheng Cheng School,
just to name a few.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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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英文教育者走进怡和轩
区振明展望温馨社会
╱ 文  :

何沁光
郑钧如

近

年来怡和轩吸收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

害，可能得几十年后才发觉。”他认为在现实社

会员，区振明是其中一位。

会里工程师所得到的回报与他们所受的训练，

1954年，区振明出生在新加坡社会开始大
变革的年代。父亲是太极拳师傅，母亲为贤德

及所负的责任相去太远，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
放弃自己的专业，寻找机会另辟天地的原因。

的传统主妇。他上有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

早期的房地产业不像90年代后期以来那么

个平凡的家庭在圣迈克道的一间三房式组屋

一帆风顺，几回的周期性逆境导致不少发展商

生活了30年。

血本无归。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

少年时代的区振明顽皮好玩，热衷于足球、
钓鱼等户外活动。他在原来位于惹兰勿刹的维
多利亚英校求学的时候，是个念文科的学生，
功课差强人意。过后进入新加坡工艺学院攻
读工业技术员训练课程，两年后应招履行国民
服役，在伙食储存部门服务。

放弃专业 另创天地
学业成绩虽然不突出，区振明从小接受母
亲的教诲，懂得父辈何以为贫所困，又如何胼

经济亟待发展，区振明看到了前途。他和好友
组织了建筑公司，小本经营，进入房地产业打
拼。他们最初的尝试是在罗央地带的两个发
展项目，接下来越做越大，项目也越来越多。
今天的区振明成功跻身于“精品产业发展商”
（Boutique Developer）的行列，但是在接受
《怡和世纪》访问时，他不愿多谈个人事业方
面的成就。他说自己没有成功的秘方，一切靠
的是时机与眼光，他亦强调“我成长和创业的
过程正是新加坡稳步建国与发展的时期，我
是新加坡繁荣的受益者”。

手胝足养育儿女。他及时奋发图强，立志要在
有生之年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在两年服役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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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要有温情

他半工报读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土木工程课程，

区振明位于荷兰路住家的园地，有七、八

同时向一位青梅竹马的好友补习数学，为升学

辆豪华汽车并列排着，不过一进门他就急着向

做好准备。服役期满，他负笈苏格兰格拉士高

我们解释，
“我一向喜欢车，那是我的嗜好。我

(Glasgow)的斯克拉斯特莱大学（University of

没有特意追求其它物质生活的享受，我知道那

Strathclyde），取得了土木工程学位。

并不能代表人生的全部。”

走进专业行列不久，区振明与一位行内的

区振明一家人是小贩中心的常客，也有来

深交创立自己的工程服务公司。除了建筑行业，

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朋友。他不把自己归类为社

他们也为石油与天然气行业提供服务。区振明

会精英，并再三强调自己不过是个“好政府、好

对于自己专业的那份执着，时时提醒自己身负

政策、好经济”的受益者。他很同意最近国务

重任，他说，
“工程师的责任不随一个工程的

资政吴作栋说的话“精英主义与任人唯贤的

完成而结束，你那一分一毫的失算所造成的祸

制度要有温情”。区振明指出，在一个适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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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on Victor Ow
A

n u m b er o f E n g l i sh - e d u cat e d
individuals have in recent years
joined Ee Hoe Hean as members. Among them
is Victor Ow.
Victor was born in 1954, the year when
the then Colony of Singapore was about
to undergo historic changes politically and
socially. Victor’s father was the family’s sole
bread earner teaching tai chi as a profession,
while his mother looked after the family.
Theirs was an ordinary family who lived in a
3-room HDB flat at St. Michael’s estate for
close to 30 years.
As a schoolboy Victor was carefree, with avid
interest in soccer, fishing and other outdoor
activities. He was an Arts student in Victoria
School which was then situated at Jalan
Besar. After GCE “O” Levels, he was admitted
into Singapore Polytechnic for a 2-year
Industrial Technician Certificate Course. Upon
graduation he was conscripted into National

By Ho Sum Kwong
Zheng Junru

Service and served as a Ration Storeman for
two years.

Pie factory to earn money to pay for his final
year fees at the University.

Victor was not a promising student
academically then. But the constant
edification by his mother on traditional
values made him realize why his parents had
worked very hard to survive poverty and toiled
arduously to bring up the children. Victor was
determined that he would one day provide his
parents with a better life. While serving his
National Service, Victor studied part-time for
a Diploma Course in Civil Engineering with
Singapore Polytechnic. At the same time
he took vigorous tuition on mathematics
from a childhood friend 3 times a week for
6 months. After leaving National Service,
Victor enrolled into Strathclyde University
in Glasgow, Scotland for a degree course in
Civil Engineering which he completed after 2
years. During his third year summer vacations,
he worked night shift (10pm – 6 am) in a Pork

Victor started work as an employee at an
engineering firm, but soon left to set up
his own firm together with one of his close
friends. The firm focused on civil engineering
work in building projects and also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Victor was constantly
reminded of his obligations as a professional
engine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n engineer
do not end upon completion of a building.
Sometimes it takes years before you come
to realize how much damage one of your
miscalculations could have caused.” He felt
that the remuneration of an engineer was
not commensurate with his training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he has to shoulder. He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this profession and decided
to explore greener pastur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 the 70s and the
80s was not as smooth sailing as in the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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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社会里一定会有失败者，成功的人

悠久的历史，有这么多令人尊敬的先驱

望有更多受英文教育的人士接近怡和

应该要有同情心。他说政府有足够的资

人物。这些先贤本身都是不同年代的

轩，让更多的人懂得这段历史。

源，可以为不幸的一群做得更多；政府

成功人士，但是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利

也应该鼓励或引导成功的一群承担更

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功不可没。他希

作者何沁光为怡和轩副总务
郑钧如为本刊责任编辑

多社会责任，他常做慈善，随时准备履
行应尽的义务。
访谈过程中，区振明重复强调做人
应该要有同情心。他的家庭背景、人生
经历、教会与朋友给予他的影响，使他
深深感受到人间不能没有温情。他们
一家人长期和父母亲住在一起，也把
年迈的岳父与岳母接过来同住。他说
服侍老人家不仅是尽责任而已，那是
一种福气。
区振明有几个挚友是怡和轩的会
员，通过他们的介绍，他也在最近加
入。他说他想不到怡和轩原来有这么
区振明（左三）与新近参加怡和轩的朋友（右起白福添、何沁光、吴亚发；左一周家萌）

years. There were a few cyclical downturns
which brought down a number of housing
developers. However, Victor did not lose sight
of the fact that Singapore being a newly
born nation its economy will grow steadily .
He saw the opportunity and teamed up with
his friends to form a construction firm and
venture into property development.
His first project was a town-house
development at Loyang which was followed
by another landed housing development in the
same area. Both turned out to be successful
and profitable. From then, one success leads
to another continuously. Victor is now a
renowned boutique housing developer in
Singapore. Victor declined to dwell on his
business operations or his achievements
during our interview, saying that he has no
secret recipe for success as much depended
on opportunity, foresight and the grace
of God . ” The growth of my business
coincides with the pace and momentum of
our nation-buil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 am the resultant beneficiary of Singapore’s
prosperity.”
When one enters Victor’s residence at Holland
road, attention will surely focus on a flee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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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ious cars nicely parked at his front yard.
Victor was quick to explain, “I love cars and
that have been my hobby since childhood. I
always reward myself with a prized car after
every successful project. The reward is like
having a medal after a race together with all
the hard work. I am not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satisfaction alone. I
know that is not what life is all about.”
Victor and members of his family frequent
hawkers’ centres. They interact freely with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e does not
consider himself elite, stressing that he is
the beneficiary of “a good government, good
policies, and growing economy”. He agrees
with Emeritus Mentor Goh Chok Tong’s view
that meritocracy and elitism must come with
compassion. He says that in a society where
only the fittest survive there will be losers, and
the successful must be compassionate enough
to help those who could not make it. In his
view the Government has adequate resources
to do more to help the needy .It should also
encourage and influence the successful people
to do more. Victor i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charity and will always be prepared to help
the needy and destitute.

In the course of our interview Victor kept
repeating the need for compassion. By reason
of his family background,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influence church life and friends
brought upon him, Victor feels that ours would
be a much better place to live if people could
show more sincere love and compassion. For
quite a long time his family, his parents and
his parents-in-law have been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Looking after the 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obligation, it
is a blessing.”
Through recommendation by his friends in
Ee Hoe Hean, Victor joined the Club recently.
He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e Club has
such a long history with pioneers who were
all successful and well respected personalities
at different times. These pioneers placed
national interests above their own selv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Singapore. Victor hopes
that more English-educated people would get
to know this part of our history.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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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周维介

坡

从一册油印歌本说起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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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本仍未褪色的粉红封面歌本，我读

日和书法家林书香侃大山，在往事中

出半世纪前一代人的亮丽心情、看到一部电

捡拾流逝的若干生活碎片。他近日正

影对社会引发的强力共鸣、感受到物质欠丰

联系好友，打听是否仍存有半世纪前伙伴们日

的年头，动力如何驱使人们追求心中美好的

夜赶工编印的一本歌书。两周后，吾友来电，

事物、回忆电视尚未面市的年代，简朴的事物

想给我看看有趣的东西。一小时后他上门，小

如何告慰人们内心的波澜……我来了兴致，追

心翼翼从信封里抽出一本册子，塑料袋包着，崭

问这本粉红歌书产生的过程，若干天后，总算

新的，50年前油印的《刘三姐》歌本——油印，

拼凑出一幅纯朴的图景——那年，1962，电影

一种消失的简便印刷方式，把文字手书或打在

《刘三姐》在新加坡放映，造成不是一般的

蜡纸上，再用油墨印刷。影印时髦以后，今天30

轰动，片中大量山歌释放了人们丰盛的情感，

岁以下的一代，多半与它悭缘一面。

绕梁，何止三日。那时，爱同校友会一帮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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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遗失的记忆，我决定尝试拨
沙剔土，把这部影片在新加坡造成的

《刘三姐》有何吸睛魅力？对今日的
年轻一代，一则民间传说，以山歌对斗为
轴，演示乡民与地主抗争的古老故事，竟
能在人们的情感海洋里掀起滔天巨浪，
是不可思议的事。

轰动效应立体化。我回到失联近三十
年的报章故纸堆中去，做一次怀旧情
感的探险。
《刘三姐》有何吸睛魅力？对今日
的年轻一代，一则民间传说，以山歌对
斗为轴，演示乡民与地主抗争的古老故
事，竟能在人们的情感海洋里掀起滔天
巨浪，是不可思议的事。那些山野歌调，
或许与西化一代的旋律胃口不合拍，他
们对原称 “刘三妹”、
“刘三奶”、
“刘

感染了山歌的力量，决定把戏里所有的

那天，除了歌本，朋友也给我过目

三姥”、
“刘三太”，最后定名为“刘三

山歌整理成册，油印分发，让朋友共享

一张照片。照片，原是画，画中人是扮

姐”的歌仙，肯定印象全无，那就别提

传唱。于是，一组人分了工，非校友也

演刘三姐的黄婉秋，乃书香当年信手

影片拍摄中途，剧作家田汉建议，改由

加入行列。有人与戏院熟稔，征得负责

完成的炭笔素描。画稿已经遗失，他手

原本饰演配角舟妹的黄婉秋主演刘三

人同意后，傅亚成携带录音机进了电

存的这张，是根据原画冲洗出的照片，

姐的末枝细节了。

影院，录下山歌，回来，音乐造诣深厚

及时见证了年轻岁月如何燃烧着影艺催

的李才茂与黄志忠联手把简谱和歌词

化的热情。面对友人带来的歌本画像，

妥当整理，青少岁月便在书坛崭露头角

时空胶卷缓缓交错回放，在我脑海盘

在那个意识形态风起云涌的年代，

的林书香刻写蜡纸，再送往油印——这

旋数日，与乐龄友辈闲聊《刘三姐》，

中国影片进入本地受到若干限制。我脑

是少年十五二十时的心情写照——歌书

大家只记得影片轰动一时，却无法再做

中浮现了一大疑问，究竟是谁，有能耐

的封底，清晰地写着“非卖品”，显然只

具体描述。岁月走失，人们曾经的一腔

在那时代把这部山歌大片张罗到南洋

为推广，不为牟利。反复翻阅油印歌本，

饱满情绪几乎淘尽，剩余丁点笼统模

小岛，造成如此的轰动效应？翻查资料

从端正细致的字体，封面刘三姐戴斗笠

糊的说词——《刘三姐》何年上演，映

多日，我拾得黄婉秋的一段回忆：

的标准大头画像，我复习着那年穷里追

期多长，实在无法一一说清。一切，都

求的不懈干劲。

在状况外。

谁让《刘三姐》南来唱山歌

“1980年，新加坡有一位马先生几
乎倾尽家财，从香港联谊公司买了一个
《刘三姐》的电影拷贝，这对于他来说
几乎是赌博……1998年，老先生病危，
他儿子是一位麻醉医生，知道我正好
在新加坡，就找到我，让去看看他爸爸，
我去了，此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病入膏肓
了……据说就在黄婉秋离开20分钟后，
马先生就撒手人寰了。”（北京娱乐信
报2005年3月19日）
我把上述信息向资深文化人杨善才
与陈昌明复述，他们的第一个反应，认
为“马先生”或许就是本地影艺及漫画
界的马骏先生，七十年代他在综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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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香绘于60年代

担任电影广告经理。据知，马骏的儿子，
正是一名医生。

王如明（民报创办人之一）于60年代

线索，我还是请教了引进《刘三姐》的

初与黄科梅（民报首任总编辑）、何真民

王如明。王老年庚82，南洋大学第一届

（时任星洲日报电讯主任）办过中国电

毕业生，那天，他带来一大册《民报》合

影到新加坡放映，包括颇受时人欢迎

订本，坐在茶餐厅里侃聊半世纪前的青

的《女篮五号》，
《刘三姐》正是由他们

壮岁月，往事并不如烟，但他坦诚相告，

注册的“新世纪”公司获得专映权，再

并没留意到南洋商报缺了《刘三姐》电

交何启荣家族的光艺公司发行。在这

影广告的现象。

之前，据说曾有大片商提出申请，但未
倘若购得《刘三姐》拷贝的是马
骏，那黄婉秋忆述的两个年代或许值
得斟酌。文中记录，马先生是1980年买

获批文。新世纪诸君得政治人物助力，
最终取得限时播映权，让《刘三姐》的
歌声就此走蹿千家万户。

的拷贝，但《刘三姐》首映于1962，它第
二回播映，是1978年，而非1980。文中
提到黄婉秋于1998年来新探望过马先
生，但那年她是应邀到马来西亚出席
世界客家人大会。若说的是马骏，黄婉
秋倒是在1986年来过新加坡参演，而
根据本地资料记载，马骏辞世于1986
年。

电影广告泄漏的小秘密
凭借记忆，我原先假设《刘三姐》
在新加坡上演是1962年初的事。面对
国家图书馆屏幕上的旧报刊，我顺序从
《南洋商报》下手，却手运不济，翻查了
9个月的电影广告，始终杳无踪迹。纳闷
之余，改查星洲，很快便在那年7月份

我查阅了原始资料，那个年代也有
其他中国影片在《南洋商报》刊登电影
广告，因此很难将此事和意识形态扯
上关系。也许，当时电影广告的安排事
宜，王老没插手；也许，负责此事的是
在星洲日报工作的伙伴何真民，登了星
洲，就免了南洋；也许，真是为了节省开
销的缘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1962
年《南洋商报》没刊登《刘三姐》电影广
告的现象，只能是个罗生门了。然而，16
载星移斗转，1978年当《刘三姐》回巢
重映时，
《南洋商报》便有了该片放映

如果马骏洽购的是1978年放映的

的广告中觅得《刘三姐》的身影。一部

《刘三姐》播映权，那1962年的拷贝，又

社会狂热追捧的电影，为何只见《星

是由谁带到新加坡？谈话中陈昌明透露

洲》，不见《南洋》？我 反 复 对查二

了一丝线索，他听说60年代初有一组文

报，终 于 确 定，光艺 机 构 虽 然 天 天

化人得到本土政界人物支持，进口颇受

在 星 洲 和 南 洋 刊 登电 影广告，内 容

南洋商报没有刊登《刘三姐》电影

欢迎的中国影片，但他不知具体情况。

大致相同，但当《刘三姐》在甲戏院

广告的现象，让我联想到这部影片播

8月2日下午，我到大坡怡和轩聆听

上 映 时，南 洋 商 报电 影广告 都 没有

映时，新加坡社会的政治生态。噢，那

卓南生博士开讲日本修宪课题，会前遇

甲戏 院的 戏目，比如，《刘三姐》在

是个自治邦的半自主状态，英殖民地

林清如先生，他热情拉我到办公室，怡

曼 舞罗 戏 院 放 映 的 那 段日子，南洋

宗主仍主导着小岛的内政，英文的社

和轩诸公都在会客室里，交谈甚欢，清

商 报 便 没有曼 舞罗的 放 映 信 息，等

会地位至高无上，但受华文教育背景

如先生问起刘三姐一文的撰写进度，

《刘三姐》自曼舞罗下片，该戏院的戏目

的人群却占着大比数，反殖民统治是当

我告知遇上了困扰却无法解惑——当

又在广告中重现。

下社会的主流思想，争取职工更大的权

的广告信息。

《刘三姐》上映时的社会氛围

益是极为普遍的诉求，因而工潮活跃，

年究竟是哪路神仙，把《刘三姐》引进

南洋商报不见《刘三姐》电影广告

新加坡？王如明学长坐在一旁淡然回

的现象，意外成了我入题所遇的一个

答：是我。听着，有惊喜，多日查询仍无

疑惑。那是片商的安排、商报的决定，

那时，行动党已经执政自治邦三四

法勾点成面的结，就此开解。

还是意识形态从中作梗？报章上没有

年，正为着新加坡是否该加入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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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伏。

刘三姐把山歌唱响，一连数月。
“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
出胸膛”，它传达的感情，是否与人们的诉求偶遇合拍？有人
认可，有人否定。

而与社会主义阵线（社阵）拉锯拔河。

《刘三姐》于62年引爆的狂热，像

社阵对官方建议全民投票的三种选择

星火燎原，搅拌着当时炽热的政治岩

都不表认同，认为当中没有一项选择是

浆，一直跨越到1963。一月，
《刘三姐》

能达到真正合并的目标，于是向选民提

下片，社会迎来了人心惶惶的二二事

出投空白票的诉求。

件——“冷藏行动”——一场大逮捕，

翻读着1962年7月12日的星洲日报，
本坡新闻头条：立法院通过新马合并全
民投票法案——法案规定，即使投空
白票，也等同接受立法院的决定。这个
牵动全民神经的法案通关，一时间炒
热了社会的情绪。这一天，正是《刘三
姐》的首映日。

数百名政治前沿人物被关进了牢房，社
会气氛一时凝固，政治阵营的博弈直
转急下。

《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等
卖座西片，都难望其脊背。

■  

破记录放映276天（9个月）
《刘三姐》当年在新加坡盛况空

前，先后有两次大规模 放映，一次是
1962年，另一次是1978。两次大放映，
不包括半夜场，总计276天，片期整整9

《刘三姐》究竟有多红火

个月长。

1962，新加坡贫穷脏乱，人们在生

《刘三姐》从1962年7月12日开始，

活线上挣扎求存，看电影对许多人而

一口气连续放映至1963年1月14日，总计

朋友忆述，他依稀记得社阵秘书长
在8月份的群众大会中，呼吁人们腾出聆
听《刘三姐》的时间，去听听社阵的群
众大会，了解新马合并这一至关紧要的
课题。这句说词，印证了《刘三姐》如何
占据人们生活时间的事实。
当天，同版刊登的尽是与新马合并
相关的新闻，包括了行动党政治局发
表声明，抨击南大政治学会与星大社
会主义俱乐部联办的“民意测验”运
动——火热朝天的年代，抗争处处，政
治阵营点燃的烽火延烧着社会的情绪，
在工潮与政治博弈的温热中，《刘三
姐》把山歌唱响，一连数月——“心中
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它
传达的情感，是否与人们的诉求偶遇
合拍？有人认可，有人否定。我与多名

刊登于《民报》的《刘三姐》首映半夜场电影广告，篇幅大，并注明“新世纪专映权”字样。

年过七旬的老者闲聊，他们认同《刘

言，是件奢侈事，《刘三姐》却能让众

186天。半年后，
《刘三姐》余情未了，曾

三姐》之所以轰动，是它对应了当年华

人省吃俭用，也要一睹为快。它带来了

两度短暂现形，一是1963年6月28 日至

社的胃口— —当时社会普遍贫穷，权

强震，在新马电影放映史上创下多个记

7月22日，先后在6间戏院接力登场，露

势站在人们的对立面，因此轻易引发

录，它漫长的放映期，至今记录未破，即

脸25天。另一次是该年年底，趁学校长

共鸣。

便《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假到来，片商让《刘三姐》再续前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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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开演，5天后下片。这次横跨62

把零用钱都省了下来，一次又一次地

的呼声以对白搭播刘三姐山歌的方式

与63年的公映，累计216天（7个多月）。

进戏院，算来少说也看了六七次吧。”

作为宣传。

16年后（1978年5月18日），《刘三

近日我与长辈们聊起，才感知多

1962年，民报所见关于刘三姐的评

姐》卷土重来，在综艺院线的13间戏院

次捧场，看过三次五遍的，确实大有

介文字颇多，计有：夏果的诗《歌刘三

连续上映60天。重映而能有此声势，也

人在。于思看了六七次，也许比已故马

姐》、陈君葆古诗《刘三姐五首》、陆

是异数。

来西亚永芳集团董事长姚美良差了三

之《刘三姐的传说》、葛夏《赞歌仙刘

个马位，姚美良曾向黄婉秋透露，当

三姐》、辛潮《推荐彩色歌唱巨片刘三

年他到新加坡看《刘三姐》，一看就

姐》、余学文《看歌仙，诗情画意眼前

是10场。

现》等篇。

1978年，新加坡的社会气氛与1962
年已截然有别，经济正在腾飞，社会日
趋繁荣，人们脱贫之际，正是华校油尽
灯枯之时。那年，南洋大学风雨飘摇，
面对关门的命运，
《刘三姐》此时重映，
与社会的氛围合拍了吗？显然，它已没了
1962年的政治热度。60年代冷藏行动
之后，许多华语社团遭查封，左翼力量
瞬间枯萎，及至七十年代初期，华校步
入寒冬，水源枯竭之际，华语源流的末
代新人逆境成长，一时间冒现了无数华

《刘三姐》特有的文宣攻势

《刘三姐》放映之初，以“片长十三
本／山歌一百首／笑足两点钟／全部外

《刘三姐》登陆南岛，在公映的两

景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拍摄”为卖点，

百多个日子里，备受片商礼遇，不时更

之后，每当片子转院放映，都以山歌为

新广告词吸引读者，以山歌歌词的俗

宣传核心，且不时更换山歌体的广告词

文学方式，主动出击，笼络市场，刺激

句，例如：

人们的观赏欲望，这种大量使用广告
文宣的促销手段，不多见。

文刊物，也涌现了无数新生艺术团体，

《刘三姐》上映之前，民报副刊

《刘三姐》在华校挣扎求存之际，再现

便连载《刘三姐》电影剧本全文，长达

江湖，难道是一次回光返照的呼应？

一个月。此

“刘三姐歌声／传遍新加坡”
“确是歌仙下凡来／人间那得几
回闻！”

外，该报还

一戏不厌几回看
纷沓来
■  

观众彼岸

刊登了超过
半版篇幅的

《刘三姐》造成大轰动的两大因

《刘三姐》

素，一是许多市民反复观赏不止一回；

公映特辑，

二是不少“联邦人”从彼岸越堤前来捧

间中又不时

场。

发布新闻

1978年《刘三姐》的广告词，道出
这部电影受欢迎的程度：
“好多观众太
面熟／看了再看学山歌／一词一腔学到
会／如有不像再看过”。
1978年3月21日星洲日报第11版，留
下了人们的心情痕迹。于思的短文《可
爱的刘三姐来了》发表在《电影》版上：

稿，有步骤
地为《刘三
姐》造势。
《刘三
姐》上画之
前，甚至安
排丽的呼声电台预先把该片全部录
音，提前分段播放介绍，让读者与民

“好片百看不厌／好歌百听不厌”
“歌声到处欢迎／后港观众称庆”

“刘三姐又来了，这是多么叫人感

报 所 连载的《刘三姐》脚本唱词对

到兴奋的事。我第一次看《刘三姐》，

照，先一饱耳福。这种预播电影歌曲

《刘三姐》在后港星光上演时，电

那是十五六年前的事。当时我还念中

的方式，看来也是本地少有的作业方

影广告这样推销：
“歌仙刘三姐/留星半

学，为了能多看一次《刘三姐》，我竟然

式。1978年《刘三姐》重映，也曾在丽

年多／后港观众／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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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市面上最早的《刘三姐》唱
片，应该是大地牌的独家出品，由大坡
英华贸易公司总发行，小坡群兴公司负
责批发— —1962年《刘三姐》公演一
个半月之后，8月31日星洲日报的《刘三
姐》电影广告旁，刊载了一则唱片广告，
注明那是“电影原声刘三姐唱片空运
到销”。70年代《刘三姐》重映，综艺机
构则把带子委托给了松青唱片公司制
成卡带发行，成绩标青。
由于市场强烈需要，
《刘三姐》上演
后，由中国或本地出版的印刷体歌本，
不下十种。不少本地学校、校友会及文
化团体，都各自以油印方式出版《刘三
姐》歌曲全集。
观赏过电影《刘三姐》，若仍意犹未尽，当时市面上有各种相关的连环图和画本满足你的胃口。（杨善才提供）

歌本之外，配合影片的广受欢迎，
市面上售卖不少《刘三姐》连环故事及

《刘三姐》说走又不走，吊观众胃

“流行歌曲听得多／换换口味听

电影画本，让人感知这部电影当年散

口的招数，是其他影片享受不到的待

山歌／人人爱看刘三姐／人美歌甜唱

发的温度。民报配合《刘三姐》上片，也

遇。62年11月初，片商斩钉截铁地在

得多”

出版了一本售价两毛钱的刘三姐电影特

电影广告中传达这样的信息：
“最后三
天／映满四个足月／无论如何不展。”
三天后，电影广告果然有了总结性的告
白：
“最后一天／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刘三姐敬向四个月来千万观众致谢并
告别。”它以依依之情，向影片累积播
映超越百天的支持者鞠躬下台。其实
《刘三姐》的告别广告，不过是片商花
俏的经营手段，它没走，只是换了戏台，
继续搬演。当然，片商不忘在广告中自
圆其说：
“歌仙刘三姐还是去不得／观
众恋恋不舍／各界盛情挽留”。

情歌恋歌对歌斗歌／四面八方来会
歌／人潮涌来听山歌”
片商换了，院线从“光艺”转为“综
艺”，16年后的文宣操作，一如既往。

山歌热催生了歌书出版
1978年5月底《刘三姐》的广告词，
反映了这部电影在民间所引爆的“山
歌热”：
“院内唱山歌／街上唱山歌／家
里唱山歌／银幕唱山歌／观众唱山歌／
到处唱山歌”。本地影评人蓝弦的《刘
三姐的歌将使你陶醉》一文，指出“刘

阔别16年后，1978年《刘三姐》重

三姐的吸引力，无可置疑的，首先是它

映，上片前夕有大预告，以“星马17家

的歌……这甜美的歌声就像一股清泉，

戏院呈献／气势磅礴／雄视影坛”的广

直沁入心脾，简直使人迷醉”。山歌热

告语造势，以“借问三姐何处去／星马婆

上人们心头，带出了市场能量，歌书、

沙唱山歌” 为开打宣示。翌日的电影广

唱片以及其他相关出版物应运而生，

告词，依然保留山歌体的格调：

接踵而来。

刊，内容包括全本电影唱词、连环故事、
主角近照、剧中人物介绍等。
刘三姐创下了本地电影放映的多项
记录。它的片期极长，前后共计276天，
无前例。票房，就别说了，场数上千，不
在话下。参与放映《刘三姐》的电影院，
超过20，遍及全岛各角落，市内到郊区，
从小坡、大坡、武吉班让、三巴旺，到加
东、后港、巴西班让、武吉智马，在交通
落后的年代，它所提供的便利与机会，
也算空前……与如明学长翻读这段往
事，记忆，虽然多是残片。尽管他与伙
伴把《刘三姐》引进新加坡，为千万人
带来一帖浓烈的情感催化剂，但跋涉
过半世纪的险山恶水，回说那年风采，
言辞里，只余淡定。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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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大坡大马路金铺

大马路的金铺
╱ 文  : 何乃强

回忆20世纪中叶的金饰业

先

父何耀平经营金饰业，我这辈子大约

两旁，是整排两层楼的店铺，店铺的楼下是经

有30多年是在大马路的安昌金铺度过

营各行各业的商店，楼上是住家。

的。在过去半世纪，安昌金铺也是我每星期必
到的地方。从小就跟着先父身旁，耳濡目染，
听了不少有关金饰行业的人与事。我愿凭自己
记忆，将上世纪中叶金饰业的二三事记下，以
便日后作为有心研究新加坡金饰业历史者的
参考资料。

“金铺当店比银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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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新加坡，一般的老百姓辛苦赚得的
钱，是不会轻易存入银行的。他们对把钱存入
银行以赚取利息这回事没有多大的认识，更不
会买卖股票或做其它投资。他们不信任银行，
生怕一旦银行遭到变故，一生积蓄的血汗钱就
会付诸东流。他们认为当店和金铺更为可靠，
宁可把钱托付给他们所信任的当店或金店。

新加坡岛的南部，从东到西横亘着一条很

当时老百姓都相信黄金是唯一给予他们安

长的道路，人称为“大马路”。1929年，跨越新

全感的贵金属，一来在某些聚会场佩戴金饰，

加坡河的霭仁桥（Elgin Bridge）建成后，把这

可以装扮自己，使自己显得有体面；二来在急需

条大马路分为南北两段。桥之北叫小坡大马路

时，金饰能起济燃眉之急，他们可以随时把金

（North Bridge Road 现称桥北路），而桥之南

饰卖给金铺以套现，或是送去当铺典当，只要

就叫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 现称桥

在限定时间内回到该当铺，就可以赎回所典当

南路），而牛车水区就是在大坡。沿着大马路的

的金饰，这其实是变相的有抵押贷款。

上世纪30年代，金饰业因全球性不

为重要，所以就有了不同籍贯的商人在

开设的金铺，如光兴、成美，以及被称

景气而生意冷淡。随着第二次世界大

新加坡不同地区开设金铺，为自己的乡

为“三斋”的美光斋，宝光斋和丽光斋

战爆发，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局紧张，

亲服务。潮州籍金饰店多称为“金庄”，

等。这些金铺的老板属于金饰业的老前

人心惶惶，根本没有选购黄金首饰的

而且喜欢把金饰染上一层红色，以示

辈，我通过先父认识他们。（见附表2）

闲情，金铺门可罗雀。再加上当时日军

与众不同，但黄金的成色却是一样的。

政府将金饰列为奢侈品，厉行登记金

染红的金饰称作“潮州金”，特别受潮

饰制度，所有金饰交易一律征收100%

州人喜欢。我所知道的福建人金铺有

税额，使到经营者倍觉雪上加霜，苦不

宝发、天宝、昭宝、金联发、马来亚、金

堪言。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饰业又受

裕昌、永瑞美等；客籍人士开设的有源

到金融管制的影响，金条来源短缺，限

丰、国华、广昌隆、天盛、国华等；海南

制黄金制成品上市，使到生意难做，只

人士开设的有南福、福发；潮州人士开

得依靠回收旧金饰维持生意。

设的金铺相当多，有光兴、成美、陈炳
发、宝兴、宝发、华兴、明兴、明星、宝

二战后金饰业兴旺
光复后不久，各行各业的商贸渐趋
正常。这个时候，英国殖民地政府给所
有的公务员补发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薪
水，使得大量资金流入民间。由于黄金
是保值的金属，手头上有黄金比持有
钞票来更有安全感。尤其是随着日军
投降，沦陷期间日本军政府所发行的
“香蕉”钞票霎夜变废纸。经过一次惨
痛的教训，那些持有英政府钞票的人都
蜂拥到金铺选购金饰以保值，于是，金
铺都门庭若市。
1950年，韩战爆发，黄金价格在一

光斋、美光斋、丽光斋等。这些金铺集
中在大坡与小坡的大马路一带。

大坡的“金铺街”

如今大福、恒利、福祥、昭信、万泰
来、合兴、祥隆、华兴、南京、林盛丰、广
益、荣兴、和昌、大丰、明光斋、杨人月、
利安、丽华、宝光斋、美光斋、丽光斋、
联兴、致宝等金铺都已经走入历史，
“金铺街”原来的面貌已不复存在，而
我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呢！上
世纪50年代，先父在大坡大马路曾拥有
4家金店，安昌总行（251号），第一分
行-广益（243号）第二分行-南京（237
号）以及安昌第三分行（262号）。

小坡金铺点名录

上世纪金铺的生意主要是制造金

小坡大马路的金铺也是由不同籍贯

饰，售卖黄金，为附近居民提供服务。当

的老板所开设的。有粤籍前辈潘焯明人

时，每家金铺都聘有“打金师傅”，负责

开设在496号的南益金铺，七十年代南益

打造或修改首饰，也制造客人的订货。

曾遭到歹徒持械抢劫，所幸潘老逃过此

那时没有具有规范的首饰制造商或批

劫。南益附近的486号为大昌（英记），

发商，也还没有专业的首饰设计师，或

是粤籍刘六英、刘八英兄弟于1944年所

多样化的首饰，初期的金铺是以售卖金

创立。刘六英也是大坡天成金铺的总经

银首饰、珍珠、玉器为主，后来钻石及各

理，他是当时的社区领袖，广帮闻人，担

类宝石等首饰才逐渐在市场出现。

任过广惠肇留医院主席，中华总商会董

夜之间从当时每两叻币230元猛升20%，
达到每两叻币280元，连树胶的价格也
被带动升高，这种时势也使得金铺生
意兴旺，金饰业也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黄
金时期了。

大坡牛车水区
的 金 铺多 数 是 粤
籍人士所开设，而
这些粤籍人士又多
数来自广东珠江三

二次大战后中国国共纷争，南京民
国政府易手，新加坡的金价突然飘升。
很多金饰界人士纷纷把一些金饰存货卖
出去。但是，仅几天的光景，金价又迅速
狂泻滑落，金铺又趁此机会以低价购买
金条补货。金价大起大落，经营金铺者
也因此获利。这样的形势可以说好景一
片，很多金铺都在这个时期创立了。

角洲的“广府人”
（见附表1）。介于
海 山 街与 戏 院 街
之间的大坡大马路
是牛车水区的“金
铺街”，而且是“广
帮金铺街”，这里
的同业还组织了广

在那时候，由于老百姓多数是来自

帮金商公会。大坡

中国不同县市乡镇的移民，语言沟通极

大马路也有潮州人

1969年利昌金铺（谭玉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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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是养正学校，南华女子中学的校

（爪亚街128-130）、和美等。再说安昌

路的金铺之一，就是1936年由先父创

董。刘六英在1966年逝世，生意由原来

搬到大坡后，其在小坡大马路454号的

办的安昌金铺，其他有永昌金铺（1919

的股东尹星显，黄天海，周志儒等继续

旧址由曾广洁另设立宝中公司。

年创立）和天成金铺（1937创立）。我

经营，张家和任经理。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市区重建与

靠近连成街是494号的永昌，也是

卫星镇的开辟，新的金铺和珠宝店相继

大坡永昌的分行。管理人是黄焕禧，人

在各地区创立，新加坡的金饰业进入另

称高佬黄，黄焕禧后来调任大坡，负责

一历史阶段。
“金铺街”的许多金铺已

汇兑事物。他的公子世昌曾和我同学。

不复存在，而今，还屹立在牛车水大马

谨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写下，希望读者
加以斧正。
作者为我国资深儿科医生

南益对面有两间毗邻的金铺即大华和
信华。大华老板吴炽堂是先父的好友，
他曾安排公子福成来安昌的分行――
广益学习经营金铺的生意。福成兄通晓
华英语，他还经常如兄长般地鼓励我努
力读书求上进，奋发图强，不要靠祖荫，
因为当“太子爷”并非光采的事。吴老的
女婿叶廷耀，在安昌任职长达半世纪，
在任内逝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吴
老的孙子是我国名作家吴韦材。
在大华不远处，在大新酒楼对面，

附表1 上世纪着落在大坡大马路（桥南路）的金铺：
铺名

门牌号码

铺名

门牌号码

丽光斋

165号

林盛丰

241号

宝光斋

177号

广益

243号

大福
恒利

207-209号

荣兴

245号

209号

和昌

247号

福祥

219号

大丰

249号

昭信

227号

安昌

251号

万泰来

229号

明光斋

263号

合兴
祥隆

233号

杨人月

273号

233号

利安

206号

（大福原址接办）

曾经有一家叫永生的金铺，是关永康，

（承顶合兴）

杜启仁和孔昭洛三人合创。孔昭洛曾

华兴

235号

丽华

228号

在安昌当打金师傅。653号的利昌是安

南京

227号

美光斋

268号

昌元老职员谭子安所经营。日军统治新
加坡时，他举家去柔佛兴楼避难。光复
后回返新加坡，另起炉灶，自立门户。谭
老在1995年去世，我们算是忘年之交。
在安昌服务长达60年的职员黎其柏
对小坡大马路的金铺比较熟悉。据他所

附表2 我认识的金铺老板或经理（恕不称呼）：
铺名

门牌号码

铺名

门牌号码

丽光斋

林绍霖

林盛丰

林师万

宝光斋

林德隆

广益

郭兆勤

大福
恒利

史桂芬

荣兴

李九恒

简康泉

和昌

何达朝

知，小坡也有许多金铺是由不同籍贯的

（大福原址接办）

老板开设的，如福建籍有：何家樵的永

福祥

杨福根

瑞美，陈子斌的马来亚(水仙门)，江蕴

昭信

何宇石

万泰来

丁自强

明光斋

？

合兴
祥隆

？

杨人月

杨人月

刘君彦

利安

陆锡昌

华兴

？

丽华

萧照容

南京

？

美光斋

李筱石

玉的 宝发、天宝和 昭宝，先父称他阿
福哥的陈寿松在618号开设的金裕昌，
郭锦城（儿子郭修本）。他们都是先父
的好友，我也认识他们。

（承顶合兴）

大丰

（原东主）龚湛轩

何仕正

客属人士开设的有：罗姓老板的
源丰，熊姓老板的国华，蓝姓老板的万
金，天盛，伍育华的广昌隆等。至于潮洲
籍人士的金铺，则有庄焯岩于1948年在

*以上诸位前辈皆已作古，他们都曾在金饰界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新加坡金钻珠宝公会金禧纪念特刊（前华人金银商业公会金钻珠宝公会） 75 Neil Road刊1989年出版

691号创立的宝兴，陈炳发的陈炳昭, 庄

2  何乃强：《父亲平藩的一生》，玲子传媒出版社，2012年

培华的华兴，沈龙泉的明兴，还有明星

3  王振春：
“小坡的金铺”联合早报副刊［四面八方］201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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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天际线
╱ 文  : 刘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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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滨海湾一带成为我经常涉足的

博物馆观赏各种展览，每一次都有别样的惊

地方。

喜和收获。

因为喜欢看文化艺术表演，经常出入滨海

国人近来的“新宠”滨海湾花园也是我常

艺术中心的两个“榴莲壳”已经一点不稀奇。

去的地方，在全冷气的“花穹”和“云雾林”里，

虽然任何和博弈有关的玩意儿我连看都看不

浏览千娇百媚的花草树木，身心无比舒畅，或

懂，却不时去金沙的剧场看表演，或到那里的

是徜徉于户外花园，沿着海湾流水碧波行走，

餐饮场所觅食，在天台泳池花园居高临下鸟瞰

直达滨海堤坝，然后登上堤坝公园的大草坪，

壮观的天际线，将岛国美丽的城市景观尽收

纵目四望，海天交接处，新的滨海湾金融中心

眼底，再不然就是到别称“莲花”的科学艺术

一幢幢崭新高楼簇拥得令人目不暇给，这里

其实，这里是“富丽敦天地”（The
Fullerton Heritage）整体重建项目的
一部分。除了早就将旧邮政总局改建成
美轮美奂的富丽敦酒店，兴建富丽敦一
号，现在还将曾经是我们祖先打拼的港
口——红灯码头“包养”下来，成为富
丽敦海湾酒店的一部分。

土地上的许多集体记忆也日渐模糊，甚
至荡然无存。
和近200年前莱佛士登陆的历史密
切相关、纪念曹亚志的曹家馆早已拆除
的毫无痕迹；在史丹福路和禧界交界
处，原本和史丹福大厦的古色古香建筑
格式相辉映的余阁，在扩建道路工程下

如今，红灯码头面向路面的正门，

也已消失无踪；旧同济医院的岭南建筑

已看不到“Clifford Pier”这个深具

四进院建筑虽保留为国家古迹，但已被

历史意义的字眼，它早已脱胎换骨，被

外国保健集团买下，一般人无法进入参

“Fullerton Bay Hotel”几个大字所

观；旧国家图书馆的拆除，也剥夺了几代

取代。

新加坡人集体美好的人文记忆。

建于1927年的红灯码头在2006年
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停止使用。它曾经
是早期南来狮城的移民的第一个停靠
港，在新加坡转口贸易蓬勃、驳船业兴
盛时代，红灯码头是个非常繁忙的港
口，肩负着海路运输引来送往的重任。
曾经为海上的船只扮演引航作用的16
盏红灯，依然伫立在那里，只是它已无
需再召唤航行者，而是成为高级餐馆外
墙装饰的一部分。
我们在餐馆靠水的回廊边就座，标
志性的金沙建筑以不同的角度，隔水遥
遥在望，用餐环境和氛围极为幽雅浪
漫，但食物贵而不好吃是预料中事。我
们边吃边谈着我们年少时对红灯码头
的个别记忆，同时浮想联翩。

淘汰、牺牲旧建筑，是不是所有城市
发展的必然现象？破旧立新，是不是全
世界的城市都逃避不了的宿命？但是，
除了经济发展和土地增值外，在拆除旧
建筑前，是否也应该三思，慎重考虑它
们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对国民认同
感及精神资源的底垫带来何种冲击？
滨海湾一带的建筑，很多都是在填
海拓土之后拔地而起的，一幢幢流光溢
彩充满新时代标志的大楼，和原来岸上
许多拆除重建的建筑争妍斗丽，在空中
强出头、争出位，试探你是否跟得上前
进脚步的辨识能力。仿佛说不出那些
新建筑的名称，就变成一个落伍的人？
于是，岛国的天际线不断在改变。
这种改变仍在继续进行中，永无休止。

有新城，那里有保留建筑，新旧交融，

包括红灯码头在内的整个“富丽

蔚为独具一格的景观；这里是摩天轮，

敦天地”因成功改变市区的风景线而

夜晚的滨海湾，风采越来越迷人。

那里便是岛国最新地标——三座高耸

获颁“旧建筑修复工程奖”。因为国家

滨海湾的璀璨灯火，似乎已成岛国繁华

入云的巨构，头上顶着状似“诺亚方舟”

经济的转型、社会功能的改变，以及为

的缩影，欢快的标示，也是纸醉金迷的

的空中泳池花园。

了促进经济效益，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象征。鱼尾狮这偶像式图标，源源不断

一天晚上，和老伴到坐落在旧红灯

许多老旧的历史建筑或遭遇拆除的厄

喷出吸引眼球的水，引领着四方来客。

码头的那家名为“外滩一号”的餐馆用

运，或修复重建，能幸存的都需要策划

餐。我们把车子停在富丽顿敦一号的地

者发挥极大的智慧。

但这一切的物质繁荣，能激起真正
意义的爱国情操吗？如果只是靠硬体建

下停车场，上了地面，沿着水边，一直漫

我们庆幸红灯码头保留了下来，许

设和物质魅力来塑造人民的归属感，那

步到旧红灯码头，依水而建的通道，一

多殖民地时代的老建筑也继续在原地

么，我们这个土地上的芸芸众生还会有

路通畅无阻，夜色下，海湾水映照着岸

屹立不倒。然而，近年来，我们其实也

什么可贵的精神内涵呢？

上灯火。原来如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

牺牲了不少有历史意义和标志性的建

丽，我心里忽然有一种惊喜。

筑。因为他们的消失，人们对自己成长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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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

谁 的分量重？

╱ 文  : 庄永康

本

文题目，乍看起来是个伪命题，因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鲁迅、胡适两

人各有重要性，也无从比较。但本人今年7月
间在一个校友讲座上，讲了《中华文选与五四
人物》这么个课题之后，便觉得分析为何上世
纪产生了鲁胡“斗争”，今天我们应如何澄清历
史事实，仍然很有必要。
《中华文选》是我们这代“华校生”的中学
课本，共分八册，中一那年，即第一、二册中，
便读到鲁迅的《秋夜》和胡适的《差不多先生
传》。《中华文选》里有文言、有白话。白话文
（语体文）方面的选篇，作者大都是1919年
“五四运动”前后的知名人物。我选了五位名
家— —巴金、鲁迅、冰心、老舍、胡适，作为
讲演的实例。本文先谈影响最深远的鲁迅与
胡适。   

扬鲁抑胡出于“革命需要”
在他们活着的年代，鲁迅（1881-1936）和
胡适（1891-1962）都是头角峥嵘的人物。鲁迅
比胡适早生十年，生命轨迹中两人不乏交叉
点，既有融合，也有分歧。文学，尤其对五四运
动提倡建立的“新文化”，用白话文书写的“新
文学”，是两人毕生殚精竭虑，共同努力的一致
方向。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
曾把两位名家都延揽于一堂。
鲁迅进入文学领域，理由见于他的回忆文
章《藤野先生》。留学日本东京，继赴仙台学
医时，一部让日本同学看了鼓掌，却令鲁迅发
现“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麻木”的新闻影片，促
使他弃医从文：医人的灵魂，比医人的身体更
重要。1918年，自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刊于
《新青年》杂志之后，欲罢不能。

正 如 余英 时 教 授
所言，胡适是身居其
位的时代人物，身体
力行，并积极扮演公
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推 动 社 会各个 环 节
前进，
“但开风气不为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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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则在1910年十九岁时，考取庚
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先学

扬鲁抑胡，出于“左翼”阵营里面的“革

成为卖国投敌的“叭儿狗”。鲁迅写过

命需要”。

“打落水狗”的文章，这里正好用作打
狗棍。其时，文学家早已仙游，后人的

农，后修文科，接着往哥伦比亚大学，从
约翰·杜威攻读哲学。1917年二十六岁

封上神台与“打落水狗”

搓圆捏扁，他又如何管得着呢？

时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当年也在《新

有论者反映，中国自1949年以来，

青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

鲁迅的多篇作品被列为学校的课文、

“暴得大名”。有一说认为，由于胡适

范文，而胡适的名字则销声匿迹，出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

打开了倡导新文学的大门，带来鲁迅创

的话也只能是个反面教材。其实在“革

放，一方面须廓清“文革”带来的假、

作的新风。

命”初期，扬鲁抑胡便已开启。今天的读

大、空遗毒，一方面则要实事求是，重

那么鲁迅和胡适之间，到底有什么

者若想扼要地了解这个过程的“波澜壮

新认识过去。在这个过程中，对胡适的

矛盾呢？有人指出，那是两人对追求社

阔”，它的无所不在，它的巨大杀伤力，

重新评价、推介，的确也出现了不少大

会的公正、平等，选择了不同的路向和

不妨一读《鲁迅的故事》，这本在文革

众读物，胡适的一些文章也再度编集出

做法。鲁迅用的是感性的文学：匕首投

狂热中推出的大众读物。

版。当然，接受还是有限度的，字里行

重新认识胡适

间，胡适仍然被指为“依附”北洋政府、

枪的杂文，
“呐喊” 式的激昂文字（“血

来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厚148页的

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摧枯拉朽，破坏

这本小书，1973年初出版后，很快便多

性强。胡适是出入学界、政界的一位教

次印刷。本人是1974年到香港旅游时

然而，曾经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一个

授、校长，政府智囊团成员。他对当政者

购得的，目前予以珍藏，留作时代的印

人物，要真正认识他、评估他，又岂是

的批评，是理性的议论，着重建设。当

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众读物，

那么容易呢？我想，要等到2004年广西

然，在“左翼”阵营看来，胡适的做法是

这是最好样板，就如当时的“样板戏”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重寻胡适历程》一

与虎谋皮，甚至在为虎作伥。

一样，那是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能工巧

书出炉，我们对胡适才有一个比较清晰

也有学者从语文的角度，分析两人

匠，拨出最大的资源，集体创作而成。

的认识。本书著者余英时是美国哈佛
等大学教授，一九八○年代新加坡的东

观点的不同。英国哲学家罗素被引述

《鲁迅的故事》是由“石一歌”三位

说，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

年轻作者联名书写的，书中的插图也出

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

自日后的名画家如陈逸飞手笔。鲁迅喜

国教授没有分别。胡适的世界观很大

欢木刻版画，书中的木刻高手可谓一时

程度上是通过“英文源流”而形成。鲁

之选。例如王维新的《鲁迅——“五四”

迅在日本留学，精通日文，因学习医学

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形象生动，层

与科技，也兼晓德文，后亦与苏俄文学

次分明，是张精彩的插图。

界交往，但他自称不谙英文。

国民政府的投机者。

如此精锐庞大的文艺阵容，难道是

亚哲学研究所全盛时期，余教授曾受
邀到来讲学，他予人的印象是一位诚恳
而严谨的历史学者。
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
生》文中阐明，台湾
联经出版公司当时重
新编校《胡适日记全
集》，并附加一册人

或由于外语掌握的影响，鲁迅对英

为了吟风弄月？当然不是。书前刊载的

名索引，让读者可

文世界的纲常伦理、社会道德观颇不

“毛主席语录”，把鲁迅称为最正确、

以 全面而

以为然。《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冲

方便 地

一文，质疑fair-play（公正平等的游戏

锋陷阵的民族英雄，目的就很清楚了。

探 究

规则），表示他不大瞧得起英美的“民

毛主席的五个“最”，把文学家压在五

胡适

主”模式。

指山下，封上神台，也利用他手上的金

的

然而以上种种，只能说明鲁迅与胡

箍棒杀孽除妖。

适思想上的差距，离开你死我活的斗

把鲁迅确立为“五四”的最高代表，

争甚远。他们为什么成了“两条路线上

等于把左翼阵营不表认同的文坛人物，

面的人”？相信只有政治原因可以解释：

如陈西滢、胡适等，全部剔除出局，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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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他认为，晚清至民国的重要人物

格尊严，才是积极的，正面的。胡适

当中，他们的日记要以胡适的最有史料

反对争取国家自由必须牺牲个人自由

价值。这因为“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

的说法，他对年轻人指出：
“争你们

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

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

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

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何人物的范围都要更广。”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

此外也指出：
“更为难得的是，他
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
至诋毁他的原始档，这尤其不是一般日
记作者所能做得到的。”
比如，发生于1935年的一二·九运
动，现已广泛定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一次学生爱国运动”，胡适日记则以
作者的所遇所见，保存了当时的实况。
那时，胡适收到了一封满腔愤怒，自称“
将来杀你的人”的北大学生来信。 余英

起来的！”

客观评估不同领域中的贡献
是的，如今鲁迅已请下神台，胡
适则重新站到地面上，但这是否意味
着，二十世纪是鲁迅的，廿一世纪属
于胡适？或者说，鲁迅于今已毫无意
义？照我看，这样的提法还是比较笼
统的，没考虑到时代巨人在各个范畴曾
经立下的标杆。

时认为，这名学生毫无背景，但他的正

不同的人文范畴中，最堪耐咀嚼而

义怒火已被挑拨得熊熊燃烧起来。胡

垂范深远的是文学。可以说，鲁迅在文

适日记“使我们真切而具体地领会到当

学创作上的地位，至今仍难以取代。撇

时青年学生的一般心理状态”。

开铿锵有声的杂文、凝练而有气度的旧

再如，众所周知胡适是蒋介石所器
重的人物，国民政府迁台时“抢救大陆
学人计划”名单上的第一要员。到台湾

他甚至认为具社会批判功能的才是好
文学。其实这不能怪他，
“五四”时期中
国的文艺理论并不发达，外国作品与理
论也才刚刚推介过来。
正如余英时教授所言，胡适是身居
其位的时代人物，身体力行，并积极扮

体诗不论，鲁迅小说几乎每篇都是经典。

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推动社会各个

《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荒诞手法，至

环节前进，
“但开风气不为师”。 网上

今也仍处在时代的前沿。

刊有桑逢康先生的一篇文章，
《胡适是

后，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胡适并

远离中华文化核心的岛国新加坡，

北大中兴的功臣》（来源：中外书摘），

非唯唯诺诺的一个幕僚，从1929年起他

知名作家如英培安、孟毅（黄孟文）曾

可以让我们体会胡适在中国现代教育上

便写过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章，面对领

公开表示，鲁迅小说的哪些内容、结构

的默默耕耘。

导人他也直抒己见，即便引起后者的难

和人物，给了他们写小说的启迪。值得

中国评论月刊网络版刊载了一篇

受也豪不畏缩。

注意的是，他们两位都不是所谓的“左

《对话余英时》的鸿文，其中余教授说

翼”作家。可见，文学的养分超越了政

了个“真实的故事”：约在一九八○年代

治与意识形态。

初， 中国大陆社科院院长胡绳领队到

日记的素材也指出，毛泽东在家乡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共产干部时，
曾致函胡适征询他的意见，得到他的

文学细胞因人而异，胡适的文学创

美国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余英时代表

鼓励。胡适是反共的，但他认为中国应

作无疑也很勤，但目的在于“自古成功在

耶鲁大学校方接待他们。胡绳说：
“我

实行议会民主，在执政党之外须有一

尝试”，小说戏剧都尝试过，但欠缺传世

们对胡适，政治上反对他，但在学术上

个非暴力的、理性的反对党。他希望毛

之作。新诗写得不错（“我从山中来，带

还是尊敬他的。”余听了忍不住笑对他

泽东的共产党能担当这么一个角色。

着兰花草”），但比起好友徐志摩，难免

说：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都

二战之后，胡适离美回国，写信给毛泽

也差了一截。

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

东重申他的观点。但这时内战已如箭在
弦，胡适无法改写历史。

文学理论方面，后人指出，《文学
改良刍议》中畅论的“八不主义”，其实

余英时曾在受访时指出，胡适他最

样样都在讲语文，等于教中学生怎么写

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

好作文。而关于什么是文学，怎样界定

舆论。他那种不向政治权威低头的人

优秀文学标准，胡适没说出个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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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
免的。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
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
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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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受先生写出但未镌刻
的“碑铭”，是警 钟，也是
沉雷，永远在新马的上空
轰鸣！

潘受
敲起警钟
╱ 文  : 柳

读

舜

了怡和世纪第20期《为了那消逝的记
忆》后，笔者有所感触。

在和平环境过日子的男女，代代平安，无
从想像战争的严酷。唯有经历战火煎熬的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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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衮衮诸
公，鉴于罪恶的侵略战争虽已入史，军国主义
照旧蠢蠢欲动，为了警惕后人，也为了纪念冤死
的各民族亡魂，决定立碑永恒地纪念。

者，才有那种死后复生的感慨。逃难，饥馑，流

1962年总商会开始工作，先在全岛各处探

离失所，伤残者的呻号，垂死者的搐动。空中，

掘死难同胞的遗骨。笔者曾跟随工作队巡行几

炮弹雪花般飘坠在街上，在屋顶，在头上；车撞

个地方，一处位于加冕路南洋女中附近。工作

车，人踏人，争相奔逃，奔向一个又一个灾难。

队根据市民的发现找到埋骨的一片地，老天飘

这还不是战争的全貌。当侵略的铁蹄印上

洒着雨，工人开始挖掘，稍远地面上铺展几张

乡土，掳掠奸杀，人性泯灭。七十年前二战遗下

大草席，用来置放出土的骸骨。不多时，席子整

的疮痍，兽爪余生刻在肉体精神的深层损害，

整齐齐摆满了数十个头盖骨。雨越下越大，冲

至今仍未消除。

走骨窿里头的泥浆，冲不走的是陈年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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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在樟宜路俗称三百依葛的旷

是谁对当年恐怖的日子做了这么

冤不可结！仇必须解！新加坡的人

地，出土的骨骸更多，东一段西一截，像

精确——既概括又浓缩、既沉痛又无

民时时与全世界包括日本所有爱和平、

树根又像泥巴。好多细骨想必已化成泥

奈的伸诉呢？

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的

渣，但大腿骨在锄头嚓嚓下历历在目，
树根混和泥土攒进骨筒，穿过骨筒，工
人拿它没办法，只得两头砍断树根，拾
起一截截连骨带泥带根的骨条。

这段文字，出自学养丰富的诗人、
书法家潘受（潘国渠）之笔。它是一篇题
为《日本占领时期新加坡死难人民纪念
碑志铭》的文献的首段。这篇碑铭乃应

广大人民在一起……
这番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的呼吁，
倘能镌上碑石，警告磨刀霍霍四处挑衅
的帝国孽种，号召各国各民族制止战

总商会把全岛性寻骨作为建碑的前

总商会会长孙炳炎的请求，又经李光前

奏，可叹战后20年时光，随着人口增加民

先生的敦促，于1965年写下的，潘受获

宅兴建，陆续出土的骸骨先后被弃。日军

知此碑铭的华英文稿，都要全部刻在纪

登陆是从武吉知马一路杀下来的，而据

念碑的基层四周。可是，
“等到纪念碑揭

当年高德根会长主持10万人群众

知三百依葛是“大检证”万人坑的地点

幕，却只看见碑名，没有记述事件的文

大会，向日本追讨血债，万人空巷纷起

之一，因而随挖随得。无论阴天晴日，每

字，原因就不得而详。”
（摘自潘受附志）

响应。嗣后潘受撰联描画会场盛况：

当工作队进行挖掘时，总引来不少人围

潘受先生曾任南大秘书，是一位中

观，看见遍地黄土灰骨，遥想当年的凄

外同钦的古文诗词家，可他运用白话

惨无助，旁观的老人止不住泪水潸流。

文的精练浩瀚，绝不逊于古文修养。这

请读下面的一段文字：

篇“旷世碑铭”，札记史实，振聋发聩，
情感饱满。它表扬了各民族死难者的

1942年2月13日至1945年8月18日，
新加坡在日本军占领下是一段悲惨的
黑色岁月——鞭挞、侮辱、奴役、搜刮，

“忠”
“勇”
“仁”
“义”，谴责战争的罪
恶，传达新加坡人民反战爱和平的心
声。请听：

种种迫害之余，占领军还借名“检证”，
秘密屠杀了一批又一批算不清的非武装
人民。神被嘲笑！文明被埋葬！人类的
尊严被践踏！到处泪、到处血、到处恐
怖。

战争是罪恶的！和平是神圣的！大
国、强国需要生存，小国、弱国也需要

争，共创幸福生活，那么，的确是国家
之幸，人民之幸！

旗影怒飘，索万家血债。
鼓声沉痛，招四野冤魂。
愿战云从蓝空消弭净尽。愿世界
人民以不结盟、擎公理、和睦相处的姿
态，创造无烟无火无毒的美好未来！
潘 受 先 生写出 但 未 镌 刻 的“ 碑
铭”，是警钟，也是沉雷，永远在新马的
上空轰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生存。任何大欺小，强凌弱的行为，一
定难逃历史的裁判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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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社团与新加坡社会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座谈会讲话
╱ 文  : 林清如
编者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庆祝六十周年，于
2013年8月24日假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举办
“会馆社团与新加坡社会”文化座谈会，以
下为怡和轩副主席林清如当天演讲摘录。

对

区重建局这些年来如何与文物局以及一

互联网、在芳林公园、在Bukit Brown 、

些社团会馆配合，整理社团历史与文物

在一些英文源流的组织里。2011年芳林

的成果公开给各界，所以才有在7月间

公园粉红点集会有5千人，2012年增加

的所谓七大会馆开放的事。

到15,000人，今年居然达到25,000人。比
起华社的群众，这些人年轻得多。这样

于不同社团，文化传承这个口

两年前怡和轩邀请了几位在华人社

号或许代表不同的东西。在

团的文化工作者，针对华社未来进行了

怡和轩，我们想的不是福建文化、客家

内部交流。在总结那次交流时，我们都

社会上下同声呼吁建立一个包容

文化或潮洲文化等等，也不会是孔子孟

无法为“华人社会”这个人们天天挂在

性的社会。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要有包

嘴边的名词下定义。华人占据新加坡总

容性的经济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我要

人口70%以上，我们难以想象新加坡社

强调的是，更要有一个包容性的公民社

会里另外还有一个新加坡的华人社会？

会。很多人担心，贫富不均会使社会面

我们主张以较为宏观的思维、从一个新

对分化，文化的差异使局面更恶化。华

加坡公民社会的角度展望华人社团的

人社团大谈文化的传承，英文源流的

未来。多谈公民社会，少谈华人社会。

社会不一定能了解。两年前我们纪念

子等儒释道的东西。我们想的，就是怡
和轩本身的历史，怡和轩先贤的光辉事
迹，这些是新加坡文化，新加坡历史，
是前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
宝贵的国民教育的教材。
怡和轩重建，就是设立文物馆最
好的机会。潘国驹教授是陈嘉庚基金
主席，我们请他进来，在怡和轩共同设
立了一个先贤馆。在市中心建立一个以
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为主题的纪念
馆，算是破天荒的事，特别是有关陈六
使的生平事迹。2008年先贤馆开幕，配
合这个项目，陈嘉庚基金也在同年与国

公民社会并非时尚，它有自己的理
论系统，公民社会关注公共事务，和党
政权力系统并不对立，相反，它们之间
有一种共生的关系。一个有效的公民

的趋势，华社怎能无动于中？

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英文源流的社
会有人感到不解。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
群人为同性恋者打抱不平，注重传统伦
理的我们可能看不惯，我们也根本不会
想到，那和人权会有关系。

社会可以与国家作良性互动，为国家的
进步与繁荣作贡献。

我们面对的挑战：如何在传承文化
的同时扮演公民社会的角色，不应该

家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大规模、以《继往

谈到当下新加坡的公民社会，重心

开来，承前齐后》为题，宣扬陈嘉庚与

在那里？我想它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

文化的配套。向先贤学习，积极关心社

李光前的事迹。2009年是南侨机工前

就偏偏不在现在的华社。今天的华社，

会、参与社会，争取分享对公共事务的

赴滇缅公路参加抗日战争的70周年纪

已经与先贤时代的华社大不相同，对

话语权，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

念，怡和轩举办讲座播放纪录片，引起

于公共事务不闻不问，什么事情都自认

社群寻求共同点，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容

各界人士对这段历史的重视。这些年

为敏感，是政治，谈不得。有人呼吁为星

性的公民社会。

来，怡和轩也通过出版定期刊物以及

华义勇军立纪念碑，没有社团响应。上

其他活动，做的是发掘、整理新加坡历

个星期五（8月16日）早报社论谴责日本

史碎片，是传承新加坡的文化。今年初，

军国主义者歪曲历史，也不见有社团反

市区重建局来找怡和轩，商讨如何把市

应。我们的公民社会的重心在那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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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于只作单向管道，再搞一个传承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历史不应是选择性的记忆，历史的碎片
需要不断弥补，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新加坡
历史不应缺少星华义勇军。

立碑纪念星华义勇军
╱ 文  : 郭文龙

狮

刻不容缓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与渲染
悲情，而是让人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与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懂得珍惜与
感恩。二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战争的
危险依然存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会使
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

城八月，街头巷尾国旗飘扬，

激昂的精神！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寂

人们使用的武器是石头和木棒。”人类

国庆的烟花点缀晴朗的夜空，

寞的，也是没有方向的。我们的历史曾

的文明将从头开始，我们的家园再经

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堪为楷模！

不起一场大战。长期以来，对二战历史

总理振奋人心的演讲为国人描绘着美好
的明天，整个新加坡沉浸在对未来的憧

1942年日军长驱直入新加坡之时，

缺乏真诚忏悔之意的日本军国主义分

曾有一支由3000余名各民族热血青年

子一直在不断撕裂亚洲各国人民心中

当国人欢欣鼓舞期待着《明天会更

组成的义勇军，在没有受过正规的军

难以愈合的伤口。最近，日本右翼的举

好》时，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再回首》。

事培训、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下临危

动更是令人倍感担忧。如何正视历史、

毫无疑问，
“向前看”是不断创新的动

受命，与侵略者殊死搏斗，血染沙场，

尊重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应时刻谨记

力，然而，一味的前行可能会盲目地失

为新加坡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篇

的责任。

去方向。当我们大步向前时，更应提醒

章！我们的历史不乏英雄，但“星华义勇

8月15日，国家文物局宣布美芝路公

自己不忘回头看看曾经的路。

军”是一个至今仍被湮没的历史名词。

园的日治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为国家古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48周年，也是二

《海峡时报》在8月16日刊登了关

迹，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

战结束68周年，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如

于“星华义勇军”报道，其中插放了一张

表示：
“把纪念碑列为国家古迹，能帮助

今已是繁荣富庶的花园城市，战争的阴

纪念碑图片，一位搜集二战资料多年的

我们保留珍贵的国家记忆，强化新加坡

影早已在人们心头消散，遗忘成为现代

日本友人特意来询问这座纪念碑位于

人的认同和归属感，让我们在展望未来

人的通病。前人有言：
“欲亡其国，必先

何处，笔者只能遗憾地告诉他，这不过

的同时，不忘来时路。”诚哉斯言！政府

亡其史”。没有历史感的国民无法创造

是当年拟议中的纪念碑设计图。68年过

有如此见识是国家之幸。然而，历史不

真正美好的未来！

去了，它依然是一纸空文。

应是选择性的记忆，历史的碎片需要不

憬之中……

断弥补，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新加坡历史

历史不仅仅是经验的宝库，更是精

1967新加坡政府为日治时期死难

神的家园。作为一个多种族的新兴国

人民竖立了纪念碑，2002年再为了纪念

家与移民城市，要培养国民的国家意

1942年“鸦片山战役”中英勇抗敌而壮

识，没有比历史更好的价值资源！不知

烈牺牲的马来军团战士阿南，在战斗遗

从哪里来，也就不知向何处去；不懂得

址巴西班让建立了纪念馆。2005年，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告慰九

珍惜前人的牺牲与努力，也不会懂得

府拨地为英国皇家海军在三巴旺军港立

泉之下的英灵，让我们共同期待“星华

珍惜现在的成果。今天的新加坡，和平

碑纪念1941年被日军击沉的两艘英国战

义勇军纪念碑”的落成之日！

安定，物质丰富，人才济济，精英辈出，

舰上的海军官兵。唯独“星华义勇军”，

但国家发展更需要的是凝聚人心、奋发

在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视野中消失。

不应缺少“星华义勇军”这一页！应该让
我们的孩子永远记住：为了这片土地的
和平安宁而英勇献身的烈士！

作者为南洋孔教会会长、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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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长期增长铺平道路
• 西方国家做好了调整货币政策走向的准备，如美国会慢慢地减码货币宽松, 但亚洲重
点则是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为今后可持续长期增长铺平道路。在这种环境下，再加上全球经济
复苏依然缓慢，下半年亚洲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亚洲资产的潜在回报率将受到压制。
•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放缓，给亚洲债券带来一定压力。然而，考
虑到目前仍处于零利率环境，而且多数亚洲本币主权债券提供的收益率在1-2%左右，因此投
资评级的公司债券仍能带来较为稳健的收益率，而且相对具有防御性。我们建议规避长期
公司债券，继续关注中短期债券。
• 亚洲货币在强势美元下面临不同程度上的贬值压力, 但本地区的经济基本面稳固,
1997类型的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机率不高, 当然个别国家如印度和印尼有进一步的风险. 我
们看好新加坡元和人民币.
• 我们认为2013下半年亚洲股市面临挑战。目前我们的全球股票策略是加码美国和日
本。但投资者也应该做好一旦结构性改革的利好效应开始显现即开始加码亚洲股票的准备。
• 我们建议投资者关注能够从亚洲投资、消费、人口以及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中获益的投资主题。

经

历了跌跌撞撞的2013上半年之后，下

的增长，而国内经济增长势头也比较疲弱，物

半年会怎样？美国已走上坚实的经

价有下行压力。因此，在欧洲持续紧缩财政的

济复苏之路，欧洲和日本显露企稳迹象，下半

情况下，我们预计下半年亚洲出口仅会小幅回

年亚洲市场仍可能震荡。特别是印度和印尼的

升，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复苏。

货币首当受到资金外流引起贬值压力. 中国、
日本、印度等地区主要经济体确定将进行结
构性改革，很可能导致短期阵痛：出口疲软、
政策支持有限、全球不确定性持续。我们在
2013展望中曾指出：今年的情形可能类似于蛇
和梯子的游戏。当前我们面对的是游戏中最
大的两条蛇：美国提前缩减量化宽松（QE）、中
国收紧宏观政策。

尽管如此，美元走强可能以利率上升的形式
成为亚洲的负担。今年1-8月，美元升值2.2%，
也只是因欧元回升而略微走软。年初迄今，所
有亚洲（日本除外）货币，除人民币以外，全部
下跌，亚洲（日本除外）货币指数下滑3.4%。印
度卢比和印尼盾跌幅最深。从历史来看，美元
升值对亚洲市场有负面影响，预示着货币政
策将收紧、还债成本将上升。当美元便宜、利

复苏前景和风险
亚洲经济周期性复苏面临挑战。欧洲增长
前景仍不确定、日元疲软，中国经济放慢, 对
亚洲地区有不利影响。例如，中国向欧洲和日
本的出口大幅下滑，今年前5个月分别减少了
3% 和3.6%。其他出口型国家，例如韩国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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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低时，一些亚洲公司和居民大肆举债。随
着美联储预计将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逐步
削减其购债计划，美元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上
扬，在此过程中亚洲货币走软。印尼政府甚至
通过加息来遏制印尼盾贬值，常而印度政府甚
至通过加强其资本帐户管制来遏制卢比贬值。

加坡，也面临类似困境。而印尼和马来西亚对

虽然亚洲货币在强势美元下面临不同程

中国的原材料出口也是前景暗淡. 实际上，令

度上的贬值压力, 但本地区的经济基本面稳

人失望的出口一直在拖累大多数亚洲经济体

固。虽然印度和印尼是亚洲地区基本面最弱

的两个国家，但印度的公共债务总额占

资。台湾也宣布了类似的改革措施。印

2012年1月以来亚洲债券的优异表

GDP的百分比仅为69%过 (印尼为26%)，

度政府的重点放在为相关产业松绑以

现在上个月遭到沉重打击。年初迄今摩

远低于欧元区90%、美国80%的水平。而

鼓励外国投资，改革电力行业以解决供

根大通亚洲信用债指数中的投资级公司

且，虽然在过去几年亚洲公共债务相

应瓶颈等。我们预计本轮投资周期将逐

债券的回报率为负3.4%，高收益债券的

对大幅增长，但是平均债务/GDP之比仅

渐见底。尽管亚洲的改革计划不会产生

跌幅也达到3.5%。当前，亚洲高收益债

为46.4%。此外，亚洲（日本除外）经济

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可能带来短期阵

券的平均总收益率在7.9%，与历史平均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比起20年前更强，

痛，但是这些措施有助于减少结构性失

值7–8%持平，亚洲投资级债券的平均

外汇储备总额相当于全球GDP的52%，比

衡，并将亚洲经济带入更可持续的增长

总收益率为4.6%，接近历史公允价值。

1994年的23.6%超出一倍还多。而且，按

轨道。我们预期明年亚洲经济将复苏。

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算的购买
力平价（PPP），亚洲（日本除外）货币基

资产前景与策略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亚洲地区经
济增长放缓，给亚洲信用债带来一定压
力。然而，考虑到目前仍处于零利率环

本上是被低估的。通货膨胀基本保持温

2013上半年结束时亚洲资产表现

境，而且多数亚洲本币主权债券提供的

和，部分得益于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

疲软。MSCI亚洲（日本除外）股票指数

收益率在1-2%左右，因此公司债券仍能

走低。我们认为1997亚洲金融危机重演

下跌7%–虽然好于其他新兴市场，但是

带来较为稳健的收益率，而且相对具有

的机率不高, 当然个别国家如印度和印

大幅落后于发达市场，比如美国和日

防御性。我们建议规避长期公司债券，

尼有进一步的风险.

本。鉴于美联储已经考虑开始缩减QE

继续关注中短期债券。

计划，欧洲增长势头疲软，日元大幅贬

推行结构性改革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实体经济活动
进一步减速，且通缩压力上升。虽然增

值，我们预期下半年亚洲风险资产仍将
面临压力，尤其是结构性改革可能导致
市场短期调整。

货币方面，我们仍预期如果美元继
续回升，则亚洲货币面临短期压力，因
为美元走强将导致亚洲货币在下半年
的升值潜力受限。我们仍看好新加坡

长放缓，但是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急于

虽然稳健的基本面使亚洲不惧未

推动增长加速，而是把结构性改革作为

来风险，长期而言对亚洲（日本除外）

工作重点。政府正在制定全面的改革计

资产有利，但是短期情况则不同，当前

划，包括推进市场化利率和汇率、鼓励

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外部压力（美

私人投资、创造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

国何时开始紧缩周期）、中国增长势头

等竞争的环境等。虽然这些改革措施

（经济放缓程度如何）以及改革前景

此文件仅旨在提供数据讯息，并未考虑到个别

的长期结果有利，但也会带来短期负

（国内改革范围及效果将如何）。

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财政状况或需要。尽

面影响，比如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上
升、产能过剩的行业破产案例增加、各
种债务违约、不良贷款飙升、信贷供应
趋紧等。我们预计这些改革措施将在
10月份中共全会上获得批准。

元和人民币，因这两种货币表现出较大
的弹性。
作者为瑞士银行财富管理亚太地区
首席投资总监

管本文件中所载的所有信息和意见系从瑞银

我们认为上述不确定因素已经在资

认为诚信可靠的来源处所获得，但瑞银不会

产价格中得到反映，因此目前股票估值

就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

具有吸引力。MSCI亚洲（日本除外）股

或暗示的保证。此文件并不应被视为是针对
任何交易之招揽、建议或要约而构成任何形

票指数目前的12个月远期市盈率为10.4

式之法律行为。此文件任何内容并不限制或

倍，远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前16倍的水

约束其它特定邀约之个别条款.瑞银明确禁
止在任何司法管辖限制地区中进行商品销售

日本方面，自从首相安倍晋三推行

平，而且与其自身历史平均市盈率12.2

扩张性财政刺激、日本央行实施大规

倍相比也较为便宜。MSCI中国股票尤

介或提供相关商品。某些投资工具和金融服

模QE计划以来，日元大幅贬值，而通胀

其具有吸引力，市盈率只有8.6倍，而历

务受法律限制，因此可能无法在全球范围内

预期有所回升。目前日本政府正致力

史平均为12.9倍。换句话说，亚洲股票

于安倍经济政策的所谓“第三支箭”，

的估值即使只回到历史平均水平，也有

意在7月份上议院选举结束后随即展开

10-20%的上行空间。虽然我们认为下

本行无义务更新或保存最新的资料。UBS及

结构性改革。新一轮措施旨在改革日

半年亚洲股市将面临挑战，但是投资

其关联机构、董事、高级职员、雇员和/或代

本的医疗保健、农业、劳动力系统，吸

者也应当做好当改革带来曙光时转变

引外国游客，推动私人消费和企业投

为加码亚洲股票的准备。

推介或由不符法律规定之人员进行销售或推

自由提供。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意见和价
格仅限于其发布之时现行的信息、意见和价
格，可能会在毫无预警之下即会发生变更。

理人均明确免予承担与本资料全部或部分内
容或其中所含任何信息的使用相关的或因此
产生的部分及所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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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内日圆对美元似将贬破100关卡，到

出口；但这必须通过短期内使日圆贬值及提

时新币、韩元、台币以及印度卢比、印

高人民消费心理信心才能达成。这套‘安倍经

尼盾、泰铢、马币等多种亚洲货币也会被迫缩

济学’必须紧随着‘安倍心理学’之配套才能

水，一场货币贬值战争无形中已蓄势待发。美

有效上演。第三支箭则是结构性经济改革，希

国货币宽松政策已有收紧之意，美元势将急

望有助于企业信心提升，确保有更高速的经

速从新兴市场汇流回美国。这场由日本央行

济发展之持续性。通过资金成本下降和经济

所推行的巨量货币宽松政策，迫使货币战争提

增速提升，希望将能改善企业债务走势，同时

早掀开序幕。

提升企业投资欲愿及鼓励企业创新，寻找新
企业发展领域。

何谓安倍经济学
日本安倍首相上台后，便迫不及待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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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支箭之三个增长战略

出了‘安倍经济学’。所谓‘安倍经济学’是由

今年四月初，第一支箭射出，日本银行宣

三个部分所组成，或有人谓之‘安倍新政三支

布及急速推行新的定性和定量货币宽松框架，

箭’。第一支箭是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似乎是

把货币宽松目标由以往的隔夜拆借利率转向为

模仿美国货币量化政策，也亦即是日本央行通

基础货币，并要求在两年内以每年约60万亿至

过大量印制钞票来购入债劵，以提高市场流动

70万亿日圆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规模。这强

性，藉此摆脱通货紧缩。第二支箭为赤字财政

有力的货币宽松肯定使日币汇率下跌，其目标

政策，通过政府财政刺激，刺激投资、消费与

希望在两年内稳定实现2％之通胀水平，目前

这个新的框架应可说已取得一定的效

资，不会只因为日圆贬值而把生产线接

对国际影响，从来也不及美国。其原因

果。但从美国货币量化政策经验而言，

回日本。从生产成本与市场布局考量，

不外于，日本国债大多由其国民持有，

货币政策不能独挑大梁，必须安倍三

长期而言，日企未来将依然把生产线

外币外债则非常低，同时日本之GNP远

箭同时齐发，才可能取得效果。安倍之

重点放在海外。其实这是成熟经济体

远大于GDP3-4成。例如：在2011年，日

三箭，其中第一与第二箭执行效果上可

国家所共同面对之问题。现时面对人

本GDP为5.87万亿美元，而其海外资产

以控制在政府手里。但在6月安倍所射

口老化的日本不论年少或年长的百姓

达到7万亿美元，这些海外企业营利能

出的第三支箭，主要有三个增长战略：

早已惯于生活在通缩和低成长的环境

力非常强。它也是世界第二高外汇储

第一是工业复兴，第二是创造新的市

里，再加上日本是个非常缺乏多元文化

备国，目前是仅有东亚、南亚与东南亚

场增长点，第三则强调全球化推进贸易

之保守国家，与美国开放多元文化社会

国家唯一进入先进现代化国家行列。

关系，促进外国投资和日本劳动力的全

不同，因此无法有效表现出资本主义

球化水平，这明显的则须靠整体企业与

“无尽的创新”特征，亦即缺乏如著名

金融界等等之配合。如果日本最强大的

已故经济学家熊彼德所谓之“创造性

总结：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之下，

产业不带头把安倍经济学的效果从提

破坏的永恒风暴”的经济精髓之核心

以巨量货币宽松政策与政府财政投入

振金融与股票市场转变成拉抬实质经

价值。因此，这些结构性经济改革不

的刺激，不顾一切推高通膨预期，的确

济，就很难找到更强的支持力量了。目前

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达成。但话虽如此，

对呆滞的经济起了兴奋作用。这种特

虽然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盈余正有增加，

不论你走到日本哪个角落，都也能感受

别的复苏「特效药」，因缺乏完整可行

但一般上，企业主管单位却非常抗拒提

到日本已是一个成熟经济体现代化国

的结构性经济调整方案，要支持持续

高基本工资或扩大国内生产的呼声。

家。这当然无法与正在发展之新兴国家

性的增长肯定有巨大的难度。换言之，

（如中国）一样，可以透过大兴土木等

日本经济复苏短期露出好转之势，但中

工程建设来促进GDP增长。目前任何面

长期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货币宽松

对须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之已发展的

政策不能有效用来解决经济结构性问

像日本或美国现代化国家，其国内

现代化国家（如美国等等），对此都束

题，只能似以抛钱来买时间与信心。现

结构性经济转型过程既遥远又漫长，

手无策，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明白推行

时日本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甚

特别是取得成功的两个关键要素：以

新结构性经济改革这层道理，但却只能

至有些产业已被南韩取代。其国内服务

高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及提高工资以刺

沦于空谈，无法真正推出有效的解决方

业未能大量开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

激消费，至今虽乐观但尚未见成果。其

案，当然安倍也不例外。

补充产业外移的失业人数，劳工制度僵

取得成功的两个关键要素：
高投资、高消费

实这不足为奇，企业必须首先取得较长
期稳固经济成长，及金融机构有正面感

死马当活马医之安倍经济学

化，有碍鼓励年轻人的创新等等结构性

日本是先进现代化国家

发展‘病源’，都使改革阻力重重。安倍

受到好经济环境后，大家才能做出适当

日本自1990年经济泡沫爆发后，经

经济学这帖猛药，使日圆暴泻刺激出口

调整。况而，目前全球经济仍面临波动，

济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日本股市日经指

并通过股市激发企业进行投资，同时激

一旦出现衰退，将给各国经济的重振带

数在1989年12月关市日为38915点，而一

化财富效应，以刺激消费，的确拉高了

来不利影响。

年后亦即1990年12月关市日跌至23848

第一、二季经济增速，但日本企业进行

点。至今虽然经过货币宽松刺激，依然

投资效应迄今未彰。很明显的，要走出

徘徊在一万五千点左右，跌幅近六成

长期通缩阴影，增长持续性必须得到企

    安倍经济学的初衷不外乎把日

多。现在已经历了两个迷失的十年。在

业界对结构性经济改革支持，这一步才

本从一个低增长之通货紧缩的均衡状

安倍上台前，各种数据都在显示日本经

是安倍经济学的考验。但若未能如愿，

态，转变到一个正通胀并可持续高增

济的不景气，甚至已到了不堪之地步；

日本经济也肯定不会比安倍上台前差，

长的新均衡状态。以日本目前状况来

同时，日本政府债务达到极高水平，已

所以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安倍经济

看，这第三支箭或多或少只呈现出点缀

接近日本GDP之240％。虽然如此，日本

学有赢没输，可算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的作用，亦即说易行难。例如日本企业

却未如欧盟国家一样陷入经济金融危

还在观望，因大部份日企在世界各地投

机，如希腊、西班牙等，日本财政危机

结构性经济改革之难度

作者为怡和轩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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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所以市场对新框架的出台才那么措手不
及。加上当局此次的做法与之前增加税率、降
低贷款额度等的降温措施有很大不同，还表示
会密切留意市场对这个总偿债率框架的顶限的

╱ 文  : 李敏雯

本地楼市
何去何从

反应，似乎暗示该框架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调试
空间，才让买家和业者对这次的楼市调控变得
格外谨慎。
新框架也把之前一些父母利用儿女的名
义，向银行申请较长贷款期以及逃避额外买
方印花税（Additional Buyer Stamp Duty，简
称ABSD）的漏洞填补了。这样一来，父母想利

新降温措施带来的冲击

用子女名义多买一套私宅来投资的需求也受
到冲击。若子女的收入不高，无法全数支付房

私宅价格今年来屡创新高，投资情绪依然

贷，原本可以只以借贷人身份贷款的父母，都

高涨，金融管理局（MAS）在6月底宣布推出总偿

将一并被列为屋主。这意味着父母不能再申

债率（Total Debt Servicing Ratio,简称TDSR）

请较长的贷款，还必须掏出更多现金支付额

框架，规定房地产贷款者所有债务的每月摊还

外买方印花税。

额不能超过收入的六成，令旺热的房地产市场
打了个“冷颤”。

新框架落实才一个月左右时间，新加坡产
业发展商公会(REDAS)会长谢文华就在该公会

新框架宣布当天的下午，位于裕廊东地铁

主办的一项房地产展望研讨会上，毫不加掩饰

站旁J Gateway私宅项目因购买人潮踊跃，须

地指出，近期屡创新高的新加坡私宅，即将迎

要以抽签方式决定买家资格。而当天该项目所

来一个转折点。谢文华也是本地最大房地产发

有738个单位就几乎售罄，是自2009年Optima@

展商之一远东机构的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

Tanah Merah项目热卖之后少见的情景。不过新
框架隔天实施之后，7月份登场的新项目纷纷
遇冷，反应与之前似乎有明显反差。

中短期内，新加坡楼市的确面对着一系列

比起历来的降温措施，市场对这个新框

的挑战。首先，美国可能在来临9月开始削减

架的反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新数据显示，7

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措施，这可能带动资金

月份发展商只卖出481个私宅，比6月份大跌七

从炽热的新兴市场撤资。新加坡作为一个开

成，是自2009年12月以来表现最逊色的一个月

放的经济体，到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种资

份。业者认为，这股冲击比过去数轮的降温措

产，或许都会面对一些卖压。这种资产套现的

施来得更深远。

先兆可见于最近频频下跌的股市和大幅走软

当局重申这不是房地产降温措施，只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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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期内面对的挑战

的新兴市场货币。

确保金融机构和房屋贷款人非因低利率环境而

再有，若美国经济持续好转势头，利率上

过度借贷。不过由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

调指日可待。到时究竟有多少贷款者吃不消利

在不久前才澄清，政府现阶段没有必要为楼市

率上扬后的贷款压力，可从金管局给予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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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看出一些端倪：当局估计本地约有

第二季的完整数据，从今年到2017年左

买家占了两成。假如依斯干达的私宅

5％至10％的贷款者，每月得用超过60％

右总共将有8万7789个新私宅即将竣

项目接下来继续到狮城抢滩，那本地

的月入偿还各项贷款，房屋贷款是他

工。若加上执行共管公寓（EC），总共有

私宅发展商不得不在行销上加入更多

们的主要债务。一旦房贷利率上扬三个

10万零238个新单位落成。这相等于接

创意新点子，才能挽留买家。

百分点，10％至15％贷款者的总偿债率

下来平均每年有约1万8000个私宅单位

外来人口的增长已经不如从前，私

将超过60％这个不健康水平。

竣工，是过去10年每年约9000个单位的

宅租赁市场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放缓。

一倍。这里还不包括接下来约12万3000

过去有七、八千元租金津贴的外国人，

个将陆续竣工的组屋单位。

现在都已经把租金预算定在四、五千左

根据市区重建局（URA）私宅的转
售禁令数据，自2009年第三季楼市回
升后，私宅市场（不包括集体出售交易

本地楼市还同时面对来自马来西亚

右，主要是新元对主要货币如美元和欧

以及执行共管公寓在内）总共有超过13

依斯干达（Iskandar）经济特区房地产

元等走强，以及在金融海啸之后金融服

万7000宗交易。粗略估计的话，目前可

项目的竞争。新加坡人在本地置业的

务领域的就业前景依然低迷所致。加上

能有多达1万3700个家庭（10%）出现过

成本大大增加，又不甘愿看到自己的存

政府之前推出的卖方印花税，规定私宅

度贷款的情况。如果房价趋软或者利率

款在银行内“缩水”，于是越过长堤投

买家不能在首四年内卖掉屋子，否则将

突然上升的话，这些家庭的财务可能会

资房地产。有海外发展商甚至包下大巴，

向他们征取最高达16%的税。这可能导

亮起红灯，市场上可能出现一些以“跳

每个周末来回载送潜在买家来回新马，

致更多这两年买下屋子的投资者，把刚

楼价”贱卖的私宅。

还邀请艺人一同成行举办嘉年华会。有

竣工的私宅放到市场上出租。

我们也不要忘记将在接下来三、四

发展商声称一个长周末（新加坡国庆期

如果在这期间，全球经济大环境转

年内竣工的私宅单位数目。根据市建局

间）卖出多达3500间私宅，其中新加坡

好，支持本地经济稳健增长，那这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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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问题或许还不大，能够被市场吸

但仍维持在高水平。加上新加坡目前正

屋提升者在今年第二季，占了整体私宅

纳。然而要是因为量化宽松减速造成

处于经济重组阶段，预计本地就业市场

成交量的52%；若以大众化私宅而言，

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或者中国经济走下

将继续吃紧。

比率更增加到58%。若组屋转售价格继

坡影响了整个区域的需求，那这批新竣
工的单位，可能令本地楼市雪上加霜。

房贷利率在中长期可能呈上扬趋
势，但即使美国方面在今年9月就开始削

续保持平稳，市场依然不乏要提升到
私宅的买家。

减量化宽松的力度，在明年中完全终止

另外根据税务局的年报，年收入超

量化宽松，要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刻调高

过10万元的国人已经从2005/2006年的

利率，还有相当的挑战。若参考美国的

13万2399人增加到2011/2012年的24万

纵观历史数据，我们发现本地楼市

就业指标，虽然新添的就业机会增加，

9059人，增幅为88%。这意味着新加坡

的表现，似乎与经济增长、股市表现（海

但依然以每小时不到20美元的低收入

人的收入在这期间有显著的增加。经济

峡时报指数）、3个月银行同业拆息率

行业如餐饮与零售等为主；联储局是否

繁荣带来更多的财富，楼市受益也是无

（房贷利率）、转售组屋指数、私宅空

有足够信心在量化宽松结束后就宣布

可厚非的。

置率、租金指数、外来人口增长以及政

上调利率，审视一下美国地方政府的财

最后不得不提，过去一年，海内外

府政策倾向等有相对紧密的关联。若

务情况就能看得出端倪：若利率上扬，

发展商在标地时毫不手软，土地价格

正面的指标依然主导市场，那房价依然

好些州将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出现违

随着激烈的竞争水涨船高。若以发展

看涨的可能性还是较高；反之也成立。

约，今年7月刚宣布破产的底特律就是

商为土地支付的价格为准，从现在开始

首先来看今年的经济增长表现。虽

最好的例子。底特律这个昔日辉煌的

应该不会再有每平方英尺1000元以下的

然区域国家如印尼、泰国第二季度经济

汽车之城，这些年来债务缠身，总共欠

私宅项目推出市场。有些地方如金殿路

都明显有所放缓，但由于拜服务业强劲

下约达180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

的私宅地段，可能要瞄准至少每平方英

增长所赐，新加坡却一支独秀在今年

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而三分之一的居民

尺2100元推出。倘若本地经济没有受到

第二季度增长了3.8%，促使政府把全年

处于贫困，失业率高达20%。有分析师

外来因素的严重打击，发展商没有理由

的经济预测从之前的介于1%至3%，调

预测，若利率上调，更多地方政府会步

要降价求售，私宅价格要显著下跌的空

高到2.5%至3.5%。

底特律后尘，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

间并不大。

经济基本面为决定因素
本地楼市是否已经见顶了呢？

全球经济展望下半年也更佳。虽然

的稳健复苏。

由此可见，在上述基本面的支持

正在放缓增长步伐的中国，可能影响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会看到

下，要谈本地楼市已经见顶，恐怕还言

求，但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似

利率大幅度上调，以致拖垮本地的楼

之过早。不过，房地产与其他投资一样，

乎看到情势有好转迹象, 经济也开始出

市，目前还是个未知数。这或许也就是

不可能一直往上走，当 价格上涨过快过

现更稳健的复苏轨迹。倘若这股复苏势

为什么，即使利率上调的说法纷扰市

猛，也会进入调整期。本地私宅价格指

头可以持续，这很可能意味着新加坡经

场，本地多家银行还信心满满地为现在

数自2009年次季的低点，已连续上涨了

济已经在今年首季见底，下半年还能取

前去贷款的屋主，提供在接下来两三年

16个季度，接近历来本地房地产市场17

得稳健增长，这对本地房地产市场无

不到2%的年房贷利率。难道说银行不知

个季度的平均周期。这也或许在一定程

疑是个利好因素。

道有利率上调的风险？一种合理的解释

度上肯定了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公会会长

则是利率上调的风险被夸大了。

谢文华的“拐点论”。然而，拐点过后风

也正是因为经济基本面转好，本
地失业率继续保持在2%左右的低点。

强劲的转售组屋价格也是另外一

虽然今年第二季，失业率略微从首季

个给予本地私宅支持的重要因素。转

的1.9%上升到2.1%，但仍要比2009年时

售组屋价格指数从2009年的谷底至今，

3.3%的失业率要低得多。根据人力资源

已经上扬了49%，同期私宅指数也上涨

公司韩德（Hudson)的最新报告，新加坡

约54%，两者有着相对紧密的关联。而

第二季的新员工招聘展望虽略有下降，

且，根据私宅买家住址的官方数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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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是否依旧，那就要看新加坡经济在接
下来的转型后，能否继续保持它在东南
亚甚至亚太区的翘楚地位了。
作者是橙易产业研究与咨询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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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印尼现代华文教育可追溯至1901年，当时巴达维西（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办海外第一间中华
学校（现称八华学校），群岛各地热烈响应，推动印尼教育蓬勃发展。从1908年50所华校、1941
年503所、1950年816所、1954年1400所到1957年1875所，反映了印尼华侨华人热心学习华文华语
和中华文化高潮迭起，空前兴旺。
1957年是印尼华文教育光辉发展的高峰，全国各地市镇，远至穷乡僻壤的巴布西或帝汶都有
华校存在，有老师辛勤教导华侨华人子弟，使当时华校多达1875所，如果加上一些各种教会所创
办的学校，总数接近2000所，学生多达42万5千人，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这
是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访印尼出席亚非会议作出厉史性伟大贡献带来的积极影响。
1957年以后，华文教育受到当权者压制取缔，历尽波涛起伏，血戾沧桑，到1966年4月被苏
哈多专制政权完全封闭，中华文教和文化全面被查禁整整三十多年。2000年民主改革时代，华
文教学开始复兴，三语学校零零星星逐渐设立，新的华文教学或学习华文为主的三语学校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 文  : 李卓辉

印尼三语教育
发展现状、展望与建议
三语学校发展状况

从

为主的三语学校或新型的华文学校，所有政府

2000年到2013年，印尼华文教育复兴，

国民学府，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允许选修华文

但失去了100年前的激情和冲劲，华文

或创办华文学系，学习华文受到华人和兄弟族

教学和华文学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发展

的重视和喜爱，但由于师资和经费等系列的问

相对缓慢，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较完善的体

题，尚未取得较突出成绩。全国19省设立了华

系，没有统一的教材，没有创新突破。因此，民

文教育协调机构，正积极推动华文教学，不够

主改革十五年，以华文教育为主的三语学校发

还须艰辛奋斗。每年汉语水平考试(HSK)已从早

展不如人们预期，没有过去的光辉记录，其状

先三市举行跃升到14市举办，每年举行2次。

况可综述如下：

■  

广大华人子女都渴望学习华文华语，但

华人取得了与其他兄弟族平起平坐的公

没有正规的学校可进入学习，还是以补习为

民权与社会地位，政府也允许创办以华文教学

主。现有的国际三语学校或外国办的华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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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费非常昂贵，普通华人家庭没有

和印尼各大城市的公私立大学纷纷设

姓名也不会写了。因此，当前印尼华侨

能力支付。可以说，有心学华文，无力

立中文系，成绩差强人意。国汉办在印

华人分为三大群体：

还学费。

尼六间国立大学设立孔子学院，推行

■  

全国兴办了百多所有一定规模的

三语学校，八华中小学和棉兰崇文中小
学学生各超三千，表现卓越。但对33 个
省首府进行调查，发现一大部分首府都
尚未设三语学校，平民化三语学校更绝
无仅有。苏门答猎岛10个省首府，只有
苏北省棉 栏、廖省首府北干、占碑和
廖群岛丹戎宾榔办三语学校；爪哇岛6
省首府，只有雅加达，东爪哇省泗水、
西爪哇省万隆、中哇省三宝龙和日惹有
三语学校，万丹省则只有其主要城市
丹格朗有数所较出色的三语学府；加
里曼丹五省，只有西加省首府坤甸市，
东加省首府三马林达和南加省马辰有
三语学校；苏拉威西六省，只有苏南省

学习华文语，品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今
后在印尼94间国立大学和一千多间私
立大学发展华文教学还大有可为，关

■  

承认“中华族”，约300万人，还

通晓华语华文，符合2010年人口普查。
■  

承认“印尼公民”（WNI）的侨生

键是师资、教材、经费和经营管理方向

华人，约有1000万到1500万人，他们数

有待改革创新，认真筹划。

代生在群岛各地，有中华血缘和姓氏，
但不懂华语华文，对中华文化一知半

改革创新推行全国平民化
三语教育
2010年，印尼进行十年一度的人口

解。但侨生华人全面崛起，在政治、文
化、经贸、科技、法制等领域成为印华
的主流。

普查，结果承认是“中华族”的居民只
有295万人，占总人数1.2%，大出人们的
意料，因为按官方和华社非正式估计，
印尼华人或有1500万人上下，应该还是
全国第三大部族，但普查结果已落到第
十多位了。

■  

新一代华侨，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港澳、星马的华侨华人，约五十
万人。
印尼华人侨生群体和侨生文化成为
了华侨华人的主流，中资企业到印尼各

首府锡江有三语学校；其他五省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原因是经过荷

地经商投资或开展交流活动，碰到的都

创设；东部七省，只有巴厘省首府有四

兰殖民统治三百多年实行“分而治之”

是侨生子女。要在印尼开展华文教育或

所三语学校。

政策和苏哈多政权封闭华文学校与中

华文教学，要有突破创意，就必须对过

华文化三十多年的压制，印尼华侨华人

去的传统方式进行改革创新。在体制、

整整丧失了一代到二代人学习华文华

学校、师资、教材和教学等方面要有创

语和中华文化的基本权利，有近90%的

新，才能扩大华文教学发展，普及华文

华人子弟都不懂华文华语，甚至连中文

学习，弘扬中华文化。

■  

总之，全国34省只有十多省府设

有华文教学的三语学校，由华人热心
社团创办。在爪哇一些大城市如梭罗、
茉莉芬、普哇格多、玛 朗、外南梦、玛
格郎和西加山口洋与廖群岛巴淡市等
地也先后创办了三语学校，但除八华中
小学、苏北崇文中小学和泗水新中中
小学外，学生人数还是相对不多，规模
较小。应该说，改革时代的华文教育未
取得显著成绩，还有待继续努力，寻求
创新突破，争取佳绩。
■  

印尼高教学府开展华文教学大

有进展。最突出的是苏北华联创办“亚
洲国际友好学院”和玛朗玛中校友会
创办“玛中大学”。两间大学各拥有学
生超一千人，苏北亚院更以华文为主要
教学媒介，培育大批通晓华文的人才。
雅加达建国大学、慈育大学、印尼大学
雅加达八华学校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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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宏观发展蓝图，

通三语学校在全印尼各省和各县市完

流，长期进行文教与学术研究活动，必

需要几代人辛勤努力，教育才可持续发

成（印尼目前有34省和约520个县市）。

要时每年定期交流，在各地三语学校

展。这就是重新恢复百年前印尼华人先
贤的伟大精神，在群岛各地创建平民化
三语学校，兴建普通的校舍，收取普通
百姓付得起的学费，甚至给予免费，让
侨生子弟和兄弟族子女可以进入学校
学习华文华语，也学习印、英语。让他
们重新认识先祖的姓氏，学会华文华
语，学习仁义道德。
我走到过许多地方，侨生群体都表
示其子女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学到华文
华语，他们渴切希望我们协助建立简陋
的学校和教导管理，让下一代可以学习

开展文艺演出或巡回展览。

推行中华软实力的具体建议

开展印中人文交流和互相访问，

■  

推行中华软实力是一项长期而复
杂的工作，必须勤勤恳恳，谦虚务实，

加深对中印尼文化艺术认识，提高文
教水平。

认真耐心、持续不断地开展，才会取得
殷实成果。碍于篇幅关系，简述如下：

中国重视华文教学发展

不断兴建平民化三语学校，让全

中国政府重视海外、特别是印尼等

部侨生下一代和更多兄弟族子女前来学

地的华文教学发展，长期来积极协助

习华文华语和中文文化。

师资培训和派出志愿教师到群岛各地

■  

教导华文，目前，印尼有一万六千多名
■  

加强与中国合作，在印尼二或三

处设立师范学院，有系统地培育当地

青年留学生在中国各地高校学习，每年
还不断增长，其中有很小部分是得到中
方提供的奖学金。
中国人协副主席兼科技部长万钢于
2013年8月11日到14日率团访问雅加达，
与全印尼华教单位举行全天座谈会，听
取各地老师提出各种困难和建议，收到
良好成果。
在各省华教协调机构汇报中，东爪
哇李光迈主席认为教师的本土化最为
关键，如何提高教师质量和教师持续

2012年八华学校幼儿园毕业典礼

进修是问题的关键；中爪哇陈友明副
主席指出，在华文教育过程中如何处理

华文华语，认识中华文化。我想，所有

华文华语教师，成为管理各地平民化

好与兄弟族群的关系，将受教层面扩大

华人责无旁贷，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

三语学校的核心力量。我们创办的东盟

也是一个重要议题；东加省钟明珠主席

在印尼34省首府和有条件的县、市、镇

南洋学基金会将与中方联手合作，为此

认为教师队伍老龄化，新生力量持续力

创建平民化三语学校，招收普通家庭

不懈努力。

不足，没有条件做培训是华文教育的重

的子女，认真教导华文华语和中华文

■  

在印尼和大中华地区开展十元人

要制约。占卑省胡福东副主席同样提

化，我们希望中国许多退休的老师成为

民币义捐运动，号召各界长期支持创办

出华语课程本土化的重要性和具体建

义工，支持我们在全国开办平民化三语

平民化三语学校，持续不断进行。义款

议。30间学校负责人和老师也提出华

学校，把中华文化传向群岛市镇乡村。

有由华社各界（印尼华裔总会、印华妇

文教学的不足和实际困难。

一间平民化三语学校，如土地由地

协和东盟南大教育基金会为主）组织

雅加达华教协调机构执行主席蔡昌

方政府或华社群体捐献，建筑费约8万

管理委员会，以公开透明方式管理，每

杰做了总结性报告，他说，印中两国高层

到10万元人民币，建设时间6—8个月，

月公开公布收支细节。

的互访和沟通，将有利于华文教学的工

如果一年在各地兴建30间，我们需要
20年时间才建设500-600间，刚好把普

与主流社会团体、伊斯兰社团

作环境，他强调了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

组织联手合作，开展中印尼文化艺术交

是关键，希望中国政府能给印尼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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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印尼开展华文教育或华文教学，要有突破创意，就必须对
过去的传统方式进行改革创新。在体制、学校、师资、教材和教
学等方面要有创新，才能扩大华文教学发展，普及华文学习，弘扬
中华文化。

的四年本科奖学金名额。他呼吁，作为

将这种古老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

里，世界最大热带雨林，资源丰富，土

火车头的华教协调机构，必须做好组

万钢指出，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中国的

地肥沃，海洋财富浩瀚，一百多个大部

织建设工作，提高行政管理知识水平，

每一个汉字其实就是一幅幅的画，学

族都与中华民族有长期的历史交流和

走在华文教育形势发展的前头。

习这种语言和文字更容易理解我们的思

文化渊源。因此，我们开展有华文教学

曾担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中国科

维和生活方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的三语学校教育大有可为，需要我们积

技部长万钢对教育工作有着非常丰富

中国经济的崛起，学习汉语成为越来越

极努力开展，特别是争取全体侨生子

的经验和教学理念，他首先肯定了在印

多的商务人士必备的技能。中国和东盟

女都能接受华文教学和中华文化，是我

尼全体华文教师对推动华文教育所做

的关系发展越来越良好，中文知识也成

们当前迫切的任务，也是在印尼开展华

的贡献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为东盟地区各国的战略资源。他同时强

文教学的主要方向，前景十分亮丽，无

同时认为解决当前所遇到的困难就是

调，自古印中两国都是友好邻邦，所以

可限量，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共同努力，

主要解决如何做好华文教育的系统性，

在技术转移和对接上两国将会相互支

再创新的辉煌。

如何看待教育问题的多元性和是否对历

持，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史的反思这三个问题上，也就是教师本
土化、教材现代化和教学法多元化。他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结论和展望

认为中华文化是全人类的瑰宝，不能视

印尼是世界最大岛国，也是全球第

为己有，华文教育正是从人类道义高度

四人口大国，海洋面积五百多万平方公

2013年8月26日至28日，全国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万隆举行，出席者合影（前排左起第八位为本文作者李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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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柔学校的成立，与新加坡养正学校有所渊源。

宽柔以教 南方之强
╱ 文  : 安焕然

写在宽柔百年庆

毗

邻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山
（Johor Bahru），是马来西亚柔佛州首

府。新山有个著名的华文教育学村：
“宽柔”。
自1913年创办以来，迄今已发展成拥有五间属
于马来西亚国民型的华文小学，亦即：宽柔第一
小学、宽柔第二小学、宽柔第三小学、宽柔第
四小学和宽柔第五小学。五十年代申办中学，
至今已扩展成两间华文独立中学，亦即宽柔中
学（校本部）以及宽中古来分校。两间中学的
在籍学生超过一万人，是全马学生人数最多的

养正与宽柔
今年是宽柔学村的百年校庆，各项庆祝活
动接续进行，也热络了对宽柔校史的探讨。宽
柔之倡办，与广肇帮人有所渊源。二十世纪初，
新山广肇府人出现了一批相当热心于文教事业
和具有民族意识的社会精英。辛亥前后，柔南
同盟会和革命派的主力多聚集在广肇会馆。其
中，有黄羲初君，他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加入新加
坡同盟会，并受委为同盟会柔佛分部部长。1912
年南京政府特颁给旌义奖。

中学。此外，九十年代，在宽柔中学专科班的
基础上，创立了南方学院，是为大马第一所华
社民办高等学府，2012年南方学院升格为南方
大学学院。这个拥有五间华文小学、两间华文
独立中学和一所华社民办大学，形成所谓“宽
柔学村”的教育格局，向来被喻为是东南亚华
文教育的办学典范。

早在1913年“华侨公立宽柔学校”成立之
前，黄羲初和同乡骆雨生等一批广肇帮热心教
育人士已在新山兆南街广肇会馆创办了育才
学堂，并礼聘新山广肇帮人黄燊南的侄儿，当
时刚毕业于新加坡养正学校的黄伯长，执教育
才，学生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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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言育才是一间以粤语教授（以资

养正与宽柔的办学成效如何？这可

宽中拒受政府津贴的决定经媒体

培植粤侨子弟）的学校，但其在1911年

从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派黄炎培

报导之后，本地华教人士为之震奋，咸

正式开学，已是“实行新式教法”的学

等南巡视察英荷两属殖民地近80间侨

认为那是“中华文化能发扬光大，牺牲

堂。民国肇始庆祝首届双十节国庆盛典

校的报告看出端倪。为黄炎培留下最

精神值全马示范”。一致赞扬“宽柔中

上，育才学堂学生一律西装校服，举行

深刻印象，并赞誉为“南学之模范”的

学董事诸公才是真正维护中华文化的

军式体操。此诚乃当年中国新式学堂

四间学校，一是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中

战士”。当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更是高

“尚武精神”之模式办学，有其一脉相

华，一是吉隆坡尊孔，余两者就是新加

兴地说：
“由这一个事实，就证明了中

承之轨迹。

坡的养正和新山之宽柔。

华文化是永远可以在本邦发扬光大的，

育才“新式学堂”的教育模式，开

黄炎培是中国实用主义教育的提倡

华校是永远存在的，更证明了柔佛新山

拓了新山华社各界人士的视野。基于

者，养正和宽柔之所以皆获黄氏赞誉，想

华人尤其是宽柔中学的董事是最热心

此新式教育的刺激，1913年宽柔之倡

来与其实学致用的办学方针有关。1917

教育的。”

办，一般言说，是在广肇帮的黄羲初

年宽柔获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得“南离

和骆雨生，以及两位潮籍人士陈迎祥

敷教”牌匾。今天，这匾额还悬挂在宽

和郑亚吉发起，在育才学堂的办学基

柔一小的大礼堂。而同获奖匾者尚有新

础之上，再结合新山“五帮”（亦即潮

加坡的养正学校。

州、广肇、福建、客家和海南）跨帮群
整合的力量，共同创办一所不分畛域，

自主办学

当时，华教界和华文报章经常以宽
中为楷模。1961年3月15日，林连玉在教
总工委会议上，更是声嘶力竭地向华文
中学诸校董事们呼吁：
“华文中学是华
人文化的堡垒”，
“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
价，维护下来。这就是说，津贴金可以被

以华语授课的“华侨公立宽柔学校”，

1957年，马来亚独立，但华文教育

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他说“（独

开放给各籍贯子弟就读，开华社风气

却要面临改制变质的危机。学潮四起，

中）说是没法维持，那是欺人之谈。柔佛

之先。

人心惶惶，华教走在十字路口，抉择难

宽柔中学，独立以来，校务更加发展，这

根据郑良树《宽柔纪事本末》的记

断。是年12月新山宽柔中学董事部开会

便足为全国华文中学的模范。”

述，民国元年，在蔡元培的“军国民精

议决，毅然对外宣布和表明：宽中拒绝改

神”思想的笼罩之下，新马地区许多学

制。从1958年元月1日起，宽中不再接受

校也仿效中国内地的学校，推行军事训

政府分文津贴，全部经费由董事部自筹

练。其中，新加坡的养正学校就积极执

及承担，同时接纳超龄生就读。自力更

行这种尚武的教育政策。养正学校的

生，成为马来亚第一间华文独立中学。

前身是广肇学堂，创立于1905年，是新

宽柔中学董事会的这一项议决，在

加坡最早转型为新式学校的帮群学校。

马来西亚华教史上意义重大。它不仅

而执长养正学校，祖籍广东鹤山的宋木

使宽中摆脱了许多纠葛，坚毅地留在

林校长，则是南洋华侨新式教育先驱。

华教阵营，同时也增强了其他华文中学

他于1907年至1915年，出任养正校长。

“独立”的决心。尤其是柔佛大部份的

值得留意的是，宋木林校长和黄羲

华文中学随即跟进，使柔佛成为大马华

初熟稔。宽柔创办之时，宋木林校长实

文独立中学教育的重镇，为华教保存一

际上是黄羲初的“私人顾问”，黄羲初

丝命脉。

每事必向宋木林咨询，而宋木林也乐意

当时，面对改制与否的抉择，宽中董

相告。据说，1913年5月18日宽柔正式开

事内部有不同意见。据说后来他们是越

幕，宋木林校长还亲率铜乐队助兴及

过长堤，请教已经“退休”家住新加坡的

协助运动会一切事务。由此观之，
“新

宽柔创办人黄羲初。黄羲初以“学校主

新”（新加坡和新山）之关系，广肇帮群

权必须掌握在华社手中”，晓以大义，

的养正学校和新山“五帮共建”宽柔学

说服了诸董事，遂而毅然拒绝改制，树

校的创办渊源，是相当密切的。

立了华校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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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宣教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发展，亦可以
说是一场场震撼人心的社会群众文化
醒觉运动。惟溯其源，五十年代筹办南
洋大学的盛况，极具感染力。当年筹办
南大的热力，意义非凡，影响深远，是
为大马华教运动获取奋斗精神的重要
活水源头。一水之隔的新山华社，岂能
无动于衷？
1965年新马分家。新加坡华教走往
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大马华文中学也面
临改制浪潮，拔旗易主者排山倒海，两
地华教命运皆诡谲多变，风雨飘摇、凄
风苦雨。地处马来半岛边陲，顽抗改制
之劝诱，冷凝彼岸之华教命运，宽柔仍
坚毅的走着。
六十年代，宽柔 筹建 大礼堂，至
1967年落成在即，所筹款数尚不敷十万

元。就在此紧迫之际，一批宽柔校友、学

风，提升学生素质，亦是宽柔跃起的另

拒绝改制，自力更生，即使在最艰困的

生、工人、妇女、社团领导人结合起来，

一内在因素。

时期，宽柔力图发展，展现出的是“和

发动了激奋人心的售卖“金砖”运动。

1958年至六十年代掌校的王宓文校

而不流”的谦谦君子风范。

所谓“金砖”，其实是乐捐款项后的

长是宽柔树立学术典范的关键奠基人。

宽 柔 办 学 ，一 是 自 主 ，二 是 务

一张收据凭证。最初其最小面额是一块

一代醇儒王宓文，他即是著名学者王赓

实。1963 年，王宓文在《宽柔五十年

钱一张金砖。当时售卖金砖的成员，除了

武的父亲。曾任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华

纪念刊》之序中云：华文独中的办学目

校友，还包括劳动者（主要是南洋鞋厂

校总视学官。品德学养，素为时人敬佩。

标，
“一方面不违教育局当局之所规

工友）以及一批在籍学生。而宽柔董事

宽中董事部宣布拒绝改制之后，聘请王

定，一方面又能具备其特有之适应性，

也给予积极支持。他们除了在新山市区

宓文掌校。在其任内，王校长不仅重视

俾就学青年，无论其是否超龄，无论其

售卖金砖，也出往外埠，几乎跑遍柔佛

学生的自发学习，品学兼重，并且进行了

升学抑就业，均能以本邦当前需要为适

州各县市。这批下乡进城的热血青年，

多项重要的施教方针改革，包括强调三

应对象，而承先启后，复不愧对数十年

语（华巫英）并重，高中文理分科，高中理

来，所有为本校努力之热心人士惨淡经

科班数理采用英文课本，并规定高中三

营之苦心。”

在劝捐金砖当儿，亦向当地民众倡导华
教意识，并把华教自力奋斗的精神、所
应扮演角色，以及把华教的讯息传达到

学生必须撰写一篇五千字以上的毕业论

而宽柔子弟的素质如何？今年初，

文，始准予毕业，可谓中等中学之创举。

旅居美国，曾在制造人造卫星和潜水艇

所以说，它同时也是一场草根性的社会

七十至八十年代，黄继翔、张抜川

的美国公司服务的物理学博士吴伟荣校

运动。华教意识是需要倡导传扬，华教

之续任校长，各项颇具绩效的办学施教

友，受邀宽柔校友会讲座。在交流时段，

精神的体现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

方针的制定，既强调华文教学与文化传

我问吴学长：
“就你以一个宽中生、大马

扬，也确保学生素质的提升，学业成绩

华校生的身份，留美从事尖端科技，有

优良。宽中学生人数从七十年代飙涨，

哪些优势和不足之处呢？”

柔佛各乡镇地方去。捐钱事小，认识到
为什么要捐这一块钱，意义就不同了。

宽中金砖在七八十年代以后分售至
全马各地，学生爱校献金运动一波接
一波高潮，其活水源头，应当是从1967
年那个时候开始的。它比1973年全国华
教独中复兴运动的展开，还提早行进
了几年。

至今能发展成为全国最大型的中学，其
校誉之成就，绝非偶然。
宽中的升学率颇高。1972年，宽柔
之留台生，已是跃居全马华文中学之

吴学长很爽快地回说：当今的中国
人，基础知识强；而在美国，自由发挥的
空间大，但我们不一定要完全以此来跟
这些人竞争。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冠。1983年大马赴台升学人数，宽柔就

大马华校生、宽柔学生的长处在哪

占了15％。九十年代，宽中培育的优秀

里？学长说：
“老实！”为人老实，做学问

人才，也开始往新加坡“输出”。新加坡

老实，不造假，做事脚踏实地，凡事一步

的大学教育单位大力招揽马来西亚华文

一步来。其实很多时候，创意之灵光都

一栋一栋教学高楼就在不及20亩地的

独中优秀生到新加坡深造，宽中顶尖极

是在工作中发展，在实际操作的过程想

校园里平地建起。其一砖一瓦，均来自

优的毕业生多被吸揽。以2000年为例，

出来的。他这一番人生经历的分享，正

华社民间的用心筹募。

宽中是全马独中最多学生往狮城深造

契合了宽柔校歌最后一段：
“愿同学，勤

的学校，占两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

俭、正直、服务社会，扬校风。”

七十年代以后，宽中校誉日隆，学
生人数逐年攀升，硬设备也必须赶紧扩
建。从1973年至2000年，宽中遂马不停
蹄展开了一连“六期建校发展计划”。

没有官方政府的支持，华校自力更
生，爱华教之情更浓更烈。在民办华教
的忧患土壤中，独中建校，往往得赖华
社民间自身力量的支持。纵然压力重
重，却也振奋人心。

南洋理工大学）免试录取总数的30％。
小结：老实的宽柔人
大马华教之路，向来曲折难行。其内
忧外患，并非当下才出现。百年宽柔，犹

务实办学开奇葩

谨以此文，献给宽柔百年庆。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
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如铁树开花，却也开了奇葩。

华教发展固然需要社会醒觉及草根

《中庸》有云：
“宽柔以教，不报无

力量的支持，但，务实办学，树立良好校

道”，此乃“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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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 新展望
仁

胡逸山博士畅谈大马政局
自沙巴州的前纳吉首相政治秘书、

来

他进一步指出，即使从所赢取的囯会议席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研究院高级

而言，国阵133席，占了60%；民联89席，占40%,

访问学者、著名政治评论家胡逸山博士，应怡

表现不俗。而且这中间有沙巴和砂拉越的因素

和轩之邀，于今年5月21日在怡和轩二楼大厅

在起作用，如沙巴州的25个国会议席中，民联

举办题为<新形势 新展望>的时事讲座，畅论

成员民主行动党只夺得3个议席；砂拉越州民

马来西亚505分水岭大选结果的意义及政局

联的战绩也令其大失所望。他说，尽管如此，马

展望。

来西亚政局的两线制已然形成。一党独大局面

讲座吸引了众多听众，济济一堂。胡博士以

不复存在，国阵不拥有可修宪的三分之二多数

其深邃独到的见解，把听众带入错综复杂而又

议席，这样要在沙砂两个有利执政党的票仓州

饶有兴味的政治现实。综合他的观察，以下重

增加国会议席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其次，反对

点是值得关注、思考和审视的。

党国会议员的政治热诚远大于国阵议员，这
就难保今后国会召开会议时，执政党党鞭稍

其一，多数票却变不了天
胡博士从大选投票率高达84%，两大阵营
国阵与民联的得票总数分别为529万张和564
万张，判定马来西亚民众政治醒觉的高涨。尽
管反对党得票总数超过执政党，但国阵执政的
地位岿然不动，原先人们期待的变天也没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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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意，可能出现反对党议员人数凌驾执政
党之上的局面。第三，出于政治分肥、跳槽和
重新组合原因，国阵与民联两大阵营的对立形
势，仍存在着变数。

其二，族群和宗教的角色

现。他幽默地说道：
“如今票数上民联赢了，实

胡博士发言的另一个亮点，是他从此次大

质上变了天，却做不成政府，主要是制度原因，

选中看到了“去族群化”的图景，
“族群和宗教

执政与否不是直选而是由所得的国会议席数目

已不再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他说，
“竞选期

来决定的。”

间，候选人绝少以族群利益为号召，或以维护

马来人利益和争取华族教育地位为诉

上年纪的选民则是“忍你忍了太久”。

即便如此，合作中有纠纷，持续了近半个

求＂。巫统搞种族极端主义再也无法引

另一个因素是本届政府要么怀柔，要

世纪。如果民联上台，对新加坡有好有

起周围族群的共鸣，马来学者叫嚣关闭

么打压。选择前者，推行好政策，继续

坏。好是理念相同，坏是不确定因素。民

华校的言论更招致公正党党魁安华斥之

获得支持是顺理成章的。若是选择打

联果真推行较廉洁、透明的政治，与新

为类似当年美国三K党的行径，
“希特勒

压，那么当年的蒋介石、苏哈多、马可

加坡治国理念相近，又将如何呢？胡博

也要为之感到羞耻”。 种族极端主义也

斯、全斗焕的下场，便是前车之鉴。至

士半带玩笑地说：
“有时相像反倒不好，

得不到回教党的响应，回教党注重的是

于华人加入内阁的问题，他说，华族选

谈判对手同样强劲，反而不好应对”。

宗教，而不是种族；种族和宗教是两回

民看得很淡：
“从前有也没有用，现在

关于伊斯干达特区。他说，长堤两

事，选民出于恐惧会转而支持回教党

没有也无人觉得可惜”。他又说，如果

岸的人民思维不同：马来西亚人是但

和公正党。譬如，在吉隆坡班当选区，

马华坚持原先立场，不参加内阁，纳吉

愿政府不干预，
“我做我的工，做我的

尽管华族选民占50%, 公正党的马来族

有可能向民主行动党伸出橄榄枝，在不

生意，发达是我的事”，所以能以平常

候选人拉菲兹却狂胜马华代表。振林

加入国阵的前提下，出现联合政府的可

心看待伊斯干达的发展。政府要发展，

山选举结果，林吉祥以14000张多票数

能性是存在的。至于纳吉首相能否巩固

就让它搞去吧，谁拿到项目，谁该发达

击败原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得票中

他的实力，胡逸山的看法是正面的，理

了。新加坡人的思维不一样，注重政府

有1/3是马来票。
“这说明选民投票时不

由有三：首先，他在这次大选中决心很

主导，只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发展，就

再考虑候选人的种族因素，而是关注贪

大，换别人上阵，战绩会更糟，甚至真的

狂热起来。他认为投资屋业以便退休

污、滥权等政治层面；他们要的是求变

变天了；其次，巫统遵循的是资源分配

后有个天地或收收租是无可厚非的，不

和改换政府”。总之，今后马来西亚政

政治，纳吉则是这方面的高手，用纳吉

论谁当政府都会继续鼓励的，但不要有

治将转变为全民参与，会是跨族群的。

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帮你，你帮我’。

暴利的心理。

宗教至上的思维和行为不会引起大家

第三，把纳吉拉下台，新人如慕希汀能

的共鸣，正如种族情绪不会引起共鸣

领导下届大选走向胜利吗？如果失败

一样。
“以后马来西亚的社会契约是

了，还侈谈什么资源分配！问题在于：巫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政治搞不好，

统内部敢不敢推倒纳吉？“纳吉不在，

就不 把 票 投 给它，做 得好就 继 续 支

他们会有好日子过吗？”

持它，从族群的契约改变为政府与人
民之间的契约，从横向契约变为纵向
契约。”

其三，未来政坛嬗变蠡测
此次国阵在得票居下风的情况下
依然执政，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沙巴和
砂拉越两州。东马的课题如：自主权和
石油天然气税收，在国阵执政期间并
未争取到，但两州选民在变天与稳定
的抉择中，与西马选民的取向一致，最
终选择了稳定，而不完全从自身利益出
发。但是，胡逸山博士认为，下届大选
真正变天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
到时新增选民至少300万，而马来西亚

其四，民主化进程及其他

关于网络自由，胡逸山认为，民主
国家应有不同的声音，网上的刀光剑
影是OK的，对贪污的揭发肯定有好处，
让各种议论统统出来，让人们辨识真
伪，相信人民的智力。打压一宗，会引
发更多的打压，压制一些东西的出现，
会导致更多东西遭压制，会有不断膨

讲座在热烈气氛中进行，在满意

胀的危险。

的回响和掌声中结束，余音绕梁，饶有
兴味。

关于政坛新星，胡逸山看好阿都拉
的女婿凯利。
“这个人的形象，从当初

关于民主化进程。马来西亚社会多
元而复杂，既要走向民主、自由，又得
争取族群平等，每前进一步，就得“抓
住”，如华族受到重视，是一个进步，

被指全盘经手阿都拉政府的项目，到
彻底摆脱其岳父阴影，转变为马来开明
的民主先锋，这比起目前生活在父亲身
影下的马哈迪的儿子慕克里更胜一筹。

就得牢牢“抓住”，另找突破口，如人

凯利兼有个人和领袖魅力，而慕克里则

权问题或其他。犹如爬山，一步一个脚

可能会随着马哈迪的息影政坛而‘树倒

印，有时向上，有时滑落，甚至粉身碎

猢狲散’。”

骨，反复无常。民主化进程之漫长而艰
巨，于此可见。

反对党联盟的票源，主要是40岁以下

关于新马关系，胡博士认为：当前两

和60岁以上的选民。年轻选民思变，而

国关系是历史以来最友好、最密切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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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 徐

明

安倍的修宪动向
与东北亚走向
今年8月2日，前新加坡新闻工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卓南生应怡和轩邀请，在怡和轩举行讲座，分析日本自民党7月参议院大选获胜后东
北亚的政治局势，以下为卓教授当天的演讲摘要。

日

本自民党在7月参议院大选中获得大胜

而令人费解的是，不少当时以讥讽为能事的日

之后，我注意到不少海内外新闻媒体

本媒体此刻却将之捧为“救世主”，大肆称赞

持有这样的观点：安倍很厉害，是一个强势首
相，有舆论甚至称之为当今日本的“救世主”。
他领导的自民党先是在去年年底的众议院大
选中获得胜利，夺回政权，现在又在参议院大
选中获得大胜。那么，安倍真的是有如这些媒

“安倍经济学”。
可以说，日本媒体的风向已经发生了180
度的大转变。

日本“造神运动”为哪般

体所说的“救世主”吗？
那么，
“安倍经济学”真的就是那么成功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最近几年的日本舆情走
向，任何没有患健忘症的人士都不会忘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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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年安倍下台时那幕狼狈的情景。当时日本媒

昨天我与今天也在场的老同学，也是我

体最常用的关键词是“弃甲而逃”、
“不负责

在南洋大学读书时的室友黄有光兄探讨“安

任”和“无能”。印象中，有一家日本媒体还刊

倍经济学”的问题，他是经济学权威，被誉为

登了一名有识之士的如下评语：安倍是“1885

“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华裔学者”，

年明治帝国议会实施以来日本第一个弃甲而

或许他的见解会更有说服力。在他看来，大量

逃的首相”。也就是说，别的首相即使做的不

印制钞票和发行国债的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

好，也会硬着头皮做到底，而不像安倍那样困

果的，但从长期来看，是否如此，却是另一回

难当头、无法应对时，就称自己身体有病，一

事。我注意到，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不管是自

走了之。紧接其棒的首相是麻生太郎，但在其

民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权，最引以为荣的台

政权尾声，日本媒体的评语是“百年一遇的无

词是：当局极力保证物价稳定，即使是经济不

能首相碰到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由于麻

景气，老百姓的生活都还能保持在小康状态。

生的失策与无能，政权随后落到民主党手中。

但安倍上台后大印钞票，促使日元快速贬值，

安倍和麻生都是“名门之孙”，他们都是

在短期间内固然能振兴经济和股市，但长期来

在极端狼狈的情况下先后下台的。有趣的是，

看是否有效？谁也不敢保证。不少经济学家就

就是这样两位曾被视为“阿斗”的“公子哥儿

发出警告，
“安倍经济学”可能将给日本带来更

首相”却卷土重来，组成了今日的安倍政权。

大的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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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图

但在这回大选期间，日本大众传媒

吧！
“饭+咖喱”不行，只好再吃回“咖

亡情景，谁也不愿强调“安倍经济学”

的报道与评论都倾向于大谈“安倍经

喱饭”。这就是安倍顺利重掌政权与胜

可能带来的大灾难。

济学”带来的积极影响，少谈或者不谈

利的最大秘诀。

其负面作用与潜在危机。毫无疑问，这
也是促使自民党在参议院获得优越成
果的因素之一。
在参议院选举前，对日本政治空气
稍微有所关心的人士，谁都会断定安
倍将获得大胜。原因并不在于“安倍
经济学”的成功，而是因为它的对手民
主党的失策与失败。自1955年以来，日
本政权基本上就掌控在自民党手中，
由于自民党长期政权的腐败与无能，民
心思变，政权在2009年9月移交给了民
主党。但民主党实际上就是自民党的

针对日本民众相信媒体、盲从政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意”

的特征，借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话

的走向，也与日本主流媒体诱导的风向

来说，就是日本人不管是战前，还是战

有关。日本大众传媒有一个特色：即遇

后，在这一点上都没有改变。在战前，促

到问题，与其说是监督政府去解决问

使日本人盲从政府的是国定教科书；在

题，不如说是以“国益”为中心，以维

战后，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

护政权稳定为重。为此，新政权基本上
都是在一片赞美声中诞生，然后在低
支持率中下台的。安倍如此，麻生也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主流媒体一窝
蜂重炒“安倍热”的背景下，自民党在参
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早已是预料中事。

如此。民主党的鸠山、菅直人、野田，也
不例外。推究其由，无非是要制造“新期
待”，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

“优质基因”与安倍天生使命
了解了安倍卷土重来的真相和背

变种，二者并无本质不同。对二者之差

正是沿着这样的传统的办报哲学

景，也许有人会提出如下的疑问：在日

异，日本国内流传着这样的比拟：一个

与方针，日本主流传媒这回再次掀起新

本世袭政坛的众多人物当中，重掌政权

是“咖喱饭”，另一个是“饭+咖喱”。

一轮的“安倍造神运动”，谁也不再提

的为什么不是“剧场政客”的小泉、不

“咖喱饭”不行，那就换“饭+咖喱”

起六七年前安倍“弃甲而逃”的狼狈逃

是“幕后将军”的小泽，而是曾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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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压倒群雄，跨越众多叔辈，而在2006
年破例成为日本首相，仰仗的就是其外
祖父及父亲家臣的护驾。
换句话说，具有“优异政治遗传基
因”的安倍，天生就容易被保守派所接
受。再加上他对历史问题向来比较保
守，从政以来就积极参与歪曲历史，搞
历史修正主义，干涉NHK的历史节目，
而一举成名。
在论资排辈的日本政界，一般而言
要历经很多政治考验，才有可能登上首
相宝座。52岁的安倍能当上日本首相，
这在政界是很少见的，当时的安倍其实
只是未成熟的小鹰，但是日本保守阵营
还是决定让他试一试。试用一年，就面
对参议院大选失败，照理说，他就应该
下台，但是在家臣的护驾下，网开一面，
让他继续任职，但是不久后，他就撑不
下去了，弃甲而逃，落得“不负责任”的
骂名。至此，不少评论员认为安倍的政
治生命应宣告结束。然而，在民主党政
权越搞越烂、无法持续的背景下，安倍
又被抬了出来。

“普通国家”与“正常国家”
微妙差异
“阿斗”的安倍？安倍靠的究竟是什

为签署《美日安保条约》续约而招惹民

二度执政的安倍的核心政治思想就

么？

众怒火冲天的“倒岸运动”，他在被迫下

是要修改和平宪法，
“告别战后体制”。

野之后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日本政界。他

所谓“告别战后体制”，就是告别战后

先是扶植自己的胞弟佐藤荣作在1964年

和平宪法的体制，弦外之音就是回归

11月登上首相宝座，后则有意培养自己

战前路线，也就是中曾根康弘所说的

的女婿安倍晋太郎成为首相，倘若不

“战后政治总决算”，和小泽一郎倡议

是后者英年早逝，来不及接棒，安倍晋

的“普通国家论”。

一言以蔽之，安倍最大的优势就是
替他抬轿者所说的“优质政治基因”。
他是岸信介的外孙，是前外相安倍晋太
郎的公子。岸信介被称为“昭和妖怪”，
他是战前伪满洲国的商工大臣，也是东
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他虽是甲级战

太郎早已成为竹下登之后的日本首相。

针对日文“普通国家”，中文书刊有

犯，战后不但没有被判处死刑，而且还

至于安倍晋三，在日本媒体的一般

些将它翻译为“正常国家”，我认为这一

成为日本首相，他是日本政坛上少有

描述当中，都将之视为“公子哥儿式”的

译法有待商榷。
“普通国家”的反义词应

的“政治不倒翁”。即使是在1960年因

人物。他从政时间不是很长。之所以能

该是“特殊国家”。反对日本拥有和平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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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经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可以

法者认为日本应该和一般国家一样，别

首先，修宪在众议院已经没有任

人拥有武器，日本也可以拥有武器（包

何问题了，自民党这回在参议院大选中

括核武器）；别人可以派兵海外，日本也

获得胜利，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因为主

可以派兵海外。他们将维护和平宪法者

张修改宪法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大

贴上“一国和平主义者”的标签。认真分

家党，虽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162个

析，日本之所以被定位为“特殊国家”而

席位），但是如果加上公明党的席位的

非“普通国家”，不让它松绑，不让它拥

话，就已达标。有人说公明党和自民党

有战力，不让它出兵海外，主要原因是

不同，它标榜和平、重视民生，它是牵

这个有侵略前科的国家迄今对其战前侵

制修宪的制衡力量，我将这种观点称之

略亚洲邻国的历史和战争责任、战后责

为“伪命题”。翻开日本当代政治史，不

任，并没有做好清理的工作。只要日本

难发现，公明党从来就没有成为自民党

接下来，就是全民公投问题，正如

还是这样一个“特殊国家”，限制它的整

任何保守政策的牵制力量，恰恰相反，

前面所述，日本民众在相对上容易受政

所有的派兵法案以及复古的国旗国歌

治空气主导，容易盲从大众传媒和政府

法案等，无一不是在公明党的拍板下

的。在大众传媒与官方经过半个多世纪

通过的。公明党虽然不称自己为“修宪

舆论诱导与曲解历史教科书的引导下，

派”，而是高举“加宪”旗号。但如果没

日本民众反对修宪的声音日益削弱，已

有“修宪”，哪来的“加宪”或“减宪”，

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军，不让它派兵海外，不论是对日本人民
还是对亚洲邻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将“普通国家”翻译成“正常国家”
，那么反对修宪、坚持维护和平宪法的
日本人士岂不成为主张继续维持日本“
不正常国家”状态的人士？这显然有失
公平。
我认为，同样使用汉字，没有必要
将日文中的“普通国家”翻译成“正常
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译名反而
模糊了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争议的核
心所在。

“加宪”、“创宪”无异于
“修宪”

足见“加宪派”之言不由衷。公明党之
所以最初爱摆扭扭捏捏、貌似反对或
者不知如何是好的姿态，目的无非是为
了凸显自身的存在。

牵制修宪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党当权，还是
自民党当权，二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
本质上的分歧，只不过，彼此都不希望
在对方当权的时候，完成这一保守派人
士梦寐以求的“丰功伟绩”。现在，安倍
在参议院大选中获得大胜，修宪在国会
层面上的问题基本上已告解决。

夸大阻力 放松警惕
至于美国因素，在更早以前，比如卡
特时代、老布什时代，也许是一个很重

至于有人将投奔民主党的前社会党

要的牵制因素。老一代的政治家比如基

人列入反对修宪的行列，更是荒天下之

辛格等都知道养虎为患是怎么一回事，

大唐。认真分析，这些旧社会党出身的

所以他们相对上对日本都监控得较为严

民主党人其实就是旧社会党内最亲自民

格。但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转

党与“修宪派”的份子。同样的，他们之

移以及中国因素的考量，这一情形已经

所以故作姿态，提出“创宪”口号，不敢

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高举修宪大旗，一来是顾及“面子”，二

特别是2011年311事件后，日本被

来是想将“创宪”作为与党内其他派系

迫让美国军部高官直接参与福岛核电

讨价还价的砝码。但试想，如果不抛弃

的危机管理，白宫对日本的核电、核能

对此，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安倍要

原有的宪法，哪能实现“创宪”？足见不

水平已经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日本核能

修改宪法，问题是他修改得了吗？他能

管是“创宪”派，还是“加宪”派，本质上

的底细已经被美国牢牢掌握。在核危

否跨越修宪的三个门槛：一是国会参议

都是“修宪”派。

机处理过程中，日本最初也曾经跟美

安倍重登政治舞台的一大许诺就
是修改宪法，这是他的政治使命。

两院各获三分之二赞成票；二是全民公
投；三是美国同意。
对于这三个门槛，我认为要与时俱
进地看待。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党的

国抬杠，但是后来无条件投降。日本媒

消亡，护宪派作为修宪的最大障碍已

体称之为日本对美的“第三次败仗”：

经被清除了。目前，除了“迷你小政党”

第一次败仗即二战中广岛、长崎遭遇核

外，日本政坛基本上都是修宪派，日本

爆；第二次败仗是败于上世纪９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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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金融战争；第三次败仗就是福岛

不成为军事大国”。因为，东京当局相

从日本的战略角度来看，东北亚最

核危机的处理。

信，只要日本如此保证，各国就不会担

理想的状态就是：仰仗美国，拉拢韩

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1977年福田赳

国，孤立中国。这也就是推行“价值观

夫首相在马尼拉访问时提出的“福田三

外交”的目的所在。

福岛核危机处理的结果是日本在核
能、核电方面的内幕和底细被美国完全
掌握。对“第三度俯首称臣”的日本，美
国也许在相对上会略为放松对日本的
警惕。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美国对日
本修宪的牵制因素是不现实的，也没有
必要去给予过高的期待。当然，在美国
重返亚太的战略中还存有诸多变数。

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保证不成为军
事大国”。足见东京当局明白，军事大国
可能就是军国主义的前奏曲。但是，在
小泉时代，
“福田三原则”就已变成两
原则，当时日本官方已经悄悄地删除了
“不成为军事大国”的“保证”。

但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从意识
形态来说，韩国和日本价值观确实比
较接近，两国又都是美国的盟友，但韩
国对日本日趋复古的动向始终未放松
警惕。现任韩国总统是当年推行反共
铁腕军政首脑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

出自美国最高利益的考量，白宫预料也

所谓“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修改宪

安倍原本想借助上世纪60年代岸信介

将有诸多不同的应对方案。除此之外，

法的和平精神；即使是成为军事大国，

与朴正熙的“反共情谊”推行其价值观

与“拥核”和“入常”问题的性质不同，

也并不意味着走向军国主义”，说白了，

外交，但却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在价

白宫未必能直接插手或愿意正面干预

这是日本官方旨在放松亚洲人民警惕

值观之外，日韩之间还存在靖国神社、

作为日本“内政”的修宪问题。

的论调，如果我们就此信以为真，其实

历史观问题以及领土争端，美日韩之间

是上了日本官方舆论的当。就像当年歪

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朴槿惠的上台和安

曲历史的教科书面世时一般，东京倾

倍“价值观外交”路线的加强力度而有

其全力，宣传“（歪曲）历史教科书采用

所改变。不仅如此，考虑到中国庞大的

率很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吁请邻

市场以及中韩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韩

国放心一般，其结果是，歪曲历史的教

国方面主动加强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日本修宪势在
必得，现在过度渲染修宪之艰难与道
路漫长，是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并导
致放松了对日本修宪的警惕。

谨防掉入日本宣传圈套
最后，我想和大家谈的问题是，假
如修宪成功，日本将会奔向何方？
近年来，日本官方及其宣传机器开
足马力，加紧展开的舆论诱导攻势是：
日本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会放弃宪法的
和平精神；日本即使是成为军事大国，

科书大行其道，逐步扩大和占有市场，
等到邻国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价值观外交”无助摆脱孤立
那么，日本会不会成为脱缰之马
呢？这个问题不仅会影响日本和中国

由此可见，安 倍突出“价值 观 外
交”，并无法掩盖或削弱日本因篡改历
史等而与亚洲各国发生的摩擦与裂痕；
恰恰相反，结合其修宪与整军的动向，
日本在东北亚乃至亚洲将处于更加孤
立的境地。

之间的关系，也会加剧日本和中韩乃至
与东南亚各国的矛盾。

作者为北大华媒研究中心研究员

也并不意味着走向军国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修宪、军事大国与军
国主义的确是三个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概
念，但是如果对日本战后的军事和外交
史略为关注，就会发现三者实际上有着
难以分割的关系。记得在战后的60、70
年代，日本首相每到东南亚国家访问，
必定要大张旗鼓地宣称遵守和平宪法，
强调“专守防卫”政策，同时再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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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突出“价值观外交”，并无法掩盖
或削弱日本因篡改历史等而与亚洲各国
发生的摩擦与裂痕；恰恰相反，结合其修
宪与整军的动向，日本在东北亚乃至亚洲
将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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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Oct 2013 (Sat) 3 Nov 2013 (Sun)
10:30am - 8:30pm daily
Heng Artland
290 Orchard Road
Paragon #04-08
Singapore 238859
Tel: 6738 4380
Email: arts@hengartland.com.sg
www.hengart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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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大
的美
大
魅诚
力大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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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过七旬，才第一次 入 藏，如果不是
“不能再等下去”的念头不断袭来，

还有那甩之不去的西藏魅力，很难想象竟能
克服各种真实的和误传的心理、生理或环境障
碍，踏上这段既兴奋又神秘的旅程。
我们一行九人，绝大多数是年迈长者，从青
海省会西宁乘“和谐号”列车，用23个小时川行
2400公里，于次日下午到达拉萨。其实，火车从
海拔5100米的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后，渐行渐
低，到达拉萨时，海拔降至3700米。如果你不是
一头栽入拉萨，而是有个适应过程，心理、生
理和环境的障碍，是不难克服的，因为拉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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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站无不给予配合，让车子和旅客

2003年上海援建的5000公里318国道

迅速地通关。

-上海人民广场至拉孜-纪念碑前留影，

当然，高原反应也是不能小觑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从西宁进藏，一方面是

拔约2900米之外，西藏许多景点，海拔

措拉山，到达珠峰前沿重镇定日。次日

乘火车观光，另一方面是出于适应高原

一早从定日出发，通过边检站，往南盘

环境的考虑。我们在海拔约3200米的青

山而上，开抵海拔5000米以上的珠峰

海住上两天，参观按藏传佛教格鲁派创

观景台，别有惊喜。万里无云，珠峰分

始人宗喀巴的意愿，始建于1379年的塔

外壮丽。队友有了收获，决定不前往大

尔寺，又翻越青藏高原海拔3520米，把

本营，便折回定日，沿东北方向重返日

昆仑山和祁连山分隔在东西两侧的日

喀则，从那里往南便是山南地区，车队

月山，来到面积相等于6个新加坡的青

路过江孜，先远眺后近观1904年藏人

海湖。在“海”阔天空、油菜花盛开的美

顽强抵抗英军入侵的“英雄城”。之后

好夏季时节，我们似乎已把高原反应拒

续程南下，向东奔往浪卡子，翻过海拔

于身外。列车朝西南方向行使，斧凿般

5030米的岗巴拉山口，远观海拔7204

的昆仑山，苍苍茫茫；唐古拉山涓涓细

米的乃金抗沙峰和公路一旁的卡若拉

流汇成世界最高淡水湖错那湖，宛如荒

冰川。当天最后一个景点，是游览海拔

凉广漠大地中一颗亮丽的翡翠，让我们

4441米有“碧玉湖”和“天鹅池”之称，

大开眼界。此时同车两名年轻女子正对

面积与新加坡相仿的羊卓雍措湖。最

着塑料袋呕吐不已，不少乘客出现轻微

后一天的行程，是从拉萨驱车逾500公

头疼、恶心、耳鸣的高原反应症状。年

里，赶往东部的林芝，中途经过公元七

轻的饶家三口子，来拉萨自由行，听说

世纪迎娶文成公主的西藏法王松赞干

我们要前往珠穆朗玛峰地区，惊异中带

布诞生地甲玛乡，然后翻越海拔5013

有几分钦羡。

米的分水岭米拉山口，瞻仰尼洋河中的

住进旅店之后，为谨慎起见，我们

西藏毕竟不是太高的，除林芝地区海

之后转入西南，翻越海拔5248米的嘉

“中流砥柱”，最后乘环保车观赏风光

遵照导游的指示，当晚不冲凉，因为拉

旖旎的巴松措湖。夏季的林芝地区，绿

萨早晚气温低，与烈日当空的中午气温

意盎然，与西藏其他五个地区--阿里、

相差可达10到20度，容易引发感冒或出

日喀则，山南、那曲、昌都--的景观大

现高原反应，所以除了提前服用抗“高

不相同。入夜，在林芝八一镇享用当地

反”药物外，每餐保持七分饱，而且还

名菜石锅鸡；次日一早告别西藏，取道

得多喝水。

成都回国。

西藏的观光活动，基本上以拉萨

这确是一次不寻常的旅行。我想，

为中心。首先参观慕名已久的布达拉宫

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到那里不是为了

之前到西藏旅游的外国人，担心的

和大昭寺。第二天从拉萨驱车进入藏

吃喝玩乐，不是为了购物，不仅仅是观

是高原反应、居住条件和饮食习惯。如

北地区，翻越念青唐古拉山（不同于唐

光，更不是乘舒适豪华旅游车兜风，可

今，护照和签证之外，外国游客还须持

古拉山）海拔5190米的那根拉山口，游

你又非去不可，那么西藏是够格的。你

有入藏准证和旅行证，如要进入珠穆

览海拔4700米有“天湖”之称的纳木措

不但须用脑子获取知识，用双目观察，

朗玛峰地区，边检证也是不可或缺的。

湖。当天折返拉萨，次日向西赶到西藏

用双耳聆听，还得用心感知。沿途你不

我们的导游在背包里存放各类证件复

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参现名气不亚于布

禁惊呼：美哉蓝天，妙哉白云，奇哉寺

印本竟多达25份，沿途呈交公安局设

达拉宫的扎什伦布寺。一夜休憩之后，

庙，诚哉藏民，悠哉圣湖，壮哉群山，巍

置的检查站。只要是旅行社有经验、导

大伙儿继续向西朝拉孜方向进发。一

哉珠峰，丰哉青稞，灿哉油菜花，绿哉

游有办事能力、证件齐全、不出差错，

路上青稞、油菜花随处可见。大家还在

林芝。这些景象，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大多在50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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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东方，天下第一峰珠穆朗玛峰红光夺目、气势非凡。

令人应接不暇，以致什么繁琐手续、缺

公主从长安携至西藏，至今仍然完好、

峰，排成一字形，日出雪山顿时红光夺

氧缺水、失眠头疼、逶迤车道、崎岖山

由释加牟尼亲自开光的佛祖12岁镀金

目，气势非凡。藏家有田人不知，隐在山

路、漫长旅程、邋遢公厕，反倒变得无

等身铜像。扎什伦布寺，是后藏班禅驻

谷的农作物，还有偏远草原和山坡成群

足轻重了。

锡地，佛教六大名寺之一，始建于1447

结队埋首觅食的牦牛和绵羊，养育着数

时下流行“旅游文学”一词，不知

年，寺中大殿可容2000人诵经。1914年

以百万计的藏民。他们宁愿把一生收入

用在西藏是否恰当。蓝天白云，时时陪

九世班禅在寺内安放近30米高的弥勒

的三分之二，献给寺庙，自身生活简朴，

伴着你，蓝得透亮，白得可爱，与崇山

坐佛铜像，采用黄铜23万斤，黄金6700

而幸福指数却在国内名列前茅。尼洋河

峻岭、碧波绿水，荒漠大地交相辉映，

两，弥勒双眉镶嵌钻石珍珠达1400颗，

像一条碧绿链条，呵护着林芝地区，一

别有一番景致。布达拉宫，依山而建，

堪称世界之最。寺院内有历代班禅大师

路跳着奔着，注入雅鲁藏布江，流向印

以其独有的布局和建筑风格，突显层

的银制灵塔，最奇特的是文革期间唯一

度，不知疲劳为何物。定日午夜流星密

层升高的围墙，中央红白二宫，宫内万

还俗并结婚生子的大师，晚年回到日喀

布，队友以摄影机捕捉难得一见的景

种风情。红宫安置历代达赖喇嘛经过

则，为信徒赐福，深受爱戴，真身也安

观。所有这一切，你能不用心去体会、

净身、风干、装藏、上金四个步骤，盘

放在扎什伦布寺灵塔内。藏民心目中的

品味、感知吗？

坐在精心制作的金、银灵塔内。这座房

圣湖，游客眼前的美景，皆须远途跋涉，

西藏的所见所闻，增强大家对胸怀

屋和宫宇近千间，之后屡有扩建，如今

才能在群山环抱中有所惊喜，以致流连

大志者的敬仰之情。平凡的藏人，可以

楼高13层115米，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

忘返。犹忆立于珠峰观景台上，寒风朔

花三年三个月又三天，五体投地叩10万

米的宏伟宫殿，是松赞干布于7世纪开

朔；面对前方磅礴雄浑、扣人心弦、海

个响头，向大昭寺进发，完成一生最大

始兴建的。它以独特的方式，勾勒出300

拔8844.43米的天下第一峰珠穆朗玛峰

的宿愿。为了阻遏英军从印度长驱直

余万藏人的悠远历史、独特文化和自成

和分列两侧，海拔均超过8000米的马

入，藏民藏军曾在江孜宋山城堡，以简

系统的藏传佛教。大昭寺内供奉着文成

卡鲁峰、洛子峰、卓奥友峰和希奥邦玛

陋武器与装备精良的英军作殊死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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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不愿被俘，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在

本营。在林芝地区的米拉山口，我遇到

格和魅力的最佳写照，而置身其中的

定日，我看见5位残疾人，有坐轮椅的，

6名年轻的自行车骑士，一个戴钢盔的

人，哪怕多么短暂，只要诚心感受，也能

有靠支架行走的，身着红色上衣，准备

吴姓青年，主动为我们拍照。交谈中，

终生受用。文字的苍白无力，于此尤甚。

进军离观景台还有近百公里的珠峰大

始知他和5名队友从成都出发，骑车24

多少井底之蛙，突见大海般的天湖，连

天，再走150

绵不断的山峦，光彩夺目的雪山，大片

公里，当日就

大片青黄相间的农地，胸怀能不为之

可 到 达目的

豁然敞开吗？

地拉萨，完成
全程2100公
里的 壮 举。
这些人的决
心、意志、坚
毅，是用行动

生也有涯，一个人能实实在在感染
一丁点“万水之源、千山之宗”的沧桑
和坚强，从内心真正感动大美、大诚、
大毅，淡漠人生旅程中的坎坷和挫折，
也就不枉此生！念及此，我对大伙儿在
珠峰观景台振臂发声，不觉莞尔一笑。

而非 文 字才
能表述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大美、大
诚、大毅，是
在西藏边陲城市定日，午夜时分拍到的流星照片。

西 藏特 有性

藏宅与藏人：独特的墙壁、门户和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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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90人），所以这条路对于大部分台湾人来说
都是难得亲自做好汉的征服对象，一亲芳泽
的外地游客更是寥寥无几。等到我们申请的
时候，只能游览3.1公里原路返回路段，所幸
据资深驴友介绍，风景美丽度并未因此缩水。
我喜欢探险，更主张不走寻常路。我的台湾东
华大学的同事刘秀美教授主讲的报道文学课
程恰恰有篇作品涉及锥麓古道，因此，师生12
人的田野考察探险团因此成立。
按照官方旅游介绍说明，似乎游客得全副
武装才能上山，这当然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在
我看来，有一双好的防滑登山鞋、宽松的服装、
一大瓶饮用水和毛巾（擦汗用）就好了，无需过
于夸张。我们约定的入山时间是早上9：00，准
时赶到入山闸门，进入古道前须先将一份入山
材料丢入闸门附近的小箱内,另一份留底备查，
抵达终点时交回。留马尾、肤色略黑、神情坚
毅的原住民哥哥已经在等候，话语不多，但淡
定不失热情，他扫一眼文件、大手一挥，开了
闸门，我们鱼贯而入。
椎麓吊桥

漫步锥麓古道

我们的登山入口在著名的景区燕子口附
近，那是雨燕飞进飞出、翩跹逍遥的境地。连
接对面山脉的就是锥麓吊桥，这对于具有恐
高症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下马威。人在
桥上，吊桥微微晃动，只是上下并非左右，但
桥下水流哗哗，如果有暴雨，肯定相当湍急，

不

必多说，太鲁阁国家公园是台湾最丰
富的自然风景地。我曾经把台湾的旖

旎风景简化为“小而美”，但太鲁阁是个例外，
她既有柔媚，更有雄壮，博大精深。而锥麓古道
是探险型步道（其他还有景观型、健行型、登
山型）中间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根据官方说明
介绍，
“太鲁阁国家公园境内惟一的史迹保存

╱ 文  : 朱崇科

区——锥麓古道为合欢越岭古道残存遗迹。锥
麓与福矶断崖隔溪对峙，长约1.2公里，高约600
公尺，几乎全由大理岩构成，是太鲁阁峡谷最
壮丽的景观。由于地理环境及法令因素，古道
修复工作极为艰辛险峻，许多路段已崩毁，安
全因素该路线封闭多年。”

96  怡和世纪第二十一期

美丽中透着豪爽。
如果单看步道长度，你难免会轻视它，但
你一旦进入，就明白这个轻视没有理由。其实，
这段3.1公里长的步道可以分为三重物质和精
神的境界。前面的第一重只是热身。一开始的
路段会有明显的人工痕迹，或者是木头的路
枕做底，或者是石级台阶，但往往都蒙上了一
层灰土，走起来要注意，小心跌倒。而且偶尔也
有乱石堆，让你无从前进。细心观察，危险处，
都拉有绳索，按照它的指引翻山越岭即可。登
山口的海拔是200多米，锥麓断崖是700多米，
在诸多之字森林步道上爬行，其实人不久就
会出汗，体质弱的人很快就会大汗淋漓。但好

修复之后的路段长10.3公里，爬山需提前

在爬山途中空气清新，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各种

办理入山证，但也每天只接受60人名额（节假

小动物啁啾欢快，或者前头引路，让人在疲惫

中继续不辍。眼前突然开阔，在一公里

解为什么驴友们乐此不疲的“花钱买罪

要帮我设计并拍摄一张到此一游相片，

左右处，我们就到达了八达冈驻在所的

受”？甚至是爬了2公里古道的我也会质

让人觉得这不是探险型步道，而是景观

旧址，全名“花莲港厅研海支厅巴达冈

疑网上对此步道的过度赞美，什么不虚

型。锥麓断崖带给人的第三重境界其实

警察官吏驻在所”遗址。因为这个平台

此行等等。但事实是，一旦步入了锥麓断

就是心境，那种艰辛之后的豁达，无论

地势开阔，面积较大，位置重要，过去

崖路段，你就会忍不住将质疑和不满一

是俯视山谷、指点江山，还是置身烟雾

一度人丁兴旺，甚至不乏商贾、旅店、

扫而空。森林退下，壁岩上阵，首先是一

缭绕中吸纳天地精华，无论是敬畏天地

疗养所等，但如今只剩残迹，繁华和喧

种无与伦比的豁然开朗，什么“荡胸生

自然之伟大美丽，还是欣慰人类之坚韧

嚣都已经消失，只有这两根水泥柱，凭

层云”，什么“鬼斧神工”，浪漫妩媚和

不屈。传说中有个要到断崖驻在所的日

吊着往昔。

雄壮达观并肩而立。

警，带著新婚妻子上山，妻子受不了这一
路上的辛苦，於是在到达断崖前告诉丈

接着，我们就到了第二重境界。经

据太鲁阁公园官方介绍，
“锥麓古

过八达冈二号吊桥，我们所经更多是恍

道是合欢越岭古道的一部份，更早期是

如原始森林的密林。古道盘桓而上，不

太鲁阁族各部落间联系要道；原路径只

时可见山头，偶尔可见中横公路，但大多

有30公分，仅容得下并合的双脚。1917

风景一般，此时似乎需要补充水分。当

年日本人强征原住民壮丁，将小径拓宽

然，如果细心观察，也依旧有不少美丽

至1.5公尺，以便通行或载运火砲；壮丁

动物，如蝴蝶等翩翩飞舞，但快乐是它

们以绳索綑绑腰际，自断崖顶垂悬而

们的，登山的人只有向上。有时候因为

下，以凿洞埋设炸药，可见当年开凿之

土路较多，比较容易滑倒。但此时还是

艰辛危险。”拓宽后的步道走起来比

断崖尽头，就是3.1公里处的“断崖

安全的，因为有密林。秀美教授提到一

较方便，但也潜伏了危险，锥麓断崖相

驻在所”旧址平台，吃过准备好的三明

个关于原住民的故事，说一个原住民捉

当奇险，有些甚至垂直矗立，所谓壁立

治简单午餐，略作调整，准备下山。其

了只猴子放在特制的背篓里（头手可以

千仞，但因为缺乏阻挡，一旦失足，必

实，爬山中下山也是一门学问。放下争

伸出，但不能逃走），准备下山把它卖

然香魂玉殒。我们在途中唯一碰到的

胜的心情、慢慢品味，我和秀美教授倒

掉，中途走路时脚下一滑，快速跌向峡

另外一组游客，全副武装，经过断崖木

是边注意脚下走路边说学界轶事，也

谷，以为必死无疑，结果是猴子用两只

桥和我们“会人”（会车的造词）时小心

顺便探讨一些华文文学界的优秀作家

小手拼命抓住了密林中的粗枝，获救。

翼翼贴近内壁，这就是历史记载的“人

和学者们。走走停停，中途还要联络

后来他就再也不捕捉猴子了。

人均扪壁蟹行，自始至终不敢交谈”？

分头行动的两两搭配的孩子们，这一上

或许一天到晚宅在家里，或者是只

于我而言，反倒是难得的洒脱。秀

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享受的人，难以理

美教授善于发现美，一路欢笑。偶尔也

夫要离婚了。有人说，这可以反证此段
路是多么陡峭啊。其实，我想说的是，
在爬山/人生的伊始阶段，人人都可随
大流前进，但艰险而苦闷的中段就可能
当掉大部分浑浑噩噩者，也只有坚守者
才更能接受最后来之不易的胜利、享受
更精彩的人生。

一下大概花去了我们3个小时的时间。
于我而言，整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一半的
体力，对喜欢挑战的心来说未曾尽兴，
但收获颇丰。到得山下入闸处，原住民
哥哥很耐心地等候我们开闸。其实后
来我们才得知，值班的人每天都要预
先检查一遍步道才开放给游客。看看
坐在入闸口平台地上休整的满脸疲惫
的孩子们，再看看每天爬过一遍依旧
轻松自若的原住民大哥，或许人家才是
真正的天人合一。

作者为广东中山大学亚太院教授，
2013年2-7月曾担任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

椎麓断崖深7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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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忖度，我还是将图书馆想成“他”

很多时候，便抱几叠画册，就着沙发矮桌

，总以为那么浩瀚的学识、旷世的体

迷进去。西方名画雕塑，东方水墨山水，在不

魄、沉稳的性格，非“她”所当得起。每一次走

同年岁不同图书馆不同际遇里，总能感受到

进他的翰墨书香里纵情放性，每一时刻都流光

不同的逸趣烟雨来。即使一切所谓风格特色

溢彩梦影迷离。

都不懂，只以性灵的最原初，品悉其中的巧夺

中央区十几层楼美轮美奂的国家图书馆，
每次搭乘玻璃电梯，仿佛瞬间穿越了无数重

是这样吧，世俗总是我们的生存法则，是

时空。在最高层广阔玻璃窗前捧卷，一览无遗

一切欢然戚然的起点与终点。当累了倦了需要

的城市风景鳞次栉比铺展眼前，顿觉“他”的

疗养休息时，有些人去歌唱，有些人去运动，

豪迈，心潮逐浪远接碧海云天。

有些临案，有些旅行，有些在书房，有些在林

与此相对照，我常常得以独享的，反倒是
住家附近的社区图书馆。每每依阶上下，凭栏

则是在图书馆。
记忆里最早先的图书馆还是未开放的，需

翩，而“他”总是深沉注视，宽容默许，一切沉

自己查了书名条码抄在纸条上，四方窗口递进

静也好，幽思也好，顽皮也好，都欣然依我。

去，静候等待书本从那方口递出来，抱在胸前

是，倘或可以，愿一生相许。千卷万册的大千

轻跳一格格下那台阶，瞥见廊前乍放的迎春花
娇黄。那时节，二八年华。

世界，或富到极致，或穷到末路……所有这一

后来就去了许多座，格式随时光渐渐开

切，一页页翻转了，遗下一室的悄然忘我，寂

放。印象最深刻的是未名湖水边的那座，每进

静无声。

去借书，都要拿一方薄薄的代书板，木制，长

萦心不释图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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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慎独省思，或者哪怕只是片刻远离，而我

独立，或者沙发小憩，随卷阅读，以致浮想联

阅读是我所喜爱的，从来是并且将来也

╱ 文  : 王虹宇

天工美轮美奂，亦可忘情。

方形。架上每取一本书，就把代书板插在原有
的缝隙里，选不中的话便于依缝隙放回去，所
以我自己总私心里称之：依书板，又莫名奇妙
的总以为与古时大臣们手执的玉笏有些关联

似的，每每藏在书架后面拿来比试，算

影，即使不读书，也有清雅气。是否书

绵软的云絮驻留我的心间。感觉妙不可

是那个年岁所有的顽皮之一。

本课题都倦了，散开你的长发，亲手编

言”。这一段置身图书馆的描写，令我戚

织起，温柔的手指，淡淡的发香，每一

戚潸然。想象卡夫卡坐在甲村图书馆翻

枚辫花都缀满当下永恒。作为旁观者，

卷阅读，沉醉于“不少书从书页间漾出

忽然觉得如果人生就是一节发辫，缀

久远年代的气息。那是长久安息在封

满了花朵开或未开？也许对于我来说，

面与封面之间的深邃的知识和敏锐的

在图书馆的每个瞬间，因为喜欢，都可

情感释放的特有芳香。”暂忘身负的诅

成为当下永恒。

咒与孤独。也许每个人都能在百媚千红

踏上南洋便再没见过依书板了，成
了记忆里某种无可替代的符号。无需
任何证件，可自由进出无拦碍，然而进
去了便有一种无形之中自然的规范，所
以虽然没有依书板，却永远的井井有
条。每个星期能有一两次与性灵相约于
图书馆，在“他”高高的廊檐之下穿行，
不论晴雨，都觉得幸福满满。
晴日里倚窗而坐，或者空梦痴痴自
己催了自己眠，如坠入间关莺语中，梦
回梳着羊角辫的童年，杏花春雨如清纯
泉水；祖父买的红头绳，那一种如获至
宝最精粹的欢天喜地；风中骑着脚踏车
的窈窕年少；粉红连衣裙上落满羽毛的
图案；燃起蜡烛读谁人写来的小纸条，
婷婷幽香，那一夜榕树下的清澈月光。
当雨天的最初一两个点打在玻璃
窗上，望着溅起花状的或者划出长线的
雨，我分外欢愉。书架前抽身，寻一处尽
览雨景的角落，立在窗前依在沙发里或
者坐在地毯上。雨水从天而下，有时细
碎有时轰然，望远方空濛白亮，闭上眼
睛，雨水便淋漓尽致地彷如万千条溪
流随身而下，带走疲惫、尘埃、忧伤、绝
望，肌肤、心事、思绪、灵魂也都洁净轻
盈，新嫩如窗外雨中滴翠的一片叶子。
不言而喻，顶层总是最适合沐浴雨
水的所在，但那里其实是年轻人的天

站在书架前面对一册册成文故事，
那么多都未翻读过。低头脚下的地毯
图案也是一方方横竖书册，抬头对面
弧形书架空格里映出一面青春面容，
仿佛曾相识。有个女孩子从书架另面转

的残破名录下找到自己的位子，宛如那
首原本就不完美，却因不同人寻求不同
方式演绎这不完美，反而变得绝美的
舒伯特奏鸣曲。而图书馆，或许恰是省
思自我演绎方式的最好所在。

出来，手托气球要我写祝福语，俨然是

诚然，我无需借村上的文字把世界

学校功课。看她转身离去，带起涟漪几

的残破看得那么清楚，尤其他本人——

许，指尖再次滑过书册，成文故事之外

即使在文字中也无力给出相对圆满的

又该有多少，未成文的故事。这一刻的

解释。我所面对、拥有、奢求的这样一

感慨，年轻女孩是散文诗歌，而我也许

份普通的日子，欢然戚然都乐于纠缠，

是寓言小说。

且有图书馆偶尔隔断喧嚣，修葺心痕恢

小说最近看了《海边的卡夫卡》，
绝对的春上文字，魔幻般的瑰丽笔迹，

复勇气便足够了——在此之下，如果再
有任何奢望私心的话：

写一群明显残缺因而也向着奇特方向

如果能悄悄偷藏在某个角落，沙发

发展的命运，在希望与绝望、虚拟与

与沙发的间隙，大叶盆栽的繁茂枝叶

现实之间，充满寓言。
“甲村纪念图书

间，墙上某幅壁画的后面，或裹在舞台

馆”是我以为最迷离的情节，因为太过

幕布褶皱，或潜入某书的扉页，成了一

逼真，以致我每每走进图书馆前厅，都

句诗或者一个标点……总之是工作人

不自觉地望向服务台，寻找那位“指间

员没能察觉得到，就关了门的— —如

夹着刚削好的长铅笔”、
“头发偏长，低

此到了子夜时分，这偌大的图书馆，只

头时前发挡住额头，他不时突然想起似

剩了我一个呢？

的用手一撩”的青年大岛。

那真是不可想象，独占这浩然空间

“天花板高高的，空间大大的，气

万卷书章，披了长发光脚踩在柔软地毯

氛暖暖的。大敞四开的窗口时有清风吹

上，或者躺在玻璃幕墙前望星辉月光，

来。洁白的窗帘悄悄摇曳。风仍夹带海

径自睡去便好。若不睡去的话，那么不

岸气味。沙发的坐感无可挑剔”——“

要电脑，不要手机，单要一袭轻盈曳地

我意识到这房间正是我长期寻求的场

的亮光，乐曲——舒伯特最好——自心

所。我无疑是在寻找仿佛世界凹坑那

间鸣奏悠扬流泻，舞步亦悠扬，飘曼旋

样静谧的地方，可是迄今为止那只是个

满每一层空旷，在每排书架间旋滑出大

这是谁的位子？书本溅了窗外滴滴

虚拟的秘密场所。那样的场所居然实

朵的白花，让灵魂与时空，裸然相向，

水湿，惟其倩影不在，更留遐想纷纷。

际存在于某处，对此我还不能完全信以

又有何妨？

另一 边排排书架尽头雨窗前两方背

为真。我闭目合眼，大口吸气，于是它像

地，与一楼期刊报章的娱乐、二楼书籍
阅览的大众、三楼学术收藏的严谨相
比，这里从动漫书本到空间装修都青春
前卫，一部分保留建筑原貌几乎未装修
的地板与天花板，年轻人随意画下的笔
迹，永远十四五六七八岁。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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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脉动 激发探索学习

怡和轩与华侨中学联办“中国通识论坛”侧记
╱ 文  : 孙媛媛

2

013年5月下旬，由华侨中学（高中

时间，怡和轩总务李秉萱博士与张教授

部）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的“中国通

一同与同学们交流。

识论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中国通
识论坛”是华中“母语双周”的重要活
动，邀请到厦门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
铭清教授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王辉教授前来作了两场深入浅出、见
解精辟的讲座，同学们受益匪浅。此
外，学生论文分享和中国通识常识竞
赛环节也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反映了
新加坡“少教多学”、
“乐学善用”的母
语教学成果。

5月22日王辉教授针对“中国企业
的管理实践与自主创新”话题与同学
们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教授首先引领

华中与立化中学的同学们以中英文
论文呈现对讲座的分享，两位教授对同
学们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
认为新加坡中学生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探
索不比中国大学生逊色。

大家认识中国与西方企业家在性格、信

华侨中学“中国通识论坛”已连续

念等方面的差异，认为中国企业必须发

举办了四届，它不仅为本校同学了解中

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而

国发展提供一个机会，也为全国修读

在创新方面，王教授强调成本创新和整

双文化的其他院校的同学们搭建了共同

合创新在中国现阶段的重要性。问答时

交流、分享学习成果的平台，激发大家

间，怡和轩代表谢声群与同学们分享他

合作学习，共同探索中国脉动的兴趣。

对新加坡企业模式的看法，语多精警。

5月15日张铭清教授在以“台海关系

作者为华侨中学（高中部）学生

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为主题的讲演中，指出
台海关系在几十年间经
历了骨肉相残的“捅”、
骨肉相离的“痛”，增进
交流的“通”、民族文化
认同的“同”等历程，而
两岸共同努力必将实现
国家统一的“统”。提问

谢声群与王辉教授对话

张铭清教授、陈刚、李秉萱与同学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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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局、文物局「文化之旅」
公众人士走进怡和轩

市

区重建局配合新加坡文物局，今年七月举办会馆「文化之旅」，
公众人士前来怡和轩聆听怡和轩的故事。

负责怡和轩重建工程的绘测师讲述怡和轩重建工程

怡和轩文化部主任李秉萱讲述怡和轩的历史

旅居新加坡的一群日本友人，今年六月间组团参观怡和轩，想要听日本侵占新加坡的情形。
在怡和轩二楼，他们聆听总务李秉萱的讲述、观看怡和轩视频，也到先贤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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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文化行

8

月30日晚，怡和轩会员携家属一行30余人飞往乌鲁木齐，乘东方快车畅游丝绸之路，为期8天。除了乌鲁木齐，
旅程途经吐鲁番、柳园、敦煌、嘉峪关、兰州和西安，中国大西北独特的人文景观尽收眼睑。

旅行团员于天山天池前合影

鸣沙山月牙泉

天池一角

团员接受东方快车的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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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萱夫妇

嘉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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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新大使段洁龙阁下
率团访问怡和轩

5月23日刚上任的中国驻新加坡全权特命大使段洁龙率大使馆官员到访怡和轩。

6月26日集美人民政府领导到怡和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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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南洋大学校友参观怡和轩和先贤馆

8月21日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代表来访，怡和轩主席兼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主席谢万森等人热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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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93前南侨机工许海星旧地重游

许海星1939年由怡和轩出发前往滇缅公路，今年8月16日携家眷从沙捞越前来造访阔别73年的怡和轩。

8月14日来自广州市玉岩中学师生，到先贤馆瞻仰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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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2013年会员大会顺利举行

第46届（2013-2015）董事会正式产生

怡

和轩2013年常年会员大会于6月25日顺利召开，除了

第46届（2013-2015）董事会

通过2012年度会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大会也核准第

主 席： 谢万森

46届董事会选举结果。新任董事于7月19日举行复选，第46
届董事会（2013-2015）正式产生，并于是日就职。

副主席： 林清如  潘国驹  刘国华  杨松鹤  何侨生
总 务： 蔡振祥
副总务： 杨云仲  李崇海  何沁光

顾问/名誉主席/名誉董事

财 政: 魏钧扬

名誉顾问： 杨荣文

副财政： 云大明

名誉主席： 陈共存  黄祖耀  林继民  郭令裕  郑民川  

文 化： 李秉萱

           李嘉兴  叶谋彬  柯宝国  周文忠  林源利  

副文化： 胡财辉

           吴学光  林春和  林鍟潼  陈远腾  张松声  

康 乐： 王勇冰

           陈笃汉  李文龙  王如明   陆锦坤

副康乐： 陈源金

会务顾问： 黄鸿美  蔡天宝  林文镜  骆水兴

董 事： 谢连成  白毅柏  高允裕  郭庭水

名誉董事： 王瑞生  王源河  李坤成  苏英民  洪宝兴  
           张文元  张育义  林成基  陈帅池  黄章谊
           卓有成  廖德能  林光景  林谋铨  卓清桂  

怡然阁管理委员会
顾 问： 谢万森  叶谋彬  周文忠  杨松鹤

           吴文国  吴添乐  郑秀福  陶耀建  许福吉

主 任： 何沁光

           陈立发

委 员： 陶耀建  陈玡每 李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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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之光
热烈祝贺

本俱乐部名誉主席

本俱乐部会员

林源利先生

林镇成先生

荣获

荣获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 (BBM)

公共服务星章 (BBM)

本俱乐部会员

本俱乐部会员

本俱乐部会员

陈友明先生

傅启斌先生

林福星先生(PBM)

荣获

荣获

荣获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2013年度新加坡企业奖

公共服务星章 (BBM)

公共服务星章 (BBM)

（市值3亿元至10亿元上市公司组别）
最佳总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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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李良义

蔡少铭

林忠发

吴亚发

邱汉春

周家萌

怡和世纪 欢迎各界
投稿：
有关时事、财经、历史、文化、人物或地方介绍、人文建设的课题。文章以1200字或
2000—2500字为宜。对任何被采用的文稿，编委会保留删减、编辑权力。
批评：
若对本刊任何文章有意见，请以短文提供不同看法，篇幅以500字为宜。
惠赐广告：
本刊发行量已达4,500本，在会员与富影响力社群广为流传，在本刊刊登广告，商业
效力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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