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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骤雨 马年蹄疾
关心关心，事关你我之心，仁在其中矣，否则麻木不仁，你我
还有什么指望呢。

春风得意马蹄疾，久违12载，骏马扬鞭来报喜。马前马

风”就在身前身后，孰“喜”孰“忧”，煞费思量。
“喜”的是一

后，高官、大亨、凡夫、俗子、围着团团转。权贵一族金戈铁

阵莺啼燕语，带来些许春的气息；全国对话，错综复杂；民生

马，大亨们天马行空，百姓们弊车羸马，俗子们万马齐喑，

课题，备受关注。
“忧”的是压轴的国是论坛，似是亦非；草民

无不想在新的一年高升、转型、转运、转机、转世，改善自

进言，高官指其为“向政府施压”；政治新常态，有待落实。

己的命程。

年轻人求变心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备受质疑，新媒体

环顾四方，远的如北美超级大国大张旗鼓，重新把势力

的“哭父哭母”，外劳骚动的“突发”事件等等，构成社会纷

重点向东转移，亚太地区一时战云密布、剑拔弩张。潜伏已

扰的一面。甲午马年本命年，过去的常态行不通，转型声中

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是雄心勃勃，大力推行修宪、军事

看到了出路吗？

转型。奥巴马、安倍锦囊还有多少妙箭，马年或有分晓。神

面对转型，国人应该明白怎么想，但现成的答案依然遥

州大地看似下定决心，对内深化改革，注重改善国情，对外

不可及，因为“我们要把视线集中在外部世界和周边环境，

不甘示弱，频频亮剑，令人刮目。

并洞察其变化”。
“我们周边发生的变化如此迅猛，对新加

近的如长堤彼岸，经历505大选震荡后，各方正着手弥

坡的冲击是巨大的。”

补社会裂痕，重振经济，收效仍待观察。缅甸独裁者自动归

尽管外部世界危机四伏，你我还不至于“马听锣鼓转”，

山，翁山淑枝英姿飒爽，马年还需步步为营。泰国社会纠结

或是“瞎马临池”。我们号称“千里马”，不折不扣的“黑马”，

剪不断理还乱，民主正受煎熬；能否勒马，各方关注。柬埔

如无“汗马功劳”，岂肯罢休！

寨大选甫过，反对党势力大增，在位28年的执政党面对更
大压力，未来政治走向备受瞩目。

儒家心学大师王阳明，500年前就注意到，事物有“寂”、
“显”两个方面。当你不去关心时，它处于“寂”的状态，看不

面对剧变中的纷扰世界，我国有何灵丹妙药呢？李显龙

见、听不见、闻不到、摸不到，俨然天下无事，一马平川，春风

总理要国人扪心自问：要走向何方？如何实现愿景？如何引

得意。然而，什么时候事物忽然转入“显＂的状态，因为平日不

领国家前进？

屑一顾、漠不关心，这一“显”往往出乎意料，甚或惊天动地，

在位逾半个世纪的执政党宣示要转型，致力于加强新
加坡人的认同感；为所有新加坡人创造机会；维持开放又
具同情心的任人唯贤制度；建设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
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万马蹄如骤雨来”，是“春
风”抑或“骤雨”？
“骤雨”来自外部，吾辈似无能为力。
“春

叫人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关心关心，事关你我之心，仁在其中矣，否则麻木不仁，
你我还有什么指望呢。马年伊始，愿以此与读者共勉共励！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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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有什么样的
大学办学理念
╱ 文  : 王昌伟

前

阵子，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历史过了近一甲子，好像又回到原点。50

的大学城开幕仪式上说，本地大学不

年代南洋大学草创之初，以陈六使为代表的董

应一味追求国际排名的领先，也应同时履行对

事会曾重金礼聘旅美的林语堂出掌校务。不

新加坡的义务：

料过了不久，双方的分歧就浮出台面，而且愈

许多在世界大专教育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
大国顶尖大学收生广泛，例如: 美国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国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每年录取的学生中，只有
一小部分是当地学生，而本地的情况却不同，大
专学府主要收本地生，必须履行更广泛的国家
任务。（《联合早报》，2013年10月18日）

演愈烈，最终导致林语堂辞职，并在南大史
上留下难以磨灭的恶名。根据目前所能掌握
的史料，双方的争议点有好几个方面，谁是谁
非，难以断定，但其中有一个争论是关于办学
的理念：林语堂远来，一心想要办一所经费充
足，著名学者云集的国际型大学，但南大董事
会更关注的却是为南洋的华族子弟提供继续
升学的机会。双方从一开始，就无法对这一点

熟悉新加坡大学发展史的人都能察觉到，

达成共识。

李显龙的谈话，标示着政府的大学政策正在经
历一次重要的变革。1996年，当时任总理的吴
作栋宣布，新加坡政府的目标是在21世纪把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世界
级的大学，逐步将新加坡发展成“东方波士
顿”。

按照现代国际大学的排名游戏规则，计分
的项目包括教授们的研究成果，师生人数比
例，以及国际学生的人数等等，对当地社会的
责任则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经过多年
的追逐排名榜上的名次之后，李显龙的谈话，
显然是要新加坡的大学重新制订办学方针，

在这个指导方针之下，国大和南大的主要

聚焦在本土关怀之上。

任务之一是吸收外地素质最好的学生。他说：
“世上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和其他的顶尖美国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以及东京大学，都从它们吸收世界上最优秀
的学生的策略中受益，这些优秀的学生将做出
回报，协助这些大学成为世上的顶尖大学，结
果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国大和南大也必须
吸收亚洲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以构成属于
自己的‘良性循环’。”（《联合早报》，1996年
9月22日）

是什么因素促成这样的思维转变？2011年
的大选以及接下来的几场补选的影响不可低
估。从90年代后期开始，大学积极向区域，乃
至全世界招生，造成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学生
在入学方面，以及在课堂上面对强烈的竞争。
当新加坡的家长和学生感觉政府并没有照顾
他们作为国民的利益，甚至在入学和颁发奖学
金方面偏袒外国人，他们就利用手中的选票向

显而易见，李显龙的政府，正在逐渐摆脱

政府表示不满。
“本地人优先”，于是成为“新

吴作栋时代的思维方式，要求本地大学重新

常态”下政府必须贯彻的方针。在这样的政治

思考自身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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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政府的大学政策的转变，就不
难理解了。
当然，在这表面的相似之下，50年
代南大的办学理念和“新常态”下的政
策转向，有着根本的差异。南大的创立，
是社会力量凝聚的成果，是华社自发关
注本族子弟与中华文化前途的产物，而
建国后，包括当下的大学政策，却是由
政治意志主导的，其中既有对国家未来
的整体规划，也有政党眼下政治利益的
考量，却不一定最符合社会的期许和一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重理轻文，以经济
发展为最重要考量的教育政策，与新加
坡政府欲效法的，伫立于波士顿的全美
最老牌的大学 哈佛大学文理并重的坚持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务实”的，纯粹
以功利为出发点的教育理念，究竟能否培
养出杰出的学术人员和思想家、政治家，
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

些普世的理想和价值观。
就以90年代中后期的“东方波士
顿”论述为例。当时政府心目中的“世
界级大学”，在根本上是一所以理工科
（更确切地说，是工程）为核心的大专

学生到本地报读理工科。显而易见，这
是一种重理轻文，以经济发展为最重要

现代型大学应有的精神
更何况，无论是“东方波士顿”式

学府。当时的政要们一方面提到要把

考量的教育政策，与新加坡政府欲效法

新加坡发展成为“东方波士顿”，就必

的，伫立于波士顿的全美最老牌的大学

以多收本地学生为国家任务的大学，都

须培养出发明家、有创见的思想家、有

哈佛大学文理并重的坚持完全是背道而

欠缺一种更高远的理想和人文关怀。关

眼光的政治家等等；另一方面，却强调

驰的。这种“务实”的，纯粹以功利为出

于现代型大学的起源，史学家有不同的

为了支持新加坡经济成长，就必须把发

发点的教育理念，究竟能否培养出杰出

看法，但大家对定型后的大学的精神却

展的重点锁定在理工科，通过调整学费

的学术人员和思想家、政治家，实在不

有共识。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追求自

和颁发奖学金，吸引本地和杰出的外国

能不令人怀疑。

由的精神，强调在任何时候，学术的研

的世界级大学，或者是“新常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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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思想的阐发，都不应受任何势力

在他执掌下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团队中，

学的终极目的。虽然历史上书院经常

左右。尽管在现实中，要实现这样的理

既有左派的激进人士，也有文化守成

会与官方教育结合在一起，但当读书人

想总会有许多的阻碍和波折，但却鼓

主义者。对自由的坚持，对知识分子

决定以文化的权威对抗政治的威权时，

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争取知

的尊重，至今仍然是北大引以为傲的

书院的文化理想和机制，就为他们提供

识的独立性而努力不懈。

传统。

以“道统”挑战“政统”的合理性与合法
性。学者习惯于把书院视为中国古代的

当中国在约一百年前接受源自西

在近代以前，在西方的大学制度被

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把模式背后的

接受以前，这种自由讲学的风气，是由

理念一并接受过来。蔡元培作为一名

书院开创并延续的。独立于官学之外，

我们总爱说，新加坡是中西文化交

教育家之所以如此让人尊重，正因为

书院以求“道”，而不是培养官员为讲

汇之地，然而从政府为大学所制订的方

大学，不是没有原因的。

The Way Universities Are Run in Singapore
By Ong Chang Woei

I

n his recent opening ceremony
speech for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 new University Town (UTown),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urged our local universities to shift its focus
from constantly seeking to stay ahead in
international ranking, to increasing admission
of local students to fulfil their duties to
Singaporean’s education.
Prime Minister Lee’s key message signifies
yet another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within Singapore government’s tertiary
education policies. It was a different tune In
1996, when Goh Choke Tong,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announced the government’s goal
of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and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into world class tertiary
institutions by the 21st century, as part of
their grander vision of turning Singapore
into the “Boston of the East”. Guided by
such a directive, the two universities made
drawing top calibre foreign students one of
its vital tasks.
The regime under PM Lee is clearly advocating
our local universities to steer away from the
mindset of PM Goh’s era, and to rethink
their national and social roles. Th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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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ame plan essentially turns its back
on the current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ranking game, where universities
ar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ir professors’
academic findings, the ratio of teaching
staff to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number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university’s
fulfilment of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falls outside of the ranking
musical chairs’ consideration. After years
of chasing international rankings, PM Lee
evidently wants Singapore universities to
rethink the ways tertiary institutions should be
run, as well as to recalibrate its focus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local concerns.
One might ask: what has prompted such a
shift in mindset? When parents and students
feel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overlooked
their rights as the citizens by their local
universities’ favouring foreigners in their
admission consideration and awarding of
scholarships, they are likely to voice their
dissidence through their votes. As a result
of such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locals first”
has since become the “new norms”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It is therefore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for our tertiary institutions have to
change under such a political pressur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mindset, in order
for Singapore to become the “Boston of the
East”, our schools must on the one hand
cultivate inventors, innovative thinkers, and
visionary politicians, while on the other,
support Singapore’s economic growth by
focusing on the sciences. In support of the
latter, the universities strived to attract
more top local and foreign students to
enrol in their science faculties by making
adjustments to their tuition fees and through
awarding scholarships to top candidates. Our
educational policies that pla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key consideration are
evidently skewed towards the sciences. Such
a lopsided thinking clearly runs against
the time-honoured philosophy of Harvard,
Boston’s oldest and most esteemed university
that our government so wants to emulate,
where equ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t remains doubtful
whether the “pragmatic” reasoning of our
academic system, purely driven by utilitarian
concerns, can truly produce the fine scholars,
thinkers and politicians we so hope for.
Be they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à la “Boston
of the East”, or institutions under the “new
norms” which increase varsity placement
for local students as their national duti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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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看，我们其实是“不中不西”。我们

总是一笔带过，然后苍白无力地说，只

义早已超越个别宗教的关怀，而向更为

完全忽视支撑大学在知识宇宙中的核心

要符合我国的法律，大学不会干预学者

普世的价值靠拢。

价值观，一味着重发展符合经济效益的

们的学术研究。

反观新加坡的大学办学方针，从来

科系，把大学建设成名副其实的职业培

走笔至此，不由想起哈佛大学的

没有这样的关怀，也从来没有朝这个方

训所。关于作为维护言论自由、思想自

校训，其拉丁文为“Veritas”，意为“真

面努力的意愿。建国以后，我们一直在

由、学术自由的知识殿堂的大学，我们

理”。这所成立于1636年的大学，早期

做的，是让大学的知识追求，从属于政

似乎只有在受到外来的质疑和压力（如

主要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己任，当时所

治与经济的考量。关于真理、关于自由，

最近围绕着耶鲁-国大博雅学院所引发

谓的“真理”，也许和基督教教义有密

我们并不在乎。

的争议）的时候才会稍微涉及，但我们

切的关系，但随着学院的世俗化，其意
作者在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

fundamental lack of the higher level of ideals
and humanistic concerns still lies within
the core of the systems. Historians have
long held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ity, since its inception, as a sanctum
that fosters the spirit of freedom, and that
in no time shoul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the mind be swayed and controlled by
any external forces. No doubt, such a pursuit
would in reality be met with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Nonetheless, it is such adversities
that prompte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and scholars to tenaciously
defend the independence of intellectual
pursuit.

outside of the offici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were dedicated to the pursuit of “Tao”, or the
Way that leads to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instead of cultivat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the ultimate goal. Although these scholarly
Academies had often been historically linked
with official education, their cultural principles
and mechanism, rooted in academic freedom,
would still readily come in to provide the
weapons of legitimacy and logic should the
scholars decide to pit their cultural authority
against the political one. It is therefore not
without good reason that scholars have
traditionally called “Shu Yuan” the universities
of ancient China.

A century ago, when China embraced the
Western model of tertiary education, it had
also endeavoured to stay true to its set of
principles and ideals. Cai Yuanpei,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a seminal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was so
widely and deeply respected till today because
under his charge, Peking University’s teaching
staff consisted of radical leftists as well as
conservatives. The commitment to freedom
as well as the deep respect for intellectuals
remains as the university’s proudest tradition
up till today.

Despite the oft-quoted adage of Singapore
being the meeting place of East and West,
the direction our government has set for
our universities has shown that we are really
neither here nor there. We have completely
overlooked the core values that support
universities as the universe of knowledge. As
we focus too much, on developing courses
to match the demands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are turning our universities
into nothing but glorified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es. It is only when faced with external
pressure and contention, for instance in the
recent controversies around the Yale-NUS
College, then do we begin to somewhat defend
the university as the sanctum of knowledge
uphold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cademic pursuit. Even as we

Before Western university made its way to
China, the spirit of liberty has already been
conceived and perpetuated in pre-modern
China’s “Shu Yuan”, or Academies. These
educational and scholarly institutions existed

generically address these ideals, we can only
feebly comment that our university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scholarly researches as long
as they are conducted within the confine of
our law.
To go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of university,
let us look at Harvard University’s school
motto, “Veritas”, which means Truth in
Latin. Founded in 1636, it is today the oldest
institution for higher learning in the US. As
it was initially founded as clergy-training
institute, the motto could have had close
link to christian doctrine, but after the school
secularised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its motto
has transcended its religious concerns to
incorporate the pursuit of greater universal
values and concerns.
When we redirect our gaze back to Singapore,
there was neither such a concern (for the
pursuit of truth), nor an inclination of
working towards such a goal. What we have
done, however,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 is to subjugate our universities’
pursuit of knowledge to the natio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As for Truth,
and as for Liberty, truth be told, they are really
never our concern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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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景观空前蓬勃
有意在2014年升大学的国人将享受前所未有的多元选择，这是因为当新学年到来时，本地
大学景观将呈现独立以来最繁盛的局面。
截至2013年，本地现有提供政府津贴大学本科文凭课程的学府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耶鲁－国大学院和新加坡科技学院。明
年起，科技学院将转型为第五所自主大学，推出自身的本科文凭课程。目前新加坡唯一的私立
大学－新跃大学也将在2014年首次提供200个全日制课程的学额，培养会计金融和营销专才。

大学景观近年的变化有迹可循
╱ 文  : 陈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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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至 2 0 0 0 年，想要跻身本 地自主 大学
（Autonomous Universities）的新加坡人只

课，使大学景观空前蓬勃。以政府一贯谨慎
看待大学教育的作风来看，这些发展其实都
有迹可循。

有三个选择（国大、南大和新大），但过去三

李显龙总理在2007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

年，每年都有至少多一个学院或大专学府开

宣布，2015年同龄生进入大学的比率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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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因此政府将成立扩充大学教育
研究委员会探讨如何落实目标。当时，
总统陈庆炎博士是国立研究基金会和
教育部国际学术咨询团主席。谈及设
立委员会的原委，他解释政府以往对
扩充大学教育一直采取谨慎态度，避
免造成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困局，但知
识经济时代的降临改变了新加坡大学
的发展模式。
陈庆炎受访时说：
“我们当然一直
都担心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未来15至
20年，我个人更担心的是缺乏大学生，
以致拖慢我们的经济。”

2008年后陆续成立的大专学府
《扩充大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初期报
告书》2008年6月发布后，李显龙总理在
当年的国庆献词中宣布政府将开设第
四所大学。这所学府便是在2012年开
课的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简称新科大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onology
and Design）。
新科大的定位有别于传统大学。一
方面，这所新学府集合东西方顶尖学
府的力量，即中国浙江大学和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联合打造。另一方面，新科大
也颠覆一般大学以分科系、分学院制的

除了为成为知识型经济体做好准

内部规划，而是实行跨学科学习。新科

备，拓展大学教育的另一原因也是为了

大开办的四个本科学位课程为“建筑与

减少人才外流的人数。

永续设计”、
“工程系统与设计”、
“工程

迈入21世纪，有越来越多能进初级

产品开发”与“资讯系统科技与设计”。

学院的O水准毕业生选择进入理工学

2009年，政府宣布拨款16亿元设立

院。2003年至2008年之间，这个比率从

新加坡科技学院（Singapore Institute

23％增加到32％，而毕业之后很多高素

of Technology），这所学府同本地五所

质的工院生希望跨入大学的门槛。如

工院合作，与不同外国大学达至协议，

果得到津贴的本地大学无法尽量吸收

联办本科学位课程，让更多工院毕业

他们，这些学生只好忍痛付出高昂的

生有机会在本地修读获政府津贴的大

学费到国外留学。不少人在完成学业后

学课程。科技学院自2010年录取首批学

获当地企业录用，间接导致新加坡流

生以来，至今设有11所伙伴学府的27个

失人才。

文凭课程，学生结业后获颁这些外国学

扩充大学教育研究委员会隔年提

府颁发的文凭。

出的重 点 建 议 奠 定了大学 教育的发

为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要

展方针。这些建议包括设立本地第四

求，南大于2009年获得政府的允可，开

所大学，并在初期提供设计与建筑、

办本地第三所医学院。后来命名为李

工程与应用科学、商业与资讯科技三

光前医学院的学府也是继国大杨潞龄

大领域的学系；考虑让国大开办独立

医学院之后，新加坡第二所提供本科

营运的人文学院；加速提供五所理工

学位的医学院。

学院与海外专业大学合办的专业学位
课程。

育界权威的肯定。国际学术咨询团2010
年在新加坡召开第八届会议时高度赞
扬本地大专教育近年来取得突破性的
改进。咨询团认为新加坡善用与国际伙
伴建立的良好关系，使新加坡的大专教
育已不再是“追赶者”（playing catchup），而是逐渐进入创新及超前的阶段，
有潜力成为新型教育模式的典范。
隔年，国大和美国耶鲁大学探讨多
时的方案终于落实，两所学府宣布将
于2013年在新加坡设立耶鲁－国大学
院（Yale-Nus College）。这不仅是亚洲
首个综合学习与寄宿的博雅（liberal
arts）学院，更是耶鲁建校300多年以
来首次在美国以外设立学院。

科技学院和跃大的转型
政府最近一次检讨大学教育的发
展是在2011年成立升大学渠道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主要建议新加坡应通过拓
展应用（applied）大学教育以及津贴
更多人修读部分时间课程，让更多新加
坡人圆大学梦。政府2012年接纳委员
会建议后指出，到了2020年，每届学生
当中有半数的人将能接受获政府津贴
的大学教育。
在2012年，同级生当中修读受津贴
全时间本科课程的比率为27％。政府
决定通过把科技学院转型为新加坡第
五所自主大学，还有在跃大（UniSim）
开办全日制课程（跃大之前只提供部
分时间课程）将这个比率提升到2020
年的40％。此外，现在每年约有4000
名在国大、南大和跃大修读部分时间

新加坡敢于设立和传统综合型大

课程的学生获 得政 府 津贴 学费。这

学不一样的新兴学府获得国际高等教

大约占同级生 入大学比率的7％，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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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计划到了2020年，把这个比率增加

循财说：
“本地的专业人士、经理和执

加坡打造多元的大专教育景观，培育出

到10％。

行人员（PMEs）是就业市场增长最快

能满足未来职场需求的大学毕业生。

由于政 府 近 年迅 速 发 展 大学 教
育，有些人担心新加坡就业市场可能
无法吸收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现任

的一群。从2001年的27％增加到去年
的 3 2％，而 这个比 率 明显会 继 续上
调。”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通讯及

延续政府近年对大学教育的方针，

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当时领导

每一个新成立的大学都和以往的大学

委员会。他以数据回应这样的顾虑，黄

有不同的专长，而这是为了确保能为新

A Surge of Vitality
in Our University Landscape
Charting Singapore
Universities’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Until 2000, aspiring undergraduates had all
but three Autonomous Universities (NUS,
NTU and SMU) to choose from.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t least
one additional college or tertiary institution
opening each year, injecting a new vibrancy
to the education sector. This did not come
as a surprise a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always taken a cautious approach in its
education policies.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nnounced in his 2007
National Day Rally Speech that a Committee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ity would be
set up to look into ways to raise the proportion
of every cohort entering public-funded
universities to 30 per cent by 2015.
President Tony Tan Keng Yam, then chairman
to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dvisory Panel (IAAP),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always been cautious
in its university expansion plans to prevent
producing graduates in disciplines that would
not enable them to find jobs. But the adv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has changed the game
plan, and he is now more concerned about not
producing graduates fas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Singapore’s fast growi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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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major reason for the expansion is to
reduce brain drain of the country. As more
and more ‘O’ Level graduates eligible for
junior colleges turn to polytechnics instead,
Singapore may risk losing good polytechnic
graduates, who, unable to get a place in
Singapore’s subsidised universities, have no
choice but to go overseas, and may gain
employment there upon graduation.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year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upcoming tertiary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These would include the setting up of a
fourth university offering disciplines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business and IT in the beginning of its
inception. There is consideration for NUS to
set up an independ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The proposal also recommended bringing
forward plans for the offering of specialised
degree programmes by the five polytechnics
in partnership with overseas colleges.

Tertiary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since 2008
In 2008,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s
fourth university -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 Opened in

以科技学院和跃大而言，两所学院
都和业界有密切的联系，办学以实践理
念为主，因此日后将朝应用教育著称的
学府目标前进。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士

By Tan Leng Tuan

2012, SUTD positions itself differently from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For one, it is set
up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s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U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th top universities in their
regions. In addition, SUTD has turned the
norms of university structure on its head.
Instead of having separate schools and
faculties, SUTD provides a common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before they specialise in one
of the university’s four degree programmes
– architecture and sustainable design,
engineering systems and designs, engineering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ology and design.
In 2009,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T) with a funding of $1.6
billion to provide local polytechnic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ies to enjoy subsidised
university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courses
developed in conjunction with various
affiliated universities will be offered to the
five participating polytechnics.
In the same year, NTU was given approval to
set up Singapore’s third medical school. Later
renamed Lee Kong Chian School of Medicine, it
is Singapore’s second medical college to offer
degree programmes, following NUS’s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Singapore’s audacity to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 in establishing its new universities
has been lauded by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 In 2010, the IAAP
commended Singapore’s remarkable progress
i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its eighth meeting
in Singapore. It praised Singapore’s ability
in building strong ties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that it was no longer playing
catch up with others but fast becoming an
innovative leader in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 model of new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year, NUS and Yale University
announced the setting up of Yale-NUS College
in Singapore. The college would be Asia’s first
liberal arts college offering a full residential
programme that integrates living and learning,
as well as Yale’s first institution outside of
the US since it was founded more than 300
years ago.

The evolution of SIT
and UniSim
In 2011, the government set up the Committee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Pathways, which

recommended that Singapore should develop
a university pathway with a strong applied
focus, as well as to offer more subsidised
part-time programmes to meet the aspirations
of Singaporeans.
The recommendation was accept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noted that by 2020,
up to half of each cohort could receive a
government-subsidised degree education.
In 2012, the cohort participation rate for
subsidised full-time degree education was
27 per cen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SIT would be Singapore’s fifth autonomous
university. In addition, UniSim would start
offering full-time degree programmes (it
previously only offered part-time programmes),
bringing the cohort participation rate to 40 per
cent by 2020.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4,000
part-time students in NUS, NTU and SMU
paying subsidised fees, making up 7 per cent
of the cohort.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raise
the rate to 10 per cent by 2020.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who was then leading the
committee, said, “Singapore’s Professionals,
Managers and Executives (PMEs) is the fastest
growing group in the job market, which has
increased from 27 per cent in 2001 to 32 per
cent last year and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realising the government’s recent targets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each new university
will take on a unique positioning to ensure
greater diversity in the university landscape,
even as it produces a regular supply of
graduates to meet the future demand of
our job market. SIT and UniSim, with their
emphasis on practical training and strong
ties with the industries, are set to become the
forerunners in applied education.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in Chinese.

Some were concerned that such a fast pace
in expansion would lead to an oversupply of
graduates. To that, Lawrence Wong, Acting
Minister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and

南洋理工大学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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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斯坦福
╱ 文  : 石毓智

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人民

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

富裕了，二是在各个科学文化领域都有世界级

尖级的大奖。这也是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

的大师。

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试想一种情况，一个中
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最值

东盛产石油的国家很有钱，要建一所大学，花

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各

重金聘请几十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来任教，结

有2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

果它一下子拥有很多大师，然而能说这所大学

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

就是世界一流吗？拿钱买已经成名的大师来

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而且这所大学

装点门面，顶多算是“面子工程”。

一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

星座”的辉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

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

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

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

获得诺贝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

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

第二。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只有

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

120年多一点，学校真正腾飞是在上个世纪中

培养人才的机制。读博士期间，学习压力大，

叶以后，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

无暇顾及其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然而最

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

近这次访学，没了学习的压力，就有时间研究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文学和与和平

它的办校理念。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

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

是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

很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

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同名著作已经于2012

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

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回答这一问

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

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弄清培养

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

大师的条件和机制。为此目的，我利用这一年

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

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有一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

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很经典，道出了办

设计，如此等等。现在把我的直接观察拿出来

大学的真谛，然而这句话也有问题，把大学和

跟大家交流，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研究所混为一谈。比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
院是大师云集之地，爱因斯坦曾经在这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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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

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

作过，它的很多研究人员都是世界级大师，但

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是它不能叫大学，因为它不培养大师，只供大

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

师做研究。所以梅贻琦这句话应该修正一下：

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亦非谓有

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

大师之谓也，培养大师之谓也。”
“培养”一词

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迄今为止已经

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

举办了第25届了，以2010年10月份参加者的名

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

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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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

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

工作单位

Elias Corey

1990

哈佛大学

Andrew Fire

2006

斯坦福大学

Robert Grubbs

2005

加州理工学院

Roderick MacKinnon

2003

洛克菲尔大学

Stanley Prusiner

1997

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

Richard Schrock

2005

麻省理工学院

可以获得很好的考试成绩，未来也很难

Ada Yonath

2009

维斯曼学院

成大气候。

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
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
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
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大。到这些大学学
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的话，就失去
了这些名校的宝贵教育财富，虽然他们

只有教学科研的单纯心理
看了这阵势，那是什么感觉！别说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

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

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

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

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让他

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这就是知识的价

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

值体现！当年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的风

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

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

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

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

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

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

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

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

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投身于科学研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

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究，未来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师。

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
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
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
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
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对斯坦
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
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美国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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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

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

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

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可以吃得很好。

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

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

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

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每个关心高等

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

教育者都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差距在

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

哪儿，到底有多大。

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
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
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
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
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
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
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
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
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
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
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
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
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
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
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
十分吵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

对新思想的激情和敏感性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
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
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
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

一个一流大学需要的不仅是人力财

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找出其

力，更需要的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

中的规律，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

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

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

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
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
“复杂系统理

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
分支出现。

论（complexity theory）”这一说法，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

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

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

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

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

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

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

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

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

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

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

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情四溢，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个新来者，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

不论你来自哪个学科，也不问你是不是

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

学校的正式师生。相比之下，很多大学

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
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

就是缺乏这种以探讨某一科学问题为
目的的组织。

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

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

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

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

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

以在各种天气下生存，可以有效寻找到

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

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戈登教授的研

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

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

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

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

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

机。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

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
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
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在我看来，斯坦福大学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典范。今天，新加坡的
大学在立国后取得飞跃的发展，本地大学从排名上已经跻身亚洲
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一。今后，我们的大学如何发展，也许，我们可以
从斯坦福大学的教学和管理方式中受到启益，使新加坡的大学迈向
更高的阶段。
16  怡和世纪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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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扑捉那些新

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

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

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

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

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

是出于兴趣，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

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

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

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

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期

尔兹奖”是最多的，其他领域的领风骚

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

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

学者也名列前茅。       

校专家的交通费，组织者投入大量的

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

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经济报酬。

讲座。相比之下，世界各地大学鲜少以

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

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

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别，这就是差距。

大师的集中分布现象，说明大师的
孕育和生存也需要一个生态环境。一
旦有了合适的生存环境，大师就可以在
各个领域中孕育出来。这种“大生态环

我就很赞赏欧美人的这种群众性

缺乏爱好科学的群众基础，科学

境”应该包含九种因素：大众的思维水

的学术团体。他们的科学技术发达，

技术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出人头地！没有

准、哲学传统、科学研究的历史、教育

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

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就会永远

体制与目标、家长和老师的期许、科研

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

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走。

管理与评价系统、研究者的知识结构、
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和道德风尚。而

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
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
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上个世

斯坦福具备出诺贝尔奖这种
科学大师的环境

这些因素，已经融入了斯坦福大学的教
学和研究的方方面面。限于篇幅，这里

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

最近有一则很火的新闻，2013年9月

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

29日，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

黄维在迎接该校6900名本科新生的开

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

学典礼上做了一个长远的惊人预测：

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

“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

因为我和斯坦福大学的两次机缘，

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

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

我对她有一定的了解。这里仅就我眼中

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

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

的斯坦福做了简单的介绍。高等教育到

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

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

如今，虽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大学一直都

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

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

在发展，在变化，也一直在试图同所在

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企业人生的第一桶

悬念。”

国和所在地进行“妥协”和“融合”。在

金，使得他们从车库作坊而逐步发展成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然而，要清楚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并不意味着中国离诺贝尔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

学奖的距离缩小了，因为文学奖与科学

的人，是衡量一所大学师生素质的标准

奖是两码事。如果中国教育管理者认

之一。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

为科学奖的获得如此轻松，那么不要说

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

10年，未来100年中国可能仍与诺贝尔科

走到一起，是这个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

学奖和科学大师无缘。

胸怀的可靠风向标。缺乏这种胸怀和眼
光的师生群体，一个大学是不可能成为
世界一流的。

就不一一展开。

小结：斯坦福，现代大学教育
的典范

我看来，斯坦福大学是现代大学教育
的典范。今天，新加坡的大学在立国后
取得飞跃的发展，本地大学从排名上
已经跻身亚洲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一。今
后，我们的大学如何发展，也许，我们
可以从斯坦福大学的教学和管理方式
中受到启益，使新加坡的大学迈向更
高的阶段。

这是因为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
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
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不论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

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

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

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

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

之中。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博士（1999）
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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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胡逸山

对于当代大学的
浅见与期许
在

当代社会里，高等教育无论对国家

十年的大学生涯，期间有念学位，也有从事教

社稷的进步发展以至家庭个人的幸

学、研究等，所以有利的是我颇有信心自认对

福建设，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应该还是毋

尤其是美式的大学教育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庸置疑的。然而，大学教育在日新月异的当代
社会里，其恰当的定位还是有其值得商榷的
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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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所有的学位皆来自美国的同一
所公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而从未在新、马以至其他英制的

唯在讨论对于当代大学的期许时，我自己

大学体系里受过高等教育，所以谈起对大学

的大学教育历程却也有利有弊。我在马来西亚

的期许，有弊的是我难免会有所厚爱或偏薄之

沙巴念完中、小学后，便在美国开展了几乎长达

处。唯幸我过去十几年来在此类大学体系里还

一间大学的灵魂在于里边的人，以及他们的思维模式。所以要建
立一间与世不同的现代一流大学，我觉得还是得从培养人文素养、
促进社会关怀、处事富有弹性、思维有所批判、面世充满包容等一
步一个脚印的做起，如此方能永续的造就英才！

有工作过，无论教学、研究皆曾涉猎，故

能，也许只会发生在一些教育体制滞后

犹记得当年我在美国念书时，即便

望评论还能公允。

的地区，但究其实，堂堂大学沦为“补

是一些所谓名牌大学里，有志读理工

习学院”的怪象，我觉得在就连在美国

科的同学们，大一、大二了，才上如微

大学应是创造与学习“大”学问
的所在
首先我认为，从很基本的层面上来
说，顾名思义，
“大学”应该是一个创造

也颇为显著。这里头的原因错综复杂，
其中就与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兴起
后，大量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因平权

积分、有机化学，甚至更低层次的几何、
代数等。坦白说，对于我们这些在英制
中学教育体系下“锻炼”出来的，此种
“大学中学化”的怪现象的确是不可思

与学习“大”学问或高深科技的所在，而

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而获得入读

不是仍然承担着某种“补习”的角色。

甚至是名牌大学的可圈可点现象有很

高中时就已上过，如被逼在大学里来

大家也许认为，大学兼具“补习”的功

大的关系。

趟“温故知新”，就算成绩相较与老美同

议的，因为上述这些科目，我们大多在

My Views and Expectations on
Contemporary Universities
T

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rogress of moder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could hardly be overstated.
Nevertheless, the proper anchoring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a fast-chang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still an ongoing
process.
My own university experience is of mixed utility
when it comes to a discussion on expectations
for contemporary universities. After finishing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in Sabah, Malaysia,
I spent almost a decade study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
such I count myself as having slightly more

than a cursory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university education.
I earned all my degrees from the same public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ornia,
and have never studied in any Singaporean,
Malaysian or other British-oriented university,
and as such may be understandably biased
when it comes to expectations. But over the
past decade I did teach and conduct research
in the latter category of universities, and I
hope my views are thus more moderated.
First, from a very fundamental footing, a
university is by definition an institution for
creating and learning universally profound

By Oh Ei Sun

knowledge or technologies. It should not
be made to shoulder some “remedial”
responsibilities. Some may think that such
phenomenon occurs only in places with
underdeveloped educational systems. Yet
such abnormally “tutorial”educational practice
takes place even in the nominally advanced
US. There are of course various causes for
this, among which is the fact that after the
rise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1960s,
many students of varying degrees of academic
aptitude were admitted into even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by virtue of affirmative action, and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to enable them to
catch up with the exacting academic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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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间当代大学不应只是着重栽培技术人才，也应培养有人
文素质的同学们，让彼等能以所学之知识积极的走入社会，活学活
用之余也促进社会的良性改革。

学们几乎肯定标青，心里无论如何还不
是一番滋味的！
但幸好美国的大学里，大多都设
有一项我觉得蛮有先进性的学术“手
段”，即所谓的“挑战考试”（challenge
test）：如阁下认为自己对某项必修的
科目业已了如指掌，不想再“浪费”时
间去上课的话，那大可去找负责该堂课

更妙的是，一些美国大学里的外国
学生，彼等“挑战”的成绩优异到令教
授或会考虑礼聘彼等为该必修课的助
教！想当年，如此这般，在学费因“挑
战”成功获豁免上一些课而减轻不少,
以及在当上助教后获减免的双重“优
惠”之余，外加助教的津贴，我当年念
大学时可还是有多余的零用钱的哦！

应有的人文素质熏陶
二来，一间完善的大学也应是能让
大学生在一面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之
余，也能同时受到“人文素养”、
“社会
关怀”、
“正义斗争”等高尚情操熏陶
的所在。再回到美国的大学里，大学生
们大多在大一、大二时都不正式确定
自己所修的主科或专业。反之，他们在

的教授，向他提出要“挑战”该堂课！

所以，小结就是，大学应有大学的

上着一些未来心仪的主科的必修基础

而教授大人一般上对于这些绝大多数

神圣使命，万不应沦为带有“补习”中

课之外，一般也会选修大量的与未来

是来自非美式教育背景的同学们的难

学学术不足之处的任务。但另一方面方

主科或风马牛不相及的科目，以扩大自

处也心领神会，便抛出该堂课里最艰深

面，大学也应采取“因材施教”的教育

己的学术视野与处事态度，发掘自己真

的一些内容为考题，让“挑战者”作答。

理念，对于一些学习进度较快的同学，

正想衬托出来的志向，在临近大三时

如后者顺利过关的话，那便可豁免上该

让彼等能“加速”完成学业，甚或适当

才下定决心攻读主科。犹记得当年我

必修科的课。

地肩负一部分的教学工作。

起初心仪主修工科，但还是选修了如

if you pass (which most do), you are exempt
from taking the subject all over again.

educational needs of different students,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high achievers,
such that they could accelerate their academic
progress and even share some of the teaching
loads.

to gradually unearth their own true academic
predilections, before making a final choice for
majors as junior year approache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even better, even
potentially lucrative. Sometimes the foreign
student performed so well in the challenge
test that the professor may hire him as a tutor
for the subject. Between savings from being
exempted in taking certain “remedial” subjects
and getting paid as tutor for the same, I
remember having had a handsome amount
of pocket money during my university years!
As such,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a university
should have a higher universal mission
of uplifting knowledge and learning, and
should not be relegated to a remedial ro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hat a modern university should devise and
implement a system which cater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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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in addi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fundamental command of advanced
knowledge, a modern university should also
enable its students to be at least appreciative
of humanities, social empathy and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most
students do not and are not required by
universities to fixate themselves to particular
majors during their freshman and sophomore
years, but would rather take up many elective
subjects not related to their intended future
majors. This is so as to broaden their academic
horiz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life as well as

During my university days, although I initially
intended to study engineering as major, I
still chose to attend various non-related
subjects, such as psychology,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music appreciation. They
enable me to look at the world differently,
and the ability to cross-fertilize the various
subjects benefits me to this day.
Some of my American classmates even chose
to interrupt their studies after sophomore
year, and back-pack around the globe for
a year or two in order to experience the
colorful and diverse cultures as well as to
“discover” their own existential values. Some
other classmates were proactive in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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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音乐鉴赏等

反之，据我所了解，在英式的大学

科目，让我的人生观从此大不相同，学

体制内，除了凤毛麟角的英国顶尖名

来的各门知识在融会贯通后也让我终

牌大学（如剑桥、牛津等）有所谓PPE

身受益匪浅。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三合一”

我的一些老美同学们，甚至在大二
后，会先休学一年，抡起背包就全世界
天涯海角的到处走走看看，体验五花八
门的不同文化，
“发现”（discover）自己
的人生存在意义等。另外一些则热衷于
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从当义工到参与
基层政治运作（如为某候选人助选或为
某社会课题请命）不等，而学校当局不

主修 外，一般英国大学里，同学们大
一起即开始全神贯注攻读其报读的主
科或专业。再加上许多英制大学是三
年制的，那么可想而知，在争取时间、
精力修完主科或专业的必修 课目之
余，同学们能感受到人文情怀浸淫的
机会就已不高了，更遑论积极参与社
会了。

大学的弹性、批判思维与包容性
其三，一间当代大学的学习、研究
等方面应该更具“弹性”
（flexibility），
能允许学生自发的双主修、多主修等，
也鼓励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加利福尼
亚大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遥想当
年，我原来是主修航天工学的，再加上
还算是有关联的机械工学，已然是个
双主修。但机缘巧合之下，因主修工学
的还必须上两堂外语课，而我基于德国
在工学方面着有成就，便选择上德语入
门课。不上犹可，一上便一发不可收拾，

但不横加阻碍，反而很多时候还是有

所以，我认为一间当代大学不应只

俨然情不自禁的爱上了德国文学。基于

教授们从旁辅导或从后支持，或索性

是着重栽培技术人才，也应培养有人文

前述美国大学首两年选课的相对自由，

师生一起参与。整间大学大家都不想

素质的学生，让彼等能以所学之知识积

便处心积虑的把所有有意主修德国文

把自己局限在象牙塔里与世隔绝，而是

极的走入社会，活学活用之余也促进社

学的必修入门课全部修完，而且成绩

积极的寻求积极的认识社会、参与社

会的良性改革。

也还名列前茅，其间更在十周内把第二

会、改变社会。

services, from volunteerism to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 politics (such as campaigning
for a candidate or lobbying for a worthy
social cause). And not only did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se noble
involvements, but individual professors even
guided or supported their students in these
social undertakings. Co-participations by both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re not uncommon.
Many in the university did not want to confine
themselves in ivory towers, but chose to lend
their efforts in social reforms.
I understan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s of of top-brand schools
such as Oxford and Cambridge, where the
“tripos” of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are the vogue, in most Britishoriented universities students were made
to focus on their respective majors upon

年的课修完！捎着还可以的德语成绩

admission. This, when coupled with the
prevailing three-year undergraduate span in
most British-oriented universities, is perhaps
not as conducive to students being able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humanities or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I am thus of the opinion that a modern
university should not emphasize too much
on nurturing functioning technocrats, but
should also enable students to be imbued
with humanities, such that when they do enter
societies, they could also foster social reforms.
Third, modern universities should exercise
more flexibility in both its learning and
research processes, allowing and even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double- and even
triple-major, and researchers to engage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oes a good job in this respect.
I vividly recall those days when I was already
considered a double-major, having attempte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addition to my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major. But fate has
it that as we engineering majors were required
to attend two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I chose
German as it was and still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language for technologists. Two
classes later, I fell totally in love with the
appeal of German literature. I systematically
finished all the German foundational courses,
with notable results, including intensively
walloping whole year’s worth sophomore
German coursework in just ten weeks. So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convince the dean of the
German department to consent to my triplemajoring in Germa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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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我翩然跑去见也曾教过我课的德

当然，到了研究生阶段，我除了继

是万里的！批判思维与包容性的精髓在

文系主任，无须太多说服力，他也知道

续修读工学与德国文学（前者还再拿

于如大学里出现与主流思维完全不“入

我的德语程度与坚持学习德语的毅力，

下一个硕士，后者则修完硕士课程，还

流”的意见，只要有其学术上的论证基

大家会心一笑，欣然同意我“三主修”德

差论文而已），也转读商业管理、法律

础，都应被赋予机会发挥、发表出来。

国文学！

等，主修的专业间的不同度，就更为扩

再想当年在美国念书时，最保守、

大了。总而言之，当年如无加利福尼亚

最自由派的意见我都接触过。而经过

大学赋予我的学习上的“弹性”，那就

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磨练，我也学会

不会促成我今日在好几个不同的领域

万事都得自己一番思考，而不应轻易的

里皆能游刃自如！

盲目接受那些最有话语权者的说法。

但事情发展至此，也还没有完结
呢！我还得跑回工学院去见院长，向院
方申请同意我增加主修多一个与工学
无关的主科。当然，我的性格使然，之
前也已做了一些准备工夫，把工学的各

其四，一间有志成为当代一流的大

综上所述，一间大学的灵魂在于里

科都考了还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院

学，其师生还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批

边的人，以及他们的思维模式。所以要

长的材料工学这一课，更是不遗余力！

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与“包容

建立一间与世不同的现代一流大学，我

所以，同样地，无须过多游说，我成就

性”（inclusivity）。现代大学如果因为

觉得还是得从培养人文素养、促进社会

了加利福尼亚大学里罕见的“三主修”

自满而行事僵化，沦为不折不扣的“一

关怀、处事富有弹性、思维有所批判、

壮举！当然，如此“任性”地自以为是，

言堂”的话，那该大学的前景暮然暗淡

面世充满包容等一步一个脚印的做起，

还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我不敢

了起来。反之，大学如能真心的容纳不

如此方能永续的造就英才！

说自己过后考获最佳成绩，但我的确

同的学术思想或社会思维，让彼等都能

创下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史上平均每学

在一个充满前述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

期修最多学分的纪录，相等于约三到

的良性环境里茁壮成长、在一个积极参

四位同学的平均学分数目！

与社会的平台上相互辉映，那前程何止

It was almost as smooth a sail when
approaching the engineering dean for his
consent, as I made myself perform reasonably
well in all the engineering subjects, especially
the material science class taught by the dean
himself! But there was of course a price to be
paid. I did not graduate with the best results,
but I certainly did create a record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for having
taken most credit hours at any one timesometimes quadrupling the average number
of credit hours per typical students.

into law and management, which were yet
diagonally diverse from my previous majors.
If not for the flexibility accorded to me by my
alma mater, I would certainly not be able to
perform reasonably well in various different
sectors today.

development of non-mainstream opinions
and thoughts. I was exposed to the most
conservative and most liberal thoughts when
a student, and the experience made me always
think critically and do not blindly accept the
views of even the most authoritative figures.

Fourth, an aspiring first-class university must
also be one where both faculty and students
are embrac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clusivity.
A university would see its future dimmed
if it arrogantly constrained itself to certain
dogmas. Conversely, a university which is
acceptant of various clashing academic or
social thoughts, and enable them to flourish
in a socially enagaging environment, will see
its future brightened up. And the esse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lies in the existence and

In conclusion, the soul of a university lies
in its members, both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especially their thoughts. To sustainably
distinguish itself as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a modern university could work toward
strengthening its humanities, promoting
social empathy, implementing flexibility,
allow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embrace
inclusivity.

During postgraduate level, I continued with my
studies in engineering and German (earning a
master’s for the former, and having completed
all the courseworks toward a master’s for the
latter, minus a thesis), but also branch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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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董南施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引人注目
藉

参加集美学校百年庆典之际，我们

国际顶尖大学跨国界发展虽然屡见不鲜，

来自陈嘉庚基金会与怡和轩一行人

厦大2013年正式宣布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却

在潘国驹教授的带领下，于2013年10月22日到

是在海外设立分校的第一所中国国立大学。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一游，受到朱崇实校长的热

消息一宣布，网民戏称厦大的消息“总是爆人

情接待。

眼球，漫游厦大校区除了步行、坐车、坐船、

1921年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林文庆出
任校长直至1936年。在厦大早期的发展过程，
怡和轩诸先贤如叶玉堆、李俊承、陈延谦、李光
前、陈六使等人功不可没。今天的厦门大学，已
是中国国家重点发展的一流大学之一。现有在
校生四万余人，专职教师2,600多人，其中一半

过隧道，今后串门厦大各校区还得搭飞机！”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对于厦大分校的设立也
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厦大在马国设立分校一
事成为了当天我们与朱校长交流的主要话题。

在马国设立分校缘起

以上为教授或副教授。厦大拥有完善的教学、

朱校长说，主动来自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科研设备和公共服务体系，校园占地9000亩，

“五年前纳吉首相首次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

分为思明、漳州和翔安三个校区。思明校区位

愿望，就是要把马来西亚建设成为东南亚的

于厦门岛南端，依山面海、风光漪丽，为中国最

一个国际教育中心。为此，马来西亚政府鼓励

美丽的大学校园。

外国的一流大学到马建分校，他特别希望其

与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右五）在李光前雕像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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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有一所中国的一流大学能到马建

长过程有华侨的血汗，孕育了马中两地

中文等五个学院。到了2020年，学生规

分校。马中两国教育部经过商量认为

华人的浓厚情感。在马国设立分校，可

模将达5000人。中国将依托厦大分校，

邀请厦门大学最为合适。厦大经过充

以说是圆了陈嘉庚的梦，是陈嘉庚精神

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学院。

分的论证也认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马

的体现。
“九十年前陈嘉庚先生从马来

来西亚建设一所一流的大学，为马来西

亚回到中国创办了厦门大学为中国培养

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我们希

人才，九十年后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建

望我们能成为一所在马来西亚与马来亚

设分校为马来西亚培养人才，这是嘉庚

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我们还希望我们

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我们一定要努力把

的学生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科学家和

学校建设好以不辜负社会的厚望。”

艺术家等。”
实际上，厦大和马国的联系，由来

预订2015年秋季招生

中文系和医学系（中医）将以中文为
教学媒介语，，其他系则一律是英文。
分校学生来源1/3来自马来西亚，1/3来
自中国，1/3来自世界其他国家。至于师
资，厦大将向全世界招聘。

现有大专学院面对的冲击与挑战
过去十年中国在全世界设立300多

已久。成立于1956年的厦门大学南洋

2013年10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研究院是中国最早研究南洋的学术机

平在吉隆坡出席中马经济高峰论坛。在

构，马来西亚的研究一向是该院的研究

论坛上，在习近平与马国纳吉首相见证

重点。2003年前马国首相巴达维访问厦

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马来西亚新阳

义上比设立十所孔子学院还要大。习近

大，厦大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给他留下深

光集团、厦门大学签订了全面支持厦大

平上台后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世

刻印像。他当时建议厦大与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校区的建设协议。

界与和谐周边”的中国梦，设立厦大分

各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回国后他着手推

所孔子学院，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向外推
广软实力的体现。厦大在马来西亚设立
分校的消息一宣布，有舆论认为这在意

校区总建筑面积有30万平方米，建

校协议的签署仪式被安排在他来马国

校费用将耗资人民币12.6亿元。新阳光

访问期间高调举行，人们难免就要把事

集团将出资建设校区，供厦大租用，

情与中国区域战略的部署拉扯在一起。

15-20年后归厦大所有。马国首富郭鹤

马国人口接近3千万，现在已有20所

年已捐赠一亿马币，用于建设分校的

国立大学、32所私立大学、8所由外国大

马来西亚政府中国事务顾问黄家定

图书馆大楼，这将是大学主楼。朱校长

学所设的分校。厦大前来马国开设分

穿针引线，厦大在2011年就做了决定。

说，分校的建设厦大不需要出一分钱，

校，对现有马国大专学院（特别是像南

从那个时候起，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

以后也不带走一分钱。设立分校不以

方大学、新纪元与韩江等民办学院）会

因素和困难，厦大的决心一直没有变，

赢利为宗旨，若有盈利，将作为分校的

带来怎样的冲击及挑战？这也是当下

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厦大因此成了在

科学研究和学生奖学金。

马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虽然如此，

动，并于2004年在马来亚大学成立中国
研究所。厦大在2005年成立马来西亚研
究所，是目前中国影响最大的研究东南
亚问题的学术机构。

海外设立分校的第一所中国国立大学。

整个分校的布局与厦大校本部很

一般上人们对于厦大分校的设立选择

朱校长透露，前年他率团到马来西

相似。厦大校本部园内的建筑无论新

保持谨慎与正面的态度，希望分校的

亚寻觅适当的建校地点，从北部的槟城

旧都是“一主（楼）四从（楼）”的建筑

设立能提供所有等待升学的毕业生更

巡回到南部的柔佛，最后确定地点是吉

风格，这是陈嘉庚的建筑风格。马国分

多的升学选择，并且能够吸引更多人才

隆坡的沙叻丁宜（Salak Tinggi）地区。

校将沿袭“一主四从”的风格，连厦大

留在国内就读，同时，也带动提升马国

明显的原因，这是国家首都、马来西亚

本部有名的芙蓉湖也将被“复制”到分

的高教发展。厦大分校获得两国高层

国际机场所在地。马来西亚国有企业

校，并且名称不变。分校的宿舍也将沿

的支持与重视，而近年来多所国外知

森那美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机场附

袭校本部的芙蓉宿舍、凌云宿舍，餐厅

名大学的进驻也体现了马国办学水平

近的900亩地让给厦门大学，作为建设

也叫芙蓉餐厅、凌云餐厅。

及教学环境的提升。马国内现有的大学

分校地点。

朱校长说，分校建设工程正处于

朱校长说，厦大到马国设分校可以

申办各种手续中，争取今年初开工。预

说是“历史的回馈”。厦大是陈嘉庚所

订2015年秋季可以招生，首批招生500

创立，陈嘉庚是“华侨旗帜”，厦大成

人，开设工程、医学、经管、信息科技、

应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来规划与探讨未
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吸引与留住更多的
人才来面对外来的冲击，是他们必须面
对的挑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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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 生根 失根 无根
廖建裕教授谈
╱ 文  : 梁秉赋 “现、
当代的中华移民及其后裔”
廖建裕教授是前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前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会长（2007-2013），
现为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兼职教授（adjunct professor）、新加坡东南亚研
究所高级访问学者。廖教授曾经就海外华人问题多次发表精辟演讲。鉴于中国新移民问题屡
屡引起各方关注，怡和世纪决定与他做一次访谈，以便与读者分享他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

“最

近这几年，有关中国新移民的问

且在当地衍生出一个‘土生华人社会’。这个东

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许多关注。廖

南亚的‘土生华人社会’，其实是在特定的历史

教授，您是研究海外华人问题的国际知名学

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华裔群体。当时由于

者，因此恳请您从一个学术人员的视角来谈

交通不便，明、清政府又严行‘海禁’，致使他

谈这个问题。首先，希望您能为所谓的‘中华

们有家归不得，于是就只能‘落地生根’。这些

移民’这一现象之历史脉络做一梳理；其次，

早期移民多数是男性，并且是单身；就算是已

为其对移居国的社会曾经或可能造成的影响

婚者也没带家眷，所以往往与当地妇女结婚，

做出分析。”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中国大陆上有大量
的人口陆续移居海外。这一个历史现象，我们
可以称之为‘现、当代的中华移民’。这个延续
了一百多年的过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
段；而这三个阶段，又可以各别以‘落叶归根’、
‘落地生根’和‘浮萍无根’来归纳其特征。”

很自然地融入当地社会而变成了当地人，没有
完全同化的也组成特殊的‘土著化’的群体。
这些所谓的土生华裔，在新马印一带的我们称
之为‘peranakan’；在菲律宾的称为‘mestizo’
（华人男性与菲族妇女通婚的后裔）, 在泰国
为‘Lukchin’(一般上是指当地出生的华人)，
在越南则为‘明香/明乡’(Minh Huong)”(明朝

“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概括。其实，
‘落
叶归根’、
‘落地生根’和‘浮萍无根’应该是
针对这些移民群体对原居地和移居国在情感
和认同方面所发生的双向的演变而总结出来
的观察，对吧？也许我们稍后再请您作更为
具体的论述，为了使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历史
背景，有一个更为纵深的认识，可否先请您谈
一下19世纪末以前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华人
立足东南亚，其实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就
已经开始了。”

26  怡和世纪第二十二期

华人与当地越南妇女通婚的子女)。这些特殊
的东南亚‘华裔群体’，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到
来之后，有些与当地人融合为一体，变成了当
地的‘原住民’，例如泰国的Lukchin以及菲律
宾的mestizo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然而, 新
马印的‘土生华人’却没有完全融入当地的原
住民社会，从而变成一个消失了的社群。那是
因为统治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荷兰人，与统治马
来亚半岛和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政府由于担
心华人若与当地土著居民合作，会联手反对殖

“的确如此。在西方殖民主义尚未在东南

民地政府，所以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亚立足前，中华移民已经遍布东南亚各地，并

他们非但不鼓励华人融入原住民社会，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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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华人扶植为殖民社会中的中间阶层，
使之与‘土著’社会隔开来。”
“那么请问这个东南亚的‘土生华
人社会’，它的认同观念是怎样的？”

“这一现象的产生是不是因为在时

的时候。这无形中使这一批现代中华移

间点上，我们也已经来到了刚才所说的

民无法与当地文化与社会更好地结合。

现、当代中华移民的第一阶段？”

在新马印这三个殖民地的华人社会里，

“是的，大规模的中华移民浪潮发

早期的土生华人与新来的新客华人甚至
在当地形成了不同的华人族群。另一方

“泰国的Lukchin以 及菲律宾的

生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 。这个时期，

mestizo既然已经和当地人融合为一

便是这一移民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

体，他们当然在认同上是和当地的‘原

中的华人移民，其‘落叶归根’的观念

住民’一致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土生

较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征，是由几

华人在殖民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与所在

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在此时来到

地认同，其精英人物甚至与英国认同。

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一般上被称为‘新

然而在殖民时期的印尼，其土生华人的

客华人’
（sinkeh/singkeh或者totok），

精英分子则四分五裂，有的与荷兰认

这是为了将他们和原来的土生华人区

同，有的与中国认同，有的却与当地人

分开来。这些‘新客’由于还没有与当

认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

地文化混合，所以在自身族群文化的传

南亚土生华人的精英多数则与所在地

承上要比土生华人来得‘纯粹’。土生

认同。所以，总括而言早期的东南亚土

华人的精英，一般上都接受西方教育；

生华人已经有了‘落地生根’的观念。

而新客华人的精英，一般上接受的是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东南亚的

不过，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中华’（华文）教育。其次，当时也是

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这不但给西方

一部分的土生土长的华人，却又萌生起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在东南亚

殖民主义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予当地

了‘落叶归根’的念头。”

抬头，以及‘政治民族主义’也随之而至

的华侨华人社会很大的影响。东南亚的

面，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也要海外华人
面向中国，鼓励海外华人保持与中国的
认同。其所要求的不但是文化上的认
同，而且是政治上的认同。因此当时的
新移民绝大多数都面向中国，影响所
致连一些老移民以及土生华人也渐渐
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这
一阶段中的中华移民，
‘落叶归根’的
观念相当普遍的原因。”
“那这样的情况在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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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华人，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华人，开

政策，不‘干预’当地内政，当地政府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东南亚国家不可分

始对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就会采取同化的政策。假如华人在居

割的一部分。”

这便开启了现、当代中华移民的第二阶

留国有‘消极’的作用，中国有采取‘护

段，也就是他们在认同观念上开始以

侨’与‘干预’的政策，那么当地政府就

‘落地生根’为依归的阶段。第二次世

会实行‘驱赶政策’，或者是‘同化’与

界大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地的人民

‘驱赶’政策兼施。然而，如果这个国

纷纷争取独立建国。由此产生的这些

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体，那么，就不

新型的多元民族国家，开始了各自的

大可能采取‘全盘同化’华人的政策。

‘国族建构’运动，生活在当地的华人

另外，如果华人人数多，当地政府即便

也变成了‘国族建构’的对象。与殖民

要推行‘同化政策’，也是不切实际的，

政府相反的是，这些新兴的东南亚国

因此一般上就会实施‘包容政策’。不

家实行了融合，甚至是‘同化’华人的

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采取‘包容

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实行‘国

政策’或者是‘多元文化的政策’，这也

族建构’的计划，这些国家也同时禁止

不意味着当地政府会完全放弃‘融合’

了华族新移民的继续涌入。这使到华

不同族群的措施。”

人与中国的根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
所在地的根。此外，1949年10月中共取
得了政权，这也促使面对着中国与东南
亚的新局势的东南亚华人开始重新思

“照这样看来，从战后一直到接近
20世纪末期，在内缘（国族建构运动）
和外缘（不再有新移民继续涌入）的两
大因素之交相作用之下，东南亚各国境
内的中华移民在一种类似‘锁国’的情
况下完成了一种本土化的历程。但随着
资讯时代的到来，世界的环球化进程
加速发展，这样的一种新局面对我们
刚才所提到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影响？”
“答案是肯定的。我以‘浮萍无根’
这一特征来概括现、当代中华移民的第
三个阶段，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一时
局大背景之下而来的观察。从20世纪八

“具体而言，当时哪一些东南亚国
家对华人是采取‘同化政策’的，而哪
一些又是实行‘包容或多元政策’的
呢？”

考他们本身的处境与身份。许多华人，

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又开始了新一波
的移民浪潮。这次的新移民浪潮，与19
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的中华移民，
有许多不同点。综合而言，其不同点有

“华人人口在其国家总人口中仅占

五个方面：新移民的来源、素质，移民的

少过百分之2的三个东南亚国家，印尼、

目的与目的地，以及移民的模式。这一

越南和柬埔寨，以及占有百分之8的泰

波当代的中华移民，一般上他们的教育

国，它们都实行对于华人的同化政策。

水平较高，经济地位也不低，有些还带

但其中以泰国的同化政策最为成功，

来了财富，属于商务移民。从目的地的

而印尼、越南与柬埔寨，还有菲律宾，

角度来看，他们的移居国是发达国家，

虽然也曾经推行过同化政策，然而其

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厦门大学的

成效似乎没有泰国显著。而华人人口占

庄国土教授的估计，他们之中约80％是

约百分之25或以上的马来西亚，其政府

前往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只有20％

对于华人所采取的则是包容政策。至于

来到东南亚。庄国土教授指出，在2006

华人人口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74.1的新

年全球的中华新移民约有600万人，其

加坡，打从其取得自治开始，政府就采

中4.6百万源自中国大陆，70到80万是

取了多元文化的政策，且从独立至今仍

来自香港和台湾，69.9万是正式的劳务

然如此，政府鼓励各民族保存自己的

人员。这些移民可以分成以下四个类

宗教习俗和语言文化。不论是同化、包

型：即留学生及其家眷、以家庭团聚为

“东南亚国家国情多元，所以各别

容或多元的政策，我们需要看到的是，

主的普通移民、投资移民和商务移民，

的政府对华人的政策也不一致。有些

在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华人移民及其

以及非正式渠道移民。至于海外留学生

采取‘同化政策’，有些推行‘包容政

后裔（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

的人数和他们的家眷，大陆移民中占总

策’或者是‘多元文化政策’，另有一些

体homogenous group），绝大部分都已

人数的25％, 而香港和台湾则占50％。由

则实施‘驱赶政策’。一般而言，如果

经‘落地生根’，加入或取得在地国的

于他们一般上是经济移民，因此只有移

华人的人数少，在居留国又有积极的作

国籍；在语言文化上，也有了不同程度

民到发达国家，才能提高自己的经济及

用，中国对于海外华人也采取温和的

的本土化。也就是说，当地的华裔社群

生活的水平。而这一批移民的素质也影

尤其是‘新客’，都察觉到要在当地继
续生活与发展，需要取得当地的公民
权。新马两地的许多华人移民积极地
参与争取公民权的运动。但在印尼、菲
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缅甸等国家，并
不是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轻易地取得公
民权。虽然有少部分的华人，由于仍有
较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不愿入当
地国籍，但是一般说来大部分要在当地
继续居留与生活的东南亚华人，到最后
都选择了东南亚的国籍。”
“那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其国族建
构运动中，对待华人的政策是大体一
致还是仍有分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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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其移民的模式。他们由于条件好，

于‘移民国家’，其移民的后裔当家作

摩擦，甚至冲突。不仅如此，在中国崛起

因此流动性更高。这导致这些当代的中

主，因此一般上都欢迎新移民。根据

的时代，不少新移民也开始要求中国放

华新移民虽然有落地生根的（尤其是他

庄国土教授的估计，到达东南亚的中

弃‘单元国籍法’，重新采纳‘双重国籍

们在西方土生土长的后裔），然而再移

华新移民，人数约有1百万，他们以到

法’，使人有‘一脚踏两船’的感觉，这

民的可能性也很大，结果就变成了‘无

新加坡的为最多，其次是菲律宾、泰国

不但引起美国人的怀疑，也导致了旧移

根的浮萍’。不过，也有人认为，新移民

与马来西亚。这些新移民，由于其人数

民及其后裔的不满。其实，应该指出的

的再次迁徙不是无根而是‘多根’。因

与当地原有华社的规模比较起来，所

是：这四个西方移民国家，都是以英语

为他们的移居地往往并不止一个，而是

占百分率并不大，所以还没有改变在

为主的国家；其所奉行的族群政策，虽

一个以上；而在每一个地区生活时，难

地国的华社的结构。然而，在一些西方

然也是‘多元文化’的政策，但这些国

免会在当地有一定程度的扎根。因此，

国家，却已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在美

家的政府，都希望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

不能说他们无根，而是有一个以上的

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中华新移

能够融合在一起。不要‘离群孤居’，

根。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探讨，这些再

民的到来，就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的

也要应用英语这个共同语。有些西方的

移民的新移民，由于在一处居住的时

华社。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四国的华人

民众，甚至要少数民族与他们同化。所

间过短，其实没有机会或者是根本无

人口非常小。在上世纪70年代，加拿大

以，新移民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就

法在一处扎根。也就是说，他们因为没

的华人只占全人口的0.57％以下，新西

以美国来说，美国华人移民所面对的

能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所以根本

兰则为0.47％，美国及澳洲也分别只有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做‘模范的少

就无根可言。因自身具备优越的条件，

0.21％和0.27％。但是，由于中华新移

数民族’？地道的美国人？或者是‘永

使到这些新移民具有很高的流动性，

民的涌入，到了2006年，加拿大的华裔

得以随机遇四处迁移，这致使他们漂

远的外国人’？”

人口已经增至占其总人口的4.13％，新

“以前经常有人说，凡有饮水处，

西兰则升至3.36％，澳洲为2.64％，美国

必有华人。这句话极为传神地道出了华

为1.19％。中华新移民人数的激增使这

人移民的历史之长与范围之广。廖教授

些国家的华人社会大为改观。本来是

今天让我们了解到，其实还需要看到在

以侨乡地区移民为主的华人社会，已由

不同的时期，中华移民在情感与认同观

来自大陆各地的移民所取代。普通话

念上所曾经历的演变，即他们对祖籍地

“这一波当代中华新移民的人数如

（华语）取代了中国方言，本来已逐渐式

的归根、对移居地的生根，或者对四海

此之庞大，他们对移居地的社会有没有

微的唐人街，由于新移民的到来又兴盛

漂泊的失根的这一心路历程。”

造成什么影响？”

起来。不过，经济能力较强的新移民并

“是的，归根、生根、失根、无根，

“与战前有别的是，殖民时代的东

不聚居在唐人街，而在郊区新移民聚集

或是多根，这些都是中华移民及其后

南亚欢迎中华移民，但是独立的东南亚

的地区购买新住宅，形成了新的唐人郊

裔在不同时代所必须面对的抉择。然

国家对中华移民的态度则有所保留。世

区。在美国，这种情形颇为普遍，形成

而，这样的抉择其实不仅是个人的选

界上的国家，大致可区分为‘原住民国

了一种‘族群聚集地’(ethnic enclave),

择，而且是与他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家’与‘移民国家’两大类，东南亚国家

李唯教授称之为ethno-burbs (ethnic

（包括中国的政策）与在地国的政策有

亦是如此。在东南亚十一国中，只有新

suburbs)。许多这些新移民由于没有融

密切的关系的。”

加坡是‘移民国家’，对移民采取欢迎

入美国的‘主流社会’，造成了一些新

的政策，但其余的十国都是‘原住民国

的社会问题。不过，更为尖锐的问题其

家’，对中华新移民因此有不同程度的

实出现在当地华裔族群之间。由于新移

抗拒。所以，在这些东南亚的‘原住民

民的人数远远的超过本土出生的华人，

国家’中，中华新移民的人数有限，而

所以，上述四国的华社，由新移民带来

且这些移民当中有许多其实是‘非法移

的强烈色彩，甚至掩盖了旧有的华人社

民’。可是，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如美

会。新旧移民之间往往因为具有不同

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由于都属

的语言、生活习惯与价值观，遂而产生

浮不定，没法通过时间的积淀来融入
在地国的主流社会，因而使到当地的居
民对于新移民存有怀疑的态度，视他们
只是来共享乐，而不是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

“廖教授的真知灼见确实让我们受
益无穷，多谢！”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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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兄从停车场通道来到东陵俱乐

考获特优的毕业生。这不单前呼后应，也是相

部咖啡厅，找了一张靠窗的圆桌坐

得益彰，大家共同为提倡学习中华语言文化

下，没想到主人已在正门等候多时。走上前，

尽一份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成为怡和

他为我们换了一张桌子。
“太耀眼了，还是暗

轩的一员，也带入一些南大校友。”

一点好。”看得出，他避开强光，不露锋芒，用
他的话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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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他，肯定是有学识、有专业、有本
事、有机遇的幸运儿。17岁挺进云南园，是南

眼前的他，怡和轩新任主席谢万森，全无

洋大学化学系第二届毕业生；1962年获奖学金

架子，快人快语，直爽坦诚。
“我是在2007年，

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深造，两年后获颁化学硕

我担任会长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与怡和轩

士学位，回国后履行奖学金合约，任职于经济

联合筹办时事、文化讲座时，加入怡和轩俱乐

发展局及其在裕廊的工厂；6年后加入私人企

部的。我们和怡和轩都关心华文教育：他们颁

业，走上“学而优则商”之路。到了逐渐有余力

发华文书籍奖给特选中学考试特优的学生，我

服务社会之日，
“重点自然放在教育方面”。

们的奖项是发给在小学离校考试中，高级华文

他曾任德义中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凡25年；南洋

怡
和
风
采
理工大学董事局董事12年；南洋初级

他对怡和轩的期望是：不分帮派，

对毕业即失业的许多南大生而言，

学院及中正中学董事多年。他于1990年

不聚焦于特定的民俗文化，大力传扬新

谢万森是幸运的。他于南大毕业后，获

与2002年国庆日前后获颁公共服务奖

加坡先驱人物的事迹，唤起时代的共同

得“亚洲基金”奖学金，与其他南大、

章(PBM)与星章(BBM)；1993年获选为中

记忆，发掘并推广新加坡本土文化，以

新大、工院毕业生一道赴美深造。考获

华总商会董事，先后担任经济、国际贸

利于年轻人国家意识的培养。

硕士学位后，回国履行奖学金合约。同

易、总务组主任、副会长及晚晴园－孙
中山南洋纪念馆主席等职务，前后共
16年。

谢万森回顾了他的教育背景和成长
过程。从工商补习学校、中正中学，直到
南洋大学，完成一整套大、中、小学华

推广新加坡本土文化
谈到他对怡和轩俱乐部的期望时，
谢万森说：
“怡和轩创立至今已经100
多年，当初主要是作为社交平台，带领
会员参与社会。二陈时代，怡和轩在公

一批留美回来的南大同学，多数回母校
执教，而他则选择到经济发展局投资的
工厂工作。合约届满后，加入以林绍良
为首的华仁谊集团，从此踏入商界。

文体系，之后才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深
造。
“我是从非常传统的华校出来，是
个典型的华校生。”
话题很自然地转入他的中正湖和云
南园的日子。

把话题引向轻松的一面，我们自然
谈到他的家庭。太太陈丽玲是大学同
班同学，温文娴静，持家有方；相夫教
子，儿女成才，含饴弄孙，自得其乐。谢
万森夫妇膝下一儿一女，女儿谢思琳出

共事务方面做出重大贡献。陈嘉庚通

谢万森于1956年中正中学毕业，记

身传统华校--南洋小学，中学转读英

过筹赈会，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和

忆中在中正中学念高中的那三年里，时

校新加坡女子中学，之后转入华中初

星洲保卫战；陈六使为华人争取公民

有罢课罢工的事件发生，
“那是一个动

级学院，后到美国Berkeley加州大学修

权，在怡和轩倡议创办南洋大学，以身

荡的年代，反殖民运动汹涌澎湃，学运

作则，万众响应，建立东南亚第一所民

蓬勃，不少同学都投身其中”。1957年

办华文大学。随着新加坡独立，时势变

考进南洋大学化学系，在云南园求学期

迁，怡和轩的社会角色式微，在接下来

间，云南园风平浪静，读书环境良好。

的几十年里，怡和轩给人的印象是消

“图书馆是我们常到之处，晚餐后在

闲俱乐部。近年来，怡和轩开始重新出

南大湖畔或云南园内散步成了一种习

发，确立了以介绍怡和轩历史，传承先

惯。”

贤精神为主轴的会务方针，推展一系

读经济，夫妇俩目前定居美国旧金山，
育有二子。谢万森的儿子谢思立曾就读
于南洋小学，在莱佛士学院念完中学
后，转入华中初级学院，之后负笈英国
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10年寒窗，考获
心脏内科医学博士，回国后在心脏中心
当高级顾问医生，现已离开，自己创业，
在伊丽莎白及鹰阁医药中心设有诊所。

“临毕业前，偶尔会对学位能否被

儿媳同样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现

承认的问题懊恼，但从不气馁，与很多

为竹脚医院顾问医生。他们育有二女，

同学一样，自信只要自己努力，要到欧

两孙女在家与父母以英语沟通，与祖父

他说：
“怡和轩门户开放，各界有识

美大学中谋一份半工半读再深造的机

母则以华语交谈。谢万森不无感慨地说

之士和不同领域翘楚，踊跃加入，他们

会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之所以这么乐

道：
“过去的年代，我们担心子女的英文

认同怡和轩历史，以及怡和轩所代表的

观，可能是秉承母校“自强不息，力争

不好，够讽刺的是，如今环境变了，我们

先贤精神。对许多会员来说，怡和轩仍

上游”的精神吧！”

担心的是孙辈的华语不行。”

列文化活动，借此带动怡和轩重返社
会。”

是商业资讯、文化教育的交流平台”。

怡和轩门户开放，各界有识之士和不同领域翘楚，踊跃加入，他们
认同怡和轩历史，以及怡和轩所代表的先贤精神。对许多会员来说，
怡和轩仍是商业资讯、文化教育的交流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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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怡和轩的期望是：不分帮派，不聚焦
于特定的民俗文化，大力传扬新加坡先驱
人物的事迹，唤起时代的共同记忆，发掘
并推广新加坡本土文化，以利于年轻人国
家意识的培养。

其次，他完全认可怡和轩这些年来
的会务方针，而且肯定会长期持续下
去。
“怡和轩会务将保持多元化，以照
顾具有不同兴趣的会员的要求。时代
不同，环境不同，轩和轩不可能再创陈
嘉庚、陈六使时代的辉煌，但也不可能
走回一个纯粹消闲俱乐部的老路，它仍
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人文天地，这个

包容、独立、务实个性
对谢万森的访问接近尾声，我有一
种感觉，面前的他，虽在暗光里，但想
法仿佛异常明亮。
首先，他是爱护华文教育，爱护南
洋大学的。
“南大被关闭了，谁也不高

兴，却也无可奈何。”谈到“毕业生”时，

人文天地乘载着怡和轩的百年风雨，

他更倾向用“校友”一词，想必是在南大

将会一直紧随时代的脉搏，不时发出

的沧桑史上，
“校友”的涵盖面更广。他

异彩。”— —这无异是新任主席对今

珍惜南大校友的团结，不愿意把一方的

后会务方针又一次精简而明确的阐释。

看法强加给另一方。意见不同，却能互

再次，他是性情中人，儿女情长，对

相尊重。从交谈中，谢万森展现出包容、

女儿一家选择留居美国发展给予理解，

独立、务实的个性。

对儿子和媳妇学成归来，回馈社会，他

In Conversation with Chia Ban Seng
The President of Ee Hoe Hean Club

E

e Hoe Hean Club's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is an unassuming and
forthcoming gentleman who speaks his mind.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President Chia joined Ee Hoe Hean Club
in 2007 when the Association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of which he is the
president, co-organised several seminars and
cultural programmes with the Club. Both
the Club and the Association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have been awarding annually book prizes
to students from the SAP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neighbourhood primary schools
respectively. Chia brought in a number of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to be members
of the Club.
President Chia was among the second batch of
graduates from the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He had won a prestigious
scholarship to further his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Boston University in 1962. Upon grad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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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Master of Science in Chemistry, Chia
returned home to work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at its Jurong factory. 6
years later, he joined the Waringin Kentjana
Group）headed by the Indonesian tycoon Liem
Sioe Liong (also known as Sudono Salim), and
embarked on his career in business.
He later directed his focus onto education
when his career permitted him time to
give back to society. He has chaired Deyi
Secondary School's advisory committee for
more than 25 years, served as a member
in the boards of director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for 12 years, as
well as Nanyang Junior College and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for many years. He was
conferred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PBM)
by the President in 1990, and the Public
Service Star (BBM) on National Day in 2002.
Chia was elected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in 1993 and thereafter served

By Wang Yuan
the organisation at different periods as the
head of its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s, as one of its
vice-p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chairman of the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With regard to his vision for Ee Hoe Hean
Club, Chia has this to say: "Ee Hoe Hean is now
more than a century old. It was initially set up
as a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allowing its
members to actively engaged in our society.
Under the stewardship of its pioneers, the Club
had transcended its social function and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ffairs. Tan Kah Kee actively raised funds at
the Club to support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and defended Singapor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during the wartime. Tan
Lark Sye helped the Chinese diaspora fight
for citizenship, advocated the setting up o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rallied the support of
the masses for this worthy educational cause
through his own example, which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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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很欣慰。如今谢万森三代同堂，和
睦相处，共享天伦。
“现在还是照旧上
班，虽不一定是朝九晚五。偶尔会偷闲
与太太到岛屿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或跟
朋友聊天。当然，在商言商，把握资讯，
与日俱进，还是有必要的。”他娓娓道
来，毫无倦容。
“你看，从前总掉头发，
现在竟长出来了。”我望过去，头发果真
是厚实的，竟忘了他的年华。
结束访问前，我们提出一个请求：
如果一句话来概括，他会对怡和轩会员
说什么？他想了想，说道：
“百年风雨，
为怡和轩而骄傲！”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built the first Chinese university funded by the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 brought a series of social changes
which eventually dwindled Ee Hoe Hean's
social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Ee Hoe Hean did come across
as merely a recreational clubhouse. But in
the recent years, Ee Hoe Hean is making
a come back. After having identified the
propagation of its history as well as the spirit
of its founding pioneers as the core axis of
its agendas, the Club has indeed rolled out
a series of cultural activities that look set to
integrate the Club back into society."
"The Club has been met with resounding
enthusiasm since it reopens its door. It
has attracted the crème de la crème of the
different fields who could relate to the history
and the pioneer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Club.
To many members, Ee Hoe Hean retains its
relevance as an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t really works in so many
levels," Chia states.
Chia envisions Ee Hoe Hean to be a stimulating
space free from the binds of clans and set of

rules prescrib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Instead,
it will actively promote the deeds and many
achievements of our pioneers, in order to
conjure up our collective memories, as well
as to uncover and promote our rich culture,
so as to help our youth cultivate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He acknowledges that Ee Hoe Hean is on
the right path and will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in that direction. "Ee Hoe Hean will
maintain the diversity of its agendas in order
to meet the various needs and interests
of our members. Given that our time and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we cannot possibly
replicate the heyday of the Club in the times
of Tan Kah Kee and Tan Lark Sye. Neither can
we regress to being merely a recreational club.
The Club should be maintained as a thriving
cultural space built on its century of heritage.
It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and engage with
its time and show itself to be an exceptional
cultural hub," Chia enlightens.

at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ol here, and went
to the US to study economics at UC Berkeley.
His son had also schooled at Nanyang Primary
School before he studied medicine at UK'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where he graduated
with a medical doctorate in cardiology. He now
owns his private practice at Mount Elizabeth
Medical Centre and Gleneagles Medical
Centre. His daughter-in-law is also a medical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now works as a consultant at the Kandang
Kerbau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The
couple has two daughters wh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parents in English, but communicate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in Mandarin. “ In the
past we were worried that our children would
not be well-versed in English, but now we are
worried that our grandchildren would not be
well-versed in Chinese!” President Chia could
not help sighing.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President Chia had met his wife while he
was in Nanyang University. The classmates
eventually became soul mates and gave birth
to a daughter and a son. His daughter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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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荣 独树一格的儒商
╱ 文  : 洪文雄

宽

阔的额头，双眉下炯炯有神的大眼
睛在爽朗的笑声中诚恳的直视你。

也许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又走过老师的路，令
出生于1941年商业家族世家，业务遍布东南
亚区域，从事玩具和糖果食品进出口业务的
林清荣先生，谈吐举止间总散发出一股谦谦
儒生的气质。
祖籍福建安溪的林先生，1947年南来新
加坡，1955年于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今
工商小学）修毕小学教育。1961年毕业于新
加坡华侨中学。1967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化学系
后，曾执教于华义政府中学三年。现担任福南
（1968）私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业发展有
限公司，德发（吉隆坡）有限公司等商业机构
董事，是位成功的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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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兔糖的故事
谈到为人处世，林先生一生秉持“诚信”
二字；坦言：
“诚以待人，信以处世”是他处世
待人之道。对于今时今日傲人的商业成就，林
先生始终谦虚的微笑介绍其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大白兔奶糖。
大白兔奶糖于上世纪初，由中国上海冠生
园始创，至今已近百年历史，是我国糖果类中
的代表品牌之一。70年代开始，由林先生的父
挚辈联同3位乡亲共同集资，组成4人合伙公
司，进口代理此优良产品及其他名牌食品。这
份浓浓的乡谊，也延续至林先生这一代人，依
然合作无间的努力为公司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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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白兔奶糖，最为人津津乐道

苦。林先生始终坚信百年树人的教育

80年代林先生加入了新中商会的前

的是，如果想冲一杯牛奶，家中刚刚又

大业，是我华族互重、互惜、互助的东方

身新加坡中国商品进出口商会，其间深

欠炼奶，只需要在沸腾的热水中加入

优良传统，更是为后代子孙，国家社稷

受同业的重视，先生出任商会的查账、

6粒大白兔奶糖，准能冲出一杯浓浓的

培养人才，开创康庄大道的务实方法。

总务，副会长。时常随商团到中国考

牛奶口味的牛奶。

林先生于南大毕业后，极积联系同班同

察，为商会会务多方尽心服务。多年的

学，参与母校的各类活动，被推选为班

贡献，深获商会理事们的信任与爱戴，

代表，并于2012年被南洋理工大学授予

终于去年被推选为第27届新加坡中国

南洋校友服务奖荣誉。

商会会长。

时至今日，为迎合潮流，大白兔奶
糖也在产品包装及口味上推陈出新，
以更精美的包装，赞助电视台“我与
偶像有个约会”的电视节目，在广告上

林先生于1988年加入林氏大宗祠，

林先生于会长就职典礼的演说中，

大肆宣传，加强吸引广大的消费群。然

为林氏宗亲的福祉热心贡献，出钱出

为商会指出一条明确的商途：
“时代的

而，大白兔奶糖其乳白色泽的原貌，依

力，深受宗亲们的爱戴，不但让林氏大

发展，商团组织，已和企业文化紧紧交

然广受欢迎。

宗祠稳坐国内林氏民间组织的领导宝

融。所以，商业社团也必须以人为本，

座，也让林氏大宗祠的声誉，在国际林

协助会员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商机的同

氏的民间宗团组织之间更上层楼。由于

时，……以社会为己任，在商余间促进

除了商场外，林先生对于教育事业，

众望所归，于2013年第33届董事会选举

文化，为我会竖立新形象，为会员开拓

知无不言了。他曾担任过南洋大学第1届

时，除了自己投票给他人外，高票当选，

新市场，配合我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商

荣登林氏大宗祠会长宝座。

机，让我会会员的商业贸易充满朝气。

参与公益  不落人后

至第10届（1960-1969年）校友联欢会工
委会主席，也在2010年以个人名誉认捐

商会组织方面，林先生除了是中华

推动这一切共同的理念是全体理事的

加上政府以1：1.5的赞助下，筹足60万元

总商会的名誉董事，玩具糖果商公会会

共识，我会与你们一步一脚印的一起

在南大设立助学金，极力帮助家境欠佳

长外，对商界贡献最大的要算是尽心服

攀登高峰。”

的在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可谓用心良

务的新加坡中国商会了。

Lim Cheng Eng: An Altruist
L

im Cheng Eng was born in the Anxi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in 1941.
He came to Singapore as a child in 1947.
He completed his primary education at the
former Chine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ntinuation School (today’s Gongshang
Primary School) in 1955. In 1961, he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today’s Hwa
Chong Institution). In 1967, he graduated
from the chemistry facility o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reafter taught at the Huayi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today’s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for 3 years.

By Hong Wenxiong

In 1968, his father and uncles, along with 3
hometown relatives set up Hock Lam Pte Ltd
to import White Rabbit Milk Candy and other
well known food products. Lim departed from
his education career and joined the company.
He eventually took over his father’s business,
and made Hock Lam a prosperous venture with
his fellow partners.

In 2010, he made personal donation, and with
a 1:1.5 sponsorship from the government,
raised a combined $600,000 to set up a
student bursary fund under his name. In
recognition of his dedication to his alumni
community,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presented him the Nanyang Alumni Service
Award in 2012.

Lim Cheng Eng has maintained a lifelong
devotion to his alma mater, where he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ombined Class Reunion
(Classes of 1960–1969) of Nanyang University.

Lim Cheng Eng also wears several hats in
key community and trade organisations in
Singapore. In 1988, Lim Cheng Eng joined
the Singapore Lim See Tai Chong Soo 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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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商团组织，已和企业文化紧紧交融。所以，商业社团
也必须以人为本，协助会员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商机的同时，……以社
会为己任，在商余间促进文化，为我会竖立新形象，为会员开拓新市
场，配合我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商机，让我会会员的商业贸易充满朝
气。推动这一切共同的理念是全体理事的共识，我会与你们一步一脚
印的一起攀登高峰。

林先生一生除了热心公益事业，于
商务繁忙之余，也不忘秉承祖训，回馈
社会。现今除了担任新加坡林氏大宗
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会长，福建九龙
堂董事，新加坡安溪会馆第2副主席等
宗团要职外，尚担任社区的重要职务，
如中华中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圣约翰救
伤队第7区主席团主席，同济医院财政
组主任，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主席，
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管会名誉主席，武
吉知马民众俱乐部草堂岭书画主席及其
他民间团体及商界领袖。

热爱文化  促进交流
林先生更是位热爱中华文化的儒
商，多年来一直扮演著我国与海外文化，

优雅社会，起着积极的效应。
微微发福的中等身材，依然步履稳

即便在商务竞争激烈之日子里，他也尽

健快速的林先生，是位私人字画古玩

量拨出宝贵时间，参与推动各种文化艺

的爱好者，但因为人谦恭，一向鲜为人

术活动。如今年4月，在林先生多方奔跑

知。太太姚氏美丽女士，高贵大方，治

筹备，出钱出力下，促成了以林氏大宗祠

家有方，是位称职的成功男人背后的

的名誉，联合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及

女人。然而，非常重视私人隐私生活的

亚洲文化交流协会两个民间文化团体，

林先生，不愧“良贾善隐”四字。其商

邀请中国吉林省交响乐团和宝石花爱乐

业王国及私生活至今依然如隐士般的

合唱团组成117位团员，到新加坡华乐团

高深莫测，令人萌生浓浓的好奇心……

音乐厅，联办海外首演两晚的大型“《孔

2003年荣膺我国总统颁赐PBM奖章，7年

子》交响乐大合唱”汇演，通过失传了

后，于2010年再荣膺总统颁赐公共服务

2千多年的“韶乐”，向我国音乐爱好者

星章，可谓实至名归。

介绍儒家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演出获

association, and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welfare of his kin. In 2013, he became
the association’s chairman. Besides being
an honorary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Toys &
Confectionery Dealers’ Association, Lim has
also been elected the 27th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China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2013.

should grow with our time, and work in close
tandem with the prevailing corporate culture.
Our business communities should put our
focus on people. While we help our members
to seek sustainable growth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 should not lose sight of
promoting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in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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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我国走向文明的

尤其是与中国方面文化交流的搭桥者。

因多年服务社会有功，林先生于

In his inauguration ceremony speech, Lim
pointed to a clear path for the Association: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organisations

得各界热烈反应，好评如潮。这种跨国

An altruist passionate about community
services, Lim has assume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Bukit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Timah Community Centre’s management
committee, as well as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unity centre’s calligraphy society. In
recognition of his public service spirit, Mr. Lim
was deservedly conferred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PBM) by the President in 2003, as
well as the Public Service Star (BBM) in 2010.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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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洪天发

索具面迎四海
“艺林”志在千里
张

美寅——蜚声国际的摄影家，新加坡

弟们打理，开始寻求他中年生命里的另一片广

2004年国家文化奖得主。

阔天地——摄影艺术。

艺林国际私人有限公司（Gaylin International Pte Ltd），本地索具业的龙头企业
之一。

从货车司机做起，自强不息
张美昌是张家的老四，他在21岁那年加入
公司，那时公司刚进入第五个年头。他从货车

这两个在各自领域引领风骚的艺术名人和
企业单位，彼此会有什么关系？

司机和物流人员做起，工作不可说不辛苦，但
对从小就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他却是很好的磨

原来，艺林控股（Gayin Holdings Limited）

砺。他追忆道：
“小时候我爸爸替一家树胶厂看

在2012年10月挂牌上市后，业绩亮眼，引人注

顾烘胶片的熏房，老板让我们一家九口人住在

目。而它的故事，却要从艺术家张美寅说起。

两个房间的小屋子里。我十岁读小学时，就要

1950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的张美寅，三
岁随母亲南来，稍后移居新加坡谋生，19岁时
在一家经营索络船具的公司打工。他获得老
板柳文拐的赏识，一手提携，还鼓励他出来创
业。1974年4月1日，他筹措了九万元，成立“艺
林贸易公司”，专营索络船具生意。

上巴刹帮家里买菜。读中学放学回来，一家人
就忙着织网（cargo net），一直忙到半夜，根
本没时间读书。我也不喜欢读书。”
但是，多年后当他挑起艺林的重担，担任
公司的掌舵人，他就确确实实认识到学习的重
要性。他说：
“一开始并没有对索具业特别有
热忱，做久了就越能体会这一行的乐趣与满

当时他们在美芝路的营业点，其实只是一
张桌子和椅子。月租300元，不允许悬挂店号。

足感，逐渐对各种技术细节和程序了如指掌。
从直径3毫米到152毫米的钢丝绳，价格、性能、

他们几兄弟分头守摊位、听电话、送货、兜生

特性等全部在我脑海里。甚至每根的价格底线

意；晚间则在后巷，洗刷或驳接粗大钢丝，往

我都心里有数。”

往忙碌到深夜。经过二十几年的拼博，生意
逐渐茁长，不但租赁了货仓，设立船运供应部
门，还拓展产品种类，向海洋工程领域提供产
品和相关服务。

他从80年代就开始出国学习，去美国、日
本、加拿大等技术先进的国家参加展览会。这
个习惯至今他都保持着。
“通过这些学习与交
流，能够了解最新技术，并尽快运用到实际生

1998年，就在艺林生产的钢丝索具获得国

产中。”他也利用每天的闲暇，翻看行业杂志，

际ISO9002认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之际，张美

获取最新讯息。他说：
“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这

寅却选择了“弃商从艺”，把事业王国交托予弟

行技术更新这么快，不天天学习就跟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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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上市  惠及股东
自从1998年公司生产的钢丝绳索
具获得ISO9002认证后，2009年被授
予“50强（E50）进步企业”称号；2011年
获颁“2011年新加坡品牌奖”；2012年获
得“前景看好的500强中小企业奖”。
艺林目前在新加坡设有两个仓库和
一间工厂，面积达316950平方英尺，聘用
了160员工，其中一半雇员是外籍人士，
已达政府所设的顶限。为应付员工短
缺的问题，公司扩展了海外的工厂。他
说：
“现在的贸易越来越国际化。因此
如果能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处的话，客
户会更加满意。公司也计划在欧洲、中
东、印度和中国等地设立分销点和生
产基地。”
要把公司的业务扩展到海外，公司
在内部结构、业务知识及资金方面必
需更具潜力和竞争力。2012年时机成
熟，公司以艺林控股（Gayin Holdings
Limited）挂牌上市，获得各界投资人
士拥戴。一年后，艺林控股即取得了出
色的表现，市值大增约70%，创下7700
万元的年营业额记录。上市前后，公司

Desmond Teo: Man at the Helm
G

aylin International Pte Ltd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mpanies in Singapore
that specialises in steel wire rope, rigging gears
and ship chandling businesses. Desmond Teo
joined the family business when he was 21
and rose to helm the company within a few
years. It was not exactly “love at first sight” for
the CEO. “I was not particularly enthusiastic
about the industry in the beginning, but it did
grow on me. As I gained more experience in
the trade, I began to feel the pass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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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g Tiam Huat

as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that came with
it,” says Teo.

in 2009, Singapore Brand Award in 2011, and
Promising SME 500 Award in 2012.

He often travels overseas on study trips
where he keeps up-to-date on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brings them home to take
his company’s productions to newer heights.

Gaylin currently runs two warehouses and
a fabrication facility in Singapore, with a
whooping combined space of 316,950 square
feet, and a staff strength of 160. When the
time was ripe, the company went public in
2012 and became listed as Gaylin Holdings
Limited. With favourable support from the
investors, Gaylin deliver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market, and its value increased by 70%

Under his charge, the company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and industry accolades.
Since 1998, Gaylin has been certified ISO
9002 for the manufacture of quality wire rope
slings. It won the Enterprise 50 (E50)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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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净利润都超过一千多万。今年公

有现货。这宗生意给张美昌一个宝贵

带来迅速成长；国际化，网罗更大范围

司分发给股东的红利特别优渥，张美昌

经验：
“囤积库存”，无论什么模型和面

的顾客群。他珍惜公司所有员工的贡

强调，
“为股东争取最佳的回报，是我们

积的配件都累积大量存货，才能够保证

献，他把艺林比作“螃蟹”，
“螃蟹”要

坚持不渝的宗旨。”

供应顾客临时的需要，服务才不是一句

很多只脚才走得动！少了员工，老板一

空话。24小时技术支持和24小时产品服

个人做的了多少？因此，他一定会奖励

务使艺林得以和客户建立长期而稳定的

做出贡献的员工。

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今天的艺林
已是新加坡索具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为
全球岸外石油与天然气行业提供可信

合作关系。

他也乐于回报社会，做慈善从不落

赖的服务方案。虽然总部设在新加坡，

张美昌把大量精神和心思倾注在公

人后。而他觉得，慈善应从家里做起，

它有一半的业务源自海外，目前除了在

司，就算周末或在国外，有订户联络上

他优先照顾家人、员工的利益，也把部

中国的天津，也在越南和马来西亚设

他，都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记得有

分公司净利润分发给股东和股民。2010

厂 。至于销售网络，已分布在亚洲，大

一次，有一位客户深夜突然提出要求，

年，张美昌荣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洋洲，欧洲、中东和非洲各地。

要在第二天早上6点前拿到一批钢丝绳

的公共服务奖章（ＰＢＭ）。

索具，他通宵加班，在第二天5点前把货

24小时的服务，客户永远是第一

张美昌办公室墙上，挂着他大哥张

准备好送到码头。
“我们也算服务业。

美寅一帧巨幅的黄山摄影作品。奔腾

由于钢索与吊绳特别需要安全性，

客户永远第一，就算是小客户，我们也

诡谲的云海，云遮雾绕的山峰，烟云供

24小时接待。”

养出典雅的的黄山墨像。既富于审美情

因此产品的质量非常重要。艺林的产
品采用欧美先进技术，在国际市场具
有一定的品质保证和竞争优势。此外，

艺林是“螃蟹”，脚多才能动

公司也格外强调服务的质量，他认为

凭借亮眼的企业成绩，张美昌两届

得到客户的信赖，能拿到订单最开心，

连任新加坡船舶物资商会会长。走在

最有满足感。他透露，创业以来接到的

同行业前列的同时，艺林也逐渐形成了

最大宗订单来自一家荷兰公司，价值

自己的企业文化，他特别认可李奕贤高

230万元。这家打捞公司需要短时间内

级政务部长带给企业的启示：创新，带

购买大量的钢索，遍寻不获，唯有艺林

来新颖、高价值的产品；收购、并购。

within the span of a year, achieving a record
turnover of 77 million dollars. Gaylin has
been consistently raking in a net profit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dollars annually since
going public, enabling the company to pay
very attractive dividends to its shareholders.
“ It is our commitment to our shareholders to
strive to give them the best return for their
investment,” Teo asserts.

plant in Tianjin China, Gaylin has also set up
fabrication facilities in Vietnam and Malaysia.
Gaylin’s sale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spans
the world, covering Asia, Oceania,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fter close to forty years of establishment,
Gaylin is today one of the leading rigging
and lifting specialists in Singapore, providing
reliable services and solutions to the global
offshore oil and gas industry. Although
headquartered in Singapore, half of Gaylin’s
business is overseas. On top of the existing

Gaylin has also developed its unique corporate
culture on top of staying ahead of its peers.
Desmond Teo is especially inspired by the
vision of Lee Yi Shyan, Singapore’s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de and Industry, who advocates
Singapore businesses to innovate by creating
new products with high values; to boldly
look into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d to
capture larger market by globalising local
enterprises — all of which describes Gaylin’s

趣，又引人遐思联翩。身为弟弟的他，天
天面对哥哥的杰作，也许能不断思索，
如何在各自的事业征途上，不断攀爬，
迈向顶峰。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corporate milestone to a tee. Teo humorously
likens Gaylin to a “crab”— for a crab needs
many legs to move ahead. Teo values all of
his employees’ contributions, for they are the
legs which tirelessly propel Gaylin forward
and ahead. He always rewards worker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believing that a boss,
regardless of his capabilities, is nothing
without his workers.
Teo is a firm believer of giving back to society.
His commendable involvement in charities has
won him the Singapore’s Public Service Medal
Award conferred by the President in 2010.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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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怡和轩吸收了不少先贤的后代，

来怡和轩聚会，
《怡和世纪》与他作了访谈，

充分显现了怡和轩世代传承的精神。

他谦虚回应道：
“不谈个人背景与事业，要么

现年59岁的高允裕是其中一位，他的父亲高德

我们谈谈龙溪会馆的转型。”访谈时，龙溪会

祥曾是一代树胶业翘楚，一生热心教育，为人

馆现任副主席郭建通也在场。

谦逊。他的伯父高德根曾是华社领袖，1963年
接替陈六使出任怡和轩主席。
高允裕曾在华侨中学受教育，服满兵役

龙溪会馆成立于1939年，19名发起人当中

后负笈英国修读商业管理，毕业后参与管理

包括了怡和轩先贤林秉祥和郭珊瑚。林秉祥是

家族事业。一向低调的高允裕近年来像一颗

新马史上第一位工业家，他创办的和丰集团聚

璀璨的新星，活跃于华社，现任新加坡龙溪

工商航业于一家，而林秉祥的父亲林和坂更是

会馆的主席、高氏公会会长、中华总商会董

怡和轩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

事、宗乡总会与福建会馆理事。这一天，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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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会馆与怡和轩渊源流长

一直坐在一旁的郭建通说，
“前任
主席林继华年事已高，一直在找合适

所谓转型，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与时
俱进，通过推动文化教育参与社会。现
在的龙溪会馆没有、也不会乖离先辈的
创会宗旨。

的人接班。会馆由于变卖产业而坐拥
千万现金的时候，大家的压力更大。先
辈高德祥曾任我们的主席多年，当我们
发现允裕兄有在高氏公会出入时，就把
他锁定为目标。我自己登门拜访他，前
后五次，最终他答应了，我是五顾茅庐
啊，哈哈！”
高允裕怎么说呢？“在我踏出脚步

龙溪会馆最初落户郭珊瑚位于老爷

1996年会馆把芽笼丹昭学校校址卖

宫口（Phillip Street）的商行，后迁至

给居士林。本来计划翻新圣迈克路的会

乞纳街（Club Street）的糖商公会。50

所，但是根据政府的规划该地段属于住

年代新任主席林德根把自己在圣迈克

宅用途，不可能发展为会馆馆址。1999

路（St.Michael’s Road）的一块地，照

年会馆只好与发展商联合，把圣迈克

原价让给会馆，在他的带头捐献下筹

路的会所发展为住宅，会馆分到20多个

资建立了龙溪会馆的会所。

单位。这个合作项目完成后，会馆觉得

继林秉祥、林德根之后出任主席
者包括高德根、郭珊瑚、陈育崧、李德
欣、高德祥、林继国、林继华。龙溪同
乡热衷教育，除了在会所创办龙溪学
校，也在芽笼设立了丹诏学校，这两所
学校在50与60年代肩负了推广教育的
时代使命。到了70年代，因学生人数少
而停办。

地点偏僻，不看好其前途，终于把全部

之前，一直考虑的是到底我能为会馆
做些什么。我不需要，更不追求功名，
家父常对我说，不要为追求功名而受
累。我是搞投资的，那时会馆刚把产业
化为现金，我觉得或许我能给他们提
供一些意见。先辈为会馆留下来的资
产，作为后代的我们有责任妥善保存，
遵循先辈的意旨善加利用。”

单位卖出，折为现金1千多万元。会馆

2009年高允裕加入会馆，2011年接

一度搬到寅杰路的漳州会馆，2004年

替林继华出任主席，为会馆开辟了新

前后才买下厦门街92号为自己的会所。

的里程碑。

龙溪会馆的新里程碑
高允裕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接任龙
溪会馆的主席一职？

在他的推动下，会馆耗资近千万元
买了位于广东民路（Cantoment Road）
的现有会址，以及史丹利路（Stanley
Road）的一栋产业。现在，会馆的两栋

Francis Ko Oon Joo on
The New Milestone of the Leong Khay Huay Kuan

L

ately a number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Ee Hoe Hean pioneers have
joined the club.It speaks volume for the
enduring spirit of the Club. Among them is the
59 year-old Francis Ko Oon Joo .Francis’s late
father, Ko Teck Siang, was a leading rubber
merchant at his time. Though a very humble
man, he had done much for education in
his lifetime. Francis’s uncle,,the late Ko Teck
Kin, was a prominent community leader who
succeeded Tan Lark Sye as Ee Hoe Hean’s
President in 1963.

By Zheng Junru

Francis Ko Oon Joo was educated at Chinese
High School. After completing his national
service, he went to the UK to stud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pon graduation he came
home to join the family business. Francis is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the Singapore Leong
Khay Huay Kuan. In his interview with Yihe
Shiji, he detail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milestone of his clan association.

Bingxiang (林秉祥) and Guo Shanhu (郭

Leong Khay Huay Kuan was established
in 1939 by 19 founders who included Lin

their share of twenty over units from the

珊瑚), both Ee Hoe Hean pioneers. The clan
association had originally wanted to redevelop
its clubhouse at St. Michael’s Road, but was
not able to do so as the government has
earmarked the land for residential use. In
1999, they partnered with a developer to build
residences on the land where the clubhouse
had once stood. The clan association received
venture which they sold off later for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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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已经双倍升值。有了新会址后，会

计划下，获得本地大学录取并符合申请

他团体也能在会员子女教育方面，做出

馆也把厦门街的会址变卖，藉以套利。

条件的龙溪会馆会员子女，可申请免偿

更好的贡献。”

另一方面，高允裕不遗余力地促进
会员之间的乡情和凝聚力。2011年会馆

还的大学助学金，而闽属会馆会员子
女，则可以申请免息贷学金。

谈到会馆的转型，高允裕说，
“所
谓转型，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与时俱

出钱资助会员前往祖籍寻根，可算是新

高允裕说，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

进，通过推动文化教育参与社会。现在

加坡会馆的创举。回到了祖籍后大家才

应该把钱拿来做慈善。事实是，慈善的

的龙溪会馆没有、也不会乖离先辈的创

恍然大悟，龙溪这个县名已不复存在。

事永远做不完，行善是每一个人一生的

会宗旨。它现在的基础是更加稳固了，

从1960年代开始，它与海澄合并而改

事，我们每天都在以不同方式做慈善。

称龙海。回来后同乡联名，要求中国政

设立这个基金符合会馆先辈当初创立

府在适当地点立碑纪念龙溪，终获中

会馆兴学、为社会培育英才的宗旨与意

国政府同意。2012年再度回乡时，众乡

义。会馆有幸在先辈打下的扎实基础上

亲喜见龙溪一碑矗立在石码镇。

进行投资，取得可观盈余，应有责任遵

高允裕再三强调，处理会务过程

循先辈所立下的使命把一些投资所得

之中，他从不会把己见强诸他人，他一

用以培育会员与乡亲子女。”

向都会很细心、很耐性地听取他人意

设立千万元教育基金
会馆置业以后还剩大笔现金，又该
如何利用？

“在今天的新加坡，年轻人入升大

馆社团应该尽力帮助他们。我们这样

立了一个为期100年的教育基金。在这个

做，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其

value of over 10 million dollars. They bought
another property, 92 Amoy Street and turned
it into their new clubhouse.

In 2013, the association set up a 10 million
dollars’ educational trust fund that will last
for a century. Under this scheme, children of
the members of Leong Khay Huay Kuan who
have gained admission into local universities
and have fulfilled the application criteria, can
apply for university bursaries. Children of
the members of other Fujian-related (闽属) clan
associations can also apply for interest-free
study loans.

He led the association on a couple of
significant property investments, snapping up
the association’s current site at Cantonment
Road and another property at Stanley road
at the whooping price of nearly 10 million
dollars. It proves to be a shrewd move as the
two properties have by now doubled their
prices. With a new clubhouse in place, the
association was able to sell off its former site
at Amoy Street and make a profit. Francis
has also tirelessly endeavoured to foster the
sense of kinship and ties amongst his clan
members. In 2011, the association paid for
their members’ trip back to their ancestors’
hometown in China to trace their ancestral
roots. Such paid-off trip is the first ever
organised by a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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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所颁的年度优秀
会馆奖，有力肯定了龙溪会馆近年来靓
丽的表现。

见。
“会馆拥有这么多的资产，我们行
事必须高度透明化，众人才会信服。”

学的机会不应该因经济困难而失去，会

会馆于2013年决定拨出一千万元设

Francis joined the clan association in 2009,
succeeded Lin Jihua(林继华)） as its Chairman
in 2011, and has since established the new
milestone for the association.

会务也更加蓬勃了。”会馆一连两年获

作者为本刊责任编辑

“This trust fund is established in the same
spirit and objective as our forefathers who
have set up the clan association to promote
education and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our
society. Our association is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grow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laid down
by our forefathers and achieve pretty good
profits.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I believe, to
carry on the mission started by our ancestors,
and redirect some of the returns from our
investments to nurture the children of our
clan members and kinsfolk,” Francis affirm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图片由新加坡龙溪会馆提供

╱ 文  : 辛

羽

提升、提升、再提升
钟衍燊畅谈钟炎洲集团的心路历程

当

钟衍燊拿出那本收藏经年的厚皮册子，

眼，纸上岁月的斑斑痕迹，丝毫掩盖不住它的

在我们面前翻开——此时已是采访的

遒劲雄健。

尾声，想问的都问了——但那发黄的簿子，那
纸面上的画、字，如此的线条清晰、严谨，却顿
时把大家深深吸引！
那是钟炎洲老先生的笔记。首页“钟氏医
法薪传”六个带有颜体韵味的毛笔字赫然入

我们饶有兴致地翻阅，册子图文并茂，钟
老先生不只以钢笔工整地抄录下许多验方，祖
传良方，制药方法等，还绘图标示人体经脉、
穴位，甚至画出各种制药的器械，并详述使用
方法，令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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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家称得上是中医世家，从明朝开
始祖先就是宫廷御医。世代相传，钟衍
燊的父亲钟炎洲是钟家第18代子孙，他
接过衣钵，把悬壶济世当做安身立命的
人生理念传承下来。

与年轻共和国同步成长
然而，钟炎洲（Tong Jum Chew）作
为一个品牌，它的故事要从1965年开
始，它与年轻共和国的同步成长。

家族生意，说自己年纪大了，他不接手

易，慢慢做出了成绩，许多中国的出口

就只好收盘。

商纷纷找上门来，把独家代理权交给

那时，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店里的
生意主要是向进口商进货，分销给本

看诊一边卖药，店里请了两个伙计，一

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

利润。生意规模小，事事亲力亲为，父

于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诸多问题，影

子俩的车后座常载满药物，一家一家

响了海外的商业经营。集团在取得老字

去送货。通过持之以恒的诚意服务，钟
家父子建立了信誉，累积了客源，也奠
定了业务提升的基础。
1980年，钟炎洲老先生患上帕金森
症后退休，30岁的他接棒。几经思索，

爿小店获得街坊们的支持，成为许多海

他觉得要继续经营医药行业，必须提

南人熟悉的药行。

升，必须改革，
“新加坡在变化，靠旧思

身为钟家长男的钟衍燊，他自小受

下了坚稳的基础。

地的中医诊所和中药店，从中赚取微薄

当年，擅长儿科的钟炎洲在海南二
街开了间大约30平方米的小药行，一边

他。他迈出的第一步，为钟炎洲集团打

路无法发展，一定要提升。”

号王老吉的独家代理权九年后，为避免
遭受中港集团斗争导致的损害，选择主
动放弃。
集团本来长期代理云南省医药保
健品出口公司出口的茶花牌云南白药，
却在2002年被中国云南白药集团起诉，
指其销售的茶花牌云南白药是假货。
事情起因是中国国内不同集团的利益
争夺，却使钟炎洲集团无辜受累。起诉

华文教育，读书年代就常到店里帮忙，

他的改革思路碰上了中国改革开

方中国云南白药集团最终被判败诉，

耳濡目染吸收了不少中医药知识。1974

放的大潮，他动身前往神州大地寻找

但钟 衍燊精力的无 谓消耗却是难以

年当他服完兵役出来，父亲劝他继承

商机，接洽中国的小厂家开始做起了贸

弥补。

The Only Way is Up
Tong Yen Tien on the journey of Tong Jum Chew Group

T

ong Yen Tien’s father, Tong Jum Chew
was the 18th generation of the Tong
family, who inherited the family’s TCM trade
and became a physician. He had made saving
lives his lifelong calling and ensured that his
practice was passed down the family line.
In 1965, Tong Jum Chew who specialised in
paediatrics opened a small medical hall in
a 30 square metre premise on Purvis Street
(which was known to the Chinese as the
Second Hainan Street), where he was seeing
patients and selling medicines. He had hired
two helpers and through the support of
the residents, his medical hall has grown to
become a household brand with many local
Hain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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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Yen Tien often helped out at the medical
hall while he was in school, and picked up a
wealth of TCM knowledge along the way. By
the time he had completed his national service
in 1974, his father was already advanced in
age, and the baton of the family trade was
passed on to him.
As China had not opened up then, Tong had
to source his medicines from importers before
distributing them to other local TCM clinics
and medical halls to make a meagre profit.
Tong had to be hands-on in every ways as
the scale of the family business was rather
small then. Tong and his father would load
the back of their car to the brim with medical
goods, and make personal deliveries from door
to door. The father and son team, through

By Xin Yu

sheer determination and honest service, had
built a brand of trust, and amassed a sizeable
customer base which provided a foundation
from which they could expand their family
business.
In 1980, when Parkinson’s disease forced his
father to retire, Tong, then only thirty, fully
took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t dawned upon him that they
needed to upgrade and innovate in order to
survive. “Singapore is changing. The old ways
of thinking could not possibly get us anyway.
To get ahead, we need to upgrade our trade,”
Tong Yen Tien opines.
It so happen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family business model coincided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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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 ：简单，但容易记
钟衍燊觉得，再也不能单靠别人的
品牌，是再度提升的时候了。于是他决
定通过与中国的医药制造厂家合作，
开发自己的品牌。他说：
“采用‘绿叶’
名称，因为它虽然简单，但容易记，也
符合中医药崇尚自然的原则。”于是，
从九十年代开始，
“绿叶”牌子的中成
药出现在本地中药店的货架上，日渐为
民众所乐用。
最初他委托别人在外地生产，为了
更好的控制质量以及供应时间，他努
力寻求突破。2004年，他拍板决定移
师本地，在亚历山大分销园设立中成
药制造工厂，下决心完成从经销到生产
的转型。无奈3年后该园地要重建而租
约被终止，最后落户现有的加基武吉
厂房。

公司根据GMP规范的要求，设计了

或大或小的黑色药丸，而是像糖果般

拥有空气净化系统的十万洁净级别生

的色彩缤纷。并且力求达到三小：体积

产厂房，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装备了片

小、服用量小、副作用小；四好：疗效

剂、胶囊剂、颗粒剂、粉剂和茶剂多条

好、口感好、稳定性好、外观形象好；四

生产线，研发了多种中成药及保健品。

方便：配药方便、服用方便、携带方便、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公司经过新加坡

贮藏方便。

卫生科学局“优良生产程序”严格审核，
获得了“优良药品生产规范”（GMP）证
书。2012年再获得新加坡金字品牌奖。

多达500多种的中成药与保健品，
已在全岛各大中药行、中医诊所售卖。
近年来，集团还把行销网扩展至西药

他自豪的介绍：
“一开始我们就定

房，如屈臣氏（Watson）、佳宁（Guardian

位为现代化的生产与管理，采用先进

Pharmacy），在百货公司和超市，如奥

技术，提取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去除了

奇（OG）与穆斯达法购物中心（Mustafa

无用的杂质。而且，在本地生产，还能对

Centre）也都能找到他们的产品。同时

药材的成分作出调整，更适合本地气候

外销到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印尼、

和新加坡人的饮食习惯。”

文莱等地。由于人们对“新加坡制造”别

风风雨雨  锐意进取
绿叶牌的产品，无论从包装到药

具信心，在各地市场，绿叶牌中成药颇
受消费者欢迎，不时有人从国外来信
邮购；也有人上网搜寻；在印尼，甚至

品，已不再是一碗又浓又黑的苦茶，和

出现了仿冒品。

opening its door to the world. Tong sough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nd started
trading with small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there. Impressed with the results his enterprise
delivered, many Chinese exporters approached
him to be their exclusive distributor. Tong had
taken the family business one step beyond and
laid down a firm cornerstone for the Tong Jum
Chew Group.

sued Tong Jum Chew Group on the allegation
that their Camellia brand had been fake. It
turned out that Tong Jum Chew Group was
just an innocent party being swept into the
legal tussles among the different groups in
China. Even though Yunnan Baiyao Group
ultimately lost their case, irreparable damage
had already been caused to Tong Jum Chew
Group.

However, China was then only on the cusp of
its reform, and its underdeveloped structures
had created many problems which affected
business overseas. Nine years after securing
the exclusive distribution right of the legacy
brand “Wang Laoji”, Tong Jum Chew Group
decided to forfeit it to cut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Chinese and Hong
Kong groups.

The lesson had taught Tong to not solely rely
on the brands owned by other companies. To
establish self-reliance, the group must up their
game once again. This time, he decided to work
with Chines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 to
develop his own products. He named his brand
“Nature’s Green” because “it is a simple and
yet memorable name. Fundamentally, Nature’s
Green also exemplifies TCM’s root in nature.”
The Nature’s Green TCM products have been
stocked in local TCM pharmacies since the
Nineties, and gradually became well-received
by the public.

At first he had commissioned a third-party
manufacturer overseas, but the need to better
manage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supply time
called for a change. In 2004, he moved the
production back home, and started a TCM
manufacturing plant within the Alexandra
Distripark, a move which transformed the
company from distributor to manufacturer.
Unfortunately, the lease of the facility was
terminated when the land was earmarked for
redevelopment. Nature’s Green’s plant moved
to its current site in Kaki Bukit.

They were not so lucky on another incident.
The group had been the long-time distributor
of the Camellia brand Yunnan Baiyao medicine.
In 2002, the Yunnan Baiyao Group in China

The company designed a Class 100,000
cleanroom manufacture facility outfitted
with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in accordance to
GMP standards. They then imported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to set up various production
lines which can manufacture various TCM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and health
supplements in the forms of tablets, capsules,
pills, powder and beverages. In a matter of two
years, the company passed the stringent te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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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钟衍燊说：
“近50年来，

钟 衍燊谈话 过程

我们由一家小小的中药行，转型成为

中，
“提升”这两个字

一家出入口商，再争取独家代理权，树

很好的概括了钟炎洲

立自家品牌，最后自设工厂生产，起点

集团的发 展轨迹。而

不高，但我们终于上了一个新台阶。”

“提取”，不只是从药

他希望儿子能好好磨练，积累经验，逐

物中提取有效成分，

渐接班。

也是他作为一个成功

集团能有今天，除了靠他的拼搏进
取，靠公司员工的通力合作，也不能忘
记家族的根本。他记得父亲在1986年，
捐资两万五千元新币，为故乡文昌华侨
中学建立了巍峨的牌楼式校门。眼下

的企业家，从各方面吸
收、
“提取”了滋养，在
业务上锐意进取，完成
了与时并进的转型。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他除了担任新加坡中国医药保健品商
会主席，他也参加怡和轩，希望对国家
社会做出回馈。

the Singapore 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and was awarded
the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
certification for medicinal products. The
company also won the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2012.

dosage and side effects. Secondly, they must
achieve the maximum curative effects while
maintaining the standard of taste, stability,
and appearance. Lastly, the products must
be convenient to prepare, consume, carry
and store.

“We have always positioned ourselves as a
brand built on state-of-the-art manufacturing
methods and management. We employ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to extract
only the active ingredien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discard the remaining
impurities. Since they are manufactured
locally, we can easily calibrate the composition
to make our products more suited to the
local climate as well as Singaporean’s dietary
habits,” Tong discloses with immense pride.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500 TCM
medicines and supplements sold in TCM
pharmacies and clinics island-wide. In a
novel move, the group recently widens
their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incorporate
even western pharmacies like Watsons and
Guardian, as well as department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like OG and Mustafa Centre.
The products are also exported to Malaysia,
Cambodia, Vietnam, Indonesia and Brunei.
Boosted by the consumers’ confidence in
“Made-in-Singapore” products, Nature’s Green
quickly gains popularity, so much so that they
have been receiving mail orders from overseas
and a great deal of enquiries online. If it can be
said that imitation is the best form of flattery,
faked products bearing their names have even
cropped up in Indonesia.

Nature’s Green products have transformed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TCM through
innovative packaging and preparation. Instead
of a bowl of dark and bitter brew, or black
pellets of various sizes, their products come
in the guise of colour-popping “candies”.
The products must adhere to their own
stringent standards. Firstly, they must be
kept as compact as possible to minimi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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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ack over the years, Tong says: “The
company has undergone so many changes

in the last 50 years. We have transformed
from a small TCM pharmacy into an import/
export business, and secured exclusive
distributions before finally setting up our own
manufacturing facility. Our entry point may
not be high, but we have ultimately brought
the company up to a whole new level.” He
hopes to train his son, and help him to gain
enough experience so that he can eventually
take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The success of the group is no doubt attributed
to his hard work and the teamwork of his
employees, but one must also not forget
the contributing factor of the family legacy.
He remembers that in 1986, his father had
donated SGD$25000 to erect a towering
archway entrance for the Huaqiao Secondary
School in his hometown Wenchang. Likewise,
Tong would like to contribute to his trade by
chairing the Singapore Chinese Medicines &
Health Products Merchant Association. He has
also joined Ee Hoe Hean Club to give back to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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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满苍穹

蔡名智油画《学国语》

半世纪前新加坡的马来文天空

从“英语是新加坡的国语”说起
╱ 文  : 周维介

2

013年10月5日，施性国老师在联合

56岁以上的新加坡人，曾经有两年时间，因新

早报发表《教学趣谈》，陈述当前华

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部份而唱着两个版本的

文教学的若干现象——老师问：新加坡的国

国歌。一首是Majulah-Singapura，一首是Nega-

语是什么？学生答：英语。老师再问，学生改

ragu，前者是新加坡邦歌，后者是马来西亚国

口：Singlish。怎么会？新世代不识马来语为国

歌，都是马来语歌曲；从旧报章的马来文副刊，

语，是否渐成常态？

我想起小四那年，课程里增添了马来文一科，

数月前，为了查找老影片《刘三姐》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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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pergi mana，为学习添加了些许趣味。

料，我翻阅六十年代的《星洲日报》和《南洋

上星期天傍晚，我走进福康宁山脚下的博

商报》，发现它们居然办过长达十年的马来文

物院，新加坡建国美术展的醒目位置悬挂着资

副刊，我的思维随之一路走远，脑海里复习着

深画家蔡名智的油画《学国语》。那是1959年赤

岛国几十年来政治认同的变化——八十岁左右

道艺术研究会开办马来文班的场景写真，画中

的一代，求学时有些人半天在英校唱《天佑女

左侧的马来文老师是画家的印尼朋友Ali，右边

皇》，半天到华校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的女学员是画家的太太。50年过去了，画中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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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板书依稀可读，透露着当年新加坡

学习，汇集成潮，俨然是个有型有款的

余力，可向下推展到其他年级；中学则以

社会学习马来语的真实……我渐渐感觉

社会运动。

一年级优先，再向上推广。这则新闻，解

到，马来文的学习，曾经是一件饱含激
情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华语群体燃烧的

释了当年学校开设马来文课程起终点不

马来文纳入中小学课程

一致的现象。非马来语文源流学校教导

热度，烙着一个年代的青春理想。我决

1961年，我念小四，马来文（Bahasa

马来文，起于1961年，维持了约八九年

定，走一趟历史，尝试把半世纪前新加

Melayu）成了学校课程里的新客。那时

时间，那正是新加坡经历自治邦、加入

坡社会推广马来语文的点滴串联成面。

马来西亚还没成立，新加坡不过是个

马来西亚，再而退出大马独立这段短

走出故纸堆，环顾周遭，我意识到

初生的自治邦。在学校里修读马来文，

短的历史时期。

岛国懂得说讲马来语的非马来人口已

从satu、dua、hitam、putih开始，感觉

远不如四十年前，组屋区里听闻马来家

还算新鲜。1965，我念中二，新加坡在

庭说讲英语的情景，已见稀松平常。环

这年被逐出马来西亚，也是我最后一年

公务员是职场庞大的队伍，把马来

境正悄悄改变，像我父亲那一辈大批

修读马来文。为了整理当时学校里教学

文列为公务员入行的必备条件，无异于

大战前的中国移民，学历普遍低下，他

马来文的情况，我和数位年龄相仿的损

为马来文的地位创造有利环境。当马来

们从大陆买舟南下，战战兢兢面对全

友共同回忆，才发现当时各校开始教导

文定级考试成为公务员确认职位与擢

然陌生的环境，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干

马来文的年度与年级都有所不同。建筑

升的条件之一，公务员的学习动机便被

扰，许多人反而入乡随俗，学着说讲巴

师陈智成，1967年上小四时开始有马来

调动起来。一旦马来文考试不及格，公

刹马来话（Pasar Melayu），abang adik

文课，直到1969年小六毕业。他翻查成

务员便得面对职位不获确认、停止加薪

地便和马来同胞侃侃聊聊起来。童年，

绩册，马来文当时在他学校里占各科总

的现实。教育部主持的马来文鉴定考

我在街市上发现父亲会说马来话，小

成绩的3%。我们也发现，当时华校里教

试出笼，也局部解决了学校里马来文教

小惊讶，问他如何得手，他说跟着学就

导马来文的几乎都是非马来籍老师，而

师短缺的问题。

上路了，多轻描淡写。我问过身边十来

且华文老师占大比重。我们不免疑惑，

公务员必备马来文证书的条例约始

个同年代友人，很巧，大家的爹都能说

强制学校教导马来文是否是官方的政

于1961年，1979年左右取消。这项马来

简单的马来话。我的中小学适逢鼓吹学

策？自治邦教育部难道没有统一要求？

文公开考试由教育部主持，有第一、第

习马来文的六十年代，正规地接触过马

终于，1960年6月10日

来语，曾经能与马来朋友简单对白，半

星洲日报的一则新闻，解

世纪下来，少接触没应用，马来话已经

了惑。这则报道，根据当

遗落得七七八八。

时教育部致函各校的国

终于，年少一代仅有的马来文认

语教学指导原则撰写。

识，只剩下每天对着国旗唱《前进吧

原来当年教育部决定在

新加坡》那一方窄小空间。从今人不识

各语文源流学校推广马

马来语，我对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

来文，却因师资不足而没

加坡鼎盛的马来文学习风气--马来文，

有强制实行。面对这种窘

曾是新加坡非马来学校里的科目；新加

态，政府采用鼓励校长安

坡公务员必备的入行条件；千万人参与

排校内能胜任的老师教

的官办“国语周”和“国语月”主角。成

导马来文，并把它当作正

人教育局、工会、学生组织、校友会、艺

规教学课时计算的策略。

术团体与个人积极开办马来文学习班；

教育部也指示，学校应根

华文书局大量出版马来文词典、期刊与

据马来文老师的多寡来

读物；华文报章推出马来文副刊……那

决定修读的年级，原则是

个年代，人们热情投身马来文的推广与

小学以六年级优先，行有

马来文是公务员必备条件

马来文公开考试证书，是当时公务员的必备条件 ／潘文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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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获爪夷文（Jawi，一种受阿拉伯文字
符号影响的马来文书写符号）文凭。当
时与他同在棋樟山（今天的圣约翰岛）
拘留营学习马来文的还有孙罗文、卢大
通、林安沪、邱有才、叶汉枪等人。林清
如忆述，有几位同伴虽然受教育不多，
但学习劲头高，时时刻刻努力阅读牢里
提供的马来文书报。林清如在狱中阅
读了不少马来文著作，甚至把印尼作家
阿都姆依斯的小说《错误的教养》译成
中文，后来他的大哥林清吉把译稿交给
《行动周刊》连载。
湘子（卢大通，原名刘大同），五
殖民地时代被拘留但不获自治政府释放的政治拘留者1959/60年间在拘留所上马来文课

十年代的政治拘留者，在《当年学马来
文》（收于《爱的等待》一书）中提到，

二与第三级三类（俗称马来文一号、二

人教育局国语课程标准的看法。他承

他们一伙原本在工会学习马来文的工

号及三号，分别代表初级、中级与高级）

认“委员会成员虽有丰富的马来语文教

友被捕后，没有放弃学习。1957-58年

证书。考试每年3月间举行，一号证书的

学经验，但还是面对“直接利用国语作

左右，为了提高马来文的使用能力，牢

考试费，笔试4元，口试2元；二号与三号

为教学媒介所带来的问题”。成教局最

里的马来文学习班成员决定尝试以马

证书，笔试7元半，口试两元半。为了鼓

初的马来语课程几乎全由马来籍老师

来文写作，并把作品打印装订成册，取

励学习，凡是考取马来文二号或三号证

担任，后来马来语第三级证书被确认

名《Hasil Kami（我们的成绩）》。1959年

书的公务员，都能获得一次性三百元不

具有剑桥O水准文凭的程度，凡是第三

行动党上台后主办马来文公开考试，监

等的奖金。各级考试都设有口试与笔试

级证书的考取者都可申请到成教局任

狱里的政治拘留者也积极报考响应。

两项，一号马来文考查简单的语文知识

教，资深马来语工作者陈妙华就曾在该

和理解篇章；二级以上除了测试马来语

局担任马来语导师。

文应用，也考查指定的马来文学作品。
成人教育局是当年官方主导马来

牢狱里学习马来文

国语周与国语月运动
1962年开始，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开
始每年举办 “国语周”以推广马来语

文学习的教学单位，它的马来文课程委

五十年代反殖民地管治与争取马来

文。国语周一共举办了三届，最后一届

员会主席由教育部委派专家担任。作为

亚独立的明确目标，凝聚了新马各族人

于1964年8月举行，由新加坡元首尤索

最大的马来文课程教学单位，成人教育

民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共识，因此，自治

夫主持开幕。是届国语周节目有60项活

局的教学水平曾遭受批评。1960年6月22

邦政府尊马来语为国语的政策获得全

动，80%是由非马来人文化团体主办。这

日，星洲日报的《国语周刊》发表了白掸

社会拥护，不但学校、工会与社会全面

些活动，主要由人民协会、联络所、新大

的《对国语班进一言》，对当时办有三百

展开马来语学习，即便坐大牢的政治拘

马来文学会、南大学生会、义安学院、马

多个巫文班的成教局反映了它所存在的

留人士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学

来诗歌朗诵会、华校教师总会等单位主

两大问题：一是以华族为主的学习班多

习马来文。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一些

催。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邝摄治、沈文

由马来籍老师任教，纯马来语讲解对零

已掌握马来文的政治拘留者主动协助

武、张永祥与罗德纪斯四人曾参与了一

起点的入门者形成学习障碍；二是教材

教导牢友，成人教育局也派遣马来老师

场国语辩论会，身体力行，展现他们的

沉闷欠实用，不适合初学者。

到牢里授课。

政治姿态。

一个月后，星洲日报报道：成教局

1957年就身陷囹圄的学运人士林清

然而，马来前锋报于该届国语周结

国语班课程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阿末

如当年在牢里学习马来文，一口气考取

束后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文章，对国

达菲通过电台访谈，表达了委员会对成

了第一至第三级证书，之后更上层楼，

语周的节目提出若干看法。文章还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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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反殖民地管治与争取马来亚
独立的明确目标，凝聚了新马各族人民以
马来语为国语的共识，因此，自治邦政府
尊马来语为国语的政策获得全社会拥护，
不但学校、工会与社会全面展开马来语学
习，即便坐大牢的政治拘留人士也积极响
应政府的号召，努力学习马来文。

周刊不及一年便骤然辞世，由李毓恺接
编一段短时间，之后便由义安学院马来
文系毕业的佘文琐负责，直至停刊。
《国语学习》与《国语周刊》创刊
时都有发表刊首语，星洲日报的《国语
周刊》甚至以社长胡蛟的名誉刊登献
词，这种方式极为罕见。《国语学习》
主编林焕文在《开场白》中直接宣示，
该刊是“随着社会上马来语程度一般性
的提高，以及对于学习材料的需求而应
时编纂的”。

气批判了英校对马来语文的态度：
“我

马来语的推广活动。《南洋商报》最先

《国语学习》与《国语周刊》都以华

极不满意一些学校校长的态度，他们对

起步，于1960年2月29日起每周推出约

巫双语对照形式刊登马来语法、会话、马

国语周毫不感兴趣，我向一些英校和混

半版的《国语学习》，于1970年1月19日

来应用文写作、法庭问答、新闻选译的

合学校校长指出，他们是反国语的。”

停刊，共计498期；星洲日报的《国语周

材料，也对照译介马来班顿（小诗）、俗

刊》创刊于1960年4月8日，比《国语学

语、谚语、谜语、社会习俗以及小说故事。

习》晚了个把月，它停刊于1971年2月22

另一方面，它还把不少中国古典作品（例

日，一共出版472期。这两份马来语文副

如《论语》）、诗词（例如《念奴娇》）、

刊，维持了9到10年时间，对华族学习马

成语故事（例如：瞎子摸象）翻译成马来

来文贡献至大。

文，达成双向文化交流的目的。

第三届国语周结束约两个月，新加
坡政府宣布，不久后政府部门公函的
开头、结尾与日期将以马来文书写；政
府部门的信封、印章以及各类标签上的
文字也一律改为国语。
马来西亚成立翌年（1964），中央政
府决定在全国各州推行“国语月”，新加
坡也不例外。1965年第二届国语月运动
的规格极高，由新加坡最高元首尤索夫
主持开幕礼，总理李光耀主持闭幕仪

南洋商报的《国语学习》最初由林

除了华文报章推出马来语副刊，华

焕文主编，两三年后他弃笔从政，南洋

语广播电台也不留白，以广播的方式

商报总管刘用和找来杨贵谊接手，编

教导听众学习马来话。1960年3月，新

至停刊为止。星洲日报《国语周刊》的

加坡自治半年左右，马来亚广播电台

创刊主编是鲁白野（李学敏），他编辑

（不久后改名新加坡广播电台）华文部

式。国语月工委会主席加查里在开幕式
致辞时毫不讳言，上一届国语月没有得
到社区组织的积极配合，全岛180间民
众联络所中，只有16所参与宣传工作，
态度有欠积极，效果未臻理想。
第二届国语月举办之际，新加坡其
实已经脱离马来西亚两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它是马来西亚中央政策下的产物，
但基于政治考量，这项活动还是如期举
行。翌年（1966），新加坡官方继续推出
国语月。再一年（1967），它终于停摆。

华文报的马来语文副刊
《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是五六
十年代新加坡的华文大报，很早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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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妙华与林焕文，都

猫）、不过（pokoh树）、左右（tujoh

是 那 个 时代 本 地马

七）、赤礼武（seribu一千）、何当武射

来语文的重要推手。

（orang putih红毛人）、亚故世答亚吧

百多年前，中国
南部沿海乡民南行远
渡，落草南洋，湿热

（aku tiada apa吾不相干）。当时人们
普遍不识罗马字母，这种以方音标读的
方式，算是权宜之计。

的瘴气、隔阂的语言

在众多马来文书籍出版者中，具规

燃 烧 着 他 们内心 的

模的有世界书局、上海书局、中华书局

焦虑。正兴书画公司

与商务印书馆。其中世界书局（大众书

（世界书局的前身）

局的前身）对新马两地马来文的推广

根 据 时 人 需 要 ，于

贡献尤其突出。世界书局的马来出版物

1926年左右推出了冯

起步早，出版量与持续性两方面都领先

兆年的《马来语粤音

群雄。杨贵谊的《世界书局出版的马来

译义》与佚名的《巫

文书籍一览表》，总结出它一共出版了

增设了“国语会话”节目，星期一至

来由通话》（永成书庄也出版一本由“南

24种马来词典、13种马来文读本与参

星期五，每天下午5点55分以及晚上

洋同胞社”编写的同名书本），以原始

考书、14种马来文学翻译作品、210本巫

7点55分播放马来语会话，逢周六则

的音译方式为马来话标音。这些工具

华对照的连环图书，以及维持了110期

复习该周的所有教材。为了方便听众

书都根据生活的需要把用语分类，包

的《马来语月刊》。这一树繁花盛果，

读者，每日开播的会话材料华巫对照

括天文、地理、数目、时令、房屋、器

映 衬着那个时代社会对马来语文的

文稿，都刊登在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

用、人伦、花木、禽兽等项。编者尝试借

厚爱。

的新闻版上。

助汉字音译，协助新移民打开异地语言

《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的大门。这些只有方音汉字而没有马来

Kebangsaan）创刊于1960年1月20日，

文对照的材料，被视为本地马来语字典

鲁白野主编了17期《马来语月刊》之后

杨贵谊的统计，由华人编写或出

的雏形。这种以华南方言夹杂为马来话

突然辞世，享年38。世界书局决意找

版的与马来语文有关的印刷品，有两

注音的做法，一如当年华校生不谙国际

杨贵谊接手，但他正要前往印尼深造，

千多种。这份季节丰收，是本地华族

音标，以华语和方言发音为英语词汇注

便推荐南大第一届中文系毕业生刘正

文化人勤恳耕耘、点滴成江河的具体

音一样，拙而不科学，但饶有趣味。例

潮主编，他只负责了三期便辞职离去。

呈现。

如狡冤（kawan朋友）、亚网（abang兄

《马来语月刊》在杨贵谊协助下由陈

长）、甘明（kambing羊）等词，得以粤闽

妙华接编了90期，于1970年4月20日才

方音发声，才接近马来话。

停刊，前后共出版110期，历时10年又

编写两千多本马来文出版物

五六十年代新马文化界推出的马
来文出版物可分三大类，其一是马来

3个月。

文词典、教本与参考书；其二是期刊；

某天下午，藏书家杨善才来电，告知

其三是巫华双语文学作品与连环图

有朋友借阅一本他从未见过的本地“老

《马来语月刊》封面注明该刊由

书。这些出版物已然是当年推广马来

书”，万分欢喜。那是一本以海南话标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出版，
“世界书

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这项运动衬

音的马来语“词典”——《琼南音谙摩

局”发行。其实这两个单位同属一个

托得耀眼亮丽，是新马文化发展史上

赖幼话义》，也是永成书店的出版物。

屋檐，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是世界书

迎风舞浪的一亩麦田。世界书局与上

书名中的“摩赖幼”一词，就是Melayu

局在香港的下属出版社。《马来语月

海书局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大量出

的海南话音译。该书没有任何马来文

刊》封面内页注明该刊有两位主编，其

版马来文书刊词典，得力于不少本土

字，完全用汉字表达，以下数例可供参

一是马来人Abdulah Hussain；其二是

华族马来文专家的鼎立协助，早期的

考。括弧内是某词语的意思，括号外

华人Lu Po-yeh（鲁白野），负责实际

鲁白野、包思井，以及随后的杨贵谊、

是该词的马来话发音：故正（kuching

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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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月刊》的内容，

大学时代，他们三人在校

实用性与文学性兼具，除会

园里还参与了另一项与马来文

话材料、语法知识、语文讲座

相关的工作。1958年，南大学

之外，还根据需要介绍马来

生会喉舌《大学论坛》决定编

文的新词语、宫廷用语、应用

辑马来文版，名为《Mimbar》，

文写作等。此外，它也以巫华

由他们三人把任务完成。出版

对照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新闻、

三期后，杨贵谊离新赴印尼，

马来班顿与马来文学作品。陈

陈达生、廖建裕接替补位，马

妙华接编月刊后，开辟版位让

来文版的《Mimbar》先后共出

读者发表以马来文书写的作

版了12期。南大学生会出版马

品，是个全新尝试。

来文《大学论坛》是项创举，即

上海书局于1961年9月15

便历史比南大悠久的新加坡大

日也创刊了马来文杂志《国

学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也不

语月刊》（Bulanan Bahasa

本地马来文专家鲁白野与香港影星乐蒂维合影

曾有此作为。当时新加坡以爪
夷（Jawi）文出版的马来前锋报

Ke b a n g s a a n），由曾松华主
编，1964年8月15日停刊，共出版36期，

典与参考书的编写、教学与研究工作，

《Utusan Malayu》曾多次全文

维持了三年时间。

垫高了南洋大学的文化美名。他们当

转载《Mimbar》的文章，是对该刊的积

中，杨贵谊、林焕文、吴诸庆、李全寿、

极肯定。

70年代初期，出版界吹起一阵马
来连环图出版风，世界、上海、商务都
集中火力，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华巫对照

陈达生、廖建裕、廖裕芳诸人，都是闪
烁生辉的名字。

1 9 6 1 年 左 右，一 批 南 大 校 友 和
在籍学生合办了另一 份名为《文化》
（Budaya）的不定期马来文杂志，共出

连环图。商务出版的《华巫文对照连环

1956年，原本荒寂的裕廊山头亮起

图》有10辑，每辑10本，共计100本。世

了朗朗书声，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在仅

界书局更具气势，共推出华巫双语对照

有的三院十一系中，并没有马来文系，

五六十年代南大学生对马来文的

连环图210本。

但是当时马来亚就快独立，
“默迪卡”

学习热忱与掌握程度，给当下社会留

的呼声在半岛南端的天空回旋荡漾，人

下深刻印象。华社每遇与马来文相关

们知道，反殖民地统治运动即将开结

的教学、编写、词典编纂、语文翻译等

当年推广马来语文，并没有依靠某

绚花硕果，土地与国语的认同，燃烧着

事宜，自然而然聚焦于南大同学身上，

个组织摇旗指挥，而是由一批热情的

云南园青年学子的激情。第一届学生杨

社会对南大生马来语文水平的信赖，把

知识青年踏实耕耘，得到工会、华校学

贵谊（教育系转经济系）、林焕文（化学

南大推到了推广马来语文的中心位置。

生与华文文化界积极响应所汇聚的集

系）和吴诸庆（物理系转经济系）等人积

体行为。收集五六十年代本地推广马

极向校方建议开办马来文班，让南大同

来文学习的材料过程中，我多方接触当

学修读，以赶上时代的需求，而校方拍

华人南来百余年，却迟至上世纪50

年的参与者，强烈感觉到南洋大学与马

板同意。于是，这个学生教导学生的马

年代才出现具规模的马来语学习潮，显

来文推广的紧密关系。和老年朋友们聊

来文进修班如火如荼展开。杨贵谊忆

然与政治的发展有关。南下的最初几十

这个课题，大家都有共识：五六十年代

述，当时南大学生五百余，有三百人报

年，华人基本上定格于候鸟避寒求存的

的南大汇集了一批马来文专才，他们一

读，三个大班，晚间上课，他们自编教

状态，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1945年，第

腔热情，在年轻的岁月里投身马来文词

材、负责教导，前后维持了三年时间。

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飘散，帝国的版图

南洋大学与马来语文的推广

版3期。

为何涌现马来语学习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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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包容沧海——接受异族语言，吸纳异族文化，华语世界推展
的马来语运动，不光是华族单向学习马来语，它还向文化的层面挺进
提升，彰显了双向交流的意涵。

映印着昏黄的晚照，民族主义声浪滚动

段时期，华校圈子冒现了杨贵谊、林焕

全球，反殖风潮席卷大地，认同马来亚、

文、廖建裕、李全寿、陈达生、陈妙华、

争取马来亚独立成为时代的新感召，这

包思井、陈蒙鹤、林清吉、曾松华、廖

种思维渐渐在华人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

裕芳、黎才煜、碧澄、严文灿等一批知

置，在政治上便面临了新的抉择。既然

识分子，执著于马来语文事业的追求。

认同了这片土地，当马来亚宪法定调马

华文教育的有心人以具体行动推广马来

多年，工作推展没遇上太多阻力，杂音

来语为国语之后，华族知识界不分左

语，华文报章与华文出版界持久坚持，

难寻，在本地社会发展史上无疑是个异

右，随着国语主旋律合拍和鸣，为建设

编辑马来文副刊、编写马来语词典、出

数。新加坡以华校生为主的马来语文研

一个团结的马来亚而努力。

版期刊读物，展示了华校系统推动文化

究，硕果满园，获得马来文化界的认同、

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本地英

的使命感。一心包容沧海——接受异族

肯定与赞赏。随着一个时代远去，当年

文政治精英与华校背景为主的工团与

语言，吸纳异族文化，华语世界推展的

的热血青年垂垂老矣，后续无人，落得

学生领袖汇集于反殖民地的政党旗帜

马来语运动，不光是华族单向学习马来

云淡风轻。50年代的政治暖风吹皱了

下，以追求独立自主的马来亚为奋斗目

语，它还向文化的层面挺进提升，彰显了

一湖春水，人心同向新马合归一体，马

标，以马来语为国语成为全党一致的

双向交流的意涵。马来社会开办讲习班

来语被尊为国语成了各个政治方阵的共

认知。行动党内部华校背景的阵营，凭

让华族参与；华族编印的马来期刊介绍

识，几经波折之后，同个屋檐的梦圆了，

借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组织学习活

马来诗文之余，也把中华经典翻译成马

又迅速破灭。1965年，政治的风再度转

动，迅速打开了积极学习国语的局面。

来文。1962年7月，马来艺术学会在维多

向，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英语冒

利亚剧院公演了曹禺的《雷雨》，由巴尼

了尖，渐领风骚，半世纪前的那段激情

布旺导演，清一色马来演员上阵，搭配

早已沉淀，只留存走过现场的人心底。

五十年代国际政治的异动，也催化
了马来语文蜕变的步伐。面对多元种
族的马来亚社会，传统马来文的书写
符号（爪夷文）如何现代化以应对社

华校生对马来文的认可与拥抱，
也具体反映于当时华文

探讨的核心问题。马来语文抓住了历

知 识 分 子主 持 的 活 动

史机遇，1952年第一届马来语大会在新

上。备受社会瞩目的中

加坡召开，马来文的现代化成了人们关

学联与马来学生关系良

注的焦点，以罗马字母为书写符号的

好，孙罗文、蔡世君、郑

现代马来文初始遭遇排斥，经数年反

敏 娜 等 学 生 领 袖 经常

复沟通，终而被接纳，为非马来人提供

以马来语发表演说。华

了学习的便利。

社出版物也主动表达了
对马来文的尊重，比如
“ 泛 星 各业 职 工 联 合

把半世纪前本地马来语运动的点

会”的出版物，经常有马

点滴滴排比检视，一个现象浮现了：五

来文的身影。该会五周年

六十年代新加坡炽热的学习马来文风

纪念特辑的封面、献词

潮，华文圈子比英文圈子明显积极。那

以及内容，马来语文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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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运动的推展过程，得到政
府、不同政党、工会、媒体、文教界、出
版界、社团、市民的全方位支持，这个
没有特定组织担纲主导的运动，持续

马来语对白，烙下了珍贵的文化印记。

会发展的需要，成了马来语文专家迫切

尾声

有缺席，展现了人们重视国语的决心。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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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 黄润岳 沈慕羽

╱ 文  : 安焕然

马来西亚华教精神
三典范
拥

有1290间华文小学，60间华文独立
中学，另有3间华社民办的高等学府

的马来西亚，向来被喻为是除了中国以外，拥
有较为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然而，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亦如文化苦旅般，是
“铁树开花”的传奇。由于偏差性的教育整合
政策，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政府既是允许，亦
有诸多限制，并没有获得公平的对待与支持。

铮铮铁骨林连玉
1985年12月18日凌晨1时45分，林连玉逝
世。 21日下午，林连玉的灵柩在万人陪送下，
由中华大会堂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
里后，在福建义山入土。接下来，马来西亚全国
各地相续举行林连玉追思会和哀悼会，随后设
立林连玉墓园和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林连
玉遗著，并以林连玉的忌日定为“华教节”。

历史观察，以华社自主、自觉动员的“民

自此，华社为林连玉塑造了一个“横挥铁腕批

间办学”，一直是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主体。

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带着“悲壮”色彩的

从殖民地时代私塾教育到现代学堂的兴办，

“族魂”形象，林连玉成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

乃至战后、独立以来对华文教育的延存和坚

马来西亚华社为华教“招魂”的神话。

持，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民间”社会，实际上
承担了大部份华文教育的发展事务。热爱华
文教育，维护母语教育，华教不仅是一项教育
课题，同时也常被视为争取民族权益，诉求于
公平正义的社会群众运动。这是马来西亚华
教相当重要的特点。
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刻骨铭心，理由可以
有很多，但诚如何启良教授《历史的呼唤、文
化的感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启示》
所说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启示，它的深
层意义，在于它所衍发出来的文化意涵和道德
意义。这其中乃因文化在华人社群心中的神圣
地位，以及华教领导人物的道德典范。
因而，我在这里，想跟各位分享三位马来
西亚华文教育的典范人物：林连玉、黄润岳和
沈慕羽。惟不是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而是
想谈谈他们的典范形象塑造，并尝试捕捉他们
之所以成为华教典范的精神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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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右）与黄润岳（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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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华教权益，绝不是沙文主义。
2012年的林连玉精神奖得主，包括友族
团体与非华教工作者。其中一位得奖
人是长期致力于华马文化交流的杨贵
谊。他在得奖感言中指出，一个多元民
族的国家，要达到民族和谐、国民团结
的理想和愿望，各民族之间必须互相
了解、体谅及友爱。马来俗语有云：
“不
相识不能产生爱”（tak kenal maka tak
cinta）就是这个道理。而马来西亚淡
米尔基金主席巴苏峇迪更是在得奖感
言中指说：在此之前，不认识林连玉，
但有两份淡米尔文报章突然地报导了
林连玉（右）与沈慕羽（左）合影

林连玉的故事，他在华教上的努力与牺
牲，对淡米尔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启

林连玉，何许人也？他不过是一介

华社一朝还认为华文教育仍然充满危机

书生，一名华文老师，带有傲骨的华文

感，则林连玉的现代意义就会存在。华

教育工作者。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

人社会不断提林连玉，是希望后来者可

业于陈嘉庚倡建的福建集美学校师范

以秉承林连玉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为

2013年的林连玉精神奖，主办单位

部文史地系，1927年下南洋，在马来亚

华教，乃至整个华人族群的政经和文化

更是颁发给了一位马来作家，他就是曾

和印尼爪哇任教。1935年任教吉隆坡

争取公平的权益。

获得国家文学奖的著名诗人沙末赛益。

发。华教的使命，大家的努力不仅是为
华教，而是为了马来西亚的母语教育。

他以捍卫族群语文权利，无畏献身社会

尊孔学校。战后至马来亚独立，他致力

廖文辉《华校教总及其人物》评说

于维护华文教育的基本权益，推动马来

林连玉的教育思想，其一是母语教育，

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

其二是平等教育，其三是爱国教育。这

然而其坚持“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

三者之间是相互贯彻，并不矛盾。何启

年争取“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精神

信念，致力争取把华文列为马来西亚官

良也在《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上的

启发，希望能把这种伟大的精神带给

方语文的努力受到挫败，甚至还因此而

林连玉》指出林连玉的特点，是以“正

马来社会。沙末赛益说：
“荣获林连玉

在1961年被教育部取消教师注册，又

义”标榜，向政治官僚进行了最早、最

精神奖，促使我在真理面前更勇敢，而

被内政部以“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的教

激烈的争取工作。但林连玉的态度，看

我在林连玉精神奖的力量下，会继续捍

育政策”，动机“含有极端种族性质”，

似激烈，实际上奉行的则是书生的温和

卫母语教育与文化。”他深感自己的命

“促使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可能

批判原则。而且其影响大过他的成就。

运几乎与林连玉相同。得奖，对他献身

造成动乱”等理由，被褫夺了公民权。

50年前林连玉《回忆片片录》自序

改革而获颁林连玉精神奖。他在得奖
感言中说，作为马来人，也被林连玉当

社运的意义重大，也令他感到自豪。

被褫夺公民权后，直至晚年，生活

中说：
“我所致力争取的，是民族平等，

受到监视不在话下，而他能做的事情

语文平等。时知阻难重重，挫折难免。

其实并不多。然而，1985年林连玉的死

但是真理所在，义无反顾。”惟无需纠

1960年代初，林连玉遭受厄难，正

讯，在当时种族两极化的抑压而忧患

葛或迷醉于“悲壮”的情结，诚如林连玉

值华教“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
“人

的时代氛围下，却被众人景仰和追思。

《八十书感》诗云：
“八十韶华转眼过，

人自危”之际，一位儒雅的华教工作者

至今马华社会的许多人仍将林连玉视为

方知岁月易蹉跎。脱胎换骨那能尔，石

不畏强权，临危不惧，从容自若地接替

“民族斗士”、
“精神领袖”、
“伟大导

火电光可奈何。已见长江腾后浪，不愁

林连玉教总主席之职，领导教总，并为

师”。诚如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

暴雨阻前途。平生著作分明在，历劫还

华社华教保住了尊严与希望。这位深具

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所指出的，只要

新应不磨。”

儒者风范的华校校长，他就是黄润岳。

两袖清风黄润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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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润岳校长学贯中西，毕业于重庆

黄润岳是外文系出身，曾在外交部

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初在中国外交

领事馆工作，续而投身教育，又能文艺

部工作，1948年调派来马来亚总领事

创作，而世人对黄校长的印象，则是一

馆任职，两年后离开外交政治，投身教

位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君子，具有高

育工作，先在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担任

尚人格和学术品味的儒者风范。

高师班主任半年，续后在霹雳和丰兴中
中学担任校长半年，1951年南赴柔佛新
文龙中华中学掌校，1965年转赴马六甲
担任培风中学校长。1974年退休，移居
加拿大与儿女相聚，晚年醉心于基督教
的宣教工作。
一间学校的好坏，其办学成功与
否，亦在于办学者的心态与素质。1950
年代的新文龙中华中学，校风好，成绩
佳，是南马公认办学出色的名校。这
其中的功臣，除了延续陈嘉庚“倾家兴

字如其人沈慕羽
南国华教真的是多风多雨（多灾多
难）。 1987年，
“华小高职事件”（政
府委派不谙华文的人士担任华文小学高
职），华社强烈抗议，甚至罢课，华基政

黄校长的心境又像是“逍遥”的，活

党也一致反对这种不恰当的做法。但这

得自在。他尤爱推崇中国的两大奇书：

场教育课题却引发成种族性的敏感对

《庄子》和《红楼梦》。黄校长说《红

峙，政府遂有“茅草行动”的大逮捕，多

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

位重要的华教领袖被捕扣留，其中一位

还无”。而《庄子》其文如流水行云，逍

就是时已76岁的沈慕羽。

遥自得，读来轻快，简直“深获我心”。

沈慕羽，已故华教工作者，书法家。

晚年的黄润岳，乐观潜心于基督

曾担任马六甲平民学校校长长达27年，

的宣教。并认为“《红楼梦》提出了问

也曾担任教总主席长达29年。自喻为

题，
《庄子》说明了问题，
《圣经》解决

“华教的苦行僧”，沈慕羽奋斗一世的

了问题”。

荣辱，既有元首的封赐，也有老来带着
药丸深夜被扣留的历验。但，不论其在

学”遗风的“校父”郑振中之外，当时该

然而，翻阅五百余页的《恩雨润岳：

校聘得黄润岳掌校，董教之间彼此互信

黄润岳校长纪念文集》，最能激起我

互重，精诚合作，亦是草创时期新文龙

共鸣的，还是他那“平易近人，时常鼓

中华中学校务蒸蒸日上的重要关键。

励学生”的形象。他常与学生分享知识

沈慕羽是忠厚、刚正和耿直之人。

和经历。有一年，黄校长从美国考察回

这种人格的确立，一来或是其“仰慕关

来，特地在晚上给新文龙中华中学的

羽”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因其长期的锤

宿舍生讲述旅美经过，介绍美国的风

炼，这其中尤可从中华书法之学习，对

育主任，制订《学生惩奖规则》，规劝

土人情和教育概况。这对当时纯朴乡

沈慕羽人格的影响。

学生要“为学”，也要“学做人”，并且

镇的学子而言，是开拓视野的人文风

言教也身教。

气的构塑。

黄校长掌校新文龙期间，礼待同
事，知人善任，聘请不少优秀教师。他
既讲究智育，也强调德育，义务兼任训

位华教职务与否，为公平与正义之事，他
总是身体力行，始终如一，坚持到底。

欣赏沈慕羽的字，不能单看其章法
结构的形态。正所谓“字如其人”，书法

黄润岳在新文龙中华掌校14年。

马六甲培风董事张雅山也回忆说，

之妙在神韵。看沈慕羽端端正正的字，

继后，转赴马六甲培风中学担任校长，

黄校长在培风，提倡的是比较开放式的

就自然感受到其性格正直，犹如“关公

其任期也有10年之久，直至退休。时任

学习风气，师生之间的互动相当密切。

坐镇”，充满正气。

培风董事会总务的张雅山指说，黄校

课余之暇，师生经常打成一片，致使学

长的到来，即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尤

校不再是刻板严肃的教育场所，反而

其在学生的课外活动方面，贡献巨大。

逐渐形成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乐园。

沈慕羽的书法出自颜（真卿）体。
颜真卿是唐代安史之乱，敢于反抗安
禄山的忠烈之士。余秋雨在《多记一个

华校办学靠的不是狭隘、僵化的

黄润岳校长《水调歌头》：
“十年磨

名字》就指出，看中国历史文化，必须

意识型态，更不应为意气之争而内耗。

剑赢得两袖尽清风”。
“往事如烟如梦，

把文化提升到人格层面。颜真卿以一

在面对外来挑战，争取华教公平地位的

南国多风多雨，温暖在黉宫。教学自相

介文人，终其一生，实是“用生命捍卫

同时，华校、独中能不能发展，还端视

长，桃李应时红。”
“黉宫”即“学校”。

了大唐文化的最后一丝尊严，也为中国

这间学校有没有正确办学理念和办学

能让华教工作者感受温暖的，依然还

文人在政治灾难当中的文化人格做出

能力之掌门人。

是“学校”。

了最高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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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沈慕羽在《我如何与翰墨结缘》，

李应时红”的温暖，相信仍是每位华

践精神的风采。诚如何启良《大马华人

也曾指说：
“我此生嫉恶如仇，崇正尚义。

文教育工作者还愿意留守岗位的最大

历史上的沈慕羽》所言，沈老的精神典

我欣赏颜真卿所说的‘心正则笔正’。

“正能量”。

范，是一生以“道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

颜真卿的字刚朴道劲，流露出其为人
之志气，我一路来都写正楷，表现了个
人性格。”2001年全甲（马六甲）中学生
书法展，沈慕羽提醒年轻人学书法，要
从端正的楷书学起，打好书法基础。他
说：
“就像学做人，先要做个正直的人，
心正则笔正，才不会走到歪路上去。”

“华教尚未平等，同志仍须努力”。
沈慕羽的生命主调一直就是那样的刚
健“自强不息”。上网，不难搜索沈慕

马华政治人格／文化人格的失范”。或
许，这才是华教“生生不息”的热能。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羽的照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
张以马六甲平民小学为背景，沈慕羽骑
着脚踏车的照片。这不仅仅是其为华教
服务一生的写照，更是一种儒者朴质实

马华书法界向有“北孔（孔翔泰）
南沉（沈慕羽）”之称。这项美誉，不仅
仅在于北马孔翔泰的北碑书法如何超
拔，抑或是南马沈慕羽写的楷书比别人
来得漂亮。除了书法艺术，我们还要看
到孔、沉二人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1

小结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精神典范形
象，理应是多元面向的。如果说当初对
林连玉的“族魂”典范塑造，是华教斗
争运动“怒奋空拳搏虎头”的“悲壮”形
象。随着林连玉基金会走向“公民社会”
人权运动的路径，近年来的林连玉精神
奖之颁发，则是把林连玉争取“民族平
等，语言平等”的斗争形象，提升至普世
性的层次，跨越了种族、超越了华教。
相较于林连玉的“斗争”形象，接
替林连玉教总主席之职的黄润岳，则
是温和儒雅，平易近人的形象。虽说
“伴我逍遥有白云”是黄润岳退隐后的
侧写，
“十年磨剑赢得两袖尽清风”则是
黄校长在华教界服务的风骨。南国华教
纵然多灾多难，生存环境亦常得遭受凄
风苦雨之考验，然而“教学自相长，桃
1
孔翔泰服务华教近40年。 1950年代受聘为
槟城钟灵中学华文讲席。但在1956年却因反对
华校改制，被校方辞退，甚至被有关当局列入
黑名单，不准在任何学校服务。幸得教总主席
林连玉多方争取，禁令才得以取消。

林连玉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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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女大学生艾美拉，在笨珍培群独中以
流利的华语，教导学生国文（马来文）的镜头

华语华文 改变人生
马来女大学生艾美拉的教育之路

书

╱ 文  : 雨

石

城底层的咖啡店，我们相对而坐。她，

她在华文教育的道路上，面对不少障碍。

一名马来女大学生，身着红色长袖上

家里没有人会说华语，她只好创造环境，靠收

衣，暗色长裤、披戴粉色头巾、鼻梁上架着黑

听新加坡电视台的华语连续剧；没有人帮她复

框眼镜，典型的秀气知识青年。这次专程从笨

习，她只好靠查字典，背字典，甚至“抱着字

珍前来新加坡，协助母校培群独中图书义卖筹

典睡觉”。小一那年（1997），全校300多个学

款活动。如此自信大方以华语与我们交谈，着

生当中，只有我一个马来人。开始时同学都不

实令在场的人感到意外。

习惯跟我在一起，只得孤零零地瑟缩在后排

艾美拉（Nur Amirah Syahirah)到底是凭什

的一个角落，有时竟成了同学玩笑的对象，也

么法宝，能说一口发音准确、用词得体，表述流

只能默默以对。庆幸的是，这种无助的局面到

畅的华语呢？那得追溯到她那位从职场走入商

小二有了根本的变化。

场的父亲，17年前就洞察到中国和平崛起给全
球带来的巨大机遇，于是决定把长女送到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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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比赛是突破口

幼儿园、华小和独中就读。
“既然已有了国文

他想起了林婉莹老师。
“没有她，我可能放

（指马来文），何不学习另一种语文，”他说。

弃了。开学第一天，她发现我的窘境，把我调

到前排，并告诉同学们不应排斥马来同

这个成绩，确实不简单！”老师的这番

她特别欣赏教务主任梁玉英老师

胞。由于林老师的循循善诱，对同学的

话，让艾美拉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说：

（现任副校长），
“就算这个学生的学

进步鼓励有加，又送礼品，又派糖果，

“从此我下定决心学好华文，没有一刻

业成绩差，她会发现他的特殊能力，

赢得同学们的欢心与尊重，班上气氛便

放弃过。我要以行动证明，我是不会让

会鼓励他朝这方面努力。是梁老师给

逐渐融洽起来。我后来对华语华文的热

爱护我的培群老师失望的。年复一年，

我机会，信任我，表扬我，使我增强了

爱，与这位恩师的教导和鼓励是分不开

我念完学校规定的所有中国古典小说

自信。”

的。她训练我参加讲故事比赛，两分钟

简写本，包括《封神榜》、
《水浒传》、

的文稿，关于猴子与鳄鱼的，用华巫两

《三国演义》、
《红楼梦》等。”

种语文释义，注明汉语拼音，让我死记

走出笨珍奔赴西安

“中学我有较多机会参加课外活

艾美拉的大学之路，也是曲折的。

动，不但演讲比赛年年夺冠，诗歌朗

最初拉曼大学媒体系接受她的申请，

诵、辩论会、合唱团都有我的身影。印

父母也为她感到高兴。后来，她参观孔

象特深的是一次与新山合唱团一道登

子学院属下的教育机构，在培群独中举

上大舞台，演出《黄河大合唱》。初三

办的一项教育展，其中有一所是西安交

就参加学长团，高中更被提拔为学长

通大学。看见“西安”二字，脑海里便浮

团团长。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现古城和兵马俑，引起我对中国文化的

负责纠察和维持秩序，锻炼应对和领

极大兴趣。交大有个对外汉语教学系，

导能力。我曾以学长的身份走出校门，

我想，
“既可学华文，又可以教导学生

与友校学生交流。”艾美拉清晰记得，

学华文，一举两得，立马下决心报读。”

“小学毕业后，我报读宽柔独中和

在2009年万人宴筹款活动上，她与现

紧接着，一场“内战”无可避免地在艾美

拿督国民型中学，都被录取，因为宽中

在西安交通大学深造的妹妹，以司仪

拉家中爆发了。

离家太远，最终放弃，剩下的只有国中

身份同时亮相，在台上朗诵毛泽东诗词

一间。万万没料到父亲竟瞒着我，独自

《咏梅》：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

跑到培群独中为我报名，命运决定了我

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与华语华文难以割舍。”

博得全场来宾的掌声和赞赏。她曾是

硬背，又在休息时间内，让我站在通往
食堂必经的小讲台上朗读，锻炼我的
胆量。结果不孚众望，获得全级冠军，
之后还参加各项文娱活动，同学彻底改
变对我的看法。朋友渐渐增多。那时我
每天要另外上宗教课和可兰经课，晚上
才有时间做作业。尽管如此，小学的成
绩挺不错，经常排在前5名内，那是靠
双倍的努力换来的。”

步入中学，艾美拉面对两大难题：
一是课本五花八门，清一色华文：二是
两个月须啃完一本厚厚的《西游记》简
写本，深奥难懂。前者还可以靠专心听

三天两夜新生营营长之一，与五、六十
个营委一道，安排和处理有200多个新
生参与的迎新活动。积极的投入，热诚

“爸，我要去中国！”回家的第一句
话。爸妈正在客厅，吓坏了！
“去中国？你确定去中国？你知道
中国在哪里？”父亲不同意。
“没 关系，去读读 看，我很想出
国，”女儿不退让。

的交流，使她“与华族朋友打成一片”。

讲和勤翻字典应对，后者成了不可逾
越的障碍。她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真
难啊，一星期才读完3页，昏昏沉沉，不
知所云，考试时一塌糊涂。全班排名
最后。”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就在她绝望得几乎要哭出来时，救
星出现了，谢丽珠老师走到她面前，拍了
拍她的肩膀说，
“这次《西游记》考试，
艾美拉只考到20分，与上一个最低分差
距很大。可是，我非常欣赏艾美拉，一个
马来人，要读那么厚的一本书，能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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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天，父母亲犹豫不决，但艾美
拉早已准备好所需的证件。
“爸，我要去申请了，”女儿还是那
股犟劲。
“好吧，去申请吧，”爸爸同意了。
他心中十分清楚，这是女儿生平第
一次自已作出选择。
“你 的 华文 到 底 要 学 到 什么 时
候？”妈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艾美拉一行12人，就她一个是马来
人，跟随孔子学院的负责人，从吉隆坡

艾美拉与培群独中副校长，恩师梁玉英合影

途经成都，奔赴西安。夜幕低垂，西安
的印象模糊，只觉得校园很大，
“中国

生宿舍，学生来自全世界，包括非洲、

被录取了，因申请不到全额奖学金，只

真的什么都大！”远离家乡，远离父母，

阿拉伯、巴基斯坦、英国、美国、俄罗

好作罢，于2013年7月回到笨珍。然后

她的心情是复杂的。一上飞机，眼泪不

斯、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尼、南美洲

后呢，她话锋一转，
“突然接到一个电

禁扑簌簌往下流。整晚都在思考这项

等。2012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汉

话，问道：艾美拉，你什么时候回来教

抉择正确与否。
“后来终于想通了：选

语桥比赛，陕西省有5名代表晋级，我在

书啊？好熟的声音，已经好久没听过，

择就是选择，无所谓对否，云层后头，

北京参赛约半个月，期间主办当局还安

我一下子就听出那是恩师梁玉英的声

不就是光明吗？既已作了选择，该不是

排我们游览万里长城和故宫等名胜古

音，好亲切啊。这声音把我的饮水思源

迹。汉语桥的参赛者全国有1000多个，

之情给唤回来了，我不假思索地答应回

经过多轮淘汰，剩下100强，而我在北

返母校教书，竟忘了吉隆坡和新加坡两

京大赛中止步于12强。”

地，还有工作等着应征呢！”

上苍的安排吧。”

不排斥任何宗教和文化
西安交通大学把对外汉语教学系
的课程，从4年压缩成3年，一年学费马
币1万元，宿舍费每月马币200元，校内
有两间很大的回民餐厅，膳食大众化，
这对家境并不富裕的艾美拉来说，确
是理想的求知之所。大学为12名马来

她说：
“大学的老师，特别是语文老
师，博学多才，胸襟广阔，诲人不倦。他
们想方设法，帮我减轻经济负责。由于
学业成绩不错，大学颁奖学金给我，一
个月人民币1000元，总共拿了8个月。老

在母语母族文化陶冶之余，艾美拉
毅然决然走上华语华文的教育之路。她
选择了以中国为平台，在学习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的同时，有机会接触世界各
国留学生，并从中了解他们的宗教和文
化。在这样的氛围中，艾美拉学会了包

西亚学生开设一个特别班，程度介于

师又建议我当家教，为中国家庭的小

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间，量才而教。

孩补习英文，一小时100元，一个月收入

她说：
“大一是基础课，把13朝历史重

可达1000元，与奖学金合计就有2000

温一遍，同时改进我们的语音；大二、大

元，所以那一年我不但没有跟家人要

华语华文果然改变了艾美拉的人

三学心理学，教育学、对外汉语教学、汉

过生活费，反而能自费到九寨沟旅游。

生。她说：
“我不排斥任 何宗教和文

字概论、甲骨文、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国

每年春游，我用最省钱的方式，到各处

化！”这番话仿佛开启了一扇窗，让我们

戏曲等。大三排的课少，让我们有时间

观光，包括杭州、苏州、北京、昆明等城

观赏到窗外包罗万象的景色。

写论文。”

市，获益不浅。”

大学生活进一步扩大了艾美拉的

大学毕业后，艾美拉报读北京语言

交流范围和视野。
“我们住在国际学

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课程，虽然

62  怡和世纪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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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伍德养老院观感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随
╱ 文  : 张

静

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

这座养老院缘起于Niles T. Quales 博士

如何让无论贫富的所有老者能够拥

的梦想，作为一名挪威裔移民，他希望建立起

有一个安详的晚年是当前考验着各国政府和

一个老年人之家，从而成为挪威移民在“舒

我们每一个人的严峻问题。针对这一全球性

适和尊严”中安渡晚年的地方。通过一系列的

难题，我们的思路应该是多样化的，既要重视

努力，芝加哥挪威美国人公会的成员们筹资买

政策作用，也不能忽略文化和情感因素，既要

下了位于诺伍德公园靠近尼娜大道的一块土

关注于民族国家内象，也要放眼世界。因此，以

地，盖起了这座养老院。在1896年诞生之初，

非官方养老体制的跨国比较研究为主题，我展

她的名字叫做“诺伍德公园之家”，后来更名

开了一次收获丰硕的美国之旅。

为诺伍德养老院。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9月下旬一个万里无云的秋日早晨，我及
其同事一行六人来到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
诺伍德养老院（Norwood Crossing）。这所养
老院位于芝加哥西北部，从位于斯科基的酒
店乘车出发，历时近一小时，在进入了一片宁
静而安详的社区之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座古
典与现代风格相应成趣的建筑群，这就是诺

中，诺伍德公园周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然而自创立之初的承若和信念却始
终屹立在这块土地上，此志不渝。今天，诺伍德
养老院从最初的小型慈善护理机构，变成了一
个为乐龄人士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非盈利性乐龄
生活社区，并且获得了“2012年全美最佳乐龄
护理中心”奖项，其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探究。
诺伍德养老院是为乐龄人士提供从康复训

伍德养老院了。

练，收留护理，居家生活乃至社团活动于一体
的一家机制完整，运作规范的非盈利的非政府
组织。他们拥有自己的董事会，由董事会招募
和任命CEO, CFO以及执行主任，而这三个职位
之下又有分工细致的部门，聘有专员，从而支
持起整个机构的日常运作。诺伍德的资金来源
有三种途径，即依靠一支名为为诺伍德生命护
理的基金（Norwood Life Care Foundation），
接受民众捐赠以及机构的自负盈亏。来到诺伍
德的260余位老者也有三种付费方式，如果自
身拥有养老金或其他退休资金保障，那么大
多选择以自付费的方式以享受养老院内最优
越的设备和服务；其二，依靠商业保险来支付
费用；其三，对于低收入或无养老保障的老人
们，养老院则由机构筹措资金，为这个群体提

诺伍德养老院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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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张建立更为人性化的养老保障政策，我认为当前全社会
有识之士首要考虑并通过努力能够得以实现的就是着手讨论如何
建立机制健全、运作良好的养老机构，以确保本地乐龄人士也能拥
有一个“舒适和尊严”晚年生活。

甚至有为院内人数较少的男性老人所专
门设立的男性聚会，那一张张发自内心
的笑脸令人难忘。此外，养老院还在社
区范围内发动志愿者，为那些不愿住到
院内却又生活不便或经济困难的乐龄人
士送去午饭和晚饭，并定期安排职员或
志愿者上门与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谈心。
参访结束后，我暗自下了这样的结
论，完善的机制，良好的运作，发自内
心的尊爱老者的情感以及这种情感所
创造出的社区氛围，这几个因素交织在
一起，缺一不可，促成了诺伍德养老院
作者（右2）与参观人士合影

的成功。相对于美国，新加坡本土的人
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正在日趋严重，却
缺少一个摆脱困境的突破口。

供免费服务。因此，诺伍德养老院是一

弥漫着的爱的氛围。一进入诺伍德养老

个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所开放的养老机

院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温馨的感觉，米色

根据新加坡政府在2013年1月发布

构。养老院的员工和志愿者均需要通

和褐色基调的内部装饰，配上灰色方格

的人口政策白皮书，新加坡当前总人口

过严格的教育背景和道德素质调查方

地毯，复古式的家具和灯饰，这种乐龄

为530万，其中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总

能获得聘用。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

人士偏好的装潢透出了运营者的体贴

量的11.7%，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40

发自内心得热爱乐龄慈善事业，比如，

和细腻。在康复室里，一位志愿者正扶

岁，这些数据说明，新加坡已经进入了

他们的CEO已经连续在这家机构服务了

着一位女士绕着地上摆着的一纵列障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阶段。如何在经济发

16个年头，为其资金运作做出了卓越的

碍物，做着腿部的康复训练，老人无数

展和国家进步的前提下，妥善安置不断

贡献。因此，这所养老院拥有宽敞而明

次碰倒了障碍物，志愿者不厌其烦地

老化的人口群体，是新加坡社会面临的

亮的公寓式宿舍，有先进的24小时监护

将它们扶起，脸上始终挂满关怀和微

难题。8年前，我远赴新加坡求学，在樟

病房，有设备完善的康复运动室，有专

笑，嘴里全是鼓励的话语。图书馆内，

宜机场，一下了飞机立即有一位满头白

业的水疗房，有温馨的活动室，有优雅

一位老者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书，一位

发，穿着制服，预估有70岁上下的老者

的图书馆，还有其他各种娱乐设施。

工作人员悄悄地在他身旁的茶几上摆上

上前来帮助我将重达40kg的行李箱搬

完善的机制和雄厚的资金无疑是

一杯咖啡。院内的宣传壁上，贴满了历

上行李车。我自然十分得感动，然而感

这家机构能够为老人们创造一片晚年

次活动的照片，有圣诞聚会，有野餐活

动之余却是深深的疑惑，为什么这么

乐土的基石。然而，在短暂的参观期间，

动，有老人们自发组织的二手商品拍卖

年迈的老者没有退休，仍在工作呢？后

最让我感动的是却在这个养老院到处内

会，读书会，纺织会，音乐会，跳舞会，

来，我特地询问了一位新加坡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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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新加坡人敬业精神就是“生命

时，是否应当考虑如何通过政治和文化

到美丽的黄昏光景，这一代人却必须认

不息工作不止”。这种勤勉固然可贵，但

途径来维系社会财富的均衡，在一定程

真思考，打破僵局，勇于开创，为了这一

是，成长在华族传统敬老尊老文化理念

度上实现全民利益的共享？

代，为了子孙后代。唐代孟郊有云：
“谁

之下的我，依然唏嘘不已。除了感情因
素，人口老龄化还带来了例如就业、医
疗、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

除了主张建立更为人性化的养老保
障政策，我认为当前全社会有识之士首
着手讨论如何建立机制健全、运作良好

种强制储蓄型的保障模式，即CPF模式。

的养老机构，以确保本地乐龄人士也能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强调自我保障，只

拥有一个“舒适和尊严”晚年生活。当

有劳动者在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的前提

前，在新加坡本土也不乏有一些老年公

下，才能在退休后从个人账户领取养老

寓的存在，但是像诺伍德养老院那样

金。 相对于欧洲很多福利国家所采取

的专业机构还相对太少。我想诺伍德模

的福利型养老保险政策，简单来说，也

式，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新加坡

就是无论是否劳动者，社会全体人员

的优势在于其充分的社会活力。在新加

均能享受养老金保障的制度模式，毋

坡本土有着许多以地缘、血缘、业缘关

庸置疑，新加坡的养老保障制度在很

系集结而成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如

大程度上避免了欧洲福利国家当前所

果 这些社 会团体

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给政府和社会所带

能够 积极参 与到

来的沉重负担。

养老机构的创 立

新加坡的养老保障在运作过程中虽然
具备了制度的前瞻性，但在其他方面也
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这其中，尤其在国
民情感方面有所缺失。其一，CPF制度

作者现任职于中国国立华侨大学

要考虑并通过努力能够得以实现的就是

当前新加坡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

然而，正如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和运营中，或许能
够成 为政 府解 决
人口老 化 和安 置
乐龄人士的 一 个
有效辅助！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依赖充分的就业，

老吾老以 及

而其中的养老保证金制度又在最大程

人之老，幼吾幼以

度上强调公民的自我负责。然而，对于

及人之幼。如果说

失业人士而言，他们首当其冲希望老了

当前社会人口的中

以后能够得到来自官方的帮助，但是当

坚力量在于20-50

下，这方面的帮助显然还缺乏明确的制

岁人口群体，这个

度保障。其二，CPF制度在强调个人自勉

群 体中的 每 个人

的同时，默许了社会的优胜劣汰，这种

都在日渐老去，他

社会达尔文精神无可厚非，但是，就创

们 的 孩 子正在 飞

造一个巩固的民族凝聚力而言，这样

快地成长，很久以

做是不利的。我认为，就新加坡本土而

后的那一天，这些

言，当前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一个国

孩子也将老去。父

家社会在经济主导下出现贫富分化的同

辈 们 虽未能 享受
养老院内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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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章良我

杜维明教授与新加坡的
儒学教育
起

和仰慕的“儒家大师”，委实得益于30年以前
的新加坡领导人对本地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项

没有人能够否认：杜维明教授是新加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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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举措。

老朋友。从上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就成了杜

这一切还得从1982年年初说起。时任新

维明教授经常到访的城市和国家：不论是早

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于

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中国历史和哲学教

该年1月16日宣布，以5大宗教知识，作为本地

授之时，还是近年他在北京大学的高等人文研

中学3、4年级的道德教育必修课。在时任总

究院出任院长一职之后。杜维明教授能够成为

理李光耀的建议下，吴庆瑞博士旋即又在2月

不仅为新加坡上层社会所接纳和首肯的“专家

3日郑重宣布，增设“儒家伦理”科目作为“道

学者”，而且也被普通新加坡市井民众所喻晓

德教育”的第6个选择科目。

怡
和
思
维
根据当时新加坡的学制，小学生每
周有一个半小时的道德教育课。当时
的大部分学校采用的是由当时的新加
坡教育部属下的课程发展署编写的《好
公民》系列课本。而在另一部分中学的
1、2年级里（如红山中学），使用的是另
一套新施行的题为《生活与成长》的系
列教材。政府的新举措是要在全国中学
高年级里，列入必修的《宗教知识》课
程，每个学生必修6门选修课程中的一
门，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个单元。最
后推出的6门选修课程，按后来学生实
际报读人数的多寡依次为：佛教知识、
圣经知识、儒家伦理、兴都教知识、伊
斯兰教知识，以及锡克教知识。
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
宗教并存的社会，想要在本地将“儒家
伦理”作为一个正规学校课程推出，政
府还是觉得缺乏具备条件的人才来编
写一套合乎事宜的教材，于是自然把
寻宝的眼光伸展到海外。在这样的情
势下，杜维明教授与其他海外受邀的
学者，一共8位，犹如神话传说中的“八
仙”，在新加坡政府的盛情邀请下，
飞
渡重洋，来到狮城岛国，成了新加坡政
府的座上宾。
然而，从1984年新加坡教育部正式
开始在学校里实行中学3、4年级生必须
修读一门《宗教知识》课程，到1989年10
月政府宣布在今后两三年内逐步中止在
学校中继续教导包括“儒家伦理”在内
的6门必读的选修课程，并从1992年起
以《公民道德教育》来全面取代《宗教
知识》课程，如此大开大合、锅灶另砌，
与政府当初一腔热诚，倾力而出，不惜
重金延请国际著名文化学者，对建构在
新兴的工业经济体上的新加坡社会，欲
实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道德工程改
造计划的勃勃雄心相比，自然让人有大
相径庭、虎头蛇尾之感。

承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虽
说世事变迁是常态，然而，对于一贯以
布局严谨，每走一步棋，必先计划好下
五步棋的走法而称誉的新加坡政府，
在这般短促的时间段里对本地道德教

民众对儒学已几乎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状
态。在这样的氛围下，吴德耀博士督请
杜维明教授做好一到新加坡即作学术
报告，并作好解疑答问的准备，先前打
算的在抵新之后作按部就班式的参观
访问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育政策的大举改措，还是让人颇有产

这是一场由政府主导，动员了整个

生一番过眼烟云的感觉。那么，到底是

社会资源，通过所有宣传机器的公共文

什么促使具有强大决策力与行动力的新

宣的庞大社会工程：海外儒学专家的评

加坡政府作出这样的政策急转的呢？

论与建议在本地的报章上悉数刊载；从

拜2013年“儒家与宗教：互动和对
话”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在新加坡召
开之机缘，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
学院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主办、怡
和轩协办的精品讲座，于24日晚在南洋
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邀请到了当代新儒
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为新加
坡公众主讲《1988年新加坡儒学群英

7月至9月间，包括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
授和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内的8位海
外学者，先后到访新加坡，以协助政府
制定符合新加坡现状的、行将在中学推
行的儒家伦理课程教育的框架。除了与
政治领袖会谈外，这些海外学者在访问
期间，通过各式公开演讲、研讨会、报章
与电视访谈等等渠道，宣扬儒家伦理。

会的启迪》。据主持人透露，当晚的演

杜维明教授是8位被邀学者中最

讲题目一改再改，在最后时间才由主讲

后一个抵新的。自8月23日到达新加坡

人杜维明教授斟酌再三而拟定。这一

后，
“每天都在讨论”，这一段时间被

场讲座吸引了许多兴致勃勃的公众，整

杜维明教授认为是他“一生中接触儒

个礼堂座无虚席。新加坡民众能在近

学最多的一次”。据《新加坡的挑战》

30年后聆听杜维明教授当初如何决定

一书记载，在1982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

接受新加坡政府邀请并经历一生中最

这短短的三周逗留期间，杜维明教授

为难忘的儒学实践这一段心路历程，实

做了多次讨论报告和公开演讲：8月26

在是有福气的。   

日在何家良博士主持下，作了以《孔夫

1982年，时年42岁的杜维明教授
已是世界上著名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学
者，在8位受邀的海外学者中也是最年
轻的。据杜维明教授报告所述，当他人
在哈佛，准备前来新加坡边做参观、访
问，边做学习、报告时，不期接到了他
当初在台湾东海大学就读时的校长、
时任新加坡儒家伦理研究委员会主席
的吴德耀博士从新加坡打来的越洋电

子的哲学及其跨时代的发展》为题的
公开讲演；8月31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商业管理系作了《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
精神》的报告；9月2日在郑永顺博士的
主持下，作了以《儒家伦理在现代东亚
的意义》为题的学术讲演；9月9日，在
由刘惠霞博士主持的教育学会讨论班
上，作了《儒学对于学的理解》的讲演；
以及多次华文演讲。

话。当时已先后抵达新加坡的其他7位

8月28日，杜维明教授与应邀的许倬

学者所举办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儒

云和余英时二位教授一起，与新加坡国

学交流活动，在经政府主导的大众传媒

会议员进行了闭门讨论；一周后，作为八

的铺天盖地般的宣传下，新加坡社会及

位儒家学者中留在新加坡的唯一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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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教授与新加坡内阁的部长们见面

告书纷纷出炉。这些报告书指出，当时

的基础的社会工程课题的。在接到新加

并作了谈话。9月5日在新加坡广播公司

新加坡社会出现了一种持续朝向宗教

坡政府邀请的第一时间里，他并没有马

录制了杜维明教授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复兴的趋势，使脆弱的宗教和谐在多

上答应披挂上阵，而是在经多方的接触

政治系教授陈庆珠的电视对话。同其

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受到不少

和深入的了解后，才踏上了新加坡政府

他7位学者一样，杜维明教授在离新前

干扰。进而，报告书呼吁政府谨慎处理

铺设的红地毯。

提交了一份报告，阐述了个人对儒学的

这一敏感的社会状况，提出了宗教冲突

学术观察与思考，以及对有关拟议中的

的潜在危机的警告。

开设中学儒学伦理课程的建议。

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目前他工作
生活在北京，还是奉行非官方路线，与

对于教育的角色，报告书指出，宗

学术界保持接触，积极开拓公共知识分

在时隔31年后，杜维明教授还清楚

教课程的推行对新加坡目前和未来的

子的空间，试图影响政策的制定而不介

地记得，数日忙忙碌碌，都没有机会一

宗教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力，并建议进

入政治的操作；即使是失去很多出行居

睹近在咫尺的新加坡海景。只是在一

行一项系统性的研究，以评估宗教知

家方面的关照与特权，给生活带来些许

个没有演讲的周末，受吴庆瑞邀请，杜

识课程计划对本地社会的长期影响。报

不便，也不失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学者的

维明教授来到一处海滨别墅小憩。于

告书所反映出的社会观察与研究建议，

风范及风骨。

是，一位现代新加坡的设计师 - 象征

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部为此举

着世界上最年轻、最富有活力的现代工

办了为时半年的系列公众论坛及闭门

业国之一的主权经济体，和一位世界级

会议，来检讨宗教知识课程。最后，政

的文化学者 - 代表了在人类历史中最

府决定从1990年起，宗教知识课程、包

古老、最持久的伦理体系之一的儒家思

括儒家伦理课程将不再是必修课程。

想研究、继承与传播者，作了一次开诚

转

布公的对话，对新加坡所处的微妙地
域政治环境作了深入的交流。
从1982年10月开始，政府开始通过大
众传播媒介，对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加坡社
会这一课题，展开全国性的公开讨论。
政府在海外学者的建议下，为了大力推
行儒学的深入研究，在1983年6、7月里，

杜维明教授历来推崇儒家的批判精
神，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具有彻底的批判
精神的文化学者。从大学求学光景起，
他就树立起了独立思考的思想准备，
不加入党派活动，这也宛然成了他对自
己一生的要求。

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即今日的东亚

成为儒家学者之后，杜维明教授于

研究所；在中国1989年的六四事件过后不

1978年初次访问中国大陆地区，1980年

久，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由

再访。十多年前，在自己的哈佛大学退休

当时已经退出政坛的吴庆瑞博士出任

报告会上，当他宣布在退休后会前往北

主席，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任副主席。

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任职时，杜维明

到了1980年代的尾声，在儒学运动
推行7年、中学儒家伦理课程实行5年

教授被年轻的学者同事王德威打趣道：
小心被harmonized（和谐化）。

31年前，杜维明教授在新加坡说过
这样一段话：
“我不是在提倡儒家思想，
也不是在为它辩护，特别是被认作一种
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事实上，我
相信我们应该继承1919年伟大的五四
运动以来杰出的中国学者的传统，继续
批评和反对儒家思想的局限性。我甚至
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另
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讲，理解儒家哲学
的潜在价值又是很应该、很重要的。我
所指的并不是某些集团出于其他非伦
理的目的而把儒家伦理政治化的努力，
而是通过个人独善其身从而把政治道德
化的儒家意图。”
30年犹如弹指一挥间。随着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牵制、媚俗文化随商业开道
在全球的流行与泛滥，加上整个社会流
动性、贫富两极化的恶化趋势，包括人
类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环境污染、食
品安全课题的无孔不入，岛国曾经享有

之后，在全国性的大辩论中，新加坡社

其实，即使是在31年前碰上那样一

的“一白遮百丑”的高速经济发展时期，

会对于推行儒家思想和宗教知识种种

个儒学被抬高到当代显学地位之千载难

已经成为过去。历史的发展自有它自身

做法的批评一直在持续。让政府最感

逢的机遇时，杜维明教授起初还是颇费

的发展规律，有时被强行搬演的戏码，

棘手的问题是：宗教问题成为辩论中

了一番踌躇，才下决心到新加坡来参与

虽然在当下会造成某些轰动效应，而从

最显著的课题。同一时期，在政府主导

这场表面看是探讨开设中学儒学伦理

长远看，那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涟

下、由3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

课程的技术问题，实质上是确立未来

漪，翻不起大浪，也改变不了社会发展

家撰写的6本有关新加坡宗教的研究报

新加坡社会价值观与新加坡文化认同

的自然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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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大陆到台湾再美国，又从哈佛到北大，杜维明
教授走遍华人世界，在全人类范围内与众多文明寻找对话的机缘，
而他作为独立学者的精神风范依然故我，绝没有被世俗的追随、显
贵的青睐而被污染、被“和谐化”，固守的仍旧是自青年起树立的对
“儒家文明”的精神期许，此番风骨，也当令天下“儒家文明”的受惠
者如你我扼手称赞。

必须看到的是，在国民的文化构建

这个寻求过程比喻成掘一口井：若是挖

众，也不忘记道出他对我们社会的诤

与上一代人有了大幅变迁的今日，岛国

到足够的深度，就能达到人性的共同源

言：一个是对新加坡社会文化能力的期

民众的人文精神世界的建设，愈发显

泉及交流的真正本源；如果深度不到，

许，另一个是对本地将语言沦为工具的

得不可或缺。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建

就会葬身于自己挖的洞穴里。而假定根

批评。这番心事，不知能否为被杜维明

设之过程，无论其资源投入的方式，还

本不去挖，而是一味指望着水可以从接

教授口中形容为“我更为关注的新加坡

是社会改造的模式，与社会经济建设

近地面的泉源中汲取，这样的泉源是浮

的精英”所理解？而他的话语却是沁人

项目都不可同日而语。急功近利、政治

浅的、很容易干涸。杜维明教授当时对

心脾、直入人心的：
“新加坡是一个移

运动式的大规模快步推进，是不合社会

我们的内阁部长们呼吁，必须挖掘新

民社会，如果在建立国家认同感的过

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儒家文化及其

加坡自己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本源，从

程当中不能积极地调动新加坡社会的

他文化社会工程的建筑，决不能像建立

而达到社会的共同泉源。

文化资源，就找不到它的根。”
“语言是
认同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新加坡能

另一个裕廊工业区或裕廊化工岛那般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共同泉源，

策划与施工。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

我们已经挖到了吗？颇有意味的是，在

树人。而一个新兴国家的人文精神价值

这篇文章即将最后定稿之际，传来了由

上的确立，实在是百年大计，千年大业。

外籍客工引发的在本地40多年来的第一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大陆到台湾再

场暴乱，而不久之前本地还发生过另一

美国，又从哈佛到北大，杜维明教授走

起同样由外籍客工引起的、在本地绝迹

遍华人世界，在全人类范围内与众多文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宗教、语

已久了的罢工事件。在31年前，面对我们

明寻找对话的机缘，而他作为独立学

言并存的社会，这与儒家的“和而不

的内阁部长们，杜维明教授就指出：新

者的精神风范依然故我，绝没有被世俗

同”之精神并行不悖。岛国社会对他族

加坡面临着许多做体力劳动的外来劳

的追随、显贵的青睐而被污染、被“和

文化的高度敏感性，颇得杜维明教授

工的入境；如果新加坡文化能够敏感到

谐化”，固守的仍旧是自青年起树立的

的赞赏。而杜维明教授对“对话”概念

足以对这些劳工可能会提供的其它种类

对“儒家文明”的精神期许，此番风骨，

的再次阐述，也让听众耳目一新：对话

的价值表示赞赏的话，那么这些劳工所

也当令天下“儒家文明”的受惠者如你

的目的不在于趋同，不是宣道布教，不

作出的贡献可能会超出金钱上的报酬。

我额手称庆。

是自我解释；对话的要旨是聆听对方、

这样一来，新加坡社会就能变得更加和

扩大视野以及增强自我反思的能力。

谐、更加富于人情。

合

当年，在论述多元的新加坡社会在

杜维明教授不愧是新加坡的老朋

探索共同信念时，杜维明教授曾经将

友，这次来访的他，面对媒体、面对听

不能体现仁政？新加坡的法治很强，但
是不是具备人性，这是很大的考验。”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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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472-1529)

推
己
及
人
王
阳
明

代文武兼备的重要思想家王阳明，

回到京师覆命。当时他在京师的朋友及多数

本名王守仁，以知行合一、致良知学

名士，都追逐才名，流行学习古诗文。王阳明

说，引领明代思想风骚、并照耀中国思想史，

自幼学文习武，深入儒家经典又参仙问佛，更

影响更远及日本，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他真

热中研究兵法，满腹学识而胸怀大志，一心是

挚动人的爱心，就比较鲜为人知。以下分别从

要匡时济世、一心要做圣贤，看到京师的高

他一生中的生活平顺、处境艰困以及建立功业

级知识份子，目光短浅，不禁失望万分，叹了

三个不同阶段，叙述几件他充满仁心的事迹。

隐居时体悟亲情天性
推己及人感悟禅僧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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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气说:“人的时间精神有限，我那里会以有限
的精神时间，来写作这些没有用处的虚文呢!”
所以，八月就告病回家乡浙江余姚了(注2)。

三十岁(1501年)，王阳明命审录江北，平反

余 姚 附近 芙 蓉 峰 上，有 刻 着“四明山

许多冤屈囚事(注1)。三十一岁(1502年)五月，

心”的大石，大石右侧有个天然石窗，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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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日月星辰的光都能照射进来，

西湖畔湖光山色之间，有座以虎跑

使对方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毫不

称为阳明 洞，王 阳明 喜 欢 这 里 的 景

泉闻名的虎跑寺，在王阳明移居西湖期

犹豫，这正是王阳明动人的人格特质

致，就盖了间房子，在这儿隐居，自号

间，寺中有一禅僧，已坐关三年，闭目

之一。

“阳明”(注3)，有时也自称“阳明子”

静坐，不视一物、不发一语。基于在阳

(注4)

明洞隐居时对孝亲的深切体悟，王阳

早在十七岁(1488年)时，王阳明到
江西去迎娶诸夫人，岳父江西布政司参
议诸养和官署附近有道观铁柱宫，其中
一位道士曾教王阳明导引术(注5)，现在
王阳明正好在阳明洞练习。练了一段时
间之后，他的第六感变得很敏锐。
有一天，他的朋友王思舆等四人，
临时决定来找他，王阳明感应到了，吩
咐仆人去迎接他们，同时告诉仆人这四
人走的路线，仆人果然在中途遇到了这
四位访客，王思舆他们很惊讶，都说王
阳明得道了(注6)。然而不久之后，王阳
明放弃了导引术，因为他觉得那只不过
是耗损精神的小技，不是他所追求的人
生大道。不过，阳明洞风景优雅，他舍
不得离开，就继续在山间隐居，而且渐
渐兴起了远离尘俗的出世念头(注7)。

明来到虎跑寺，走到禅僧面前大声说:
“喂！你这个和尚，嘴巴整天叽哩咕噜，

当王阳明巧妙地利用禅机，点醒困

在说些什么？ 眼睛整天瞪大大的，在

惑中的禅僧时，他还处在人生的平顺

看些什么？”这禅机一喝，果然喝得禅

期。可贵的是，这爱心满满、志向高远

僧张开眼，并且起身作礼，请问王阳明

的聪慧小子，即使在处境最恶劣的时

有何指教。

期，这份民胞物与、为人着想的热忱，

王阳明问他家中亲族还有什么人，
禅僧回答: “只有老母亲一人，不过离

后来想到，孝亲是从小就深植在心的
念头，这个念头如果割舍的话，那等于
是断灭种性，泯灭天性了，顿时，觉得还
是应该遵循儒家思想，准备再度为朝廷
贡献自己的才学，于是放弃隐居、放弃
出世的想法，回家去了。(注9)
第二年(1503年)，王阳明移居西湖

阳明问: “会想念她吗？”禅僧低头回

宦官刘瑾，正直言官戴铣、薄彦徽等被

答:“没有办法不想。”王阳明说:“既然

刘瑾陷害下狱，王阳明仗义执言，上疏

没有办法不起念头想到她，那么，虽然

欲救戴铣等，结果却同样是下诏狱，不

你嘴巴整天闭着不说话，心里却已经自

久被廷杖四十，打得昏死过去再醒来，

己对自己不停在说话了；虽然眼睛整天

随即被贬谪到当时的蛮荒之地贵州龙

合着不看，心里却看到了很多画面、影

场，担任一个没有权责的小小驿丞，这

像。”一听之下，句句都打中禅僧的心

时他三十五岁(注13)。

坎，他猛然省悟，立刻合掌，诚恳地请

名刹幽居中常有高人，他遍游西湖、
出入古刹，为的是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注11)。不过，没想到自己还没见到高
人，却先指点了别人。

去龙场路上，刘瑾派人尾随，伺机
加害，王阳明假装投水而亡，才甩去跟

王阳明说:“父母子女之间互相关

监(注14)。之后，他先回家又到南京官署

爱、牵挂是天性，哪里能够断绝泯灭的

见父亲，才去赴任，在正德三年(1508年)

呢？ 你没办法不想念母亲，这是天性

抵达龙场。(注15)后来刘瑾知道他还活

真情流露。你心里有牵挂，所以这三年

着，仍然千方百计想伤害他；而龙场又

虽然闭关静坐，但只是呆坐，只有让你

是偏远边地，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王

心里更紊乱。俗语说:‘爹娘便是灵山

阳明随时都有可能埋骨他乡，再也见不

佛，不敬爹娘敬甚人？’”话没说完，禅

到挚爱的家人(注16)。

僧早已痛哭流涕，他挂着泪珠说:“居

身处如此险恶境地，王阳明炽热的

士说得很有道理，小僧明天就回家探

爱心并没有熄火，一方面，他尽力不让自

望老母亲。”

己被忧伤笼罩，保持身体健康，以期能

(注10)，因为杭州是吴越钱氏及南宋建
都之所，是文化之地，加上山水绝美，

识的人们。
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即位，宠信

王阳明指点迷津。

(注8)和父亲龙山公，心里很困扰挣扎，

分毫不减，依然温暖着他周遭识与不

家已十余年，不知她是否仍健在。”王

但是，虽然决心隐居，他却一直想
念从小教养呵护、疼爱她的祖母岑氏

贬谪困顿时期
照顾患病仆人、安慰流落陌生亡魂

第二天，王阳明再到寺中，寺里其
他僧人说，清晨一早，禅僧就已经挑着
担子回家了。(注12)

再回到家人身边；同时，他依然不断地
关怀、照顾着周遭的人们。
仆人们心情抑郁，无法适应恶劣的

愿意将自己的体悟，不计较利害

环境，都病倒了，他亲自劈柴煮粥，服

关系、毫无保留而真诚地与人分享，即

侍他们吃，又为他们吟诗唱歌，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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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开心不起来，再唱故乡越地的歌

伤心，王阳明觉得应该是吏目死了，不

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而且最

谣，中间夹杂一些笑话，减轻他们的乡

免伤感。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死了两

后又葬身他乡。

愁，让他们暂时忘记疾病、忘记身处夷

个人，旁边一个人坐着叹气，问一下详

地的艰困(注17)。

情，应该是他的儿子也死了。第二天早

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到龙场
的第二年(注18)，他为一位毫不相识、
携眷赴任路经龙场的吏目，写下一篇流
传千古的《旅瘗文》(注19)，文中前部分
先叙述吏目到龙场的情形：

上又有人来，说坡下有三具尸体，那就
是连仆人也死了。王阳明心里很难过，
就准备带着两个仆人以及铲子、畚箕、
一只鸡和三碗饭，去埋葬他们，起先两

客，听说是从京师来的吏目，带着儿子

仆人们 顿 时 觉 得 心 酸，愿 意一 同前
往。

且阴雨蒙蒙，他想隔天早上再去问候
消息。第二天一早，他到土苗家时，土
苗说三位借宿客，清晨就动身离开了。

途劳累饥渴，到了此地又有瘴气疫疠，
这些本来就已经让身体不堪承受了，再
加上内心抑郁忧伤，我就担心你会撑
不住，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想到你们的尸骨无依无靠，特地
来埋葬你们，却也引发了我心中无限悲
戚。其实，即使我不来埋葬你们，幽崖
的狐狸成群结队，阴壑的蛇虺身体像车

和仆人，经过龙场赴任。王阳明从篱笆
间看到了他们，只是当时天色已晚，而

容、心事重重。翻山越岭、经历风霜，旅

个仆人面有难色，王阳明说:“唉！我们
的遭遇和他们没什么不同，不是吗？”

秋天，邻近土苗家里来了三位借宿

昨天远远看到你们，只见你满面愁

将三人埋葬好之后，王阳明在墓
前诵读、祭悼，祭文(注20)主要内容是
这样的:
唉！你是谁呢？你是谁呢？

中午，有人从蜈蚣坡来，说有一个

我是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我们

老人死在坡下，旁边有两个人哭得很

都是中原人士，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

轮一般粗壮，你们的尸骨一定会很快就
落入它们腹中，不至于在外暴露太久。
虽然你们的身体已经没有知觉，不会
因此觉得痛苦，但是我又怎么忍心呢？
现在为你们写了一首歌，希望你们
可以听到：

年初阳明山梅花盛开，别有一番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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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铜像，矗立于台北市区正北方，风光旖旎的阳明山上

连峰际天兮，
飞鸟不通；
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
莫知西东兮，惟天则同；
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
达观随遇兮，奚必予宫；
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大意是：虽然游子在外，彷徨无

建立功业时期
亦情亦理真诚召安巢贼

面对据山为乱的强盗，不改为人设身处

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三十九

地的心怀依旧，他绞尽脑汁，总希望为

岁，是在龙场的第三年，命运终于有了

他们寻求一条生路。在围剿之前，王阳

转机。刘瑾被诛，曾直谏的官员都被

明先发出一道告谕——《告谕浰头巢

召回朝廷，王阳明被升为庐陵县知县

贼》(注25)。内容大意是这样：

(注21)。
之后，他一直调升多职，有时在京

措，不过和家人还是在同一片天覆盖

师、有时在南京。正德十一年(1516年)，

之下；虽然分别和家人住在不同地方，

他四十五岁，九月，升都察院左佥都御

但却都还同样是环海之内。随遇而安，

史，巡抚南、赣、汀、南等地，扫荡巨寇

何必一定要住在自己的家。你们不要太

(注22)。

难过吧。)

巢嚣张(注24)，存心仁厚的王阳明，即使

  被称为盗贼，对每个人来说，都不
是件光荣的事: 而自己辛苦经营的家产
被人抢夺，也是每个人都会愤慨的，如
果你们自己的家被掠夺，你们也一定会
怀恨切骨，要想尽办法报复，现在你们
却这样对待别人，怎么不会招来怨怒
呢？这个道理人人都懂，所以，你们还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抵

会这样做，应该有不得已的原因。有的

对连一面之缘都谈不上的陌生人，

达赣，实行十家牌法，民众若有隐匿不

可能是被官府压迫造成，有的可能被

为他们埋葬、祭祀、撰写诵读祭文，真

法，十家连坐受罚；又积极规范百姓、

有钱大户凌压，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

诚地表达同情、深致哀悼，像对同胞兄

整顿民风、建设地方，所以，才短短一

中，后来又不敢离开，这种情况也是值

弟一样，道不完的真诚关怀、说不尽的

个多月的时间，漳寇在二月就被扫平

得同情的。

委婉温馨，让人不禁凄然动容。

(注23)。但是乐昌、龙川等地，盗贼仍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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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再仔细想想，当初你们
入山为寇，其实是生人寻死路，但是当
时你们想去，也就不顾一切地闯去了；
现在想改过向善，是死人求生路，你们
却反倒犹豫不敢，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们肯像当初入山为寇时那样坚
定，拼死也要出来，我官府那里有杀你
们的道理呢？

不了还是身灭家破、妻子被杀受辱，又

而最后也说明，如果他们执迷不悟，不

有什么好处呢？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得已他就一定会率师围剿。一再展现

如果能听从我的劝告改过向善，我
会当你们是良民，像对孩子一样照顾
你们，也不再追究以前你们所犯的错，
像叶芳、梅南春、王受等人，现在我已经
把他们当成良民，你们难道没听说吗？

同理心，一再好言相劝，无非是要他们
弃暗投明、改过向善，自寻生路，仁民
爱物的悲悯胸怀，显露无遗，告谕发出
之后，巢贼酋长黄金巢、卢珂等，都立即
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注26)。

如果你们已经积习难改，也只好随便你

就是因为王阳明在剿贼时，也总

想想我们一般人，无意中弄死一只

们，我就会南调两广的勇猛彪悍的狼

是心存仁念，苦口婆心地劝导，希望他

鸡、一条狗，心里都会觉得不忍，何况

兵，西调湖湘一带的常规士兵，亲自带

们能彻底悔悟、弃恶从善，重新再过着

人命关天呢？ 如果随随便便就杀人，

领大军来围剿你们的巢穴。

心安理得的正常日子。所以，嘉靖六年

冥冥之中一定会有报应的，可能还会祸
延子孙，又何必这样呢？
而且听说你们冒险犯难辛苦做强
盗，所得也不多，有人还衣食不足。那
何不付出同样辛劳，耕田为农，或做买
卖从商，依靠自己的能力安安稳稳生
活，无论走到那里都心安理得，这样自
由自在过日子，不是更好？ 不必像现
在这样，整天担惊受怕，出外，怕官府、

现在我特地派人安抚你们，致送牛
酒银两布匹给你们和你们的妻子，加上
每人告谕一道，你们好自为之。

(1527年)，当他奉命征讨思恩、田州时，
消息一传到思、田，盗贼头目卢苏、王受
等，就一心等着王阳明早日到来，准备
向他投降。这年十一月，王阳明抵达梧

唉!我的同胞们，你们都是我的孩

州(梧州是思恩、田州治理衙门所在)，

子，如果最终都不能感悟你们、照顾你

隔年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思、田不战

们，而弄到要杀你们的地步，那会让我

而平。 (注27)

感到无限痛心，说到这里，眼泪不禁夺
眶而出。

对一位素不相识而且又在闭关中
的禅僧，王阳明能将心比心，希望他也

怕仇人；在内又担心被杀、被围剿，躲

这篇告谕中，反反复复动之以情、

能像自己一样，顺着天性孝养亲人；自

躲藏藏，一辈子忧心苦恼，到最后免

说之以理，甚至提到因果、诉诸天理，

己都很可能葬身异乡时，王阳明却还能

“守仁母岑夫人”，有误。兹并列《王阳
明全集》及查继佐《明书》相关叙述，佐
证查继佐《明书》记载有误：明．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三) 年谱一：
“太夫人
郑娠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
鼓吹，送儿投岑，岑警寤，已闻啼声。”，
页1220-1221；清．查继佐《明书列传
卷之十‧王守仁》：
“守仁母岑夫人娠
十四月，梦神人 乘 五色云手 授 之”，
页1721。

先生靖乱录》(台北: 广文书局，1968)，
页14-15。

注释
1.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三十三年谱
一，页1225。
2. 同上。
3. 同上；又见明．墨憨斋编《王阳明先生
靖乱录》(上)(台北: 广文书局，1968)，
页13。
4.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十九外集一
《阳明子之南也，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
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
以答之》，页677。
5.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三十三年谱
一，页1222。
6. 同上，页1225-1226。
7. 同上，页1226。
8. 同上。按：王阳明祖母姓岑，清．查
继佐《明书列传卷之十 王守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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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三十三年谱
一，页1226。
10. 同上。
11. 同上；又见明．墨憨斋编《王阳明
先生靖乱录》(台北: 广文书局，1968)，
页14。
12.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三十三年谱
一，页1226；又见明．墨憨斋编《王阳明

13.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三)(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三十三年
谱一，页1227。
14. 同上，页1227-1228；，清．查继佐《明
书》(济南: 齐鲁书社，2000) 又见列传卷
之十《王守仁》，页1721。
15.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三十三年谱
一，页1228；又见明．黄宗羲《明儒学案》
(台北: 正中书局，1964) 卷十《姚江学
案》《文成王阳明守仁先生传》，页81。
16.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三十三年谱
一，页1228。
17. 同上。
18. 同上，页1229。
19.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二)(上海:

真诚地关怀流落边地的陌生小吏，为

后人提及王阳明，多推崇、阐扬他

(注31)。入葬洪溪时，门人会葬者千余

他及他的家人办理后事、安慰亡魂。

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然而对当时

人，麻衣衰屦，扶柩而哭(注32)。之后，

对不相识的陌生人，尚且掏心掏肺、多

的人们而言，无论是最接近他的门人

各地门人先后不断地或筑精舍、或建书

方设想，那么，对相熟、相知的人，王

弟子、受他治理过的地方百姓、或被他

院、或立祠堂，祭祀王阳明，而这些地方

阳明的爱心就更可想而知了。他教导门

讨剿过的巢贼，深深打动他们内心的，

同时也成为门人聚首论学之所。 (注33)

人、弟子时，用心良苦、设想周到，他总

是王阳明真诚无私的爱心，而这份爱

是带着弟子们游山玩水，借着山水的陶

心，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充满爱的家庭中

养，让他们的心绪在宁静中，有真切、深

成长，祖父母、父母都对他疼爱有加；

入的体悟。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他放弃隐居、放弃

例如：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底，王
阳明带着门人徐爱和他几位朋友，从
上虞入四明，观白水，寻龙溪之源；登
杖锡，至雪窦，上千丈岩，以望天姥、华
顶，目的是点化徐爱等人(注28)。又如
门人魏良器在祭文中说，王阳明曾带
他到阳明之麓，放舟于若耶之溪，徘徊
晨夕，目的是砭其愚而指其迷(注29)。

佛家与道家思想，决心回归孔孟儒道
之后，便认认真真努力实践儒家推己
及人与仁民爱物的理念。《明史．王守
仁列传》记载：
“元亨在狱，善待诸囚
若兄弟，囚皆感泣。(注30)”受到王阳明
的薰陶，门人冀元亨即使在自己冤曲入
狱时，也能够友爱其他囚犯，让其他囚
犯感动落泪。

《论语》里仁篇中，有一段孔子对
君子实践仁道的叙述：
“君子无终食之
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意思是说：君子没有片刻的时间会违
背仁道，遇到紧急状况也一定如此，纵
使流离困顿时也一定如此。王阳明无
论在生活平顺、处境艰困或建立功业
的不同阶段，都同样无私地关爱、照顾
周遭的人们，充分实践了孔子对仁的要
求，甚至连他的门人冀元亨，受到他的
影响，也做到了，因此，明神宗万历十二
年(1584年)，神宗皇帝允许了御史詹事

能够以如此醇美、深邃的动机，以如此

王阳明的爱心深入人心而且广被四

讲、大学士申时行等人的请求，让王阳

优雅自在的方式，让门人学子的心灵，

方，因此，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他去

明从祀文庙(孔庙) (注34) ，也就是在

直接承受大自然的洗礼、激荡，进而酝

世时，灵柩所经地方，都有担任官职的

孔庙中安设王阳明的牌位，每逢祭祀孔

酿深切的体悟，这样爱心真挚的良师，

门人迎灵，沿途百姓哀恸哭泣，灵柩回

子时，也同时祭祀王阳明，对这位推己

史上并不多见。

到家乡，每天都有上百门人到灵堂致祭

及人的仁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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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为什么重要
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决定於该民族人民之胸襟有多大度与豁达，胸襟越大度与豁达，包容
力越强，文化多元性就越旺，创造力越盛。它就能创造百花齐放格局，呈显繁花盛开之结果。反之
胸襟越窄，自我局限，它的创造力就自然而然越弱。

什么是文化？
一般而言并没有严格的学术性定义，但基
本上文化可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文
化是指社会与人在历史上的发展，表现在社会
活动的种种类型和观念，著名人类学家纪尔兹
强调‘文化是浓厚的形容’，它包括风俗习惯、
组织与生存方式、思维与行为及生活方法，以
及传统的传承等等，这些元素或成分的优劣决

╱ 文  : 陆锦坤

定了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狭义文
化却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例如：历史、文
学、哲学、艺术、音乐等等亦所谓‘高等文化’。
不过有些学者更详细的以‘文化结构论’的
角度来说明文化的意义。他们将文化现象分为
“物质的”、
“制度的”及“心理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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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结构’层次是指在文化中能看的到、触
摸得到的部分，像万里长城、金字塔、机器、
服装与饰品等等。这物质部分是最容易随时
代的进步而改变。文化之‘制度结构层’则是
一定文化格局的中间层，有人称为心物结合
层，因它是物质层里的思想、感情和意识，它
是创造物质层次所必须有的要件，例如：科学
幻想与构造、宗教神话、政治、教育、法律等
等的各种制度所组成。由於各地区之地理及
社会因素有异，不同国家、社会、民族其心物
结合层当然存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政
治文化价值观更有明显差异。民主国家特别强
调法治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例如法国思想家狄
骥在阐释法治时曾说到，法治第一要义，就是
所有国家权力都须受到法的拘束，不能恣意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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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是以法治来实现人性尊严、崇尚

化消费品流行浪潮，势必轻易腐化了整

‘技术实用文化性’的运作。所以他们

自由、追求公正、平等的价值。而不认同

体人们的软文化中之道德伦理层次，

认为‘人文艺术性’文化才是科技、经济

西方民主文化概念的国家，却常以国情

许多新兴发展国家目前的社会出现如

与社会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正如哲学家

与西方民主国家有所不同为理由，多以

此严重贪污腐败的危机，便是活生生

麦克斯．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之生产方

人治之政治文化来统治国家。

的例子。

式与发展时说：
“任何一项事业之背后，

文化的心理层次则是文化格局的

过去当我们讨论一个国家或一个企

深层结构，又称为‘软文化’，它主要是

业，甚至一个人的成功都从经济与社会

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状态，包括思

功能角度来分析以取得结论，而忽略了

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伦理情操，等

文化对它的影响力。直到七十年代后，

于是社会普遍观念与民族气质。这种

多名经济与社会学著名学者如：波特、

软文化最不易受到外力冲击而轻易改

福山、哈瑞森、柯普兰以及亨廷顿等等

变，即使改变也须经两、三代时间，也只

才开始确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文化

可能受到局部影响；例如西方软文化的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不是唯一因素，

思维方式、社会观念、审美情趣等等，都

但却是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无法轻易改变中东及中国的文化层次，
又如本地的土生娘惹文化，依然存有
大部分华族文化内涵。软文化是一个民

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更重
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社
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清朝学者
龚自珍也曾说：
“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
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这些先
贤们都认为文化对人类生存、发展与进
步是万分重要的。
当然，在分析不同国家与企业如今
的发展时，我们又会发现许多文化历史
悠久的国家，例如印度、埃及甚至中国，

为什么文化是如此的重要？

未必比西方国家来的进步，甚至落后于

从此，在分析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

这些西方国家一、两代的时间。解释这

发展时，都不能忽略文化对社会经济功

种事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文化有优

能的影响。著名学者摩尼汉认为：一个

劣之分，有适合时代的优文化，也有阻

社会成功的决定因素，是以文化为中

碍社会进步的劣文化。所以优良文化、

从历史里，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文

心，而不是政治。因此，又有学者将文

价值观，是取得成就重要因素之一。亚

化格局的变化，首先是从其表层开始，

化分为‘技术实用性’与‘人文艺术性’

洲四小龙在七十年代后，经济得到高速

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也是从表层的物质

二大类。前者是只用来强化、充实人类

发展，主要是靠人民懂自制、重教育、节

文化开始的。然而人们在接受外来物质

社会生存条件；后者则基于阐述人类

俭、辛勤苦干、对工作有责任感，同时强

文化的时刻，往往并没有同时接受其软

理想与道德，表达人类的美感或认知，

调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以及重视人际

文化。例如，中国人从民国开始放弃清

其功能是使人类生活更有理想，更为

关系的互补性，这些美德便催化了国家

朝的服装，而转采用西方的服装，但中

充实丰富。这种务实性的‘技术实用文

发展。而与亚洲四小龙同时期发展的新

国人并没有同时接受，西方软文化中所

化性’，最容易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

兴国家，如：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

强调之民主自由与人权等价值观。现时

与产业结构的改变，从西方发展历史

一些国家等等，至今依然落后。学者们

那些新兴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中，我们

中到处可见这种文化的功能，就如连中

大都认为这些国家缺乏亚洲四小龙的

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国在国力、经济非常弱的六十年代初

前述优良文化所致。著名学者蓝迪斯在

明不协调的发展趋势，中国沿海城市与

期，也可以成功研究发射原子弹与氢

其‘新国富论’里，提出的结论，
“发展

中东杜拜的发展尤其明显。

气弹。不过，有些学者却不认同科学技

之差异是由於文化所造成一切差异”，

从现状而言，我们同意社会经济的

术的发展纯是属于‘技术实用文化性’

以及麦克斯．韦伯更直接的说：
“如果我

迅速增长必然对文化产生影响，尤其对

功能。他们认为‘人文艺术性’也扮演

们从经济发展的历史学到什么，那就是

硬态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文化消费品。

着重要角色，因为若非该社会领袖认为

几乎所有的差异都是文化造成的”。亚

当人们收入无法整体平均提高而只是

对人类生活应更有理想，应更为充实丰

洲四小龙发展的成功，被某些学者称为

小撮人有机会得利时，推动奢侈商业文

富的这种精神力量，是无法激励与促成

是‘新儒学国家’，亦即这些国家是受到

族，经历数千年营造、累积、遗传而形
成的心理习惯与价值观，包含了观念审
定式、思维方式、价值取舍标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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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文化之引导，所产生的精神力

想家、科学家。从这些先贤的著作中，都

角色，并积极参与社会与国家的建设依

量去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

隐含着人类渴望自由，肯定人权及反对

然有所期待。

如果我们说自由、民主、重人权以
及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
那么纪律、克制、集体精神则是儒学的
文化特征。同时，仁慈、正义、感恩、智

神权之追求，及不愿受到专制皇权与神
权所控制与剥削。
‘文艺复兴’间接的衍
生出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
值观。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可能

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是由该国家
无数的企业与人民共同努力去创造的
成果。一个人具备优良文化，创造好价
值观，必能去做对的选择和决定，也表

慧、信用、忠诚、孝顺等等这些也都是

就不会有西方文化的改革，今日的西方

现出好态度去处世待人，当然就衍生出

出自儒学的各种美德。然而这些美德

民主、自由、人权价值也可能尚未出现，

好的行为与行动，去营造出美好的未

难道就不存在于西方文化中吗？

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与经济以及人类

来。聚集无数个这类的个人，在企业里

文明程度，肯定不会如此急速前进。中

共同努力时，自然而然就创造出企业的

国、印度、埃及等古老文化国家，所缺

经营成果，进而表现在社会与国家的

乏的就是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改

整体国力成绩中，使得这个国家在世界

革运动。从西方历史轨迹里印证了，一

舞台上备受尊崇。而身为该国国民，当

个民族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决定於该民

你手中握着该国护照时，当然也与有荣

族人民之胸襟有多大度与豁达，胸襟越

焉及备受另眼看待。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七十年代尝
到苦果后，四十多年来，西方资本主
义文化也发展出认同与包含着前述的
这些儒学美德，像美国成功超级资本
企业家蓋比尔及巴菲特等对社会与
慈善事业之贡献是举世有目共睹。如
果我们问：哪一个是世界上最强的国
家？最进步最文明的国家？国民所得
最高的国家？最重纪律与法治的国家？
答案显明的不是印度、中国或埃及。为
什么？因为这些古老文化的国家，没有

大度与豁达，包容力越强，文化多元性
就越旺，创造力越盛。它就能创造百花
齐放格局，呈显繁花盛开之结果。反之
胸襟越窄，自我局限，它的创造力就自
然而然越弱。

笔者经历过数十年的工作生涯，
如今回首一看，深深感受到优良文化，
好价值观对一个人的成就，确实起了
重大的决定性。这种优良文化之精神
力量，更是克服万难、勇敢积极力求上

近四年来笔者参加如怡和轩俱乐

进的原动力。笔者也确信进步社会的优

部这类华族色彩较重的公民团体，由此

良文明文化，更是普世的文化价值观，

而深入了解到怡和轩先贤们过去所扮演

它在现今全球化的网络交流中，也互相

发现，一个社会、国家的落后，不是自

的公民社会角色，方知其对社会的贡献

融合成为普世的大众文化，并无法再强

然科学与技术的缺乏，而是人文科学

是如此的巨大，例如争取公民权及办教

调它只专属于某种民族。文化与观念虽

的衰弱，以致培育不起优良的文化。

育等等。然而我也同时感受到这方面今

然不能直接去改变社会，但却可以潜移

换言之；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等

不如昔。今日一般的所谓华社团体，除

默化的改变个人，而汇聚多数的个人就

之所以落后，只是因观念及文化价值

了办联谊活动外，都无法彻底发挥其所

可能改变社会，产生新社会文化、价值

观落伍的结果。十九世纪之前，在西

谓公民社会角色，有一些华社团体更是

观，这就是来自文化的力量。

方都是由皇权与神权主导的社会，然

处於冬眠状态，也有一些领导层有‘偏

因此，华社团体只要努力创造一

而西方国家却能在十五世纪兴起‘文

安’及‘自我感觉良好’，或具有‘侨民’

个崭新与时并进之文明进步文化价值

艺复兴’运动。虽然在几百年过程中，

心态。 虽然现时华社对社会的影响力

观，必能再度崛起负起公民社会责任。

无数反抗皇权与神权之人士都被牺牲

不断步入边缘化，但华社团体会员之间

了，但却在文学、艺术、科学及政治思

的兄弟情及社团里华族文化却依然非

想方面取得辉煌成果。这段时间里出

常浓厚。对教育、文化、及慈善课题等

现了但丁、达文西、蒙田、莎士比亚、马

等还是很关心。其实，华社团体只要能

斯、穆尔、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儿及哈

弃除‘旧传统专制惯性思维’之丑陋文

维等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思

化，笔者对华社团体恢复扮演公民社会

及时斩除劣性文化，创造与时并进之
优良文化。
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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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其中，乐亦在其中
林学大与南洋美专（1938-1963）

在

╱ 文  : 谢声远

殖民地时代，南洋美专（美术专科学

他，出于对美术教育的极度热忱，林学大曾上

校）与南洋大学的命运，何其相似，

书陈嘉庚，力主闽南“应另建一完备美术院，

两者都立足于本地，在逆境中披荆斩棘、颠沛

以造成文化之中心”。信中他郑重指出：
“一国

坷坎、艰苦卓绝，而又可歌可泣！南洋美专创

之盛衰，视乎风化之文野，文化之文野，视乎美

办人林学大，对“南洋”一词有一种深入骨髓

术之兴替”，并援引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取代

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据美专第15届（1955）毕

宗教”的主张，强调艺术的重要性。当时颇流行

业生钟正山回忆：也正是他，曾把南洋美专与

“教育救国”一说，他认为“能救国之教育，当

南洋大学相提并论，为南洋美专的“南洋”而自

有一种特殊精神在”，他名之曰“艺术精神”。

豪，也为南洋大学的“南洋”而欢欣。南洋美专

林学大在1936/1937年间来到新加坡，当地华人

1950年度毕业生林友权还清晰记得，当年与父

美术研究会的推动，原厦门美专校长黄燧弼的

亲林学大同往云南国参加南大落成典礼，激动

影响，以及陈嘉庚次子陈厥祥和正热心在海外

不己，完成一幅弥足珍贵的油画《南洋大学》。

办学的集美校友的支持和赞助，促使他全身心

1893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厦门市，1915毕

投入筹建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工作。他看中的

业于设在福州的福建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图画

是新加坡地当“南洋要枢”、
“别具热带色彩之

手工专修科，林学大此后一辈子都与美术结

特质”。所以说，从一开始，他便立志建设属于

下不解之缘。先是于1923年应黄燧弼之邀，与

新加坡，扩大至南洋的文化。这种高瞻远瞩、

杨庚堂一道，
“三君子”共创厦门美术专科学

为众不为私的精神和胸襟，支持着美专在逆境

校，1938年再远赴新加坡，独挑大梁，创办南

中从无到有、荜路蓝缕、惨淡经营、自力更生，

洋美术专科学校。其实，早在1926年，33岁的

最终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于1938年4月在芽笼路167号校址正式开学。徐悲鸿、林文庆躬逢其盛，与林学大（三人坐在前排中央）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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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画家钟四宾，按照林学大的艺术教育理念，综合调色板、眼睛、脑和
手4个元素，设计南洋美专最初标志，凸显艺术可以培养观察力、思维能

美专与南大，在许多方面确实很
相似的：两者都有理念，都得不到
殖民地 政府的承认和资助，都为
社会造就大量人才。但是，两者的
命运又何其不似：一个在磨难中延
续下去，一个在万般无奈中黯然消
逝。如果说南洋美专是侥幸生存下
来的，那么南洋大学的命运又何其
不幸！

力和运动技能的理念。

创建于1938年
林学大从1938年创校伊始，到1963
年逝世为止，已奠定南洋美专的坚实基
础和牢固架构。他密切联系社会和现
实，多方罗致优秀美术教师，刻苦造就
22届毕业生。美专老师、校友和学生，秉
持林学大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艺术精
神”，活跃在本地区和外国的不同社会
层面，默默耕耘、厚积薄发。应该说，没
有林学大对美术的热爱，没有林学大挑

念。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导致林学大
大病一场，住入中央医院，医生认定性
命不保，弟弟维爵连棺木都已备好。幸
得吉人天相，他竟奇迹般脱险，捡回一
命。除美专的班子之外，华人美术研究
会旗下也有一批杰出画家，如杨曼生、
张汝器、陈宗瑞等，他们或通过教学，
或通过内部观摩，或联系外地名家如徐
悲鸿前来办展、交流，影响所及，当地
“美术空气，顿觉浓厚”（林学大语）。

重建美术领导地位
第3阶段 1946-1963，是美专恢复
期。日本投降后，英殖民主义者重临新
马，百废待兴，南洋美专校址迁至乌节
路附近的圣多玛士径49号。已故画家陈
世集回顾当时的情景：校舍是一所旧式
洋楼，有花园、工人房及八个房间，房间
改为教室，楼上左边一房间是办公室，
林学大校长就在这间办公室内办理校
政，从财务、教务、政务、书记都亲力亲

战逆境和病魔的意志，没有美专师生和

第2阶段 1940-1941，是美专扩展

为，因经济来源短缺，自己又在外边南

校友的坚守，就没有后来的南洋美专，

时期，校址迁至实龙岗路93号。那是一

侨与华侨中学兼教美术课，任劳任怨，

乃至与它一脉相承的南洋艺术学院。

栋独立式双层洋楼，地方宽敞，花木茂

诲人不倦。50年代或更早，林学大增强

盛，空气新鲜，令人心旷神怡。那时学

教师阵容，吸收一批生力军：他们是钟

生人数已增至六七十名，教师也有十

四宾（1947）、陈文希（1950）、陈宗瑞

余位，除却原班人马，还增加专职或兼

（1951）、张荔英（1954）。这是一个学

林学大主导的南洋美专，以年代和
校址的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1阶段 1938-1939，是美专的草

职教师如黄葆芳、钟白木、张汝器、吴

创时期，一切因陋就简，校址设在芽笼

得先、司徒槐、吴在炎、施香沱等。每

路163号一栋三层楼屋宇，一层已有人

月学费10元，实行全日制。随着抗日救

租用，美专租下二、三两层，因第一年

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徐悲鸿、刘海粟相

新生人数仅14名，所需空间有限，就把

续来新举办筹赈义展，并莅临美专作专

其中一间租与福建会馆试办的水产学

题讲演, 把战前南洋美专的形象和影响

校，后改租华人美术研究会。林学大一

提升到新的高点。日本占领新马前夕，

开始就任校长，另有美术教师钟世鸣、

林学大在晋江会馆华侨抗敌动员总部，

高沛泽，语文教师何应葵，课程包括素

协助收集抗日宣传画。1942年日军占领

他对新加坡美术的贡献。次年，他走完

描、水彩、油画、华文和英文。美专于

间，画家张汝器遭杀害，施香沱避难苏

人生的道路，功成“身退”，终年73岁。

1938年3月10日正式开课，徐悲鸿、林

岛，林学大断然停办美专，借用他的话

南洋美专的棒子，由林学大的小儿子林

文庆等参与其盛，并在校舍前合照留

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友权接过。

识渊博、风格各异、目标一致的教学团
队，在林学大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的
感召下，重建美专在新加坡的美术领
导地位。
1962年，在新加坡首次赐封仪式
上，林学大获自治政府颁予荣誉证书，
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校长，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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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作

自守，力作不辍者，以此富有艺术精神

为教育家、亦是艺术家。教育家的林学

也”——他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者。

大，办学为公不为私，无私无畏，勇往直

尽管校务繁忙，顽疾缠身，出入医院，

前。
“名利淡薄之心，在我认识的美术界

他仍不失为“力作不辍者”。林学大的

同道之中，敢说还没有人及得上他”（黄

艺术杰作，首推南洋美专本身，说得时

葆芳语）。美专是私立专科学校，长时期

髦点，这是具有时代意义和本土意义的

得不到殖民地政府半分补助。50年代中

行为艺术，凸显物是人非、物非人是、物

期，美专影响力日增，政府同意给与补

非人非的具象、半具象和抽象的艺术，

助，但金额按小学标准发放。南洋美专

也具备不朽的南洋美专精神。其次，林

大体为中专水准，教育部的决定被认为

学大在百忙多病之中创作和留存的中

是歧视性的，且将打击学校和学生的士

西画和书法，跨越30至60年代，更是新

气，林学大拒绝接受，宁可勒紧腰带，也

加坡珍贵的艺术宝藏和文化遗产。长

不低首下气。美专进行过沿户募捐，举

期以来，关于文化的建设，存在根深蒂

行钢琴独奏和足球赛等筹款活动。林

固的误识和误判，以为文化建设始于

学大更不顾身体羸弱，到南侨和华侨

建国之后，更有所谓“文化熔炉”产生

中学兼课，增加入息，以弥补学校的亏

新加坡文化之说，无视或漠视前人所

损。其他教师深受感染，大多只领取车

作的不懈努力。早在1950年，林学大就

马费，群策群力，共度难关。殖民地政

指出，
“马来亚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画

府对美专的刁难，并不限于财务上的

派，是需要时间的。它虽不可强求而致，

压力，还表现在美专毕业生的出路上。

但迟早会实现”，这才是真正的先见之

它裁退原先在中小学任教的美专毕业

明。今天，林学大被公认为“南洋美术

生，理由是他们未取得师资教育学院时

之父”，绝非偶然的。

资格，结果报读美专的新生人数急速下

2011年，厦门美术馆为林学大、林

降，以致艺术教育课程于1957年停办。

友权父子举办一项联展，并出版专集

林学大对殖民地畸形制度有清醒的认

收录林学大定居新加坡后的油画、胶

知，早在1955年，他在美专第15届毕业

彩36幅、水墨画30幅、书法13幅、印章

特刊《刊首语》中写道：
“然而时代的巨

28方。油画以新加坡景物为主，如《马

轮，总是向前进的，人类经过了二次大

来婚礼》、
《圣淘沙》、
《新加坡河》、

战之后，各地人民觉醒，相继独立，马来

《天福宫》、《丹戎禺（海景）》、《福

亚（当时包括新加坡）当然不能例外”。

康宁山》、
《火灾》、
《工潮》、
《圣多马

对殖民地政府的所作所为，林学大洞若

径》、
《船坞》、
《加冷河》等，最早作于

观火，因此也就能沉着应对。

1938，题《静物-花簇》,最晚作于1959，

南洋艺术之父

题《黄晚成之母》。水墨画以梅、竹为
主，间有胡姬、葡萄、菊花等，最早作于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19 6 3 年初林学大在南洋美专作画
时聚精会神的情景。当时他的身体已极度衰弱，那年2月14日
溘然长逝。

重视作品的社会性
林学大这些重质不重量的作品，说
明了什么呢？
第一，他不仅创建了南洋美专，还能
以新加坡为本位进行创作，说明他具有
前瞻性和实践性。艺术的新加坡意识，
始于林学大，而他提出的艺术六大理
念，其中有“表现当地热带情调”、
“反
映本邦人民大众需求”，已经是1955年
的事，而他早在1938年已借助实践，为

艺术家的林学大认定：艺术能改

1942年，题《枇杷与兔》（国家文物局

变人生，提高人民的素质。他所崇尚的

收藏），最晚作于1959，题《竹图》。书

“艺术精神，在创作不在掠夺；而创作

法遍及草、隶、行、楷，最早作于1943，

笫二，体现艺术须“发挥二十世纪

之价值，在谋人群之进化，不在一己

是一首唐诗，最晚1962年，是毕业特刊

科学精神、社会思潮”、
“配合教育意

之私利”。他又指出，
“古今中外许多

祝辞。林学大所用印章，姓名章和闲章

义、社会功能”的主张。他的油画《创

美术家，生前类多贫困苦极，然犹清高

俱齐，主要由吴得先、张丹农所刻制。

造》, 运用抽象的表现形式，开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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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艺术新加坡化作注解。

新领域、
《工潮》则以新颖的构图，描

逝世仅两个月，林学大曾挥写最后一幅

此余生，多作一些好事，以补我过，或

绘殖民地时代工人抗争的正义性。这类

画，作画镜头由摄影家黄克捕捉下来，

可慰内子在天之相期，亦是余办理本校

作品凸显画家有意识进行探索的科学精

弥足珍贵。据美专第22届（1962）毕业

更加决意之一种潜力。”他从此不再续

神，同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以及

生谢忝宋回忆，
“我去南洋美专时，林校

弦，而把全副精力用在经营美专、照顾

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

长已经病得很严重，每天躺在床上……

幼子、爱护学生和从事创作上。

第三，油画《马来婚礼》、
《天福宫》

只有在我们毕业时请林校长为毕业特刊

反映不同民族的习俗，表现我国社会的

题献词，他一听马上精神起来，为我们

多元性，正合乎林学大提出的艺术理

写了‘美在其中，乐亦在其中’几个字，

念：
“融混各族文化风尚”。他创作具

我想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临终前还那么

有样板意义的水墨画、书法和图章，与

高兴替我们写字，这些字可能是他的绝

西画并列，是不是以身作则，
“沟通东

笔了。”第1届毕业生杨邦仪说：林学大

西艺术”？西方绘画的直面现实和视觉

“虽然很贫穷，但是却很乐观……说实

冲击，与东方艺术的借景抒情、蕴含品

在的，我对自己父母的印象都不及对林

格之间，各有特色，互通互补，互为借

学大的深刻”。

鉴。如林学大笔下“梅、竹、菊”等水墨
作品，形态各异，实际上是“正直”、

抹不掉的艺术关怀

师吴得先为地镌刻一方印章：
“丹青不
知老，富贵如浮云”，恰如其份地表达
了林学大的内心世界。1963年春，距离

长子林友民因参加地下抗日工作，被日
军强行带走，林学大营救不果。
“大约
一星期后，友民被日军秘密吊死，”林
友权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战后，
他据此创作油画《余悸》, 描绘当时的
情景，此画目前珍藏在马来西亚国家画
廊。据林学大友人，画家黄葆芳回忆：
“
那时，他住在桥南路中央警署后面小巷
里一间旧屋楼上，我每次前往探望他，
见他形容憔悴，精神不振，他说常常失

林学大受人敬仰，还因为家庭的极

眠，吃得很少，我虽加安慰，恐亦无济于

大不幸，没有改变他投身艺术的高风

事，心中觉得很难过。”或许，在三年八

亮节。据林友权回忆，林学大育有三男

个月的黑暗年代，只有绘画能带给他些

二女，率先来南洋开创艺术天地，在厦

微的慰藉。林学大的遗作中，有3幅作

门当教员的妻子随后带着襁褓中的弟

于那个年代，书法以寄意（1943），葡萄

弟、兄长、大姐，取道香港

以娱人（1944），菊花以明志。其中行

来 新，
“母 亲在港感染肠

草《李白子夜秋歌》：
“长安一片月，万

炎，未得到适当照顾，不幸

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在医院病故。哥哥只身续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忧国忧民和

程赶赴新加坡，大姐带着

渴望和平之情，跃然纸上。战后，林学

幼小的弟弟回到厦门。不

大着手复办美专，精神上有了寄托，工

久日军轰炸厦门，一家逃

作上也干劲十足，诚如陈世集所说，他

往鼓浪屿。由于日军铁蹄

“为了春风化雨，百年树人而刻苦奔

逼近，鼓浪屿非久留之地，

波”。

“气节”、
“清高”等品质的写照。
第四，林学大的知己、美专中文导

日占时期，林学大毅然停办美专。

他们历尽艰辛，从海路前
往新加坡。”林学大夫妇
几乎同时间在颠沛流离中
染病，一个死里逃生，一个
撒手尘寰。鹣鲽情深，妻
子之死，对病体恹恹的林学
大是刻骨铭心的。他在《本
校创办经过的回忆》一文中
写道：
“余一时悲疚难名，
痛不欲生——经过此次打

美专与南大，在许多方面确实很相
似的：两者都有理念，都得不到殖民
地政府的承认和资助，都为社会造就
大量人才。但是，两者的命运又何其不
似：一个在磨难中延续下去，一个在万
般无奈中黯然消逝。如果说南洋美专是
侥幸生存下来的，那么南洋大学的命运
又何其不幸！
作者为怡和世纪编务统筹

击以后，余对世间的一切，
即无所留恋，惟常自勉，愿
林学大校长为美专第22届毕业刊题词，相信这句发自他肺腑之言，
是林学大的书法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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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雪飞芳树
缅怀新加坡中国银行首任经理黄伯权

柯

木林主编福建会 馆出版

为驻美、驻英外交官。可谓一门俊彦，世代书

《世界 福 建 名 人 录·新

香。值得一提的是，黄遵宪是光绪二年（1876）

加坡篇（1819-2012）》以籍贯（祖

举人，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曾

籍）地域观念为根据，收录了过去

任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

100多年来新加坡闽籍155名列传

坡首任总领事（1891-1894），被誉为“近代中

人物、429名列名录人物，是一本记

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载福建族人对新加坡社会发展所
作出的贡献的史料性书籍。在书里
14位列传金融界人物中，中国银行
新加坡分行（简称星行）副经理高
维廉（1902-1956）以银行家列传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黄伯权肖像

第229页）。但为人所不知的是，其

上司是星行首任经理黄伯权，因为他祖籍不
是福建而未能收入。最近作者参与《中国银
行福建省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写工作，对
这位祖籍广东梅县（今梅州市）、在中国银行
厦门分行（简称闽行）和星行任职21年的黄
伯权经理有些认识，他为福建与新加坡金融

╱ 文  : 黄清海

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其
作品《茶壶回文诗》盛传于世，因此，值得补
上一笔。明年是黄伯权去世50周年纪念，以
此文缅怀这位国际银行家、星行首任经理。

源远流长的家学底蕴
黄伯权（1884-1965），原名秉枢，字伯

上海洋务局拜见大伯父时，大伯父教之：海禁
大开，洋务日重，不如多学英文，将来可担大
任。在大伯父指教下，他在外国人所办的英
文学馆学习英文。日后他因精通英文入中国
银行任要职，实得力于大伯父之指点。1902年
（19岁）冬，他受大伯父指点，开始马来半岛之
行，游槟榔屿、经雪兰莪、过新加坡，历时1年，
使其大开眼界，对南洋各地风俗民情有了初步
的认识，为日后在南洋开展银行业务打下良好
的基础。回国之后，他决心出洋留学，1904年
春在广州应考留学生获取第一名。经请示大伯
父，认为宜往日本，按部就班接受日式教育。在
《黄遵宪致黄伯权书》中写到：
“能往东洋，学
伴较多，又可兼汉文、和文，余以为往日本最
好，但不知能自主否耳？ 汝家均安好。……三
月二十五日。”1907年其父被派任日本东京中
国公使馆商务委员，他随之东渡，先学习日语，
后考入早稻田大学，专修商科。

权，家名履通，出生于广东梅县。1930年任

父亲的经济才干和大伯父的政务诗文，对

闽行经 理 后，以字代名，同时采用英 文名

他的成长过程影响极深。他晚年自署“赖伯

“PARKCANE C. HWANG或PARKCANE CHU

陶”，即意谓自身的成长过程全赖伯父陶冶。

HWANG”（见图示的签字样）行世。他出生
在一 个官宦书香家庭。少儿时，父亲遵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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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9岁开始接受旧式的诗文教育，13岁在

有奉献银行事业的专业精神

（1858-1917，字牖达）是广东省乡试举人，

1913年获得商学士毕业后，得到梁启超

祖父黄鸿藻任广西思恩府知府，大伯父遵宪

（1873-1929，时任司法总长）的提携进入广

（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则

州中行，至此，即以银行为终身职业。先后在

汕头支行、香港分行、总管理处、哈尔

开业当天到行祝贺的各界人士有1千多

在任职期间，每当与军政各界交涉，都

滨分行、厦门分行、新加坡分行任职，

人，英国驻新加坡空军特派九架飞机

能做到不卑不亢，爱行护行，坚持职业

直至1949年8月退休，奉献中行事业

在星行上空盘旋三周表示祝贺，可见当

操守。他对同事非常关怀爱护，且做到

36年。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并富有传

日盛况。

公私分明，任人唯贤，颇得同事拥戴。

奇性，体现了一位银行家的敬业精神。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星行

他的外甥张纪歆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
入厦门中行，后调到星行，多次有空缺

1914年冬，他被任命筹设汕头中行，

当时以新加坡势难久守，决定北迁印

并任该行国库主任。当时，他以流利的

度。在迁往途中，他所乘的轮船被炸

职位时，张君均未能补升，表示不满。

外语，直接与汕头海关当局交涉，并顺

损，滞于巴城，而局势日蹙，即转轮赴

他说：
“当日已先声明，你如入行，必会

利地从日人台湾银行争回代理海关收

澳洲，船又被击沉。他在海面漂流28小

吃亏。当日你已明白，为何现又出此怨

税权而名声大振。

时后幸而遇救，逃难至西澳柏斯，后转

言？”他退休后，张君不断升任，1965

到堪培拉。他并不灰心丧气，而是即与

年任职星行副经理。

在汕头任职期间，由于通晓日语、
英语，熟悉洋情洋务，兼具良好的教育
背景，在当地上流社会颇有知名度。
驻汕头的广东省潮梅 镇守使刘志陆
（1890-1941）将军，多次委托他与日
本领事馆代表谈判交涉各项事务，每
次收获必佳，颇得赏识，刘君遂再三劝

当地政府接洽，在雪梨（今悉尼）分设
经理处。之后，他经印度返回重庆总

具有中西文化的国际视野

处述职，时值战事方殷，内外交通阻

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具有中西文

绝，难以兼顾闽行，便呈请总处辞去兼

化的国际视野，能够很好地为中行、为

职。总处直至1944年4月才命他专任星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杰出贡献。尤

行经理。

其是在中国全面抗日之后，他奉总处之
命，在短时间内，先后在英、荷两属殖

请他辞去中行职务加入刘幕府，然他

日军投降后，他奉命带领星行同仁

不为所动，多次表示愿终身服务中行。

筹办复业事宜，星行于1945年12月3日

潮汕铁路公司董事长张公量，系客家

顺利复业。之后，为战后南洋各分支行

人张氏财团张榕轩、张耀轩族人，与黄

恢复业务，竭尽全力。1949年秋，已届

伯权来往甚密，结为知交。张君对他的

65岁的他因操劳过度，右眼白内障程

他善用语言天赋，并由此极力地推

学识才干颇为心仪，力劝他辞去中行职

度加深。为医治眼疾，他申请退休，赴

进中行南进计划，开拓新加坡等东南亚

务，加入张氏财团，也为他所婉辞。之

美国医治。1965年9月27日在新加坡寿

地区业务，成为福建与东南亚地区建立

后，他往南洋考察时，张榕轩、张耀轩

终，享年82岁。

银行业务网络的奠基人，是名副其实的

二君意欲延聘他入股加入铁路公司，
亦为他婉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
理陈光甫(1881-1976)曾劝他辞职，加
入其银行，他不为所动。以上各例，足
见他尽忠职守。

他 坚 守 终 生 对 银 行要忠心的 信

民地及澳洲设立多家分支机构，力争
侨汇，推销公债，协助抗战，表现出一
位职业银行家的爱国热情。

国际银行家。

念，对处理许多重大金融事件时俱能

他积极向上级建议推进南洋业务，

秉公办事，维护中行利益，如对哈尔滨

借以加惠于侨民，得到了上级的嘉许和

分行马子元一案的处理便是明证。他

采纳。1918年他奉命前往南洋英、荷各

1928年4月调任闽行副经理，1930年
1月升任经理。他锐意兴革，废寝忘食，
使业务蒸蒸日上。1930年10月发行的中
国银行厦门地名国币券上有他和张嘉璈
的签字样。这在中行钞票发行史上作为
省级行经理的签字并不多见。
1 9 3 6 年 初，他 奉 董 事 长 宋 子文
(1893-1971)之命重渡南洋筹设星行。
同年6月15日星行开业，他兼任经理，并
奉派高维廉任副经理，主持星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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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考察当地经济金融情况。1928年中

新模式，即在南洋以新加坡为中心，在

国银行成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大力开

主要华侨商埠发展委托代理汇兑银行，

拓海外业务。1932年，他随同总处张嘉

广招民信局作为特约代理收汇庄号，在

璈总经理和粤行经理赴曼谷、新加坡

国内侨区添设分支机构，增加便利侨汇

调查侨汇情形，复拟筹设新加坡分行。

服务项目，发展完善收解侨汇网络。

当时正值马来亚主要物产胶、锡跌价，
工商业均受影响，又遇和丰银行发生
挤兑，新加坡华商、和丰、华侨三家银行
正谋合并、改组，新设机构尚非其时。当
时，中行宣布对于合并后的华侨银行予
以无限制之支持，并极力地帮助和支持
和丰银行平息了挤兑风潮。中国银行既
对华资银行的扶助，也因此与新的华
侨银行成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借以帮同
推进星洲之侨汇业务。回国后，在闽行
研究吸收华侨汇款、开拓国际汇兑的

深厚的古文学涵养
他自小学习旧式诗文，有着深厚的
古文学涵养。1950年夏，他返回新加
坡。之后，他退而不休，孜孜不倦地搜
集整理出版黄遵宪的遗著轶文。如黄

抗战军兴以还，筹设机构，举办推

公度手书《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碑

销公债，广募救济捐款，他都不遗余

阴志，就是他首先摄影携回刊布于世

力。他积极地在南洋筹设分支机构，先

的。1957年，他托友人黄嗣庚手抄《日

后马来亚之槟榔屿（1939.11.20经理处

本杂事诗》定本（光绪廿四年长沙印行

开业）、吉隆坡（1940.10.14经理处）、

的第九版），以《人镜庐诗文集第一种》

怡保、芙蓉、峇株巴辖、荷属巴达维亚

为名油印出版，书末附录遵楷先生所撰

（今雅加达）、泗水、棉兰及澳洲之雪

《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是一部研

梨等开设分支处，并兼任槟榔屿和吉隆

究黄遵宪、遵楷兄弟珍贵资料。新加坡

坡经理处首任经理，成为身兼四个行经

《南洋学报》出版《黄遵宪研究》专号，

理之人。这在中行100多年的历史上是

其中许多资料得自于他。他作为一位银

少有的。与现在的中国银行相比，从另

行家，能为历史学者提供保留珍贵的华

一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银行人才

侨史料，殊为难得。这既反映了他具有

的缺乏，特别是像黄伯权这样具

深厚的古文学修养，也体现出他对祖

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的奇缺。通过
这些机构，创办外币购存国币办
法，大量聚集海外游资，筹措
抗日战争亟需的包括侨汇在内
的外汇资金，直接支持了中国
抗日，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国文化事业的贡献。
他公余之暇，常临池自遣，其诗文书
法精绝。广为盛传的是他的《茶壶回文
诗》。在现今福建茶叶店的包装用具、
茶楼的用具用品上常印制这首诗文：
“落雪飞芳树，幽红雨淡霞。薄月迷香

值得赞赏的是，他以身

雾，流风舞艳花。”这首诗用20个字的

作则，在星行努力推销“自

回文诗颇为神奇，正着读、反着读，循

由公债”，将自己私蓄现金

环可以有40种读法，可以成40首诗，值

购买公债，并且教导长子

得仔细品尝。如从第二个字读起，这首

延康，谓此乃国民天职，

诗就成为：
“雪飞芳树幽，红雨淡霞薄。

吾买此公 债，并非为投

月迷香雾流，风舞艳花落。”依次解读下

资生利，目的乃是捐款

去，直到最后一个字，仍可成诗！共有

救国而已。
1943年7月，总处

20种读法。如果反过来读，结果和正读
一样，也有20种读法。

（重庆）组设“复员计

文如其人，优美的诗文，造就了他

划委员会”，特委任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种错综复杂

他为副主任委员。

的社会环境下，能运筹帷幄，应付自如，

可见他作为推动东

施展才能。

南 亚 地 区中 行 业
务的领导作用之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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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侨批收藏与研究者

广帮先贤会馆留墨宝
╱ 文  : 区如柏

兼说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人生

辛

亥革命与民国初期的显赫人物当中，

交家。伍廷芳（1842—1922）在新加坡出生，年

有不少广东人。他们当中有一些曾陪

幼时跟随父亲回广州生活，1856年到香港圣保

同孙中山南来宣传革命，如汪精卫与胡汉民，

罗书院读书，17岁毕业，成绩优异。离校后在香

有的还是在新加坡诞生，如伍廷芳。

港高等法院和地方法庭当翻译。1874年留学英

这些人来新加坡一定会找他们的同乡争
取支持，而他们所属的会馆如中山、三水、番

国修读法律，成为第一位取得英国律师专业的
中国人，也是香港首位华人律师。

禺及冈州会馆都是在清朝年间成立的老会馆，

1882年他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幕僚，多次

可惜因会所搬迁及日本占领时期（1942年2月

参与清政府的外交谈判。辛亥革命时他被推

至1945年8月）不敢保存历史文物、文献等。至

举为起义各省的外交总代表，以革命军代表参

今，只有冈州会馆和番禺会馆保存了少许珍贵

加南北议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出任司

的文物、文献。

法总长。伍廷芳后来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军政
府，任外交部长，1922年任广东省长，同年6月

伍廷芳、伍朝枢简介

病逝，终年80岁。

冈州会馆是广东新会人的同乡组织，伍廷

伍朝枢（1887—1934）在天津出世，10岁起

芳与伍朝枢父子是广东新会人，同是著名的外

便随父亲伍廷芳到外国。1908年获得公费赴
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考获法律学位，也取
得律师资格。1912年他回国任湖北都督府外交
司长，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他受委为“洪宪
政府”参议员。然而他不支持袁世凯称帝之举，
提出辞职不获批准，最后请假回返新会乡下。

伍朝枢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19年1
月18日开始，参战的英、法、美、日、意等27国
在巴黎举行会议，英、美、法、日等国都在盘
算着自己的利益，会议进展缓慢，至6月28日才
告结束。
中国是属于战胜国的一方，德国是战败国
的首领，理所当然地以伍朝枢和王正廷为首
的中国代表团要求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山
东省）的权益归还给中国，但是同是战胜国一
方的日本却要求和会将该权益转让给日本。
当时日本的国力超越中国，与会的国家（主
要是英、美、法）在扶强不扶弱的共同利益的前
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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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长远散发新会乡亲的团结精神
与浓厚情谊。
伍廷芳既是在新加坡出世，他曾否
与冈州会馆有过联系？虽然这方面没
有文字记载，不过从会馆一楼礼堂的
“昭远堂，张之洞题”的牌匾看来，伍廷
芳的足迹隐隐可见。
张之洞（1837—1909）是贵州人，曾
任湖广总督多年。伍廷芳是晚清的外交
家，可以推测他和张之洞应该是官场
朋友，因而请他为自己的同乡会惠赐墨
宝。张之洞于1909年逝世，
“昭远堂”
牌匾应该是在1909年之前所撰写的。
那时候冈州会馆馆址在豆腐街，1925
年搬迁至现址时才把“昭远堂”牌匾
提之下，否决了中方的要求，将德国在山

有一颗子弹飞射过来，另有两枚土制炸

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弹被扔出且爆炸，子弹击中林文庆的脸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丧权辱国
的消息告诉学生，于是爆发了轰轰烈烈
的“五·四”运动。虽然北洋政府大总统
徐世昌命令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的
山东条款上签字，但是在国内民众的强
烈反对之下，代表团拒绝签字，伍朝枢
悲愤地说：
“弱国无外交”。
伍朝枢一生在动荡不安的政治舞
台上周旋。1926年蒋介石与汪精卫、胡
汉民对立，伍朝枢选择支持汪精卫与胡
汉民。1927年他出任南京的国民政府外
交部长，此后他致力于向各国政府提出
废除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
求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撤销领事裁判
权等。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舞台上，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既得

颊，伍朝枢迅速跳上停留在对面的一部
车子逃离现场。过后才知道，凶手想暗
杀的对象其实是伍朝枢（详情见《怡和
世纪》第21期《被遗忘的枪击林文庆
案》一文）。

移入新会所。

胡汉民、黄遵宪也留有墨宝
胡汉民（1879—1936）是广东番禺
人，曾来新加坡多次。番禺会馆成立
于1879年，会址在海山街，后来购置新
桥路281号的地段重建会所。新会所
于1921年竣工，1922年开幕，胡汉民为

伍朝枢不属于蒋介石派系，在政治

新会所亲撰馆名“番禺会馆”，上款写

舞台上并不顺利，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下款写邑人胡汉

的理想因国家虚弱而无法实现，心情忧

民题”。

郁，于1934年逝世，终年还不足47岁。

伍朝枢为冈州会馆手书匾额
坐落在新桥路321号的冈州会馆会
所于1924年竣工，1925年5月3日举行开
幕仪式。会馆正门的匾额“冈州会馆，
民国十三年重建，邑人伍朝枢书”为伍
朝枢亲笔，馆名匾额的两侧另有一对

海南会馆礼堂也有一对先人墨宝，
那是晚清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
（1848—1905）手撰的对联：
“入耳尽
方言听海客瀛谈越人乡语，缠腰数豪
富有大秦金缕拂蒜珠尘”。这副对联可
惜没有上款，下款写着：
“总领事黄遵宪
敬题”，并盖上总领事印及黄遵宪印。

对联，
“新建共和合群爱国，会开众议

我国社团会馆历史攸久，向来喜欢

广益集思”，也是伍朝枢亲笔题写的。

恭请名人雅士为其手书馆名匾额或亲

1928年，伍朝枢、胡汉民和孙科一

上下联以祖籍家乡的名称为首，上联喻

笔题字留念。这些墨宝实乃珍贵文物，

同来新加坡，2月8日中华总商会在会所

意同乡们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政

在很多社团会馆处处可见，希望各方善

欢迎他们，可是胡汉民与孙科有其他活

体，团结爱国，下联喻意大家凡事开会

加保护。

动而缺席，只有伍朝枢赴会。散会后，林

讨论，集思广益。这幅深具历史意义的

义顺、林文庆等陪同伍走出大门，突然

匾额与其两边的对联是冈州会馆鲜明

利益，他的努力都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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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张春田
与新加坡的渊源

新
╱ 文  : 何乃强

加坡武吉知马上段(俗称七条石)，

春田家境不错，有经济能力自费到美国求学，

有一条叫Chun Tin Road的街道，相

否则就是半工半读的学生。是谁安排他到美

信知道为什么叫Chun Tin Road的人不多。原来
它是以上世纪新加坡富豪张春田Cheong Chun
Tin（1834-1896）命名。
张春田是名牙医，早在1869年，在牛车水大

国去，则不得而知。
和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考获耶鲁
大学学位的同乡容闳（1828-1912）一样，张春
田是中国很早期的美国留学生。

马路（桥南路）开设牙科诊所，事业很成功，积

张春田是在1869年来到新加坡开牙医诊

聚可观的财富，”医而优则商”，购置不少房地

所，被誉为新加坡合格牙科医生之第一华人，

产，俨然是个富甲一方的富豪企业家。

这些是有明确记录在马来西亚卫生部出版的

张春田原名张隆康，祖籍广东中山(旧称香
山）前龙村人，在香港出生。
他精于音律，是个琵琶好手，也精于武术。

History of Dentistry in Malaysia 等刊物。
张春田是很醉心武术的。他也在工余去
教导武术。

根据张春田曾孙张伯炎医生给我的家族记录，

中国人一生有三个或以上的名字：出生后

张春田曾因比武伤人，为了逃避仇家报复而不

取“名”，成年后或成婚时取”字”，进入社会

得远走他方，乘搭平底帆船，到美国三藩市求

后又改名叫“号”
（有人称“书名”
“学名”）。此

学去，后来毕业于美国三藩市牙科学系。

后别人就以“号“称呼他。对于春田这个名字，

对于张春田的史料，如他的家世和出身，

我感到好奇，三藩市有Springfield（春田） 这

名、字等等，是值得研究探索的。在他那个时

个地方，是不是他为了纪念自己曾在那里学习

代，能够出国留学的人，简直是如凤毛麟角，

或居住过，而改号为“春田”。

当时清朝政府还没有官费派送学生留学（一

在专业上，张春田享有盛名，1893年在芝

如今日的政府奖学金保送出国留学），猜想张

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比亚牙科大会，他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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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峡殖民地的名誉会长（赞助人）。

大马路的店铺门牌是在1930年初

我也更想知道，张春田是广府人，来到

重新排过，之前店铺门牌号码也没有以

新加坡，应该会有和其他的广府侨领

单、双号各分一边。1928年的《新加坡

一起共事，参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帮

各业调查》，桥南路27号店铺是陈氏家

助从中国南来的移民的各项工作，甚至

族的广安百货公司，位于霭仁桥（Elgin

被当地政府委任照顾华人事务要职，

Bridge吊桥）南端到北干拿路（North

为新加坡做出贡献，可惜却缺乏这方

Canal Road）这一段的桥南路，俗称漆

面的记录。查阅广府人创办的“广惠肇

木街，与牛车水毗邻。

留医院”的刊物，历届董事名录，没有

(同在1890写)。他们都称说认识张春田
有5-10年之久。
从这则广告知道，当时牙医是可以
刊登广告，而能够以英语和病人沟通,
在美国学医的张春田在行医方面占了
很大优势，获得很多外国病人的信任。
张春田的广告里面的一段文字，对
现代人来说是种族歧视，肯定会招来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从1869到1891

恶批。因为广告写着：
“有两间诊疗室，

这22年间，张春田牙医诊所是否一直

前头一间供欧洲人用，后面的让本地人

根据记录，1869年张春田是在桥南

在原地，也不知道这广告是不是一则

使用！”。不过那时候是殖民地时代！

路（大坡大马路）开设牙医诊所。至于

搬迁通知？因为广告有清楚写着：please

他何时来到新加坡，是从美国毕业后

note present address (请留意现在

回返中山，结婚生子，然后才来新加坡

的 地 址 )。既然有‘现在’，就有‘以

（他的大儿子张振南是1866年出生），

前’。

他的名字。

抑或直接从美国来新加坡？就没有明
确的记录。

那则广告显示，张春田是一位很有
名望、很了不起的牙医。令人刮目是里

一般人相信，他的牙科诊所是设在

面有名人推荐，赞扬他的医术，包括时

广府人密集的牛车水区。根据1891年1

任法官N.B. Denny（在1885年题写），洋

月9号当地英文报章一则广告，知道张春

病人 Alex J Gunn（在1889年写），R.W.

田的诊所设在桥南路27号楼上。

Munson, 以及另外一名洋病人A. Mac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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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的广告，赫然有当时富豪，
亦是牙医陆寅杰的广告，原来他的诊
所正好在张春田的右邻，是在桥南路
25号。
张春田有一妻四妾，有3子3女，长子
振南（1866-1924），次子振衡（张森？），
三子振东，生卒年不详。张春田亡故后
葬在中国。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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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是
舢
舨
还
是
游
轮

新

加坡是舢舨还是游轮？这个有趣的

而一般乘客所走不到的地方还有机房、船

话题，前不久曾在舆论界掀起一阵

长驾驶室、物料舱、船员住宿舱、锅炉房、厨房

小小的涟漪。
事因本地英文作家许木松在海峡时报撰

大海航程上，你可以参加各类知识性、教

文，提到新加坡政府领袖长久以来将我们的国

育性、艺术性的讲座或工作坊，可以观赏丰富多

家比喻为一只小舢舨，在环球激烈竞争的的狂

彩的文娱表演，或是无所事事凝望茫茫大海，

风巨浪中极容易翻覆，所以我们必须永远小心

乘风破浪里沉思默想。船上还有医务所，有专

翼翼、努力不懈一桨一桨向前划行。

职医生和护士值勤，全天候提供医疗服务，乘

但许木松认为，这样的比喻已经过时。以
新加坡目前的国力特质和发展情况来看，我们
更像一艘大海上平稳航行的小游轮。

（Cruise to Nowhere），乘客可选择入住拥有
私人阳台的房间，也可选择不设窗户但比较经
济的船舱。船上提供丰富多样化、随意任吃的
自由餐，也有需预先订位的精致餐饮。餐厅、咖
啡座、酒吧、舞厅、剧院、赌场、泳池、健身房、
商场、图书馆、游乐场，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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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中老弱病残都可安心得到照顾。
游轮吨位巨大，功能超强，海上平稳航行，
乘客们对掌舵船长都充满信心。每一趟起航
前，游轮上一切的营运和管理都经过精心策

这 艘游 轮上有各种最 先进和高科 技的
设施，无论是远洋航行或是参加周末海上漂

╱ 文  : 刘培芳

和储存量超大的粮仓等等。

划和周详筹备，由层级分明、训练有素的船员
为乘客提供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许木松认为，我国已不再是小舢舨，应该
把过时的舢舨比喻、狭隘的目光和小家子气
心态淘汰，一并沉入海中。在前行的航道上，
我们应该做的是不断加强游轮的功能、提升
设施，并努力拓宽视野，向全球进发，航向世
界各地的港口。

文章发表时，李显龙总理正在访问

其实，若把我国比作游轮也没什么

远是舢舨，哪怕是艘升级版的。因为即

法国，他对随团记者说，读了许文，他

不对。经过这些年的奋力发展，新加坡

使装上电动引擎，舢舨的性能和格局也

一时看傻了眼。
“一旦新加坡人觉得自

在基础设施和各大领域的建构，已经

实在是太小了，它不可能远渡重洋，迎

己是在一艘游轮上，就会以为正在度

出落得见现代化国际大都会所要求的标

向惊涛骇浪，经不起暗流、突礁和险

假，饮食起居一切有人照料，凡事一帆

准。而一艘游轮能在大海上航行，要抵

滩，更别说遭遇雷电交加、暴风骤雨的

风顺，那么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挡得住风高浪急，也不是毫无风险的。

恶劣天气了。

他还说，虽然我国已不像 从前那

没有足够精明睿智的船长和水手、高精

是的，我们不应好高骛远、自视过

准的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不可能完成安

高，我们有身为小国的自知之明，与全

我们并非毫无能力保卫自己，但为了更

全航行任务的。百年前的承载着2200名

球广结善缘，但我们无需妄自菲薄，应

好的生活，新加坡人仍需勤奋工作，不

乘客与船员的海上巨无霸“铁达尼号”，

该抛弃自卑自怜的心态和目光短浅的

断努力。新加坡不是游轮，而是Sampan

也会出乎意外地撞上冰山而沉没。

小器量，拓展视野，放眼天下，以壮志

么贫穷，但我们的国家还是小的，虽然

2.0，一艘升级版的舢板。

几年前，我也曾经乘搭一艘超级游

和雄心鹏程万里，迎向未来！

尽管新加坡已从发展中国家晋升为

轮，和2000多名乘客同船去了一趟阿拉

试想，新加坡虽是蕞尔小国，但对

发达国家行列，尽管我们在各个领域的

斯加之旅。但尚未启航，我便在离岸港

外贸易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0

表现经常领先许多国家，在各种国际排

城温哥华得了风寒，咳嗽不止，于是便

倍，这个数字对世界超强或一般国家也

行榜上亮出优异成绩单，但我们的政府

在船上看了医生，看诊的一组医护人员

许意义不大，但对是我们自己来说，却

领袖还是时时警醒国人居安思危，提高

非常细心，照X光打针吃药，很快便康复

是发人深思的，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个他

警惕。以舢舨自比是要紧记自己天生的

了，但账单竟是600美元！

人眼里的“小红点”，为什么集装箱码

局限，所处身地缘政治环境的脆弱性

这就是所谓豪华游轮的消费水平，

头搬了又搬，扩建再扩建？为什么机场

和敏感性。我们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

幸好过后都从旅游保险中索回赔偿。行

航班站建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高速公

一切都只靠人力和脑力，还得大量依

程上确实有多样化的岸上观光选项，包

路、地铁站、巴士、的士永远嫌不够？

赖客工和外来技术专才，因此，无所不

括冰川游览、鲸鱼、鲑鱼或黑熊猎奇等

在的危机意识应该是我们国民性格和

等，但都须另外收费，而且十分昂贵。

整体心理结构里所不可或缺的特质。

面对当前波诡云谲错综复杂的国
际与区域环境，新加坡自身的格局已

想来，当前岛国生活情况也大致如

经不可能是条舢舨了，要保证国家持

所以，新加坡应该是游轮，抑或依

此。当然丰俭由人，你可以花数百至上

续繁荣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装备精

然是舢舨？这个话题忽然间引来一阵

千元享受二人佳肴美馔，也可花费仅仅

良，同时提高警惕，站稳脚步，齐心协

讨论。不少人赞同李总理所言，认为新

十元吃到相当满意的一餐。

力而充满信心地，昂首航向充满未知

加坡是条升级版舢舨，而支持游轮说
的也大有人在。还有网民自嘲说：
“我们
付钱买了超级游轮的船票，不料乘坐的

如此说，我们可以是游轮，但不时
也得准备双桨划舢舨。我们不可能永

的浩瀚大海！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却是舢舨！”
联合早报记者何惜薇则有一番妙
语，她说新加坡其实像一只鸭子，水面
上看来似乎悠然自得，其实水底下的
双蹼可划得辛苦，一刻也闲不下来呢！
这个“鸭子”比喻，我挺喜欢，这确
是相当贴切道出岛国的生存状态。为了
争取美好舒适的生活，人们必须非常
努力、非常拼搏。活像鸭子游水般，肉
眼看得见的表面优雅自在，看不见的内
里却极辛劳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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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与“贫穷线”
前

些时候，
“幸福感”和“贫穷线”成了新

应当考虑到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政绩，如此才

旧媒体热议的课题。

能较持平地就事论事……”，其用心不可谓不

先是“幸福感”的议论。事缘台湾《远见》

╱ 文  : 辛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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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苦。

杂志、新加坡《联合早报》和报业控股市场部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大学

等机构对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四地

新跃中华文化中心主任在《远见》和《联合早

华人展开一项调查，结果是新加坡人的“幸福

报》言论版同时发表的《朋友，你幸福吗？》

感”最高。在接受调查的4地大约4000名人士

一文中，有其独到的见解：
“这项研究结果让

当中，新加坡以平均支持率43.1%, 勇摘桂冠。

新加坡人喜出望外，同时又半信半疑。因为在

叫好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异议者亦有之。主

过去几年，几项有关‘幸福感’的调查中，新加

办方之一的《联合早报》在社论中提醒国人“身

坡的成绩并不光彩。”他列举了2012年英国的

在福中要惜福”、
“对任何政策的不满和批评，

一项相关调查，新加坡名列第九十，同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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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在140个国家进行调

识别处境堪忧的家庭和检视国家扶贫

所点明：政府“舍易求难”，有些人因为

查后发现，新加坡人情感指

脱贫的绩效；他们问：既然连香港都实

种种原因，并不知道方案的存在，或是

数位忝居末座，被冠以“最

行了，新加坡怎能落在人后？

不懂得求助门路，
“这才是我们必须攻

冷漠”之称号。

反对者的论点是：贫穷现象极其

克的难关”。

在民间，有人以为“幸福

复杂，一刀切一条线不适用于新加坡，

现在总算明白，那些放弃“千层糕”

因人而异，新加坡接受调查

并列举纽西兰和加拿大都不设“贫穷

而一味追求“一条线”，是“舍难求易”

的800余人当中，略过半拥

钱”，以加强论据。
《联合早报》社论更

者的平庸之见，与“舍易求难”者的深

抱了幸福，难道我们当中大

是底气十足：
“划一条线，带有主观的

奥智慧，相距何止千里！或曰：
“简”有

多数人会应声起舞吗？”也

成分，无法照顾周全”，那是简直单处

“简”福，日前遇到一名香港友人，都72

是在《联合早报》言论版，

方，
“舍难求易”，我们“更加需要的是

岁了，劳碌一辈子，居住问题虽已解决，

一位作者这样写道：
“我们

智慧和具体方案”。

日常生活却得靠政府每个月往她的户头

不再幸福，因为我们并不在
意幸福，而将诸多与幸福并
不完全等价的东西如所谓5C
（汽车、公寓、信用卡、现
金及事业）来衡量幸福的标
准，这样 就在 追求幸福的
道 路上南 辕 北 辙，愈 行愈
远。”

主张划线一方不甘示弱，他们参照
香港算法，提供大量数据，尝试把新加
坡的“贫穷线”订为家庭成员每人每月
平均入息$952元，或者是扣除公积金
之后的$650，与时下的$500至$600元凡
知不谋而合。换言之, 四口之家的“贫
穷线”介于每月净收入$2000至$2400
之间。反对方认为此举无法“反映贫困

一桩“幸福”事，却招

家庭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致几家欢喜、几家疑虑、几

主张采用“千层糕”式的相应复杂的援

家非议，究其原因，想必是

助体系，其中包含多种而全面的方案和

不同处境、不同视角使然，以致对调查

手段。他们在《“一刀切”与“千层糕”

动机、方式和结论的诠释产生分歧。

之外的问题》一文中，把政府的意图

只不过，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今

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我国社会特点是

改念“幸福经”，这本身就很不寻常，

自力更生与家庭支持，只有个人无能为

耐人寻味。

力，家庭爱莫能助时，政府才会伸出援

一经未息，一经又起。
“幸福经”犹

打款2300元（港币），直到终老为止。我
问是不是子女（她有一男一女）供养不
起，她说不是，其他满70的老人，也和她
一样享有高龄补贴。果真如此简单，
“老
有所养”，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未尝
不是一剂“攻克难关”的处方。也许，我
们需要的是简易快捷有效实惠的处方，
为无助老人、不幸者和特低入息者带来
温馨、安全、自信和自尊，一刀切也好，
层层剥也好，只要吃起来津津有味，则
何乐而不为！有那么一天，新旧媒体联
手展开全面而透明的调查后，发现社
会底层原来不乏“幸福感”（他们的幸
福门槛其实很低），那么与此相关的一
切争论，也就显得无谓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手。”或许问题正像《联合早报》社论

在耳际，却陡地掉入“贫穷经”的乱象
中。
“贫穷经”其实是“最低工资”和香
港设定“贫穷线”的后续，之前既未加
入“最低工资”行列，当然也不能期望
会在“贫穷线”的问题上偏离“智慧”。
一时之间，围绕“贫穷线”的争论沸沸
扬扬，新旧媒体壁垒分别，论者各执一
词，旗鼓相当。
“贫穷线”的拥护者认为这是大多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简易快捷有效实
惠的处方，为无助老人、不幸者和特低
入息者带来温馨、安全、自信和自尊，一
刀切也好，层层剥也好，只要吃起来津
津有味，则何乐而不为！

数国家遵行的国际惯例，新加坡因时因
地制宜，作出调整并采纳是必要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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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肖像

前
╱ 文  : 庄永康

些时候，在母校中四校友欢庆五十

我们这批华校生，1960年刚上中学的时

周年大团圆的讲座上，为大家讲了个

候，翻开《中华文选》的第一课，迎面而来的

《中华文选与五四人物》的题目。我列举五位现

就是这篇纯朴无华、读后难以忘怀的散文。

代文学家，概述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后世的

那是巴金（1904－2005）的《繁星》。当时还死

影响。其中，巴金和老舍曾经到过新加坡，且

背硬记他的作者生平：巴金，原名李芾甘，四

留下文字的记忆。今天看起来，尽管他们的逗

川成都人……

留是那么短暂，但却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对文
学，也对古早的狮城作一番省思。

坎坷无奈的巴金

《秋》，以及其他以反封建、破除迷信、追寻自
由平等为主题的小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
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巴金的创作热忱主要在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

青春的早年，1949年后基本上担当国家的荣誉

乡，六七月间的夜晚，在庭院中纳凉时，我最

职位，也由于曾经留法与留日，成为了文学外交

爱看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繁星。看着那星天，我

的偶像人物。

就会忘掉一切，仿佛就回到了母亲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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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凭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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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作家良知的巴金，曾

对巴金来说，那是地名在耳边不知

加坡之后，舒乙也盛情地给我寄来他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人道的迫害，

走过了多少次的“新加坡”，此时上岸前

著作《老舍》，以及台北中央日报他所

妻子萧珊因挺身保护丈夫而受伤残，

来一看的真面目。后来，巴金似乎没再

写的《再谈老舍之死》剪报。根据舒乙

及 后体弱离世。巴金活过百岁，但晚

到新加坡作客了，此间中国人（华人）、

的看法，以父亲的性格他是死于自杀。

年患有多种病状，表示“活得很累”，

印度人、马来人的影像，不知是否已在

要求安乐死。逝世后一年，在他诞辰

作家的脑海中定了格，或者早已淡忘。

一〇二周年之际，人们遵照他的遗愿
把他与妻子萧珊的骨灰同撒在海中。

老舍：死亡之谜

根据公开的资料，老舍是在1966
年8月24日“浮尸”北京太平湖，没有确
凿的证据说明他的死因，家中的亲人
也无从得知。肯定的是他死前曾受红

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館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满

卫兵批斗，精神肉体饱经蹂躏。老舍是

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迄今后者则仍

族，北京人。说实话，
《中华文选》没给

享有国际名声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他在

是他未遂之愿。

莘莘学子留下多少老舍印象，见面第一

“文革”爆发之初遇上的死亡，无论是

篇文章是讲济南趵突泉的，现在读起

自杀或他杀，都难以避免成为文明古

来也是普普通通的游记。这不能怪作

国的尴尬。

踏上新加坡八小时
中学时念华文，我是有点傻劲的。

家或编书人，因为老舍生平创作八九百

从“题解”中得知巴金的《繁星》与《海

万字（巴金也等量齐观），大都是长篇

上的日出》两篇课文出自他的《海行杂

小说，或大型的剧本。要摘他一两篇浅

记》，便一心要找这本书来看，果然在

白易懂又有“深刻内涵”的短文让中学

书局购得。书是由香港南国出版社印

生念，反而不是易事。

《小坡的生日》是件奇珍
老舍生平著作等身，题材也广泛，
无法一一概述。幽默、讽刺、冷峻的笔
法，是他小说戏剧的主要特色。众多巨

行的。海峡两岸关系仍然紧张的年月

本人的新闻工作生涯中，曾有两次

型作品当中，我认为有一本约六万字的

中，香港南国重印了不少中国作家早年

幸遇有关老舍的盛事。第一回是1986

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是很值得世

的著作。

年，新加坡艺术节，办来了北京人艺

人研究的。令我纳闷的是，1995年我在

《海行杂记》写于1927年初，素材是

（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两部经典，一部

上海买到刚出炉的《老舍小说经典》四

巴金乘船赴法途中写给哥哥的信，后改

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另一部

写为随笔集。这次海行最后的目的地是

是老舍的《茶馆》。我以海峡

巴黎，出发后不久，轮船便从安南西贡

时报双语版记者身份到场采

抵达新加坡，停靠了八个小时。巴金果

访，写下了中英文稿件。演出

然有写作细胞，半日的闲逛，让他拉拉

过后本地华语戏剧界意犹未

杂杂写了一篇千馀字的观感。

尽，合力出版了《北京人艺在

巴金眼中，新加坡并非繁华大都，
马路不怎么好，只是上岸时见到几条

新加坡》一书，我的华文稿也
选刊在内。

两旁有树木的道路，路中有印度巡捕

第二回是1996年，老舍

站岗，有电车、汽车和黄包车。中国人

逝世三十周年，联合早报来

在这里开店铺的很不少，印度人和马来

了一位贵客——老舍的公子

人也有些……

舒乙。他是中国现代文学馆

令巴金感觉有趣的，是“那些盘着

常务副馆长，前来讲解老舍

腿坐在货柜上戴着圆顶帽儿穿着白布

的文学特色，也提及老舍之

衣服围着红花布裙儿的黑脸马来人”，

死。我是早报的时事评论员，

他们高叫着Change Money……，
“头一

文学只是兴趣，为了一解老舍

摇一摆，黑脸上闪耀着两颗倒明不亮的

之死的谜团，当时与北京来的

星（狡猾的眼睛）。这简直是小丑了。”

舒先生打过一番交道。离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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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册（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并未收
入此篇。
这是老舍唯一在新加坡动笔（最后
两万字在上海完成）的小说；而深看一
层，这可能是老舍唯一一次以“温馨”
的笔调写出他的大同理想的杰作。
《小
坡的生日》成书的时间，在老舍创作生
涯中也相当关键，那是老舍在英国教学
五年之后，旅居新加坡之作。

1929年老舍在英国约满之后，学院
赞助他到欧洲大陆（主要在巴黎）游玩
三个月。在伦敦时，老舍的薪水微薄，
毫无积蓄，欧游之后，口袋只剩几十法

《猫城记》的，充满南洋热情色调的
《小坡生日》。
老舍自述，对新加坡，他原本充满
“社会批判”的想法，不齿白人的高傲，

郎。何去何从？这时的老舍，第一，钱只

痛惜福广两帮的不和，也瞧不起“马来

够到新加坡，第二，久想看看南洋，像

与印度人间的愚昧散漫”。
“可是，写着

康拉德那样找小说题材，于是坐了三等

写着我又似乎把这个忘掉，而沉醉在小

舱到新加坡下船。

孩的世界里，大概此书最可喜的地方就

听到新加坡生活的声音

作家曾把他开始写小说的经历，结

老舍是1929年秋动身前往南洋的，

集于《老牛破车》一书中（凑巧，我买的

档案资料中有一份英国税务局询问老舍

也是南国出版社印行的版本）。书中一

中国地址的记录，东方学院于1930年4月

系列文章都以“我怎样写XXX”为题，是

11日回信告诉税务局，老舍的地址为新

老舍研究的一手资料。

加坡武吉知马华侨中学。老舍在新加坡

老舍是在英国开始他的小说创作

找到教职，解决了生活问题，逗留有半年

的。1924年到1929年，老舍应伦敦东

之久。这时，他有感于华人的开天辟地、

方学院之聘，到英国从事汉语教学。

刻苦耐劳，想写一部南洋作品，歌颂“中

为了学习英文，他在这段期间猛读英

国人的伟大”。

是这当我忘了我是成人的时候……深喜
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时我已经
三十多岁了。”
据研究文学创作的行家透露，
“小
说艺术”独特的地方，是作家在书写的
过程中，小说中被描绘的主人翁都会向
作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另一把声音也
往往让作家修订原先预设的看法。文豪
托尔斯泰，便曾听到笔下的安娜・卡列
尼娜的哀号。可以说，
《小坡的生日》让
老舍听到新加坡生活里的声音。书中小

文小说。受了康拉德飘流小说的冲击，

不过，还好，老舍没给后人留下一

更由于读了两部“杂乱无章”的作品，

部120集的电视剧。由于缺乏社会调查

“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在“写就好，

的经费，没时间研究华侨历史，亦不通

管它什么”的心情下，开始了《老张的

晓福建话或广东话，老舍只能在授课

哲学》的创作。作品在中国国内的小说

之馀，立于门口，观察街上跑来跑去的

月报出炉后，又鼓励了他写《赵子曰》和

小孩。老舍的童心被触动了，完成了他

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说错一句话；大

《二马》。

既不悲惨如《骆驼祥子》、也不荒诞如

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

坡过年，是这么写的：
新加坡的人们，不像别处，是各式
各样的，以脸色说吧，就有红黄黑白的
不同……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唱着
笑着过年，好像天下真是一家了。谁也

苦，迎接新的希望……菩萨神仙过年不
过，我们不知道，但他们一定是抿着嘴，
很喜欢看这群人们这样欢天喜地，和和
美美的享受这年中的第一天。
老舍在《老牛破车》中也指出，写
这部小说给了他一点信心，即使用浅明
简确的平民文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
章。
“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
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
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
天晓得，如果海行途中巴金也能在
新加坡武吉知马华侨中学教上半年书，
他会不会写成一本《大坡的婚礼》？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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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shley Madison
想到“孟母三迁”
最
╱ 文  : 南治国

近，一个2001年创立于加拿大的以

政府的考量是新加坡需要一个亲家庭、

鼓励已婚人士进行婚外恋为目的的

遵守婚姻信誓的社会环境，如果任由“Have

Ashley Madison社交网站在新加坡掀起了不

an affair”成为已婚人士认可的“口号”，并允

大不小的“风波”，网站的两句广告词“Life is

许Ashley Madison网站为本地已婚人士提供

short. Have an affair”（我姑且把它翻译为

“出轨”的便利，久而久之，新加坡社会传统的

“人生苦短，偷情方无憾”）吸引了不少国人

“执子之手，偕子到老”的婚姻观必将面临严

的眼球，最后政府认为该网站违背普世价值，

峻考验，甚至有土崩瓦解之忧。新加坡人大概

不利于社会安定，明令禁止该网站“登陆”新

是最能“因境变色”的一群人，政府对此显然

加坡。纷扰了三两个月，人生依然苦短，没有

洞若观火。有些东西可以改变，但至少在眼

了Ashley Madison网站做平台, 想偷情的新加

前，家庭仍是新加坡社会的基石，任何可能动

坡人，大概还是有些不太方便。

摇家庭稳定的思潮或观念，即便是来自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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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对环境中的所谓“恶”的免疫力，孔夫子大概也是心存疑
虑的，所以，他说“君子慎独”：独处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道德本
色。
“慎独”固然重要，但作为社会中的人，更可怕的还是一种顺应
环境的“从众”心理，从众可以让所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去向恶，甚至
行恶。

新加坡人膜拜的“西方”，仍是政府所

了曾经不偷不盗的齐国人。楚王听后，

至200万。如果这样，不久的将来，对

不乐见的。

只好自我解嘲说，像晏婴这样有大智慧

台湾人最具灾难性的大概是这股源自

的人是不可以捉弄的，否则只能自取其

Ashley Madison的从众的“偷情风”，

辱。这个故事主要体现了晏子的机智善

而不再是任何来自太平洋的飓风。人

辩，但也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

人偷情，偷情就成了一种社会常态，不

我想到了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母三迁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

去偷情，反倒怪了。很难想象，那将是

详，讲的就是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关于人对环境中的所谓“恶”的免

为了让孟子有一个好的生活和成长的

疫力，孔夫子大概也是心存疑虑的，所

环境，孟母不惮其烦，三迁住家。孟母

以，他说“君子慎独”：独处时，最能考

这样看来，在处理Ashley Madison

的故事后来编入《三字经》，
“昔孟母，

验一个人的道德本色。
“慎独”固然重

网站入驻新加坡的问题上，新加坡政

要，但作为社会中的人，更可怕的还是

府的处理方式是有其正当性的。新加

一种顺应环境的“从众”心理，从众可

坡媒体发展局说，无视家庭和公共道

其实，环境不仅对儿童的成长产生

以让所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去向恶，甚至

德地允许Ashley Madison推广网站是违

影响，对成人的生活，也有不小的“作

行恶。譬如中世纪的欧洲，布鲁诺追求

反公共利益的，因此决定禁止“Ashley

用”，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真理，反对“地心说”，结果很多自诩

Madison”进驻新加坡，并将与网络服

春秋后期，齐王派晏子出使楚国，楚王

为高尚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视之为

务供应商携手屏蔽网站，阻断网民访问

想为难他，故意在宴请之时，让手下押

异端，将他当众烧死，社会舆论和环境

网站。政府的这种致力于维护一个亲家

送一个犯人从筵席前经过。楚王假装

的作用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庭、重婚誓的社会大环境的举措同孟母

择邻处”也就成了儿童教育中的一句
口头禅。

大声呵问，他的手下就回答说，押送的
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因而得意
地质问晏子：为什么齐国人总喜欢偷
东西？没想到雄辩过人的晏子，不慌不
忙，避席侃侃而谈：

有人说，那是发生在黑暗和愚昧
的中世纪，现代社会早已脱胎换骨，不
仅人对环境的免疫力增强了，人受环
境的影响也减弱了。我看未必。还是
回到我们的话题Ashley Madison网站。

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

这个网站创立才12年，用户已逼近2千

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

万。Ashley Madison近期进入台湾，据

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网站创办人Noel

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

Biderman宣称已有数十万名台湾人试图

善盗耶？

加入会员，Noel Biderman还直言台湾是

齐人在齐国长大，不偷不盗；到了楚

一个巨大的“偷情”市场，商业潜力巨

国，即偷即盗，晏子的逻辑不言自明，是

大。网站宣称3个月内即可在台吸收100

楚国的水土，也就是楚国的环境改变

万会员，争取在一年内将会员人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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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一个社会。

三迁其户的苦心是一致的，在当下，也
是值得嘉许的。只是在新加坡这个“西
风”劲吹的小岛，我们已经在太多的方
面向“西风”缴械投诚，譬如我们的语
言、我们的赌场，对Ashley Madison这
股“西风”, 我们挡过了一时，但又能抵
挡多久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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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AROO ISLAND
Package Includes:
• 3 Nights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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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ull Day Kangaroo Island Tour
• SIC Return Airport Transfers • Half Day Cit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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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 Biking

Marron

Little Sahara

KANGAROO ISLAND

Stop for lunch at Stokes Bay’s
Rockpool cafe and enjoy a glass of KI
wine and a platter of seafood or fresh
water marron. Local produce is featured
on menus across the Island, from all
day breakfast menus through to lunch
and dinner. No doubt a haven for
seafood-lovers.
While indulging for a day or two…
experience the freshest with the
milking of sheep at the Island Pure
dairy, sample Clifford’s famous honey
ice cream and later pick out your
own lobster direct from the Ferguson
family’s fishing depot. To enjoy jawdropping ocean views that are perfectly
matched with stunning local produce
platters coupled with wine pairings,
dine at Dudley Wines or Sunset Winery
cellar doors. .
With so many amazing discoveries,
Kangaroo Island invites you to
experience the love of the earth, sea and
sky, igniting the senses, baring the soul
to the young and ol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visit www.southaustralia.com or
call (65) 6333 1885.
Vivonne Bay

Explore a Wildlife Sanctuary
of Remarkable Beauty,
without Boundaries.

tour that offe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Admirals Arch
how these animals fish, surf and how
they defend their young and territory, an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most certainly.
Welcome the thrill-seekers, as
adrenaline addicts can choose to
sandboard down Little Sahara’s vast
soaring white sand dunes, a ride that
is ever-changing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s. Next,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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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summer, more than 7000 New
Zealand Fur-Seals live and breed around
Cape du Couedic. See them in and
around Admirals Arch at F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
If you are a lover of native wildlife,
Seal Bay is the only place in Australia
where you can walk amongst a colony of
endangered Australian sea lions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If you prefer, join a guided
Seal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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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 Biking

Marron

Little Sahara

Stop for lunch at Stokes Bay’s
Rockpool cafe and enjoy a glass of KI
wine and a platter of seafood or fresh
water marron. Local produce is featured
on menus across the Island, from all
day breakfast menus through to lunch
and dinner. No doubt a haven for
seafood-lovers.
While indulging for a day or two…
experience the freshest with the
milking of sheep at the Island Pure
dairy, sample Clifford’s famous honey
ice cream and later pick out your
own lobster direct from the Ferguson
family’s fishing depot. To enjoy jawdropping ocean views that are perfectly
matched with stunning local produce
platters coupled with wine pairings,
dine at Dudley Wines or Sunset Winery
cellar doors. .
With so many amazing discoveries,
Kangaroo Island invites you to
experience the love of the earth, sea and
sky, igniting the senses, baring the soul
to the young and ol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visit www.southaustralia.com or
call (65) 6333 1885.

tour that offers a unique insight into
how these animals fish, surf and how
they defend their young and territory, an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most certainly.
Welcome the thrill-seekers, as
adrenaline addicts can choose to
sandboard down Little Sahara’s vast
soaring white sand dunes, a ride that
is ever-changing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s. Next, take
a ride and discover the colourful
wilderness of the island on a quad bike
with Kangaroo Island Outdoor Action,
while navigating this individual fun
machine through open spaces and
bushland trails spanning over 500
acres with the amazing views of the
Southern Ocean as the perfect date.
Of recent years, Kangaroo
Island (KI as it is affectionately
known) is enjoying a food and wine
renaissance with a growing number
of producers, farm gates, cellar doors
and restaurants offering visitors and
consumers a taste of Kangaroo Island!
Embark on the local produce
trail with the Earth’s gift of the best
offerings, creating an epicurean feast
with Honey from pure strain Ligurian
bees at Clifford’s Honey Farm, Marron
at Andermel Marron Farm, regional
cheeses and yoghurts, native jams,
wines, fresh oysters, prawns, crayfish,
whiting and snapper. This savory list
go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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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习近平这一年
职权兼具  名实相符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第一日起，便是独立行使
权力之开始，职权兼具，名实相符。相较于毛泽

╱ 文  : 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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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中最令人钦佩之处。其“裸退”的意义不
止于严以律己，以身作则，而更在于迫使其他
人收手却步，不便继续越俎代庖、干政听政。

东之后的所有中共领袖，习近平是幸运的，因为

然而，
“习时代”的如期而至，远非只得益

他们在上任之初乃至自始至终，都无一例外地

于上述偶然得来的所谓幸运。习的执政目标、

饱受元老干政之苦，备受挤压和牵制，结果束手

权力根基和施政风格，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

束脚，难以施展。而过去的一年完完全全是习近

布局，是其得以在短短一年之内便快速确立新

平之年，十八大的闭幕就是“习时代”的开启。

权威地位的重要条件。

“习时代”之所以快速地喷薄而出，与其

习的执政目标是“中国梦”。这种看似空

前任胡锦涛自觉自律、到点即退直接相关。胡

洞抽象的政治词汇，与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政

在位十年，饱尝上朝遗老干政之滋味，可谓苦

治理想并无实质区别，无非是追求民族振兴、

不堪言。既然在位时欲摆脱而不能，那就从自

强国富民。但是，习氏政治理想又与过去有所

己做起，全身而退，让继任者独断乾纲，不受羁

不同，其不同之处有二。其一是给这种宏大

绊。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是非功过将来自有公论，

的远景做了一个具有个性的注释，即让所有中

但其决然而然的政治谢幕，势必会成为其政治

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

对于未来，中国民众对习保持极大的期待。期待是一种信任，同时
也掺杂一些疑虑。人民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习近平继续以铁腕手
段“打老虎”，打破千百年来“刑不上大夫”的既成观念，让人民看到
官场上有一片青天；期待习近平为民作主，根除种种不平等、不公正、
不合理的制度和乱象，让人民自由自在，心情舒畅；期待习近平在国
际舞台上能为国人赢得尊重、尊严和自豪。

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

胡之所以在十八大之后全身而退，原因

式主义，一些地方还规定省长开会发

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其二是处

之一就如前文所述，希望借此结束老人

言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厅长不能超过

处、时时、事事都在塑造筑梦工程的领

干政的弊端，原因之二就是看到习确实

半个小时。此类规定不一而足，看似细

导者形象：格局宏大，沉着淡定，亲民

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无需“扶上马再

枝末节，其实腐败之风就是由这类细

务实，是非分明，正直果决，一切了然

送一程”。至于江泽民，今年年初他在

枝末节开始。

于胸，一切胸有成竹。

上海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大赞

其二是整顿军队。习在去年三月份

习的权力根基，首先来源于其正宗

习近平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庞大而

的政治血统。作为“红二代”，习所具有

复杂如中国，特别需要这样的领袖，云

的先天优势，为出身平民的官员所不能

云。江氏在外人面前对现任领导人品头

企及。虽然也受过文革的冲击，曾经落

论足，曾引起非议，被指有试图继续干

为军委副主席，使其一次性跨越数级。

草为民，但其政治气质和政治胆略的历

政之嫌，但其评价本身却是实话实说。

紧接着，习以军委主席身份晋升几名上

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背景

那么，何以见得？

将，其动作之迅速前所未见。此后，他

的衬托和扶持。相较于平民出身的胡锦
涛和温家宝，习的政治根基在上位之前

稳中求进  有章有法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完全根据自己
的意图对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予以更替，
包括把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破格提拔

对各大军区进行大幅度调兵遣将，给人
以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之感。习上任之

就已基本奠定；相较于李克强以及其他

习在过去一年里稳中求进的大胆作

后首次离京视察是深圳，其间专门高调

现任政治局常委，习的权力基础最为完

为，有章有法，有条不紊。其言行一直为

前往当地驻军训话，要求军队必须听党

备而稳固。几个月之前，纪念习仲勋诞

世人所目睹，其实无需在此赘述。但择

指挥。此后每次到外省视察，习都要视

辰百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其要者，笔者不妨稍加梳理。

察部队，再三强调军队“必须带头维护

虽然规模很小，规格低调，但出席者大
多是与习近平同龄的“红二代”代表性
人物，名义上是纪念习仲勋，实际效果

一是党内整风初见成效，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

中央权威”，严厉警告军中的“山头主
义”，即固化的权势集团。

所收敛。特别是在改变奢靡之风方面，

其三是“打老虎”的反腐行动。习近

各地党员干部人人自危，过去对高档消

平执政以来的反腐行动，一直被世人所

习长期默默深耕于地方党政军系

费场所趋之若鹜，如今却是唯恐避之

密切关注和津津乐道，各路媒体已经广

统，不显山露水，不高调，不张扬，不

不及。笔者数次应邀到几个省城去演

泛报道。概要言之，至今为止，已经落马

急于求成，只求步步为营，一鸣惊人。

讲，难免有宴请招待，凡是头顶官衔的

并可以被归类为“老虎”的副部级以上

与同样是“红二代”、处处争强好胜的

都会尽量避开。各级官员的办公室面积

官员已有十七人，其中包括现任中央委

薄熙来相比，这是习的过人之处，韬光

大小，是否要配备秘书、汽车和司机等

员、候补中央委员、国资委主任、发改

养晦，大智若愚。习近平最终之所以能

等都有具体规定，不得违规。近日中央

委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副省长、省

成大器，能做大事，绝非偶然。

和地方政府又推出官员出国限制性规

委常委、省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而其他

习的执政风格是平实大气，敢于担

定，例如广东省规定省委书记和省长

低级别官员更难以计数。从最近几个

当，敢做敢为。这种政治性格，明显有

一年之内出国不能超过一次，其他省市

月看，差不多平均两天就有一个官员落

别于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

也必定会效仿。为了遏制官僚主义和形

马。就在此文完稿时，四川省政协主席

却是对习氏龙头地位表示集体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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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严重违纪被“双规”，吉林省一名女

局常委兼第一副总理张高丽。由于第

的词汇分别予以代称，称毛泽东是“中

副市长被“双开”
（开除党籍和公职）。

二号人物李克强未在其中，坊间随即产

国1.0”，邓小平是“中国2.0”,习近平是

笔者可以肯定，本文刊印之时，想必还

生联想和猜测，甚至认为所谓的“习李

“中国3.0”，颇为形象地概括了三人的

有其他官员被拿下。过去是纪检部门被

体制”并不存在，现在只有“习体制”。

突出地位。尽管时代已经不同，人们的

动地跟在网络媒体之后反腐，现在纪检

笔者对此不便断言，但习近平权力的扩

理念和价值观也已经不同，但中国政治

部门已经占据主动，往往让公众于无声

大和强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三中全会决

和社会的复杂现实，似乎依然需要一个

处听惊雷。所有这些事实都在不断地提

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作为国家元

强势的领导者。

醒整个社会，反腐肃贪处于“正在进行

首是当然的国安委主任；三中全会决定

时”，表面上悄无声息之时，实际上却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亲自担

在顺藤摸瓜。

任组长。
“一文一武”两大新设机构由

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在中美

第四是 顺 应民意，拨乱反正，大

习近平自己一肩挑，加上党总书记、国

及中日关系等方面所采取的对策，都展

胆而果断地纠正诸多过时或错误的政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大头衔，总共

现出比以往更加进取、更加强硬的姿

策，其中尤以中共三中全会采取的若

五权集于一身，习的权力远远超过江、

态，这同样折射出习近平的强势领导

干举措最为突出。外界对三中全会的

胡二人。

风格。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能略加提

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可能更
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去面对。过去一年

关注大多都集中于新的经济政策，其

我们回头再从中央和地方权力架

及。简而言之，未来的习式外交，将更多

实会后公布的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的

构来分析习的政治地位。十八届一中

地反映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现实，更多

政策更得人心。会议决定废除长期被人

全会将往届政治局常委的九人机制减

地反映人民的普遍心声，不再僵化和一

诟病、已经实施六十年的劳教制度，这

为七名，避免了权力的过于分散，结果

成不变地去韬光养晦，不再以息事宁人

是一项涉及法治和人权的重大决策，历

便赋予了习近平更多的权力。江泽民担

的方式去追求和谐世界的目标。

届政府都因其复杂敏感而未敢触碰，但

任总书记十多年，乔石和李鹏等人对

对于习近平一年来的表现，中国国

习近平这一代人做到了。死刑问题也是

其构成相当大的牵制；胡锦涛担任总

内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如此，三中全会建议司法部门减少死刑

书记十年，所受到的牵制就更为复杂

本文只是一家之言，反映的是笔者的视

罪名，以实现司法人性化。户籍制度困

和强力。而环顾习的周围，我们看不到

角，依据的是过往一年的事实。

扰中国社会几十年，三中全会决定大幅

任何足以制衡的力量。再看地方诸侯，

度修正，凡是有能力进入中小城市的乡

台面上不再有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

村居民，都将被吸纳为城市户口，以此

来之类的“出头鸟”。剩下的就是各种

逐步打破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三中

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可能还会与中央

全会决定要政府大幅度放权，除了少数

进行博弈，对习的改革步伐构成阻碍。

事关重大的决策权之外，凡是市场能够

但以习的强势风格，这些利益集团断不

解决的问题全部交由市场自行操作，无

敢继续正面对抗，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需经由政府审批。上述所有重大的改革

的落马以及“石油帮”多名干将的下场，

措施，无一不是习近平执政理念和政治

就是给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及其保护伞

意志的体现。

敲响的警钟。

第五是强化自己作为领导核心的地
位。三中全会之后，世人都隐约发现，

继毛泽东、邓小平后第三位强人

习的强势风格和地位是其前任们所不

笔者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习近

可比拟。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三中全会

平的权力根基及其政治魄力，将使其

的报告起草工作，习亲自领导和参与，

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位

两位副手是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政治

政治强人。外界观察者也以网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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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中国民众对习保持极大
的期待。期待是一种信任，同时也掺杂
一些疑虑。人民最大的期待，就是希
望习近平继续以铁腕手段“打老虎”，
打破千百年来“刑不上大夫”的既成观
念，让人民看到官场上有一片青天；期
待习近平为民作主，根除种种不平等、
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和乱象，让人民
自由自在，心情舒畅；期待习近平在国
际舞台上能为国人赢得尊重、尊严和自
豪。习近平能否不负人民所托？从今之
后是否还能一以贯之？十四亿中国人都
在拭目以待。
作者为香港风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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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吴昂 摄

缅
╱ 文  : 梁东屏

甸于2010年结束长达50年的军政府

譬如说缅甸政府刻意修改选举法，让翁

统治，随后于次年由现任总统登盛

山淑枝本人及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全民

组织文人政府，宣告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广

盟）”得以参加2012年初的国会改选，并在45

受各界好评，非但各国企业争先恐后抢进，

个补选席次中狂夺43席，翁山淑枝本人也顺

缅甸也跟许多集权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有一个

利进入国会。

很大的不同之处，亦即它同时在政治领域内
开始放松。

缅甸接着在去年初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箝
制，允许私人开办日报，也取消了新闻检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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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于2 010 年结 束长 达5 0 年的军政 府 统 治，随 后于次年
由现任总统登盛组织文人政府并宣告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广受
各界好评，非但各国企业争先恐后抢进，缅甸也跟许多集权国家
进行改革开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亦即它同时在政治领域内
开始放松。

度。登盛上台之后，更先后多次特赦政

果然，第二天，登盛的发言人、缅甸

让软禁期满的翁山淑枝 及他所 领导

治犯，并且在前往欧洲访问时，公开宣

信息部副部长耶涂就高分贝痛批瑞曼的

的“全国民主联盟”参与国会补选，回

称年底前将释放所有政治犯。选举委

举措不当。他说，
“总统如果有事要宣

归体制说起。

员会则多次宣示，即将于2015年举行的

布，会自己说”。

大选，将会是一次民主、自由、透明、

前年11月上旬，缅甸修改选举法，

众所周知，瑞曼当年在军政府里面

取消被判刑入狱者不能参加政 党的

的排名在登盛之前，军政府转型为文

“翁山淑枝条款”。缅甸上次是在去年

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出缅甸真正走

人政府之际，很多人都认为丹瑞会选

大选前颁布新选举法，当时翁山淑枝还

向了民主的不归路。但事实是否真的如

择瑞曼出任总统，最后登盛出线，确实

在软禁期中，使得“全民盟”无法重新登

此呢？很多人其实还存有疑义。一个简

出于很多人意料之外。

记而等于实质解散。

公平的选举。

单的逻辑就是，在军人掌握了缅甸所有

现在瑞曼担任下议院议长，几个月

不过，如果考察缅甸过去的作为，

资源这么长时间以后，他们真的就一夕

前又把登盛挤下，接任“巩发党”党魁，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政治游戏”的机

之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

摆明了要角逐下一任总统的态势。而这

率，恐怕要大于“真心改革”。

不久 前 所 发 生 互有关 连 的两 件

一切，如果没有丹瑞的首肯，是绝对不

事，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一些隐忧。这两

可能的。如果据此说“巩发党”裂痕已

件事都出于现任下议院议长、执政的

现，绝不夸张。而这也绝非缅甸之福。

“联邦巩固发展党（巩发党）”党主席

丹瑞此人是心理战专家，他是在

瑞曼之口。
他先透露，已退休的前军政府最
高领导人丹瑞大将对缅甸目前的走向
有些忧虑，但是并未进一步说明究竟
忧虑些什么。

2011年底“传出”退休，而且自后就销
声匿迹，从未出现在任何媒体之上。但
如果据此就判断他“真正退休了”，那
就会大错特错。

首先，缅甸并没有面对任何明显、
超过从前的外部压力，过去数十年来，
它也证明了自己可以承受，也不在乎外
部压力，那么，为什么一夕之间会“翻
然悔悟”？
其次，大家都知道缅甸在前年11月
底所举行的大选，基本上是一部完全
照剧本演出的大戏。简单地说，就是

据了解，丹瑞在内比都的住宅，有

让军政府换穿西装，继续掌权。那么，

路直通军部，军方也定期向他作简报。

这些人换了衣服，也跟着就换了脑袋？

统登盛私下对他表示将不会在2015年寻

瑞曼转述丹瑞对缅甸走向的“忧

现任总统添盛事实上是军政府最

求连任。他说，
“登盛私下很明确地告诉

心”，绝非空穴来风。缅甸的“走向”如

高领导人丹瑞大将钦点，以军人班底

我，我相信他是有诚意的”。

果在2015年产生大变化，也绝非难以

为主的“巩发党”也一如计划囊括国会

想象的事。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席次。这样牢牢掌控

接着数天之后，他公开宣告现任总

鉴于两人在缅甸政坛的崇高地位，

权力的政府，有必要低头？

再加上两人之间的恩怨，瑞曼把他们私

目前，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2015

下的谈话，以近乎“逼宫”的方式公诸于

年都将是缅甸历史上最关键的一年。

再者，缅甸于2005年突然无预警迁

世，绝不寻常，也不偶然。

这就要从缅甸政府刻意修改选举法，

都鸟不生蛋的蛮荒之地奈比都，六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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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已经将奈比都从一无所有建成美轮
美奂，在战略地位上固若金汤，远优于
仰光的新都。
易言之，外部形势未变，内部力量
更为巩固，而且至少在形式上合于民
主。
这样的缅甸，做出前述的“让步”，
其显示出的意义恐怕不是示弱，而是
自信。
也就是说，现在的缅甸政府面对
反对派乃至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应该
是“谅你们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与此同
时，却可以振振有词重返国际舞台甚至

前往参拜佛牙，也没有刊登任何照片。
同样的，丹瑞在不需要“消失”的情
况下消失，又在无人问他是否已不管事
的情况下，由其他人宣布他已不管事。
都透露出一些蹊跷。

是，丹瑞大将已经从人间蒸发了。
缅甸当局似乎也有所感觉，因此几
乎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由下议院
（人民院）议长瑞曼于10月25日在国会
会期结束后“主动”对媒体记者表示，
丹瑞大将确实已经退休，也已经停止在
政府中发挥任何作用。
瑞曼信誓旦旦指出，丹瑞现在与执
政的“巩发党”、政府、国会和立法机
构都已没有关系。

理钦钮，不但将他投狱，连钦钮一手培
植的缅甸情报部都遭解散。

点就是，过去管制的条款都还换汤不换

其实翁山淑枝阵营也不是不了解
这一点，但是她同时也了解到，缅甸现
盟”，都不能够错过这班车。

遭丹瑞以亲人意图政变栽赃，予以软
禁之后而郁郁而终。

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一味的反
对、抵制，对这些强悍的军人来说，

当前的缅甸确实有变，但是以其不
变来观其有变，也许会更清楚。

是没有用的。翁山淑枝于1988年回到
缅甸，1990年开始就先后多次遭到软

譬如说前年6月22日，曾经饰演好莱

禁，
“全民盟”空有民众支持，但在实

坞007影片里“邦德女郎”而在国际上声

际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就不可能造

名大噪的马来西亚籍华裔女星杨紫琼，

成任何改变。

就在抵达缅甸仰光国际机场准备入境
时当场遭拒，并且立即被遣送离境。

所以，翁山淑枝也只能改变态度、
策略，先进入体制，再设法求变。换句

当时在机场处理的一名缅甸官员

话说，翁山淑枝从一块铁板式的反对，

对“法新社”记者表示，
“她再也不能

改为放下身段进入体制，打的算盘应

重新踏上缅甸领土。一名官员则指称，

该是强押缅甸民主走上不归路，但能否

“她现在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但并未

成功，恐怕很大程度上还得看丹瑞的立

进一步说明缘由。

场，以及他能退让多少。

杨紫琼系在由法国名导演吕克贝松
执导、名为“女士（The Lady，缅甸人对

出现在缅甸的国营媒体上，但是从新

山淑枝一角。前年12月间，她还曾趁在

政府上任以来，他等于完全消失，不见

泰国拍片的空档，与翁山淑枝的幼子阿

踪影，也无任何消息，仅只在去年10月

利斯前往仰光，与刚刚被缅甸军政府自

23日的报纸上有很简短的讯息，指称他

软禁中释放获得自由的翁山淑枝晤面，

捐赠金钱跟宝石给来自中国，正在缅甸

两人曾共进晚餐并相谈甚欢。

被媒体报导，报导中并未交代他是否

去相去不远的新闻出版法。这个法的特

在确实在进行改革，而不论她或“全民
缅甸前独裁者尼温，就是在下台后

翁山淑枝的昵称）”的电影中，饰演翁

这也是他“退休后”大半年来首次

放手，还由新闻部着手制订了一部与过

药的存在，只是现在不用而已。

在过去，丹瑞大将的脸孔几乎天天

巡展的佛牙。

了对新闻自由的管制，但是并没有完全

2004年，是丹瑞亲手拔除当时的总

促使国际解除制裁，那又何乐而不为？
这整个过程里，最引人兴味的就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缅甸虽然解除

只不过别忘了，
“销声匿迹”的丹
瑞大将是一位很难缠的心理战专家。
作者为《中国时报》驻东南亚资深记者

杨紫琼当时曾表示，她希望她所诠
释的翁山淑枝，能提高大家更加清楚认
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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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联储退市政策
看2014年投资前景
2

0 1 3 年 底 ，美 国 联 邦 储 备 局（U S
Federal Reserve）宣布削减量化宽松

（tapering），把每个月的购债规模从850亿美
元缩小到750亿美元。美国当局空前、规模最
大的宽松货币政策也正在进入了尾声。新年初
始，全球投资界第一大主题，不外是：联储局何

╱ 文  : 苗丰恬

时会加息？对市场和资产级别又有什么影响？
QE减码之说在资金市场中由来已久。去年5
月，联储局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就开始为
减码QE铺路，在国会上暗示将逐步削减量化宽
松，并提供了退市的时间表和数值目标，使市
场上顿时风声鹤唳，退市风油然而生。短短两
个月内，美国国债遭抛售，利率（十年期国债）
飚升100点，资金撤离新兴国家和新兴市场及股
市，债市市值蒸发超过900亿美元。

联储局公开委员会（ＦＯＭＣ）声明，在资
产购买计划结束和经济复苏增强后，仍会维
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只要失业率高
于6.5%、未来一两年间的通胀率比委员会2%
的较长期目标不高出0.5个百分点且较长期的
通胀预期继续保持稳定，那么把联邦基金利
率维持在0-0.25%这一异常低的目标区间将是
合适之举。”
即将在2月接任美国联储局主席的珍纳耶
伦（Janet Yellen）一般被视为比伯南克更为
“鸽派”: 她支持量化宽松，高度关注美国就
业市场，对经济数据的解读，也颇有一番看
法。耶伦表示, 联储局的工作，是确保将经济
表现偏离目标的幅度减到最低。而2%通胀率

然而到9月份，伯南克却退缩了，官方语言

并不能被作为上限（即一达标则大功告成），

及预测皆一片静悄悄、无声无息。身为全球最

而是要以长期眼光看待整体经济表现。总的

具影响力的央行，美联储局向来依靠前瞻性

来说，通胀率须处于2%平均范围，失业率围着

指引作为政策工具，以防止长期利率攀升，因

目标浮动。根据耶伦说法，就算美国失业率下

此公信力至关重要。这项等同“狼来了”的动

滑至6．5%，联储局势必将采取观望态度一阵

作，大大地增加了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想

子，确保平均值可接受，才肯出手。

来听联储局说话的市场资金一时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美国10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然而，2013年12月18日例会后，联储局终

物价指数(PCE Price Index)自5月份持平后重

于兑现承诺，正式宣布减码QE。消息一出，全

新回落，从9月份的1.21%下滑至1.1%，反映出

球股市大涨，美元兑日元也升至5年历史新高。

通货紧缩趋势，相信将继续让联储局“放不下

市场欢欣鼓舞，是由于能见度终于回来了。美

心”。美国经济仍“八字还不到一撇”，联储局

联储局的前瞻性指引，相信能真的管用起来。

退市步伐相信将是温和、缓慢、循序渐进，提

不过，市场的波动性也随着增加。10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2.95%，逼近今年内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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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会正式加息？

高自2008年底起维持零水平的利率，也言之
过早。

值——3%。华侨银行金融研究及策略部门主

高盛（Goldman Sachs）集团预计，美国失

管林秀心预测，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在未

业率会在2014年下半年触及6.5%，并在2015年

来几个月内达3%，并于今年上半年在最高3.5%

中期之前缓慢地回落至6.0%。鉴于此，高盛相

内徘徊。

信，美联储可能会在2016年初开始上调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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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联储局货币政策委员

美国银行美林调查显示，美国基金

是欧洲股票。前美林首席投资策略师博

会成员的看法，也透漏出些许蛛丝马

经理去年截至10月所购入的股票基金资

思丹（Richard Bernstein）指出，欧洲的

迹。根据美联储去年9月份的最新经济

产额，已超越了过去5年水平，反映出机

小型股票将在最初领导整个市场上涨。

预测，在17人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构投资者青睐股票的大趋势。

他说：
“此外，目前来看欧洲小型股未来
12个月的盈利增长预期为全球最佳，但

中，多数预测美联储不会在2015年之
前启动加息；相信加息到2016年才会
发生的委员人数，也从2人增加到3人。

展望2014年，专家多推荐股票为投
资首选。

极少投资者意识到这一点。”
日经指数 博思丹指出，市场在去年

下图为美联储局公开委员会成员的

全球主要股市在2013年交出了漂亮

看好日本主要是基于日元贬值。尽管目

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图表。该委员会将

的成绩单，平均同比上升30%。其中，

前市场在日本增长的看法上还未达成

在今年1月28-29日举行下一次集会。

日本股市以本土货币计上升了70%（以

共识，但投资者相信已经充分意识到
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重大的结构性缺
陷。瑞士宝盛则相信，在安倍经济政
策下，日元将进一步贬值，对股价提供
支持；日经股市尽管近期回弹，估值则
仍然便宜。
金融股 金融股在MSCI全球指数成
份股10个产业中，拥有最高的贝塔系数
（beta）。换句话说，一旦欧洲金融危机
复苏，债券收益率曲线和信用违约掉期

资料来源: 瑞士信贷、美国联储局

(CDS)息差变窄（意味着投资者风险胃口
提高）， 金融股回弹的力度也最大。

看好未来股市
尽管加息还不到时候，但利率攀升

美元计上升了37%）；新兴市场则下滑
约10%。

博思丹说：
“泡沫催生的产能在泡
沫破灭之后就会不再需要。银行膨胀

市场人士相信，在美国利率处于

的资产负债表就是信贷泡沫催生的产

低位且不断下降时，大量资本流向新兴

能。大银行的资产被泡沫膨胀得很大，

市场寻找更高的收益，但随着美国经

到现在还没完全收缩完毕。小银行的资

济复苏，这一过程可能将逆转。已发展

产负债表在后泡沫时代会更加良性。”

瑞士银行（UBS）指出，自1991年至

成熟市场今年的表现，将继续领先新

资讯科技IT类股 分析师认为，在

今，股市估值与核心债券回报显出相

兴市场。而企业盈利（尤其是在经济逐

经济衰退时，企业多延迟IT更新以节省

当强的正面关联。长期极低利率印证

渐回暖的已发展市场）将是股市的主

预算；而随着整体经济的回升，相信将

经济增长疲弱、投资信心低落和通货

要推手。

重新推动企业的IT花费，利好资讯科

已成定局，对投资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从历史角度来看，利率的走势通常
与股票价格为正比。

紧缩等风险；而随着这些风险的消逝，

瑞士宝盛（Julius Baer）银行指出，

投资者的风险胃口将提高，进一步推

全球经济去年增长2.8%，今年将预期增

瑞士宝盛分析师瑞尼克（Christian

动股票估值。

长3.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元

Riniker）说：
“IT企业拥有良好的资产负

区经济终于走出衰退的阴霾。

债表（净现金），更有能力支付更高股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股市通常提前
6-9个月反映全球经济的走势。随着全

欧 洲股 市 德 意 志 资 产 及 财 富

球经济回暖，美国经济逐渐复苏、欧元

管理 欧非中东 股权市场主管格巴特

区走出衰退阴霾，中国稳步增长，将推

（Henning Gebhardt）认为，明年多数

动企业盈利回升，利好股价走势。

股市都有可能实现15%的回报率，特别

技业者。

息，回购股权或进行投资，同时并维持
适中的估值。”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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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龚慧婷

房地产投资信托的
未来走势
截

至2013年12月中，在新加坡上市的房

应该还会继续维持当前每月850亿美元的购债

地产投资信托(Reits-Real Estates

规模，不会大规模地减少购买国债。

Investment Trust)一共就有30个。银行定期
存款利率低于1%以下，向来提供相当高(至少
5%)回报率的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理应受到
投资者的追捧。

不过，这一连串没有定案的“可能性”，就
引发了利率可能从近0%水平飙涨的担忧，让
本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在5月下旬后，受
到了不小的冲击。根据马银行金英（Maybank

然而，尽管选择多了，2013年年投资者在面

Kim Eng）的一份研究报告，真正的转捩点就

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时，却似乎显得犹豫，

出现在2013年5月22日。在2012年，房地产投

裹足不前。原因无他，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止一

资信托在低利率的扶持下，取得41%的价格回

次“放话”，表示可能会在今年收紧量化宽松

报，比海峡时报指数的表现亮眼，高出了20%。

计划（也即缩小购债规模），让市场解读为，
在低水平徘徊了很久的利率，将因此上扬。

然而，在2013年5月22日，当伯南克首次放
出风声，购债规模可能缩小的消息传出后，对

由于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表现”与银行利

利率波动极其敏感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表现

率脱不了关系，因此，这样的“风声”，自然会

就急转直下，跌了18%。到了12月上旬，房地产

让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投资者怎么可能

投资信托在2013年的表现依旧差强人意，表

不严阵以待？

现比海指逊色6.4%。

紧接着，美联储换了新主席，市场开始相信
同样属于“鸽派”的耶伦（Yellen），应该不会大

或许现在应该说明一下，房地产投资信托
和利率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

刀阔斧地更改前任主席伯南克(Bernanke)的购
债规模。同时，经历了几次“只闻楼梯响，不见
人下来”的情形后，市场似乎开始相信，美联储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什么？
从第一个房地产投资信托于2002年开始
在新加坡登场至今，已经有11年，因此，房地
产投资信托在本地实在不算是个新的投资概
念。它将一些商业、零售和工业房地产资产
“打包”上市，而稳定的租金收入，是信托赖
以派息的基础。
房地产投资信托背后还有保荐机构这个
“靠山”，并由专人打理。这就好比在“幕后”
有个大金主或后台老板（一般是发展商或房
地产公司），将旗下已有租金收入的资产注入
信托中，然后交由专人（投资机构和管理公司）
打理，定期将这些租金收入，转化成利息，派
发给投资在信托中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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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腾飞集团(Ascendas)就把

旗下的资产增值。在本地，那些没有获

的时候，签订了较长的定期利率配套，

其有租金收入的商用或工业用途资产，

得信贷评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就需

并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进行资产提升，

注入其A-REIT中。因此，房地产投资信

要遵守相等于其资产35%的信贷限制，

为资产注入活力并收购更多高素质的

托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租金（和管

拥有信贷评级的信托，顶限则较高，可

资产。

理费）。本地挂牌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当

借贷达60%。

中，信托内的资产可以是购物商场、酒

此外，一些市场分析师也指出，美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信心崩盘，

联储若真的收紧购债规模，也并不一

银行当时收紧贷款，因此，房地产投资

定意味着利率会水涨船高。毕竟，美国

信托是否能取得再融资，或者是否有能

经济并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要刺

力偿还贷款，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目标。

激经济，维持低利率的贷款环境，还是

此外，房地产投资信托还有以下这

后来，为了稳定市场，伯南克出面表示，

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关键。

些特点：它可供发展或资产增值的项

一直到2015年，美国的利率将维持在将

目有一个顶限，不能超过其资产值的

近0%的超低水平，让市场获得喘息的机

10%。这就意味着，假如某个房地产投

会，也间接提高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本

资信托打算为其资产进行增值，不能超

地投资者眼中的吸引力。

店、服务公寓、办公楼、工业房产、物
流产业；而资产所在地可以是在本地、
中国、印度或香港等，相当广泛。

过相等于总资产值的10%。同时，有关法
律规定，房地产投资信托必需将每年大
部分的净收益，用来作为利润分派给投
资者（新加坡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必须将
至少90%派发出去，以换取税务优惠），
这就为投资者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
据统计，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的
平均股息收益率约在5-6%之间。此外，
投资房地产投资信托除了可以获得分
红收入，也可以通过买卖交易，在转手

评级机构穆迪（Moody’s）也在12月
上旬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看好新加
坡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以办公楼市场来
看，穆迪认为，核心中央商业区的供应

毕竟，如果信托能以低利率借贷，

吃紧，估计会改善租用率，减少空置的

或签署以低利率再融资的长期配套，

单位。在零售商场领域，尽管郊外地区

就意味着信托的营运成本会减少，可

可能会出现大量供应，穆迪相信租用

派发的股息收入自然就会提高。这也就

率和租金应该会保持平稳。市场对商

是为什么，当美联储放出缩小购债规模

业园区和科学园区单位的强劲需求，也

的风声，市场又解读为利率会因此上扬

会给工业信托强劲的支撑。除了仓储的

时，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吸引力会锐减。

租金和租用率可能会因为新仓库供应增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最近也警告，当
利率上扬时，房地产投资信托将受到影

加面对压力外，穆迪大致看好本地所有
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领域。

响——可派发的股息收入将减少。据金

但隔天，马银行金英的分析师王健

管局估计，假设利率提高3个百分点，在

龙却指出，虽然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

然而，当90%的净收益都派发出去

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为贷款

的股价今年至今整体下滑7.8％，表现

后，房地产投资信托的“银库”中，就

支付利息的能力将下降，从6.8倍，下滑

落后于大市，不过仍未见底，进场吸购

只剩下10%的净收益，若要为旗下的资

到3.5倍。当局也指出，利率方面的开支

的时机未到。他以2013财政年的预期

产进行整修、增值的话，就得向银行借

增加，也会导致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派

可派发收入计算，指出目前的平均收益

贷或融资，或是在市场上派发新信托单

息能力下降，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减

率为6.5％，以2014财政年的预期收入

位，让投资者或保荐机构认购以注资。

少，进一步限制了它们通过发售新信托

计算，收益率则是6.7％，仍低于7％的

单位融资的能力。

历史平均。

市场获利。

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
在2008年掀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相
信让许多投资者至今还心有余悸。除了
因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滚雪球
效应外，本地一些房地产投资信托也成
了其中的“受害者”。

但，好消息是，全球金融危机让这

综上所述，看来美国利率将继续左

些信托上了宝贵的一课，金管局强调，

右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未来走势，至于怎

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债务结构已

么样的回报率才值得进场投资，则实在

改进，未来两年到期的债务比重已减

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少。同时，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现在
的基本面更强，在接下来两年内，需要

怎么说呢？由于房地产投资信托

通过再融资来借贷的房地产投资信托

一般会通过借贷融资或再融资，来为

并不多，它们当中许多也趁之前利率低

作者为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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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进退两难
政

府过去一直千方百计地想帮助中小

工人的业者聘请他所需要的外劳，对一些诸如

企业走出困境，设计了各种各样津

餐饮业者应有帮助。

贴企业的配套。这当中包括：
（1）提高生产力
（2）创新与能力赠券（3）把握增长机会等。这

╱ 文  : 戴文雪

都是好事，但对许多面对当前经济困境的中
小企业，政府的这些措施，显然并非解除他们
眼前困境的良药。
其实，中小企业目前感到最艰辛的两大难
题是：

企业面对的问题，所有在新加坡经营的企业同
样面对这问题。关键是中小企业的财务根基不
比大企业，较不容易承受沉重的财务负担，银
行又不放心借钱给他们。运作成本中，薪水、
租金、交通三项最为沉重。
员工薪水方面，因市场人手短缺，因此，往

1）人手短缺，

往要付高一点的薪水才能请到人。结果许多员

2）高昂的运作成本。

工所拿的薪水并不能反映他们拥有的生产力。

企业人手短缺在新加坡是个复杂的问题。

尤其是在那些中层的人员方面，当中有许多是

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许多本地企业要扩充就

通过不断跳槽来提高自已的薪水。员工的薪水

业，却苦于请不到本地工人，要引进外劳政府

并不代表他们真正的生产力或资格，这是市场

又不鼓励。在一些服务行业如餐饮、汽车维修

的现状。其是这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的担忧，有

等，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人因此担心，如果不能提高生产力，我们的流

我有位做修车的朋友曾告诉我，他的外籍

动人口会有一天把自已price-out.

技工已跟他好几年了，技术也熟练了。这两年

租金方面，许多零售业者的店租自从reits

来政府外劳政策缩紧，他准证到期时，申请延

房地产信托基金出现之后，往往要面对租金不

期遭拒绝。另一方面，本地员工又请不到。我

断地上涨。Reits虽然是一种新式的投资渠道，

想遇到像他这种情况的中小企业老板应该为

为我国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多增加了一点色彩，但

数不少吧!

它也是加速工商业者租金猛涨的背后推手。

政府这一次在制订外劳政策时，显然是依

至于交通成本方面，希望政府能对商用车

据人口白皮书里头的一些建议。这原本无可厚

辆的拥车证标价糸统作出适当的调整，减轻商

非，但问题可能出自在政策执行方式与速度。

家的负担，尤其是那些需要利用货车经营生意

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管理

的小企业。此外，市区内ERP的收费制度对许多

本地财弱势簿的中小企业，更应如此。如果执

小企业也是一种负担。

政者只是一味采用一刀切的做法，那搞企业
的人就有难了。

我国近十八万商业机构中，中小企业占了
99%。此外，有65%的我国就业人士是受雇于中

曾经有企业老板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反映这

小企业，仅希望政府能在他们极需帮助的时

问题，但都没有回音，有些官员甚至建议他们考

刻，听到他们呼救的求助声，到时再谈如何打

虑迁移去临国的伊斯干达发展区。然而中小企

造2030年的新加坡，才会更有意叉。

业规模小，资金短缺，向国外发展谈何容易？
其实，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如何灵活处理这
些外劳政策。若能放宽一些，给较难找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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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高昂的运作成本，这当然不只是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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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不在家》
╱ 文  : 陈

新加坡电影新的可能性

颖

本

地年轻导演陈哲艺的电影《爸妈不

《爸妈不在家》俨然是一场写实的生活

在家》绝对是2013年新加坡最值得

秀，注重在细节上触动观众，很多场景和生活

关注的艺文风景。这部在八个国际电影奖上

细节很能引起国人共鸣.不同地方的观众欣赏

屡获殊荣的作品，一次次把新加坡和新加坡故

本地导演的作品，感受自会不同。本地观众会

事带入国际视野，又以获得四项大奖的佳绩，

共鸣于片中展开的典型新加坡场景，找寻集体

成为第50届台湾金马奖最大赢家，令人为之兴

记忆提供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瞬间，而能让国

奋与骄傲，也再次在本地掀起抢看《爸妈不在

外观众产生涟漪的则是富有人情温暖的故事。

家》的热潮。

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此。陈哲艺用日常平淡

一名来自菲律宾偏远乡村的女佣，和一个

的故事、波澜不惊的生活状态，拍出了在不美

普普通通的新加坡家庭，展开一段共同生活的

好的世界里遇见美好的电影。第一次拍电影的

交集和互动，构成了《爸妈不在家》的主线。观

陈哲艺，就酿制出一道让人惊喜和感动的时光

影的直观感受是，这部电影一点也不复杂，能

餐点。如金马奖评委会主席李安所说，
《爸妈

引起如此强烈的观众共鸣与各电影奖评委的

不在家》拍得很纯、很好、很真，非常简单的

青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简单的故事、细腻的

故事，却又有非常成熟的技巧。

拍摄手法，以及镜头后流露的朴实情感。最终，
电影不仅获得华人社会的赞誉，也让非华语世
界的观众感动。

陈哲艺的新加坡制造，饱含自身多年短片
累积而来的经验与长久的记忆沉淀，在感情
处理上却不过度渲染，从孩子的眼睛里拍出
“哀而不伤”，一点一点地渗透和触动人心。这
些慢慢展开的感伤，又在电影节奏的牵引下，
将人们内心累积多时却又尘封已久的情感缓缓
打开、又轻轻释放，留下淡淡余味。

本地电影的优势
好几位中国朋友和我说起新加坡电影电
视。他们虽然没看过《爸妈不在家》，但都知
道获奖消息，同时也说起人气很高的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开拍电影，选中了新加坡的蔡
于位担纲导演，让人对可能激发的火花充满
想象。随后，众人又纷纷拉远思绪，聊起80年
代在中国大陆广为流行的《人在旅途》、
《调色
板》和《雾锁南洋》等新加坡电视剧，至今印象
深刻。在我看来，这是《爸妈不在家》获奖的重

电影《爸妈不在家》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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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之一：新加坡影视透过这样的管

这也是新加坡电影可以充分发挥

虽然获奖并非电影或导演本身的

道获得广泛传播，也是21世纪新加坡软

的优势：不一定要有宏大叙事，不一定

目标和动力，但得奖所带来的关注度、

实力得以展现和认可、进而发挥影响力

要走大制作路线，完全可以小中见大，

所产生的话题性都是无与伦比的。一

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外界对新加坡

细腻精准地表现平淡生活中的故事与

部朴实无华的《爸妈不在家》，对新加

影艺的认识也不再一直停留在过去，而

情感。拍一部世界读得懂、有共鸣的新

坡观众欣赏本地电影的动力，对世界

是发掘出更多值得一看、值得一说的

加坡电影，打动观众的不仅仅是新加坡

看待新加坡影视的视角，对本地电影

“新”新加坡品牌。

的本土特色，重要的是其间蕴含的共同

业的激励，以及启发电影人的新思维，

人性以及相通的情感。这样的影片，才

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与影响。这无疑

能使新加坡超越岛国的有限空间，赢

很让人期待。

《爸妈不在家》获奖也兼具另一重
启示，即对新加坡电影形态可能性的成
功探索和把握，即“生活流”的电影，近

得更大的共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年来陈子谦、巫俊锋和陈哲艺等几位年
轻导演多元、多样化的尝试，常令人眼
前一亮。这些新加坡故事发生在我们
身边，从小人物的悲喜出发、从失去的
历史记忆出发，被处理成不同时代背
景下的新加坡片段。镜头后面，是年轻
一代的电影梦想和人文关怀，也是他
们检视自我、思考人与社群、自身与这
块土地联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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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的直观感受是，这部电影一点也不
复杂，能引起如此强烈的观众共鸣与各电
影奖评委的青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简单
的故事、细腻的拍摄手法，以及镜头后流
露的朴实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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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出得了
另一个陈哲艺吗？
台

北第五十届金马奖上，新加坡年轻导

近年一些见风使舵的“方言回潮”舆论的造

演陈哲艺凭影片《爸妈不在家》，夺

势，华语已被彻底边缘化，华文也被妖魔化得

得最佳剧情片、最佳新导演等四大奖，缔造了
本地电影界的奇迹。陈哲艺在领奖时高呼：

固然，大人先生们都在强调，教华语嘛，

“新加坡电影，加油！华人电影，加油！”令人

应该借助科技，轻松有趣，念了之后“活学活

深有感触。事实上，环球华人电影，代有才人

用”就行了。但殊不知“活学活用”的基础是

出，不必担心；令人感到疑惑的却是：新加坡

学能致用，让这种语文在社会上、在职场上有

电影，出得了另一个陈哲艺吗？

用武之地。

本人为了给《南洋艺术》期刊写特稿，曾邀

广泛的方面这里就不说了，即以“华文演

陈导喝拿铁、摸杯底，谈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令

艺”这个范畴来说，华语运动雷厉风行的上世

我惊讶的是：第一，全程用深度华语对白，不掺

纪八十年代，电视台还拍了当今被视为经典的

半点then hor；第二，他对童年就读南华小学，

华语剧，并且还有出口。从无到有，冷嘲热讽

九岁参与福建会馆剧场演出儿童音乐剧，上华

中，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华语配音组。到目前，

中成为全级唯一报读理工学院（义安）念电影

华语电视剧的产量有目共睹，连热心栽培的

的毕业生，如数家珍。

“外星”也要跑码头去了。华语配音组早已完成

陈导说，5月间在法国康城电影节摘下电影
人处女作的最高荣誉——金摄影机奖之后，他

╱ 文  : 庄永康

不成样子了。

历史使命，自动解散。讽刺的是，眼下我们只能
以台湾配音的韩剧来支撑整个局面。

接受的访问不下两百个。但据我了解，大部分

说回陈哲艺，他现年二十九岁，出生于1984

的访问都涉及风光的一面，偶也提到赴英国国

年。到了三岁那年，1987，
“华校”已成了过去

立影视学院念硕士。艺术家的学习过程中，当

式。加上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新加坡的华人

然要靠深造，但童年的塑捏，却有其决定性的

孩子要他们不痛恨华文已经很难，更何况能

因素。更何况，
《爸妈》一片的主线，俨然就是

对中华文化传统保持一定的热忱。访问过后，

编导成长岁月中，以他本身的人文素养，对爸

本人深深感觉到陈哲艺成长中所念过的学校

妈、对保姆这些密切家庭成员所表露的感受！

（包括义安），的确是有所坚持的。对于慨然让

促请大家关注陈哲艺的中华文化熏陶，与

孩子接受这个传统，陈哲艺的“爸妈”，请允许

沙文主义无关。理由是在新加坡，华文华语虽

我脱帽致敬！

然被标签为“母语”，但是从家庭、国家、社会

再补充一点：新加坡福建会馆，是本地率

的层面却一点也不具备“母语”的重量，与日

先使用华语的一个宗乡组织。1919年由福帮

本人、瑞典人对待母语的态度真有天渊之别。

商贾成立的华侨中学，是本地最早期用华语教

撇开早年的“红帽子”迫使华文教育退位

学的华校。与福建会馆深有渊源，1955年成立

不说，自从1987年教育部规定英语为所有科目

的南洋大学，从未用福建话教课。华语成为新

的教学语文以来，华文作为母语科的教学大

马华人的普遍用语，同人口有百万的福建人，

量削减。约二十年，华文赖以存活的“双语教

同福帮先贤先烈的提倡脱离不了关系。这是

育”框架，也被“去圣牛化”推去屠场。加上

铁的事实。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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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辛

羽

一切源自质疑
新锐导演巫俊锋二三事

新

加坡本土电影《爸妈不在家》频频

visuals de Catalunya (ESCAC)继续深造，在那

获奖，扬威海外，激励了本地的电

里创作并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全家福》

影工作者。
作为本土年轻导演之一的巫俊锋，高兴地
说：
“我们都很以陈哲艺为傲。
《爸妈不在家》
得到国际对新加坡电影的关注，像是引来一盏
大的聚光灯，即使是短暂的聚光，也给我们这
些新加坡电影人带来前景。”
出生于1983年的巫俊锋，16岁时考入新加
坡南洋理工学院电影系。期间，通过一个交换

(2004)。 这部短片为他赢得2005年新加坡国
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和突出贡献两项大奖。
服完兵役后，巫俊锋又导演了《加东赋格曲》
和《散》两部短片。都分别获奖。2010年他执
导第一部长片《沙城》角逐了2010年康城影展
的“影评人周”（Cannes Critics’ Week）奖。
为了在艺术之家筹办一场本土电影《沙
城》观赏会，今年8月的一天，我们相约见面。

项目，前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高等

午后三点钟，在国家图书馆底层，一位年

电影学院Escola Superior de Cinema i Audio-

轻人立定后即左右张望，我凝神仔细打量，

电影《沙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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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能与来自网络的印象叠合，就移步

将永远深埋，拍一部电影《沙城》能续

向他走去——

起一段记忆……”

果然就是巫俊锋。网络上称他为

巫俊锋自己是这样看的：
“作为上

新锐导演。我脑海里早已经准备着一

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加坡年青

副青春的图象，但见了面还是感到些

一代，我们被教导的历史，总是官方的

许诧异— —那一脸的帅气、阳光、不

论述。只有到我长大后，我才意识到这

经意流露的腼腆，更像初院或大学校

只是‘胜利者的故事’。我更想知道另

园里的新生。

一类叙述是怎样的！”

《沙城》的创作背景

“我知道曾有一群人为了追求理想
而遭受残酷的打压，他们的遭遇一定让

寒暄后坐下，谈话直奔主题：谈电

他们深感痛苦。我拍摄《沙城》希望能

影，谈家庭，谈生活，谈《沙城》……时

带给他们一点点安慰，也让年轻一代的

间悄悄逝去。回家后，看书，上网查寻，

新加坡人开始关注他们曾经历过什么，

那个在午后咖啡座里，诚恳的用不甚流

使他们的故事不会被湮没。”

利的华语与我们交流言谈的青年巫俊
锋，笑容如此鲜明历历。
第一部长片怎么就选择了带有几分
敏感的，学运历史的题材？
“其实与我家庭背景不相干。我父
亲念英校，母亲华校出身，他们都没有
这个经历。我中学时读中正，在那四年
里，我从来不知道中正中学的过去，特
别是和学运紧密相关的那一段。直到我
看了陈彬彬的纪录片《备忘录》（Invisible City），再查寻相关资料，我才恍然

巫俊锋导演

身为年轻导演，你怎么看待自己？
“我想我首先是父母亲的儿子，然
后才是电影制作人、导演，当然也希望
是一个活动家。

我 的 几 部 短 片 都 是 为身旁 的两
人——父母制作的。这些短片主要是
与他们分享自己在外面世界的经历，以
及我的看法和感受。”

我不喜欢引人注目，不想在大街上
被人认出，因为会感到不舒服。然而电
影上映了，就会引起关注，我还不习惯。
但是我妈妈看到报道，她感到开心，自
豪。我喜欢她脸上幸福的表情，愿意她
把喜悦和朋友分享。

新作聚焦本地死刑
作为导演，他不只关注历史题材，
也描述身边的，家庭里的故事。他更想
通过影片探讨社会课题。他的第二部
剧情长片，就聚焦在新加坡的死刑刑

大悟。于是就想，我们的社会，家庭，还

我跟双亲都相处得不错，母亲会

罚。剧本已在年初脱稿，他准备投入三

有多少被湮没的，不为人知的过去！我

与我分享感受，这使我可以容易了解她

年的时间来完成新作。而为今年的“新

们被“失忆”了！

的内心。

加坡双年展”拍摄的五分钟短片《快乐

有台湾的观众，看完《沙城》后，在

我父亲是公务员，我和爸爸有一

又自由》，他就突发奇想，假设新加坡

博客上写道：
“沙城的危险是找不到根

些不同的看法，他所赞同的一些事情

不曾脱离马来西亚，呈现了一个纪念与

基，新加坡人的惶恐失落因为缺少自

我却不以为然。我们彼此毕竟有代沟，

庆祝马来西亚合并50周年的庆典。

己的历史，而阿恩的家不像个家缺少了

我很难和他平静的谈话，分享自己的理

记忆。父亲、母亲，他们的故事因为缄

念。为了避免纠纷，我只能约束自己的

口不言不为人所知，特别小孩。家庭的

话语。因不能面对面交谈，只能通过影

情感纽带因为少了‘共同’的记忆……

片，我为父亲拍了《keluar baris》这部

沙城，转眼可能会被海水冲的一干二

片。电影里描绘了父亲与儿子思想上的

净，不留任何痕迹。新加坡华人运动和

冲突。我尝试用电影语言来表达看法。

学生运动的特殊历史，照片销毁，故事

这是我和他交流的另一种方式。

身为导演，你怎么和你的演员相
处？
“对演员我有不同要求：对专业演
员要把他当像粘土，按你的要求，怎么
捏都行；对非专业演员，却需要你从他
们身上挖掘出那块粘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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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来的男朋友是永泉，我吓一跳，这

谢芝炫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拍一些

奖，以及捧回亚太影展和金马奖最佳女

么高！要找也找个较合适的嘛。我问

商业电影，他说那不是他要的，让别人

配角的杨雁雁，也是他《快乐又自由》

他，他说我就是要那个反差，高低、强

去拍吧！

《丛林湾》的女主角，曾几次与他合作

弱的反差。他就是这样，细小的问题也

过，她说：
“我蛮喜欢俊锋有点像剧场

想得很深。”

他认为：
“叫好的电影也能叫座。那
是我一向来所追求的。”

的排戏方式，他能勾勒出演员的精髓，
我就亲眼目睹排戏时，演员因为他导
戏的方式而发生的变化，太神奇了！”
《沙城》女主角谢芝炫也对巫俊锋

本土电影的前途
《爸妈不在家》后，本土电影要怎
么往前走？

的沟通方式特别折服。她说自己是演

《爸妈不在家》接连得奖，作为能

舞台剧出身，对拍电影还陌生，导演在

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杰作，它

指导她时，总是在她耳边轻声细语，让

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在它之前本土

她能在无压力的情况下，达到戏里的

电影在这方面（不说商业片）已经走过

要求，
“我很享受这样的拍戏过程。他

一段路程。一些年轻导演已经做出不懈

使我觉得，本国的电影还是有希望的。

的努力。巫俊锋提到了邱金海的《十二

以后只要他提出，怎么小的角色我都愿

楼》、《面薄仔》；陈子谦的《15》和

意为他演。”

《4:30》；吴荣平和胡恩恩的《美满人

芝炫还讲了这么一件事：在拍摄期
间，导演曾安排演员们到度假屋，像一

生》。它们更能呈现新加坡真实的生
活面貌。

家人似的一起生活一段短时间，巫俊

他认为有了《爸妈不在家》作为新

锋要她像妈妈一样上街买菜，回来准

的里程碑后，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

备弄给大家吃，然后拿出一副拼图让

力创作好剧本。《沙城》和《爸妈不在

大家做。就像影片里的情节一样，他们

家》各花了2年时间写剧本，有人表示，

总找不到缺少的那几块——导演把它

他们花了太长时间。但巫俊锋却说：

们给藏起来了！

“我不同意。如果我们制作的电影，要

猫拼图——猫科动物“狮子”——

富有创意和质量好，这就需要时间。

找不到的小 拼 块 — — 被 掩 埋的历

本土电影一定不能操之过急地投入生

史——

产。”

新加坡本土电影要能继续取得进
步，不只需要电影工作者的努力，
“我
们也需要教育公众和培养观众欣赏质
量好的电影。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必
须提高新加坡的整体文化素质。我希
望我们会有实现的一天。”
虽然拍过的影片不算多，而他已崭
露头角。从影片展现的内容，不论是
《沙城》、
《丛林湾》、
《快乐又自由》，
直至尚未面世的死刑题材，他坦承：
“我
对政治议题感兴趣。有意识的，但不能
说我是政治性的。我的作品都有一个
主旨，就是注重一种‘共鸣感’或‘移情
性’，我只求通过电影，让新加坡人审视
自己的身份认同。”
“毕竟我出生于80年代的新加坡，
我的‘身份认同’已经被设定好了，我
没有质疑的空间，直到我接触了电影
和艺术，才开始质疑。我觉得也只有质
疑，才能推动一个人从懵懂无知，逐渐
成长成熟。”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这是他埋下的‘伏笔’。”芝炫笑
了，
“他第一次拿给我看剧本，里头都
是英文。排戏时他也经常对我说，记得
哦，我华文不好。一个受英文教育，对
华文驾驭能力不是那么好的年轻人，
却敢于触碰这样的题目，我打从心里
佩服他。”
芝炫自称是个“问题人物”，什么
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当我发现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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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出生于80年代的新加坡，我的
‘身份认同’已经被设定好了，我没有质疑
的空间，直到我接触了电影和艺术，才开始
质疑。我觉得也只有质疑，才能推动一个
人从懵懂无知，逐渐成长成熟。

怡
和
天
地

马来
风光
╱ 文  : 何

华

甘榜格南（阿拉伯街一带），是新

马来人不像华人爱存钱，他们消

加坡回教文化色彩最浓的社区，景致

费观超前，常换电视，越换越大。有什

独特，也是我最爱溜达的地段之一。它

么新产品出来，就跃跃欲试。钱不够，

坐落于桥北路与美芝路之间，现已划

就贷款。他们爱干净，家里收拾得一尘

为历史保留区。整个甘榜格南的心脏

不染。

是苏丹回教堂，气派！有一阵，玩“乐
摸”相机，在甘榜格南拍得照片色块绚
丽，真是迷人— —至少把我自己先迷
住了。

后来，我发现新居的楼下有一间平
民化的马来食摊Latiffa Huri，生意奇
好，总是排长龙。好奇心驱使，我去试
了一份椰浆饭，味道绝佳；接着又试了

最近读了杨贵谊翻译的《阿都拉

马来卤面和“米暹”，同样满意。他们

来新16年，从没和马来人发生

传》和《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颇

还有一种叫“天贝”（tempeh）的豆制品

纠纷，但也没交上一个马来朋

受益，也诱发了我对马来文化的进一步

（从印尼传来），也颇诱人。天贝是一种

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也只能以一

了解，时不时从图书馆借一本相关的

块状的黄豆发酵食品，和豆干、洋葱、长

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窥视“马来风光”。

书翻翻。

豇豆及叁巴酱一起煮，送饭很好，有了

我

我记得非常清楚，刚抵新，老师请

前年，我又搬家。周末，在楼下看

吃饭，点了一道“马来风光”的菜，就是

到一群马来孩子踢藤球，简直看傻眼

用南洋一种特殊的调料“叁巴虾米酱”

了。只要看得懂排球，就能看得懂藤

炒空心菜，很辣，但非常入味。马来人做

球，和排球最大的不同是，碰球时仅可

菜喜用叁巴调料，吃了会上瘾的，连我这

使用脚、膝、头、肘、肩等部位，不能

个不能吃辣的也念念不忘马来风光。

用手。但藤球的游戏性质显然比排球

这道菜，吃两三碗饭，不在话下。在所
有的马来食物中，我最投缘的还是椰
浆饭。有阵子拿长假回中国，念念不忘
的南洋美食就是椰浆饭。休假结束返
新后，第二天就去加东的“榜鹅椰浆饭
中心”一解相思之饥。

高，尤其是杀球，最精彩的杀球动作就

其实，椰浆饭最好是那种没有鸡蛋

是身体翻转用脚倒扣，潇洒极了。当下

没有江鱼仔没有花生米，只有一包调料

的欢腾，让人忘记远方的山高水长。奇

的Kosong（马来语“空”）椰浆饭。我在

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这里的华人玩藤

马来西亚麻坡小镇“才记434”咖啡室

地铁、街头、组屋，随处可以看到马来

球，也没有看到马来女子玩藤球。但愿

吃过这种椰浆饭，用报纸包裹，分量很

人，可是有一种司空见惯的麻木，从没

是我少见多怪。

小，窃以为是极品。

新加坡华人占了总人口的75%；马来
人其次，占15％；余下的由印度人、巴基
斯坦人、斯里兰卡人和西方人构成。在

有想到要去接近他们。这里有些回教
建筑，很漂亮。记得有次一个人在直落
亚逸街闲逛，看到一间回教堂，叫阿尔
阿布拉，不大，知道的人不多，我却喜欢
它的格调，绿蓝玻璃搭配得既古典又时

马来人有接近大自然的天性，他们

接下来的日子，渐渐发觉我的新住

喜欢住一楼，喜欢在海边野餐、唱歌。

处，马来人的比例非常高，难道我搬到

每每看到洋人或华人哼吱哼吱汗流浃

马来社区了！也罢，以后可以常常看藤

背地在海边跑步锻炼而马来人在海堤

球、吃马来食物。

上吃吃喝喝唱唱跳跳时，我都会心一

尚。午后廊内寂寥，两个马来“懒汉”坐

笑。马来人所谓的锻炼身体概念，总

在地上闲扯，大拇指直往头顶上翘，大

是和玩乐联系在一起，譬如藤球。那些

概正是兴头上。我溜进去，远远看到这

瘦精精笑盈盈的马来孩子玩起来真是

一幕，心里若有所思。
“深山古寺”，无

充满了美感，顿时觉得天地有情。让他

非就是这样的场景吧？本质上，我也是

们跑步，定会觉得无趣；叫他们去健身

一个懒汉，希望可以在这样的回廊里

房运动，更是觉得枯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枯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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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之恋
我

从未试过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一刻

话向不同的朋友反复用污言秽语讲述她将无法

都没合眼。2013年8月2日，不是特别的

赶上飞回乌兹别克的班机。我当然听不懂全部

日子。我的心似乎还停留在加速跳动的状态，双

的脏话，那可是深入俄化的标准之一，不过看

手拳头紧握，脑海不断重现惊险的从莫斯科飞

到我那平时爱骂脏话，还会偶尔教我两句经

回新加坡的画面。

典绝句的商人学生，都不禁古怪的、难堪的掩

我从加里宁格勒飞到莫斯科，再转机回新

╱ 文  : 卢丽珊

122  怡和世纪第二十二期

面暗笑，就知道它的限制级别。

加坡。分别两小时和大约11小时的直航航程，

一个小时过去， 两个小时也悄悄溜走。剩

中间隔了6小时的等候时间。即使内陆飞机又

下我和对面的中年女人，她说这就是俄罗斯的

见鬼的延迟，也不可能那么离谱，我倒是从而

机场，什么也不会解释，临上机前通知你就是

体验到前大帝国生活的惊险和无序，它的神奇

了。第三个小时过去，打扮媚俗的女郎后劲十

和美丽。

足，词汇越来越丰富和大胆。
“典雅女”终于

早晨五点半，我的高个子俄罗斯学生把我

忍不住，转过头请她不要用污秽的语言。女郎

送去机场，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对，太多人滞留

竟然乖乖就范，没想到等待的煎熬还是让俗

在小小的机场。出现这样的情况，机场还是一

媚女子再度暴粗。犹如道德警察的“典雅女”

片平静，没有一丝的焦躁。 除了我们后面的一

当然再度发飚，不过责备的语言还是文明的，

个浓装艳抹的金发女郎， 声量并不大，她用电

就像家长苛责孩子一样。我以为经那么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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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形厚实的女子一定会站起来理论。

线电话和同事再联系，具体叙述我手上

这些年，我发现新加坡人更容易大声

她只是侧脸甩过来，斜眼瞄我们一眼

提了一个不小的俄罗斯乐器，确认没有

说话了。有次在一家著名的农家主题餐

后，理亏的把电话放下。 我惊讶于她

问题。她说他们知道飞机严重延误，所

厅，我们六人用餐，高头大马的男士有

们的互动，一方的振振有词，一方的哑

以一直在等我。来到关卡，我傻眼了，

四位，餐厅角落有两张长方形的桌子，

然服从，换在其他国家说不定就争吵

出入俄罗斯几年,我从没看过这样的人

空着。一张桌子最多坐四个人，父亲已

起来了。然而核心的课题是俄国人引以

山人海，至少得排上一个小时吧！女孩

坐在其中一张。服务员看都没看我们

为傲的俄语，后者逾越在公共场合该

告诉我，别担心，我现在有“特权”，得

一眼，擦完桌子就命令式地说：你们六

有的语言操守，甘心受批判，真是个小

用特别通道和外交人员等一起通关。

个人全部坐一张桌子，就扬长而去。我

小的人文奇观。

我隔着玻璃门，似乎看见自己像幽灵般

惊讶于这样的服务，妹妹二话不说就

地飞越黑压压的凡间人群，奔赴另一

示意我们全部离开。在俄罗斯，这样的

个救赎之门，非常的超现实。

情况在拥挤的餐厅常常有之。服务水平

据说俄语脏话是世界上脏话当中最
精彩的一支，为了全面融入精辟的语法
体系，单纯的脏话（例如生殖器官）加

终于过关了，女孩的任务原来还没

上丰富无比的前缀和后缀词，可以变成

有完成, 她又领我到另一层的登机大

动词和形容词等！有趣的现象是解体后

门，把我带到妇孺排队的行列，告诉我

的好些前共和国国民已经不太能说俄语

哪都别去，然后天使般的她头也不回地

（去俄化过程），或者说得乱七八糟，

消失在人群中。经济舱的排队行列老远

不过只要一说起脏话却是字正腔圆的

老远，而我和一个抱着新生婴儿的新加

俄语。俄罗斯朋友跟我叙述时,似乎有

坡年轻女士一起排在头等机舱的乘客

种非常复杂的缅怀情绪。

旁边，还闲聊两句，继续享有“特权”。

来！延续我的“历险记”。
飞机的严
重延误导致我即使飞到莫斯科，也已是
下午3点左右，还要拿行李奔到柜台登
记。飞机将于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20分
起飞，一般来说，起飞前的45分钟，就
无法办理登机了。等行李的时候，刚才

飞机没有因为我延误，照旧准时起飞！
我忍不住大舒一口气，上飞机看见新
航的美丽空姐，才知道自己无意中通过
俄罗斯航空公司（代码共享的关系）坐
上了咱自家的班机！按捺不住的兴奋伴
随我一路到家门。
去年挚友从新加坡来俄罗斯看我，

首小诗给我听，告诉我一定没事的！她

她们都诧异于旅途的劳累，尤其是某些

也对近年飞机老延误而感慨没有竞争

机场的硬件和软件所带来的不便。我深

带来的恶果。临走时给了她一个拥抱，

刻反思自己身处的环境, 确实跟新加坡

却发现没有留下彼此的名字。

比有不足的地方，也许正因为硬件上的

柜台，下午3点零5分。两位职员一看见
我，似乎久侯多时，马上接过我的飞机
票一看，再把早打印好的登记证给我，

性化的做法是在其他客人来之前，让客
人先坐下，如果觉得为难的话就请他们
谅解。我认为任何客人都会理解的，而
不是一下子就失去六个客人；有一次一
个朋友在斜坡上停车载我, 确实是他的
错。我看见不远处一对小情侣，对着那
辆车破口大骂；有一次在商场快到结束
营业时，我们准备通过商场坐电梯到更
高层的停车场, 却发现门提早关上了。
就是一分钟的时间，口操马国腔的男职
员请我们稍等，请来明显是本地人的主
管开门，他瞄了我们一眼，甩甩手中的
无线电话表示办不到。我们可以理论，
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无数个，语

那位女士仍然不断的安抚我,还念了一

飞速的赶到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的

并不是俄罗斯人的强项，但是最起码人

不足，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扶持变得
非常重要，弥补了硬件上的缺失，让我
们在可以理解的情况下, 给予彼此更多
的温情和宽容。

言似乎变得多余了，大家对彼此都失去
耐心，抒发自己的不满才是最要紧的。
我有时无法想象自己离开家有多远，因
为我的异乡并没有很多地方令我感觉
异化。俄罗斯的空旷空间，人与人之间
较人性化的相对, 对自己母语的绝对尊
重，反而使我找到些许的心灵救赎。再
加上热爱它的语言，继续从生活中学
习着，以及体会这个语言在人与人之间

同时用电话和同事联系，说我终于来了，

反观在新加坡，我们的硬件跟任何

扮演的奇妙角色，让我对俄罗斯有无法

不过行李可能得自己拖上飞机。一阵疏

一个国家相比都所向披靡，但是人性和

停止的、不理性的爱恋般情结。虽然我

通，行李输送带竟然又“嘎”一声动了，

人心在生活的压力、追求有条不紊的需

似乎没有继续长期逗留的理由，但是我

行李还可以寄舱！最想象不到的是资

求下，却渐渐失去了温度，语言走向通

却久久不要、不能也不舍得转身离去。

深的职员请年轻的职员全程护送我通

俗化，没有美感不说，甚至恶言相向似

关。我们赶往二楼的关卡，她一边用无

乎已成为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离开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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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忆马思上进
马

是我很感亲切的动物。儿时生活的最

色的马在对岸奔跑，背景是一堵灰色的山墙。

大惊喜，就是住家对面草地突然搭起

马跑得快，我的镜头跟不上。

了高高的帐篷，盖起了马厩，接着飘来马粪的
气味——马戏团要在这里开演了。
我没看马戏团在谢健村的公演，但是，在
那两个星期里，我天天都会过马路到马厩探
望那些摇头摆尾的老马。
念中二那年我第一次随同学过长堤参观新
山的动物园，当然也看了马。以后，新加坡有了

╱ 文  : 邹文学

动物园，便常在斑马圈徘徊良久。     

喜看藏人放马

几年前曾到四川的伍须海流连，见有几名
藏人牵引着几十匹马儿从山脚下走过。藏人也
在这里放马，我便有机会为它们留下肖像。
雪山下，高原湖边的绿草地上，马儿自由
自在。
秋天，我曾在北京以北的塞罕坝国家森
林公园，近距离与没人看管的马儿邂逅。它们
在已经挖走马铃薯的田地里啃着绿苗，偶尔侧
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咀嚼着大自然的新
鲜和芬芳。

十多年前第一次到西藏，车子下了山沿着
羊卓雍湖畔前往山南，瞬间，我见到三匹棕红

骑马游山玩水
我也骑马，都是马夫给牵着走的。最早的
一次，我们从巴厘岛回雅加达途中，来到爪哇
中部一个湖边住下。那次骑马绕湖一圈需一
小时，我把马夹的紧紧，没摔下马，第二天起
床后却发现大腿两片红肿，破皮的腹股沟更
渗出丝丝鲜血。
以后，骑马游山玩水的经验要惬意多了。有
一回从云南香格里拉骑马两小时进入碧塔海景
区，另一次骑马一小时爬上玉龙雪山，臀部的
肌肉都完好无损。骑马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从
德钦进入梅里雪山腹区的旅途，早上10点骑马
上山，下山时已是下午3点钟。幸亏有马，要不
然我们不晓得要吃多少苦头才能去到目的地。
最近一次骑马是前往泗水的布罗莫火山，
马儿把我们送到山脚，我们才有精力爬上那
200多级天梯。

马肉美名樱肉        
马是速度和健壮的象征，在古今中外的艺
术家心目中，马儿或者一马当先或者群马奔腾，
迸发的就是力量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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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参观过大连
一座养马场，哦，那里的马儿都养得特

关食品安全而是欺诈事件，因为马肉的
市价只及牛肉三分一或四分一。

性获得人类的认同和喜爱，它获选人类
的生肖当之无愧。

别肥胖以致臃肿不堪，已几乎不留存一
点马的雄姿。

马，是以它的忠诚、勤奋、魅力和灵

不愧六畜之首        

时光如白驹过隙，是人都不可免又

原来，这座大连养马场定时从中国

想当年，人祖路过昆仑山时，假使

多长一岁。谨盼望与大家共勉，再不能

各地接收体力已经不济的老马，然后要

不发慈悲心砍掉山顶一株桃树，天马又

徒增马齿，即使无法拥有老骥伏枥、志

它们努力加餐，养得肥肥大大，再送往

如何跃得出压顶的昆仑山，最终成为人

在千里的气概，也希望能一步一脚印，

屠场。那时候，大连每周有三趟航班，

类的好帮手。

为社会的进步多少作点贡献。

任务之一就是赶着把新鲜马肉运到东京
给喜欢“马刺”的日本老饕享用。

马儿平日耕地拉车驮物让人骑，出
征沙场也可能曝尸荒野化成枯骨，难

日本人400年前就喜欢生吃马肉，

怪古人誉之为六畜之首。今天，我们仍

即马肉刺身。据说马肉在每年四五月期

然对马的贡献不能忘怀，且常愿意付之

间最鲜润富咬劲，那时节又恰逢樱花盛

于天马行空的恋马之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开，因此，马肉刺身便美其名为樱肉。
吃马肉不文明吗？其实，马肉在欧
洲大陆也很受欢迎，意大利人、法国人
和比利时人都喜欢吃马肉。出于文化原
因，马肉在英国就遭排斥。今年在欧洲
发酵的“挂牛头卖马肉”风波，其实无

马，是以它的忠诚、勤奋、魅力和灵性
获得人类的认同和喜爱，它获选人类的
生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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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兴集团创业于七十年代初期，以经营火
达兴集团创业于七十年代初期，以经营火
锯厂及木材贸易生意为主。经过多年的努
锯厂及木材贸易生意为主。经过多年的努
力与奋斗，我们的业务除了已成功地走向
力与奋斗，我们的业务除了已成功地走向
区域化，也同时在多年前大力进军房地产
区域化，也同时在多年前大力进军房地产
发展及建筑业，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发展及建筑业，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达兴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多元业务
达兴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多元业务
和专业管理的现代企业。
和专业管理的现代企业。
Call us for further enquiries at:
Call us for further enquiries at:

31 Sungei Kadut Street 4, Singapore 729055
31
Kadut
Street 4,Fax:
Singapore
729055
Tel:Sungei
+65 6365
6998
+65 6365
1338
Tel: +65Email:
6365 6998
Fax: +65 6365 1338
enquiry@thb.com.sg
Email:
enquiry@thb.com.sg
Website:
www.thb.com.sg
Website: www.thb.com.sg

Tat Hin Group has its origin as a sawmilling and timber
Tat Hin Group has its origin as a sawmilling and timber
trading
company
in
the
early
1970s.It
has
since
grown
into
a
trading company
in the early
1970s.It operations
has since grown
intothe
a
multi-business
enterprise
with business
spanning
multi-business
enterprise with business operations spanning the
region and beyond.
region and beyond.
Apart from our original timber business, Tat Hin Group has
Apart
from into
our original
timberdevelopment
business, Tat
Hinconstruction
Group has
diversified
the property
and
diversified
into
the
property
industry more
than
a decade
ago.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more than a decade ago.

31 Sungei Kadut Street 4, Singapore 729055
31 Sungei
Kadut
Street 4,Fax:
Singapore
729055
Tel:
+65 6269
5401
+65 6368
8602
Tel: +65
6269enquiries@thtimber.com
5401
Fax: +65 6368 8602
Email:
Email:
enquiries@thtimber.com
Website:
www.thtimber.com
Website: www.thtimber.com

Yuantai Fuel Trading Pte Ltd
71 Toh Guan Road East, #07-03 TCH Tech Centre, Singapore 608598
Tel: 6333 6557 Fax: 6333 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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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球赛者全体照

风和日丽 赛事圆满
第22届怡和轩杯高尔夫球赛盛况

2

013年10月14日，第22届怡和轩杯高尔夫球赛于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 (SICC) 成功举行。
本届参与球赛的会友与友人共120名，当天风和日丽好，赛况热烈。谢万森主席及筹委会主席

蔡振祥在颁奖晚宴上分别致词。丰富的奖品及神秘的幸运抽奖环节，将晚宴推向高潮。董事部
衷心感谢所有赞助球赛的人士：
谢万森 Chia Ban Seng     林镇成 Lim Tiam Seng ($2,000 each)
林清如 Lim Chin Joo      何侨生 Ho Kiau Seng    杨云仲 Yeo Hoon Chong  
何沁光 Ho Sum Kwong     胡财辉 Aw Chye Wee     陈源金 Tan Guan Kim   
林光景 Lim Kuan Kang     傅文克 Poh Boon Kher   刘国华 Low Kok Hua    
蔡振祥 Chua Chin Seong   李崇海 Lee Chong Hai   云大明 Hoon Tai Meng
王勇冰 Ong Eng Bing       谢连成 Sia Ling Sing     蔡瑞华 Chua Swee Wah ($1,000 each)

谢万森主席晚宴上致词

胡财辉先生 (钟标燕窝 Bell Brand Bird’s Nest 140份)
Mr Sunny Chew Sun Huat (JVC录像机 JVC Camcorder 3台)   
贵宾旅运 WTS Travel & Tours Pte Ltd (大号旅行袋 Travel bag, L, 150个)
香格里拉酒店 Shangri-La Hotel (双人周末豪华房一晚 One-Night Weekend Stay)
大华酱油 Tai Hua Food Industries Pte Ltd
    (礼篮 Gift Hamper, 玉笋丝 Bamboo Shoot Strips With Chilli Oil, 酱油 Soy Sauce)
和美集团 Ho Bee Group（毛巾 Towel 140条）
福南(1998)私人有限公司 Hock Lam (1998) Pte Ltd（大白兔奶糖 White Rabbit Candy）
同乐集团 Tung Lok Group（同乐餐券 SGD100.00 Tung Lok Dining Vouchers 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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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学村百年华诞
嘉宾校友共同欢庆

1

00年前陈嘉庚回到故乡集美捐资助
学，先后创办集美小学、师范、中

学、水产、航海等校，后来，人们把这
些学校统称为“集美学校”。集美学村
也由此诞生。百年来，集美学校秉持
“诚毅”精神，培养了大批人才，倾尽全
力兴办教育的“校主”陈嘉庚，也因此为
后人感念至今。
为了纪念集美学校创办100周年，
集美市政府于2013年10月21日举办了一
系列纪念活动，怡和轩与陈嘉庚基金
应邀组代表团出席庆典。

（左起）陈佩仪（陈嘉庚孙女）、潘国驹、林清如、陈君宝(陈嘉庚孙)

厦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詹沧洲
率团来访

2

013年11月30日，厦门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詹沧洲一行五人到访怡

和轩，并参观了陈嘉庚基金先贤馆。

詹沧洲书记（右起6）与谢万森主席（右起5）互赠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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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俱乐部联办

“三人行”中新油画交流展

由

╱ 文  : 郑钧如

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和怡和轩

纷纷走出去，在大陆、台湾、马来西亚

艺术切入点令人们对我们父辈以至更早

俱乐部联合主办的“三人行”油

等地进行艺术交流。这次画展的三位主

的祖辈生存经历产生难以忘怀的感动。

画联展开幕式，于2013年12月8日下午3

角，以他们的艺术活动，凸显了两地画家

陈楚智先生的艺术使我们仿佛重演金色

时至5时，在乌节路百利宫内举行。怡和

在新时代的互动交流。陈钧德教授早在

年华，他坚持不断地描绘那些即将消逝

轩老前辈傅新春、主席谢万森、副主席

2000年初，就把他的东西合璧，与林风

的人文景象。二位艺术家可以说有一个

林清如、怡和轩会员，同参与画展的上

眠、吴冠中一脉相承的油画艺术，带到

共同的特点，对我们走过的历程都满怀

海画家陈钧德教授、新加坡画家许锡勇

新加坡，而许锡勇和陈楚智的南洋风

着感念与敬畏之心。”

和陈楚智，以及艺术界人士济济一堂，

画作，同一时期或更早，已在国外包括

他还说，
“画展的举办是我们三

中国崭露头角。今天有机会在此目睹和

位画家友谊的象征，展出如果能给诸

欣赏他们的力作，确实是一种福份。”

位带来艺术上的享受和工作之余的快

见证这一盛事。
谢万森主席发言时指出，
“新中两地
文化关系密切，互动互补性强。当年徐
悲鸿的水墨画和油画，在新加坡曾产生
过巨大的影响。战前他在新加坡创作的
油画《放下你的鞭子》, 不仅在艺术上震
撼人心，在市场上也创下天价。两国画

这是怡和轩第一次与兴艺合作举办
的一项高层次画展，谢主席代表怡和轩
同仁，热烈祝贺三位资深画家联展的成
功举行。

家重续旧缘，中国画家在新加坡办展，

陈钧德教授致词时说，
“许锡勇先

其中如吴冠中先生，应是两国美术界耳

生和陈楚智先生都是新加坡著名的艺

熟能详的名家。他的作品让新加坡人大

术家，都卓有成就，能与他们两位同室

开眼界，而且让新加坡收藏家有意想不

展出更是我的荣幸。许锡勇先生的艺术

到的收益。而这些年来，新加坡画家也

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感，他不同凡响的

乐，则更是我们主办方和三位画友共
同的期望。”
怡和轩老前辈，傅长春集团创办人
傅新春，为展览主持开幕式。宾主合聚
一堂，言谈甚欢，欣赏三位画家展出的
总计35幅精湛作品。

怡和轩俱乐部主席谢万森致词。（自左2起）主宾傅新春，画家陈楚智、陈钧德、许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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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怡和轩》周末晚宴掠影

每

三个星期举行一次的《相约怡
和轩》为怡和轩会友提供一个

相聚与交流的机会。董事部把宴会日
期改为星期日后，基本上解决了泊车难
的问题。董事部感激会友的支持，也希
望大家共同维持并提高这个聚会的形
象，让所有会友都能感受到，这是一个
既方便、又有所裨益的聚会。

2013年12月1日相约怡和轩宴会，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谢发达代表（左起4）
与经济代表陈永乾（左起2）为当晚东主的嘉宾。

少林养生禅功讲座

2014年1月4日，怡和轩与本地气功团体涵阳如意功联合举办《少林养生禅功讲座》。
主讲河南少林武术学院院长释德红师傅用语风趣，当场示范，场面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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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尹崇明

林永車

林熙涞

符敦珏

薛炳国

郭伯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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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建设的题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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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本，在会员间与新加坡各界广为流传，极富影响力，在本刊刊
登广告，商业效力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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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REINFORCING
BETTER

Prefabricated Column

FASTER

CHEAPER

Prefab Staircase Shelter Wall

BRC is now a one-stop shop for all your reinforcing needs - rebar, cut and bend services, BRC mesh,
prefab and accessories. We have a specialised team of engineers and technical staff to provide you
with free technical and scheduling services. We specialise in tailor-made products manufactured on a
JIT (Just-In-Time) basis. BRC Prefab is highly versatile and cost effective for all types of projects.
We will be pleased to undertake the whole project or any part of the project be it immediate, short or
long term. Contact us today!

Prefab Pilecap

Prefab Shear Link Cage

Bursting Link

BRC ASIA LIMITED

350 Jalan Boon Lay Singapore 619530
Tel:
6265 2333
Fax:
6266 4728
Email:
websales@brc.com.sg
Website: http://www.brc.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