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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史实 不容歪曲
我们固然不应该活在过去，不应该纠缠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容
忍血泪的历史被歪曲、被篡改。警钟务必长鸣，让世世代代不
忘铁证如山的史实，牢记那段
屈辱的历史，以免历史重演。

印尼国民军以两名曾在新加坡引爆炸弹的印尼海军人员
的名字为军舰命名，引起我国社会上下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对于新加坡人民来说，印尼军方的举动无异于亵渎历史，因
为这两名军人其实是滥杀无辜平民的暴徒。

起了变化，在中美国际关系的演变中，日本扮演了一个新的
角色。
自90年代末期起，日本国内保守派势力开始抬头。保守派
多年的夙愿就是要废弃和平宪法，重修宪法以便重整军备。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所发生的“肃清大屠杀”是新加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修改教科书以扬弃所谓的“自裂

人民的世纪噩梦，它与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和南京大屠

史观”，开始有计划地公然向日本国民美化日本在二战时期

杀一起被列为二战期间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2012年

的角色。早在2005年4月22日，我国外交部曾就日本政府修

重返政坛的日本安倍晋三首相歪曲历史、美化二战期间日军

改教科书事件发表强硬声明，抨击日本当局容许掩饰二战时

暴行的言行近年变本加厉；比起印尼军舰命名事件，安倍罔

日军的暴行，令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紧张。

顾史实的言行更是深深地揭开新加坡人民本就难于痊愈的
历史伤口。

中日之间的领土争执毕竟是两国的双边关系问题，不过
近日争端愈演愈烈，人们担心，一旦擦枪走火，身处东南亚

1945年日军投降后，英军迅速返回新加坡，恢复殖民地

的我们必遭池鱼之殃。而令我们更为担心与关注的，是中日

统治。作为殖民地臣民，新加坡人民伸诉无门。1959年新加坡

骂战声中所涉及的有关二战的性质与责任问题，以及日本军

自治后，民间呼声叠起，要求自治政府就十几年前的“肃清”

国主义复辟对世界和平可能造成的威胁。

大屠杀向日本讨回公道。1962年初，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

把对东南亚的侵略说成是帮助人们从白人的压迫下寻

全岛各处挖掘出土约600多坛受难者的遗骸，最后安葬于

得解放，把对无辜平民的冷血屠杀说成是为了要解救他们，

1967年竣工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之下。1963年

在靖国神社把罪恶滔天的杀人犯当民族英烈来供奉，这一

8月25日晚，超过十万各族同胞在政府广场举行了历史性的追

切的一切，对我们无辜受害的亲人，是莫大的不敬和侮辱；

讨血债群众大会，群情激昂。

对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人民来说，是不停地在我们创伤

1965年日本政府宣布为新加坡提供马币5千万元（2千5百

的心灵上撒盐。

万元为赠款，另外2千5百万元为特别条件贷款）时，没有明确

我们珍惜这几十年来辛苦建立起来的新日友好关系，但

说明赠款与血债的关系，日本也从未就当年的暴行向新加坡

是对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抬头，我们不应等闲视之。历史问

人民表示任何歉意。新加坡政府重视新日在经贸方面的合

题关系到历史的真相，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对于二战历史，新

作，要求人民为“我国经济发展之实际问题着想，确保血债

加坡人民绝对有发言权，也必须不停地发言。

问题不再为日后之争端。”

我们固然不应该活在过去，不应该纠缠历史；但是我们

有鉴于国际的冷战与国内形势的需要，几十年来新加

也绝不可容忍血泪的历史被歪曲、被篡改。警钟务必长鸣，

坡人民恪守务实的国策，忍气吞声抑制心中怨气，与日本

让世世代代不忘铁证如山的史实，牢记那段屈辱的历史，以

人民在各方面建立了紧密关系。岂料中国崛起，亚太形势

免历史重演。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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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
为配合明年即将举行的创立120周年纪念，怡和轩于今年2月开始举办“以史为鉴”的系列讲

╱ 文  : 雨

石

座。2月18日谢万森主席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
“这个系列讲座是要从历史角度，探讨经济、
政治、文化课题，”希望国人时时重温历史，以史为鉴。这个系列讲座将在更深、更广的层面贯
彻怡和轩传承历史、发扬先贤精神的宗旨。
系列讲座之一以“中日交恶，又逢甲午年”为题，于2月23日举行，主讲者有历史学家柯木林、
学者卓南生教授、媒体人士叶鹏飞。系列讲座之二于4月5日举行，主题为“二战期间日军占领下的
新加坡”，主讲者是长期在日本讲学的南洋大学校友蔡史君教授。联办单位为陈嘉庚基金、亚洲
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国际郑和学会。
—— 编者按

中日关系走向值得关注
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和世界第三大经
济体的日本，相安互利多年之后，关系突告剑
拔弩张，几乎到了擦枪走火的地步。先是日本
发生购岛事件，之后是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则
以牙还牙，派船舰进入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
进而划定东海航空识别区。安倍政府更进一步
对历史问题颠倒是非，同时大动作进竭靖国神
社。双方的言论和行动充满火药味，随时会引
爆。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人们开始把眼光投
向过去，知往鉴来。
中日交恶，正值甲午战争120 年纪念。

4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在历史学家眼里，日本国土小、资源缺，
自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以来，就步上军事扩张之
路，造就日本民族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如是
看来，面对舰坚炮利、训练有素、作战力强的日
本武装, 颟顸无能、日薄西山的清廷，纵有庞大
舰队的外表和勇敢献身的少数将领，其最终成
为日军的俎上肉、被迫献地赔款也是历史的必
然。御敌必强军，强军必强国，强国必强民，这
在后来日军染指东三省，挥师南下，国军败退，
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生灵涂炭等一连串急
转直下的事态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美国未清洗日本军国体制

柯木林在题为《甲午年回望甲午战争》的发言

二战后的亚洲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实施和

中，讲述北洋舰队的建立、规模、出访，重点

平宪法、不走军事路线而开创新局面。但是，正

提到它三度出访新加坡的细节。他认为，
“甲午

如另一位主讲者叶鹏飞在《从中日外交纠纷谈

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

几个历史概念》一文中所指出：
“出于冷战的政

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宣

治需要，美国并没有清洗日本的军国体制，天

告改良之路的破产，开启革命之风，最终导致

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追究，很多甲级战犯后

清王朝的覆灭。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说

来被释放、赦免，甚至参政，造成今天日本政

法不一，柯木林试图从“管理理念”、
“设备维

治精英仍然持有军国主义历史观。”他又说：

修”和“实战经验”三方面，提出个人的见解。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地，残杀无辜，都

柯木林说，甲午战争后，日本的扩张脚步并未

是血泪斑斑的事实，不容否认。因此，战后日

停止，1942年的另一个马年，
“是为新加坡惨

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东京当局用什么借

痛的一年，同样令人不能忘却”。

口，都会激起中韩与亚洲各国人民的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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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卓南生、柯木林、林清如、叶鹏飞

学者卓南生教授以《中日关系出了

外祖父是二战甲级战犯的安倍，拒

其次，她引经据典，反对侵略者从

什么问题》为题，从战后日本政治的变

绝与侵略战争切割，拒绝真诚道歉，反

平寇、平乱角度出发，以“肃清”（Sook

异，阐述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回头路，保

要信誓旦旦地“告别战后体制”。战后

Ching) 定性“检证大屠杀”，对位于

守势力，亦即军国主义倾向如何一步

日本实施的是和平宪法，限制武装。在

牛车水芳林苑，文物局设立的 Sook  

步演变成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他追

钓鱼岛独岛问题、侵略历史问题、教科

Ching Centre (肃清馆) 很不以为然。

述1996年4月17日签订的《日美安全保

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尚

她说：
“检证大屠杀是未加审讯、漫无

障联合宣言》。如何对日本战后政治走

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告别战后体制”

标准、对平民的大量杀戮。”这场惨绝

向起着指引作用。他说：

意味着日本要走上修宪、要发展军力、

人寰的暴行，是对华人的“下马威”，在

要以邻为壑。这是危险的讯号，曾经遭

全社会制造血腥恐怖，为后来日军傀儡

受日本侵略、占领、暴行的亚洲国家，必

成立“华侨协会”铺路，
“强制华侨俯首

须以史为鉴，保持高度警惕！

为日本统治政策效劳”，包括筹集巨额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的重点有
三。其一是两国的‘假想敌’，已从昔
日的苏联，转为今日‘崛起中’的中国。
其二是再度确认华盛顿推行的‘以日
制华’的政策。其三是将原有美日两国
安保条约覆盖的范围从‘远东’扩大到
‘亚太’。”在这之前，亚洲的形势因
为日本的战后复兴和中日对棘手的钓

奉纳金、协助日本军政府募集劳工、招

三年八个月黑暗日子
以《二战期间日军占领下的新加
坡》为题，蔡史君教授把听众的思绪投
向那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日子。

鱼岛问题共同遵守“搁置争议、共同开

首先，她力排杂音，认为无须也不

发”而大体上相安无事。在这之后，由

宜改写三年八个月的说法，不仅因为以

于美国的“壮胆”，日本有恃无恐。安

阴历算法，考虑到闰年因素，日军是在

倍上台后，在钓鱼岛和独岛的领土归属

正月初八占领新加坡，三年后的七月初

问题上，一再挑衅中国和韩国的底线，

八日本投降，还因为三年八个月已是约

中韩态度转为强硬，人们对日本到底要

定俗成的说法，沿用了近七十年，具有

往何处去，感到十分不安。

象征意义。

募华人警察、协助增产粮食和日用品、
响应当局的贮金运动，以及推动兴楼
农村移殖工作等。
第三，政治方面，
“华侨协会”被要
求“公开支持汪精卫，呼吁中国停止抵
抗”，并协助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理
论，颠倒黑白地宣传日本侵略战争的
“正义性”，宣扬日本的“赫赫战功”、
“日本优越论”、
“亚洲解放论”、日本
“盟主论”等。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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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2日，日本总务大臣和上百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 新华社图

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
“中
╱ 文  : 卓南生

日骂战”、
“两强相争”、
“中国崛

从这个角度出发，将中日摩擦之加剧简化为日

起”、
“日本复古”……翻开各国的

本担忧中国之崛起（即担心中国取代其“大国”

报章或打开电视机，出现在读者或视听者眼

地位），也许能点破某些日本人存有“天无二日

前的，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中日交恶”日益严

论”的传统思维，但却不能全面说明今日问题

重的消息与评论。中日两国会不会擦枪走火？

的焦点与真相。

万一开战，谁会占上风？……时逢甲午战争120
周年，相关话题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与此同
时，值得注意的是，倾向于将问题简化为“中
日博弈”或者“中美日三国演义”的言论比比皆
是，几乎占有了大部分传媒的论坛。
中日交恶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两国势力消长
逻辑（即“强弱论”）来涵盖，亚太形势的紧张，
也并非中美日“大三角”简单的分离和组合。
6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同样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也不能用三国
演义般的简单思维来推理或臆测。对于世界
“霸主”白宫的一动一静，各方当然应该予以
关注，但对其大小官员的一言一语给予过多的
推敲和诠释，或为此而一喜一忧，并无助于我
们对当前亚太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更不能轻易
将之作为中日关系变数的依据。

怡
和
专
题
要了解中日两国交恶的根源和今

（安倍政权称之为“主权恢复日”）的

至于“台湾”问题，虽然承认“中华

日的安倍晋三首相何以旁若无人地高

话，同一天生效的《美日安保条约》则

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举复古旗号，还得追述日本的“战后处

规定了之后美日之间主仆的基本关系。

但并不直截了当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

理”及其国内和战思潮与势力之消长，

至于《日华和约》的签署，则明明白白向

的一部分，而是对中国视台湾为中国领

也得略知战后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变

世人昭示东京将紧跟美国的冷战战略，

土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

与不变。与此同时，还得知道在上述格

只承认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而不与

尊重”。

局之下，中日关系错综复杂与曲折发展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的历程和面对的难题。

对于善于咬文嚼字的日本外务省官
员来说，正如“反省”不等于“道歉”一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不正常问题

般，
“理解和尊重”并不意味着日本全

东京与北京如此这般不正常的关

面同意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看法。

系，直到1972年日相田中角荣访华，特

围绕着“历史”与“台湾”两大问

别是在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后，

题，中日两国间的争吵之所以从不间

才告一个段落。但是，围绕着“历史”

断，道理就在这里。前者最佳的例子，

运的条约，即《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

问题与“台湾”问题，两国并未达成圆

莫过于1982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

美安保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一个

满的协议。

件和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率领

冷战框架规定战后日本走向的
三大条约
要谈战后日本的政治外交史，谁都
不能绕过1952年4月28日这个重要纪念
日。因为就在这一天，两个决定日本命

决定日本对中态度的《日华和平条约》

针对“历史”问题，东京虽然吞吞吐

（北京有人戏称之为“日蒋和约”），也

吐，被迫从“（给对方）增添了麻烦”，改

于同日签署。

称为“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如果说，
《旧金山媾和条约》意味着
美国占领军结束其单独占领日本的体制

并表示“深感责任”和“深刻反省”，但
却拒绝以白纸黑字表示“道歉”。

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包括
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舆论的猛烈抨击；
后者则体现在日本官民之间时隐时现的
“台湾归属未定论”和“日本殖民统治
台湾有功论”。

What happened to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y Toh Lam Seng

W

ill China and Japan’s quarrel lead
to an armed-conflict? Who would
have an edge if both were to engage in a
war?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annot simply be explained as power play.
Likewise, the tensions in Asia-Pacific are
not merely an issue of alignment within
the “big triangle” formed by China, US and
Japan. To understand the root cause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and the reason behind
Shinzo Abe’s unabashed efforts in expounding
Japanese nationalism, we have to look at
Japan’s post-war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various ideologies and forces within
the country. In addition, we also have to look
at US’s Asia-Pacific strategy in the post-war
er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ve never
been normal
The day of 28 April in 1952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two treaties that would determine
the fate of Japan.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marked the end of US forces’ sole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signed on the same day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The Treaty of Taipei signed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same year was a signal
to the world that Tokyo would take the
lead from the US Cold War strategy, which
recognized Chiang Kai-shek’s renegade regime
in Taiwan, instead of establishing tie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was founded in 1949.
The abnorm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kyo and
Beijing did not cease until former Japan Prime
Minister Kakuei Tanaka visited China in 1972,
and it finally ended following the sig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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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尽管1972年中日关系正

有任何日本官员对此提出哪怕是些微

此新表态缩至最小栏寸的新闻处理，

常化与1978年中日签署的和平条约，但

的异议。
“搁置争议是中日两国达成的

《朝日新闻》则索性只字不提外务省官

还遗留下一个悬而未决问题，那就是

默契或共识”，遂成为国际舆论界的常

员否定共识的态度。

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的归

识与定论。

属纷争。
针对钓鱼岛问题，根据当时各媒

但这个被视为“定论”的“搁置争
议”论，在1996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京记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有关问题时，
曾发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谈话。
他指出：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
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签订
中日和平条约，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
问题。”
他同时表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
避开是比较明智的，他相信未来总会
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问题。

试探性地抛出了“否定共识”论呢？就
亚太形势而言，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与
日相桥本龙太郎于1996年4月17日签署

体，包括日本各大报的大篇幅报道，时
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1978年10月在东

日本当局为何沉默了近20年，突然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后的
中日关系

了为安保重新定义的“日美安全保障联
合宣言”。就日本国内政治而言，是紧随

在领土问题争议上，1996年日本官

着1993年、1994年日本政坛的大洗牌，

方对华态度的微妙变化，是悄悄地（或

细川护熙的“非自民党联合政府”的诞

者说是试探性地）露出了“否定（搁置

生和村山富市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

争议）共识”牌。

阵营，成立“脸孔为社会党、身体是自

针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就
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
灯塔提出的抗议，时任日本外务次官林
贞夫的回答是：
“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
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

民党”的“二不像”联合政府之后，日本
政坛已逐步进入了“总自民党化”，也就
是“总保守化”的时代。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的重点有三。
其一是两国的“假想敌”，已从昔日的苏
联，转为今日“崛起中”的中国，其二是
再度确认华盛顿推行“以日制中”的政

对于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据当时日

不过，也许是意识到这一否定共识

策。其三是将原有美日两国安保条约涵

本各大报的现场报道，台上台下回应的

的言论来得过于突兀，素来不忘“国益

盖的范围从“远东”扩大到“亚太”。正

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也未见

至上”的日本各大报都小心翼翼地将

是在美国为日本“壮胆”的背景下，日本

in 1978. However, the two countries have
never reached a consensus on “historical” and
“Taiwan” issues.

Diaoyu/Senkaku Islands Territorial
Disput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said that it would
be a wiser move for both governments to
avoid the issue, as he believed that the two
parties would eventually find a resolution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 According
to reports by Japan’s main newspapers,
Deng’s statement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received a warm, all-round applause. There
had never been a Japanese official expressing
disagreement with Deng’s statement.

On the “historical” issue, although Tokyo had
been humming and hawing about its stance
even as it was forced to change its position
with regards to the 2nd world war from saying
that Japan “had caused trouble to the Chinese
people” to “Japan was deeply conscious of its
responsibility” and “deeply reproached itself”
for “the serious hardship that Japan caused
in the past to the Chinese people”, it had
refused to apologis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black and white . As for the “Taiwan” issue,
instead of outrightly recognizing Taiwan as a
territory of China, it had merely expressed “ful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towards China’s
position abou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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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ough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ere
normalized in 1972 and both countries
signed the peace treaty in 1978, another issue
remained –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of Diaoyu
Islands (or Senkaku Islands for Japan).
In October 1978, then Chinese vice-premier
Deng Xiaoping suggested to “set aside the
dispute and to pursue joint-development”.
Speaking in response to Japanese reporters’
querie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Tokyo, he
reportedly said, “We agreed not to touch on
the issue when normalizing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e have also agreed not to touch on
this issue when concluding the Sino-Japanese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From then o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would
b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clusion
that “China and Japan have achieved an
implicit mutual understanding or a common
ground to shelf contentions on Diaoyu
islands”.
However, the agreement to “shelve contentions
on Diaoyu islands ” that were sup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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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论客有针对地重搬战前的“天无二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与1996年相

话就是：一、1982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

日论”。日本外务省官僚抛出前述的“否

比，
“两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

长官宫泽喜一为收拾教科书问题残局

定共识”牌，显然是与被视为美日安保

于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购岛事件”

而发表的“宫泽谈话”；二、1993年时任

条约变质的“重新定义”密不可分的。

（2012年）之后，东京最得意的拿手把

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为慰安妇问题发

与此同时，日本的保守论坛已经开始有

戏，莫过于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渲染

表的“河野谈话”；三是1995年时任首

人将注意力从日俄争执的“北方领土”

“北京怕乱”牌了。

相村山富市发表反思二战的“村山谈

转为“南方领土”（即钓鱼岛纷争）了。

从这角度来看，一年多来，北京日

话”。对于这三个口惠而不实的谈话，

针对当年日本试探性露出的“否定

益强硬的姿态，对于东京来说，也许最

老实说，亚洲舆论界的评价并不高。但

共识”牌，笔者曾在第一时间为《联合早

大的冲击，就是东京再也不能利用北

就连这口头上的声明也要一笔勾销，则

报》写了《钓鱼岛争议与日本的四张王

京为“维稳”而“自我克制”（日本媒体

不能不令人对日本领导人的基本史观及

牌》的评论文章，剖析当时日本的战略。

的惯用语）的弱点，施展其强势的邻国

其今后的走向感到不安。

所谓四张王牌，一是“中国威胁论”；

外交战术。

二是“两岸分裂”牌；三是“经济”牌；四

当然，安倍首相的这些言行，并不
是某些论者所说的为讨好选民的政治

什么是安倍的“告别战后体制”？

秀（即“选民迎合论”），也不是因为一

不过，事隔14年的2010年，当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中日摩擦日益

小撮右翼捆绑日本国策的结果（即“右

民主党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开否

加剧的同时，日本与另一重要邻国，即

翼绑架论”）。恰恰相反，安倍妄图否

定两国存有共识（否认与中国之间存

与日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也

定侵略史及其参拜“军神”的行为，是

有领土争议）时，笔者注意到东京手中

在独岛（日人称之为竹岛）主权的归属

与其第二次内阁的最大目标，即完成

问题上发生剧烈的争执。

“告别战后体制”的使命分不开的。这

是“北京怕乱”牌。

其实只剩下三张半牌。因为，原本作为
向中国施压的最大王牌，即以ODA为武

至于安倍的参拜靖国神社，扬言要

器的“经济牌”，已随着日本泡沫经济

收回三个日本官方早年为缓和亚洲民众

的破灭而丧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

不满情绪而发表的“反省”谈话，更引起

“经济牌”之虞。

了国际舆论界的哗然和抗议。这三个谈

have been concluded underwent a subtle
change in 1996, when Sadao Hayashi, then
Japan Vice Foreign Minister, said, “Sensaku
Islands is Japan’s territory. Japan has never
agreed to shelf the territorial issue.” He was
responding to the protest by then China’s
ambassador to Japan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condoned its right-winged
Uoki Dantai to build a lighthouse on Diaoyu
Islands.

17 April 1996, which redefined the 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lso a result of a transformation
in Japan’s domestic politics. Following the
major cabinet reshufflings in 1993 and 1994,
Japanese politics entered the era of “complete
conservatism”.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redefinition” of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Why did Japan, after remaining silent for
almost 20 years, decide to test the waters
by “denying the common ground” all of a
sudden? This was in part due to the Japan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signed on

There we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redefinition”. First, the two countries’
“imaginary enemy” was no longer the defunct
USSR, but a “rising” China. Second, the move
was to reaffirm Washington’s policy of
restraining China through Japan. The third
was to expand the area covered by the security
treaty from “Fast East” to “Asia-Pacific”. The
Japanese Vice Foreign Minister’s move in
“denying the common ground” was, obvious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ecurity treaty. Meanwhile, some people in

也是曾被视为“不负责任”和“无能”首
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权的唯一“合理解
释”的理由。

the Japanese conservative camp were starting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 “northern
territory” dispute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to the “southern territory” (Diaoyu/Sensaku
Islands dispute).
Japan’s experiment in disputing the “common
ground” was a strategy to counter China
through its so-called four “aces” – propagat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stigating ChinaTaiwan separation; China’s preoccupation with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ijing’s fear
of internal unrests.
However, following Japan’s diminished
economic power after the burst of its
economic bubble, it could no longer pla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 card against China.
As regards the “China-Taiwan separation”
issue, it was also no longer as sensitive as it

YIHE SHIJI Issue 23  9

怡
和
专
题

说得更加坦率些，安倍的“告别战
后体制”，其实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
提出的“战后政治总结算”路线和1993
年小泽一郎抛出的“普通国家论”的翻
版。三者的共同目标，无一不是要抛弃
限制日本军力的“和平宪法”。这个“夙
愿”，其实也是打从1947年日本实施战
后新宪法那天开始，与战前有着千丝万
缕关系的保守派人士力图摧毁与修改
的法典。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
的前首相岸信介是如此，鸠山由纪夫的
祖父鸠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是被
认为是“重视经济、轻视武装”的战后
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
据小泽一郎的解读，其内心想的也是
要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战后宪法对日
本的牵制。

如何看待“博弈论”与“是非论”？
了解了修宪是日本保守派的共同
“夙愿”，加紧推行为达成这“夙愿”目
标而向国民开展的美化战争（包括参拜
靖国神社）及篡改教科书，便成为历届日
本政府急不容缓的国策。特别是在被认
为是“修宪最大障碍物的社会党”（中曾
根语）消亡之后，日本国内大胆为战前翻
案的言行更是变本加厉。日本民众从“反
战”、
“恐战”、
“厌战”到逐步“认可”
（？）或对安倍政府急速向右转感到“无
奈”，正是保守阵营战后长期以来营造
的“舆论空气”的结果。与此同时，利用
领土纷争刺激过敏的狭隘民族主义情
绪，从而为修宪路线制造舆论，更是战后
日本主张“重新武装”者惯用的手法。近
年来中日摩擦之加剧，与东京改变战略

换句话说，战后日本保守阵营内部

（其深远背景是1996年美日对安保的“

的“鸽派”和“鹰派”虽然时有争议，但

重新定义），将焦点逐步从“北方领土”

在宪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转为“南方领土”不能说没有关系。

从这角度来看，今日中日摩擦之加
剧，固然有两国之间对“领土”与“台
湾”问题争执的双边问题之侧面，也与
日本力图修宪和否定侵略战争的史观和
冀图修宪派兵的总体战略有密切相关。
将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简单地理解为
“两国的博弈”或者是两国国力的消
长，从而得出诸如双方“民族主义应该
克制”、
“甲方不应刺激乙方，乙方应该
接纳甲方的崛起之事实”等结论，显然
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与焦点。
“各打
五十大板”论或者只聚焦于谁强谁弱
的“强弱论”，只会模糊问题的是非与
真相。这是我们在甲午年谈论中日关
系时不能不留意和引以为戒的重要视
点所在。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为作者于今年2月23日
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
“中日交恶，又逢甲午年”的发言稿

彼此之差异，充其量只是对修宪有不
同时间表罢了。

used to be. Japan’s remaining bets against
China were to propagat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to sensationalize “Beijing’s fear
of internal unrests”.
Over the past year, Beijing has been taking an
increasingly hard stance towards Tokyo. This is
a blow to Tokyo because it can no longer carry
on with its aggressive diplomatic approac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Beijing’s fear of internal
unrests.”

What does Shinzo Abe mean by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Post-war
Regime”?
Shinzo Abe’s visit to the Yasukuni Shrine
and his utterances on historical issues are
inseparable from his commitment to “bid
farewell to the post-war regime”. This is
essentially a carbon copy of Japan’s former
Prime Minister, Yasuhiro Nakasone’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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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 on “Post-war Political Accounting”
and Ichiro Ozawa’s “Theory of Normal State”
that was put forth in 1993. The common
objective of these three propositions is to free
Japan from the Peace Constitution that has
been restricting the country’s military power,
a long-cherished wish of Japan’s post-war
conservatives.
The desire of the Japanese conservatives to
change their constitution was the true reason
wh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one after
another, had wasted no time in making it a
national policy to gloss over the war (including
making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and falsify
history textbooks. At the same time, postwar Japan pundits who are eager to revive
Japan’s military power have been making use
of territory disputes to arouse sensitive and
parochial nationalism within the country in
the hope that this would pave the way for
a constitutional change.Tokyo’s increasing

friction with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hange in strategy to shift its focus from the
northern territory to the southern territory.
In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escalating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day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Taiwan issue, it is also largely fuelled by
Japan’s overall strategy to achieve a change
to its constitution and to revive the country’s
military power through the denial of a proper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its rol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 speech
made by the writer at the Ee Hoe Hean Club
on 23rd February 2014.
The writer i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China and professor
emeritus at Riyukoku University in Japan.

╱ 文  :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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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外交纠纷
谈几个历史概念
获

奖电视电影《阴谋》（BBC及HBO在2001

可是却还是能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值得

年联合制作），讲的是1942年纳粹“万

参照、学习的道理。这是看似“无用”的历史必

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决定系统屠杀
犹太人计划的过程。电影结束前，主持会议的
海德里希将军转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从小
被父亲虐待，痛打，还不把财产遗留给他，但他
的母亲却一直保护他，爱他，因此他非常敬爱
妈妈。当他30多岁时，养育并保护他多年的妈
妈去世了。那人在葬礼上看着棺木入土，想哭
却哭不出。他的父亲很长寿，一直到男人50多
岁时才死去。在他父亲的葬礼，男人竟意外地

须不断被反复研究和学习的道理。
今年是甲午战争的120周年，受到了世界
华文舆论的普遍关注。为什么？最近中日为了
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主权，以及后来
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关系陷入了高度的紧
张状态。对历史敏感的人自然会产生联想。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近200年的现
代化进程，所出现的两次中断，都是因为同日
本发生战争所致。

痛哭流涕，无法自制。我们下面会再谈到这个
故事。       

第一次当然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
本称为“日清战争”），清朝所主导的“洋务运

我想从四个概念来谈历史，也会尝试从中
日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纠葛作为具体例子讨
论。这四个概念是以史为鉴、成王败寇、盖棺
论定，以及“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以史为鉴——从经验中学习
历史学者研究的是具体的人物、事件，但关
心的却是普遍的知识、教训。虽然没有两个历史
人物会一模一样，也鲜有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

动”，被证明不足以应付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
连后来居上的“小日本”都能打赢自己，所以民
心舆论开始对清廷绝望，倾向革命。1911年，也
就是甲午战争后的7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
亡，军阀割据，中国陷入动乱，全盘有序的现代
化发展受到挫折。
中国第二次现代化进程被打断，则发生在
1937年7月7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启了惨
痛的“八年抗战”。本来，国民政府在北伐名
义上统一全国后，于1927年定都南京，开始了
各项建设，10年间发展工商业，改革农业，整
顿财政，其实有做出一些成绩，一直到抗战全
面爆发，因此也被史书成为“黄金十年”。八年
抗战，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全国大面积被占领，
此前的努力付诸东流。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
年，中共壮大，中国接着陷入内战，1949年国
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两岸分裂至今。
文革之后开启的改革开放，在和平环境里
发展了30多年，让中国经济跃升为全球第二
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
口号，期盼国家崛起，洗雪近两个世纪丧权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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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历史。在这个关键时刻，中日又因

这一行动本身就表明日本企图否定二

在中日关系方面，对于历史解释的

为钓鱼岛主权，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

战成果以及战后国际秩序。这个反击

争议就更激烈了。前述的东京大审判

局势。因此，人们难免要思考，中国现

拿捏得相当精准，安倍拿一战说事，中

又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对日本

代化难得的机遇，难道又要第三次被

国便拿更贴近当今国际现实的二战还

军国体制的主要负责人的集体法律制

打断吗？

击。所谓的“二战成果”，就包括美国在

裁。所谓的“甲级战犯”，就是被法庭判

太平洋战争以大量牺牲所换来的对日胜

决为战争责任最大的日本军政要员。可

利；
“战后国际秩序”，也是以美国为首

是，战后的日本右翼是否定东京大审判

的盟军经东京大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

的，认为那是胜利者的正义。

大家最关注的是中日是否会开战。
我们当然希望不会。可是恐怕连习近平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未必有答案。任
何负责任的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都必
须做最好的准备和最坏的打算。正因为
这样，所谓的擦枪走火一直是潜在的危
险。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和平不是最高
的价值，如何促进自己个人或国家的利
益才是。因此，如果一方或双方盘算战

否定。北京要说的是，参拜靖国神社的
举动刺激的虽然是中韩，伤害的却是美
国的国家利益。

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的
纪录？

争有利，就难以保持和平。作为爱好和

历史是否是胜利者的纪录？这关

平的人，怎么营造战争不利的条件与氛

系到对历史的解读是否有可能存在基

围，是大家集体的责任。

本共识的问题，其中也牵涉到历史事件

今年也是另外一个周年，是第一次

的是非判断。

东京大审判本身的确存在不少问
题，比如，与处置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大
审判相比，参与的法律专家都是美国一
流的法律专才，东京用的都是些退休的
地方法院法官和检察官，法律素养参差
不齐，审判的过程也不严谨。例如，在发
生南京大屠杀之后，唯一引咎辞职的日
本将官松井石根，当时担任日军华中方
面军司令官，对于日军军纪荡然的疯狂
行为大感震惊，在大审判时形容大屠杀

世界大战的100周年。1914年欧洲列强

中国传统上有所谓“当代实录”和

是“国家的耻辱”，并为此削发出家。远

自相残杀，参战各国4年里共有900万

“隔代修史”的做法，这里头或许有两

东国际军事法庭却以纵容大屠杀为罪名

种考虑。从史学意义上说，当代人尽可

吊死他；那些真正下令或参与虐待杀戮

能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事，后人再根据记

数十万无辜中国军民的日本下级军官则

录做出历史评价。这是因为现实的权力

没有伏法。

士兵伤亡。当年没有人能预料到战争
会爆发，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相互依
赖，德皇更与英王是表兄弟关系。可是
战争还是爆发了。这个周年之所以在亚
洲也成为焦点，是因为安倍在1月22日
于达沃斯论坛同国际媒体对话时，用一
战前英德关系为比喻，暗指今天的中国
犹如当年崛起的德国，试图用武力挑战
国际秩序。
据《日本产经新闻》中文网报道：
在与外国媒体的座谈中，有记者问：
“中日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吗？”
安倍回答：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100周年。我想提一下，当时英德两国
虽然经济关系密切，但最终还是爆发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
上安倍称：
“如果提问中的问题真的发
生，不仅给日中双方造成巨大损失，对
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很迅速，发言人
秦刚表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12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和利益纠葛，让当下的评价面对很多阻
碍。尤其是涉及皇帝，因为礼法的关系，
不能随意评论皇帝言行的对错，只能如
实记录，让后人去判断。从政治意义上
说，这里头也涉及正统观念，也就是统
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一般都是在
推翻前朝后为其修史，以确立“天命”已
经转移到本朝。
例如，辛亥革命之后，由中华民国袁
世凯北京政府设立的清史馆，就编纂了
《清史稿》，分纪、志、表、传四部分。可

此外，就如日本右翼所指责，按照
同样标准，战胜国军队也犯下过暴行，
例如原子弹轰炸平民、苏联红军对日
本和德国平民的杀戮，却因为战胜而
不必面对法律责任。同时，出于冷战的
政治需要，美国并没有清洗日本的军
国体制，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追究，
很多甲级战犯后来被释放、赦免，甚至
参政，造成今天日本政治精英仍然持
有军国主义历史观。

是中华民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无法专

不同的政治立场确实会产生不同

心出版一整套《清史》，以《清史稿》的

的历史观，但这并非说历史就沦为虚

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2011年，打

无主义，没有是非。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败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纪念辛

亚洲各地，残杀无辜，都是血泪斑斑的

亥革命100周年的名义，出版《中华民国

事实，不容否认。美国的政治计算、东

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主持编

京大审判的草率，都不能抹杀日本军国

纂，全三十六册，里头也不无“取而代

主义的暴行。因此，战后日本首相参拜

之”的政治意涵。

靖国神社，无论东京当局用什么借口，

都会激发中韩与亚洲各国人民的义愤。

至于中日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实，对于大革命肯定会有不同的解读。

至于从国际现实利益出发，要如何化解

两国都能找出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文件

所以，同样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在不同

靖国神社参拜这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则

记录，但这既是历史问题，也是国际政

的年代都是当代史。

是另外一层的考量了。

治利益的问题。国际现实是，谁行使实
际控制权，谁就占便宜。日本对钓鱼岛

这里也涉及了所谓的“历史修正主
义”（Revisionist History）的问题。在

盖棺论定——客观评价的可能性

有实际控制权，就如俄国对日本的北

原则上，对于特定历史事件和人

方四岛有实际控制权一样，日本每年都

物，时间距离越长，客观性就越可能。

会举办官方的纪念仪式要求归还北方四

“历史修正主义”，是说同一历史事件

比如，至今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

岛，但莫斯科一直都不予理会。

或人物，会因为后续出现新的史料，或

无法心平气和地讨论。去年底因为毛诞
120周年所引发的新一轮争论，到今年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头还继续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延烧。

这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

这一方面是因为史料还不全面，很多档

（Benedetto Croce，1866年－1952年）

案还无法对外公开，让史家深入研究，

的名言。后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

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牵涉现实政治利

我个人认为这是说关于历史的解读、

害。毛泽东至今还是中共的神祖牌，是

诠释，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因为每一

政权延续性的重要象征，天安门就还

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时代的问题，因此

悬挂他的头像。因此，就如前述“当代

对相同的史料、历史事件、人物，每一

实录”，
“隔代修史”一样，对于毛泽东

个时代都因为问题意识的不同，而产生

的评价，恐怕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不一样的看法。

此外，历史的客观评价也受到现实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英国历史学者马

政治的影响。人们喜欢拿战后的德国

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

同日本对比，批评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

－1859）说：
“一 个在1789 年、1794

客观公正地面对自身的侵略历史。日本

年、1804年、1814年和1834年都对大

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
蔡孟翰2月28日在《联合早报》的文章

革命持相同看法的人，要不是神启的先
知，就是顽固的笨蛋。”

《东亚和解来自建立新秩序》，就提出

共产党的语汇里，这是个贬义词，但我
在这里是中性对待，不含褒贬。所谓

时代价值观改变了，而发生新的解读。
一个 例子是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由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退休指挥
官加文·孟席斯撰写的畅销书《1421：
中国发现世界》，就表示发现新证据，
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
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就已
经发现了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另
外，随着美国自由派的多元价值成为社
会主流，从印第安人原住民的角度，哥
伦布“发现”美洲开启白人殖民统治，对
他们是巨大的民族文化灾难，而不是从
欧洲白种人观点来说的历史大成就。
回到开头的那个故事，男人的一生
都活在仇恨之中，对父亲的仇恨变成他
生命的全部动力和意义所在。母亲的去
世是一种打击，但是父亲的过世却是他

这是因为历史影响深远的法国大

生命的空洞化。失去了仇恨的对象，男

革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但却对后

人不知道今后要如何继续活下去。在电

的史观之争。当时盟军有数次与蒋介石

续的法国和欧洲不断发生影响，在不

影里，海德里希将军对下属解释说，告

提起战后越南与琉球接管问题，可是

同阶段受到不同影响的人，对于大革

诉他这个故事的人是试图提醒他，德

国民政府并没认真对待。战后欧洲德

命自然会出现不一样的评价和感受。

意志人民要避免把对犹太人的仇恨，

法、德英之所以能够和解并接受德国的

比如，1794年就发生了革命党平定旺代

当做整个民族的全部意义。否则，当犹

道歉，除了纳粹分子全部被清算出德国

（Vendee）保皇党起义的大屠杀和焦

太人被杀光后，德意志民族也会失去

政治体制，法国及英国参与战后欧洲新

土政策。到了1804年，拿破仑登基为法

存在的意义。

秩序的建构，将其意志施加在战败的德

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大革命的共和理想

国身上，才是主要原因。

至此幻灭了。1814年，欧洲列强在击败

了很重要的观察。他指出，中国没有参
与战后亚洲国际秩序重建，导致了今日

日本没有经历德国那样的政治排
毒，也没有在战后屈服于中国的政治意

这个教训，不妨也放到中日历史和
现实的关系上作为参考。

拿破仑后召开维也纳会议，奠定整个
19世纪的欧洲国际秩序。

志，东京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完全放弃自

1834年，法国里昂的工人二度起

身的战前史观，客观对待军国主义的侵

义，要求重新建立共和制。可以想象，在

略历史。

上述不同年份的人，面对那时的政治现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本文是根据作者发表于怡和轩2月23日首个
“以史为鉴”系列讲座“中日交恶，又逢甲
午年”的讲稿和现场答问的基础上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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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日军随军摄影

2

014年岁次甲午，马年。它的第一天，

我总共看了8次《甲午风云》，对北洋水

从今年1月31日（星期五）开始。中国

师特别感兴趣，也对甲午海战着迷。大学毕

传统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两个甲子前的1894

业后，趁在中国工作的机会，特意造访了所有

年，也是甲午年。这一年爆发了对中日关系影

跟甲午战争有关的历史遗迹。从广州的邓世

响至深。因此，当我们看到甲午年，就会想起甲

昌故居，到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中国第一所

午战争。想起甲午战争，就会想起甲午海战，想

海军学校）、威海的海军公所、北洋海军提督

起甲午海战，就会联想到邓世昌的致远号军舰，

署;“定远号”风景区，乃至天津的北洋水师大

撞击日本兵船的场景。这或许是受了影片《甲午

沽船坞遗址；也参加了2009年5月20日在山东

风云》（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响。

威海举行的“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

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必需稍作解释。

会”，遇见了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与刘步蟾的

甲午海战不等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历时

╱ 文  : 柯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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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陆战为平壤

后裔。凡此种种，加深了我对北洋舰队与甲午
海战的感性认识。

保卫战，其著名将领是左宝贵（1837-1894）；

1894年至今，有三个甲午年，除了1894年

海战有三个战场，即丰岛之战，黄海大东沟海

及今年的甲午年外，1954年的甲午年，同样重

战，及威海卫保卫战。除邓世昌外，参与海战

要。1954年的甲午年，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

战役的还有丁汝昌、刘步蟾等。

一年，中国获得朝鲜战争的“平局”。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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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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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诞

北洋海军阵容如下：大小军舰共

报》都大事报道。1894年3月，北洋舰队

生，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

25艘，其中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运

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时，闽粤各帮商绅

拉开帷幕。后来的历史证明，1954年前

输船1艘，其他尚有练船、蚊炮船、鱼雷

在同济医院公宴丁汝昌和各舰管帶及麾

后对中国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艇，总排水量3.7万吨，官兵共4000余

下将官，济济一堂，盛况热烈。嗣后舰

人，号称“亚洲第一舰队”。

队北返，六个月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

1954年的甲午年不在本文讨论范
围。本文只谈论1894年的甲午海战，及
其与新加坡的关系！

这支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
洋上，通过实施远洋航海练习, 来维护
国家主权和宣扬大清国威。在1888年

北洋水师与新华社会
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并无真
正意义的“海军”，只能说是“水师”。

甲午战争的现实意义

成军前后，北洋舰队三次到访新加坡，

甲午战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可

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这三次访

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失败最

问的时间是：

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

这不单单是名称上的差异，而是性质

• 第一次访问 (1887年11月)

和能力的不同。
“水师”并非为一支独立

• 第二次访问 (1890年04月)

的军队, 其主要职责是从事取缔偷税、

舰队全军覆没!

一场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千百万
海外华人对满清皇朝彻底失望。正如
梁启超所说的：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

• 第三次访问 (1894年03月)

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始也”。原本

参与这三次访新的北洋舰队与将

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一下子没有了

领有：致远管带邓世昌（1849-1894）、

市场。海外华人从此放弃维新运动，

靖远管带叶祖珪（1852-1905）、经远

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甲午战败，使

管带林永升（1853-1894）、来远管带邱

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满清皇朝的腐败

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的郑和下

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1854-1894)、定

无能，愈发坚定革命的信念。

西洋；另一个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远管带刘步蟾（1852-1895）、镇远官带

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的北洋

12月17日北洋海军的成军。尤其是后

林泰增（1851-1895）。此外，还有北洋

海军无论从主力舰的排水量、速度、长

者，更是晚清历史上的一大盛事。北洋

海军提督丁汝昌（1836-1895）及北洋

度及武器装备等方面看都是不错的，

海军的成军显现了三大历史转变，那

舰队总查，英国籍顾问琅威理（Captain

甚至可以说是强大的。这支寄托了中

就是：一、由木帆船转变为坚船利炮，

William Metcalfe Lang  1843-1906 )。

华大地亿万人民期望，与千百万海外

北洋舰队来新时，军舰停泊在距然

侨民骄傲的北洋海军，自1888年12月

申码头(Johnston’s Pier，1933年拆除,

成军至1895年2月，仅仅6年的时间便烟

遗址在克力福码头（Clifford Pier）附

消云散了! 难道这样庞大的舰队，而且

近) 三海哩的地方。当时升旗山（皇家

经过国家多年的辛勤经营，就这么如

山 Fort Canning）鸣礼炮迎接。

此不堪一击？

漏税船只，以及“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
用”。维持一般的海上治安尚可，若要对
付大敌入侵，则是无能为力。
中国海军史上有两个亮点：一个是

二、由分散各省的水师转变为独立的
军种，三、由只有海岸防御设置转变到
了制海权。
为了培养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队伍，
清廷还从国外聘请专家。史载，在北
洋海军中有不少洋员。1888年10月3日

北洋舰队在新加坡期间，到过豆腐

一百多年来，有关甲午海战失败的

《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完善了海军的

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即今桥南

原因，至今仍是中国学者的热点话题。

规章制度，制定海军军旗，从此北洋海

路/新桥路之间，此街道已不存在），参

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意见很不

军于舰船、装备的强化，以及制度、组

观了位于源顺街（Telok Ayer Street）

一致，有的说朝廷腐败，有的说军纪不

织层面上的整备，都进展到相当的程

25号的《叻报》馆，拜访了资政第。当时

严，有的说炮火不佳，有的还集中在事

度，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队伍，迎来了其

新加坡的英文报章《新加坡自由西报》

件、人物本身的探讨，真是众说纷纭，

最鼎盛的时期。

（Singapore Free Press）及华文报《叻

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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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

■  

管理理念 (management mentality)

一摸就是一把灰，甚至主炮上像洗衣坊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法制国

一样, 还晾晒着水兵的衣裤。他认为主

甲午海战期间，
《叻报》有不少关于

度，没有一套总的管理理念，统治管理

炮是军舰的灵魂，对于军舰灵魂如此亵

海战的消息，我们这里只看1895年2月

靠的是领袖的人格魅力，治军更是如

渎，而来往的军官们却熟视无睹, 说明

《叻报》的社评。从1895年2月20日至25

此。北洋舰队在英国籍的军官琅威理

北洋舰队在军械保养以及军纪方面存在

日一连五天，《叻报》发表了罕见的长

治军期间，管理非常严格。后来由於内

着严重的问题。可见这是一支没有纪律

篇社评: <和倭统策>、<续和倭统策>、

部意见不同，说洋人不懂中国国情，矛

的军队，是很容易可以被击灭的。

<再续和倭统策>、<三续和倭统策>及

盾愈积愈深，最终导致了琅威理离职。

< 四续和倭统策>。这篇长文，基本上代

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由丁汝昌接管，

表了《叻报》对甲午战争的看法。其中心

军纪乃由严转弛。

呢?

■  

设备维修 (maintenance concept)

设备维 修对 这样 一支 近 代化 的
舰队至关重要。设备维修不仅是对原

思想在于“中国非不能战之国也，而今

中华民族人性化的管理 (讲情面，

有军舰设备部件的维护检修，包括例

日则受败于日人者，盖六误成之也……

讲法外情)，在丁汝昌接管北洋海军后

常维修，周期性维修与预防性维修，

凡此六误，成兹不胜。然则非日人能胜

也就体现出来。因为是中国人管中国

更涵括了对军舰设备的更新，甚至添购新

中国，中国自不求胜耳”。

人，军官副将是老乡亲戚朋友, 使北洋

的军舰，以保持与时并进的军备设施，提

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何谓“六误”：

舰队在人事管理方面存在许多弊端, 士

高舰队的战斗力。

“一误于中国积习，猥鄙苟偷；二误于

兵的日常生活中恶习也不少。玩忽职守，

国家立法，重文轻武; 三误于老成谋

演习是做戏。平时在操场活动中极不活

国，守备不裕; 四误于统帅将领，避敌

跃, 个个士气低下, 纪律松散。这支由西

畏死; 五误于军卒兵士，训练不精；

方新式装备包裹着的舰队，骨子里仍是

六误于船械枪炮，缺憾尚多”。同年2月

一支传统的家族式封建军队，整个体系

26日(星期二)

还是旧的。

北 洋海军长期缺乏维修，更准确
地说是没有维修的概念 (maintenance
concept), 有些洋顾问因此辞职。
“济
远”舰的“管机西人”，即德国人哈富门
(Gustaff Hermann Hoffmann) 因为“济
远”舰的损 毁被马虎 地 维修，他不愿

<急救中国之病论> 的社评，已开

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从

意再跟随如此境况的“济远”舰，所以

始对清朝政 府颇有微词了：
“呜呼惜

1886年在日本发生的“长崎事件”及

“跟济远舰结束了关系”，离开了服务约

哉……何京师衮衮诸公，不知古今之时

1891年的“主炮晾衣”这两件事情上，

7年的北洋海军。

局大不相同也！”

很能说明问题。

经费不足，没有添购新的军舰，这

其实，任何一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当

1886年8月10日的“长崎事件”(日本

些因素大大地减低了北洋舰队的战斗

然是复杂的，单一的因素不足以解说

文献记为“清国水兵暴行”事件) ，简单

力。甲午战争前夕，甲舰“定远”、
“镇

其间的成败因果关系，甲午海战正是

地说，是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在长崎闹

远”和巡洋舰“济远”服役都将近10年，

如此，它是由几个不同单一因素组成的

事，引起日本举国，上至天皇下至民众

巡洋舰“经 远”、
“来远”、
“致 远”、

复杂原因。然而在其复杂原因当中，必

对北洋海军产生反感，甚至激发日本

“靖远”将近7年。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

然有些主导因素。这里根据各派学者的

对大清的敌忾心。从此“一定要打胜定

对军舰的锅炉系统产生极大的损坏,使军

研究，试图从文献资料中窥视其蛛丝马

远”，成为日本海军的流行语。

舰的速度变慢。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
请大修，更换锅炉，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

迹，从而对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做综合

“长崎事件”发生五年后，1891年

比较分析，总结归纳为：管理理念，设备

6月26日北洋舰队再度访日。当日本海

维修，及实战经验三个重点来探讨此问

军军官东乡平八郎 (Togo Heihachiro

战舰长期缺乏维修，一旦战争爆发，

题。当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互为

1848-1934) 视察“济远”舰时，看到舰

船身容易震裂。譬如“扬威”、
“超勇”两

因果，彼此关连的!

上各处殊不清洁，炮管里没有擦干净，

艘巡洋舰是1880年下海的陈旧军舰，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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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申请，均无下文。

中国文化向来缺乏反思的传统。在一些需要反思的时候，往往搪
塞而过。从甲午年到壬午年，其间48年，虽然时代背景与所处国情
有所不同，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责任让下一代对战争保持清醒的
记忆。居安思危，和平生活毕竟来之不易！

龄已达14年，老蚀不堪，速度迟缓，一

力。（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旗舰

如果说1894年的甲午年是中国的

开炮就震得炮上的铁锈纷纷落地。黄

是德国制造的铁甲舰定远号；日本联

耻辱年。那么1942年的壬午年（也是马

海海战中，日舰四艘快速巡洋舰集中火

合舰队的旗舰是法国制造的松岛号）。

年），是为新加坡惨痛的一年，同样令
人不能忘却。这年2月15日（星期日农

力攻击，
“扬威”、
“超勇”先后中弹起火
后沉没。这就是平时不保养、不检修所
造成的后果。
■  

实战经验 (practical experience)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系陆军出身，

不能忘却的马年
120年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心
头永远的痛。甲午战败后，接下来的半
个世纪，中国再也没有能力建立一支与

为骑兵将领, 不熟悉海军事务。接管

北洋海军相媲美的舰队了！这局面一直

北洋海军时已年逾不惑(时年52岁)，

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观。

历大年初一），新加坡沦陷，在日本皇
军的铁骑下，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悲
惨岁月。日治时期，新加坡人民付出惨
痛的代价。检证期间，我们到底牺牲了
多少人？是两万人、三万人、还是五万
人？至今没有一个正确的统计，这是值
得我们深思的！

没有近代科学的基础，更不懂英文。

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就在北洋

试想: 一个骑兵将领，带领一支西式军

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 2009年4月20日

备包装且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中世纪军

至23日，一场展示各国海军共同构建

队，可以打赢19世纪的海战吗？反观甲

甲午战争使千百万中国人民椎心

“和谐海洋”决心的海上大阅兵，在青

泣血。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

岛附近的黄海海域展开。这是中国第

候，往往喜欢打悲情牌。甲午海战前的

一次举办多国海军检阅活动，有来自

种种缺憾，是为埋下战后国耻的契因。

14个国家的21艘海军舰艇参加此次盛

一旦战争爆发，颓败之势必不能避免。

典。中国海军于此阅兵式上，展现了自

于是就以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领的鲜

已的海军实力。

血作垫底，挽回民族的尊严与颜面，固

午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
(Ito Sukeyuki，1843-1914)，是海军科
班出身的。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
日本早己有随时作战的决定，在明治天
皇的《日清两国宣战之诏》中鼓励部下
“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
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诏书显得霸气
十足； 而此时光绪皇帝的宣战《上谕》
却说：
“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暴
露了清政府直到战争开始，还在战争
与和平之间游离摇摆，没有做好战争的

2009年12月7日，中国海军东海舰
队舰艇“舟山”号导弹护卫舰, 应邀抵
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这

结语

然悲壮伟大，实属可悲! 读史者只看到
邓世昌的英勇壮烈，丁汝昌的无奈，却
掩盖了此事件背后更值得反思的问题。

是东海舰队舰艇首次访问新加坡。此

中国文化向来缺乏反思的传统。在

次访问, 距最后一次北洋舰队来访时,

一些需要反思的时候，往往搪塞而过。

历史又过去了115年!

从甲午年到壬午年，其间48年，虽然时
代背景与所处国情有所不同，但我们这

具体筹备，很不情愿地匆匆上了战场。

中国现在正积极发展海军，期望成

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

为海洋强国。2012年9月25日，第一艘航

(Robert Hart 1835-1911) 说：
“对于战

空母舰“辽宁号”正式投入使用，以雪甲

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

午之辱。记得大学时期选修《世界史》，

没有实战经验，平时的演习操练又

指导老师高亚伟教授说:“中国若要崛立

流于形式，于是海战一旦开启，就注定

于世界强国之林，必须加强海军实力”，

了北洋舰队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战能

实乃真知灼见！

一代人应该有责任让下一代对战争保
持清醒的记忆。居安思危，和平生活毕
竟来之不易！
作者为本地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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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性奴制度
“从军慰安妇”
日

本军国主义所以令人切齿，是它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犯下磬竹难

书的滔天罪行。从被害者的角度来看，成立恶

╱ 文  : 黄彬华

名昭著的731部队——使用活人作细菌战实验；
进行南京大屠杀——屠杀34万手无寸铁的中
国人；组织从军慰安妇——开创军队的性奴隶
制度等等，其反人道、反良知和反战争常规的
行为，不仅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也是最为严峻的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与希特勒
法西斯同样恶名昭章，不遑多论。

军妓、性奴、慰安妇
“慰安妇”这一名词，虽然全是汉字，却
是标准的和制日文，跟中国或中文风马牛不
相及。根据日本权威词典《广辞苑》的解释，
它的原意是：
“随军到战地部队，慰安过官兵的
女人”。可见，这是只有军国主义日本才会有的
不知羞耻行为。日本人对此仍不知悔改，就跟
参拜靖国神社一样，同样使人不齿。
很多历史研究人员，包括日本有良知的学
者，曾给“慰安妇”一词作出适当定义：
“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
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她们是日本军队专属
的性奴隶”。
“慰安妇制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
充当性奴隶的制度。
即使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日本当局依然
如法炮制，在国内招募了数万名日本妇女，继
续充当“慰安妇”，专为美国进驻军提供性服
务。如此荒唐的事，原本鲜为人知，更少留下
文字记录。但日本曾经有称为“特殊慰安设施
协会”的注册团体，翻译成英文是“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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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怪异组织。日本民间干脆称它
为“国家卖春机关”。RAA在1945年底
的全盛时期，在日本全国各地总共拥有
约7万名“从业人员”，可见其规模的盛
大。也说明，日本从发明到广泛采用“慰
安妇”制度，是如何得心应手。

妇女史上惨痛记忆
在日本政府和军人眼中，
“慰安妇”
其实是战争的“特需”，也是进行侵略
战争、保持军队秩序和战斗士气的重
要工具。但从受害国或全人类历史的
角度来看，她们不仅是战争的被害人，

还是遭遇最不人道对待，遭受最悲惨
命运的一群受害者。她们是被骗、被强
迫忍受长期屈辱，沦为日军性欲发泄
工具的不幸一群，是20世纪，日本军国
主义将人类历史推向最为丑陋、肮脏，
又最黑暗的一页的见证者。世界妇女应
该紧记这一惨痛教训。

2014年3月1日，韩国首尔举办慰安妇受害者特别展 /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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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观整个二战历史，所谓“女子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可能没有

不得不担忧：一是日军的胡作非为，不

勇队”或“女子挺身队”，当初也许只限

“有识之士”，偏偏当时掌权的伊藤博

仅破坏军纪，也将激发中国军民更强

在日本国内或其殖民地内，欺骗她们

文，既是游廓文化的坚决拥护者，又是

烈的反日情绪；二是日军频繁制造强奸

为侵略军打气和服务，但到了战争扩

明治政府首相和明治维新元勋，他一

妇女事件，梅毒等性病会更迅速扩散，

大，演变成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

言九鼎就使“游廓文化”继续发扬光

最终也将成为侵蚀日本侵略部队战斗力

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就原形毕露，强征

大。日本著名“色男”的伊藤博文，他平

的强大力量。当时在上海担任派遣军参

在其战争铁蹄下的中国、朝鲜和东南

日交往的女人几乎全是艺妓，连他的妻

谋总长的冈村宁次大将，遂当机立断作

亚各地妇女，包括西方殖民宗主国，如

子梅子也是艺妓出身。他的最佳座右铭

出对策。他不急于加强日军军纪，反而

荷兰法国等妇女，全都成为“慰安妇”，

便是：
“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投其所好，向日本国内要求派来“慰安

实际上的侵略军“性奴隶”。

日本慰安妇制度所以能登上历史

战后日本极端右翼，包括后来一些

舞台：一是日本的对外扩张，不仅在明

所谓学者和政客不断站出来狡辩，说

治维新成功之后成为大势所趋，更因

日本没有法西斯，也没有希特勒，不应

为日本从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扩

受到原子弹的报复。其实，单就组织

张战争中尝到甜头，而变得欲罢不能；

“慰安妇”一项罪行，推行人类不耻的

二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成长，不仅

“性奴隶”制度，就足以宣判其为禽

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扩张成功，

兽，是违反人道的罪行。何况，将整个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开始耀武扬威，皇

亚洲都沦为杀戮战场和罪恶深渊，却至

军战略配备之一的“特需”——慰安所，

今还不知悔改，其德行甚至比希特勒法

也就更不能或缺了。

西斯都还恶劣。

千古罪人冈村宁次
明治维新助纣为虐
日本推行“慰安妇”制度，外表看
来那只是日本公娼制度的伸延，也是明
治维新政策成功的结果。日本武士道，
先产生“游廓文化”，后孕育出军国主
义，而明治维新的成功，更使区域性的
军阀组织，演变成为跨越国界的扩张势
力，这些证明军国主义与明治维新是同
步成长的东西。

崎县知事为他招徕一批“慰安妇”。他
说，
“慰安所”设立之后，强奸当地中国
人的次数确实有所减少。冈村宁次因此
感到自豪，还产生了成就感。

第一间慰安所在上海
资料显示，1931年11月，日本海军

却让人感到意外。

安所”。其中，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
沙龙”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

根据，日本人稻叶正夫所编《冈村
宁次大将资料》，组织慰安妇和设立慰
安所的始作俑者，就是侵华战争的第一
恶人冈村宁次。冈村曾沾沾自喜留下这
段文字，他说，
“在以往战争时代并不存
在慰安妇，说起来感到羞耻，创设慰安

紧要关头，现代武士就更需要“慰安”，

军参谋总长的我，仿效当地海军，要求

于是流动型的慰安所，便取代了固定型

长崎县知事协助招徕慰安妇团。之后，

的“游廓”制度。而“游廓政策”是在德

所有的强奸罪渐止，我感到高兴。现在

川幕府时代制定的，它对统治者固然

的各兵团几乎都有随行的慰安妇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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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立断是，即刻要求其国内友人，长

场所指定为第一家“日本海军特别慰

之际，由于发生多宗强奸案，作为派遣

本人当时便已染上梅毒。

根据冈村宁次的自述，由于 他的

疑，但第一间“慰安所”并不设在日本，

既然武士平日需要“慰安”，对外战争的

从那时开始的。根据记录，有约三成日

好色之徒知己知彼的锦囊妙计。

部将日本人在上海虹桥经营的4家风俗

妇之例是我提议的。1932年上海事变

喻，如梅毒等性病的大规模传播就是

的兽性发作。这无疑是日本人的本色，

慰安妇制度起源于日本，不用怀

所谓“游廓文化”就是公娼制度。

“贡献良多”，其不良后果也就不言而

妇团”，既可增强士气，又可减缓日军

如兵团的小分队。”

所，甚至是经营最长久的慰安所。1938
年1月，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又在
杨家宅开设名为娱乐所的慰安所，第一
批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组成的慰安妇
被派来此服务。
即使是慰安所，日本的阶级分明制
度也被严格执行。首先，军官与士兵的
待遇有别，前者被安排在士官俱乐部，
后者则只能到设备简陋的慰安所。其
次，慰安妇的出身也被严格区分，在崇
洋观念和日语优先政策的驱使下，西
洋妇人和来自日本或朝鲜等地区的妇
女，一般都被派往俱乐部服侍高级士

1932年发生“上海事变”之后，大

官，其余则被分配到慰安站提供最原

量日军进驻上海一带，日本皇军奸淫杀

始的服务。第三，随着战争升级，战区

戮无恶不作，使深谋远虑的日军头头，

扩大，统治人种增多，受害妇女不仅有

“慰安妇”这一名词，虽然全是汉字，却是标准的和制日文，跟
中国或中文风马牛不相及。根据日本权威词典《广辞苑》的解释，
它的原意是：
“随军到战地部队，慰安过官兵的女人”。可见，这是
只有军国主义日本才会有的不知羞耻行为。日本人仍不知悔改，就
跟参拜靖国神社一样，同样使人不齿。

日本人、朝鲜人、满洲人、中国人、台湾

般不分南北，泛指来自朝鲜半岛的朝鲜

和极端右翼，一称没有证据证明日本政

人、华人、越南人、泰国人、菲律宾人、

族人。）中国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

府曾参与慰安所的建立；二准备以“XX

印尼人、缅甸人等等，还有少数俘虏到

授则主张，中国有20万妇女曾沦为日本

谈话”取代接近事实的“河野谈话”；

的前西方殖民宗主国妇人。

慰安妇。妇女救援基金会则主张，至少

三是“历史修正”之后，日本可摆脱“慰

有1200人在台湾沦为慰安妇。

安妇”问题的困扰，并以“正常国家”姿

唯一的例外是，信奉回教的马来女

态再度君临亚洲。

子，似乎没有被网罗成为日军慰安妇。

确实很难有准确的数字。战后，日

这也许就是日本的分而治之政策的考

本政府不仅装聋作哑，还寻找各种借

但是，战后美军进驻日本之后，又

量，利用种族和宗教差异，较易进行挑

口，即使不能否认有慰安妇制度的推

仿效战时慰安所，为美军开设了第一

拨离间，甚至有利其“大东亚共荣圈”

出，也千方百计将它推诿为是人口贩子、

个“RAA慰安所”。它在1945年8月28日，

政策的推进。

色情商人等的敛财行为。日本政府要推

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接着是“悟

诿发动侵略战争责任，减轻战争赔偿数

空林”、
“见情”、
“波满川”、
“乙女”等

额，尚情有可原，但仅为了保持天皇制

慰安所的相继开业。似乎还发生美国士

的神圣，特别是皇军的英雄威武形象，

兵，提前冲到各未开业的慰安所，强奸

故意把受苦受难的慰安妇形容为“乞

慰安妇的事件，说明日本发明的慰安所

丐”、
“荡妇”、
“战地卖淫女”等等，那

不仅“人气”十足，而且生意兴隆。根据

是对她们最大的羞辱，如此歪曲历史事

现代“商业注册”概念，难道这些都不

实，不仅是懦夫的行为，还是丧尽天良

是日本的“原产品”？

战争爆发，日本原本只在国内和其
殖民地（包括朝鲜、满洲和台湾）组织
“女子后援队”，成立“女子挺身队”、
“女子义勇队”等名堂的组织，初期任
务只是进工厂，代替男丁生产军需用品，
后来则升级为生产武器工人，再后来才
被派往国外战地充当慰安妇，这是“从
军慰安妇”发展的全过程。

40万妇女遭到蹂躏
二战期间，到底有多少妇女遭到日
军的蹂躏？
普遍的说法是，二战期间东亚至少
有40万妇女惨遭蹂躏。今年年初，中国
吉林省档案馆再度发掘整理出一批侵
华日军遗留的档案，翔实披露了日军掳
虐慰安妇的暴行。更重要的是，这些档
案直指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
实施了慰安妇的制度。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早在1995年，
便已将慰安妇定义为“军事性奴隶”。

的做法，肯定不会为世界人民所容忍。

慰安妇也曾服务美军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一批有良知
的学者、妇女组织和人权团体，曾认真
研究“从军慰安妇”问题。后来得出的
结论是：日本军方曾积极参与“慰安妇”
制度的规划和建构，后来又直接参与强
征慰安妇、管理和经营慰安所的活动。

由于“RAA慰安所”的开业，东京皇宫
一带、日比谷公园和占领军总部之间道
路，顿时成了花街柳巷，麦克阿瑟将军也
兴奋不已，难道这些都是虚构的画面？
但好景不长，一是大洋彼岸美军家
属的抗议声四起，原因是盛传日本慰安
所流行性病，已威胁到美军的安全；二
是与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的
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引发舆论的强烈抨

即使撇开战时军部的作为，日本

击；三是麦克阿瑟将军也不得不以维护

战败投降之后，当时近卫文磨政府首

民主理念为名，下令慰安所必须在1946

相，就曾下令东京警视厅组织“特殊慰

年3月26日之前停止运作。

安设施协会”（RAA），以建立一个“性
的防波堤”为名，公开招募民间女子为
美军提供性服务，这举措不仅是战时

朝鲜中央通讯社曾经主张，有朝鲜

“慰安妇”制度的翻版，还是它的现代

人“慰安妇”14万人（“朝鲜人”一词，一

化和国际化的证明。后来的日本政府

日本第二次慰安所黄金时代不得
不关门。后来的日本政府又可以继续编
假话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YIHE SHIJI Issue 23  21

怡
和
专
题

怡
和
专
题

二
战
受
害
者
访
问
回
顾

日治时期年仅十岁的谢昭思，被日军刺伤后还遭活埋，所幸他死里逃生。谢昭思战后学习绘画，把他目睹的日军骇人暴行绘制成画。

1

992年左右，我甫自东京归来，经由留
日前辈蔡史君的推荐下，协助高岛伸

欣教授，查访新马两地二战受害者。
早在1975年，高岛还只是位中学地理教
员，在一次马来亚半岛访问中，受到镇上民众
的“围攻”，质问他二战时期，日军何以残暴血
腥，屠杀手无寸铁的新马良民。
他当时几乎震惊过度，由于缺乏历史了解，
他感到困惑的同时，也许有些天地感召，决定
从此之后，以二战受害者为主题，踏破铁鞋，
走访星马大埠小镇，访问二战受害人士。
回顾九零年代至2002年间，我随高岛出访

╱ 文  : 柯冰蓉

新马的行程：他每年定期二至三次来新，若有
新发现的受害者，也会组团前来听取证言, 参加
者多为日本老师，这个团体取名“铭心之会”，
有几名忠实成员，每年必随高岛出访。我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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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知名受害者及家属
1997年之前，大部分工作属于南马的访
问，这方面等以后有机会再作介绍。单讲新加
坡，92至95年间，多以坊间已报导资料进行查
访及安排演讲。
我记得首先接受访问者是梁亚六先生。
梁宙家族33人在武吉知马六英里的豪宅里
遭遇大屠杀，对死里逃生，当年只有六岁的梁
亚六而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切肤之恨”，
“不共戴天之仇”。他亲自目睹日军用尖刀将
他家未取名，两个月大的婴儿小弟刺杀。他父
亲梁宙在新加坡是开辟林厝港的功臣，所不
幸的是梁宙当时已返中国避难，被屠杀的全
是妇孺老小，日军滥杀手无寸铁，无辜生命的
证据凿凿。

别于1998年和2001年带领两位新加坡受害者

梁亚六先生带我去查实他家在武林山，

出席他们在横滨举办的“日本太平洋战争受

埋葬33人尸骨的塚坟，坟墓很大，写满33人

害者听证会”，共约十年间的活动，凭记忆在

名字，墓碑上有当年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国旗，

此作个简单报告。

据说总理陈诚 (未确认）赐一幅谥文“一门精

忠”（未确认）。这是日本军对他家的

但是我怀疑她是在狱中被令赤裸与一

桦卓都在此时现身。我们找到被日军直

满门屠杀。

众男生相处200日，造成伤害后遗症也

接杀害的幸存人士，铁一般的事实！当

说不定，是我个人推测。

我电告高岛时，他表示很宽慰，终于有

梁先生十分积极向日本伸冤，要求
日本政府赔偿。他在93年8月前往东京

2001年，她高龄91出席樟宜Chapel

参加受害者听证会，成为第一位新加

的集会。她已辞世，那几年我不在国内，

坡索赔人士。惜不久罹患肺癌，临终前

无法确认日期。

登报寻获受害者

他交嘱长子必须与我合作，继续向日本

1997年，高岛表示他在横滨有个市

要求赔偿。他已无力说话，眼神哀怨。晋

民组织，即前述的“太平洋二战受害者

标表示将协助父亲，向日本讨回公道，

听证会”，以我们的说法是伸冤会，两

以慰父亲及被害家人的亡灵。

年举行一次，有过菲律宾证人，马来西

第二位是音乐家黄晚成老师。
她住陆佑街一个四层楼单位的老
楼房。黄老师属受害家族，她先生作曲
家（对不起记不得名字，希望有识之士

亚证人，韩国慰安妇，新加坡只有梁亚

心裂肺的痛。她一生守寡，心性豁达，
很慈悲，对着一群日本老师演讲说：
“可以原谅，不能忘记”，没有强烈挞
伐。黄老师已辞世，我最后见她是在
2007年，她高寿98。
第三位是得过英国勋章的蔡杨淑梅
（Elizabeth choy)女士。

述日军军团列队侵入巴西班让，他们全
村人遭屠杀，他被刺刀插过身躯又遭受
活埋的经过。他在多佛路日军营地里亲
眼见到日军将无辜的一对夫妻及小孩被
活活绑在树干数日至死的一幕，他以画
笔描绘，十分震撼。

六先生出席过。而新加坡在沦陷时期，

他仅仅学了几年潮洲古文教育，日

死了几万人，区区只有梁先生代表是不

军来时他只十岁，凭天赋聪慧，在三十

足够的。他希望我登报写启事找寻日战

岁前后写下一份言辞并茂，数十张活

受害者。

叶纸的二战经历自传。不单如此，由于

告知），在大检证中牺牲。她那时刚与
夫婿新婚燕尔一个月，可想见那种撕

谢昭思
谢老住在锦茂镇，他栩栩如生地讲

两周还接见日本律师团体，要求索偿。
我们到医院探他，他长子梁晋标在场，

新加坡证人了。                                                      

我稍踌躇，这是义务工作，我必须

他自学画，他早年描绘日军杀入村庄的

兼顾家庭，孩子才三岁，而我身边人也

近十幅彩色画，后来代表新加坡受害人

颇多怨言，我帮得了他们，帮不了自己。

士到横滨演讲时，主办者把这批画展示

几番度量，在良知的驱使下，还是登了

在屏幕上，引起颇大轰动。

这则启事。三天里接了七十几通电话。

1998年我陪伴他往东京开会，我们

筛选二十位名单，最终决定与十位人

先到静冈的三岛，那里有另一批良知者

士作记录。

向横滨会“借人”，让谢老讲述受害经

这时候，被活埋的谢昭思，被斩头

过。隔日主办者顺道载谢老到美术馆参

的游镜泉，和检证后投狱灌水坐牢的李

观，谢老看毕罗丹雕塑，印象派的画，不

蔡女士是 新加 坡 第一 位
官委民间女立法议员。她住在
Mackenzie Road，因为是本地
教科书里所记录的官方受害生
存者。许多人知道她的存在。
她条件好，英语教育，在当年
属于知识份子受害，实际上受
她丈夫蔡坤兴所株连，被捕入
狱。我到过她家三趟，她人直
爽，待人和蔼。她写了几封信给
我，温婉地控诉日军。
我对她墙上悬挂的裸照和
雕塑还是有些不明白。她桃李
满门，如果以这方式教育所谓
的西方开放思想，无可厚非。
日军当年押送村民到一座座“行刑室i”加以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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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谢昭思出席横滨举办的“日本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听证会”，
在会场展示当年被日本军刀刺伤的部位。

1999年谢昭思在中华总商会接受日本脚车队访问。

停摇头叹息，说如果他早年能有机会熏

人介绍他到胡再坤医生的南洋医院，

李老命大，逃过数次死劫，在欧南

陶，可能已当上画匠。

把伤口缝上治好。他很感恩胡医生，不

园监狱所关了两年，日军投降后，由抗日

过胡叫他别说是他治疗的。

组织人员接应用三轮车推去疗养所，李

谢老向来干粗活，罗里司机，油漆

老已衰弱得奄奄一息。

工，散工等，以劳力换取生活。他长相

游先生长寿，今年97岁。我不时还

有点老粗，不认识的也许会“望而生

带日本媒体上他武吉巴督家采访，前年

2001年，陪伴李桦卓到东京听证

畏”。人不可貌相，他几乎是位过度谦

一位专题报道的摄影家，山本宗辅来

会。天气很冷，李老身体已十分虚弱，

卑，言谈和蔼可亲的老好人，我陪他到

拍摄照片，出版受害者画册，游镜泉颈

可是他风度极佳，不给我们半点担忧。

东京八天，间中无法在他身旁，半天里

后深深的刀痕，道出日军罪行，胜过千

横滨会场外来了批右翼人士，摇旗呐

听不懂话，也笑呵呵说日本人对他很

言万语。

喊打击会场。

好，他很矛盾。
谢老还健在，今年82岁，他是广大

游老胸宽话少，他老伴慈和贤淑，

日本对二战侵略的反省还有很遥

子女事业有成，侍老恭孝。                                     

远的路。日本老人支持日本帝国，普通

无辜牺牲者的善良老百姓。

民众不感兴趣，自民党不停参拜靖国神

李桦卓
游镜泉
游老先生通过武吉班让客属公会
和我联系上，他只能说客家话。当我听
到他说被日军斩头，却意外存活，凭新
闻嗅觉，已意会这位人物的重要性。
我们约见于客属公会，有人协助口

访问李桦卓比较顺畅，他能说能
写，在联络所教唱歌也教书法。
日本找二战证人要求有凭有据，重
复访问，实地调查。
高岛的助手吉池俊子，在金文泰李

社，还打算复军。
李桦卓说过几句铿锵有力的话：你
们日本军也有家有国，你们为何不能安
份守己留在家里？为何来侵略我们？我
们的家园全被你们毁了，我们全体抗日！
新加坡人全都抗日！

桦卓家听完详细受害经过，便要求确

李先生于2002年辞世，享年74岁。他

认地点。李老柱杖带我们去看他被逮捕

的二战经历就是一篇生动的二战史料。

时，以前属丹戎百葛的两层楼店屋，现

他加入地下抗日组织，在当年英军弃械

带到当年九英里火车桥附近屠杀。他

在已是珊顿道一号，辉煌的办公大楼。

而逃；136部队听命于英军；比较像样的

亲眼看着日军挥刀斩死他长兄，他被日

李说抗日起因在实龙岗路交叉口，

军斩头后倒下，一两日后醒过来。醒来

见到日军滥杀没有鞠躬的老伯，而萌生

时还见两个军人在身旁走动，却示意

了参加抗日地下组织。我们去对实这个

他“快逃！”。我们听的人里有者认为

路口。又去政府大厦即高等法庭，那里

可能是台湾的附庸兵，会讲华人语言。

是“日本帝国法庭”审判他定罪的地方。

他回到宿舍附近，好心人士找草药

又到奥士礼岗查实日本宪军拘留所，他

译，且他所发生事件就在周遭三公里以
内，比如他当时住宿在Bata鞋厂隔邻
的楼房，与他长兄及一众工匠被日本兵

给他敷上，颈后刀伤依然发脓剧烈，有
24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在此处被灌水逼供。

保家卫民的真正的自己人，就是这些
马来亚抗日军，义勇军。我们这些可怜
没有自主权的人民，连保卫国家都要悄
悄地加入地下组织，这些无名英雄又有
几人载入史料的呢！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2014年华校校史展

消失的

校：国家永远的资产

7月13日— 20日
开幕时间：2014年7月13日 10am
展览日期：2014年

宾：沈 颖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

主

7月13日 11am-1pm 回顾已消失的华校
座 谈 会：2014年7月19日 2:30am-5pm 转型后的华校展望未来
座 谈 会：2014年

点：华侨中学钟楼

地

I 661 Bukit Timah Road (S) 269734

华

校校友会联合会继2008年举办新马24所华校校史展后，将于今年7月13日至20日在华侨中学举办
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

1949年新加坡共有华校349所，学生7万3500人，是华校最鼎盛时期，其中大部分已经消失。这些已消失
的华校，是国家永远的资产，它们在过去100年为新加坡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创造了新加坡今天的繁荣
昌盛。即便这些学校已从新加坡的教育景观消失，他们为国家所作贡献，是我们不能遗忘的。
本次展览将展出已消失华校的旧照片、毕业证书、奖状、成绩册、特刊、校徽等等。
展会还邀请相关人士，举办两场座谈会，一场是回顾华校，另一场是转型后的华校展望未来。
为配合这个展览，我们采访了50位母校已经消失的众多社会名人，这些专访将出版成书。这本图文并茂
的书籍生动再现了过去100年来的华校面貌，借以感念已消失华校对国家的贡献。

主办：

华 校 校 友 会
联
合
会

协办：

FEDERATION OF CHINESE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S

FCSAA_Talk 1.indd 1

21/5/14 2: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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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谢声远

我国当下文化生态
纵横谈
访谈录

陆锦坤  企业经营者，怡和世纪编辑顾问
林少芬  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及执行长
彭文淳  广告导演，无界限讲座创办人

访

者 王如明  谢声远

在

外头用过午 餐，东道主锦坤开车送
如明和我。少芬和文淳的车子，在女

主人陪伴下，先到达偌大的宅第。高耸的门柱，
宽敞的停车场，气派的客厅，绿树掩映的泳池。
置身其中，让人有一种心旷神怡之感。我们穿过
中央餐室，来到后厅左角的沙发边。访谈尚未
开始，女主人盛情地递上饮料。我预感到，大

关于宏观微观的思考
锦坤：文化总要有一种功能，对人类、对
文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发挥其作用，这种
优良的文化才有意义，才值得学习和追求。劣
质文化如华族长期存在的帝王思想、不民主和
应声虫风气，应加以改革或摈弃。我是从宏观
角度看文化问题，必要时也会跨界抒发己见。

餐之后，即将开始另一场盛宴——期待已久的
少芬：我是从我认识与观察到的新加坡

文化盛宴！

角度来看。我们建国不过短短近50年，新加
坡完美的硬体建设与卓越的经济表现，是有
目共睹的。但有一事值得深思，就是我们是
否已有足够的信心，认定当下该是深层发展
新加坡软文化的时候了！许多外国人或较关
心新加坡文化发展的国人都会觉得，这个城市
似乎缺少那么一点文化深度和素养。我想，
建国以来吃饭居住等民生问题如今已获得解
决，我们又是亚洲4小龙中的佼佼者，理应松手
注重文化这一块了。社会只有仰仗文化和创意
思维的永续发展与传承，才能走得更远更久。
新加坡的大方向是政府主导的，很多时候是政
府说了，企业界才敢放胆去做，一般企业都缺
乏自觉性和胆识去做文化传承的领导工作。如
果政府不做，很少人会自发自觉或出钱出力来
推动文创活动。

关于大唐盛世的思考
锦坤：你们刚才谈的是软文化，心理文
化。新加坡会让人产生无力感，那是政治文化
的范畴。我们曾经出现过强势的政治人物和强
彭文淳（左）和林少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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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政府。出于形势的需要，政府采取比

多事，出发点固然没错，

较强硬的手段，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

结果反倒显得绑手绑脚

之间很强的自我约束力。简单地说，这

了。好的文明社会，应该

样的社会比较缺乏自由，或者说言论不

是回归到最基本的对人

自由。在这种政治文化下，沉默是金。如

的尊重，这是至关重要

果继续保留此种政治文化，对国家是不

的。族群与族群之间、人

利的。我们知道，创新的泉源是交流，

与人之间若能具有相互

而交流就在于大家能自由地发表意见，

尊重的共识时，就无须太

取得交流的成果。这样做的前提是须有

刻意去担心语文课题、文

民主精神，那就叫做同理心。对资本主

化课题最终会造成分裂

义生产和发展素有研究的著名哲学家

等等。相反地，不同种族

韦伯（Max.Weber) 曾说过：一个成功的

之间在文化方面是可以

企业，必须隐藏着精神的力量，而这力

互相欣赏与互相借力的。

量的背景须与企业的社会文化密切联

但关键在于我们的国民

系，这样企业才能走向成功。这种能发

教育如何做到最精致、

挥功能的文化，就是我们要的文化。从

最优 雅与最优秀，若国

宏观角度看，正确的文化，必定给人们

民教育能更重视人文关

带来热诚、理想，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

怀与尊重文化传承，新

愿景，整个社会绝不会有精神或物质

加坡的文化氛围肯定会

上的匮乏。文化靠传播，一份杂志、一

大有改善。

陆锦坤

本书、一个演讲，都是传播一个好的观
念、消除种种约束、提升素质的途径。

关于新加坡文化的思考

来的发展计划得引进外国人才，这本来

当前的问题还是社会主流文化缺乏开

锦坤：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对

是无可厚非的，但期望这些来自不同文

放的空间，人民在接触知识、概念方面

国家未来有序的存在有利，人们都应

化背景的外国移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受到局限。我们希望怡和轩走出去，接

通过某些管道，直言不讳，形成舆论和

迅速融入我们的社会，坦白说，是相当

触年轻朋友，让他们了解怡和轩如何

文化诉求。它往往从基层先开始形成，

困难的。文化的磨合需要时间，才能逐

转型，如何传播先贤文化。要把文化功

而基层的力量不可忽视。目前的执政团

渐形成同理心与相互接纳。

能带动起来，这需要不同团体和个人群

队，心胸应够宽的，相信他们会聆听我

当下新加坡给我的感觉是蛮分化

策群力，一起来做。

们的心声，至于认不认可我们的观点，

的。比如不久前新加坡舞台剧导演、文

少芬：锦 坤 观察入微，讲 得非常

那是另一回事。新加坡人一定要有信

化奖得主 Ivan Heng 批评电视台第5、

好。我常想大唐盛世，为什么是历朝之

心，我们是在生活中，在接触不同人的

第8频道推出的新年倒计时节目时，竟

最呢？因为那是一个心态开放、最有大

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自己的文化，

使用“so cheena”(如此支那）这样的词

度的一个朝代，所谓有容乃大，文化才

我称之为新加坡文化。

语，他的Facebook中粉丝们也好像有诸

会那么鼎盛。新加坡是小国，但小国要

少芬：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新加

如 English elites being marginalized

有大国的情操。小，不能是小眼睛小

坡人，从小学到大学，班上同学有来自

(英语精英被边缘化）一类的评语。或

鼻子，而是气度与格局更应开阔。我常

不同方言族群或甚至不同种族的，大

许这只是他无意识的有感而言，但从

说，新加坡有些事很纠结：我们是个移

家朝夕相处逐渐不分你我，打成一片。

这件事也看到英语群体思维差异的端

民社会，多元文化多元种族新旧移民等

那时隐隐约约中总觉得新加坡文化正

倪。这群英文精英一向在各个领域里

等的敏感课题照理说不应是弱项，甚至

在酝酿之中，是自然而然融合形成。然

总是如鱼得水，享受诸多社会的优势和

可以转成强项，但政府或许太担心会造

而，外国新移民的大量涌入的速度让我

良好待遇，如今有这么多中国新移民涌

成族群间的不和谐，所以太努力地做许

们有些措手不及。新加坡经济建设与未

入，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不好受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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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受华文教育或讲方言的其他华
族而言，大陆新移民的涌入也并没有为
他们带来所谓的“壮势”的好处，相反
的，他们在这群新移民中，感受到两地
人情、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的根本差
异与矛盾，间接地也产生了对新移民的
反感和不满。
新加坡文化会不会重新洗牌呢？有
颇多难以预测的元素。我们的社会人口
组合开始多样化，最近客工暴动，之前
大陆司机罢工等事件，反映社会潜伏
着一股躁动的情绪。当下更重要的是如
何让不同族群学会彼此尊重与信任，共
同建立一个属于大家的新加坡。对我来
说，优秀的国民教育才是重要的。
语文是文化的载体。有一点是明确
的：英文肯定还会是强势语文，今后依
然不会改变，尤其是为了跟国际接轨。
但我总认为，在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的
前提下，也可以让其他语文或方言自然
发展起来，无须刻意压制或人为拔高。
这才是有容乃大嘛。如果你只能用方言
来思考很深层的问题，或用华文来思考
深层的抽象概念，那就已经是非常了不

的种种现象。我们已看到分化，非常

是宪法精神。新加坡梦我们不知道，不

起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英文

明显，该怎么办呢？我同意少芬说的，

敢讲，而宪法这两个字，从来不提。在

学好或能通晓两种语文的。我每次观

无须拔高，无须压制。文化，特别是共

新加坡，宪法是什么，没人懂，宪法与法

看新加坡新闻节目时，总看到一般老百

同文化，是在生活的接触和创造中形

律有何不同，也没人懂。一万人当中有多

姓在针对简单的课题发言时，不管用

成的。首先，你必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

少人去翻过宪法第一章，几乎没有，这其

华语或英语，都是伊伊吾吾词不达意。

创造新加坡这个国家，这就不能不触

实是我们的危机。

我想，当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最习惯的

及宪法精神。宪法第一条讲的是不分

语言来思考和表达思维的时候，这就

种族、宗教，共创一个和谐、平等、公

是严重的问题了。有人在文淳的Blog中

正的新加坡。拥护正义，平等相待，就

少芬：我看待文化问题时，觉得每

这么写道，新加坡的教育就是：当他讲

不存在歧视或强弱，大家一视同仁。

个文化都有其中最美好、最精致的元

英语时，你以为他是华校生；当他讲华

传播开来，每一个人，不论是英校生、

素，当然也渗透劣性的成分。作为多元

语时，你以为他是英校生；当他书写时，

华校生，背景不同，在宪法精神的框架

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要汲取每

你以为他们未曾受过教育。这或许是

内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就不会有所谓的

一种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相互学习，相

一般新加坡人的窘境吧。

“怕”。新加坡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了解

互借鉴最为重要。决策者必须有去芜

也没有人特别去传播宪法精神。反观美

存菁的大智慧。所以，除了家庭教育与

国，宪法的基本条文是教育内容，在学

学校教育，公共媒体在这方面扮演着

锦坤：新加坡社会走得太快，过于

校要念，美国梦就是这么来的。台湾人

举足轻重的角色。电视台或其他媒体

注重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少芬谈

读三民主义，学生在校内也懂得什么

的节目，是国民素养潜移默化，吸取养

关于宪法精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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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待文化问题时，觉得每个文化都有
其中最美好、最精致的元素，当然也渗透
劣性的成分。作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
移民社会，要汲取每一种文化中的优良成
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为重要。决策者
必须有去芜存菁的大智慧。

来个大刀阔斧的变革，下定决心制作最

新加坡人的素质在提升。你说你已开

有水准最有养分的优质节目。

放，可又认为一个媒体就够了，那别人

文淳：我来自台湾，在新加坡长住
了十几年，从远处看新加坡，其实是看
不透的。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有很多
悲情，而新加坡最大的悲情，或许就是
连诉说悲情的自由都没有。台湾是一个
悲情岛，但人民通过表达其悲情时产生
很多文化的火花。其次，新加坡人至今
使用英文的心态仍然是当买办角色，把
语言仅当成一种工具。他们很少触及思
想，所以在各个领域中，很少见到精致
分的一个重要管道。一般平民百姓，几

的思考型的新加坡人。在世界各地，新

乎唯一的受讯管道就是接触这些大众

加坡人也从未被认为是思想者、领导

媒体。以电视台为例，如果每天播放

者。第三，远观新加坡永远是光鲜的，

的都是精致优秀的节目，经过长期耳

这与李光耀的至尊地位有关，因为悲情

濡目染的积累和沉淀，我国的国民素

不得渲泄，所以这一路来发生的各种现

质一定会大幅度提升。这种国民教育

象是必然的，又怎么能期望媒体自由地

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看过日本NHK播放

体现文化的声音呢？

一个电视节目，内容是有关音乐大师如
坂本龙一之辈，是如何放下身段，跟小

是不会相信的。新加坡政府要认识到，
人民的水平虽不是很高，但还是能够
判断是非，认定他们的未来是跟这块土
地连接在一起，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
媒体开放可以让人们借助不同管道发
表意见，通过这样的教育，老百姓在短
短三五年内，就会悟到世界原来是这
样的。之前我们到处旅游，脑筋只对山
水、购物开放，而未对文化、国际观开
放，所以一定要有媒体的开放。领导者
对此须有信心，自己有信心，对人民有
信心，自然水到渠成，自然就会提升人
民的素质。单靠学校不行，要靠大众传
媒，接触不同空间，才有办法把整体的
素质在几年内提升。台湾从戒严走向
民主，中国从共产到开放，从它们的演
变中看到，其实它们都在不断地进步。
少芬：其实，一般网民还是挺理性

关于媒体开放的思考

的。如果有人挑起敏感的种族或政治

孩一起玩和一起欣赏音乐，用最简单

锦坤：让我们忘却建国一代领袖

课题，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君另有目的，

的节奏、拍子设计成好玩好听的内容，

所营创的专制、封闭的政治文化。当然

其他网民很快就会把他封杀掉，所以

教育孩子欣赏音乐的美。只是单纯地

我们认同也感激他们对国家作出如此

我同意锦坤说的, 不要过于担心网民的

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个很美好的文化素

巨大的贡献，但在今日以创新为主导之

素质，毕竟新媒体只不过是一个平台。

养。我想，若我们的国民也能天天观看

知识经济时代，新加坡必须创造另一

到制作优秀严谨的节目，吸取优质的

种符合以创新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也

文化精神养分，常年累月，素养自然就

就是说，过去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现

锦坤：韩流的出现，其实关乎经济。

会提高了。大众媒体对国民素养的提升

在要开放，媒体的开放即是一例。媒体

它推动经济的方向不同于新加坡和台

必须负很大的责任。我时常期待电视台

不能还是由一家垄断。媒体开放代表

湾，而比较偏向日本。韩国总统六年一

关于韩国经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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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早在金大中时期，韩国就决定走向

出钱出力发展娱乐事业，全民认同，对

机应变。眼下平步青云的所谓精英，有

国际，政府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向外拓

本国品牌深感骄傲和自豪。每个企业

多少是经过试炼和考验的？我觉得所

展。韩国与新加坡不同之处在于，韩国

都互相借力合作，把韩流推出去。韩星

谓精英的标准，如锦坤所说，须重新定

人好像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公司的

充当手机代言人，同时也提供其他企

位。我们要的不是指定式精英，不能因

员工，与台湾相似。这样的经济结构使

业发展的机会，环环相扣。企业之间，

为他进过剑桥，拿过1st Class Honours,

人民可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决策，而工

不同领域之间互相合作，这或许就是所

在政府体系做过什么职位做过什么长

作要员工去做，所以他们又很尽责。这

谓的大韩精神吧。姑且不论韩国品牌如

官，就圈定这人就是精英。这些人或许

样的心态是新加坡所缺少的，在这里

三星、现代或LG等财团的财团文化之利

熟悉体系的体制和运作，但充其量也不

政府是老板，人民是员工，老板让人民

弊，我想背后一股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文

过是很好的执行者，并非就一定是有远

有屋子住，有饭吃，该满足了。可是它忘

化认同才是是推动企业不服输的动力。

大愿景和大智慧的领导者。

关于精英制度的思考

尾声：商而优则思

了他们原本是股东，被排挤在外，他们
当然也要参与感，有参与感才会滋生
归属感。新加坡政府应该让人民感受

锦坤：新加坡与韩国有一个非常不

在思想碰撞中，时间的流失，换来

到参与感，感受到他正是新加坡的一

同之处，首先至今我们依然强调权威，

了深度思维、文化盛宴。咖啡都冷了，

份子。这有利于忠诚度的打造，否则，

认定权威不可动摇，若动摇社会就会

可无人在意。短短两个半小时，凝聚了

国家将陷入危机。如果说过去政府认

乱，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其次，我们

面前三人的素养与睿智。或侃侃而谈，

为人民是小孩，不能自主，那么今天应

的精英制度也与别国不同。在外国，譬

或旁敲侧击，或观察入微。笔不尽意，

当承认，其实这些孩子已长大了，进入

如香港李嘉诚，我们尊崇他是一位企

可想而知。锦坤畅谈文化的社会功能、

中青年时期，能理性地为国家作出贡

业界精英，因为他是李嘉诚，有310亿

宪法精神、媒体开放和精英制度等课

献，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建设，

美元身家，成功了，有目共睹，所以称

题、文淳对新加坡的定位、思考矛盾、

而不是口头说说而已。

他为精英。韩国朴槿惠、美国克林顿，

谨小慎微、不敢担当，英语的买办角色、

少芬：说到韩国，记得公司过去有

在未竞选总统前，对不起，是谁呀！经

主流媒体的不痛不痒有精辟的见解。少

位韩籍员工，跟我讲过一件事。她说：

过奋斗成就了总统，当然是精英了。人

芬对出小钱助文化而不为的有钱人深感

当年韩国遭遇经济危机，她的父母亲

家定义精英是表现给我看，我服了你。

不解。她说：
“殊不知出钱出力，积少

取出所有金饰，献给国家，帮国家度过

新加坡则不然。我认识你，你的成绩顶

成多，足以改变文化生态。假如一个有

难关。我吓了一跳，说：是国家呼吁你

呱呱，你是精英，在这样的制度内，百

作为的年轻人想拍一部电影或纪录片

们这么做吗？她说不是，而是民间自发

中挑一，99人会觉得不公平：还没开赛

等，大家给他一点支援就上来了。帮助

自动去做。当年世界杯足球赛，首尔一

就说你的球打得最好，你一定跑第一。

艺文活动，有时只差那么一点，若能永

片红，她边看边流泪，她说大韩民国站

精英制度须重新制定，不论你是否奖

续经营下去，就要有民间的力量。在国

起来了，多么自豪啊！这名20来岁的韩

学金得主，都必须在同样大学毕业水平

外，看到许多私人企业成功之后，都很

国女子，在国外留学多年后复在新加坡

上做给我们看，不存在一条特别规定

有良知地回馈社会。我们要有更多有识

工作了好些年，但仍然有一颗对国家不

好的路，让奖学金得主走。必须有这么

之士，当年陈嘉庚、陈六使大气非凡，为

一条路让大家平等竞争，赢得光彩，输

文化而出大钱，令人敬仰。”

变之心。她说：我终究要回到韩国，因
为那是我的祖国。国家有难，家家户户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首长、公司总裁自

得心服。这样的比赛竞争规则，国人才
会产生参与感、归属感和忠诚度。

时不待人，我们站了起来，准备告
别。女主人热情未减，找个理想的位

动减薪，对国家的认同和爱简直难以想

少芬：从思考模式和学术背景相近

置，把美好的记忆用照相机记录下来。

象。有人说这或许是因为长期的悲情与

的圈子，如公务员体系或军队等挑选精

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学而优则

不安造成的。十多年前我的三星客户就

英，看似最为保险，其实风险很大。因

商、商而优则思、思而优则文、文而优

告诉我：我们韩国要崛起了，三星手机

为这是在镜子中找人。太平盛世当然

则通”的真实写照。

要推出，韩流要来了。韩国电影明星，歌

没有问题，但碰到重大考验时刻问题

星和电视连续剧很快风靡国内外，国家

就来了，因为非常时刻得仰赖智者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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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金福
跌宕起伏 精彩传奇人生
╱ 文  : 李喜梅

他的人生过得有滋有味，对
失去的不觉心痛；因守诚信，
负责的精神，心里踏实。
“要懂
得什么时候放下，交给接班人去
决定和处理。”当然，一些需要
经验和客观判断的重要决策，
还是得向他咨询。

欧

南地铁站出来后，从赵芳路到武吉巴
梳，向两位路人问怡和轩，都摇头说

不认识。或许路标指示牌不够明确？正犹豫
间，回眸一望，先贤馆不就在眼前？何以视若
无睹？

南马朴实农家出身
1934年章金福出生于南马居銮森林边缘的
橡胶园，12岁时丧母。自懂事开始，他每天起早
摸黑，骑脚踏车协助家人割胶，种植番薯、木
薯、养猪、鸡等过活。艰苦的日本占领时期过

这短短老街，两旁低矮建筑的明净门面，

后，接着就是紧急法令时代，父亲与姐姐涉嫌

敛聚着厚重的历史沧桑感；这栋栋的楼房，又

接济游击队，被殖民地政府遣送中国，章金福

迎送过多少大时代的风云人物？推开玻璃门，

于是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进入了时光的电梯。  
在二楼会客厅，见到主导此访谈的副会长
林清如。不久，王如明前辈陪同一位华发浓眉
银须的长者翩然而至，终于见到主角章金福
了！目光矍铄、精神焕发，一口流利华语，侃侃
而谈。其思维清晰敏捷，神态达观自信，真难
以置信先生已届八旬高龄！   

他小学就读培才学校，中学则在居銮中华
念至高一。
1958年抵新，在白沙浮（今日Bugis）摆书
摊，专卖当年的一些禁书。不久也被政治部拘
留，在中央拘留所逗留了6个月，接受调查后无
事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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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能量。为了改善生活，章

那年代流行一日游。他租一辆中型

上德士，告诉司机要找章金福，对方便

金福开始找补习学校继续学业。首先

旅行车，招来10余名顾客，每人付几块

直接将旅客载到珍珠坊。可见当时章金

他报读新民中学的黄昏班，完成高二，

钱作费用，即可游览马六甲、哥打丁宜、

福旅游事业红火之一斑！

高三课程，也报读义安学院商科。同时，

波德申等地；薄利多销，逐步发展。过

他修毕香港的中文速记函授专业课程，

后也代理船票、
飞机票等；而随着人们

考获专业证书，开始担任成人教育局的

生活条件日渐小康，对旅游业的需求

兼职教师，每逢周末和星期天授课；当

逐步提高，国人也开始放眼海外旅游，

年速记很实用，学生众多，待遇丰厚；一

出国度蜜月等。

些记者、秘书等，也报名修读。

随着1970年日本万国博览会的开

后来，他加入《民报》担任广告招徕

办，提供了文娱游览有限公司扩大对

员。在义安学院就读时，一下课，就快步

外业务的商机，生意源源不绝。公司打

跑到校内的公共电话亭，争取时间拨电
联系商家客户；他也为《行动周刊》招广

铁 趁热，逐渐开拓海外市场，业务稳
健增长。

到了70年代末，这间本地旅游业
先驱，已发展至拥有20余间分行；除了
新马泰、港台澳，也在伦敦、洛杉矶、
悉尼、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具数百名
雇员的规模。这期间，可说是文娱游览
的巅峰。
这时章金福手头持有充裕的流动
现金，开始涉足房地产界。本地的珍
珠坊、珍珠大厦、乌节路，长堤彼岸的
新山、吉隆坡，香港都置有商业楼、房

告。这些报刊，多为每周出版。之后，他

面对市场竞争，章金福得常想新点

地产，酒店及咖啡厅。章金福具前瞻远

离开了《民报》，进入《南方晚报》（隶属

子。公司也接办海外歌舞团或红歌星

见，深谙“别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南洋商报》），继续从事广告招徕。这

前来慈善筹款及星马巡回演出，首场

里”的硬道理！

是当时待遇比较优厚的工作。

作为义演。文化舞蹈团多来自夏威夷、
韩国、台湾；也办过韩国跆拳道等武术

开拓旅游王国 进军房地
由于兴趣和性格，1963年他接手

团体前来竞技表演，地点为国家剧场
或体育馆。

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文娱游览公
司创办集体旅行结婚、带动蜜月旅行
风气；连续办了八届，共计逾千对佳偶
参加。蜜月旅行团所到之地，俱受到瞩

文娱游览公司（Cultural & Enter-

随着这些大型节目与活动的举办与

tainment，简称C&E），专办马来半岛

宣传，让章金福和文娱游览的名声不胫

旅游。

而走！曾经有外地旅客，抵达机场后乘

目和款待；也在新加坡建国史册上谱下
浪漫佳话及甜蜜光影！

Cheong Kim Hock

A Journey of Relentless Determination

C

heong Kim Hock was born in Kluang,
Malaysia in 1934. His mother passed
away when he was 12. He studied in Puay Chai,
a primary school in Keluang and completed his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at Kluang Chong
Hua Chinese School. He came to Singapore in
1958 and operated a small bookstall in Bugis
Street. At the same time he continued his
education at a tuition centre and studied for
a diploma through correspondence. He later
worked as an advertising canvasser for Min
Pao and other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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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outgoing and adventurous, he took over
a tour agency, Cultural & Entertainment (C & E)
Tours, in 1963, specializing in organizing tours
to Peninsula Malaysia. His business received
a boost in 1970, when the World Exposition
was held in Osaka, Japan, bringing with it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mpany to expand its
business overseas. Cheong wasted no time
in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company
grew steadily.
By the end of 1970, the pioneer in the local
tour industry had established a network of

By Lee Hee Boy

more than 20 branches with several hundred
staff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Hong Kong, Taiwan,
Macau, London, Los Angeles, Sydney and
Tokyo.
With an ample amount of cash on his hands,
Cheong began to venture into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 invest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property – commercial buildings, apartments,
hotels and cafes - here and abroad, from
People’s Park Complex, Orchard Roa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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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结业 清还债务 赢回诚信
商场风谲云诡。78年文娱游览公
司会计部夜半离奇失火，建筑屋顶灭
火设施的大量喷水，浸毁了公司的大

酒店宴客厅举办一场“债权人晚宴”，

谁也没料到，这次转折变化会成为

事前登报公开邀请债权人、记者以及

重大人生契机。约一年后，一位前苏

知交朋友出席，厘清C&E结业内幕及

联石油企业主管找上门，与他谈商石油

疑团。

出口交易，先决条件是他得负责筹募30
万美金作为首期资金，过后可获七三分

批账簿；后继内部人事突变，共事拼搏

公司虽结束营业，章金福不惜变卖

多年的伙伴另起炉灶，章金福面临巨

产业，还清所有债务，坦然面对，难能可

大考验。

贵！1982年C & E重新注册，复获旅游局

显然的这是高风险生意，双方仅靠

准证，开展新的游览旅程。数年后，章

口头协议。章金福果断决定合作，多方

金福将公司转让给梁氏集团。

筹集足够资金后，双方联名开设公司，

中伤谣言等造成资金周转不灵，
旅游事业由巅峰陷入谷底。因为水浸
账 簿，造 成 账目审核 无 法呈报 旅 游
局。1980年旅游局停发营业执照，文娱
游览被逼结束17年的营业。
为了清还公司债务，章金福忍痛变
卖名下房产；其中包括珍珠坊二楼的办

章金福的前半生经历，如坐过山
车，跌宕起伏，叫人感慨万千！
人生苦难即是磨练。经营旅游业所

账的利润。

靠船运石油到比利时等地，货一到岸，
买方随即付款。这宗靠胆识与承诺，天
时与地利等元素完成的生意，让章金福
数年内恢复了“元气”！

累积的社会关系和朋友交情，也成为章
金福重新出发的力量和垫脚石。

中国房地产大展拳脚

事处，珍珠大厦咖啡座、新山、吉隆坡
的房产、华登岭的半独立洋房，一家人
迁入政府组屋。回顾半世纪前的低潮，

苏联石油出口生意
否往泰来大翻身

章金福自豪地说：当年虽然公司面对困

在1984年，章金福在塔斯社庆祝苏

境，却未让任何顾客流落街头、坚护公

联国庆酒会上结识的一位苏联人，邀他

司的良好信誉。
就是为了诚信与名誉、辟清他人中

赴苏联办电脑业务。章金福对电脑一窍
不通，逐步克服各种问题，立足苏联，

伤谣言，章金福于1981年6月9日在文华

展开电脑买卖业务。

Singapore to Johor Bahru and Kuala Lumpur
in Malaysia, and Hong Kong.

Cheong sold the business a few years later.

But C & E Tours went through a dramatic
turn in 1978, when a fire broke out in
the company’s accounts department and
destroyed all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documents. A major organization reshuffle
ensued. In 1980, the then Singapore Tourism
Promotion Board stopped issuing its licence to
C & E, leading to the closure of the company.
To protect his integrity and reputation, Cheong
sold his properties to pay for his company
debts. In 1982, C & E regained its licence from
the Singapore Tourism Promotion Board and
began a new lease of life in the tour industry.

Sometime in 1984, while attending a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organized by the state’s telegraph agency TASS
Cheong met a Soviet businessman who invited
him to start a computer trading business in
the socialist state. Little did he know that
the venture would be a preamble to a lifechanging opportunity. About a year later, a
former director of a Soviet Union petroleum
company came to him and proposed a
petroleum trading deal, on the condition
that Mr Cheong raised the initial capital of
US$300,000, after which he would get a 30
percent cut of the profits.

1994年章金福开始进军中国房地
产。首个投资项目设在烟台。他与当地
乡镇企业合作，建了一栋综合性楼房，
卖了20多套公寓式房子给新加坡买家，
承诺8%租金回报。楼房完成时，章金福
设宴亲自颁产权证给这群客户，并按月
支付租金，让买家们安心、信守承诺。

Cheong decided to take the chance and a
leap of faith. The deal, which called for his
guts, integrity and an element of serendipity,
eventually led him to other businesses that
required his brokering expertise. In a span of
a few years, Cheong had regained the wealth
he lost.
In 1994, Mr Cheong ventured into China’s
real estate with his first investment in Yantai,
a city in northeastern China.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sale of his Yantai project, Cheong
went on to complete, by way of a joint-venture
with an electronics group in Beij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office-cum-shoppingcum-residential complex comprising a to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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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人生路，千帆过尽；章金福数十年的精彩历炼，均是一则则
不屈不挠的传奇故事。凭着超人胆识，勇往直前；当机立断、坚持拼
搏；秉着诚信，驰聘千里；放眼世界，处处有商机。这一切，足以作为
今日地球村现代人之启示录。

烟台项目成功销售后，章金福乘

2005年章金福在半退休的时候，到

接班人去决定和处理。”当然，一些需

胜追击。他与北京电子企业合作，在朝

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去作资源

要经验和客观判断的重要决策，还是

阳区四环路建“星城国际大厦”，总建

开发，租下5万9千多公顷的原始地林。

得向他咨询。

筑面积占地15万4千平方米；由公寓，写

那里的土地适合发展农业，租约90年。

字楼、大型购物中心、会所及地下停车

但因当地土地拥有权的复杂性，各种批

场组成。这项3栋大楼的综合性建筑项

文、环保准字进度缓慢。章金福表示，

目，章金福坚持好质量、交屋没延期、

即使发展计划无法落实，造成金钱和

使用率高，赢得市场人士的高度肯定。

时间的损失，他也不在意，决意坚持、

居华期间，基于章金福对中国房地
产的贡献以及诚信佳誉，2005年获中国
经济精英论坛联席会授予“中国经济诚
信之星”荣誉，也受邀担任中国贸促会

继续努力！

秉着诚信 驰聘千里 滋味传奇
人生

漫漫人生路，千帆过尽；章金福数
十年的精彩历炼，均是一则则不屈不
挠的传奇故事。凭着超人胆识，勇往直
前；当机立断、坚持拼搏；秉着诚信，
驰聘千里；放眼世界，处处有商机。这
一切，足以作为今日地球村现代人之
启示录。
虽届耄耋之年，看章金福如闲云

可能性格使然，章金福这辈子最

野鹤，怡然自得；却仍然继续坚持做他

享受旅游公司打拼的日子。真诚对待顾

认为有意义、想要完成的事！精神魄力

客，建立良好的关系；各种旅游活动和

可钦可佩！访谈接近尾声时，在旁的王

近20年章金福常来回北京、美国三

宣传手法，不断承先启后，推陈出新，

如明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确，

地。只因三名子女早年在本地读完中学

让人们留下美好印象和回忆的同时，他

这句隽永精辟名言，对章金福再贴切

后，陆续到美国升学，后定居下来。章

也从中获得满足和成就感！  

不过了！

国际交流中心顾问与常务理事，有机会
陪同中国领导到各国访问考察。

金福也在美国置有房产，尚获颁Golden
State University 荣誉博士荣衔。他每
年常偕夫人赴美国，与子女、孙子团聚
享天伦乐。

154,000 square meters in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The complex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Cheong received various accolades for his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building industry
in Beijing.
Over the last 20 years, Cheong has been
shuttling between Singapore, Beijing and the
US as his three children had moved to the
US for further studies after completing their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Cheong has also invested in properties in
the US and was conferred an hon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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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生过得有滋有味，对失去的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不觉心痛；因守诚信敢负责的精神，心
里踏实。
“要懂得什么时候放下，交给

doctorate from the Golden State University
in Calnifornia.
In 2005, even as he was going into retirement,
Cheong had not stopped dabbling into new
ventures. As part of his plans to invest in
resource development, he rented 59,000
hectares of virgin forest in Papua New Guinea
to start a business in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development. He said he would not
mind if the plan does not get implemented
right away - he is determined to try again
and again!

Such was the story of Cheong Kim Hock,
whose colourful and legendary journey to
success was made up of none other than true
grit and determination.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 文  : 洪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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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岛国飘满果香
郑谦木访谈
来

本地探访的亲友，尤其是来自温带地区

的富足。在温带国家，水果随着时令，时而蜜

的，当他们走近我们的生活，多元文化

桃，时而西瓜，像我们这样包罗了来自东南西

的姿彩，常使他们目不暇接。要是带他们到邻里

北中的各类香甜，我们倒是见怪不怪了。可是

中心，到巴刹，那么，他们的目光，不能不流连于

回头一想，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果园，这

水果摊，那些平摆的，堆放的，悬挂的——姹紫

林林总总的果子，却又如何走进我们的生活？

嫣红，五彩斑斓……那些采摘自不同经度，不同
纬度的果实，向人们展示着土地的丰饶，生活

当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巴西班让果菜批
发市场，在合果Hupco的店门外，工人已在忙
碌地搬运各种箱装水果。一踏进合果有限公
司董事长郑谦木的办公室，古色古香的大圆
桌上，深紫的樱桃，艳黄的橘子，娇红的草莓
已在散发芬香。

四十余年水果生涯
1956年出世的的郑谦木先生，从15岁进
入水果进出口行业，时光流转，一晃已过了四
十年。
“我读书不多，只有小学程度，爸爸替人打
工，家里有六兄弟，我排行第四。1971年第一份
工作是在香港街的炳成丰做伙计，他做水果进
出口，从印尼、马来西亚进出口水果。我就在店
里帮忙。那时我15岁。”
1974年他出来创业，当时他不过18岁，还不
能注册公司，就与妻舅合股，公司名叫合泉发。
从大进口商那里批发水果，用罗里从美世界到
兀兰15英里一带分派给水果摊贩。1983年为了
购置产业，就改为合泉发有限公司，买下美世
界购物中心两个单位，今天还在。九十年代妻
舅另外发展，公司就由他独自经营。

“合果”的由来
“起因是我们和洋人做生意，合泉发他们
很难念。同时1978年我们开始用‘合柜’从澳
洲进口水果，
‘合柜’就是几家公司合用一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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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在集装箱外做标志，就注明：Hup

来。不像其他国家，需要保护自己的

and company。当时我正在上夜校学习

农民。这里只要你价廉物美就能占领

英文，我的老师是在海峡时报做广告

市场。”

的，他就帮我设计了‘合果’这名字，一

应该要有自己的工厂
十年前新加坡开始建赌场，郑先生
察觉到国家经济会转型，居民的生活素

“这个草莓是韩国的，这个樱 桃

质会改变，人们更注重健康，水果的消

来自纽西兰。”他一边说一边劝我们多

费会增加。因此，他认为经营水果的人

合果的营业对象，早期以湿巴刹的

吃，还动手剥开一个艳黄的橘子，
“这

也需要有工厂。

水果摊贩和水果店为主，接下来也做

是日本柑，它很奇怪，表皮光滑就还不

水果转口生意，现在百分之九十从外国

够熟，要皱皱了才甜。”

直用到现在。”

进口，总共从33个国家进口蔬菜水果

“我83年开始在巴西班让经营，这
里是政府规划作为果菜的批发中心，共

“巴基斯坦柑又不一样。我们从

有六百多家公司在这里。我的生意做大

80年代就引进，它的柑不打蜡，外表不

以后，许多集装箱运来，不管是在停车

由于国民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前人

好看。因为卡拉奇少雨，它就靠山水灌

场的置放，冷房的使用等，因为不是自

们大多到湿巴刹购买日用品，现在超过

溉，这种柑叫Kinow，年底时还有点酸，

己的地方，大家先来先用，有许多不方

5，6成居民到超级市场市购物，因此，

出了年就慢慢甜，三月以后就很甜了。合

便，很难发展。我就觉得那些规模比较

合果也把生意触角伸向超市。合果每

果每年进口六七十个集装箱。”

大的应该要有自己的工厂。”

再转卖出去。

代理一种进口水果，希望能覆盖百分之

新加坡从世界近50个国家进口果

于是在经济遭受“沙斯”打击而陷

菜，马来西亚居首，其次是中国。为了

入低谷的2003年，他购置了属于合果的

“新加 坡的消费者很幸运。”郑

鼓励开拓新货源，国家为引进新货品

工厂。他也鼓励其他同行这么做。
“我

谦木看着眼前新鲜的果实，
“世界上

的进口商提供一些优惠措施。
“因为引

很高兴，今天我们这个行业有12家拥有

许多国家，蔬菜水果进口有限量。我

进新品种水果有不被消费者接受的风

自己的工厂。”

们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你有什么水果

险，因此政府就给第一次试点的货品

什么蔬菜，只要是健康的，都可以进

价格补贴。”

八十的本地市场。

Tay Khiam Back

Market Leader in the Fruits Business

B

orn in 1956, Tay Khiam Back went
into the fruit business in 1971 at the
tender age of 15, when he started working as
a helper for a fruit shop in Hong Kong Street.
Time flies, it has been 40 years since.
Tay said he was not well-educated. Hi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set in at 18, when he
set up a company called Hup Chuan Huat
with his brother-in-law, buying fruits from
wholesalers and then distributing them
to fruit stalls within a 15-mile radius of
Wood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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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not long before the company found
suppliers of its own. In 1978, the company
began importing fruits from Australia. As the
company shared a container with a few other
importers, the container would be labeled as
Hup and company. Tay’s teacher at the evening
class, who also worked in the advertising
department of a news organisation, designed
the Hupco logo that Tay used till this day.
In 1983, the company became a private
limited entity and Tay went on to purchase
the company’s own premises at Beauty World.

By Ang Tiam Huat

That same year, Hupco began operating at
Pasir Panjang Wholesale Centre, alongside 600
other companies. As the company grew, Tay
felt restricted operating within the wholesale
centre.
When Singapore began developing casinos
ten years ago, Tay believed the country’s
economy wa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which would drive up the deman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He decided it was time to
purchase his own processing plant to develop
his business further and he act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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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合果有限公司的工厂在靠近

一个果实要经历一两个季度的阳光

向有关当局寻求帮助，尽量协助同行渡

裕廊坊的振美道，总面积有11550平方

风雨才会成熟，郑谦木四十余年的果菜

过难关。他记忆犹新：
“电话一早就会

米。在这里处理水果的进口、冷藏、出

生涯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历练。而他在接

来，占满所有电话线，我连早餐也没办

口、批发到全国的水果店及摊贩；还能

受报章采访时，谈到自己难忘的时刻，

法吃，忙得不可开交。”15天强制性关

对水果进行深加工，按分量需要切割

却是2003年“沙斯”爆发期间，他作为

闭结束前一晚，他也病倒了！

包装，派送到超市和餐馆等。每天有六

公会会长，为这个行业，为属下会员们

十多位职工在从事各种工作，一年的营

遭遇的困境操心发愁。他说：巴西班让

业量约5千万元左右。

发现第一例“沙斯”病例被迫关闭，是
在星期六，果菜商都被卫生部和警方

十年忠诚服务奖

郑谦木大半辈子的奋斗，谱写了新
年代白手起家的传奇。令他欣慰的，是
他的孩子今天已在他的公司里帮忙，事
业后继有人。

劝离批发中心，许多人来不及关门就匆

2013年，郑谦木获国家发展部颁发

匆离开，大批果菜悉数报废。许多商贩

十年忠诚服务奖，以表彰他在果菜行业

顿时失去生计。他一面安抚商贩，一面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从15岁入行，从34
岁开始担任新加坡果菜出入口商公会
会长24年，经历了这个行业发生的各种
大小事，包括天气变化如何影响果菜价
格；，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如何带动果菜
的进口等。
几十年来，郑谦木专心投入地工
作，使我国人民尽管未出国门，也能享

新加坡的消费者很幸运。世界上许多国
家，蔬菜水果进口有限量。我们是一个开
放的市场，你有什么水果什么蔬菜，只要
是健康的，都可以进来。

受来自天涯海角的各种香甜。

Today, Hupco imports 90 percent of its fruits
from a total 33 countries. While it initially
supplied to fruit stalls and shops in Lau Pat
Sat, it eventually expanded its customer base
to include supermarkets. The company now
also re-expor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Singapore impor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from close to 50 countries, with the bulk
coming from Malaysia, followed by China.
To encourage new supplie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offers incentives to importers
who bring in new produce. “Importers run
a risk when importing new types of fruits
as these fruits may not be popular with
consumers, so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subsidies for such imports to help allay costs,”
said Tay.

Hupco Fruit Processing Centre is located
in Chin Bee Avenue near Jurong Point. The
11,550-square metre plant handles the import
and export, cold storage and the nationwide
distribution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to various
shops and fruit stalls. In addition, the plant also
prepares and repackages fruits to customized
amount and sizes before delivering them to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There are 60
staff working at Hupco daily, ringing up sales
of about S$50 million annually.
In 2013, Tay Khiam Back received the
Dedicated Service Award for his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fruits and vegetables
business in Singapore. He became Chairman
of the Singap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Import
and Export Association (SFVIEA) at age 34, and

has witnessed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fruits
business over the last 24 years, such as how
weather changes could affect produce prices
and how changes in lifestyle and consumer
behaviour could drive the impor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Tay has worked hard most of his life to
become the entrepreneurial legend he is today.
His children now work in his company and
he is glad they would succeed the business
one day.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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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民事服务里有着许多巨人，他们都是处
事果断、个人风格鲜明，这些常任秘书是时代造就
出来的人物。他们勇敢无畏，对自己的信念直言不
讳。如果他们觉得部长哪些地方做错了，他们就会
直接提出自己想法，再由部长去定夺。

在巨人领导下的
民事服务
访问退休公务员白福添

以樟宜机场控制塔的设计为豪
对回家的国人和来到这里的观光客来说，
樟宜国际机场控制塔总是第一个与他们打招呼
的新加坡地标。在欣赏控制塔的当儿，大家或许
万万想不到，在开发樟宜机场时，控制塔在构想
阶段就碰了钉子，其巍峨耸立的高度更是经过一
番争取方得以落实。
曾任交通部副常任秘书的怡和轩会员白福
添在受访时透露，自己在80年代担任负责筹划

╱ 文  : 林妙娜

樟宜机场委员会的秘书，而其中一个让他至今依
旧引以为豪的贡献，就是极力争取让控制塔的高
度超出国际准则。由于控制塔就建在两条飞机跑
道之间，国际民航组织对于其高度有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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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福添解释：
“如果我们紧跟国际

同样尊重航空控制人员的专业意见，自

鲜明，这些常任秘书是时代造就出来

民航组织的准则，那控制塔就得建得

己也因此作出妥协，最终将控制塔的高

的人物。他们勇敢无畏，对自己的信念

矮些，看上去样子也较粗壮，肯定不如

度定在81米。

直言不讳。如果他们觉得部长哪些地方
做错了，他们就会直接提出自己想法，再

今天那么雄伟。
“但是我觉得樟宜机场必须有一

民事服务里的巨人

由部长去定夺。他们总是公开这么做，
即使是在其他官员面前亦是如此。”

个地标性、具代表意义的象征，于是我

不难看出，白福添的直率和对工作

极力争取，最终说服参与筹划的工程师

的积极参与其实是他那一代人对于民

这名现年73岁的退休高级公务员认

让控制塔比国际条规高出好几米。如果

事服务精神的体现，更反映了他们所

为，民事服务文化在时代变迁下开始转

我们严格遵守准则的话，那控制塔看上

经历过的领导文化。回首自己40余年

移，培养出新一代的“职业公务员”，

去肯定没有今天那么神气。”

公务员生涯，从两名前公务员首长侯永

相比之下，他们失去了上一代人的那份

昌到沈基文，白福添很庆幸自己在这些

率直。

没有让控制塔建得再高一些是白
福添的一个小小遗憾，他亲昵称控制
塔为一个“大头仔”，因为他觉得要是
当初能够让控制塔再长高一点，其比

时代“巨人”的领导下，参与过国家的
重大发展工程，而一些工程时至今日依
旧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一定威望。

率将更匀称，样子会更优雅。他解释，

他说：
“以前的民事服务里有着许

他在争取发展一个机场地标的同时，也

多巨人，他们都是处事果断、个人风格

“我想今天的常任秘书多了一份
谨慎，在提出意见时总是比较含蓄。他
们更加谨言慎行，不像当年的那些巨
人那样，只要是自己觉得想法对国家有
利，就勇敢提出。”

Under the Giants’ Influence

An interview with retired civil servant Pek Hock Thiam

T

he Changi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ntrol
tower is today an iconic landmark
that is the first to welcome Singaporeans home
or greet tourists when they arrive, but little
did they know that many years ago, when
the majestic tower was first on its drawing
board stage, some arms have to be twisted
to get it to stand at its current height.
In an interview with Yiheshiji, Pek Hock
Thiam let on that during the conceptualising
and planning stage for the Changi Airport
development in the 80s, he was the Principal
Assistant Secretary at the then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nd serv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committee overseeing
the project. One of the contributions he still
holds on dearly to up till today, is to have
championed for the control tower to be built
tall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If we had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 (ICAO) guidelines
strictly, it would be much shorter and stout-

looking, and not so impressive,” He said. “As
the airport control tower sits in the middle
of two closely built runways, its height
exceeded what was recommended under
ICAO guidelines. But I felt it was paramount
that Changi Airport has something iconic to
mark its presence, and hence, I worked very
hard and convinced the others to build it a
few metres above what was recommended.
If we had adhered strictly to the guidelines, it
would not look as impressive.”
As much as he wanted to secure something
unique for the airport, he was equally
respectful of the expert opinion of th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Today, the tower stands
at 81 metres, and it remains a regret that he
had not tried to add a few more metres to
the tower, which he affectionately refers to
as a “big-headed boy”, and make it even taller
and more elegant.
Mr Pek’s outspokenness and involvement in
his work was perhaps an exemplification of

By Lim Meow Nar

the civil servants of his generation, and the
leadership they were under. From the likes
of former Heads of Civil Service Howe Yoon
Chong to Sim Kee Boon, he counted his lucky
stars for having worked with these giants and
got involved in “gigantic” projects, some of
which continued to command international
standing up till today.
“In the past, there were many giants in civil
service. And by that, I mean Permanent
Secretaries who were personalities in their
own rights. These Permanent Secretaries
were the product of their time in my mind;
they were courageous, they stood up for
and said what they believed was right,” Pek
pointed out. “If they think the Ministers were
not correct, they had no hesitation in telling
what they think, they will give their views to
the Ministers and it is up to them to decide.
They would say so openly, even when other
officers were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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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福添在大学毕业后先加入英属

凑巧的是，后来到了旅游促进局，

他们感觉到身处一个和谐、种着美丽

船务公司，担任船务执行员，五年后

白福添同样为兴建部门总部而发愁。

花草的工作环境时，对他们来说有一定

投身公共服务。1969年，他加入财政

总部建筑的最初设计是单调的玻璃和

推动作用。”

部，后调到交通及通讯部担任副常秘

钢铁圆形大楼。他感叹：
“那简直就像

长达15年。在1988年至2001年之间，

个甜甜圈！”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和强力

他继续到圣淘沙发展机构、旅游促进

说服后，白福添终于找到让自己满意、

白福添的童年在美芝路一带的排

局（今天旅游局前身）和外交部担任

充分体现出新加坡作为亚洲大熔炉的

屋度过，他和家人的房子就在马来甘榜

要职。

设计。今天的旅游局设在乌节路一带，

苏丹门附近。在颜永成学校完成中小学

拥有阶梯式屋顶和楼台，隐隐散发着

基础教育后，他到维多利亚书院就读，

亚洲文化魅力。

后在1961年考进新加坡大学攻读经济

对公共建筑物的一份审美感

在政治动荡年代成长

学。三年后，他从该系荣誉班毕业，我国

他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正好是该部

从 白福 添 选 择 分享的 几 段公 务

门筹建新总部的时候。对于新总部的

员经历，不难看出他对公共建筑美感

建筑和外观，他同样有所要求，希望最

的要求。这和早期讲求实事求是、凡

在大二那年，白福添的其中一名讲

终发展能体现部门身份与重要性的地

事强调实用、务实的公务员作风有所

师是人民行动党创办人之一詹姆斯·普

点。出于空间有限和其他考量，他一连

不同。

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詹姆

婉拒了位于谐街、禧街和福尔顿大厦
几个地点；直到东陵一带、植物园附近
的那个地点出现，他才找到心目中理想
的外交部地点。

In comparison, the 73-year-old retired civil
servant observed that shifting public service
culture has cultivated a new breed of “career
civil servants”, who are less forthcoming
compar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I would say the PSes are more circumspect,
they would perhaps put forth their views
in a more genteel fashion than in the past.
Today, more of them are more proper in their
conduct, unlike the old days when the giants
will speak out straightaway what they feel is
right for Singapore.”
After university and a five-year stint in a
British-based shipping line as a Shipping
Executive, Pek joined the public service. In
1969, he joined Ministry of Finance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nd then moved
on to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s its Deputy Secretary for a
good fifteen years. Between 1988 and 2001,
he continued to hold top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Sentos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ingapore Tourist Promotion Board (STPB,
now know as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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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
“我们的同僚每天花很多
时间在这些建筑里办公，所以为他们

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是他的同班同学。

斯后来也是社 会主义阵线的创党人
之一。

提供一个有激励作用、鼓励他们提高

虽然大学时期正处政治动荡、国家

工作效率的环境非常重要。我相信当

争取独立的节骨眼，但是白福添坦承不

Over the years at MFA, he oversaw the
building project of its headquarter office.
There again, he insisted on having a new
building that not only reflected the standing of
the ministry, but also represented its character.
After rejecting several site offers along High
Street, Hill Street market and Fullerton
Building for their lack of compatibility or room
for expansion, he finally supported its current
location in the Tanglin area, near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characterised many civil servants of earlier
generations.

It was a similar experience later at STPB. Mr Pek
did not quite agree with the original design
concept of a circular building of glass and
steel with a hole in the middle. “It was almost
like a donut,” he said. With a lot of persuasion
and convincing, it is his pride and joy to this
day that the building in Orchard Spring Lane,
with its stepped roof and tiered terraces
that exudes a distinctively Asian flavour, and
distinguishes the city as Asia’s big melting pot.
From the examples Mr Pek picked to share
about his career in public service, it is easy
to notice hi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s in public buildings, and perhaps a
slight departure from the pragmatism that

“Our officers spend a lot of time working in
these buildings,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physical structure itself can be an inspiration
to them, and motivate them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I think people will generally be
happier to see beautiful flowers with harmonic
ambience in their work environment. This
harmony in design and space is also a form
of staff motivation.”

Side story 1:
Pek Hock Thiam spent his childhood days in a
long row of terrace houses along Beach Road,
his house was just beside the Sultan Gate.
After completing his foundation education in
Gan Eng Se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and Victoria Institution, he went on to read
Economics in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1961, and graduated with an Honours degree
three years later.
James Puthucheary, founding member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who later broke away to
join the Barisan Sosialis, was one of those who
taught him in his second year.

为政治分心，专注于学业，为独立后国

是他们分得的那块比较大，我也无所

容。此外，白福添多年来在工作上，也

家将为他带来的机会感到兴奋。

谓。这总比根本没有蛋糕分来得好！”

早已结识了不少怡和轩会员。

他说：
“我们很年轻，而且深感乐
观。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凤毛麟角，和其

为怡和轩在二战期间的贡献而
动容

他人相比我们处于优势。对我们来说，
机会是无穷尽的。”

和许多年纪相仿的怡和轩会员相
比，在两年前才加入怡和轩的白福添的

在白福添印象里，詹姆斯是一名好
讲师，曾经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
经济主要受到外资控制表示关注。白福
添当时也拜读了詹姆斯在樟宜监狱里时
写的相关政经论文《马来亚经济的拥有
与控制》。
不过，这名年轻的经济系学生并不
认同老师的看法。白福添表示，只要其
中一部分财富保留在新加坡和马来亚，
本地人从中受惠，他并不担心本土经济

会龄其实非常浅。白福添也坦言自己的
华语说得非常不流利，再加上他的英文
教育背景以及多年的公务员经验，也是
他与怡和轩许多以讲华语为主、拥有从
商经验的会员不同之处。

英语会员应思考的课题。
他说：
“我确实有不同的工作经验，
也观察到一些怡和轩在与时并进时可能
遇到的问题，但是究竟应如何解决、带
领怡和轩朝未来发展，这些是年轻一
代、更有魄力的会员的责任。”
在访问结束前，白福添忍俊不禁地

第二语文。事实上，我现在是一家印尼

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的年纪，譬

公司旅游发展项目的顾问，正为此在学

如和其他会员一起打麻将。”

印尼语。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能把蛋糕变大，大家就有得分享。即便

在二战期间在抗日行动中的贡献而动

Although it was a politically tumultuous time
just before the island gained independence,
the younger Pek was motivated by the
optimism for an independent Singapore and
stayed focused on his studies.

overly concerned with foreign ownership of
the local economy.

Disagreeing with James Puthucheary’s
concerns, Pek argued that so long as there
were opportunities for locals to participate
and a fair proportion of the wealth generated
was kep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he was not

问题，他认为，这些应该是更年轻的讲

补上了一句：
“更何况，我已经到了想要

选择加入怡和轩，是因为被怡和轩

Pek remembered James Puthucheary to be a
good teacher who pointed out that a large part
of the Malayan economy, including Singapore,
was in the hands of foreigners. He also
went on to read about James Puthucheary’s
arguments that were captured in his book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Malayan
Economy, which the latter wrote during his
time in Changi prison.

不愿回答有关如何推动怡和轩更新的

他说：
“我甚至不敢说华语是我的

由外资拥有的问题。他说：
“只要他们

“We were young and we were optimistic,
because in those days, there were very few
graduates and we had a headstart compared
to many others. The sky was the limit back
then,” he shared.

尽管有着不同的专业经验，白福添

“So long as they made the cake bigger, we
can all share it. It did not bother me that they
had the slightly larger slice of it. Otherwise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no cake at all!” he
pointed out.

Side story 2:
Compared to many Ee Hoe Hean members
around his age, Pek Hock Thiam is still a
rookie member as he only became a member
two years ago.
Pek readily admits that his comman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very poor, that and his
English-educated background and illustrious
career in the public service also set him apart
from the majority of Ee Hoe Hean members,
who are predominantly Mandarin-speaking
and run their own businesses.
“I wouldn’t even say Chinese is my second
language. In fact, I am trying to learn
Bahasa Indonesia now as I am consultant
to an Indonesian company for a tourism
development project,” he said.

Inspired by the history of the club as a bastion
for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Pek, who was long acquainted
with several members of the club through
his professional work, decided to become an
official member.
He declined to answer questions on how he
would make use of his different experience
to contribute to the renewal of the club,
preferring to pose the challenge to younger
English-speaking members instead.
“Yes, I do have many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and have observed some areas that
the club can work on to maintain its relevance
today, but how to tackle them and bring the
club to the next level is for our younger and
more energetic members to think about,”
he said.
Adding as he chuckl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And besides, I am already at the age
where I hope to have more time to do things I
enjoy doing,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fellow
club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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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点燃的一把火
反黄运动一甲子
╱ 文  : 周维介

今

次甲午马年，元宵未至，媒体传来了

土的反黄运动也不知不觉沉淀了一甲子岁月，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动员六千余警力，

60年瞬间流逝，文化圈的长者认为应该假借

展开罕见的反黄扫荡，市内色情架步面对雷厉

这个时机，把反黄运动的脉络梳理，盼能让后

清查，纷纷停业走避。这则新闻见报的午后，

来者感知它的来龙去脉。就这样，我走进反黄

恰逢数位本地文化耆老与我相约百胜楼，打

运动的故纸堆，趁机认识那个我也无缘目睹见

算沟通的课题，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马社

证却又曾情牵一代华文知识分子的历史章节。

会那场起于学生，进而延伸至全社会的“反黄
运动”。
六十岁以下的新加坡人，对这场华社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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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杀案
第一波反黄运动（1953-1956）的引爆剂

如火如荼的反黄运动，多半印象模糊，不甚了

1953年新加坡社会掀起的反黄运动，与数

了。中日甲午海战过去了两个甲子，星火燃于本

起青年女性遭奸杀的案子激起人们心头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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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尤其是1953年10月12日就读于小

系，它认为凶手已“表现

坡密驼路圣安东尼女校5号班16岁的女

出近于‘色情疯狂’的精

生庄玉珍被奸杀，弃尸于距离警察总部

神 状 态……十足 是 代表

五百码之遥的珍珠山脚，直接引爆了两

低 级 趣 味电 影、连 环 图

周后由中正中学分校学生座谈申讨、批

画及刊物里的‘主角’作

判当时泛滥街市的色情文化，拉开了反

风……庄玉珍案的发生，

黄运动的帷幕。

社会本身负一部份责任，

人们就庄玉珍同学被杀害，联想

凶手之所为，是人欲物欲

起一年前（1952年9月5日）23岁的服装

横流的尖刻象征，而人欲

经营者黄碧玉裸尸中峇鲁茂源街某屋

物欲的刺激触目皆是，这

内，以及8个月前（1953年2月2日）中央

应该足以提高我们大家的

医院输血部22岁护士陈翠英被裸杀于

非常警惕。”

中峇鲁文忠路住家的往事。正当庄玉

庄玉珍案见报当天，

珍遇害、反黄运动启动不足三周（11月

《星 洲日报》副 刊 凑 巧

9日），另一起奸杀案发生了，24岁的王

发表了一则漫画，仿佛对

梅芳被发现横尸后港四哩半附近。顿

“奸杀”与“低级趣味”之

时，社会的不安指数急速飚升，反黄的

间的关联做了若干暗示。

星火，一路延烧。

画面上男子举袖遮眼，一名露腰露大

步侵害我们青年的思想，每个富有正义

庄案的死者是一名英校女中学生，

腿的摩登女郎昂头走过，漫画题为《子

感的青年男女和人们，应该毫不犹豫的

却在华校群体激荡强烈反响—她死亡

曰：吾不欲观之》，作者李凌翰。接着

挺身而出，共同来为‘反色情文化’的口

十天后，中正分校初中二年级某班的

的两三周里，华文报章陆续有不少与此

号而努力！”

同学召开了内部座谈会，针对庄玉珍事

案相关的诗文见报，包括10月24日星洲

谁也没料到，因着社会正义，中正

件踊跃讨论，刨根究底。他们把矛头直

日报妇女园地刊登黄郎的《从庄玉珍

分校初二的九班同学插上了反黄第一

指当下社会四处招摇的黄色文化，认

女士惨案谈起》；10月29日南洋商报文

面旗。这个由班级展开的运动，最初是

定它是造成治安不靖的妖风邪气，有

艺副刊《世纪路》发表戈卡的诗歌《是

在某班成立反黄筹备小组，邀请老师

拨乱反正的必要。初二学生的行动，感

谁杀了庄玉珍》；11月1日南洋商报妇女

担任指导，组织有关黄色文化的讨论，

染了校园内的同学，并由此火速蔓延至

与家庭版登载舒敏的《庄玉珍案的感

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函给同级各班，

其他华文中学，反黄运动的旗帜，就此

想》，这些作品都从黄色文化泛滥、荼

召开班代表大会，再议决成立同年级

插遍这个已遭殖民管治134年的小岛。

毒大众的观点切入，表达了人们对端正

的联合组织，名为“初二联抵制色情文

这场由中正中学分校同学揭竿而起的正

社会风气的紧迫感。

化代表大会”，并由此扩大范围，成立

义战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社会
反黄行动的第一波，它起于1953年10月，
持续到1956年底左右。

1953年10月29日南洋商报副刊

全校性的“全校各班级代表大会”。正

正义凝聚了学生的反黄力量

义凝聚了学生的能量，他们走出自己的

英校女生遭杀害，血气方刚的中学

校园，串联他校，形成新势力。这一行

庄玉珍遭奸杀，
《星洲日报》与《南

生呐喊了。反黄运动与庄玉珍遇害绝对

动，恐怕是本土头一遭，可视为新加坡

洋商报》这两大华文报章以及英文《海

直接关联，曾经参与组织其事的中正分

学生运动的滥觞。

峡时报》都把这则新闻置于封面版的显

校学生文斌在《我们为什么发起反黄运

这个由中学生担纲的反黄运动，主

著位置。新闻见报后两天（10月15日），

动》一文，明确指出庄玉珍遭遇不幸是

要的活动是召开座谈会批判色情文化，

《星 洲日报》率先 发 表 题 为《庄 玉

色情文化猖獗、毒害青年的结果。
“为

呼吁同学不再观看色情电影、不再阅读

珍女士惨案》的社论，把案件与当下

了挽回社会的正风，为了保有人类的道

黄色书报、扫除班级与学校图书馆里的

社会电影、歌舞、读物的乱象有机联

德和尊严，以及防止色情毒素更进一

不良读物。组织者每次都动员同学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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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刊物出席会议或座谈，于会后集中
焚烧以示决心。
当时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全由民间
或教会主办，约只有十余所。当中积极
参与反黄活动的是中正、华中、中华女
中与南侨女中，教会背景的中学所留下
的反黄痕迹并不明显。校园内的反黄活
动，看来也非一帆风顺。木秀《关于反
黄色文化运动——记中正高二同学座
谈会》曾提及当时面对的阻力之一，便
是来自校方，但文章并没有说明这种阻
力的具体情况。
1953年10月，校园反黄的号角吹
响以后，得到社会上若干报章期刊鼎
立支持，使它有了稳定的宣传力度。这
些报章期刊，包括《新报》、
《荒地》、
《耕耘》、《人闻》、《时代报》、《人
间》、
《生活文丛》这几份以知识青年
与中学生为骨干的新兴报章杂志。《荒
地》曾一连两期以反黄专号的形式出
刊，展示了它强烈的反黄决心。该刊第
6期《读者• 作者•编者》一栏有数行宣

1953年10月17日南洋商报第8版

言式的口号：
“我们要把害死庄玉珍的
凶手绳之以法！我们要把散播毒素的文

庄案引发了人们对粗俗文化腐蚀社

你》、以及变了质的《夜半三更》……

化蛀虫示众！我们更要剥光有计划毒害

会道德的批评，靡靡之音、黄色书报与

我们不必听其曲调，就先看其歌词就

我们的阴谋家的皮！”其情绪高昂、战斗

色情电影成了反黄运动批判的三大对

好了，那是愈来愈肉麻，愈下流的字句，

意识格外强烈。

象。这类文化产品，被认为是导致道德

这些无耻的作词与作曲者简直是在搞色

败坏、引人作奸犯科的罪魁祸首。现今

情的勾当了。”作者指出，在抗日时期，

所见的反黄运动资料，对当下社会所

时代曲被侵略者用来充当奴化人们的

反黄，到底反些什么？且 先从 文

指的黄风，多半是些概念化、概括性的

统治工具，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这奴

斌《我们为什么要发起反黄色文化运

描述。略加整理归类，当时的“肉麻歌

化……的武器，便是黄色流行歌曲。”

动》的描述切入了解：
“目前新加坡这

曲、低级趣味歌台、下流艳舞、模特儿

文章还直接点名批判中国流行音乐的

个社会，一些所谓娱乐场，简直就是散

表演、脱衣舞、言情小说、色情小报、

奠基人、
《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

播色情毒素的种子的所在：歌台上唱

连环画、武侠电影、打斗电影、大腿电

的作者黎锦晖，直言“因为中国出了一

的是肉麻歌曲，表演的是下流的舞蹈；

影、荒唐科学片”，都被列入黄色文化

个黎锦晖，所以这种奴化的黄色流行歌

影院放映的多是大腿电影；还有的是

的范畴，都具有腐蚀人心、败坏道德的

曲便更加蓬勃了。 ”反黄所指的靡靡之

香港裸体歌舞团表演的模特儿，脱衣

毒素，必须铲除。

音，明显就是那些含有低俗情啊爱呀这

反黄的批判对象

类歌词的曲子。

舞。至于那些黄色小报如色情小说如

《荒地》第10期发表署名“音乐学

冯玉奇、孟X之流所著的……裸女照片

生”的《奴化的黄色流行歌曲》一文，

第一波反黄运动中，被标签的黄色

和‘拍卡’等等，充满着街头巷尾的书

认为“萎靡的流行歌曲……下流的爵士

作家有冯玉奇、孟君、俊人、徐纡；被

摊。”

流行歌曲，如《你真美丽》、
《如果没有

点名的色情书报包括《蓝皮书》、
《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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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黄运动，是二战后新加坡在殖民地管制下，酝酿当家做主过程
中浮现的一页风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土学生运动萌芽期间一枝
欲放的花苞，它间接催生了五一三、绽放了中学联；它是二战结束、
紧急法令颁布的大政治背景下，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政治诉求中，一
个大拼图中的小组成部分。

书》、
《西点》与《玲珑》。石充在《怎样

它黑白分明，立意清晰，凡是与它对立

一个更具规模的“全新毕业生联合叙

才算是黄色书报》一文中说，凡是“专

的文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批判。

别会”，为南洋大学筹募基金而义演。

事各种细节与荒淫行为的描写，将故事

反黄运动，不可能长期仰赖口号式

这群学生事后又决定在叙别会的基础

加以渲染夸张，致使沦为不伦不类的离

的呐喊与批判维持局面。否定了某些

上注册一个团体，全名为“星洲1953年

奇荒唐书报”，都是黄色书刊。

文化内容之后，它必须推出替代内容，

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

由于无从观赏当年的电影，我翻阅

才能走更长更远的路。于是在批判黄

称艺研会）”。它以积极、进取、健康的

庄案发生前后报章上的娱乐广告，收

色事物的同时，它着手建设健康文娱

精神面貌，加入了追求本土文化理想的

集了一些放映中的中西电影片名，罗列

活动，以抗衡商业利益挂帅的黄潮，因

行列。

于后，或许能为大家提供若干想像的

此，它需要一个新兴的载体来完成这

线索——《春宵一刻值千金》、《红灯

项任务。

因反黄而结合的艺研会成立后，于
1954年3月首次参与了为南大筹款的义

绿酒》、
《春情烈火》、
《欲火狂澜》、

“叙别晚会“这种形式，或初见于

演，获得热烈反响，共筹得义款六万余

《大众情人》、
《风流夜合花》、
《浴室艳

1952年。那年华中、南中与南侨的毕业

元，反黄运动的层次提升到了推广民

尸》、
《歌女红菱艳》、
《禁宫春色》、
《欲

班同学，都以叙别晚会这种形式告别

族教育的高度。一年后（1955年），这个

魔》、
《风流大使》、
《红粉多情》……正

校园生活。翌年，反黄运动顺应形势，

以学生为主体的组织，再度通过文娱

是这些情欲胶卷，在戏院轮番上阵，诱

利用“叙别晚会”、
“游艺晚会”这种文

表演为南洋大学筹款，展示它为华文教

惑、颠覆着人们的原始欲望？

娱形式，来传播“健康、正派”的文艺内

育努力与反黄的双重决心。那次义演

容，自此以后，它成了健康文化的代称。

规模盛大，水平叫人刮目，所推出的诗

“罗宫春色”之类的现场歌舞表演，究

1953年之后的两三年，叙别晚会几

歌造型表演《南大颂》，更是为时人所

竟又如何迷惑众生？且不妨凭借报章广

乎成为初中与高中毕业生属意的表演

告，感知一二。香岛艳舞团的广告语：

模式，因此，晚会节目需要不少创作性

“看得你眼睛吃 冰淇淋 /笑到你心灵

作品，有意无意间促进了健康表演艺术

坐沙发椅”；香港歌唱舞蹈剧艺团的文

的生长。这类文娱载体的风行，营造了

时序跨入1954，新加坡面对一个风

宣：
“消魂落魄脱纱艳舞”。这些文字

上世纪五十年代浓郁的文化氛围，正

雨来临的局面——本土社会各阶层的

让人直觉，它所贩卖的，离不开大腿、

派文艺创作迎来一个丰收季节。短短

政治意识不断高涨，政治风向开始吹往

酥胸、丰臀的感官刺激，自然不为当时

几年间，不论短剧、歌曲或其他创作形

华文学府，学生争取政治独立的参与面

相对保守的社会所容。

式，渐渐从概念化的反黄激情中沉淀，

明显扩大。这时，打着反殖旗号、凝聚

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反映，让反黄

大批工团、华文与英文精英力量的人民

的外衣内，裹着多元、厚实、符合己意

行动党成立了。它，迅速崛起，形成政

的健康内容。

治新势力。那个年头，华校中学生的政

来自香港或欧美，
“香岛艳舞团”、

叙别晚会
反黄所建设的文娱形式

反黄是学运的前奏

治觉醒远甚于英校生，1953年的反黄运

建设端正社会风气的文化，是反黄
阵营积极追求的大目标。当时的斗黄、

乐道。

反黄催生了艺术研究会

动没有在英校荡开涟漪，却在华校掀起

反黄文宣，大量运用了与“黄色毒素”

1953年，华文中学主办了各自的叙

波澜。浪波碰撞，开出千朵水花，华校

相对立的词语——“健康”与“正派”。

别会之后，华中叙别会筹委会发起了

之间的学生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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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稿，是研究反黄运动不可忽略的重
要资料。
中学联与马来半岛的学运组织有
机联系之后，壮大了学生群体的反黄力
量。1955年，由泛马学联在羽球馆主办
的盛大游艺晚会，吸引了逾万民众前往
观赏，中学联背后的支持不可小觑。1956
年福利巴士工潮爆发后，社会上的政治
参与气氛更见热烈，学运声势持续上
涨，反黄声浪因而不曾停歇，它从初中
生针对色情文化泛滥发声，跨越至青年
学子对政治诉求的层次，这过程中，建设
健康文化成了学运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突破封锁线
77文化团体向首席部长提呈申述书
活跃于反黄阵地的《荒地》、《耕
耘》及《人闻》月刊，先后于1954及1955
年被殖民地政府查封；各组织主办的
晚会节目也屡遭当局刁难或禁演，反黄
运动的节奏在这阶段几经挫折。1956
50年代反黄宣传文章、漫画

年，陈蒙鹤领导的妇女联合会发表《反
黄——开拓了健康文化的途径》一文，

员能力如虎添翼，势不可挡。这组初生

五一三造就的中学联，注册过程几

道出推展健康文化面对的阻力，并谴责

的政治船队，就这样借风出港，向政治

经波折，一成立便被殖民地当局标签为

这是“殖民主义者不惜以一切力量培殖

的海洋拉帆起航。

受共产党操纵的学生组织，它的一举一

黄色文化”的作为。终于，文艺界串联

动总被盯梢。反黄运动与学运心手相

了，人们尝试结合各方力量，突破当局

连，自然而然混合了政治元素。

的封锁线。

1954年3月16日，英殖民地政府总
督在立法议会宣布，政府将落实“国民
服务法令”，征召年龄介于18至22岁的

艺研会与中学联先后成立，既强化

同年，新市艺术研究会、艺术剧场、

男性入伍训练。这一举措，触发了一波

了1954及1955年反黄运动的组织能力，

李豪合唱团、小学教师联谊会等77个文

能量强大的华校学生请愿行动，后来演

也添加了它的政治含量，尤其是针对反

化团体近四百名代表在福建会馆召开

变成警察强行驱散、近50名学生被捕的

黄而创作的健康歌舞戏剧，塑造了一种

了“全新加坡文化界大会”，通过一份

局面。这起轰动全社会的五一三事件，

积极进取的左翼精神面貌，引起殖民地

长达七千余言，准备呈交给马绍尔首席

催生了名噪一时的中学联，它一开始便

管治当局的加倍关注。尽管这时期有

部长的申述书，内容包括要求政府正视

高挂反黄幡旗，主席孙罗文公开呼吁

若干期刊被政府查封，但新报刊前仆后

“独有黄色文化成为宠儿，猖狂泛滥，

“所有正派的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团结

继，随着冒现。这些报刊之中，由傅无

毒害广大人们，造成社会道德败坏，奸

起来，站在一条阵线上，共同扫除马来

闷、黄科梅、黄泉和、卢秋亭等人合办

杀事件屡见不鲜”的事实。大会并通过

亚文化发展的障碍，给黄色文化迎头痛

的《新报》，与这时代的社会脉搏积极

七项议案，其一便是要求政府采取有效

击。”（1955年月8日《新报》）

合拍，发表了不少支持反黄或报道学运

步骤取缔黄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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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反黄大会
议决成立“反黄总机构”

的社论，全面肯定这个由学生启动而后

汇聚了左右派中英文知识精英，以反殖

扩展至马来半岛的文化运动。这篇社论

民地统治为主轴，获得工会与小市民的

反黄运动从学生、华社进一步扩

把矛头指向殖民地政府，批判它放任黄

鼎力拥护，声望一时无两。5月30日，新

大到各民族参与的层面，体现于1956

色文化滋长，而这正是黄色文化泛滥的

加坡举行首次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

年8月9日在羽球馆召开的首次“各民

根源所在。因此，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

获得压倒性胜利，从容执政。

族反黄大会”。这次大会，吸引了数十

题，便必须“打倒那个一百年来，架在

个不同民族的团体参加，并议决成立

我们颈上的殖民地制度，建立一个独

一个“担负重大历史使命”的“各民族

立、民主、自由、和平的马来亚，”这项

反黄总机构”。大会第一次凝聚了各族

宣示，进一步把反黄运动推向争取马来

的反黄能量，因此备受社会关注，
《时

亚独立的政治高度。

代报》于会后推出专题报道，表达对这

6月8日，自治邦政府正式视事。当
天，劳工部长贝恩接见职总代表，便宣
布政府将修正劳工法令，以取缔黄色
工会。翌日，《南洋商报》本坡版头条
标题，捎来前殖民地府不曾拍板，取缔

五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华文中学的

黄色文化的消息：
“新政府大刀阔斧改

学生运动，经历了1954年的五一三反

革行动/令八种黄色刊物停刊”。这8份

“各民族反黄大会”的13个发起

服役请愿、 1955年中学联的成立，以

被吊销出版准证的中英文小报、周刊及

者，涵盖了学生组织、文教团体与职

及1956年中学联遭政府解散的风风雨

年刊，包括《自由周末周刊》、
《自由西

工会，包括马来文化协会、马来作家协

雨，都不曾与反黄运动脱钩。学运通过

报周末年刊》、
《南洋周刊》、
《箭报》、

会、印度文化协会、淡米尔道德改良协

晚会或野餐郊游的方式贯彻健康文化

《工商报》、《新生活报》、《铁报》和

会、星洲妇女联合会、本坡各业工友联

信念、传达反黄信息以及追求他们的

《繁华报》；同时，当局也宣布吊销梅花

合会、星洲华文小学教师联谊会、中学

社会理想，队伍日益壮大，管治当局已

艳舞团的表演执照。

项活动的支持。

T. S G e o r g e 在
《李光耀的新加坡》
一书提到，这个如火
如荼整顿社会风纪
道德、扑灭黄色娱乐
的反黄运动，是一场
现实的民心争夺战。
这回由民选政府主导
鼠王说：
‘今年鼠年，我们不要给人看小，做一场好戏，协助人家消灭所有
害人的黄色书籍……’”原作者李声祥（1960年）

的反黄行动，涉及的
政 府 部 门 包括 内 政
部、文化部、劳工部与教育部。内政部

联、农民协会、黄梨工友联合会、理发

不等闲视之。1956年下半年起，殖民

工友联合会、中正同学会与书业工联。

地当局加大压制学运的力度，中学联

这次大会不但吸引众多团体参与，
各政党也积极派员出席，因此政治光圈
极为耀目。当天在羽球馆的集会，除了

被查封、期刊杂志准证遭吊销、演出准
证被拒批、学生领袖被逮捕，一连串的
挫折，终于使第一波的反黄声势急速
减弱。

反黄总机构主席陈蒙鹤，另有多名政治
人物上台发言，这包括劳工阵线秘书狄

除了对付色情书刊与艳舞表演，还下令
警方取缔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弹球机”
与“电唱机”，管制它的经营执照，以免
人们耽溺于不健康的娱乐，向腐败沉
沦。当局也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禁止
31种中英文不良刊物在本地销售。教育

反黄运动第二波
1959年行动党政府主导的文化戏码

部则积极配合，通令学校图书馆不得存

1959年出现的第二波反黄运动，与

电影，也无法回避新政府的检查监

各族反黄大会举行后，
《马来亚学

初掌自治邦政权的人民行动党关系密

控。当年7月，内政部长王邦文巡视电

生报》随即发表《广泛展开反黄运动》

切。这一年，成立不及五载的行动党，

影检查局时训令，凡是“歌颂殖民地光

古鲁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立
法议员林清祥和无党派议员林子勤。

藏这类被查禁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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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合理，嘲笑或仇视亚洲民族；鼓励
暴行，或违反男女正常问题的影片”，

第二波反黄运动由民选的新政权主
导，它在查禁色情文化的表现，比文化建
设更为突出。它通过行政权力，以吊销、
封禁手段遏制了当时社会上的若干黄色
文化形式，让人感受到雷厉风行、立竿见
影的效应。

都不得放映。据非正式数据，当时被列
入不准放映名单的影片多达35部，主
要来自美国、香港、日本三地。香港影
片《喷火女郎》以及日本片子《疯狂的
男女》首当其冲，最先遭到禁映。
这回反黄运动，扣下扳机开第一枪
的内政部长王邦文在文告中宣示：
“经
过一百多年的殖民地统治，新加坡不但
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文化上
也受到严重摧残。在英国及其它合理的
国度，社会道德都能保持一定的健康程

气？我们从往后的发展记录中，并没有

大众的，不为人民大众服务，违反人民

度，但新加坡社会的道德却每况愈下，

找到合拍的痕迹。

大众利益，漠视人民大众的要求，否认

新政府为了广大人民能享受健康文娱，

1959年行动党政府的新政，获得

将倾全力彻底消灭一切造成社会道德

民间的积极呼应。星华教师会、马来教

沦亡以及不利于培养社会道德与文化

师联合会、黄梨工友联合会、渔业职

的因素。”

工联合会、乡村住民联合会、砖业工友

内政部长发表反黄文告之后，行动
党出版的《行动周刊》也告面世，不遗
余力推广反黄的文化理念，它无疑成了
第二波反黄言论的重镇。《行动周刊》
创刊于1959年7月18日，主编是首届自治
邦劳工部长易润堂。该刊自创刊开始，
每期都有反黄文章发表，这种现象一直
持续到第19期左右（1959年12月）。
《行
动周刊》在发刊辞中开宗明义：
“在扫除
旧文化的过程中，同时必须建设一种新
文化。旧文化是消极的、凌乱的、卑糜
的，无所适从的。新文化是积极的、整
齐的、高尚的、有正确方针的。行动周刊
将认清建设新文化的重要性……与本地

人民大众在历史所起的作用，忽视劳
动阶级对社会的贡献 ……脱离了人民
大众，只为拥有资产的大亨服务，这就
是黄色文化”。

联合会、新民校友会、酒旅茶餐职工会

随着民选政府的成立，社会上呈现

等数十团体先后发表声明，支持新政府

一片清新气象，人们沉浸在积极建设

的反黄行动。那年八月，政府也通过广

社会的热忱中。把行动党推向执政道

播媒体组织空中座谈会，由政党、教育

路的工团，胜选后也积极配合当局的

界及新闻界代表共同探讨黄色文化问

新政，继续发挥力量。当时的大型职工

题。当时文化部政务次长李炯才在空

会“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于9月29日

中广播的发言颇引人注目：
“过去殖民

开始，主催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反黄运

地主义者和政客利用黄色文化为工具

动周”，把第二波反黄运动推向高点。

来麻醉青年，迷乱青年的善良本性，所

反黄周由泛星牵头，发动小坡、大坡及

以黄色文化的定义……应加上一个新

其他乡郊区工友组织各区的文娱表演、

意义，即：政治的工具。”这番言论，明

千人茶会、反黄座谈会、音乐欣赏会等

确点出黄色文化的政治工具论，为反

等活动，让工友认识和参与健康文化。

黄运动是否具政治意涵的争议提供了

反黄周也安排了电影观赏会，在中山、

注脚。

环球、大西洋和大光戏院介绍健康电

作家、艺术家、出版商、文化团体、政府

本地已故作家李过在1959年8月份

影。反黄周最后在福建会馆推出两场

共同努力，肩负这重大责任，这就是行

的行动周刊发表《黄色文化来源初探》

游艺晚会压轴，舞台两侧的巨型标语

动周刊对于时代所负的第三种使命。”

一文，也强调了反黄的政治功能。他认

“坚决消灭黄色文化，积极推动健康

显然，新政权在扑杀黄色文化产业的

为，凡是与人民和劳动阶级对立的文

文娱”点出了它一如既往坚持的主题。

同时，也顾及填补黄色文化的留下的真

化，就是黄色文化。
“黄色文化不只是

有关反黄周的具体内容，
《行动周刊》

空状态。至于它所追求的新文化精神，

色情，那是狭义的解说。色情不过是黄

第13期柳舜的《工人——反黄的先锋》

是否与第一波反黄的正派文化互通声

色的一部分……事实上，凡不属于人民

一文有相当具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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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岁末跫音远去。也许政
策已大致就位，官方的反黄声调明显减
弱，而行动党内部的左右意识形态对立
越来越尖锐，矛盾与冲突分化了精力，
反黄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60年，
新加坡政坛跨入一个更为激烈的左右
意识形态斗争空间。

小结
反黄运动，是二战后新加坡在殖民
地管制下，酝酿当家做主过程中浮现的
一页风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土学生
运动萌芽期间一枝欲放的花苞，它间接
催生了五一三、绽放了中学联；它是二战
结束、紧急法令颁布的大政治背景下，
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政治诉求中，一个大
拼图中的小组成部分。弹指间六十年流
逝，人们的观念起了变化，对许多事物
的标准早已修订，以今日人们对色情的
刻度，对比昔日的尺寸，必然让人感觉
当年的保守。但撇开意识形态，不管有
心或无意，这个由初二学生启动，最终
在社会中开花结果的文化运动，它犹
如酵母，通过文娱形式的开发，揉合、
推介，启蒙了本土的“健康文化”，让这
个文化品种，在华文群体中灿烂过二三
反黄运动获得职工会的积极呼应。

十年。第二波反黄运动由民选的新政
权主导，它在查禁色情文化的表现，比

政府一边扫黄，一边建设健康文

发表社论表达不同看法。它同意新加坡

化。查禁色情书报之余，政府积极调整

自治邦政府打击黄色文化的正确性，却

广播电台的节目。文化部长拉惹勒南上

批评这种做法抵触了出版自由的原则，

任时走访电台，次日便向媒体告白，为

显然是受到共产主义道德呼唤的影响。

了配合反黄的文化政策，今后政府将不

针对这段评论，
《南洋商报》曾通过社

再如过往般注意摇摆舞和色情音乐。

论反驳了对方的观点。它认为，中国从

行动党政府为反黄而吊销小报执

五四运动到共产党取得政权这段期间，

照、禁止黄色电影放映、取缔弹球机与

社会中并没有兴起任何反黄运动，足见

电唱机的做法，得到本土民众的认同，

反黄是地道本土色彩的运动，与中国共

但远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却于6月22日

产党没有关联。

文化建设更为突出。它通过行政权力，
以吊销、封禁手段遏制了当时社会上的
若干黄色文化形式，让人感受到雷厉风
行、立竿见影的效应。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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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黄现场
1959年泛星反黄周点滴
╱ 整理  : 李秉萱

从

报上读到有关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定

演讲会、联欢晚会等，大坡区例外地展出生活

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五日举

图片及学员作业、壁报订本，丰富了反黄周的

行反黄周的消息，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
笔者来到密驼律泛星总部。面前是一大堆的
书笺，印上了反黄的漫画和语录，准备分送给
赴游艺晚会的工友们。
据泛星负责人反映，
“工友们全部都热烈
响应这个有意义的运动。各班学员大半参加
演出和事务工作。我们暂时停止各班级的日
常学习，以便大家更好地完成任务。不过，老
实说，这次反黄运动还不能深入每一间工厂。
一方面是筹备时间匆促，但主要原因却是好

此外，十月四日在新华戏院、大光、中山
戏院、环球、大西洋戏院有电影会，介绍健康
的影片。
这个反黄周运动有双重的意义。其一是响
应政府的减黄号召；另一是通过反黄周的各
种活动，使那些平常罕到会所的工友们热爱工
会，吸收他们参加语文学习班和其他活动，达
到真正教育工人的目的。

些厂的工友，正在忧虑着他们的工作、薪金等

一天，笔者到泛星大坡区(第二分会）去巡

问题。迫近眉睫的这些问题，分散了他们对反

礼。区部在五楼，拾级而上，到了目的地，两腿

黄周的注目。”

己经有点酸了。在门口就听见嘈杂的声音：朗

十月四日及五日是反黄周的最后两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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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读声、叫声、笑声、乐声……

借福建会馆举行游艺晚会，由四区会友共同

一个清亮的女声盖过各种杂音：
“这是反

负责节目。其他各日除了第一日作文比赛和华

黄广播电台！工友们！现在请大家暂时放下你

巫文造句比赛是四区联合以外，便分别由各区

们的书，放下你们的工作，听一段广播……首

宣教股策动活动项目，如音乐欣赏会，茶会、

先，我们要介绍反黄运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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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会所。靠门有一只四方形的大

演讲会请语文班教师作评判，从七

柜子，刚好作为一间教室的一堵墙。墙

名讲者中选取三名给予奖励（小坡区参

内有三十名左右的男女工友，静静听着

加演讲的工友有十余名）。他们的演讲

广播，拍导教师站在黑板前面，他的身

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一名工友对于消灭

边挂一幅世界地图。

黄色文化提出以下的意见：一、全星所

十多分钟以后，广播暂告中止，一
位相识的工友育趋前来招呼，我们坐
下来，他去端茶，笔者的眼光于是把全
个会所浏览一遍。

有的团体一致起来推动灭黄运动；二、
各界代表联席会议产生一个反黄的组
织，协助政府反黄；三、政府进一步彻

色广告，不要夸张非礼，强奸等新闻。

读，不唱，不买黄色的东西！”、
“反黄
运动周——给色情贩子当头一棒！”、
“铲除一切影响我国人民思想进步的
残物！”……

大联欢会在福建会馆举行。晚间
六点多，会馆的礼堂内就坐满了人，后
来的如波浪涌至，通行的地方都被人
群阻塞了。舞台两旁挂着两行标语：坚

参观各种晚会。巴爷礼峇区十月一日的

们和别人一样，引吭高歌。四区的大合
唱当幕布一掀开，观众看见密集着的百
余个人头，不禁哇哇得惊叹，嘹亮的歌
声唱出工人心里的愿望。马来民间音
乐优美的演唱，华族工友们听得入迷。
反黄周算是过去了。对于工友们来
说，反黄周之后，加倍繁重的工作将落
深深感动了我，正是靠了他们的努力，
困难的也变为不困难了。相信他们在反
黄周的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可作为他们
日后工作的参照。

决消灭黄色文化，积极推动健康文娱。
两幅以反黄为主题的巨画“现在我已

很可惜笔者一个人不能分身到各区

谁说工友们不懂文化？在台上，他

在他们的肩上。许多工友的苦干精神

有华文，也有马来文，标语是用美术字
写在颜色纸上，好比：
“坚决不看，不

过三百名。

底取缔黄色文化的残余；四、提倡健
康的文娱；五、呼吁报馆当局不要登黄

墙壁、大柱上，贴着醒目的标语，

听说，四区的合唱队，工作人员超

觉悟了！”和“铲除它！”吸住了观众的

摘录自柳舜特写《工人——反黄急先锋》
（《行动周刊》第13期，1959年10月10日
出版）

眼睛。

千人茶会，工友及家眷出席参加，情况
热烈非常。茶会假乡村居民联合会召
开，千人团团坐在草场上，四面灯火辉
煌。歌咏，苗族婚礼舞，话剧《八根火
柴》，节目可说丰富。
小坡区同日有一个联欢会，数百名
工友前来看他们兄弟姊妹的文娱表演。
割胶舞是相当出色的。 歌咏队的人数，
在四区中算是冠军。

这个反黄周运动有双重的意义。其一
是响应政府的减黄号召；另一是通过反黄
周的各种活动，使那些平常罕到会所的工
友们热爱工会，吸收他们参加语文学习班
和其他活动，达到真正教育工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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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辛

仁

从报纸的斤两说开去
大

半辈子离不开报纸，但报纸的斤两问

者眼睁睁看着华文学校的萎缩、凋零、灭亡，

题，到了耳顺之年的某一天，才突然

华语华文地位的不断边缘化、多余化和自虐

闯进脑海。先是我们一行十余人，在福建闽东

化。华文报尚有如此斤两，叫人又惊又惑：仿

山地转悠多日，贴近大自然，报纸也者，全然置

佛餐桌上，亮闪闪、寒光逼人的刀叉舞动着，老

诸脑后。后回到家里，发现客厅的茶儿上, 堆满

旧的筷子正瑟缩在一旁，而手执筷子的大人先

两星期的中英文报。好沉重呀！一时兴起，剔出

生还是那么容光焕发, 恨不得丢弃手中筷子，

分类广告部分，把中英文报分别置于磅称上，

刀叉相迎，觥筹交错，同欢共流。

斤两马上显现了：英文报4.4公斤，中文报2.6公
斤。余兴未了，又把两报分类广告的斤两测定一
番，英文报2.2公斤，中文报0.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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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叉的斤两，虽然不是筷子所能比拟的；
但筷子存在的事实，说明它的脆弱生命力还
是不能忽视的。走笔至此，不禁想起日军占

尽管中英文报的斤两相差甚大，华文报的

领新加坡期间，大开杀戒和推厂日语日文之

斤两未丧失殆尽，却又令我这个自小接触华文

余，也不忘扶持一份华文版的《昭南日报》。

报的“落伍者”，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慰藉。在殖

史家说，那不是日军对华文爱护有加，而是出

民地时代强势英文英语的凌驾下，多少同命运

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在那样的年代，华文报

因为排除，所以集中，一旦集中，就见斤两，就有分量。所以，我
们无须报道穷人的困境，就会详知政府的援助措施，无须深入学校
教育情况，就被告知所有学校都是好学校的真理，无须反映本地的
政治现实，就明白执政党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些以及难以数计的
“重中之重”，凸显了他人难以竞争和无法企及的强势！

纵有斤两，报格丧尽，不折不扣的皇军
喉舌。
后来英国人回来了。刀叉筷子各有
所用。殖民地政府更亲善英文报，不
在话下。但华文报也有它亲近的社群，
报人中不乏有是非感和使命感的，斤两
虽不足，不为五斗米折腰者大有其人。
不同语文报纸，犹如八仙过海，各显能
耐。英文报高高在上，其它语文报纸，
尤以华文报领先，不亢不卑，甘为百姓
发声。那个年代，华文报中，如《星洲日
报》和《南洋商报》，各领风骚，平民化

有些话放在今天来说，可能自讨

发现，它们确有重中之重。再参照这些

没趣。干嘛要分开过秤呢？如果是两

年来报纸的“杰出”表现，不妨认为其

家或三家报纸，如《海峡》、
《星洲》、

斤两和分量恰恰体现在集中法或排除

《南洋》分开测试，各有斤两并不为过。

法上。因为排除，所以集中，一旦集中，

如今合在一起，亲上加亲，斤上加斤，理

就见斤两，就有分量。所以，我们无须

当更有斤两，如此一算，总斤两猛升至

报道穷人的困境，就会详知政府的援

9公斤了。仔细一想，本该这样。当初把

助措施，无须深入学校教育情况，就被

所有报纸捆在一起，不正是为了只此一

告知所有学校都是好学校的真理，无

家，增强实力、提升斤两吗？刀叉或筷

须反映本地的政治现实，就明白执政党

子，不都是工具吗？虽不能同化，一个屋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些以及难以数计

檐下，一张餐桌上，大可不分你我，正合

的“重中之重”，凸显了他人难以竞争和

乎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

无法企及的强势！

程度竟令人吃惊。街头巷尾咖啡店里，

跟五六十年代相比，眼下报纸的斤

至于这种强势在老百姓心中的斤

或《星洲》，或《南洋》，或兼而有之，

两，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是总斤

两和分量，就不是普通人家磅秤所能

全被一张张肢解，交替阅读，默默翻阅

两呢！于是，把堆积一旁的两个星期报

测定的。

者有之，大声评头品足者有之，气氛却

纸再翻过一遍，以确定它不仅在体量

显得异常融洽，报纸真成了人们的精神

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是有分量的。结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粮食。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乌下肚，伴着
一份无序的报纸流淌的大量信息，别
有一番滋味。日日如此，夜夜如此，怎
么就不觉得枯燥呢！？那时报纸与百姓
贴身、亲近，更有一种令今人无法理解
和接受的尴尬场面。咖啡店主习惯把
废报纸裁成小片，用铁线贯穿起来，挂
在厕所里，充当访客独享的“卫生纸”。
这些小片的废报纸，还曾用来包裹外卖
的面包和油条呢！巴刹里，报纸的用途
更大，各类蔬菜，抓一把，过了秤，废
报纸一卷，就跟客人走了。报纸成了人
们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斤两不斤两，
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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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鲁迅·爱
念

《中华文选》长大的一代华校生，升

╱ 文  : 庄永康

中学的第一个学期，便接触冰心的

《寄小读者通讯十》。冰心说，聆听母亲讲述自
己幼年的事，
“母亲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
愧地笑了……母女间，弥漫了痴和爱！”
写于1923至26年留美期间的散文集《寄小
读者》，是冰心（1900-1999）的儿童文学代表
作。巴金说：
“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
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父母的爱塑造了冰心
冰心原名为谢婉莹，福建闽侯人，美国威
尔斯利大学硕士，曾任北平（北京）燕京大学
文学教授……那是1960年课本中的简略作者
生平。
近年上互联网找冰心的资料，满足了半个
世纪的好奇。原来冰心除了有个呵护备至的
母亲，也有一个令她深为敬爱的父亲——谢
葆璋。他是清朝末年北洋水师“来远”号上一

1960年笔者刚上中学时，课余常给香港青

名枪炮官，曾参与1894年的甲午战争。北洋水

少年期刊投些小稿，每次稿酬是面值港币一

师创建时，严复到福建招募他北上培训。海

元的书券，可到大坡世界书局换书。当时投稿

战结束，谢葆璋到烟台任海军学校创校校长，

换取的《寄小读者》（香港万里书店出版），仍

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海军司令

藏于寒舍。

部一名参谋官。
冰心父亲在烟台时，常带她到海边散步，
也上军舰参观，给她讲解军舰上的设备和生
活方式。夜晚，和她一起看星星，教她辨认各
种星座的位置。那时的冰心，常穿男装，打枪、
骑马、划船。
少女冰心，可说是在刚勇豪迈的海军家庭
背景下成长的。参与文学和学生会活动，那是
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的影响。冰心二十三岁获
燕京大学文科学位，及后到美国波士顿威尔
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这段经历，对
她翻译印度诗哲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园
丁集》和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先知》、
《沙与
沫》等作品，相信至为关键。
批斗、抄家，关进“牛棚”，这也是冰心在
文革时的遭遇。但比起巴金、老舍等同期作
家，她的生命道路相对平坦。那是1971年美国
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她与丈夫吴文藻被政

冰心墓遭孙子涂污的新闻，《联合早报》201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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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童话集》，港青出版社

冰心译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台湾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冰心《寄小读者》，香港万里书店出版

剧》，更像个 谜团。课文是 这样开场

“语文源流”也足以影响个人观点……
鲁迅 对泰戈尔的挞伐，冰心对诗 哲的
崇敬，很大程 度上是出于留学背景的
不同。

的：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
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对我
说：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
寂寞呀！”
课文后的题解也只有一句话：
“本
篇借小鸭以纪念爱罗先珂”。因这句话，

府送回北京，接受任务，与学者费孝通

专访印度，让她留下不朽的翻译，如泰

导致1985年，早已大学毕业并在报馆工

等合作翻译《世界史纲》等著作，劳动

戈尔的《吉檀迦利》1。

作的本人，趁本地书局大减价买了一本
港版的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但

改造，乃告一段落。
冰心逝世后，信息不多。直到2012

《鸭的喜剧》与爱罗先珂

却也由于版本中背景资料的欠缺，仍旧
读不出个所以然。

年6月4日，此间《联合早报》突然刊出

再谈大文豪鲁迅（1881-1936）。相

一条《冰心墓遭孙子涂污》的新闻。报

信许多人都同意，《中华文选》中的鲁

幸好，业已不问江湖的老朽，近年

道引述中国消息说，肇事者是冰心的孙

迅选篇，除了探讨儿童教育的《风筝》

来以梳理旧时记忆为乐，通过互联网

子吴山，由于吴山曾与父亲吴平（冰心儿

之外，其他像“后园有两株树”的《秋

的搜寻，抽丝剥茧，终于破解了过去若

子）争夺家产，两次对簿公堂都告败诉，

夜》各篇，大都艰涩隐晦。上世纪三〇

干疑团。发现：写于1922年10月的《鸭

气愤之下，到祖父祖母的墓碑上用红漆

年代的语文教育家夏丏尊和叶圣陶，

的喜剧》，对作家鲁迅，对“五四”之后

涂上“教子无方，枉为人表”八个大字，

便在他们合著的《文心》中坦承，鲁迅

的中国文坛，都起着一个转折的作用。

试图吸引社会的关注。

写《秋夜》这样的文章，是文学之笔，

膝下的嫡孙出现这种新加坡大耳

并不是写来给中学生读的。
《中华文选》第三册中的《鸭的喜

窿才会做的行为，自然是中国“文坛祖
母”当年无法想象的。不过这样的新闻
有点近于“八卦”，本文在此只想与大家
确认：一、父母的爱，塑捏了冰心的世界
观；二、冰心的英国文学造诣，以及三次

《吉檀迦利》让泰戈尔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
奖、成为亚洲第一人。诗集由泰氏本身译为英
文，并经过英国诗人叶慈润色。有专家认为，
孟加拉语原文的《吉檀迦利》，其实比英译更
具神采。但无论如何，英译与中译，使得《吉
檀迦利》名声远扬。

1

爱罗先珂（V. Eroshenko, 1890
-1952），何许人也？据《北京纪事》期
刊的叙述，爱氏出身于乌克兰一农民
家庭，幼年患麻疹而失明，曾在莫斯科
盲童学校学习，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音乐
天赋，靠弹唱有些积蓄，在国际世界语
协会的帮助下，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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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习。二十五岁离开俄罗斯，先后

弱者抗击强权的激情。
“蛙鸣是有的”，

老虎却惊悚地看到，印度地方上的秘

在暹罗、缅甸、印度、日本等地漂泊。

鲁迅讥讽道：那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密组织还在把活的女人和棺木烧在一

夏天下雨时蛤蟆都躲在沟里嚷嚷。小

处。老虎于是觉得，被落后思想囚禁着

鸭把蛤蟆的儿子（蝌蚪）都吃光，那才

的人类，才是可悲的，才是笼中的“下

叫可爱。

流的奴隶”。

漂泊生涯中，1919年，在印度被英
国殖民当局视为“革命党”和“德国间
谍”，先被拘禁，后被驱逐。1921年，因
参加了“五一”游行，被日本政府驱逐
出境。
1922年2月24日，爱罗先珂应北大校
长蔡元培邀请，从上海前来北京讲授世
界语。通晓日语的鲁迅（周树人）兄弟
俩接待他，住在二弟周作人的八道湾居
所。爱罗先珂是世界主义者，旅居北京
时曾发表演说，唱国际歌，在中国遇上
一批知音。鲁迅与他更是常促膝夜谈。
同年11月，爱罗先 珂出京（后 折
回）。鲁迅兄弟鉴于爱氏行踪飘忽，离
京之际为文“纪念”他。爱氏在中国逗留
到1923年4月。其实他比鲁迅晚十多年
辞世，照道理应该由他撰文纪念鲁迅。
鲁迅日记载述，1921年12月1日，沈

鲁迅评价泰戈尔露出盲点

老虎眼中可怕的一幕，是指印度的
旧有风俗“撒提”（Sati）：男人死后将

本文的《鸭的喜剧》追踪，至此可

其寡妇与尸体一起焚烧，以示贞洁。英

说以喜剧收场。但沿着《爱罗先珂童话

国殖民统治印度期间，曾明令禁止这一

集》的线索顺藤摸瓜，却不幸看到鲁迅

风俗，但民间仍有人秘密施行。

的一个个人的悲剧，察觉这位在新中国
被奉上神坛的绝对权威，也会在偏激的
情绪当中显现认知上的盲点。但也由于
鲁迅长久被神化，这样的盲点只有到了
近年才浮出水面。

译罢《狭之笼》，鲁迅在附记中大
力诅咒“撒提”风俗，称之为“美而有
毒的曼陀罗华（花）”，并指那些“自己
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
‘撒提’”的印度人，必是“下流的奴

鲁迅对泰戈尔（R. Tagore, 1861-

隶”无疑。鲁迅的结论是：
“我爱这攻击

1941）的鞭挞，出现在爱罗先珂童话首

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

篇《狭的笼》的翻译附记中。

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

《狭的笼》故事是说印度有只老

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

虎，囚禁于狭窄的笼中，苦不堪言。但

雁冰（茅盾）送来爱氏文稿。之前，鲁
迅已翻译了《狭的笼》，发表于1921年8
月出版的《新青年》，至1922年1月共翻
译了九篇，连同胡愈之、汪馥泉翻译的
三篇，辑成《爱罗先珂童话集》。爱罗先
珂这批成人的童话是以世界语写成的，
一说鲁迅通过日文翻译最早的四篇。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童话集的写与译都与
英文无关。
鲁迅《鸭的喜剧》一文，是回应爱罗
先珂童话之一《小鸡的悲剧》。爱氏笔
下的小鸡，其悲剧在于它“无所不爱”,
而鲁迅则通过“鸭的喜剧”，指出“无所
不爱”是不会得到同情的——尤其在北
京。
“无所不爱”，就必定“不得所爱”。
当然，鲁迅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爱
罗先珂的，因此认同他所说，北京真的
很寂寞，没有音乐，没有诗，没有保护
夜读（油画）

56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怡
和
心
语
鲁迅的崇拜者无数，影响深远。因

伤共十四处，有四篇文章（“老四篇”）

为他们盲目吹捧泰戈尔别有用心，乃加

为如此，我认为鲁迅错误的指摘应该

是被高度克隆的。不难想象，鲁迅对泰

以鞭挞。但陈独秀统筹的这一举措已

是今天我们应该及时厘清的。
“撒提”

戈尔、对印度的低贬给予后世中国文

造成北京文坛的大撕裂，而这点或许

诚然是不人道的残忍陋俗，而时至今

人的影响何其大。

也促使鲁迅在1930年明确地站在“左

日，若干落后无知、歧视女性的观念仍
困扰着印度，前不久的轮奸案便轰动
国际。但显然，泰戈尔个人对印度风俗
的看法却是另一回事。

左右分明，北京文坛撕裂
其 实 泰 戈 尔 不只 没有 认 同“ 撒
提”，更写过多篇文字反对这种旧俗。二

王教授指出，鲁迅评价泰戈尔时，

翼”阵营中。

他只能通过中译，读到很有限量的泰

此外，
“语文源流”也足以影响个

戈尔作品，或是造成盲点的原因之一。

人观点。鲁迅有文揶揄“梁实秋有一个

然而，即使数量不多，鲁迅也肯定读不

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

到泰戈尔从未表示过的、对“撒提”的

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

赞许。那么这“狠批泰戈尔”的动力从

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王

何而来？

燕指出，
“行文充分彰显了鲁迅对有留
学英美背景的知识界文士们的反感和

十岁时，曾写《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

王燕 《泰戈尔访华：回顾与辨误》

抨击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闻名国际之

一文，给我们提供了线索。1924年4月，

后，更大力反对殖民主义，与圣雄甘地

泰戈尔接受讲学社邀请到访心仪已久

其实鲁迅对英文世界的纲常伦理、

一道以不流血方式争取印度的独立。

的中国，遇上的却是欢迎与抵制两大

社会道德观都是不以为然的，雍容守则

阵营。欢迎者中有蔡元培、胡适、梁启

的绅士风度，则讥讽为“费厄泼赖”，嗤

超等人物；抵制阵营领头的是中国共产

之以鼻。鲁迅对泰戈尔的挞伐，冰心对

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也包括遵中共中

诗哲的崇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留学

翻开英文资料，更说明泰戈尔的
人文思想，部分来自父亲。而泰父是十
九世纪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创始人拉
吉亚（Raja Ram Mohan Roy）的一名追
随者。[网上讯息：印度驻北京使馆文化
处，曾于2010年5月放映纪录片《寻找
拉吉亚》，以促进中国对印度的了解。]
鲁迅为何不顾事实地抨击泰戈尔？
网上谈论不多，有的是避重就轻。惟有
苏州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燕2011年
的数篇评论，才让人看出究竟。王燕指

央之命而参与的沈雁冰。（这令人记起
鲁迅日记所载，在爱罗先珂人未到来之

抵触。”

背景的不同。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前，沈雁冰便把他的文稿送交鲁迅。）
王教授的一个论点是：
“早期共产
党人在陈独秀授意、组织和领导下针对
泰戈尔而发动的社会文化批判，事实上
是一次整合思想凝聚力和显现团体战
斗性的有组织行动。”

出，包括杀伤力最强的《狭的笼》译者

鲁迅当时尚未投身政治，只是对某

附记，
《鲁迅全集》里对泰戈尔所作硬

些与泰戈尔握手的人士看不顺眼，认

其实鲁迅对英文世界的纲常伦理、社会道德观都是不以为然的，
雍容守则的绅士风度，则讥讽为“费厄泼赖”，嗤之以鼻。鲁迅对
泰戈尔的挞伐，冰心对诗哲的崇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留学背景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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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锚，这次凑近我们攀谈的是张姓两兄弟，他
们在回家路上，还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比
我年长的朋友心中生疑，他们皮肤黝黑，怎么
看都不像华人，但张姓哥哥会说方言，应该假
不了。即使我们心存疑虑，两个吃了豹子胆的
家伙还是去了他们偏僻的家做客，一个下午的
时光和他们父母吃过饭，还在门前留影，又一
轮的窝心叮咛和告别。
华人作为一个符号和概念，原来丝毫没有
地域之分，他们对自己人的关怀也因印尼独特
莫斯科红场红旗飘飘，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二战记忆犹新。

温馨也纠结
我的华族文化版图

和艰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而对稀有的女性华
人背包旅客倍感亲切，从而油生保护意识。我
当时还没有去过中国，可是我感觉中国在海外
有一个无形的文化版图，把我们海外华人不同
程度地连接在一起。这感觉很奇妙，很温馨。

走不出的华族文化的版图
上世纪90年代末在英国北部念书，第一次

原来我就是海外华人

在异乡过农历新年，心生丝丝感伤，一早醒来
在校园走动，竟然有英国学生频频祝我新年

中国作为一个概念，一直在我内心占据不
小的角落，然而它独立于我从小使用的语言，
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又好
像与我生长于斯的环境毫不相干。游走世界不

╱ 文  : 卢丽珊

同的地区，不论东西，
“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
让你感到其逼人的气场和逐年增加的力度。然

快乐。在农历新年前，当地的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已推出应节包装食品。周围宿
舍依序是香港、台湾和广州的学生最多，大家
感情甚笃，几乎每天像探亲般和他们相互探
访，哪怕片刻也好。我们也一起做饭吃饭过
节，出外游玩。

则，距离令原本温暖的角落加温，而越是靠近，
越是感觉五脏翻腾与不安，这可能是不少海外
华人面对“中国”命题的心灵写照。

趁学校假期独自游历欧洲国家，原来华人
足迹处处，也顽强地落地生根。记得在捷克
游玩，当地华人并不多，一个人在郊区的大商

年少时第一次独自和朋友去旅行，要去看
印尼爪哇的莽莽大地，就两个女生背包客，常
常和当地人挤巴士，印尼话也没懂几句，却不
知何为恐惧。在前往爪哇岛另一端大城市泗
水的路上，停站休息时，我们在简陋、阴暗的
食肆用餐，常有人给我们暗暗结账，一看原来
是同路的华人脸孔，还会在长桌的远处给我
们会心一笑。后来他们有机会私下告诉我们，
这样两个皮肤白皙的华人女生自己出来玩是
不多见的，还是外国人，更是危险，他们并不
鼓励，还像父母一样的叮咛我们处处小心。
车程似乎无止无尽，因为老旧的巴士频频
抛锚。记得我们在一大片湖水般的水稻田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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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闲逛，卖小商品的四川老伯伯和我攀谈起
来，热情的请我吃面，还叫我去楼下找她女儿
玩去。她在楼下开美容院，只身从四川打拼到
广州，之后转战捷克和父亲会合。接下来的好
多天，我白天独自游览景点，晚上和她结伴去
夜店玩。有一晚，我在夜店被一个有随身保
镖的富裕中东人盯上，虽然年纪比我小，她和
一个上海女孩有如保镖，机智地为我解开困
局，把我悄悄调走，安全地送回饭店。隔天我
们三个丫头又击掌相逢，展开新一轮的狂欢，
大吃大喝，疯狂跳舞，因为这两个中国女孩，
我虽独在异乡，总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在和
心安。

十年后，我重游捷克，带着“美珍

北和北京纯爷们，摆出架势，准备“调

的伤害，让我今天都记得她近乎歇斯底

香”肉干和依稀的记忆找到老伯伯的小

教”他，这时走廊一头出现另一个绵羊

里的音调。我热爱的华语在我童年竟然

商店，不想店早已易主，去楼下的中餐厅

般善良的阿富汗朋友赶紧出面把钱还

成为污点一样的语言。而今，在“西潮”

问，才知道他已经过世，女儿也远嫁意

给我，风波即时化解。后者把他推进房

强悍的冲击下，华校全面缴械，华文教

大利。留我吃饭的餐厅女主人与我年龄

间，在房门后叨叨絮絮用我们听不懂的

育难以为继，岛国的华族文化疆域残损

相仿，她好像看到亲人般，和我聊起布

波斯语大声训他，大快人心。

变色，不少新加坡华人走在曾经熟悉的

拉格华人社区的变迁和她的个人际遇，
虽然我和她再陌生不过，但是我仔细聆
听，因为，我们共同的身份——华人。

世界那么大却又那么小，离家的中
国人把部分的“中国”移植异地，保持

土地上，找不到华族文化的坐标而“迷
失方向”。

自己的生活方式之余也在不同的程度上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人和中

有了之前在英国的经验，五年前我

和周围的人和环境存异求同，这不也是

华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种“咄咄逼

去俄罗斯学习俄语，特地选了华人最

每个海外华人的写照？我恰好在无形的

人”的存在。岛国也迎来了大批来自中国

少的西部城市，强迫自己远离华族文化

文化中国版图中遇到一个个亲疏交替的

的新移民。我很早就在新加坡接触新移

版图上时时出现的“亲人”，独立生活，

脸孔，他们在某程度保护着我，减轻我

民，他们来自北京、天津、再越过长江到

除了俄语，不讲别的语言。我知道华人

人在异域偶遇的无助。这些脸孔也诉

上海、湖南和广州，西至四川，他们大多

一多，我肯定还是会跟他们相处很好，

说着各自的命运更迭：语言只是沟通的

成了我的好朋友：治好折磨我多年的背

常常跟他们“混”在一起，就要耽误俄

工具，文化的认知和体悟才是我们之间

痛，成为我无所不淡的知心好友。我从

语的学习。

能够长久交往的纽带。那是我意识中的

没有像一些本地朋友给为他们起一些

无形“中国”版图，它使我在世界的每个

外号。虽然本地人和新移民也很容易

角落都能遇到知音。

交上朋友，然而拒绝外来人的负面情绪

然而，即使华人再少，我还是有足
够的温情在过年过节时，吃上道地的
拉面、饺子和糖三角包子。俄罗斯人一
般性情温顺，我在俄国留学的生活基
本平顺。唯一的一次不愉快，是隔壁宿

一直存在。虽然政府在舒缓压力方面也

在新加坡，我残损的华族文化
版图

做了积极的回应，本地媒体也做出相应
的贡献，但不和谐的声音，抵触中国、排

舍一米八的阿富汗人借我钱不还，还

在新加坡，我的无形版图显得斑

斥新移民的情绪也或隐或现地存在。

对我出言不逊，把我气哭了，结果宿舍

驳，已然褪色。虽然华人是绝大多数群

有时，我也静想，为什么在岛国以

大江南北，楼上楼下的华族男女学生

体，华文华语因建国大业的需要屈就于

外的世界的各个角落，我能感受自己明

都来跟他交涉。大家先是温和地跟他

第二语文的地位，连同友族同胞的母语

晰地“归属”中华文化的版图，暖色且

讲理，他竟然说：你们是她什么人？她

也一样得让位。必须紧拥英语为唯一沟

温馨；而偏偏在华族占绝大多数的生我

是新加坡人，又不是你们中国人，关你

通语言，母语遭遇边缘化和弱化命运，

养我的新加坡，我不禁要迟疑，甚至质

们什么事？

我们各族无一幸免，当然大家也受惠

疑自己的文化归属，困惑而纠结？也许

于共同语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沟通上

是经济决定一切吧！因为在近现代的世

的和谐便利。这个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

界格局中，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贫穷

件凌驾于一切，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

积弱的国度，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

而时间的沉淀也让我们表达的方式趋向

强势挑战，也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外

单调、贫乏和苍白。

族轻视，华族也不免自卑。好在世界的

我一个北京的女性朋友琴，在俄
罗斯生活多年，长相秀气的她一米五不
到，嗓门都没有提高就挺起胸膛，双手
插腰，仰头对那小子严厉地用俄语不
容置辩，一字一顿地说：
“你——欺负
她，就是欺负中国人，我们就全部站在

记得我小学五年级有个级任老师，

门口等你还钱，道歉！”那画面我一辈

也是英文和数学老师。除了英语课，她

子都忘不了，又是感动又是觉得温暖，

还严禁我们在其他的课说华语。邻里

再度保护我的人还是中国人。他听后更

学生的英语根基弱，起码我是这样，

气疯，扔下一堆狠话；小无赖其实不坏，

她的用意我理解。有一次，我在数学课

就是爱耍无赖，他胆子小，干不出他说

讲了几句华语，她很大声地呵责我：够

的那些坏事。我们听了心里气，暗地里

了！不要再说什么“你们，我们，你们，

还是想爆笑。这时，已经磨拳擦掌的东

我们”，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小小心灵

格局正在剧变，中国已经日渐富强，我
真诚地希望它在富强的道路上不迷失、
不狂妄、不嚣张，当然也不卑、不亢，
朝一个令人尊敬的懂文明和有气度的
泱泱大国走去。我也坚信终有一天，我
的华族文化的版图在岛国也会一样的
暖色而温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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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章良我

使从没听过辜鸿铭这个名字，你不会

辟论，俨然一个典型的顽固保守的旧派人物之

没听过那句把银行家比拟为在天气大

落伍形象。从常常被人引证的蔡元培如下的这

好时出借雨伞、而在天雨屋漏时收回雨伞的人

一说法里，今人颇能辩味出当时辜鸿铭在中国

的“英谚”；如果你知道该英国谚语的作者就

社会所具有的争议性：
“我请辜鸿铭，则因为

是辜鸿铭，也无须惊讶。这一位生活在百年前

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

中华晚清民初年间的名士，在不少人眼里堪称

议沸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

华夏文化长河中的一朵奇葩，大概他与我们脚

固派。”

下这块被称为南洋的地域似乎并没有什么风流
交集。其实，不然。

60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就是这位在世人眼里留着一根倔强辫子
的古怪老头、一个喜欢发表奇谈怪论的前朝遗

我是在介绍蔡元培的文章里，首次接触

民，被蔡元培视为“学者、智者和贤者”的辜鸿

到辜鸿铭这一名字的。于1916年尾受委任为北

铭，在一百年前中国神州大地几度面临陆沉的

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思想自由、兼容并

危难时期，在他的英文论著《中国人的精神》

包”的办学方针下，将当时一个官府气息深重

（中文书名《春秋大义》）里，向西方社会如

的京师大学堂，改造成为一所名闻遐迩、有各

此这般地宣扬道：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

种新旧思潮集散地之誉的北大。伴随如此文字

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

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辜鸿铭，后脑勺拖着一束

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

不合时宜的长辫，思想里坚持一套封建帝制复

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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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槟榔屿 求学爱丁堡
假如辜鸿铭生长在今天，他一定会
是另外一个样貌的。命运的安排，这个
被人家唤为汤生的男孩却在将近一个
半世纪（1857年）前，诞生在马来半岛西
北翼的槟榔屿。少年辜鸿铭10岁就离开
了槟城的家乡父老，随养父英国人布朗
前往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文化名城
爱丁堡学习。作为华侨子女的辜鸿铭，
显然有着同时代的神州学童不曾期盼
过的出国留洋读书的机会；一直到辜鸿
铭抵英三年后，中国清朝政府才首次
选派30名儿童去美国留学，开启了现代
中国出洋留学的先例。

委以公职，派往新加坡出任副政司。这

协助甄别、延请海外专才，筹建有“中国

是一份有着丰厚薪酬、又舒适宜人又体

克虏伯”之称的汉阳枪炮厂。

面光鲜的工作。如果是在今天的社会，
此时此刻的辜鸿铭应当是无数学子孜
孜以求的成功人士的范例了。

实现理想抱负 告别殖民生活

举世西望 唯辜东怀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北
洋水师大败。清政府遂割让辽东半岛、
澎湖列岛和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赔偿

辜鸿铭之为辜鸿铭，就在于他有广

白银2亿两。如此屈辱不啻宣告了洋务运

大的精神追求和深远的文化抱负，这与

动的彻底失败，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了

他童年所受的家教和他青少年时所师从

空前的生存危机。在迷茫与困惑中，中

导师的影响不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

国人的目光开始被国内维新派所鼓吹的

辜鸿铭才没有湮没在芸芸众生之中，而

强大的改革风潮所吸引。而在这突如其

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了一

来的维新变法的热潮中，深谙西学的辜

个既让后人慨叹、又启人深思，言行独

鸿铭却愈发显得异常地冷静，并骤然地

特却不乏挣扎的轨迹。

增强了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保护意识。

在接受了养父的启蒙教育数年后，
辜鸿铭于1873年开始进入爱丁堡大学
学习。当时的欧洲大地浪漫主义思潮
正风起云涌，西方文化界对资本主义国
家对周遭世界的疯狂掠夺的现实充满了
批判与反思，西方先进的思想家们大力
抨击社会的贫富悬殊，厌恶工业革命造
成的殖民侵略，慨叹社会传统道德的沦
丧、艺术和文明的衰退。在爱丁堡大学

1882年，大清朝廷重臣李鸿章麾

1898年是中国传统历法的戊戌年。

下的一个幕僚马建忠从法国留学归国

该年6月，清王朝发生了中国封建王朝历

途中路过新加坡。在与马建忠作了一连

史上的最后一次变革：百日维新。同时

三日的快意畅谈后，辜鸿铭萌发了彻底

期，一本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天演论》

改变自己一生的举动。他辞去了在英国

的出版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轰动，作者是

殖民当局的优差，返回槟城，向族人宣

严复。同年，辜鸿铭在上海悄悄出版了

布，他要去先祖的故土做一个完完全

英译《论语》，作为向西方展示中国文

全的中国人。

化的一种宣示，以及对中国国内西风日

的4年时光里，辜鸿铭完全沉浸在欧洲

机缘巧合之下，辜鸿铭于1884年终

浪漫主义思潮的海洋中，陶醉于西方浪

于被引入清朝政府两广总督张之洞的

漫主义大师们对古老东方、特别是对中

幕府。因着西学与外语的能力，辜鸿铭

国的华章和美化的诗句的赞赏。

旋被张之洞聘为洋文案，负责办理相关

1877年，年满20岁的辜鸿铭获得了
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成了近代
史上第一个接受并完成英式正规教育
的中国人。之后，他又前往德国莱比锡
大学，取得了工科学位；再后来，他又游
学法、意、奥等国。1880年，在阔别家人

的邦交事务。在聆听了张之洞严肃的训
示“如果你是个中国人，就做个彻彻底
底的中国人”之后的第二天，辜鸿铭就
褪去了西服，换上一身长袍马褂，留起
发辫，正式成了张之洞幕府里的一员。
这一年，辜鸿铭28岁。  

渐昌盛的一种反叛。辜鸿铭撰文说，中
国之文明与欧洲文明之异在于：
“欧洲
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
国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
“列强以竞利之敌，互相吞噬，穷极其
残暴不仁之武力耳……”他认为西方国
家用小人之道治国，虽强不久，而东方
社会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
一如严复《天演论》的出版立即在
中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一样，这本采
用为西方人所熟悉的思想与文字灵活

14年后，辜鸿铭登上了回返马来亚的轮

此后，一连数十载专侍一主，辜鸿

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时，曾经对他

铭跟定了张之洞这位大力倡导“中学为

寄予厚望的父亲已经魂归九泉、骨埋黄

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晚清洋务派代表

土。而当年那个留着小辫、满脸稚气的

人物，并下苦功勤补自己对中国文字及

孩童，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梳着

中华文化的先天不足。1889年12月，他

分头、戴着礼帽的一副留洋归来的派

随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前往武汉，积

1900年，俗称“义和团运动”的“庚

头。不久，辜鸿铭被英国殖民地政府

极参与到张之洞大兴的洋务运动中去，

子事变”爆发。期间，辜鸿铭发表了一系

意译的新版《论语》，一经出版就在西
方社会引起了轰动，受到西方读者的追
捧。辜鸿铭的名字也渐渐开始为西方世
界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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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文章，谴责洋人干涉中国内政，抨

在他心目中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京

洋公学监督。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击八国联军的屠杀行为。他宣称义和团

城，这使他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爆发。辜鸿铭在上海租界内的英文《字

运动正是中国人“像法国兄弟在1789年

然而整个暮气沉沉、毫无活力的大清

林西报》发表文章，指责西方力量袖手

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的呼吁，呼吁中

朝廷，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文武百

旁观，纵容革命党人的行为，引发南洋

国人也应当被当做人类对待，当做同一

官，特别是自大才疏、拥兵自重的袁世

公学学生的群情抗议。颇有意味的是，

人类中亲如一家的兄弟”。

凯受当朝器重的事实，击碎了辜鸿铭理

辜鸿铭当即留话：
“言论本可自由，汝等

想中那个礼仪之邦、谦谦君子的东方古

不佩服于我，我辞职便是。” 嗣后毫不

国的神话。

恋栈，拂袖离职而去。

在京城陷落，慈禧太后、光绪皇帝
仓皇出逃后，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大肆
捕杀。最后，在俄罗斯军队的护送下，

在1905至1907年间，辜鸿铭受聘出

在蔡元培执掌的北大继任英国文

任清廷上海道黄浦浚制局督办，用自己

学教授时，面对一群嘲笑他脑后那根倔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的工程方面的

强而不识时务的发辫的年轻学子，辜鸿

学识，惩治了舞弊贪财的洋人。期间，

铭曾经如此这般地静静道来：
“你们笑

辜鸿铭开始在《日本邮报》连载英文

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

译著《中庸》。他说翻译这本被他译为

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

在当朝君臣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

《人生准则和宇宙秩序》之书的目的，

里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辜鸿铭的言行

日、茫然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辜鸿铭将

就是向西方社会阐述儒家文化构成的

透露出一种铮铮骨气，即使是让我们

自己在此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时评和论

中华文明中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帮助

生活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人听后，也值

文，结集署名出版，题曰：
《尊王篇》，

欧洲人更好地去理解道德准则。英文

得反复回味。

副题《来自总督衙门的论文》。这本完

译著《中庸》的出版，在西方世界大受

辜鸿铭在上海道黄浦浚制局出任督

全站在大清中国立场，对西方列强侵略

欢迎，并被收入英国著名的“东方智慧

办时，除了连篇累牍地为《日本邮报》撰

丛书”系列。

写种种时评之外，还在十里洋场的上海

垂垂老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进京，开始
与八国联军展开痛苦谈判。西方列强开
出惊人的停战条件，除了要求赔偿白银
4亿5千万两以外，还要求惩办“庚子之
乱”的祸首。

中国的种种野蛮行径作出激烈抗辩的
书籍，一经问世，立刻轰动海外列强诸
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世界认识
中国，是从辜鸿铭开始的，而他们认识

1909年，辜鸿铭心中的中国最后一
位儒臣张之洞逝世。辜鸿铭异常难过，

广结旧雨新知。就是在这里，辜鸿铭见
到了同样来自槟城的伍连德医生。据伍
连德晚年回忆，当时他和辜鸿铭经常晤

辜鸿铭，则是从《尊王篇》开始的。1901

于次年特别撰写出版了纪念张之洞的

年，
《辛丑条约》签订。清朝史官在钦定

文章：英文版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的清史上，留下了这样的一笔：
“庚子

和中文版的《张文襄幕府纪闻》。除了

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

纪念东主之外，辜鸿铭为文的另一个

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

目的是：
“我想帮助我们中国人去与现

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代欧洲的进步与新知的观念战斗……

缅怀这样的画面，你是否会觉得留

总结教训，我们怎样战斗，为什么失败

给世人刻板而古怪形象的辜鸿铭离你

和怎样失败。”

我近一点了。在心里，我是这样默默地

随性真名士 南洋一狂生
1903年，张之洞奉旨进京数月，改

不久后，辜鸿铭在辞掉外务部郎中

革学制。辜鸿铭与其他幕僚随同前往

（部长助理）的京职后，南下上海出任南

面畅谈，话题从南洋到欧洲再到中国，
忆往论今，无所不至。当只有他们两人
在一起时，辜鸿铭兴之所至，还用马来
语为他哼唱儿时的歌谣。

认为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
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
和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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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马年 团拜盛况

今

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一，怡和

一个有价值、有品位的商业资

轩锣鼓喧天，瑞狮起舞，嘉宾

讯、文化交流的平台。我谨代

会友聚一堂，喜迎马年。
元旦团拜是怡和轩的传统，自2007
年会所重建后，陈嘉庚基金成为这个
盛典的联办单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与

╱ 文  : 郑钧如

表全体董事部同仁，衷心感激
全体会友以及各方人士多年来
对怡和轩的支持，希望大家再
接再厉，为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请。

使馆长官，是历届团拜的嘉宾。去年新
上任的段洁龙大使偕同公使衔参赞黎
宝光、经济参赞张伟成、教育参赞郁云
峰、文化参赞肖江华、参赞兼总领事刘
红梅等拨冗莅临，为团拜增辉。

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
我要感谢今天的贵宾段大使
及各 位使馆长官的莅临。段
大使去年到新加坡，在还未
正式上任前，就先来到怡和

陈嘉庚基金主席潘国驹、怡和轩

轩一游，这份情谊让怡和轩同

主席谢万森、段洁龙大使相继致辞，向

仁铭感于心。我衷心祝愿使馆

嘉宾与会友致上新春的祝福。谢万森

与怡和轩的友谊长存，希望在

在致辞时说，

新的一年，我们如同以往，在

去年怡和轩第45届董事会任满，新
一届的董事会接班就职，本人蒙董事同
仁厚爱，出任新一届董事会主席。
新一届董事会将秉承既定的会务
方针，以发扬先贤精神、推动文化为宗

文化交流、海内外往来方面更
上一层楼。
再次 祝愿大家，新年进
步，阖家幸福！谢谢！
作者为本刊责任编辑

旨，同时致力于把怡和轩进一步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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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玲政务次长见证下

第6届华文书籍奖颁奖仪式圆满举行
╱ 文  : 郑钧如

2

014年4月19日，怡和轩第6届华文书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自

籍奖颁奖仪式于会所大堂圆满举

独立以来推行双语教育，以期在创造经

行，主宾为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次

济奇迹的同时，也不忘记为母语文化札

长刘燕玲女士。除了得奖同学、师长、

根。但在提到华文华语教育时，往往会

家长，出席者还有怡和轩董事与会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说我国华文程度日

现场气氛热烈。

趋式微者，很快就会被人标签为沙文主

怡 和 轩主 席 谢万森 致 欢 迎词 时
说：
六年前，本俱乐部在庆祝成立113年
周年时，宣布拨款十万元为特选中学设

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华文难学而要求
进一步降低华文水平或甚至可免修母
语者，则往往被人讽刺为数典忘祖。很

立为期十年的华文书籍奖，以提升中学

作为众多社团组织之一，本俱乐部以

生对学习华文的热忱。在这期间，我们

维护母语为己任，在能力范围略尽绵力，

见证了多一所特选中学的诞生，那就是

给予适度推动而不涉及纷纷之议论。

南侨中学在2013年晋升为特选中学，使

在谈到学习华文华语时，令人难免

特选中学的数目从十所增加到十一所。

想到两年前的‘燃烧吧！华文’的事件。

而我们也相应将份额从10份增加到11

今年，因中文翻译的“台历的好文字”

份，每份金额依然是一千元。

事件又引起一阵涟漪，不禁令人感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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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及师长参观先贤馆

人的华文水平和学习华文的心态。虽说

他相信，有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和支

坡青少年都以英语沟通，我们也不再

这是翻译问题，但追根究底还是中文

持，老师的努力，同学们在学习华文和

重视华文。但扪心自问, 我们也不可否

的程度问题。

弘扬华族文化方面一定会更精益求精、

认，读任何科目，如物理，地理，数学，

希望在座同学们能持续您对华文华

尽善尽美。希望获奖的同学将来会回

也都有一定的挑战性。与其悲叹自己

语的执著，往这个方向再攀高峰。后天

馈社会，鼓励和支持他人共同推广华文

的命运，埋怨学习华文是多么的辛苦，

碰巧是复活节，华文华语是否会复活，

华语，发扬中华文化。

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发现原来渺小的

还是如同邻国报章所说，子曰：你的翻

来自华侨中学的陈明夫代表得奖同

译从一月错到十二月，就得靠下一代人

学致词时说，对于我，华文的学习，是一

的继续努力。
主宾刘燕玲政务次长致献辞时指

个自强不息的过程。每当我感受到中华
历史文化的魅力，被深深震撼之余，我

你也拥有着巨大的能量。的确，学习华
文就得背熟很多很多的字母, 笔划，拼
音，有时候都掌握不好基本的技巧，就
得写出一份报告。

愈坚信，学习华文与中国文化将成为我

但到头来，练习华文只需要这十

教育部在特选中学投 入了许多资

一生的文化追求。华语是我们的母语，

颗“心”——雄心、信心、决心、爱心、

源，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民间组织如怡

华文是我们的根，当我们昂首于世界之

专心、诚心、耐心、恒心、虚心和静心。

和轩，也对特选中学的优秀生，给予支

巅时，支撑我们脊梁的不会是别的，依

持与鼓励。

然是华族文化。

出：

除了书籍奖，怡和轩一向积极参与

另外一 位学生代表，来自莱佛士

和推广教育事业和文化活动，近几年还

书院的谢雪琦说：
“逆水行舟，不进则

出版定期刊物《怡和世纪》，汇集了本

退。学习华文是一种挑战，学习高级华

地许多文化人的心血。

文也不例外。再加上现代大多数新加

作者为本刊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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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中学（高中部）《中国通识论坛》

╱ 文  : 李秉萱

胡进胜与学生分享在中国的经商经验

《中

国通识论坛》是华侨中学（高

术、利用中国低廉的原料与劳工，再结

技术、高压无锈钢项目。至于较低端产

中部）的常年项目，邀请各校

合新加坡企业的商业信誉，业务稳健

品，集团另外投资新币1千万元，在马来

修读双文化课程的高中生参与，旨在培

发展。胡进胜指出，新加坡人到中国做

西亚的槟城—北海设厂生产。

养新生代的双文化精英。本年度论坛于

生意，人际关系更重要。不应该处处想

5月17日在华中举行，联办单位为通商中

贪小便宜，相反地，要随时准备吃点亏

国和怡和轩，参与者有来自各中学共500

（他喻之为“交学费）。

多名学生。主题演讲题目是“经济发展

胡进胜说，中国是一年一小变，三

与管理创新：新中企业家看中国”，主讲

年一大变。要生存，就得适时变迁与

者为中国（中国）海底捞集团总裁施永

不断创新。他以“孟母三迁”的典故，

宏，以及新加坡安益集团总裁胡进胜。

风趣地回顾集团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经

胡进胜是怡和轩会员，也是现任新
加坡五金公会会长。他的安益集团是新
加坡五金业的翘楚，经营的业务包括库
存与分销不锈钢管与管配件、生产与
销售管配件，产品涵盖各行各业；集团
也在新加坡和中国从事建造与经营污
水处理厂 。

济目前面对转型及增长放慢的压力，
成本高，市场乱，劳资矛盾多；因此低
端劳动密集行业难生存，高端增值产
业才有前途。”
作者为本刊主编

历。1996年集团在昆山投资100万美金
设厂，煅造业外包，只做加工。昆山迅
速变成一个商业住宅区，员工流动量又
大，2005年只好迁往无锡，投资500万美
金，工厂较大，煅造业和加工都做。可
是无锡外来企业多，同样面对工人流
动、电源缺乏的问题。两年后，集团迁
往姜堰，厂址占地100亩，投资额高达

中国改革开放后，集团开始到中国

2000万美金。目前集团在中国业务已转

投资设厂；集团注重引进日本的高精技

型，大幅度自动化生产，产品集中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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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时，胡进胜指出，
“中国经

怡和轩会员胡进胜

╱ 文  : 陈

刚

中共超预期反腐的
政治经济意义
近

年不断蔓延的腐败一直是执政的中国

化带来沉重打击，而且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房

共产党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最高领

地产业、中国和海外的高端消费品销售以及中

导层不断警告，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得到有效遏

国官场的既有权力格局。

制，可能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2008年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界金融风暴而推出的4万

反腐新手段：巡视组和网络反腐

亿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后，由于体制上缺乏有

最近一轮的反腐风暴从中央派遣10个巡

效的监督，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

视组到地方和部委、国有单位开始。有关资料

项目有关的官员腐败和社会腐败成大规模上

显示，所谓中央巡视制度正式建立不过10年

升趋势，用意原本良好的凯恩斯式救市政策

时间，近期得到了大发展。然而，此类中央派大

在中国演变成了政府形象的恶梦，官民对立因

员到地方反腐的实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

为不透明的刺激项目和不断攀升的三公消费而

鲜，巡视组组长颇似历代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

在2009年以后呈加速上升的态势。在这种严峻
形势下，新一届领导层必须变革反腐手段，以
遏制住可能失控的腐败，挽回执政党的形象。

大臣，得到皇帝的特殊授权，可以对封疆大吏
和皇亲国戚动刀。这些当代的钦差大臣都是退
休了的正部级高官，由于已经退休，所以在政坛

自中国共产党18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

生涯上的顾忌较小，可以碰硬去“打老虎”。从

已先后有30余位副部（省）级及以上高官因贪

2013年6月首批进驻的地区和单位来看，大多数

腐等问题被宣布接受调查，这样猛烈的反腐风

是腐败高发区或民众反响强烈的地方，如近年

暴在改革开放时期是第一次出现。根据中国检

曝光度颇高的重庆市，贪腐大案要案频出，以

察部门提供的数据，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

及水利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些大量涉及巨

每年平均大约只有6名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因贪

额国家投资项目的部门，都赫然在列。

腐落马。由于中国目前已是举世瞩目的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这样强大的反腐阵势不仅在中国
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势必引发世界各国对
中国超常规反腐的关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腐败问题在各国都是一个不断升温的话题。
世界著名清廉指数的发布者——透明国际组
织的报告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
许多地区的腐败问题都趋向恶化。因此，中共
的大规模反腐对于中国国内乃至世界范围的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

巡视组的威力似乎不可小视，在进驻享有
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的中储粮总公司没多久，
其直属粮库便发生大火，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热播剧《天下粮仓》中清代官吏为掩盖亏空而
纵火烧仓的片段。与古代钦差大臣不同的是，
这次巡视组表示要发动群众，不仅公开了电
话和邮寄地址等联系方式，而且会走访下属
单位，私下和个别群众约谈，了解领导家庭财
产状况、子女经商等敏感信息。

响。如果只是认为严厉反腐会对个体官员微观

虽然10个巡视组刚刚开始两轮稽查，但可

层面的预期和行为产生影响的话，可能会低估

以预见的是，在民怨沸腾的形势下，这些钦差

反腐运动在宏观和思想层面的长远作用。事实

大臣一定不会空手而归，极有可能会有省部级

上，反腐和节约运动不仅最可能对中国最近20

的“大老虎”被揪出来。然而，从长远来看，巡

年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至上（GDP主义）的官场文

视组不能根本解决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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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体制内权力寻租空间很
大，腐败涉及的范围很广，而政府在管
理体制、信息统计、帐目登记方面多有
漏洞，巡视组作为从外地或外单位来
的组织，很难在短时间内靠自身力量摸
清情况，必须依靠被调查地区或单位
所提供的各种信息为依据，在这种情况
下，要想掌握不利于当地领导的隐秘信
息是非常困难的。

对腐败的愤怒可能被利用为打倒政治对
手的工具。
无论是派遣巡视组还是网络举报，
都不是制度化的反腐，也就是说这些反
腐的权力既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得到确
保，也没有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换句
话说，这些参与反腐的人员都是“临时
工”。反观世界上廉洁指数高的国家，
无不设立专业和独立的反腐机构，同时

另一方面党政系统中各种利益关系

配备先进的技术手段严格执法，只有这

错综复杂，一些多年未能查处的腐败问

样，才能在最大程度震慑和遏制公职人

题背后往往有强大的权力和利益支持，

员的贪欲。

的后台背景和利益相关方，调查结果往

中国疯狂追求经济发展的理念
将有所改变

往取决于巡视组与被调查者和北京的

中国政府主导建设的社会主义市

最终博弈关系。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

场经济（西方有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

尚方宝剑是可以随时收回的，这种授权

义）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

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家各项经济指标和在世界的经济排名

再次，巡视组本身并没有得到有效
的监督。在巡视过程中，巡视组是否会
与被调查者形成新的利益关系和默契，
是一个不能被杜绝的问题。谁也不能保
证巡视组成员甚至组长不会被收买并
包庇贪腐，虽然组长都是退休官员，但
不能保证他们在政治上就真的毫无顾
忌。在错综复杂的官场利益格局中，巡
视组成员往往会选择明哲保身，避免触
及真正厉害的大老虎，落入选择性反腐
的旧有模式。

节节攀升。然而，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
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物价房价高涨和环
境污染等各种负面问题，给国家的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探析造
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时，一些观察人士把
主因归结为中国官场形成的盲目追求地
方经济发展的GDP主义文化。在这样的
文化下，各级官员都陷入了疯狂追求各
类经济指标的竞赛之中，这不仅因为对
这些指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可能直接影
响官员自身的提拔和升迁，也在于这些
指标本身即意味着重大物质利益，而

网络举报是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

这些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贪腐

的普及而日益兴起的民间反腐新模式，

方式来转化为个体利益，这样才能给

这种反腐形式的好处在于大众和舆论

官员和其所在单位带来无穷尽的激励

的监督得到强化，腐败一旦曝光便暴

作用。不可否认，GDP主义在推动中国

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减少了私下勾兑和

政府转型和发展经济方面曾经起到了

包庇纵容的空间。然而，在网络媒体被

相当大的作用，但物极必反，由于中国

严格审查和管制之下，即便是网络爆料

经济发展已经经过了急于起飞、片面追

出来的腐败也可能是选择性的和一小部

求速度的发展阶段，因此如果任其继续

分，利益涉及方完全可以通过删贴、封

主导中国政治的运行规则，那么前面谈

网和媒体公关来将其化解于无形。网络

到的各种问题也将会不断恶化，最终可

举报更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人民

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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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GDP主义的副效果，并大声疾呼进行
改变，而上一届领导人所提出的“和谐
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也包含想
要改变GDP主义的因素，但由于受到国
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国内既得
利益的干扰，GDP主义文化不仅没有被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所打断，反而有所
强化，并且由一种官场文化逐渐扩散为
全民文化，职业道德、社会道德、法律
规则和人际关怀让位于对经济利益的疯
狂追逐。从本质上讲，对权力监督的缺
失导致了腐败的恶化，而恶化了的腐败

即便巡视组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授权，但
这把尚方宝剑能否砍下去还取决于对方

尽管有识之士早在10多年前就看

又必将强化GDP主义，这是因为很多腐
败行为只有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语
境下才能被正当化和常态化。

只有重击腐败才能从根源上打击
高房价、高污染等问题
GDP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官场泛滥并
难以遏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
官员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直接受惠于
疯狂追逐的经济指标的实现，而将官
员利益与这些公共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的重要实现手段在于形形色色的贪腐
形式，或可称之为看不见的利益输送手
段。从中共内部的正式制度以及为民服
务的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式来看，官员
并不能合法合规地从疯狂追求GDP中获
得大量个人利益。研究表明，中国公务
员和国有部门内部以及和社会的薪酬差
距在名义上和很多国家相比，都更显得
平均主义。但为何中国的“公务员热”愈
演愈烈，和各种长期存在但并不合法的
腐败方式帮助输送利益有很大关系。在
这种情况下，各种“潜规则”横行泛滥，
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取代，经济利益
成为衡量一切成败得失的唯一指标。这
是今天中国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产生
的根源所在。
腐败问题在2008年以后迅速恶化
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城市房价以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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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的飙升和

的反腐败、反浪费和反特权在某种意

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是十分危险的，这

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扩散。一方面腐败官

义上将改变“官本位”文化，在这样的

不仅不能够帮助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员的灰色和黑色收入的大幅增加使得大

背景下，2013年三中全会重启市场化改

反而会加剧社会的割裂和官员体系内部

量此类非法财富进入房地产市场，大幅

革，并将矛头直指“官本位”的权力基

的分裂。光靠物质利益聚合的群体永远

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疯狂追

础——政府的权力过大和对市场的过

是松散和暂时的团体，缺乏长远的凝聚

求经济增长导致了雾霾、土壤污染等环

度干预。如果没有官职和级别背后的

力。重击腐败将使各级政府官员把过分

境问题的恶化。虽然中央政府此前出台

权力和资源做支撑，那么“官本位”这

集中在经济领域的注意力转向其他领

了大量宏观调控政策想抑制经济虚火，

一观念的构建也就失去了制度支持，成

域，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收入差距

但效果一直不佳。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可

为无本之木。如果大大小小官帽和各级

和文化建设等，而这些领域才是现代政

谓釜底抽薪，将起到更好的调控效果。

行政级别背后的寻租权力以及各种特权

府更应该关注但却被长期忽视的方面。

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历
史在100多年前终结，但“官本位”思想
和体制具有非常强大的惯性，一直到
今天仍然渗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
文化体制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造成了阻

被逐步抽丝剥茧般去除，让市场而不是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
存在上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就会逐步
让位于“市场本位”，各类人才也就可
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激发整个国家
的活力和创造力。

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将改变现
有游戏规则，从而可能从根本上撼动
官场GDP主义。大量官员的落马和公款
浪费行为的遏制导致整个公务系统和
国有部门处于非常谨慎小心的状态，支
持“官本位”的各种“潜规则”处于瓦解

碍。等级森严的公务员阶层和其他党

从源头上看，盛行20年的GDP主义

消失状态，明文规定重新被人们重视。

政干部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享有巨

和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和其他一系

在新的政治语境下，官员们由于缺乏

大的管理和干预权力，而且在医疗、养

列旨在提高政府和国有部门效率的机

各种灰暗状态下的利益输送渠道来帮

老、住房和汽车使用方面享有超过普通

构改革密切相关，这些改革从当时的背

助实现个人和集团物质利益，自然在追

公民的特殊优待，这直接造成了中国近

景来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们改

求经济指标方面会失去劲头和兴趣。

十年来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全国各

变了当时官僚机构死气沉沉、不关心经

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挤破头想钻进官员队

济发展的懒政状态，为中国经济腾飞做

伍“吃皇粮”，这与市场经济初期官员

出了贡献。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在制度

“下海”经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进行

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的中国追求过高的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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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选举年
╱ 文  : 李卓辉

全民“精神革命”任重道远
2
014年4月9日印尼举行全国各级议会

主选举，关联到民主改革的进程与发展前景，

大选，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国会选举，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积极作用。特别是老

由全国33省选民投票选出560位国会议员，负

一辈的改革运动领导已逝世、退隐或淡出，新

责国家立法工作，并在各政党得票比例的基

一代政治新星纷纷崛起，他们是否能“青出于

础上负责提名正副总统候选人，3个月后，即7

蓝而更胜蓝”，把民主改革运动坚持到底，为

月9日由全体1亿8600多万选民投票选出总统，

国家与人民带来更好、更亮、更美的前景？这

负责未来5年的政府管理与施政工作，这一民

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主过程，每5年耗资在数十亿美元，其选举结
果影响国家的走向和人民的命运与前景，也
影响周邻国家与区域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每

5月9日深夜，在万分紧迫与争执下，印尼

届国会大选与总统直选扦动着国内外亿万人

全国选委会公布了国会大选的结果，与快速

民的心弦，也直接关联到印尼改革进程的顺

计算相差不大，其个别选区票数仍有待宪法法

利或挫折。

院裁决，但实算结果仍然说明了本届大选的一

今年印尼的国会大选和总统直选，是1998
年5月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后举行的第四次民
70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国会大选结果公布的启示，

些突出点：

（一）人民政治觉悟日趋成熟，投
票比例达到选委会指标。1998年5月苏
哈托独裁政权下台后，人民参政意识
经历了从狂热、失望、不满到日趋成熟
的阶段，这可从下表4次大选的投票率

佐科威：
“要改变国家机构的种种缺陷
和继续进行改革，有必要展开一个全民
性的‘精神革命’。把精神革命变为一个
全民性运动，齐心合力改变印尼的命运，
筑建国家成为真正独立自主、公正繁荣的
国家。”

给予证明：

4次大选选民投票比例表
选举年

选民数

合法选票

参选比例

部长、议员或政客，其中执政的民主党
政要纷纷落马，从2009年胜得148席下

1999年6月

127.666.631

105.786.631

82.5%

2004年4月

153.028.209

113.462414

76.6%

2009年4月

171.068.667

104.099.785

60.78%

米尔、农业部长苏拉萨、合作社与中小

2014年4月

185.826.024

124.972.491

67.25%

企部长哈山等和大批国会议员都被选

降到61席，党要如国会议长玛祖基•阿
利，青体部长苏洛约、司法人权部长阿

民抛弃；戈尔卡党一些涉嫌贪腐干部也
从实际投票人数来看，1999年为

增加而保持威势，其中前总统瓦希德

122.305.947票，等于95%选民参加；2004

创建的民族复兴党（PKB)得票9.04%，增

年为124.420.339人，参选率达84.07%，

长219%（约2.2倍）,而前人协议长阿敏莱

2009年人民对现状失望不满，参与投

士创建的国民使命党（PAN)得票7.59%，

票仅121.365.227人，有29.01%人民不愿

也较2009年增长51.6%，选票下跌的是

参选。因此，现届选委会拨出巨款大事

较极端的公正福利党（PKS),从上届得票

宣传，希望有75%选民积极参与4月9日

7.88%下降为6.79%，星月党(PBB)从1.79%

投票，果然成绩不错，共有75.11%选民

下跌为1.46%。

热情参选，弃权率为24.89%，基本上达

选举结果说明，印尼的温和伊斯兰

到选委会指标，也说明全国人民政治

政治力量在加强，其多元化政策和治国

觉悟日趋成熟，特别是年轻选民踊跃投

理念也基本与民族民主阵营相同，这与

票，坚决反对贪污政党和支持改革政治

许多中东国家或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派

新人如佐料威等走上领导舞台。这是印

完全不同，今后，温和伊斯兰力量与民

尼改革发展的一个积极走向。

族民主阵营联合掌政，将成为国家政

温和伊斯兰力量得票增长

治的强大主流与核心，对全印尼、东盟
区域和世界发挥积极作用。佐科威近

落选。就算普拉波沃将军的大印行党选
票高涨，但因为他过去1997/1998年有反
人权黑案纪录，在大城市选区，如雅加
达、山口洋、泗水等，他派出的华裔候
选人都全军覆没，如前山口洋市长黄少
凡、印华伊斯兰联合会领导李新华、法
律博士伍瑞章等，得票率偏低。
当前政局，人民求新求变，老政客
都不受欢迎，这包括戈尔卡总主席巴
克理、民心党主席维南多将军、民主党
主席苏西洛、建设团结党、现任宗教部
长苏利亚达玛•阿利等等，都在选民中
失去威信，人民盼望有年轻力壮的革
新政治家走上领导岗位，清除旧贪腐风
气，推行爱国爱民纲领。

政党联盟竞选新届总统

（二）温和伊斯兰力量和民主阵营

期深入印尼伊斯兰联盟（NU)在东爪哇

成为国家政治主流与核心。此次参选

各地村镇访问，获得伊斯兰广大长老与

国会大选结果正式揭晓，只剩下

12政党，7个属民族民主政党，5个属伊

民族复兴党民众支持，是当前政局积极

60天就投票选出新届正副总统（2014-

斯兰政党。选前多家民调机构预测伊

进步的表现。

2019年），5月20日是提出候选人的截
止日期。谁将参加这场大革新时代的角

斯兰政党选票将下跌，失去影响力，但
选举结果，5个伊斯兰政党获得选票高

老政客落马 革新大势不可阻挡

逐？最终只有2组候选人进行大决战。
第3组合在最后时刻胎死复中。

达31.39%，比2009年8个伊斯兰政党得

（三）反贪与革新大趋势不可阻挡，

票29.39%还高出2%,（略低于2004年得票

旧官僚纷纷被选民抛弃。国会大选，许

十大进入国会门槛的政党中，没有

率34.1%）但值得重视的是，伊斯兰阵营

多官僚部长或旧议员登记参选，但老

一个政党可单独提名其候选人，只有

是靠两大温和与推行多元化政党得票

百姓眼睛雪亮，用手中一票惩罚有问题

联盟才能凑足25%全国选票或20%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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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席。因此，过去一个月，各政党领袖

尤索夫。至于马福和廉米查•利亚古杜

第三个组合原应由戈尔卡党或民主

绞尽脑汁，各出奇招玩弄权术，出现五

将军，将安排内阁职位，廉米查将军有

党领导，但由于矛盾严重，利益分配冲

花八门的“精彩”景象，意图寻得“意

很大可能担任内政部长或政治治安统

突，终于胎死腹中，苏西洛总统只好宣

中人”角逐大位，其中，属于苏哈托派系

筹部长，马福担任法律人权部长，以全

布民主党保持中立，不投靠任何一边。

的戈尔卡党（Golkar,从业党）和大印行党

力稳定政局，开展反腐大改革政纲。

（Gerina)两大领袖还互相亲热访问，称
兄道弟，有意拉拢伊斯兰派系政党组成

美加瓦蒂原更属意肃贪委主席莎

佐科威渔翁得利 或可一轮取胜

玛特法律博士，他是反贪污英雄，政绩

在当前政局求新求变时刻，，佐科

杰出，但他声望不如尤索夫，最后两天

威与尤索夫卡拉组合获得底层民意赞

决定改选尤索夫卡拉，因为戈尔卡巴

赏，声势日益强大，不但有各地斗争民

克里途穷末路，决定与普拉波沃结盟，

主党及其同盟的强大力量支持，还取

斗争民主党阵营必须推出原戈尔卡总

得爪哇岛各乡村市镇伊斯兰联盟（NU)

主席尤索夫卡拉才能争取戈尔卡党内

长老与4千万教士的支持，民间也组织

苏哈托旧势力企望东山再起的“图

与支持者的选票，有超过40%戈尔卡领

了“支持佐科威当选总统”与“妇女支

谋”看来难以得逞，因为，政治形势已

导干部与成员都会支持佐科威组合。

持佐科威”运动的热烈响应，显然，改

大为改变，由人民直选总统的大局将

戈尔卡党内已因此四分五裂，开始走向

革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势不可挡，大印

使政客阴谋难有作为，因此，7月9日角

衰败。美加瓦蒂决定选他成为佐科威

行党组合所推行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

逐总统的候选人已成定局，，最后只有

副手，搭配竞选，还因为尤索夫卡拉在

与伊斯兰传统势力最多获得40%选票，

两大组合进行决战。

印尼东部12省拥有广泛民众基础，希

佐科威组合完全可能在7月9日取得60%

望联手争取7月9日一轮取胜，在全国开

选民支持，以一轮取胜，成为印尼新一

展反贪腐行动。

届总统，并有可能在2019年蝉联，领导

大联盟，想方设法要打败人气旺盛的佐
科威组合，据称，在幕后策划拉媒的正
是苏哈托前总统的次女迪蒂，她也是戈
尔卡党的副主席兼当选国会议员，同时
又是普拉波沃将军的前妻。

佐科威与尤索夫卡拉搭配竞选
大位
第一个组合是斗争民主党、国家
民主党和民族复兴党和民心党 联 盟

政府进行十年大改革。

普拉波沃与哈达搭配

佐科威在全国选委会公布国会选

第二个组合是大印行党、国民使

举结果后，于5月10日正式向全国宣告，

命 党 和 公正福 利党、建 设团结 党与

要改变国家机构的种种缺陷和继续进

戈尔卡党联盟（Gerindra+Pan+PKS

行改革，有必要开展一个全民性的“精

+PPP+GOLKAR)总选票48.93%，国会议席

神革命”（Revolusi Mental，把“精神

292席，总统候选人为普拉波沃将军，副

革命”变为一个全国性运动，齐心协力

手是哈达•拉查莎，即现任经济统筹部

改变印尼的命运，筑建国家成为真正

长，他也是国民使命党主席。普拉波沃

独立自主、公正繁荣的国家。他的明确

为什么选择尤索夫卡拉？过去，原

将军原更致力拉戈尔卡的巴克理和民

宣告，将在他当选后成为燎原大火，带

先传出有4位人选，即原宪法院长马福、

主党要员来加盟，成为副手竞选，但戈

领人民进行“精神革命”，为亿万人民

前副总统尤索夫卡拉、前陆军首长廉米

尔卡党内部纷争不已，反对声音强大，

改善生活，创造更美好的社会。我们将

查将军和肃贪委主席莎玛特。但由于美

而苏西洛总统，完全不赞同普拉波沃提

在其他篇幅，进一步深入论述他的理

加和佐科威提出多个条件：1. 要来自爪

出的“民族主义”排外政策，他无意与大

念与政纲。

哇岛以外（马福是爪哇岛人）；2. 对政

印行党联盟，反而有意与斗争民主党合

府机构十分熟练（廉米查是军官，不熟

作，支持佐科威组合领导新届政府。不

悉政府机构）；3. 廉洁清白，没有贪腐

过，由于美加瓦蒂不愿与苏西洛携手，

纪录；4. 亲民（受广大民众支持），经过

也拒绝与声名败落的巴克里联盟，终

再三考核，由于面对戈尔卡党的攻势，

造成最终戈尔卡党投靠普拉波沃阵营，

美加瓦蒂与佐科威最后选定副总统候

但也将引起老牌大党戈尔卡党内分崩离

选人是原副总统兼戈尔卡党前总主席

析，逐步走向没落。

（PDIP+NASDEM+PKB+Hanura) 4党联盟
选票为39.97%取得国会207席。尤托约诺
的民主党也渴望加盟，但美加瓦蒂拒绝
与他合作。该联盟总统候选人是声势浩
大的雅加达省长佐科威(Joko  Widodo)
其副手为前副总统尤索夫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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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1日雅加达，5月20日修正。
作者为印尼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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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7日，泰国看守总理英叻被判违宪并解职 / 新华社图

╱ 文  : 梁东屏

英叻下台
政争日益白热化
泰

国反政府势力日前正式发动各方期待
已久的“司法政变”。该国宪法法院于

5月7日就看守总理英叻于2011年上任之初的一
项高层人士调动案做出判决，判定英叻及现任
的九位看守内阁部长在该次人事调动中滥权徇
私，必须立刻卸下公职。

政府配合工作，所以才遭到“排挤”、
“整肃”。
这个案件拖了两年多，直到月前“突然”
经由泰国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英叻的前述调动
违法，并且下令塔维复职。
当时，大家认为该案件就此告一段落。但
没料到上议员帕蓬根据最高行政法庭判决，

调任高官，招来“司法政变”

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愿，要求宪法法院判处英叻

前述的调职案是英叻当年8月上任后，于

乃至整个内阁为调动塔维违法失职负责下台。

9月间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塔维调任总理府

大家这才醒悟，原来这个案件“复活”，竟然是

顾问，然后将警察总监维迁调任国家安全会

“司法政变”的一部份。

议秘书长，再由飘攀出任警察总监。

在此之前，泰国肃贪委员会已经认定英叻

塔维不服前述调令，指称并没有他不适任

政府所推动的大米典押政策出现弊案，而英叻

该职务的确切理由，更重要的是飘攀是遭政

身为总理以及大米典押政策监管委员会主席，

变推翻、流亡海外前总理塔信“前妻”普查蔓

却没有在各方提出警告后切实防弊，因此有

的哥哥，再加上他本人与当年的民主党阿批实

“玩忽职守”嫌疑。
YIHE SHIJI Issue 23  73

怡
和
时
评

肃贪委员会开始动作后，大家都知

力。反对派希望引发军方政变的努力，

泰国宪法法院也分别于2006年及

道这是所谓的“司法政变”，目的就是

也因为军方出于各种顾忌按兵不动。最

今年，两次宣判塔信阵营赢得的选举

硬把英叻牵扯入弊案，然后予以弹劾。

后，只好由法院出手。

为无效。

只是没想到，后来真正发挥威力的，却

对此，英叻也指出整个事情的不寻

同一时间里，
“民主党”被指控、起

常之处。首先，宪法法院接受前述诉愿，

诉的类似案件，不是撤销就是拖延时

只不过这个案件本身就有争议。首

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案件其实已经在

日，至今没有任何结果。譬如说“民主

先，高层人士调动，本来就是总理职

最高行政法庭结案，塔维也已复职。她

党”于2008年在前述两位塔信阵营总

权，除非能证明飘攀完全不适任，否则

说，
“这是宪法法院头一次同意就政府

理被拉下台，然后在军方护航下取得政

就不应据此判定英叻徇私。更何况在

人员调动进行考虑、裁决，我倒真想看

权，由阿批实出任总理，当时阿批实也

法律上，塔信已与普查蔓离婚，更不能

看他们会怎么判，记住，这个判决会成

厚颜将他批评得不遗余力的大米典押

还认定英叻和飘攀是亲戚。

为一个先例”。

政策拿来改头换面，换成“民主党”版

是后发先至的塔维调职案。

再者，宪法法庭是否有权接受帕蓬

英叻的暗示已经很清楚，亦即以后

的“大米收购保险政策”，企图效法塔

诉愿，进而对政府的人事任命案置喙，

有关政府人事调动的纷争会没完没了。

信“收买”贫苦农民，结果也一样出现

在法律上乃至宪法上，都还很有争辩、

英叻也指出，这也是宪法法院第一次在

弊端，阿批实身为当时总理，也被在野

商榷的余地。

国会已经解散之后，还接受对公职人员

的“人民力量党”向肃贪委员会提出检

（她自己）的诉愿。

举，结果案件拖延至今没有任何下文。

英叻本人曾于6日在听证会上为自
己辩护，声称塔维调职案由部长委员会

军方此次按兵不动，其中很大一部

这次肃贪委员会火速调查英叻在

审议通过，她没有介入决策，
“一切以国

份原因是现任陆军总司令普拉育到九月

大米典押案中的牵涉，效率之高，启人

家利益考虑，我没有从任何公务员的调

即将届龄退休，趟政变浑水的意愿不

疑窦，
“为泰党”因此也对阿批实案迟

动中获得任何好处”。

高。再加上支持政府的“红衫军”一再

迟未决提出质疑，最后被逼急了，肃贪

警告，只要发动政变，
“红衫军”一定会

委员会竟然推称相关证据在2011年的

立刻倾巢而出，予以对抗，使得军方也

大水患中遗失了。

至于有关“裙带”争议，英叻也表
示，她的哥哥（塔 信）与前妻离婚多
年，两家早无姻亲关系，谈不上什么裙
带利益。
只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宪法法庭
早就执意要判英叻下台，再多的辩解，
都无法扭转结果，充其量也只能达到
“澄清”的目的罢了。

不得不瞻前顾后。
其实泰国法庭跳出来介入政争，本

衫军”在2010年发动大规模街头示威，

来就非新鲜事，2008年时，法院就先后

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共造成92人死亡，

把塔信阵营两位总理萨玛及颂猜判下

但 至今没有任 何人 为该事件承担 责

台。特别是萨玛的案子，只是因为酷爱

任，反而是不少“红衫军”成员至今还

做菜的萨玛在担任总理之后，还上电

在狱中。

视烹饪节目炒了两个菜，就被以“利益

更明显的迹象就是，原先帕蓬所提

冲突”为由判决下台，成了一个让国际

出的诉愿，其实只针对英叻一个人，但

讶然腾笑的案件，也是泰国法院硬干

是最后宪法法院却“株连”九名看守内

“司法政变”的经典之作。

看守内阁大部分战力，其真正的目的，
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型街头抗争无效，法院出手

泰国法院对峙达信阵营
从2006年至今，8年之间，泰国法院
先后判塔信阵营的两个政党“泰爱泰
党”、
“人民力量党”解散，两党共有将
近150位政治菁英被判5年不得涉足政

有政治分析者认为，反对派在过去

治。2008年时，
“人民力量党”两名总理

半年来透过大型抗争、杯葛选举等手段

萨玛及颂猜在短时间内先后被判下台，

以迫使英叻下台，但英叻采取隐忍与拖

加上这次的英叻，共3位总理被判下台，

延的方式，让反对派的街头示威使不上

应该是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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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法院是否公正，从上述的简
单的算数与事实，不需要什么智慧就应
该可以得出结论。
现在，
“为泰党”已经推出副总理兼

阁成员，其中还包括了强硬派的外交部
长素拉蓬及劳工部长沾能，一举摧毁

其他如“民主党”执政期间，
“红

商业部长尼瓦塔隆出任看守总理。只有
选票作后盾的“为泰党”现在的策略是
全力推动7月20日举行大选，并且希望
能再次赢得选举。
两个星期以来不断放话如果宪法
法院判英叻下台，就将动员群众进曼谷
“拼命”的红衫军却出奇的沉默。
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次宪法法院虽
然判英叻及九位阁员下台，但是“为泰

党”仍然还是看守政府，并未形成反对

常运作的情况就已成形，肃贪委员会

搅乱选举，法院配合将“为泰党”赢得的

派希望造成的“政治真空”，使得在宪

然后就会对英叻在大米典押案中涉及

选举判为无效，然后再将总理判下台。

法体制外推举非民选总理担任看守总

所谓的“玩忽职守”下手，造成总理出

除了还不敢悍然把整个内阁判下台，造

理的设计暂时无法实现，而“为泰党”

缺甚至“政治真空”的现实。

成反对派所期盼的“政治真空”之外，

在有可能再度赢得政权的情况下，最高
的利益是促成大选顺利举行，因此不
想现在就把整盘棋推翻，所以才节制
“红衫军”，不使其轻举妄动。
总的来说，由于宪法法院此次并未
赶尽杀绝，为泰党显然还想靠选票再
赢一局，把球先踢回反政府的一方，再

在这种情势都完备之后，反对派占
优势的参院就可以拿着鸡毛当令剑，
祭出“宪法权力”，要求推举非票选临
时总理。
当前的发展，也完全符合这个设
计。肃贪委员会在宪法法院以塔维调

大体上“夺权”的态势已经完备，就等
着适当时机作最后一击。
只不过，这最后一击将以何种方式
出现，还要取决于各种变量。其中一个
最大的变量，就是现在聚集在曼谷近
郊佛教城集会的大批“红衫军”群众。

职案判决英叻下台后的第二天，立刻宣

“红衫军”领袖已经表明绝不接受

布对英叻在大米典押案中的角色作出裁

出现非民选总理或者政变的态度，并

但是面对着“民主党”很可能再度

决，裁定英叻涉嫌放任大米典押贪污，

且扬言如果出现前述状况，就将演变成

抵制选举，反对派示威者也一定会像上

决交由参议院进行表决、弹劾，一旦弹

“内战”的后果。

次一样阻挠投票，甚至中央选举委员会

劾成功，英叻就将被剥夺参政权五年。

静观其变。

也会故技重施，故意把选举“办坏”。整
个形势，更像会是一个令人厌烦，不断
重复的拖棚歹戏。

“司法政变”有迹可寻
泰国的这次“司法政变”，其实很有
步骤也有迹可寻。

“红衫军”的这个说法固然是恫

另外，肃贪委员会对英叻涉嫌的大

吓，但也绝非虚言。乍都蓬本人就多次

米典押案调查尚未完成，目前正在调查

在演讲台上愤慨的指出，
“红衫军”投票

其所涉的刑事罪名，一旦收集齐有关证

选出的总理，已经有三位被拉下台了，

据，肃贪委员会可能在近期内再做出一

“天下没有这样的民主国家！！”。

项裁决，即是否把英叻及其他有关涉案
人员告上最高法院公职人员刑事法庭。
一旦罪成，英叻还得面对牢狱之灾。

而“这样的民主国家”却恰恰是一
个名为“民主”的政党所造成。从2006
年至今，泰国已经举办了四次大选，

先是在去年12月间，阻止“为泰党”

目前，被归为反政 府阵营的泰国

“民主党”抵制了两次（因为反正会败

议员有关参议员改为全数票选的提案，

参议院副议长素拉猜，已于9日在很有

选），选输了两次，变成了一个害怕民

以免影响反对派在参院所占优势。其

争议的情况下，在临时会中强渡关山

主选举，只思无所不用其极，走旁门左

次，今年3月间，宪法法院出手，以南部

当选议长。

道夺取政权的“民主党”。

28个选区无人报名参选或投票，导致
无法在同一天内完成大选，判决今年
2月2日所举行，
“民主党”抵制但“为
泰党”获胜的大选无效，使得下议院无
法运作，而参院成为最高立法机构。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判决实际上
曲解了选举法及宪法。

“红衫军”领袖乍都蓬就指出，参

现在，反对派的“必杀招”还未使

议院从未在临时会选举议长，而且提名

尽，但由于对“红衫军”确实有所忌惮，

人必须获得总理副署，才有法律效力。

也有可能不会把“为泰党”逼入绝地，

参议员威参也表示，参议院议长和副

否则一旦“红衫军”挥师入京，后果就

议长不应该在本次临时会期内进行，因

很难逆料。

为按照泰皇御准的本届会期，主要是进
行审核国家肃贪委员人事任命等事务，

几乎在同时，泰国肃贪委员会以一

选举参院议长并未列入议程，而且如要

个完全跟贪腐无关的案子，把参院议长

选举参院议长的话，代理议长的素拉猜

尼空维那攀尼拉下台。这两件事连结

应在2日会议开议的第一天就宣布辞

在一起，整个“司法政变”的谋略就已

职，以造成无参院议长的情况，这样才

经昭然若揭了。

能进入选举参院议长的程序。

首先，由于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不配
合，再加上“民主党”笃定再度抵制，

曼谷萱律实大学民意调查机构的结
果显示，92.4%的民众，认为政治危机是
国家目前最大的问题，他们担心不妥善
解决，有可能会引发城市战争。
是耶？非耶？很快就会分晓，可以
拭目以待。
截稿消息：泰国军方于5月20日宣布

反对派夺权，仅剩最后一击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再举行选举。没有

无论怎么说，至此，反对派藉由街

选举，因此也不会有国会，国家无法正

头示威扰乱政府施政，
“民主党”抵制、

全国戒严并实行军法管制。
作者为《中国时报》驻东南亚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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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胡逸山

从乌克兰危机
谈到现代国家分合
与民族自决
近

日来发生在乌克兰（Ukraine）的危机，

人民还自由往来。但随着越来越多苏联占领

每让人想起现代主权国家与民族自主

区里的德国人民有移居到英、美、法占领区的

的关系，实在错综复杂。那种以种族、宗教、历

倾向，苏军在1949年的一夜之间，用铁丝网把

史、文化等因素之分歧为理由，而把一个国家

它的占领区与其它各国的占领区分割开来，其

分裂开来或数个国家合并起来（姑且不论是

中在德国首都柏林，更是硬生生的用混凝土

否成功如此做）的近代例子又有哪些呢？除了

围墙把市中心一分为二，围墙后摆设地雷、机

著名的、也是悲剧般的南斯拉夫以外，信手拈

关枪等，防止其占领区人民越过界限，造就了

来，便有好几个。

著名的柏林围墙（Berlin Wall）。

分割四十年，东德与西德重归统一

两代人的光景。英、美、法的占领区被统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身为战败国的德国，

来，成为西德（或称联邦德国）。而苏联也不

被盟军分割占领。起初几年，各占领区之间的

甘示弱，把其占领区组成东德（或称民主德国

2014年5月10日，公投前的顿涅茨克 /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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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国情是否符合普世民主的定义则

Deutschland，严格意译为德意志“联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顾名思义，起

另当别论）。有好几十年的时光，世上许

邦”共和国，也就是不排除以后有德国

码在名义上是由十五个共和国组成的

多国家在外交上同时承认东德与西德。

的其它部分可加入。

一个联邦。其中甚至基于历史原因，在

柏林虽有一半隶属西德，但在地理

1989年底，民主浪潮席卷东欧，东

上整座城市是被东德包围起来的，就

德领袖看来也失去了统治的毅力，故

像一座孤岛城。起初，苏联意图把西柏

柏林围墙在该年11月9日晚被推倒了，

林也吞并下来，所以对其实行交通与

而东西两德也终于统一了。值得注意的

经济封锁，但美国凭藉其空军的绝对优

是，在德文里该统一日被称为Tag der

势，把各种必须物质远远不断的航空运

Wiedervereinigung，即“重新”统一日，

输至西柏林，使其居民不致因饥馑而投

可想而知，东西德两地人民同文同种，

降，是为“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

彼等认为那四十年不过是被暂时分割

的壮举。后来双方妥协，让西德建了一

的时段，要重新统一起来的决心是多

条两边皆铁网高筑的高速公路连接西

么坚定！而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出身

柏林与西德本土，方为罢休。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德在各
自国名的德文遣词里，其实都埋藏了

格意译为德国“的”民主共和国，也暗

其中两个加盟共和国，即乌克兰与白俄
罗斯，都保有在联合国的席位。苏联的
这些加盟共和国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几
乎每一“国”皆有一主体民族（如哈萨克
人在哈萨克占多数）以及为数不少的少
数民族（包括多年来迁居各“国”的俄
罗斯人）。所以在整个苏联体制维持不
下去的情况下，1991年的圣诞节，各加
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开来。

前东德，她的当选就如奥巴马当年当

在 前 苏 联 各加 盟 共 和 国 纷 纷独

选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般，是具有跨

立自主 的 近 四 分之一 世 纪 以 来，其

时代意义的。

中当然有纠缠不清的例子。阿塞拜疆
（Azerbaijan）是一个地处兵家必争的

之后的统一伏线。东德的德文国名是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严

解体前的好几十年，除了苏联本身外，

苏联解体，宗教和种族问题
接踵而来

中亚高加索（Caucasus）地带，以信奉
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语系人种为主的前

示着是更广大的德国全国之一部分。

而就在德国重新统一后不到两年光

加盟共和国。而其西边，即为阿梅尼亚

而西德的德文国名是 Bundesrepublik

景，堂堂超级强国苏联也解体了。苏维

（Armenia），为一信奉天主教为主的

From Fission and Fusion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o the Ukrainian Crisis

T

he recent Ukrainian crisis once
again reminds us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tions of modern
state sovereignty and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infamously
tragic example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there
are numerous modern examples of splitting
and fusing of states (setting aside successes
or failures) due to differences in ethnicity,
religion, history or culture.

tendency to move to the American, British
and French zones, one fine night in 1949 the
Soviet troops erected fences to segregate
its occupation zone from those of the other
Allied powers. The German capital Berlin in
particular was divided in halves by a long
stretch of concrete wall, with land mines and
machine guns arrayed right behind to prevent
the Soviet zone residents from crossing. Hence
the famous Berlin Wall was bor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 defeated
Germany was divided up and occupied by
various Allied powers. In the initial days,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various occupation zones was more
or less unrestricted. But as more and more
residents of the Soviet zone exhibited a

For the ensuing forty years, resident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Berlin Wall were divided for
at least two generations. The American, British
and French zones in Germany were fused
together to form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West Germany. The Soviets did not back
down, but instead converted its occupation

zone into what became East Germany. During
those years,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granted diplomatic recognitions to both East
and West Germany.
Although half of Berlin belongs to West
Germany, geographically the city was akin to
an isolated islet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East Germany. Initially the Soviets thought
of grabbing the whole of Berlin by cutting
off transport and economic links of West
Berlin. But the Americans made full use of
their airborne superiority and delivered critical
resources into West Berlin, thus preventing its
residents from surrendering due to starvation.
This course of action came to be called the
Berlin Airlift. Both sides then compromised,
enabling the building of a high-f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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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加盟共和国。然而，基于历史地
理因素，阿塞拜疆有一小块领土，称为
Nagorno-Karabakh，竟地处阿梅尼亚
的西边。为了这一小片土地，
“两阿”竟

乌克兰危机，考验美、俄智慧
就拿乌克兰为例子吧。它不但是前
苏联的粮仓与工业重地，也是东正教

亚 Latvia、立陶宛 Lithuania、爱沙尼
亚 Estonia）早在苏联解体前即积极
投向西方。

徒心目中神圣的所在、俄罗斯文明的摇

但自2004年在乌克兰所引发的所

篮。克里米亚（Crimea）原属俄罗斯，人

谓“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

口也以俄罗斯人为主，唯在六十年前被

以及同年在亦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

坦白说，当年各加盟共和国都在苏

苏联并入乌克兰。就算苏联解体后，俄

鲁吉亚（Georgia）所发生的“玫瑰革命”

联老大哥的管辖下，各种领土的交换都

罗斯的黑海舰队仍然驻扎在克里米亚。

（Rose Revolution）以来，俄罗斯看着

然打起战来，战火延续了好几年才勉
强平静下来。

不成问题，而且前苏联严格上是个无神
论的国度，所以起码宗教就不能作为一
个课题来炒作。至于种族问题，也在前
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实行下，
被收敛了起来。但苏联一解体，各种隐
藏多年的宗教、种族课题便接踵而来，
有时甚至形成致命的后果！

highways linking West Berlin to the rest of
West Germany.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seed of
reunification later was already planted at
least in the German names of East and West
Germany. East Germany was officially called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o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stead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Germany), perhaps implying
that it was a part of a greater Germany.
Meanwhile, West Germany was officially
known as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o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ith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 that “other parts” of Germany
were welcomed to join.
Toward the end of 1989, a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swept Eastern Europe,
and East German leaders appeared to be
increasingly hapless to rule. The Berlin
Wall was thus breached in the night of 9
November, and East and West Germany were
finally reunified.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the German name for that historic day is Tag
der Wiedervereinigung, or Reunification Day,
instead of merely Unification Day. One could
imagine that the peoples of East and West
Germany, being culturally similar, were so
intent upon coming together again, that they
considered the forty-year period of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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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开来说，乌克兰的危机，主要是
俄罗斯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在
东欧暗流汹涌地不断角逐的表征。在

亲西方的领导人纷纷在邻近国家上台，
大有西方通过“代理国”包围俄罗斯之
势，心里当然不是滋味。

苏联解体后，包括乌克兰等的许多前

所 以，当 乌 克 兰 亲 俄 罗 斯 的 总

加盟共和国皆由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

统被民众以类似菲律宾“人民力量”

领导人来统治，只有波罗得海（Baltic

（People’s Power）的方式用街头示威

Sea）畔的三个前加盟共和国（拉脱维

赶下台后，便把以俄罗斯人居多的克里

perhaps just as a blip in history. The election of
Angela Merkel, who was from East Germany,
as the German Chancellor was perhaps as
symbolic as the election of Barack Obama as
the first black American president.

another former Soviet Republic of mainly
Catholics. Nevertheless, due to hostoricogeographical reasons, Azerbaijan has a small
enclave called Nagorno-Karabakh situated
to the west of Armenia. In the 1990s, the
two countries went to war over this, and a
reluctant peace was least only several years
later.

Yet slightly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 German reunification, the once
mighty superpower, the Soviet Union, also
disintegrate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s the name suggests, was at least
nominally a federation of fifteen republics.
And for historical reasons, two of the Soviet
Republics - Ukraine and Byelorussia - even
possessed their own sea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during the Soviet years.
These Soviet Republics were ethnically based,
with a majority race in almost every “republic”
(such as Kazakhs in Kazakhstan) as well as the
minorities (including the Russian immigrants).
As the whole Soviet system teetered toward
total collapse, the “republics” went their
separate ways on Christmas Day 1991.
In the nearly quarter century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xamples continued entanglements abounded.
Located at the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Caucasus mountains, Azerbaijan is a former
Soviet Republic populated mainly by Turkic
speaking Muslims. To its west is Armenia,

It could perhaps be argued that, during the
Soviet years, under the aegis of the Soviet
Big Brother, the various forms of “internal”
territorial exchange were never allowed to
become hotspots of disputes between the
Soviet Republics. And as the Soviet Union was
officially an atheist regime, religion was also
not allowed to become a point of contention.
As to racialism, the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premacy of communist ideology
also doomed it into oblivi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integrated, however, the
long repressed religious and ethnic tensions
suddenly resurfaced, often with lethal
consequences.
A case in point is indeed Ukraine. It was not
only the bread basket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ut also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industrial centers. Moreover, many Orthodox
believers hold it sacred, and some consider
it the cradle of Russian civilization. Cri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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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兼并了过来。之后乌克兰的形势

然而爱好统一的执政者们也不必

王国也包含了苏克兰（Scotland）、威

不断变化，如何和平、合理的解决，实

太过担心，因为公投也未必就一定带

尔斯（Wales）与北爱尔兰（Northern

在考验美、俄领导人的智慧。

来分裂。加拿大的英、法双文化共存也

Ireland）。明年苏克兰即将举行公投，

举世驰名，所有政府文件中皆双语并

以决定是否要独立自成一国，民意调

重，政治人物演说时也必须“秀一秀”

查显示统独支持者各占一半，尚未知

双语能力方能当选。即便如此，魁北克

将鹿死谁手。

那如欲合法的、和平的把一个现
代国家分裂开来，是否也有先例呢？
至少有三个。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在1993年初便在国会投票同
意下，和平分裂为捷克共和国（Czech
Republic）与斯洛伐克（Slovakia）两个
国家。1998年，在多年的内战后，东帝

省（Quebec）的许多法语系居民仍然希
望能脱离加拿大独立。唯在数年前就
此课题的公投中，独立派以微差票数落
败，加拿大也继续得以双语运作下去。

汶（East Timor）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

我们常用“英国”（England）简称

举行公投，过后脱离印尼成为一独立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

家。而就在去年，南苏丹（South Sudan）

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也在多年内战后的公投后，脱离苏丹

Northern Ireland），其实是以偏概全

（Sudan）独立。

的，因除了英格兰（England）外，联合

was originally part of Russia, with a majority
Russian population, and was transferred by
the Soviet authorities to Ukraine only sixty
years ago. Even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ussia Black Sea fleet was
still stationed there.

“People Power” style of mass street unrest,
the majority Russian Crimea was annexed. As
the Ukrainian crisis continues to unfold, its
eventual peaceful and reasonable resolution
presents a huge challenge to the wisdom of
American and Russian leaders.

The Ukrainian crisis can actually be view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hadowy jostling
for dominance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American led “Western” camp.
After Soviet dissolution, many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including Ukraine, continued to
be ruled by pro-Russian leaders. There were
essentially only the three Baltic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 Latvia, Estonia and Lithuania which threw in their lots with the West even
before the formal dissolu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re there perhaps precedents for a modern
state to be legally and peacefully broken up?
At least three such cases come to mind. The
Czechoslovakian parliament voted to split the
country into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in early 1993. Five years later and half a
world away, after a prolonged civil war the
people of East Timor voted overwhelmingly
under United Nations supervision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away from Indonesia. And just
last year, again after a protracted civil war,
South Sudan voted to split away from Sud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But since the so-called “Orange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Ukraine in 2004 as well as
the “Rose Revolution” occurring in Georgia in
the same year, pro-Western leaders appeared
to have taken the helms of various countries
neighboring Russia, and at least a hint of
Western encirclement (albeit through proxy
states) was detected by Russia, which was of
course upset.
As such, when recently the pro-Russian
Ukrainian president was toppled in a Filipino

But those who are all for unification need not
be over-worried, as plebicite per se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independence. Canadian
bilingualism is famous worldwide, with almost
all public documents printed in both official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French. Canadian
politicians typically have to show of their
bilingual speech-making ability to get elected.
But even as such,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mainly French speaking residents of Quebec

国家主权的统一与民族自主的演变
在近代国际社会中仍不断开展。在尊重
历史与认清现实的当儿，很多时候我们
唯一能期望的，也许就是这过程会是和
平的、理性的进行。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
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are desirous of independence from Canada.
But their independence cause was narrowly
defeated in an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
few years ago, and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Canada remains a bastion of bilingualism.
Many of us often use the term “England” as the
short form for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his is at best
only a partially correct usage, as the United
Kingdom also consists of Scotland, Wales and
(as the full name suggests) Northern Ireland, in
addition to England. In fact, Scotland will hold
a referendum next year to decide if it wants
to remain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o
for independence. Popular surveys indicated
that thus far the sentiments are almost equally
divided, rendering the eventual results still
unpredictable.
The unification or dissolu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as well as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continue to unfold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 profound respect for
history an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very often what we can expect is only that the
process as such is a peaceful and rational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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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隐延烧的
武吉布朗历史热

被彻底遗忘几十年，才被重新发现的佘有进墓，对本地潮州社群而言，是重拾一段历史。（谢燕燕摄）

自从武吉布朗成为本地一群业余文史工作

在地缘历史抬头的今天，武吉布朗
不再只是个冠上洋人名字的华人坟
场，也不仅仅是个埋葬先人的地方，
而是一座神秘、丰富又精彩的历史宝
藏，有挖不完的家族悲欢史，更有诉
不尽的开埠垦荒故事……

者探寻和挖掘历史的宝藏以来，一个个被遗
忘的历史人物，一段段被淡忘的奋斗发迹史，
逐一浮现历史舞台，重新被拼凑与传述着，在
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新加坡人对自身文化历史
的认知与认同。
这群喜欢在武吉布朗“挖宝”的文史爱好
者，目前已被冠上“武吉布朗人”（Brownies）
的称号。很多布朗人都把寻墓人吴安全视为
“师父”，这是因为很多被遗忘的先驱人物古

在

墓，都是由吴安全、吴安龙兄弟找出来的。
地缘历史抬头的今天，武吉布朗不再
只是个冠上洋人名字的华人坟场，也

不仅仅是个埋葬先人的地方，而是一座神秘、
丰富又精彩的历史宝藏，有挖不完的家族悲欢

╱ 文  : 谢燕燕

史，更有诉不尽的开埠垦荒故事。
这一切加起来便是新加坡人的集体回忆，
用心拼凑便能勾画出岛国开埠以来的各种历
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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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一般忌讳到坟场走动，清明祭祖也只
到自己祖先的坟墓上香，不会去留意或理会
他人的祖先。目前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武吉
布朗坟场的布朗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很
“另类”。
2011年12月创立的武吉布朗学会，目前有
40名比较活跃的成员。学会创办人之一的林

雪芳说，会员之间有着某种分工合作，
例如有人专注于寻找名人墓园，有人从

中找到已完全被遗忘的佘有进坟墓。
对本地潮州社群来说，昔日被冠

对外开放的徐氏家庙，原来与本地香
火顶盛的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有着深
厚渊源。

事研究工作，专门从旧报章、旧档案拼

以“佘皇帝”称号的佘有进，是一位极

凑先驱人物的事迹，也有人专门研究地

其重要的先驱人物。发现佘有进的墓，

徐氏家庙的建造者徐垂清虽不是观

图或碑铭。

等于让他们重拾一段重要历史。对为数

音堂佛祖庙的创建者，却是重要的幕后

不少的佘家后人来说，吴氏兄弟的新发

管理者。这段家族史牵扯出新加坡与马

现，让他们有机会认祖归宗。

六甲在海峡殖民地时期的一段历史。

另一些人把焦点放在联络先贤的
后人，收集和拼凑名门望族的家谱。还
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当导览员，带领访客

2012年初，前国家档案馆馆长陈合

有趣的是，从一座古墓所发掘出来

参观名人墓园，讲解名人事迹。此外还

银在布朗人的协助下，找到祖父陈谦福

的地缘历史，往往是连后人都不知道

有人充当义工，专门负责清理被杂草攀

和外祖父黄深渊位于武吉布朗的坟墓。

的。对这些后人来说，这也成了新鲜的

藤湮没的古墓。

这件事激励他下功夫挖掘家族史，结果

探索之旅。

林雪芳说，他们至今已带领超过1

挖出很多有趣而精彩的故事。

吴安全、洪毅瀚、林志强等布朗人，

万1000人走访武吉布朗各个角落和参

原来，陈合银和妻子谢招珠分别来

最近又在武吉布朗找到百年古庙凤山寺

观名人墓园。参加导览团的，除了一般

自新加坡和槟城两个名门望族，两人各

创办人梁壬癸的迁葬墓，从中挖掘出本

公众，还有社区和学校组织。通过面

有一条以他们的阿公命名的道路。两个

地最早南安移民的开荒史。

簿了解学会活动的追随者，则已超过

家族过去曾两度联姻，他们却是在浑然

3700人。

不知情下，第三度联姻。

饶宗颐开启碑铭文字研究

究竟这些布朗人来自何种背景？林

2012年底，吴氏兄弟在咖啡山边

布朗人并不是最早透过墓碑研究

雪芳说，绝大多数人来自英校背景，不

缘一片罕有人迹的荒山老林里，找到一

历史的本地人，但他们的热忱与坚韧

过一部分人兼通中文和英文。这群人

批下葬年代可追溯到清朝道光、咸丰

不拔，加上当前的大气候，带动了一股

的年龄从20多岁起至50多岁不等，大家

年间的古墓群，几乎可以肯定是跟随

研究地缘历史的热潮。

从事不同行业，当中有律师、会计师、

莱佛士到新加坡“开埠”的最早一批华

教师、画家、化剂师、学者、退休医生、

人移民。

经理、公关等。虽然布朗人研究对象是
华人坟场，他们之中却有锡克人、日本
人、荷兰人等。

吴氏兄弟寻墓成绩斐然
武吉布朗3746座坟墓得为新道路让
位的新闻，让武吉布朗的古墓成为新闻
焦点，也让布朗人这几年的耕耘与努
力，清晰的浮现在公众面前。

45年前，时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系
主任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开始搜罗乏

这批从旧恒山亭迁到现址的古墓

人问津、长期遭湮没的华文碑铭文字，

群，隐藏着本地最早福建移民的垦荒

撰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长文，开启碑

故事。这一部分历史，还有待历史学家

铭文字研究之风，更为新马华人史的研

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究掀开新篇章。

去年8月，吴安全在受道路工程影
响的墓群中，
找到徐炎泉生
母之迁葬墓。
这一发现让大

吴安全、吴安龙兄弟和布朗人这几
年寻找古墓的成绩斐然。他们重新发现
章芳林家族、颜永成和他父亲、薛中华
家族、陈谦福家族、陈恭锡、黄深渊、
陈桂兰等人的墓。

家的目光重新
投注在徐炎
泉、徐垂清这
个素来低调的
马六甲峇峇家

吴氏兄弟的搜索范围不局限于武吉

族身上，也让

布朗坟场，他们找到了谢安祥的私人墓

大家认识到马

地，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大巴窑西的密林

六甲那座从不
梁壬癸被树根攀缠的墓碑，讲述的是南安人创建凤山寺的故事。（谢燕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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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历史和大历史
过去被学者们称为“小历史”的地
缘历史、地方文化，有其不可阻挡的诱
人魅力。本地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今
年2月曾撰文谈地缘历史的崛起与影
响力。
国立大学历史系学者黄坚立副教授
今年初也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国大
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网上平台Singapore
Research Nexus与荷兰亚洲研究国际
学院联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学术
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武吉布朗的布朗人，左起是林志强、吴安全、林雪芳和洪毅瀚。（谢燕燕摄）

论著，探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武吉布
朗课题。

碑铭文字研究的涵盖面很广，从会
馆、庙宇的碑刻、匾牌，一直到华人坟
场的墓碑，寺庙宗祠的祖先牌等，都是
可收罗与研究的对象。但是有很一段
时间，这项工作乏人问津，从事者寥寥
无几。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事。新加坡建
国初期处在力求温饱阶段，文化历史对
一般人而言，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
衣穿，往往被搁置一旁，只有少数专家
学者关注这一领域。
诚如本地文史研究者庄钦永所说
的，30年前他在搜集碑刻文字时，是孤
身跋涉在荒野坟陵间，独自飘荡在茫
茫学海里，寂寞之至。不过30年后的
今天，布朗人让这一情景改观。他们那
股富感染力的“傻劲”，正一点一滴的
拼凑着先辈历史。
今年清明节，陈金钟（陈笃生长子）
后人趁着他的185岁诞辰，特地在陈金
钟位于武吉布朗的迁葬墓树立说明匾
牌，介绍他的生平事迹与成就，还邀请
泰国驻新大使和福建会馆领导人为匾
牌揭幕。

涌泽的带领下，首次到武吉布朗一个荒
凉角落寻找陈金钟古墓。

治景观，检视日益洋化的新加坡，如何

陈金钟的墓碑当时完全隐没在攀

看待被重新发现的华人坟场武吉布朗。

藤野树乱草后面。汪涌泽是因为祖母

他认为武吉布朗凸显三大主题，即学者

的墓就在陈金钟墓前方，加上当时备

对墓碑的研究、华人文化语言世界的多

齐各种工具，又费一大番功夫砍树枝、

元与相连性，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

拉藤蔓、拔杂草，才好不容易找到陈
金钟的墓碑。

地方历史和强调“以史为鉴”的大
历史是有所区别的。地方历史的重点

虽然陈金钟生前极其显赫，子孙后

不在于借助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其目的

代遍布世界各地，他那座记载着显赫

也不在吸取“前车之鉴”的历史教训，

身世的墓园，当时却和很多名人墓园

而是在挖掘、探索属于与自己的历史记

一样被世人和子孙彻底遗忘，湮没在

忆，以此构建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荒芜中。

武吉布朗所掀起的这股历史热，重

不过这已是过去的事，眼下的历史

点在于重新认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小

热让很多先驱人物的后代子孙对家族

历史、地方历史。这包括认识曾经在这

史感到好奇，产生兴趣，进而为之自豪。

个弹丸小岛上有过一番作为的先驱人

不管是陈笃生、林文庆、佘有进、林义

物，重新了解他们的事迹。这些先驱人

顺、薛中华的后人，都开始关心起老祖

物的坟墓，可说是他们所留下的最具

宗的辉煌史。这股地缘历史热，让许多

体历史文物。

百年古墓一扫昔日苍凉与寂寞。

地方历史能构建身份认同，牵动我

在生活异常忙碌的今天，武吉布朗

们对这块土地的情感，先辈们的奋斗故

人投下宝贵闲暇时间，献出热忱与精

事，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更是一种共同

力，毫无忌讳的穿梭在他人祖先坟墓

记忆，它让我们更清楚自己从何而来，

间，是想为这片土地保留历史文献，为

不再漂泊无根。

不到10年光景，陈金钟墓园的际遇

族群找回集体记忆，也为自己累积文化

落差非常大。犹记得2005年的清明时

遗产。当然，这股傻劲中不乏“重新发

节，我在新闻界前辈王全钦和他妻舅汪

现”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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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广阔的历史视角和变化中的政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 文  : 石毓智

母语与智慧、人文精神
之关系
新

加坡的华语教育可以说是浅尝辄止。

理解中国文化，因此就认为自己是更加西化，

中小学开设有华语课，很多人到高中

更多西方文明的修养，这难免有些自欺欺人。

就不学了。新加坡的中小学华语教学要求显
著低于中国大陆的语文课，而且不教文言文。

母语是个人智慧的支撑

所以新加坡这里很多人的华文只停留在可以

中国的父母对小孩的教育出手都是很狠

口语交际的水平上，只是掌握了汉语极其表面

的，既舍得砸钱，也舍得牺牲小孩的快乐。有

的现象，无法领略到汉语的精髓。汉语博大精

些父母在小孩上小学之前，就把他们送到“纯

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丰富

英语”的幼儿园学习，也有父母送孩子到各种

的文化内容，可惜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无法

英语的夏令营强化训练。可怜天下父母心！

领会到这一层。

可是，很少有父母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
新加坡是以英
语为官方语言，可

要学母语？母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

是 要 知 道 新加 坡
人学英语到了一定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

程 度 就很难再进

智慧的结晶，所以它博大，所以它精深。学习

步了，也只能掌握

母语，不仅仅是掌握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也

英语非常表层的一

是培养一个人的智慧。即使最简单的一些词语

些东西。一种语言

里边都包含着这个民族的智慧和文化。        

的形成与这个民族

汉语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包含着大量的

的文化传统、风土

成语典故、名言警句，它们不仅是智慧、文化，

人情、地理环境、

也是一种道德标准、价值判断。比如来自儒家

气候 条 件 等 因素
密切相关，也深受
这个民族认识世界

典籍《论语》的词语就有一大堆：和为贵、见
义勇为、三十而立、发愤忘食、杀身成仁、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方式的影响，还包
含着这个民族的价

语言中还有大量的富有表现力的词语，

值观念和宗教信仰

比如现在流行的“忽悠”这个词，它并不等于

等。新加坡人是较

“欺骗”，也不同于“欺诈”，是很难准确翻译

难学到英语这些深

成英语的。此外，
“忽悠”含有一种韵律美，

层次上的东西的，

跟“忽闪”、
“扒拉”等一样，这种特征更无法

因为各方面的差别

翻译成其他语言。再比如，
“咱俩谁跟谁呀”，

都很大。有一部分

说的是两个人关系很铁，钱财不分，不必计较，

新加坡人，觉得自

然而从字面上却看不出这种意思。这种表达比

己不会说汉语、不

比皆是，一个老外很难掌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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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只能用一种语言来表达

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几个国

车站，首先要排队买巴黎市内地铁票。

事实判断，比如“我买了一个苹果”、

家，都是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的母语和文

我们几个人排了20几分钟，到跟前傻眼

“今年我发了三千元奖金”等，那不叫

化放在第一位。这里所统计的诺贝尔

了，跟那售票的小姐用英语说，她摇摇

真正掌握了这种语言。很多新加坡的年

奖，不是按照种族说的，而是得奖时该

头，摊摊手，那意思是告诉我们，
“我

轻父母，自己的英文水准就是在这种层

学者在哪里工作，他们的获奖成果是

听不懂你们的话。”我们急得跟她打手

次上，开始就只允许小孩说英语。新加

在哪个国家做出来的，他们最高的学位

势，比划，写数字告诉她要买几张票，

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这里的英语

是在哪里完成的。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

没用，人家就是不卖给我们车票。我们

只是停留在非常技术的层面上，既不精

看，整个儒家文化圈子的大学和科研机

看看紧跟着我们后边的是两位来自德

深也不博大。新加坡的汉语也只在中小

构迄今尚无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不包

国的女士，我们就先用英文请她们帮

学里作为第二种语言来学习，很多家里

括和平奖和文学奖），包括中国大陆、台

忙，她们再用法语跟售票员讲，折腾了

也不说，官方场合也不用。所以我认为

湾、香港和新加坡。诺贝尔得主最多的

半天才买到票。

新加坡是没有真正母语的国家，他们

前几个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

由此可见，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德

只有第一语言。这样的教育环境，只能

法国、俄罗斯、日本等。从人口基数看，

意志民族，他们来到法国之前，也得把

出技术性的人才，比如经营保险业啦，

欧洲的一些小国家，诸如意大利、丹麦、

法语学好。都德的《最后一课》讲得就

搞点儿计算机组装呀，而不可能出现

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家

是这两个民族在对待自己母语上的较

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作家的。我还

的表现也相当不错。这些国家都是毫无

真儿。

真想不起来，哪一个影响整个华人世界

例外地把自己母语和文化放在绝对的优

是新加坡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更不要说

越地位。影响一个国家高科技人才培养

影响世界的人才。相比之下，台湾和香

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自己母语

港，他们是以中华语言文化的教育为主

和文化的态度。

德国对自己的语言文化也不含糊。
我们在德国一共玩了一个多星期，跟法
国也差不多，很多地方也是清一色的德
文说明。我在一个游客很多的火车站里

的，这些地方很出了一些影响整个华人

在科技文化领域，英语占有绝对的

世界的大作家，也有几个诺贝尔奖、菲

看到一家书店，想买一张英文的德国地

优势。英国和美国把英语放在第一位，

图，竟没有买的。德国的火车很发达，但

尔兹奖获得者是在这两个地方受的中

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那么对于其他

是不懂德文还是要抓瞎，因为所有的标

小学教育。

国家来说，他们的语言政策，首先是处

牌都是清一色的德文。

麻省理工学院对它的本科生作过一

理好自己的母语与英语的关系。

日本人就更狭隘了，方方面面耍小

次调查，发现很多学生的母语都不是英

不到巴黎就不知道法国人对自己母

心眼。2002年我到名古屋参加一个会

语，都是来自于双语背景的家庭。这说

语的优越感，也就不知道法国人是如何

议，一下飞机就让人不舒服。机场入关

明，母语不仅不会妨碍小孩的智力发

轻视英语的。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

处，给日本国民的通道有20多个，日本

育，还有利于开发他们的智力，培养出

市，那里有很多的名胜古迹，诸如巴黎

人不用排队就出去了。而只有两个通道

超人的智慧。

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数不

给外国人，很多人排队，在大厅里拐了几

我想对华族的年轻父母说句心里

胜数。虽然巴黎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旅

个弯，足足登了一个多小时才办完出关

话：汉语对小孩的智力成长是至为关键

游城市，国外游客如云，然而城市的所

手续。到飞机场外边一看，感觉还好，

的，一定要把母语学好。而且，英语学习

有标示牌、路标都是清一色的法语。这

路标、招牌大都认识，因为是汉字参杂

不是越早越好，要在小孩掌握母语到一

就表明法国人的一种态度：你想来法国

了各种由汉字偏旁改装的符号。

定的程度再开始，而且英语的学习不应

旅游吗？想欣赏这里的美景吗？想品尝

该以牺牲母语的学习为代价。

我们的美食吗？那么，首先请学会我们
的语言吧！

母语政策决定高端人才培养

开会期间，早上没事到附近的居民
区溜达溜达。每家房门的旁边都有户
主的名字，都是清一色的汉字。这也是

我在巴黎火车站遇到一件至今还让

向金发碧眼的老外表明一种姿态，想了

一个政府对母语采取什么样的政

我耿耿于怀的事情。2008年，我和几位

解我大和民族的风土人情，那就先学好

策，会直接影响到大众的思维水准，甚

国内的朋友到德国开会，中间抽出一天

日语吧！日本强烈的民族主义，一不小

至该国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到巴黎玩。我们一行坐高铁来到巴黎火

心给我们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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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的形成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气
候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也深受这个民族认识世界方式的影响，还包
含着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

会后去一家温泉，那里的服务员应

上课。幸好，我参加七九年高考那年英

着了？我在美国这么久了，怎么没有这

该知道，今天接待的是一个外国旅行

语只算10分，即语文、数学等正常科目

么好的运气呢？为了弄个明白，会议的

团。可是我们一到宾馆，那里的服务员

的10%，没有拉我的后腿。我真正开始

第二天还相邀去同一个麦当劳店吃早

就叽里呱啦跟我们讲日语，好像谁生

学英文，应该说是从大学一年级，那时

餐。这下搞清楚了，原来那里有一位女

来都应该会说日语似的。我们摇头，比

都十六岁了，已经过了最佳的学习英语

性服务员，深度口吃，一杯橙汁1元就

划手势，示意听不懂。一个年长一点儿

的年龄。

让她说了半天：
“one，one，…do, do,

的服务员还比较机灵，拿了一张纸，用
汉字来跟我们交流，不错，她还知道汉
字不光日本人用，中国人也在用。

1993年，我到美国学习，英语就是
一大关，摔打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慢慢
地适应。跟我一起学习的美国同学，从

dollar”。这让我也感觉良好了一回。为
了那份感受，我们开会的几天连着都
在这家麦当劳吃早餐。这个故事说明了
一个什么道理？成年人说外语，很多时

听到很多国人都嘲笑日本人的英语

一生下来就开始学英语，语言能力无法

不好，殊不知这是日本政府保护民族语

相比。最伤自尊的是，我到美国时还没

言的一种措施。日本政府并不要求各行

有出生的小孩，过了三、四年，他们的

各业的人都会英文。日本的翻译事业非

英语也比我流利、地道。英语交际是日

母 语 是 学 习 其 它 语 言 的“开发

常发达，把国外的一些重要的文献都翻

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满世界的人都比你

商”。一 个人的语言能力的“规模多

译成日语。这样不仅保护了本民族的语

强，那种滋味谁能明白？后来我发现，

大”，
“楼层有多高”，这个“开发商”已

言，还可以避免很多日本人把大量的

在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这种自

经定好了。第二语言只能在已经开发的

钱财和精力都投入到英语学习中去。     

卑感的不是我一个人。1995年，我在美

范围内选定自己的楼盘，不可能超出母

国读书期间，到威斯康辛州参加一个汉

语已经开发出的规模和高度。

母语水准决定外语程度

候只能跟人家说母语的智障、语言残
疾者相比。

语言学会议，碰见一位来自香港的老乡

不少中国学生以为天天背英语，就

我在美国见过不少华裔教授，他们

许涛。许涛在美国读了七年书，拿了博士

可以学好了。其实，如果中文滞后，英

在台湾读完大学才来美国读研究生，

学位后才到香港某大学工作的。七年的

语也难以真正提高。我在一些大学讲

已经在美国四十多年了，他们一张嘴你

美国生活，给他留下两个美好的回忆，

学期间碰见一些大学生，英语说得确

就能听出来他们的英语不地道，不论

一是麦当劳的早餐，二是必胜客的比

实流利，使得他们觉得自己的英语比汉

是发音，还是遣词造句，都达不到人家

萨。因为是老乡，大家彼此见面都很亲

语还要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他们

母语的水准。

切，相邀一起去麦当劳吃早餐。

所谓的好，仅仅是语音上的流利，只是

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语言天赋，又

我们俩吃完麦当劳的早餐出门时，

形似，那离神似还差得远呢！每一个想

是在文革时期读的中小学，高中一年

许涛笑眯眯的，好像遇到了什么好事。

学好外语的人，首先要下功夫学好自己

级的时候才开始学英语，而且内容大都

我困惑地问：
“麦当劳在美国不过是一

的母语。

是些政治口号，什么“毛主席万岁”啦，

种普通的快餐，一顿早餐怎么就让你

“农业学大寨”啦，
“铁姑娘郭凤莲”

高兴成这个样子。”许涛笑着说：
“不是

啦，如此等等。我们的英语老师本来是

的，我今天早上终于发现一个美国人

学习俄语的，每天给我们上课之前，都

的英语不如我。”我吃了一大惊，将信

得先一大早自己练习英语才能给我们

将疑，怎么这么好的事情，偏偏让你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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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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
我的所见所闻所想
华文教育随先辈“负笈”南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有一批批老前辈，
因中国的战乱、生活艰苦，从国内各省离乡背
井远渡重洋来到新加坡。初期他们是寄居在

而帮派办的学校的师资也各聘请自其家乡，这
些教师有些讲的带有浓厚乡音的话语，这就是
当时华校一特色。

先辈自力更生 华校生机一片

同乡合租的“公司楼”(也叫“估俚间”，白天到
同乡介绍的行业工作，晚上才回来睡觉。后来
从家乡来新加坡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从事
相同工作的同乡便聚居在同一个地区。

╱ 文  : 符书銮

东人聚居在大坡牛车水，海南人在小坡海南
街，福建人在直落亚逸，潮州人则在皇家山马
吉街一带。各会馆就在他们同乡聚居的地区

这些先辈由于工作勤劳，生活节俭，当收入

开办学校，如牛车水的养正学校，海南街的醒

增加，稍有储蓄，便汇款回乡养家，改建故居，

华学校，福建街的崇福女校，以及皇家山的端

有的则申请妻子及子女来星定居，有些同乡从

蒙学校。

商致富，便捐款在乡里造桥建路和开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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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移民越来越多，分居在全岛各地的广

新加坡的日治时期，所有的华校都停办，

在殖民地时代，政府开办的学校全为英

但有些学校改教日语，升日本旗唱日本国歌。

校，没有教授华文。华侨子弟为了要追根溯

二战结束，英军再回到新加坡，但是对因战争

本，传承中华文化，就报读在居住地区由会馆

而失学的学生毫无对策。1945年新加坡25所

或教会办的华校，这也就是新加坡华文教育

华校校长，为筹备华校的复校而成立校际联

的开始。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对民间开办华

谊会，后注册为新加坡华校联合会，共同负起

文教育，采取不理不睬的放任政策，因此学校

全星华校的复校工作。因为缺乏校舍，不论市

的体制、课程、课本全部原封不动的来自中国，

区内货仓或乡村空置的戏台，都由华人社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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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开办华校。华校因此雨后春笋般

（例2）当时的南大生或华校生，只

（例8）我国两位年轻人，最近在台

相继兴办起来，除白天上正课外，尽量

因英文不灵光，在社会上服务，即使是

湾参观电视台歌唱比赛，在现场发表

利用空置的课室开设夜学班供超龄生

同工也不同酬，深受不重视华文之苦，

观感时用词不当，被在场的人引为笑

就读，有些学校因缺乏课室而设两三

这些家长纷纷把他们的子女转送入英

料。我国华文水平，在外国人眼里得不

个年级合并的复式班教学，当时的华

校就读，迫使华校相继关闭。

到好的评价。

校是全盛时期，共有中小学176所之多。

（例3）因政府指定英语为工作共用语，

（例9）最近政府某重要部门，所发

在日常生活里，市面上的告示牌，政府的

文告翻译用语错误百出，令人啼笑皆

文告，学校沟通用语，全以英文为主。

非。政府文告是国家的体面，怎能丢

在新加坡自治后，强国先强民，民

一般年轻人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多

人现眼？

选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在各区大量建立

以英文沟通。这种不利于华文学习的环

邻里学校，教育部成立课程标准组自行

境中，身为教育工作者，已无法让华文的

编制以爱国意识为主的学校课本，统一

河流改道，唯一的选择是逆流而上。

华文水平日渐低落

全国课本教材。

几点感想
新加坡现行教育制度以推行双语教

（例4）勤劳尽责的华文老师，在极不

育为主，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则列为

1949年中国大陆政府改朝换代，

利的环境中为学校尽本分地工作，要教

第二语文。华文科目只是一门语文科，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华文教育也跟着

好华文课文，希望学生在会考时取得好

成为一个小角色。授课时间少之又少，

做出改变，华文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成绩。不料会考成绩公布后，有些校长

教学和应用华文的机会和时间不够充

新加坡的华文字体跟着中国改为简体

不但不加表扬，反而责怪老师，为什么

足，造成华文学习环境很大的不利，华

字，原为注音符号的华语拼音改为汉

花那么多时间在华文科上，使学生的其

文水准因此更是每况日下。

语拼音。新加坡政府也宣布以英语为

他英文科目成绩退步，影响了该校会考

政府工作用语，华、巫、淡语为各族母

及格率，真是好心没好报。

语，创立各民族混合学校，分别用华、

（例5）据说有位讲英语的中学校长，

英、巫、淡四种母语教学，母语为各族

奉行公事特别守法。只因英语是工作用

必修语文，而英语则成为各科共同教

语，即禁止该校华族职员用华语在办公

学语文。这些学校后来转型为新加坡

室用华语和同事交谈，以免引起其他种

型学校，统一全国教学课程，母语则成

族同事的误会。一校之长禁止学校用华

为第二语文，华校采用的中华版“排排

语，那学校怎样教好华文？

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
留一个”，每课课文以“伦理道德”为
主的课文则改为本地编制的以“爱国
意识”为主的课文。

所谓的双语教育，其严格的标准，
不应该只是一般的日常交谈的语言，必
须从该语言的听，说，读，写的语言水平
资格而鉴定其精通双语教育的程度。
其实华文的学习，与个人本身的
语言能力，与客观语言环境有密切关
系，不能一味强调所谓“学习语言的天
赋”。要学好任何语文，都得靠长时间

（例6）有些学生本来对学习华文颇

持之以恒，对语文下足功夫，才能打下

有心得，假以时日必有造诣，可惜就因

坚定的基础，绝非以难学为借口而放弃

英文程度不好，被校方劝阻放弃华文，

学习的机会。如果新加坡还要中华文化

争取时间攻读其他英文科目，以在中四

得以发扬，传统价值得以传承，就必须

华文教育的演变过程中，令人遗憾

会考有好成绩。华文成绩好的中四生，

要坚持学好华文华语。

的种种不正常事件，在现实社会中逐渐

校方则以“高中免读华文”做为优待。

显露出来，如：

像这样投机取巧的教学法，新加坡的

（例1）南洋大学在1955年由福建会

华文水平怎不日渐低落。

目前只有在特选学校才有以华文为
第一语文的课程。希望政府能继续支持
和鼓励这些学校，以华英双语平行教

馆主席陈六使创办的华文大学，但这所

（例7）有位对中华文化颇有研究的

学，增加华文教学时间。有了足够的教

东南亚唯一华人办的华文大学，在25年

外国人，最近在报章发表他的感想。他

学时间，华文水平才能提高。踏实推行

后宣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现为南

发觉新加坡许多华人对学习华文表示

双语教育，栽培更多真正的双语人才，

洋理工大学），从此华校毕业生断送了

抗拒，他对于有些华人不能掌握自己的

应该我们是国家立国之本。

深造机会，再也没有可连续性进修华文

语文深表惊讶，认为在这样大好的环

教育的最高学府。

境中还学不好华语，是不可思议的事。

作者为退休华文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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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长时期面对国际社会要求其升值的巨大压力，而过去20年来人民币也确确实实地稳步升
值。然而，自今年初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却连续下降，引起人们对人民币的未来走势议论纷
纷。应怡和世纪之邀，著名国际经济学者黄有光从宏观角度出发，撰文力主人民币的升值对中
国利大于弊。投资顾问浦永灝不认为人民币当前的走势会是持续贬值的进程，长远来看，他同意
中国会受益于人民币的升值。他预计人民币将进入波动更大、更加市场化的双向新汇率机制，这
意味着与人民币相关的投资产品风险会升高。
—— 编者按

╱ 文  : 黄有光

人民币币值何去何从？
由

于人民币在升值多年后，连接几个月

实质汇率（即扣除两国相对物价的变动后）中

对美元下跌，共约3%左右，引发人们

长期多数还是会升值。

对人民币是否可能继续贬值的热议。在此“恭
疏短引”，为一己之见。

弊，有评论者说：
‘人民币根本没有升值空间！？

根据笔者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与对报道的阅

早日升值早日给自己上绞索。’这一方面是从谁

读，认为这次的升值，是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

的出发点看问题的差异。从出口商与生产出口

行）为了减少热钱进入，故意使人民币贬值，以

产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勉强维持生存的

改变人们对人民币单向升值的预期。当然，也

生产者，又尤其是从他们的短期利益来看问

不否定，在贬值后，可能有市场投机者担心人

题，说‘人民币根本没有升值空间！？早日升值

民币进一步贬值，而加大贬值的市场压力。但

早日给自己上绞索’多数是对的。其实，笔者

这种作用，只能在短期有效，中长期应该会被

也相信，中国央行之所以采用遏制人民币升值

实质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主导。

的政策，应该是受到生产出口产品者的过分影

笔者多年来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升值对中
国利大于弊。这几年来虽然对美元升值了约
四分之一，加上物价上升比美国的高一些，实
质汇率上升更大一些，但还是存有一些升值的
空间，而这是热钱进入的一个原因。
中国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整体已达4万亿
美元。虽然其经济成长率不能够长期维持在
几十年来的超高水平，多数会有相当的回落，
然而，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在扣除物价上涨的
因素后，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约是5年前的1.5
倍，10年前的2.5倍，20年前的6倍多。因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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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多年来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利大于

响。作为一位学者，笔者是从全中国的长期利
益，或是从全人类的长期利益的观点来谈问
题的。从这个观点，笔者坚持向来的看法，认
为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有如下述。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利大于弊
中国政府于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缓慢
升值的政策，到2008年最后一季度的全球金
融危机后而停止，转而变成钉美元的政策。
这两年又继续缓慢升值，有如上述，到今年初
改变为贬值。

在中国经济即使每年的成长率低到6%，其实

一个国家的币值，就像一家厂商的产品的

质绝对成长量，也约等于5年前的9%，10年前

价格，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币值

的15%，20年前的36%的成长率。现在中国的经

太高，出口货卖不出去，长期而言，赚不到外

济成长率只回落到约7.5%，即使多几年回落到

汇来买进口货，得不到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

6%甚至5%或4%，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一些更

币值太低，等于把出口货贱价出卖，浪费了国

严重的问题，包括环保、财富分配、权力的滥用

家的资源、劳力、与环境品质。因此，币值应该

等，能够得到缓解，前途一片光明。因此，笔者

适中。然而，现在人民币的币值，虽然比多年前

认为人民币的汇率，短期多数会双向波动，但

高一些，但还是有些太低。

第一，如果用购买力计算，1美元

即使出口减少，外汇收入也减少，

使本国的总需求减少，从而可能使生产

不是等于6.25元人民币，而是3-4元左

也未必是坏事。由于人民币升值而使外

减少。但是，除了2008年底到2009年中

右。即使考虑其他因素，1美元最多换5

汇收入减少，表示用在生产出口品的资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不是

元，肯定不应该是6.25元。

源大量减少。只要把这些资源用来生

总需求不够，反而是时有经济过热的问

产其他可以出口的产品，就可以抵消外

题。其次，即使没有过热的问题，出口量

汇的减少；只要把这些资源用来生产其

减少对总需求的影响，可以通过其他方

他对本国人民有利的产品，其利益就多

法来补救。尤其是中国现在的情形，进

数会大于因为外汇减少的损失；只要把

行环保、继续城镇化、开发大西北、发

这些资源用来生产能够提高经济的生

展基础建设、减少贫困等，都需要大量

产力的产品，例如基础建设，就能增加

的投资，只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就不

将来的外汇收入与人民的福祉。

必担心总需求不足。

第二，中国外汇储备约为4万亿美
元，较 远居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日
本，外汇储备为1.1万亿美元，不到中国
的30%。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全球所有
国家外汇储备总数的1/3强，中国自己
国民年产值的约50%。这像一个月收入
二千元的人，手头上有一万几千元现金！
中国现在完全不是外汇不足，而是持有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像一个人的

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百害

太多低息美元债券，考虑物价，是负利

现金，是储以备用的，不少越多越好，

而无一利’，这种看法肯定是不正确的。

率，并蒙受美元币值下跌的损失。早应

也不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如果铁定

币值高有很大的利益，可以用少量的出

采取笔者2003年初关于减持美元的建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定要每年增加，永远

口换取大量的进口(包括出国旅游与购

议。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国家需

不减少，则等于中国永远借钱给外国人

物)。虽然生产出口品的生产者会有短

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正像一个人需要

花，而且每年增加借出去的钱，永远不

期的损失，但生产入口品的替代品的、

收回借出去的钱。这不是让还相对贫

进口商、进口品使用者（包括生产者与

穷的中国人（尤其是工农）慈善捐钱给

消费者）得利。当原来的币值太低时，

西方的有钱人去白花钱吗？中国的外汇

利大于弊。笔者在学生时代搞左派学生

储备很多是用于持有低息美国债券的。

运动时，大家认为欧美国家的货币汇率

扣除物价上涨，是负利息，是穷人贴钱

很高，是帝国主义者剥削落后国家的方

借钱给有钱人。

法。现在反而是‘帝国主义者’希望中

有足够的现金与银行存款。但是有钱人
并不持有太多现金，而是把大部分资产
放在能有相当高回报的投资。富强国家
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很多。
几年前，当黄金的价格在约五百美
元时，我曾经发电邮给余永定（当时中
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认为与
其持有美元，不如持有黄金。现在黄金
是一千三百多美元，而且多数还会继续
波动升值。
第三，中国对外贸易还在大量出超，
不必担心出口减少，外汇储备减少。其
实，由于人民币增值使出口量减少，未
必会减低外汇收入。出口量减少的百分
比必须大于币值增加的百分比，才会使

第四，以国际贸易理论来说，中国
是一个大国，只有人为提升出口货价
格的经济理由（从本国观点出发，使用
一定的垄断力量），没有人为压低出口
货价格的经济理由。
第五，如果由于没有及时作相当幅
度的升值而使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贸
易限制措施，则对中国的损失是难以
估计的！

国能够让人民币升值，中国也能够，而
且利大于弊，然而却自己压低自己的币
值，讽刺性真的很强！

日本与澳大利亚的例子
有人引用日本的例子，认为人民币
升值万万不可行。根据这个论点，日本
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停滞，就是由于在
八十年代底日元升值所造成的。其实，
日元远在八十年代底很久之前就已经

外汇收入减少。(为简单起见，假定出口

第六，更广泛而言，由于没有对破

有大量的升值，而经济继续高速发展，

货的本国价格水平没有很大的变化。)

坏环境的生产与消费有足够的征税，

到九十年代后才开始停滞或以很低速

有一些原因使人相信，外汇收入不会

币值太低所鼓励的生产加大破坏环境

成长。这有几个原因：

减少，至少不会大量减少。首先，中国

的扭曲，因而得不偿失。像一个人在家

出口货价格很低，不会因为人民币的温

里做糕点出售，除了人为压低人工的价

和升值就丧失竞争力。其次，对中国许

钱，还不计算家里被弄脏的成本，这不

多出口货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大。例如
中国食品、药材、旅游等，价格略为提
高，人们大体上会照样买。

是很不合算吗？

第一，日本已经成长到了大笨象阶
段（根据林崇椰教授的发展的“乌龟－
飞马－大笨象”三阶段论），成长速度
理应减到低速度。第二，日本有一些金

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的主要可能不

融的问题，包括银行贷款受到人情与

利的地方，是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而

权力的影响等。第三，日本向来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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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蓄率，加上日元升值，投资者把资

当然，中国的情形和日本完全不同，

一点问题都没有，反而增加发展速度，

金投到外国。因此，日本拥有大量的海

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经济停滞。其

从2000与2001年的约8%强大量增加，

外资产。这些海外资产的回报，没有被

实，即使是已发展国家，升值也未必会

在2002-2011的十年间，每年的成长率

计算进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中，但却属于

使成长减速。例如澳大利亚元对美元

都在9-14.3%之间！

日本人所有。日本近十多年来的所谓

汇率从约11年前的48美分及2008-2009

经济停滞，是根据国内总产值来算。

年的60美分增加到现在（2014年4月底）

如果根据包括在国外的净收入的国民

的93美分左右，增值分别超过93％与

总产值，则数字要大得多。第四，日本

55%，而其经济以高速发展(以已发展国

人口快速老化，中青年工作人口比例

家水平而言)，而且房地产与股票的价

下降，经济成长速度下降是自然的，但

值指数（除了短暂金融危机时期外）都

老年人有好多资产，并没有经济问题。

大量增加。

其次，日本的低速成长不见得是一
件坏事。第一，日本已经有很高的人均
收入，除了住房不是很大，其他物质条
件基本满足，再高速成长，主要是污染
环境，而非真正提高生活品质。避免这
种高速增长，不但对日本人民有利，对
全世界也有利。
在日本以高速成长的几十年或更长
的时期，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差不多是
全世界最低的，而且长期没有增加。从
1958年到1987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
倍多，而快乐指数没有增加。日本经济
约从1989年开始停滞或以低速成长。
根据1994年的调查，日本的快乐指数，
在各国比较中，已经从敬陪末座增加到
中下的水平（Diener 2000）。根据2002
－2004的调查（Leigh & Wolfers 2005）,
日本的快乐指数已经到达中等至中上水
平。这可能有其他原因，但原因之一大

为何应该早日升值？
可能有些人同意人民币应该升值，
但认为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
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必须等一等。其
实，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尤其是中
国，是最先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以
最快速度发展的国家。人民币升值有利
全球经济的调整，支持全球发展，从而
又支持中国自己发展。
有论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很多地
方已经在闹民工荒，工资大量上涨，使
很多工厂已经向工资比较低的国家转
移，使人民币不再有升值的空间。笔者
认为这是好事，表明农村中的蕴藏失
业已经大量减少，工人的边际生产力
增加。中国的人工成本增加，就应该
让适合低薪工人的工厂转移到其他国
家，中国才能逐步向比较高层次的生产
转移。 生产力增加了，每小时生产出来

概是，日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拼命挣

的产品的价格当然要增加了。因此，这

钱并非获得快乐之道。（请参看笔者的

并不影响人民币的升值

《快乐之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从1987年开始，日本的平均工作时间
平均每年减少约0.7％。这闲暇的增加，
也没有被计算在产值内。

其次，中国经济已经是相当能够应
付必要的市场调整的。回想2008年底与
2009年初时，珠三角地区有大量工人失
业，许多人必须回农村。几曾何时，2012

日本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停滞或低速

初就有许多地方找不到工人的报导。再

成长，被多数人认为是大坏事。其实，

回想约14-15年前，当中国在考虑是否

对日本人民与全世界都有利。如果日本

要加入世贸时，许多支持者都担心加

经济停滞真的是由于汇率增值造成的，

入后的不可避免的大量失业，结果于

汇率增值的利益大矣！

2001年加入世贸后，很容易调整适应，

90  怡和世纪第二十三期

人民币升值既然对中国利大于弊，
早日升值早日得利。更重要的是，多年
来，人民币应该甚至必须升值，已经太
明显了，使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当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后再流出，从而得
利。这种投机者的得利，分摊了中国人
升值的利益。为了减少这种分摊，必须
早日升值。张曙光教授虽然也主张升
值，但是他认为这些投机者的得利，是
升值的成本。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及时
升值的成本！越迟升值，成本越高。
不久前读到《新加坡经济评论》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12年
的一篇文章，提供了支持人民币不应该
与美元挂钩的实证论据，特此解释其
要点。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大学任职的
华裔学者SUN Wei 与 AN Lian 写的。根
据对实证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两个结
论。第一，美国的冲击（shocks）并不能
够多大地解释中国的产量波动，显示中
美这两个经济体是受到不同的冲击的。
因此最优货币区理论不支持人民币与美
元挂钩，而应该对美元浮动。第二，美国
的冲击并不能够多大地解释中国的消费
者物价指数的波动，显示人民币与美元
挂钩的利益很小，而人民币对美元浮动
是可行的。
中国人民银行4月15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末，中国外汇储
备为3.95万亿美元，几个月内，较2013年
末增长了1.3万亿美元。这几个月来中国
央行让人民币贬值的政策，不符合实质
经济面，对中国自己不利，只是心理战，
多数不能持久，笔者相信中长期人民币
的实质汇率应该会继续升值。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Winsemius讲座教授
南大经济系第七届毕业生

人民币的自由化征途

The renminbi’s march to liberalization
╱ 文  : 浦永灏

随

着中国人民
银行在三月

宣布 扩大 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的浮动区
间，人民币的自由化
征 途又迈出重要一
步。此举结束了此前
给市场带来的不确
定性，短短四周时间
人民币大幅贬值，令
投资者食不甘味，怀
疑人民币汇率制度是
否将进入了一个新时
代。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开端，
而将其视为提醒投资者今后应该审慎对待人民
币投资的一个警示。

告别20年的升值通道？
过去20年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通道，从
1994年1月（人民币重新估值）的1美元兑8.72元
人民币升至今年1月14日的历史最高点1美元兑
6.04元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31%。在1997年亚
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雷曼

T

he Chinese renminbi took an important step
in its long march to liberalization whe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allowed the currency to
fluctuate more widely against the US dollar last month.
The widening of the so-called yuan-dollar trading band
culminated four weeks of market uncertainty during
which the yuan depreciated significantly, leaving
investors a bitter taste in the mouth and wondering
whether the future of the exchange rate had entered a
new era. We do not see the beginning of a continuous
devaluation process; rather, we see a fundamental
shift that should make investors more mindful of their
renminbi exposure.

兄弟破产等多个关键时期，人民币也保持了上
升势头。
今年2月中旬，人民币开始急剧贬值。截
止我撰写本文时，人民币汇率在本年迄今下跌
2.6%，成为今年表现最差的新兴市场货币之一。
由于国内融资市场并无显著压力，我们猜测是中
国人民银行（央行）推动了人民币贬值，旨在为
交易区间扩大做准备。央行宣布自3月17日起将
人民币交易区间由+/–1%扩大至+/–2%，印证了
我们此前的猜测。交易区间指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偏离央行每天设定的中间价的幅度。

A farewell to two decades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Chinese currency has
been on an appreciation path, having risen from 8.72
per US dollar in January 1994, when it was revalued,
to a historical high of 6.04 on 14 January this year – a
gain of about 31%. During a number of critical periods
such as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2003 SARS
epidemic, and the 2008 Lehman Brothers collapse, the
renminbi hardly capitulated.
In mid-February, the renminbi started to depreciate
rapidly. As of this writing, it has lost 3% of its value
from the January peak and 2.3% year-to-dat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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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继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不

此。中国政府已表达了推动人民币成为

当然，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出口

再盯住单一美元之后中国央行第三次扩

全球央行主要储备货币并在国际金融

产品对外国买家而言更贵，但是这有

大交易区间。前两次分别发生在2007年

市场占据更重要地位的意愿。

助于加快中国实现产业升级（使中国出

5月和2012年4月。我们认为央行希望打
消市场对于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同

第二，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
允许人民币升值或保持币值稳定会给

口企业在价值链中上移，降低对劳动密
集型、低利润率行业的依赖）的目标。

样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央行希望为进一

中国带来更多好处。从历史数据来看，

步的汇率改革做铺垫。在上月闭幕的全

中国在主要大宗商品增量需求中约占

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0%，包括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

如上所述，我们认为人民币贬值的

表示中国今年的改革目标之一便是“扩

工业金属（铁矿石和铜）以及农产品

目的之一便是发出人民币未来走势将发

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

（大豆和大米）等。

生根本性转变的信号。我们认为中国央

并非持续贬值的进程
我们并不认为人民币已开始持续
贬值的进程。总体而言，中国仍受益于
人民币升值。

第三，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收购海
外资产，从矿山和油田到技术专长再
到消费品牌，以实现其“走向全球”的
抱负。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达到约5030亿美元，是

而是根本性转变

行希望强调汇率是双向波动，人民币既
可升值，亦可贬值。这将推动人民币由
有管理的汇率制度转变为在更大程度
上“受市场驱动”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
中国政府“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
大作用”的长期目标。

第一，稳定坚挺的货币有助于中国

2004年530亿美元的近10倍。人民币升

政府实现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

值对于国外收购在经济上显然是划算

币地位的目标，而人民币走软则不利于

的。

成本，从而抑制投机活动。过去人民币

it one of the worst-performing emergingmarket currencies this year. As there had been
no signs of significant stress in the funding
market, we suspected that the PBoC was
driving the depreciation in preparation for a
widening of the trading band. Our suspicion
was confirmed when the PBoC widened the
band from +/–1% to +/–2% effective 17
March. The trading band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USDCNY exchange rate could deviate from
the median point or “fixing rate” the PBoC
sets everyday.

Not a continuous devaluation process

to technological know-how, to consumer
brands.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China’s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ached
about USD 503bn in 2012, nearly 10 times the
USD 53bn in 2004. A stronger renminbi would
make foreign acquisitions more economically
viable.

It was only the third time the PBoC had
expanded the trading band since it removed
the renminbi’s peg to the dollar in July 2005.
The previous two episodes were in May 2007
and April 2012. We believe the PBoC wanted
to discourage market assumptions that the
renminbi was on a one-way street toward
appreciation. Equally important, we think it
wanted to set the stage for further exchangerate reform.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last month,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one of China’s reform goals this year is to “to
expand the floating range of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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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theless, we do not think the renminbi has
entered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aluation.
On a net basis, China would still benefit from
its appreciation.
First, a strong and stable currency would
serve the government’s aspiration to raise the
renminbi’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whereas a weak renminbi would
undermine it. China has expressed a desire
for the renminbi to become a major reserve
currency of global central banks, and play a
more domin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Second, as a major importer of commodities,
China would be better off allowing the
renminbi to appreciate or holding its value
steady. In the past, China had accounted for
roughly 40% of incremental demand for major
commodities – from energy (oil, gas, and coal)
to industrial metals (iron ore and copper) to
agriculture (soybean and rice).
Third, China is increasingly acquiring
assets overseas – fulfilling its ambition of
“going global” – from mine and oil fields,

此外，汇率波动性上升将增加对冲

To be sure, a stronger renminbi would make
Chinese exporters’ products more expensive to
foreign buyers. But for the country’s ambition
to upgrade its industry – for its business
sector to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and reduce
dependence on labor-intensive, low-margin
activities – a stronger currency can accelerate
that process.

But a fundamental shift
As mentioned above, we believe one purpose
of the depreciation is to signal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renminbi’s future movement. We
think the PBoC wants to emphasize that the
exchange rate is a two-way process that also
allows for the renminbi’s depreciation. This,
in turn, would facilitate a regime shift from a
managed exchange rate to a more “marketdriven” floating one, in line with China’s

的稳定升值趋势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流

而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7日回购利

体提供大笔贷款的海外银行（尤其是

入，以期从人民币“保证升值”中牟利。

率已由2013年第四季度4-5%的平均水

香港银行），之前这些银行都认为人民

自2009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利率逐渐趋

平下降至目前的3.5%。人民币交易区间

币升值是万无一失的投资。

于上行，拉大了与美国利率之间的差距。

扩大应会加剧汇率波动，增加投机者

例如，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由2009年

的对冲成本。

中期的3%升至目前的4.5%。
自2013年中期以来中国境内债券

海外投资者的风险调整

对出口企业的好处
最后，对近几个月挣扎在劳动力成
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双重压力之间的

收益率增长尤其迅猛，吸引了大量短期

近年来，随着企业利用境外成本

中国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回调无疑在

资本流入。此等套利活动一般在国内

较低的融资来源，中国企业外债大幅

一定程度缓解了压力。鉴于人民币近期

利率上升、资金短缺或监管政策变化

增加。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

贬值和后市较为审慎的前景，再加上美

的情况下较为活跃。据本人粗略估算，

个季度中国的外债增加约900亿美元，

国和欧洲经济持续复苏，中国出口企业

流入中国的“热钱”（包括虚假贸易交

达到8230亿美元，是2008年水平的四

今年应会迎来适度回暖，为政府7.5%的

易）在2013年第四季度高达630亿美元，

倍以上。实际上，人民币计价债券在海

GDP增长目标做出贡献。

全年规模达到150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

外很受欢迎，比如香港，这里的投资者

突然掉头向下可能导致上述头寸损失，

同样期望借助人民币持续升值来提升

作为对投机人士的警告。

回报率。

近期前景
我们认为，目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此外，中国央行通过向市场提供

因此，人民币突然走软也给国外投

接近公允水平。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由

充足的短期流动性来转变其策略，从

资者当头一棒，其中包括向中国大陆实

2007年占GDP的10.1%下降至2013年底

long-term objective to “let market forces play
a bigger role” in the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PBoC has changed its strategy
by providing ample short-term liquidity to
the market, thus anchoring the short end of
money market rates. The seven-day repo rate
has fallen from 4–5% on average in 4Q13 to
3.5% currently. The widening of the trading
band, which should increase volatility, adds to
speculators’ hedging cost burden.

in particular – that have taken large lending
exposures to Chinese entities assuming it was
a safe bet on currency appreciation.

Moreover, a more volatile exchange rate would
discourage speculative activity as it increases
the cost of hedging. The renminbi’s steady
gains in the past had attracted large inflows
of foreign capital betting on its “guaranteed
appreciation.” Since 2009, China’s market
interest rates have gradually trended up,
widening their gap over US interest rates. The
10-year Chinese government bond yield, for
example, has risen from 3% in mid-2009 to
4.5% currently.
The increase in onshore yields has been
particularly sharp since the middle of 2013,
attracting large volumes of short term capital
flows. Such arbitrage activity tends to increase
when domestic rates rise, or during episodes
of funding shortage or regulatory change. By
my rough estimate, “hot money” flows into
China, including transactions disguised as
trade invoices, reached USD 63bn in 4Q13
compared to USD 150bn for the entire year.
The sudden pullback in the renminbi would
have triggered losses to these positions and
served as a warning shot to speculators.

Adjustment risks to overseas investor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xternal corporate
borrowing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businesses tapped cheaper sources of funding
offshore.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tatistics,
China’s foreign debt rose by about USD 90bn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13 to reach
USD 823bn – more than four times the level
in 2008. Indeed, renminbi-denominated
bonds have become very popular overseas,
such as Hong Kong, where portfolio investors
also counted on the renminbi to constantly
appreciate and boost their returns.
The currency’s sudden weakening is therefore
also a wakeup call to foreign investors in
renminbi-denominated products. These
include overseas banks – Hong Kong banks

Benefits to exporters
Finally, the pullback in the renminbi should
ease some stress on Chinese exporters, which
in recent months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double whammy of rising labor costs and an
appreciating currency. Given the renminbi’s
recent weakening and more sober outlook,
combined with the continuing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US and Europe, China’s
exporters should stage a moderate recovery
this year and contribute to the government’s
7.5% GDP growth target.

Near-term outlook
In our view, the USDCNY exchange rate is near
fair levels at present. China’s current-account
surplus has fallen to 2.1% of GDP as of end2013 from 10.1% in 2007, while average
inflation has been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S, reducing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renminbi. If Chinese exports recover as
we expect, then the potential increas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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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GDP的2.1%，而平均通胀率一直高于

美联储将持续缩减其资产购买规模直

我们预计人民币将进入波动更大、

美国，削弱了人民币的购买力。如果中

到今年第四季度彻底结束量化宽松，此

更加市场化的双向波动新汇率机制，

国的出口如同我们预期般回暖，则潜

后市场对于美国开启加息周期的预期将

这意味着人民币相关投资产品的风险

在的贸易顺差增长将对人民币构成支

逐步升温，首次加息时间可能会在2015

升高，应该引起广大投资人的警觉。

撑。同时，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进一步

年下半年。
作者为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
首席投资总监

自由化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这是
推动货币走强的另一个积极因素。为深
化资本市场开放，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
监会在4月10日联合宣布了“沪港通”试
此文件仅旨在提供数据讯息，并未考虑

规定之人员进行销售或推介或提供相

到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财政状

关商品。某些投资工具和金融服务受

况或需要。尽管本文件中所载的所有信

法律限制，因此可能无法在全球范围内

息和意见系从瑞银认为诚信可靠的来

自由提供。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意见

源处所获得，但瑞银不会就该等信息

和价格仅限于其发布之时，现行的信

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

息、意见和价格，可能会在毫无预警之

示的保证。此文件并不应被视为是针

下即会发生变更。本行无义务更新或

对任何交易之招揽、建议或要约而构成

保存最新的资料。UBS及其关联机构、

任何形式之法律行为。此文件任何内容

董事、高级职员、雇员和/或代理人均明

并不限制或约束其它特定邀约之个别条

确免予承担与本资料全部或部分内容或

从美元来看，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正

款. 瑞银明确禁止在任何司法管辖限制

其中所含任何信息的使用相关的或因此

常化，我们预计美元将启动升值趋势，

地区中进行商品销售推介或由不符法律

产生的部分及所有责任。

trade surplus should underpin the renminbi.
In a further step towards capital market
opening, China’s CRSC and its Hong Kong
counterpart have just jointly announced a
trial that will allow cross-market investment
by mainland and Hong Kong investors in
designated companies. This move will likely
help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enhance Hong Kong’s status as the main
offshore RMB center.

the Federal Reserve to continuously taper its
asset-purchase program until its end in 4Q14,
followed by a buildup in market anticipation
for the start of the US rate-hike cycle, probabl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5.

As we expect the renminbi to enter a new
regime of higher volatility and more marketdriven, two-way movement, it should translate
into a more risky backdrop for renminbirelated investment products.

This material has no regard to the specific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particular needs of any specific recipient and is
published solely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is provided in relation to the accuracy,
completeness or reli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nor is it intended to be
a complete statement or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s referred to in this material.
This material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sell or a solicitation to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ies or investment instruments, to effect
any transactions or to conclude any legal act
of any kind whatsoever. Nothing herein shall
limit or restrict the particular terms of any
specific offering. No offer of any interest in
any product will be made in any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e offer, solicitation or sale is not
permitted, or to any person to whom it is
unlawful to make such offer, solicitation or
sale. Not a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available
to citizens or residents of all countries. Any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material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differ or
be contrary to opinions expressed by other
business areas or divisions of UBS AG or its
affiliates (“UBS”) as a result of using different
assumptions and criteria. UBS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update or keep curren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Neither UBS AG
nor any of its affiliates, directors, employees
or agents accepts any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all or any
part of this material.

点计划，允许内地和香港投资者互投对
方市场中指定的公司。此举应进一步有
助人民币国际化，并强化香港作为主要
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
从短期来看，我们对人民币持审慎
态度。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数据可能
进一步走弱，而境内短端利率相对较
低，可能导致热钱流出，从而加剧人民
币汇率下贬压力。

Meanwhile, China’s structural reforms and
further liberalization could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another positive
driver for the currency.
For the short term, we are cautious on the
renminbi. Chinese economic data may weaken
further in the coming months, while the
relatively low short end of onshore interest
rates could drive hot money outflows, thus
adding pressure on the exchange rate.
For the US dollar’s part, we expect the
greenback to start an appreciation trend as
US monetary policy normalizes. We 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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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马思睿

慈善一生，遗爱人间
连瀛洲创业传奇和精神遗产
香港航过七洋洲
风波水浪得人狂

旅程象征的依然是破釜沉舟的决心，一往无
前的勇气。14岁的连瀛洲是凭着怎样的意志、

1920年初，一位身着汗衫

能力和信念，才将自己的人生开拓之旅，演变

短裤的14岁男孩与叔叔共用一

成为新中两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教育、环

卷草席，睡在人满为患的千吨

境、经济发展和人文关怀方面生生不息的交

轮船甲板上，漂洋过海。怀揣

流与合作。

着不到一元港币，父亲生前的
叮嘱便是他的全部家当。父亲
说，中国与日本间有个美丽的

位卑未敢自轻贱
创业报国两相宜

岛屿叫瀛洲，你命中缺水，以

初到新加坡，连瀛洲还未完全适应热带

后，要去那样一个润泽的地方

气候，每天清晨不到六点就要起床沐浴。但这

谋生。父亲的这句话是他得名

并不影响他成为“建泰”船务杂货店最勤劳的

的来由，也成为他小小年纪失

员工。当别人忙里偷闲躲起来睡觉的时候，连

去双亲之后的行动指南。他是连瀛洲，12岁从

瀛洲不需要老板指示，就自发完成从打扫卫

潮州到香港，14岁从香港下南洋，成为延绵千

生到上船送货的所有任务。很快，他就从雇员

年华人浩瀚移民史的一部分。

中脱颖而出，成为建泰的老板郑雨生重点培养

连瀛洲

2009年4月，四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南洋
理工大学发表他们考察新加坡经济与治理的
体会，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权财富基金，
到水资源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同年，三位新

的对象，工资翻倍增长，职位连年提升。旁人见
了不免嫉妒，而连瀛洲凭着真诚和友善维持着
和谐的人际关系，广交朋友，又从各方朋友之
处学习英语和贸易知识。19岁时，连瀛洲通过

加坡高级公务人员也在中国进行着类似的观

潮阳会馆接触到华人社区工作，又结识了各商

察，从交通与环境管理、企业政策，到教育制

业组织的基层执行人员；次年，却因与建泰经

度、家庭结构、社会变迁。2008年至今，这样

理在经营方式上意见相左，不得不离开了这个

高水准、深层次且针对实际问题的交流每年

为他打下商业与人脉基础的地方。

都在进行，成为新中两国民间经济文化和人

经历了几段工作之后，1929年，23岁的连

才交往繁荣发展的缩影。而这一切离不开连

瀛洲创办华兴公司，开始构筑属于自己的商

瀛洲基金，离不开连瀛洲事业的成功和对社

业王国。华兴公司除了船务杂货也兼做贸易中

会的关怀，离不开1920年初由香港向新加坡

介。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尽管国际经济

的那次航行。

形势并不景气，新加坡也颇受影响，但华兴公

据说，早期移民下南洋的船上，会装两样

司却蒸蒸日上。连瀛洲的英文能力，随叫随到

东西：种子和棺材。带种子，是随时准备落地

的投入和勤奋，为他赢得了英国驻军的军需订

生根；而带棺材，则是随时准备面对死亡。下

单。凭着质量和价格的双重优势，华兴生意越

南洋便是这样一场裹挟着绝望又孕育了希望

做越大，不仅为新加坡酒店供货，还在马来亚

的旅程。连瀛洲乘坐的那条船宛如沙丁鱼罐

其他地区开设了分店。在华兴公司成立十周年

头，已然容不下这样的行李，而二十世纪初前

乔迁新址之时，连瀛洲已经成为了潮州会馆主

往新加坡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垦荒。但这段

席，后来，又以新加坡杂货与酒业协会会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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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参与中华总商会，并于1941年被选为

转珀斯。当时，柏斯已有不少新加坡难

都在没有冷气的环境里辛苦工作的时

中华总商会最年轻的会长。

民住在当地市民捐助的帐篷内，连瀛

候，我不希望唯独我的办公室装了空

洲经常带着成箱的水果去看望他们，又

调。”这份对待同事的赤子之心在他对

邀请遭遇海难生还的马来西亚华商与自

社会的奉献中得到了印证。1953年，连

端。在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之前，连瀛

己同住在旅馆小屋内。怀着对家人的牵

瀛洲为筹建华人自己的高等学府南洋

洲已经固定将百分之十的收入捐给慈

挂，两个月后，连瀛洲取道加尔各答，
飞

大学远赴美国邀请林语堂担任校长，除

善机构，并热心教育事业，参与华人子

跃驼峰航线回到中国。在中国，除了帮

了捐款之外，还先后担任理事会的成员

弟学校建设。连瀛洲幼年时的经历让

助国民政府了解东南亚局势，配合联军

达十五年之久。作为潮州会馆和义安公

他对教育机会十分看重。虽说5岁起父

行动之外，连瀛洲开始救济那些因战乱

司的主席，他凭借商业才能帮助义安公

亲便教他写字，但从7岁进入家门前祠

而收不到侨汇的学生，以及当地一些贫

司成功筹措了开设义安学院的资金，

堂里的私塾，到10岁父亲因瘟疫突然

困家庭的孩子，鼓励他们完成学业。为

又邀请到了美国的Arthur Singer教授

去世，连瀛洲并未享受过正规教育的裨

了帮助生活因侨汇中断而雪上加霜的

和Lucian Pye教授共同规划将义安学

益。这位自学成才的财经巨擘曾说：
“教

华侨亲属，成为他创办华联银行前身“

院逐步建成大学的蓝图。1980年，新加

育乃国与家之千秋大业，我既然年少离

海外华侨联合银行”(Overseas Chinese

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

开中国时，没有机会读书，如果能帮助

Union Bank) 的动因之一。后来，连瀛洲

大学，他出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并在任

他人完成学业，我自然义不容辞。”这

又受蒋介石委派前往伦敦，成为协调联

此职位12年后，获国大颁发荣誉文学

种推己及人的精神贯穿了连瀛洲的一

军在东南亚地区救济和重建工作的特别

博士，自此被人们尊称为“连博士”。同

生。正是这种精神让他时刻将个人和

专员。利用这个机会，他展开了为新加坡

样是在1980年，他用连瀛洲私人有限

他人、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论战

各族移民争取公民权的游说。即便他个

公司财产的48%设立了连瀛洲基金，支

争和平，海内海外。

人完全有财力按照规定申请英国公民，

援国立大学和义安理工学院。此时，距

在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他和

但他并未因此忘记更多的睡在甲板上航

离1920年那个一无所有的小男孩登上

副会长陈六使先生时刻准备着为社区

过七洲洋的华人移民，并未因此忘记新

新加坡，已经整整一个甲子。

利益奉献自己的时间和财富。除了用自

加坡社会中勤勤恳恳建设家园的各族

己的资金支持华文报纸，会长有时还

人民。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

要介入调解华人家庭事务，更不用说在

故乡”，但是，没有公民权，他们永远不

处理华人生意往来和与政府关系的问

可能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连瀛洲早

题上，大家总是信赖总商会会长的权

期的呼吁，为日后新加坡社会争取公民

威。这些大小事务虽然繁复，却也包含

权的斗争助了一臂之力。

拥有自己的事业不仅是连瀛洲个
人成就的起点，也是他回馈社会的开

了生活的细致滋味。然而，1941年12月
8日，随着日军的第一颗炮弹落在新加
坡，战乱和逃亡忽然成为了主题。12月

长袖善舞兴志业
遗爱人间真君子

“我很高兴，来到新加坡时我什么
都没有，除了我自己和我的努力，而现
在我可以将从社会中获得财富的48%还
给社会。我的父亲并不富裕，但是他总
为大布村的公益付出。他曾经告诉我，
一旦你能养活自己，就应该与社会分享
所得。我很高兴现在我也能为新加坡社
会出力。……设立基金会不仅仅是因为
我希望把自己的收入直接捐献给需要的

10日，中华总商会和中华会馆联合成立

1945年，二战结束。10月，连瀛洲回

了救济工作委员会，以连瀛洲和陈六使

到新加坡，凭借着那份一以贯之的社会

的个人捐款和华社募集的捐款，开始为

责任感，开始了新一轮事业与公益的携

在战争中维持社会秩序而努力。连瀛洲

手发展。除了华兴公司不断壮大，在金

凭借连博士的商业成就，基金会

将家人托付给朋友送出新加坡，自己全

融和酒店业，连瀛洲也成绩斐然。华联

不断发展壮大。在专注教育领域20年

力投身到救济工作中。1942年2月的一

银行刚刚起步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认

之后，2001年，连瀛洲的孙儿连宗诚加

段时间里，连瀛洲每天冒着生命危险

为连瀛洲一定收不回成本。然而在第

入了基金会董事部，将基金会的业务

根据英军部署召集工人清理被轰炸的

三年底，华联银行已经实现5%的分红。

范围扩大到环境、家庭。2005年之后，

地区，直到日本军队登陆新加坡，他才

有人说他能在短期内盈利源于吝啬开

连氏基金向专业化发展，集中援助水

在总督的同意之下离开新加坡前往雅

销，堂堂总经理不领工资，房间里连空

源、公共卫生和老人照顾以及临终关

加达，随后由于日军逼近，又不得不辗

调都没有。而他却说：
“当我的同事们

怀等方面的项目。2006年，连氏援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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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重要的，当我不在了，基金会仍然
能继续发挥作用。”

织(Lien Aid)作为连氏基金下属的独立

牟利机构培训领导人。设在义安理工学

眼光敏锐、顺时应势、勤奋真诚，

运作机构成立，专门负责海外环境支

院的“连瀛洲教育基金”每年至少为200

这些品质能带来商业上的成就。然而，

援工作，致力于使亚洲贫困社群“享受

名贫穷学生提供助学金，也为8至10名有

将个人、家族与社会紧紧相连并共同

得到，负担得起”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

意到外国修读大学课程的优秀生提供

发展，则需要超越历史时空局限的情

施。目前，连氏援助组织在马来西亚、

免息贷款。继2006年6月和12月，连氏

怀。同时，也正是这种情怀才能将个人

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中国、越

基金各捐款500万元在南洋理工大学设

的自强不息转化为社会的不断进步。

南和缅甸等国家均有项目，在中国、越

立“连氏环境研究所”和“连氏中国企

历史上，无数华人的命运因为南洋而

南和柬埔寨设有办事处。基金采取与

业研究中心”之后，2007年，连氏基金

改变，南洋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改变。

当地政府合作的方式，充分利用双方

再捐款1000万元，设立“连瀛洲纪念奖

其中成功者诸如连瀛洲博士，不仅取

资源，更带动了当地人的参与感。2008

学金”。
“连氏中国企业研究中心”集教

得了商业成就，也促进了新加坡城市与

年中国5·12大地震后，连氏援助组织

学、科研和商务信息交流于一体，协助

社会的发育，更以超越国界的“对人类

在各地参与灾后重建，项目包括北川

本地商家“把握中国企业脉动，探寻到

的爱(love of humanity)”——“慈善

擂鼓镇“Drop of Hope”，绵阳小学

中国去行商的秘诀”。而“连瀛洲纪念

(philanthropy)”，连结了东南亚与中国，

的“New School，New Hope”，资阳小学

奖学金”为新中两国具有优秀潜质的

过去与未来。正如连博士遗孀陈文贤所

的“Splash”，乐至县的“Water for Life

精英人才提供深层浸濡和拓展视野机

说：
“无论你有多少身家，只有慷慨回馈

会，顺应两国在文化、商业和社会发展

社会，遗爱人间，才能在人类历史的银

同时，连氏基金和大学的合作更上

方面的需求。其最终目标是通过人才合

河留下痕迹。”惟愿对万国之上人类的

一层楼。2006年，连氏基金捐款600万

作， 领导时代变革，促进两国的共同繁

爱，世代传承。

元，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合作设立亚洲首

荣。文章开头描述的新中两国高级公务

个“社会变革中心”，中心的“连氏基金

员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活动，就是向

卓越研究员计划”将着力为新加坡的非

着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and Livelihood”等等。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连瀛洲（坐者左起4）1941年就当中华总商会主席，他和陈六使（坐者左起5）随时准备为社区利益奉献自己的时间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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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亚来的人格解释
╱ 文  : 贺兰宁

解读《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
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

在

马来西亚的拓荒史上，至今仍令人难
以忘怀的，是开拓吉隆坡的叶亚来和

垦殖诗巫的黄乃裳。他们两人都是19世纪中叶
的拓荒英雄。
叶 亚 来在马来半岛上 拓 荒的 辉煌 事
迹，1905年起，开始在中国刊物上出现。梁启
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叶亚来传记》，虽然陈
述简短（约450字），资料不足，但是传达了一
个讯息：叶亚来是中国海外殖民开拓者之一。
在马来人的世界里披荆斩棘后发迹显赫
的叶亚来，崛起于下层，立足于上层。他在雪
兰莪10年战乱中取得最后胜利的那股战斗力，
他在管理矿场上所缔造的成就，以及负责吉
隆坡开埠时期的行政工作魄力，都来自他的
无畏精神。
本文以解读李业霖主编的传记文学文本
《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
生》，对叶亚来作出人格解释，并从当时的社
会、民族等视角来评论叶亚来。

一 、叶亚来生平简述
1837年叶亚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
镇周田乡的一个客籍家庭里。父名联开，母范
氏。共养育四男一女。叶亚来是这个贫农的
长子，童年只受过两年私塾教育。辍学后，他
替人放牛，做短工以协助维持家庭经济。由于
鸦片战争的发生地东莞虎门就位于惠阳县邻
近，他的童年就在兵荒马乱中渡过。村民离乡
背井，到海外寻求生路。

叶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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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姑古丁

1854年，17岁的叶亚来跟随同乡
人买棹南渡。两个月后，他到达马六甲

长兵队，遭逮捕斩首。叶亚来和刘壬光

锡矿场的控制权。在吉隆坡，多数惠州

受伤，先后逃离森林，到芦骨去。

人拥戴叶亚来。北方间征（Kanching）的

(Malacca)。族亲叶国驷接待他，提供膳
宿，并介绍他到榴梿洞葛(Durian Tunggal)的一家锡矿场工作。4个月后，矿场
公司倒闭，他只好到吉山（Kesang）的
族叔店中当伙计。一年后，族叔认为他

战争平息后，双溪乌绒的华人和马
来人决定另选华人甲必丹以维持地方
秩序。众人推选开矿的头领叶亚石。
叶亚石就任一个月后，转让叶亚来当
甲必丹。

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生活，给他一百

为了避开族叔，他从马六甲步行到锡产
丰富的芦骨（Lukut）。他投靠同乡张昌，
在矿场里当厨夫。三年后，他利用积存
的一笔钱财，进行猪只买卖生意。业务
扩展到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后，
他结识了当地华人甲必丹盛明利的随

莪（Selangor），出任刘壬光的私人助
理。叶亚来从此开始发迹。在两年内，
他拥有两个锡矿场和一间药店，又娶了
马六甲华族女子郭庚娇为继室1。稍后，
他建立了吉隆坡第一座华人庙堂仙四师
爷宫，供奉盛明利和叶亚四2。

此，叶亚来不久就当上刘壬光的助手。

亚来接任甲必丹。他大刀阔斧进行管理
制度改革，并训练军队以捍卫领土。

酋为了争夺华人采矿区的拥有权而产

除了马来人的税收纷争外，吉隆坡

生摩擦。当地华人卷入漩涡，并分成两

地区几个敌对派系的华人也常相互争逐

派，投靠不同的马来土酋。以盛明利为

1

林。盛明利在林中迷路，遇敌方马来酋

系结合马来派系展开拉锯战。1872年，
吉隆坡一度落入叶亚来的敌人手中。
到1873年，他得到彭亨(Pahang)马来军
吉隆坡，重任吉隆坡甲必丹。
1 8 7 4 年 ，英 国 人干 预 马 来 诸
邦。1878年，锡米价贱，叶亚来的矿场
陷入经济困境。幸好翌年锡价回升，他
东山再起，1879年，英人把行政中心迁
到吉隆坡，叶亚来屈让部份行政官的权
力3。但是，此时的叶亚来已是锡矿业的
领袖，并拥有吉隆坡市区的三分之一建

刘壬光在1868年罹患重病逝世。叶

首的这个派系在械斗中败北，逃入森

至1873年的雪兰莪内乱中，双方华人派

壬光的邀请，偕同三位密友北上雪兰

身护卫刘壬光及经营赌馆的叶亚石，因

1860年初，双溪乌绒的两名马来土

嘉应州人却支持张昌为领袖。在1870年

队和吉打强人东姑古丁的支援，才收复
1862年，叶亚来应吉隆坡甲必丹刘

元令他回返中国。他乘船到新加坡时，
在赌馆里输光盘缠，只好重回马六甲。

瑞天咸

叶亚来元配廖氏为童养媳，在叶家因病早
逝。

叶亚四又名叶四，是吉隆坡地方领袖，富甲
一方。
2

筑产业。他还投资农业，铺设道路，并
引进蒸汽抽水机，供锡矿场使用。在公
益事业方面，他兴建疗养收留所及第一
所华文学校。

3
叶亚来被褫夺吉隆坡的一些职务，是由于他
重建吉隆坡的成绩过于优良，英人参政司故
意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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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叶亚来的出身农家，少受教育，但是经恶劣环境的磨炼，终而
造就了他。在当时殖民地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影响下，叶亚来必然
出现正负面的双重人格。尽管如此，在海外华人拓荒史上，叶亚来
仍然受后人尊为建设吉隆坡的奠基人。

当他想荣归故里时，却患上支气管

发展，货币流通量日益广泛，为19世纪

识，常包含了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属性的

炎，溘然辞世，时为1885年4月15日，享

后期的吉隆坡带来繁荣和新秩序。吉

意识，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

年49岁。

隆坡三度被烧毁，叶亚来都接手重建。

共存方式的认同，对本民族生活命运

所以雪州英人参政司瑞天咸（Frank A.

的理解等等。叶亚来的存在空间虽从中

Swettenham）在一份汇报文件中说：

国转移到吉隆坡，但是根深蒂固的民族

“甲必丹叶亚来是雪兰莪州的一位举

情结却永在他的胸怀里。他为族人和会

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精力和事业心，都

社到沙场鏖战，他厚养战士、礼待谋士、

异于寻常人。”事业心重，是早期海外华

和族人面对逆境而博咨密议，逐渐锻炼

人的典型人格和精神表现。在事业上，

成擅长战略的领袖，甚至在战场上，在

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吃苦耐劳的良好品

族人的拥护下指挥若定，英勇抗敌。他

质，使他们从事每项工作都能胜任，不

的这些表现，都源自民族根性与气节。

叶亚来树立了光辉的拓荒英雄形
象：有胆有识，面对逆境依然坚决奋
斗。

二、正负面人格解释
在19世纪末以前，英国殖民政府对
华人采用“间接统治”的甲必丹制度。甲
必丹拥有地方上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甲
必丹承包税收，利用秘密会社对华侨进
行有效控制。早期甲必丹如叶亚来在双
溪乌绒和吉隆坡时，领导权并不建立在
财富和公益事业上，而是有赖于其他素
质，其中最主要的是智慧、战斗才能和

论是在矿山、园坵、农场被雇，只要能
挣得机会，再加上勤俭节约的华人文化
传统，把血汗钱积蓄后从事小本买卖，
没几年就从低收入走向发迹的途经，
这也就是早期华人移民成功的模式。

4. 叶亚来不但能团结华人，也能和
马来人团结。他跟雪兰莪州数位苏丹的
关系良好，彼此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
合作。他是实践华人和马来人合作的
先驱人物。在他主持吉隆坡行政工作

会社关系。也就是说，用拳头和武力取

2. 叶亚来的群体价值观念，把人与

期间（1873-1880），常通过马来酋长来

得权力，其次才是个人资产和马来政

现实社会融为一体，个人的价值在社会

管理马来社会，马来人也乐意接受他的

权的认可。英国人干政后，华人甲必丹

整体中得以显示。叶亚来一生所遭遇

领导，因为他鼓励马来人迁移到吉隆坡

成为官方正式委任职位，领取象征式津

的艰险不可胜数。在社会倾危的关键

近郊种植稻米和农作物，以方便及迅捷

贴，并且是州议会成员，更具有名望。

时刻，他始终勇往直前，虽九死而犹未

的方式供应市场所需。叶亚来还提供营

悔。就如《左传·昭公四年》中郑国子

运资金给马来人，传授先进的耕植技术

势和财富的人，会同时得来仰慕者和

产所说的“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又如

经验给马来农民，以提高农作物的生产

贬抑者。叶亚来一生的经历里，其中一

《晋书·祖逖传》所述：
“逖以社稷倾

量。这股合作心，是叶亚来优良人格的

些事件反映了他人格的正面行为，也有

覆，常怀振复之志”。在社会群体中，

另一种解释。

些是负面的举动。

能“中流击楫”的主角，常是救世英

在叶亚来生存的时代里，一个有权

雄。叶亚来建设吉隆坡，是义务重于权
甲、正面人格解释：

1. 叶亚来是杰出的拓殖先驱，他把
榛莽未辟，鸿茸沼泽的土地开辟为市

利，整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究其动
力，应该是他那以群体为本的社会心
所使然。

5、叶亚来在吉隆坡及周遭地区开
道辟路，业绩卓著。市内开通的街道，
为人称颂；通往矿区的公路建设，巨额
耗资，每英里约需1500元。为了酬报叶
亚来在路政上的花费，英殖民政府给他

镇。他经营吉隆坡24年，人口增加，锡

3. 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有民族自

市中心永久拥有权的地皮。在公益事业

产盛产，促进对外贸易，交通事业随着

豪感和民族归宿感。这种强烈的主体意

中，叶亚来设立安老院和疗养收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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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贫病无靠者可以温饱和栖身。他规

下，矿区的秘密会社，控制了锡矿生产

乃裳遗爱诗巫，造福子民，这一个城市

定凡屠宰一头生猪，要缴一元的屠宰

过程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而且，缴主、行

才有今日的繁荣。

税作为这个慈善机构的维持费。叶亚来

工、当头和矿工等都在会社里占有和他

还创立吉隆坡第一间华文私塾，位于谐

们生产劳动角色相配合的阶级职位。显

街。1884年新春开学，共有50名学生。

然的，秘密会社在组织初期是华人传统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对东南亚

当时的商场巨擘常到书院里参观。这些

文化情意结的聚点，较后时期它竟成了

的兴趣时增时减。清初，朝廷杜绝华人

善举，充分表露出他的公益心。

矿场业主利用来保护行业的支柱。这是

出国的原因有三：1、华人出国会通盗

叶亚来人格上私有心的诠释。

为匪。2、视华侨为汉奸。3、华侨对国

乙、负面人格解释：

1. 清朝的卖官鬻爵制度由来已久。
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却是在两次鸦片战争
之后。清朝将这种制度推行到海外，劝
诱华人捐出巨款，使朝廷直接获得一
笔资金。在海外致富的华侨多数出身贫
寒，高官显爵以光宗耀祖是传统价值观
所推崇的，而且，买官的海外富有移民
还能回国时受到朝廷保护，使他们达到
衣锦还乡的愿望。叶亚来的思想意识里
有买官衔以塑造权威人格的欲念。这种
虚荣心使他在吉隆坡当甲必丹任内就捐

结语

3. 鸦片、烧酒、赌博、典当的饷码

家经济利益没有好处。到了晚清，鸦片

专利，是叶亚来时代里矿区实物工资

战争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少数有识

推行形式的一部分。矿主经常任意抬高

之士才试图了解外部世界，学习外国的

物品市价配售或抽佣，而作为消费者的

长处，进而引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劳工，只好接受剥削和欺凌。在1875到

主张。于是，同治初年，清朝朝野才展

1880年期间，叶亚来主政吉隆坡，包庇

开大讨论。禁止华人出外经商和居留海

妓院，设赌馆和鸦片烟馆。可算是最大

外的敕令逐渐解除。此外，清政府开始

的缴主兼饷码承包者。这类业务，带给

吸引海外华人资金和金融资助，利用华

叶亚来优厚的利润。虽然，以当时的历

侨的经济力量振兴商务，或巩固海防，

史背景来考察，叶亚来的这类社会活

集资买舰。叶亚来是晚清华人移民海

动是合法的，受殖民时代的政府所鼓

外寻求致富机会的典型例子。

励，然而，靠这类业务来增加财富和权

叶亚来出身农家，少受教育，但是

势，显示了叶亚来的谋利心重。如果以

恶劣环境的磨炼，终而造就了他。在当

这一点和同时期开辟诗巫（新福州）的

时殖民地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影响下，

黄乃裳4比较，在人格上就有明显的差

叶亚来必然出现正负面的双重人格。尽

2. 华人到海外谋生，处在一个陌生

异。黄乃裳身为砂劳越州诗巫的港主，

管如此，在海外华人拓荒史上，叶亚来

的环境里出卖劳力，无非是想早日赚取

根据殖民地政府的通例，他有特权售卖

仍然受后人尊为建设吉隆坡的奠基人。

财富，荣归故里。他们身在异乡，与八方

鸦片，开设赌馆以谋利。但是，他绝不愿

人士杂居而产生疏离感和孤立感，促

为利益而荼毒福州人。这使当地政府断

使同乡人寻求结社以互惠互利，免受其

了部份财路。结果他被迫离开诗巫。黄

他族群的歧视或欺凌。叶亚来是秘密

4

官，获得例授正四品中宪大夫。所以，叶
亚来常在盛大场合穿戴官袍来显示自己
达到士绅的地位。

会社海山公司的头目之一，也是矿场业
主。在血缘、地缘和宗法观念交互影响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黄乃裳（1849-1924）：福建闽清六都湖峰人，
是一名孝廉。戊戌政变，他上书陈政，几与六君
子同罹难，他逃至新加坡，后觅得诗巫，带福州
人前往诗巫垦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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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一代感言
以下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经历、不同感触，呈现了多样的思维。冯清莲以英文书写七十感
怀，讲述人生的几段经历：一个普普通通人家、祖母的影响、父亲的选择，英文的优势，生活的舒
适，东西文化的熏陶，对体制的感恩等，直抒胸臆，情真意切。译文出自南治国博士之笔，淋漓酣
畅，不可多得。邹文学生活面广，是华文读者熟悉的文化界人士。他在《无愧无悔》一文中，揭示
大时代热血青年的牢狱之灾，遭逐之难。往后数十年还历经了生活的煎熬，好不容易才挨到建国
一代配套的推出，仿佛在黑暗中显露一抹亮光。回顾坎坷的遭遇，文章以“无愧无悔”收尾，体现
了这些人的坚定信念和博大胸襟。浩文以《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为题，从国家、治人者和社
会宠儿、劳动者出发，畅述劳动者与国家有共生基因，切不断扭不开的纽带，血浓于水的情怀。从
抗日、反殖、争取独立运动，到普通百姓的辛勤劳动，无不是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他们的
回报，不应仅限于医疗照顾之类，还应该承认和尊重他们的历史角色和社会角色，于是乎才有“国
家爱你吗？”的感叹。本期同时刊出他们的文章，是希望借此迎来百花齐放、争艳斗妍的景象。
——编者按

杨君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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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冯清莲

翻译  : 南治国

祖

七十感怀：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母在世时，常说“人生七十古来

不是那种西谚所说的“衔着银勺子出

饭。（“不可浪费一粒饭”的家规后来

稀”。在她的年代，人的寿命不

生”的富家子弟。父亲中学毕业就开始

给我带来了不小的“灾难”：1971年，作

高，少有人能活到七十岁。现在生活环

工作，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家境算不上

为随行记者，我参加了新加坡中华总商

境好了，医疗条件改善了，人的寿命也

一贫如洗，但父亲的薪水实在不多，祖

会组织的去中国的商务考察团，那是

随之提高，人生八十不稀奇。

母总要算计每一分钱的开销。幸好那

我第一次去中国。得知我阿嬷对家人有

但对我而言，七十仍是人生的一个

时候的生活开支不大,只需花一毛钱搭

“不可浪费一粒饭”的家规，我的团友

重要界标。过完七十岁的生日，我有一

巴士，过了几巷就到学校，所以，在我

们每每对我进行严格“监督”，即便是

种强烈的自觉，那就是我这一辈子，去

的青少年时代，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

一顿有十五道菜肴的餐宴，他们也要

日已多，来日渐少。尽管这样，我还是觉

活里有什么不幸。

敦促我尽力吃完，最好一粒不剩。这样

得此时自己更要心怀感恩，感谢上苍，
感恩那些我平顺走过的旧日好时光。

后来，即便家境稍稍好了一点，我
的阿嬷，一位从福建南来的中国女性依

贫穷能激励一个人更坚定地追求，

然恪守节俭持家的传统，不仅确保家里

并走向成功。因此，我想，我最要感恩

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还要监督

的是我并非生于一个殷实之家——我

我们每次用完餐饭碗里不可留下一粒

下来，结果可想而知，在中国十九天，我
体重骤增了四公斤！更糟的是，从那以
后，我先前苗条的身段就再也没有回来
过。）

“Kan En” Counting Blessings at 70
By Pang Cheng Lian

A

t seventy, my grandmother used to
say, one is “gu lai xi”, that is, a rarity.
Because mortality rates were high in her time,
many of her contemporaries never lived to
celebrate their 70th birthdays.
Today with improved living environment
and medical advances lifespans have risen.
Nowadays, reaching 80 is “bu xi qi”, nothing
extraordinary.
Nevertheless, to me 70 mark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life’s cycle. When I crossed my
70tht birthday I realised that life’s journey
would be very much shorter than the one
travelled. It seems a good time to “kan en”,

to count my blessings for what I consider to
have been a blessed and good life.
First I am so glad I was not born with the
proverbial silver spoon in my mouth. Poverty
tends to sharpen th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My family was not destitute, but my
father who had only obtained his “O” level was
the sole breadwinner so my grandmother had
to stretch every single dollar he brought home.
Thankfully, the cost of living was low (taking
the bus to school a few “lorongs” away cost 10
cents), so I really did not feel deprived when
I was growing up.

But my Fujian-born Ah Ma (grandmother)
made sure we lived frugally so I grew up
making sure every cent counted, and eating
up the last grain of rice in my bowl. (This
practice proved to be my undoing when I
visite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1. I was
a journalist travelling with a trade mission
organised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delegates found out my Ah
Ma’s injunction and kept piling the 15-course
meals on me. In 19 days I gained four kilos,
and they have stayed with me since!)
As I review the many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I must also give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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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自己七十年来的人生历程，我

我的英校教育使我在职场如鱼得

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我有很多机

也必须感恩父亲，是他决定送我上英

水，游刃有余，但我也尽己所能，去了

会接触到华社、华语和华族文化。先是

校读书。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智

解华文，接触华社，使自己的生活更加

作为一名记者，尔后成为大华银行主席

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使得我在上世

丰盈多姿。我总想，作为新加坡人，我

黄祖耀的特别助理，这两样工作都让我

纪六十年代的职场占得先机。尽管新

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

有机会结识不少华文传媒界的要员、宗

加坡以任人唯贤和机会均等而自诩，

个有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度，特别

乡会馆的董事和华社商团领袖，他们

但华校生显然没有与英校生均等的就

是那些掌握了中英双语的华族新加坡

给我打开了一扇丰富的中华文化之窗。

业和发展机会。英文是社会和商界的

人，他们可以尽享当今世界上两大主流

在宗乡总会，我的好几位朋友教我背诵

强势语文，我们这些英校生自然获益，

文化的精萃。

和欣赏唐诗。现在，每当我仰看一轮满

不仅工作机会多，而且擢升的机会也大
大超过华校生。
当时的新加坡大学的优等毕业生有
望在行政服务部门获得高位，而当时的
南洋大学的优等毕业生要么选择去海外

读书年代，我常常沉浸在莎士比亚
和狄更斯奇妙的文学世界里。即便到现
在，华兹华斯关于水仙花的诗句稍不留

他们只好自己创业。他们中的一些人
后来成为了非常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因祸得福”

The top graduates of the then Singapore
University could aspire to the top rank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 The top
graduates of Nanyang University either
chose to pursue Ph.Ds overseas, or teach in
the Chinese medium schools in Singapore.
The silver lining was that because many of
the Chinese educated found it difficul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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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思故乡。
精神的愉悦必须建立在物质丰饶的

悠然闲适，如一朵白云，
我独自徜徉在川谷和山地；
忽然，眼前有大片金 灿灿的水仙
花，

基础上，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
吧。倘若饥肠辘辘，任凭语言再美，任
凭诗人才华再多，恐怕也是很难写出美
妙的诗来。正因为如此，在我年届七十
之际，我最后要感恩自己出生、成长和

簇拥摇曳，绽放诗意……

吧。

to my father’s wise decision to enrol me in
an English-medium school. This undoubtedly
gave me a headstart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in the Sixties. Even in meritocratic
and egalitarian Singapore, it really was not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educated. As English became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the business and social spheres,
those of us who went to English schools
naturally benefitted. The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e channels for upward mobility were
much better for the English educated.

举头望明月，

神就浮现脑际：

攻读博士学位，要么在本地华校执教。
很多华校生较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月，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李白的诗句：

secure employment, they started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some became very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My English schooling has been a boon
in my career, but my exposure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 has greatly enriched my life.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Singaporeans are
so blessed to be living in a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nation. Bilingual Singapore
Chinese, in particular, are able to savour the
best of the two major world cultures.
In school, I was immersed in the magical
world of Shakespeare and Dickens, and until
today Wordsworth’s Daffodils runs easily
in the mind.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golden
daffodils.”

生活的新加坡，这是一个和平、安全的

In later years, my working life threw me
into the Mandarin speaking world. First as
a journalist and subsequently as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UOB Chairman, Mr Wee
Cho Yaw, I got to know the businessmen
an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edia and clan
associations. Through them I re-discovered
my rich Chinese heritage. My friends at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taught me to memorise and
appreciate some of the Tang poems. Today
when I see a full moon, I invariably think of
Li Bai’s lines, “ju tou wang ming yue, di tou si
gu xiang” (“raising the head, I see the moon;
lowering my head I think of home”.
But as everyone will agree, food for the body
must precede food for the soul. It is difficult
to wax lyrical over beauty of any language
on an empty stomach! This brings me to
my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reason for

怡
和
天
地
国度，也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度——仅

理所当然，全然忘记在建国之初，我们

类，不一而足，总之，他们的质疑归根结

用了短短的五十年，新加坡就从一个落

的国家除了一群从各地走到一起的移

底就一句话：我们是否为经济的发展付

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富强的第一

民，几乎没有别的任何资源。在一批具

出了过高的代价？

世界国家。

有远见、积极务实和勤勉奉献的国家

今年年初，我去了一趟斯里兰卡和

领导人的带领下，坚持以发展经济为

缅甸。这两个国家和新加坡有着相近的

重心，新加坡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繁

历史：都曾受英国人的殖民统治。然而，

荣富足了。在立国初期，新加坡得幸从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结束后，新加坡发展

一开始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制，

迅猛，斯里兰卡和缅甸虽然资源丰富，

而且在这个体制下有一大批政府公务

却陷入内乱，至今仍未摆脱贫困。今年

员，他们认同国家领袖们的建国理念，

三月，我走在仰光的唐人街，脑海里闪

也乐为新加坡的发展尽心尽力。尽管

现的却是五十年前新加坡的牛车水：

偶尔也有公务员经不起贪腐诱惑，但从

破旧的街区，拥挤的五脚基店屋，还有

世界范围看，新加坡总体上仍是一个非

随地可见的脏乱。当我从科伦坡和仰

常清廉的国家。

光返回新加坡，就在飞机降临在樟宜机
场的那一刻，我对我的“小红点”（新加
坡）满怀感激，也倍感自豪！

对这些批评，我并无答案。我只知
道，儿时我常用五毛钱去芽笼“快乐世
界”的餐馆，买一钵剩饭菜，而今我却
能受人邀请，到哪里享受数百元一顿
地餐宴！
每晚就寝前，我都要看一眼滨海湾
金沙名胜和它附近办公楼群的辉煌璀
璨，当然，我也不忘打量一遍我住家近
旁高耸夜空的岛国住宅楼里的万家灯
火，这差不多是我现在每天的“日课”，
它让我感到自己作为新加坡建国一代

做任何事情都有众口难调的时候，

的一份子有多幸运。悠悠七十载，我这

新加坡的高速发展同样受到了国内外人

个出生于日占时期“昭南岛”的小女子

士的批评：经济的发展是否是以牺牲民

能有今天的和平与幸福，何其幸也！

新加坡已持续繁荣多年，很多新加

主原则为代价？政府的“家长式管理作

坡人开始觉得现在安逸富足的生活是

风”是否窒息了国民的创造性？诸如此

thanksgiving at 70. I thank my lucky stars
that I have grown up in a country that has
not only provided peace and security but has
also progressed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in the
short space of 50 years.

Singaporeans have had so many good years
that we tend to take our stability and our
affluence for granted. We tend to forget
that this Republic started with virtually no
resources except for its immigrant population.
Led by a group of far-sighted, pragmatic and
dedicated leaders who were passionate in their
belief that economic progress must precede
all else, Singapore has not only survived,
but has prospered. In those critical years of
nationhood, Singapore was also blessed with
an efficient bureaucracy led by public servants
who shared the ideals and commitment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A few succumbed to
temptations, but Singapore’s reputation as a
corruption-free state generally remains intact.

sake of economic growth? Has the strong
dose of paternalism stifled creativity and
innovative thought? In short, have we paid
too high a price for our economic progress?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Singapore is not without its
detractor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Have
democratic principles been sacrificed for the

It is a daily reminder of my good fortune to be
a member of Singapore’s Pioneer Generation.
This War baby of Syonanto has come a long
way!

Early this year, I visited Sri Lanka and Myanmar.
Both countries share a common history with
Singapore. All three have been under British
rule and administration. But while post–
colonial Singapore has sped ahead, the other
two resource-rich nations have been mired in
internal strife and poverty. As I walked down
Yangon’s Chinatown in March, I was strongly
reminded of Singapore’s Chinatown 50 years
ago – the dilapidated tenement buildings,
the crowded five-foot ways and the general
squalor. When my flights from Colombo and
Yangon touched down at Changi Airport, I
was all the more grateful and proud of my
“Little Red Dot”!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I have no ready answers to these critique.
What I do know is that as a child I used to pay
50 cents for a pot of leftovers from a Chinese
restaurant in the old Happy World in Geylang,
today I am hosted to meals which run into
hundreds of dollars per person!
Before I turn in each night I make a point
of admiring the lights of Marina Bay Sands
and its surrounding office complexes, as well
as the highrise residential apartments in my
neighbou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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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们无愧无悔！

新世界一家购物中心的食阁

不易，我们两老原本实在担心会拖累

“我不怕，如果真换不了车，就跟

里，我们一群老校友在这里

他们。”小刘已经73岁，大家还是习惯

有车的打工，去载泥沙，去载客工，去

称他小刘。

载学生，饿不死的。”

聚会，虽然已经过了新年，碰面还要互
相道贺：祝新年身体健康。

小刘中学毕业后就在大坡一家九

不说不知道，罗大侠当年是在新大

来的朋友越来越多，话题突然转到

八行工作，六十年代初参加了工会，在

念法律系，他是在念第二年时因为参加

建国一代配套。我的眼光转一圈，以年

一次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里被捕，被判

学生会主持的裁员调查活动而被拘留，

龄来看，十多个人全部合格。

坐牢两个星期，公司就裁退他。此后，

随后他就离开大学。他的中英文水平都

他到处帮人作账，不过都是些小公司

很高，却是不愿意做办公室里的工作。

的账目，每个月去一两次就能整理清

他当了十多年建筑工人，后来跌伤了，

老徐先说了：
“有这个配套肯定好，

楚，因此，他最忙的时候有20家客户。

才改行收破烂。

只以年龄为限，一视同仁，还算有点良

“二三十年来，我是大坡小坡走透

大势所趋

心。”

透，其实有些老板后来已经不需要我的

“我们当年被指为左倾的反社会分

服务，但是，看到我那样刻苦耐劳为生

子，不经审问就拘禁起来，不只自己失去

活奔波，他们还是照样每个月付我几

自由，家里的老父老母妻子孩子也连带

十块钱的酬劳。”

忍饥挨饿，这就是我们当年这些热血青
年，爱国爱民须要付出的代价。”
老徐很早就参加政治活动，也是执
政党最早一批的党员。他坐牢少说也有
10年，后来就是在哥哥的公司里帮忙打
理生意。
有人补充说，政治形势今非昔比，
当政者随风掌舵，实乃大势所趋。
“九十年代，执政党失去后港选区
后，后港居民一周后就须面对减少三
条巴士路线的不便，岂不就是一种政
治惩罚？”

小刘没有公积金，妻子没工作，是
手停口停的典型自雇人士。

的成员，常有领唱的机会。

有更多津贴当然好
罗大侠的妻子林姑娘也在场，她
还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像以往那
样不讲话，不过，她这回却也小声告诉
我：
“有更多医药津贴当然好，他还能

病了不过个死字

硬撑几年？”

罗大侠几十年不变，讲话特别大

林姑娘在团体的时候，已经证实患

声，他一开口，就把那些窃窃私语全

了红斑狼疮，常需要看病吃药。她患的

给“镇压”下来，不得不全心全意听他

这种病，病情反复，有几次我们到医院

讲话。

探望她时，她身上都插满管子，有一次

“我们有手有脚，饿不死我们的！

已经需要洗肾。

有没有配套救济都无所谓。病了没钱

她说：
“最近肾功能下降很多，医生

医，也不过个死字！”罗大侠在我们当

说最多只能再拖延三个月就得洗肾。”

中算是最年轻的，他开一辆高篷的小
罗厘，到处搜集破烂。

能减轻医药负担

罗大侠嗓子好，目前是一个合唱团

罗大侠就是大侠，为人最讲义气，
从他对林姑娘几十年来无微不至地体

最近，他火气更大，他的车子就要

贴照顾，确实叫人感动和钦佩。他们没

小刘说：
“这个配套确实能解除我

满10年，换不换车，都逃不过拥车证

有所出，就是因为他疼惜妻子身子的

对医药负担的恐惧。我只有一个女儿，

飙升的巨大压力，除非他不再干这行。

缘故。

他们要顾好自己一家五口的生活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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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配套无缘
老蔡开口了：
“哈哈，你们能享有
建国一 代配 套 的照 顾，是 理 所当然
的，受之无愧的。比起很多人来，你们
对国家的贡献，即使没比人多也不比
人少。”
老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小学老
师，后来教育部开除左派教师，他和几
百个人一样，一夜之间就被抛进失业
队伍里。
他原本是麻坡人，小学时就随全
家搬来新加坡居住。有一次，他到新民
路日本园看左派团体的演出被盯上，第
二天半夜就给递解出境。
老蔡当时是和一群有相同遭遇的人
走过长堤，然后，就有人介绍他们去黄
梨园工作。不过，后来他还是凭着没被
收回的蓝色居民证回到新加坡。

老蔡此后的四十年，是无法申请护

罗大侠插话说：
“我们现在只要问

照的。他做过书店的仓库管理员、出版

心无愧做个关怀社会的好人，就对得起

社编辑、也在小贩中心卖过斋菜，最后

许多当年的好伙伴。对于我们的过去和

的归宿是华文补习老师。

遭遇，更不需怨天尤人。”

他不是公民，所以他在这片生活了
六十多年的土地上的所有辛劳付出，与

林姑娘竟然说话了：
“我们是无愧
无悔。”食阁里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建国配套无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问心无愧
老蔡是这样总结那天的话题：
“大
家当年都是热血青年，有理想，有实
践，有付出，也作了牺牲。尽管后来每
个人遭遇不同，我们也总算坦荡荡活
过来了，而且总体来说，还是体面地活
到现在。
“现在已是另一个时代，我们不要
老往从前看，毕竟时过境迁，大家应该
接受现实，包括政府给予老百姓的这
些特别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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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十年代初，中国作家白桦在电

自诩为最聪明、最幸福的精英群，利己

影剧本《苦恋》中，有这么一

或爱国，干卿何事！问题是，这样的日

句名言：
“你深深的恋着这个国家，这个国
家爱你吗？”

子能维系多久呢？历代自上而下的社会
改良，让劳动者仿佛在梦中也分得一
杯羹，但治人者和社会宠儿意在救人，
抑或自救，一时也说不清。

后来，这句话被简化为：
“你爱国
家，国家爱你吗？”
异时——三十多年过去了；
异地——相隔数以千里。
然而，这句话依然发人深思。

“你得先穷困潦倒，或满身病痛，
或残缺智钝，否则配方不灵！”
一头雾水。返回工作地点，见到大
厦清洁工黄某。他今年66岁，矮个子短
头发，天天使劲擦洗厕所外过道的石
板。擦呀擦的，石板上砂砾透亮极了，

夜未央，梦已了，电话传来远方友人

但地面似乎越发单薄。我开个玩笑，

的声音：
“你们可好了，建国一代，80 亿

小心业主要你赔偿。他说，好啊，我可

配套，够养老啦。”

以动用建国一代配套了。好家伙，我的

“建国一代？那你不是更具资格
吗？”

会计师朋友只说看，他进一步，要动用
了。我好奇问道，那你一家四口，太太
体弱多病，两个弱智儿子呆在家里；你

国家大体上有治人者、社会宠儿和

对方是五六十年代反殖民统治、争

治于人者，或曰劳动者。治人者高高在

取国家独立的急先锋，后为殖民地政

上，被认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社会宠

府所不容，被迫离开家园。像他那一代

儿唯治人者马首是瞻，享受各种优渥的

人，或滞留他乡，或长眠地下，虽与建国

条件和好处。他们与治人者站在一道，

一代无缘，但存活者依旧时时苦恋这片

形成既得利益和特权集团，呼风唤雨，

热土。如今我们浪得虚名，羞愧有加。

八面威风。治于人者是有识之士、小康

而他，在电话另一端沉吟良久，几分苦

人家和弱势者组成的劳动者群体，是

涩，说道：
“ 我爱国家，国家爱我吗？”

忍辱负重的社会脊梁和推动者。他们
与国家有共生的基因，切不断扯不开
的纽带，血浓于水的情怀。国家是他们
赖以安身立命之所，不敢奢求，但国家
有难，他们一马当先，奋不顾身；国家

收入微薄，还得另打三晚工，月入不过
千余，援助配套该有帮助吧？他说没
有，因为还在做工。年迈劳动者，如此
拼搏，为国家节约援助金，也算是一种
美德吧。我惊讶他在逆境中热诚不减，
只给予不攫取，把个人的不幸深埋心
底，平凡而坚毅。他对美好生活早已无
所期待，只祈望身体争气，能挺多久是

回到现场，我爱国家，就为了她一

多久。我们的东方瑞士梦想早成泡影，

掷千金？国家爱我，就因为我唯唯诺

大人先生倡导活到老，做到老，弱者挣

诺，糊里糊涂？带着满腹疑团，次日造

扎求存，看似顺理成章，但我们是不是

访也是建国一代的会计师朋友。这是

应该像白桦所说的：
“我只不过总是和

两人的对话：

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安宁，他们解鞍下马，归于平淡。劳动
者可以默默耕耘，平静得出奇，也可以
振臂高呼，掀起波涛，如孟子两千多年
前所作的观察：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配套配套，是极为复杂的配方，
你看得懂吗？”
“那你看了吗？”

如果白桦生活在今天的新加坡，听
见各种声音，或曰＂我爱金钱，金钱爱
我吗＂、或曰＂先驱者无望，有识者莫
望，小康者观望，弱势者盼望＂、或曰＂

载舟是人上人乐见的局面，但覆舟
也不能不引以为鉴。贫富悬殊，社会不

“看了。”
“看明白了？”

公，国家漠然，难怪劳动者中的有识之
士，要发出“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的感叹。对社会上层而言，把“国家爱
我”挂在口上，把个人利益牢抓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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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
“那对你我小康人家有好处吗？”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或曰＂大人先
生高明之处，吾辈望尘莫及＂，他会有
什么感想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怡
和
天
地

华语剧场的必要
春

节期间，偕伴到滨海艺术中心小剧院，

（Woo Yen Yen）联合摄制的。本人相当喜欢这

观赏了本地九年剧场呈献的华语翻译

部片子，认为它是《爸妈不在家》之前本地最好

剧《艺术》。这是九年剧场第三度参与华艺节

的一部人文电影。前电视演员林倩萍用闽南语

演出，演出后的2月15日，剧场在本身的工作室

演一位乐龄家庭主妇，也演得很出色。

主办了一个专题交流会，讨论“本地华语剧场
的定义与定位”。

时所说的一段话，却真正让我停止dreaming，

遗憾的是，本人未克出席交流会。但环顾

如梦初醒。吴先生激动地表示，新加坡影视

“华语”今天在新加坡所面对的奇特境遇，深

中的华人都说华语，并不真实，因此他要拍方

感无论定义与定位如何，本地华语剧场的存

言影片。吴先生当然有他表达的自由，而长年

在，绝对必要！

累月的华语运动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也确有

本地英语演艺界有个必要剧场Necessary

╱ 文  : 庄永康

然而，编导吴荣平接受国际英文媒体访问

Stage。起名“必要”，是表示戏剧的重要性。

过火的地方，但如果说以华语沟通的华人在新
加坡并不存在，那也言过其实。

生活里面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需要通过戏

纵观新加坡的知识界，吴荣平的观点无疑

剧的激发，才能引起芸芸众生的关注和省思。

相当普遍。伴随着华语演艺后劲不足的趋势，

在新加坡，华语剧场的“必要”其实比英
语剧场更为迫切。怎么说，英语英文的环球资

能够传达“华语人”的感受、梦想、挫折与憧憬
的空间，将会是越来越狭窄的。

源本身就辽阔无边。本地的英语专业剧场可

当然，《爸妈不在家》也并不是部“华语

以让我们不出家门，便欣赏到世界级的演出。

片”。但本人还是愿向编导陈哲艺说声感激，

生活中，英文的地位更不说自明。相比之下，

谢谢他把1997年在新加坡说华语的一对“爸

“华语”的存在状态，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

妈”、同事、老师、商场骗子，演绎得那么真实，

华语虽被贴上“母语”的标签，但当孩子
们若想不加掺杂用它来表述一句话的意思也

传神。这部影片突然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
我们这些“华语人”，又活回来了！

有困难，当原本在说这种语言的家长大部分都

由夫妻档谢燊杰与徐山淇联合创立的九年

明智地不跟孩子说，这会是我们的“母语”吗？

剧场，是个有想法、有坚持的专业华语剧团。在

不光是定义上的问题。因为一种不能用来
思考，不能用来实践文艺创作，不能用来作高
层次意念交流的语言，是存在不了多久的，或
名存而实亡。

高水平的原创中文剧本仍然欠缺的情况下，翻
译演出当前的世界优秀剧本，是壮大华语演艺
的必经之路。这也是郭宝崑先生曾经走过的道
路。看来这是条康庄大道，因为《艺术》演期不
短但场场爆满。

请勿误会，本文无意讨论新加坡的中文演
艺该采用多少巴仙华语，多少巴仙方言。令我深
感无奈的是，华语在华人之间的合理性已逐渐
衰退。而在社会上存在了近百年的千万“华语
人”，不论活的死的，都已剩下蒸发后的残影。

说来惭愧，本人是因为去年华艺节不够眼
明手快，九年剧场的《十二怒汉》门票一早售
罄，吃了闭门羹，才“见识”了这个华语剧团的
魅力。买不到票，看不到戏，当然是失望的。但
这个失望令我兴奋不已，因为它让我看到新加

2 0 0 6 年 新 加 坡 有 部 叫《 美 满 人 生》

坡华语剧场的一线曙光。

（Singapore Dreaming）的电影，是由旅美的
新加坡夫妻档吴荣平（Colin Goh）和胡恩恩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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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
“我”的云南园
最

近喜欢翻读一些南洋大学校友的回忆

静谧深邃的湖水，静静地躺在南洋谷央，

文字。近些年来，这样的文字似乎变得

像怀春少女深情的眼眸，湖心点缀着稀疏的

多了起来。这些文字多是忆旧，带着昨日的温

莲花荷叶，湖的四周，环绕着许多不知名的花

馨和温情，偶尔也有对南大被“消失”，云南园

木……如果这是一个明月皎皎的夜晚，那就更

被“鸠占鹊巢”的愤懑。手头正好有一本加拿

添几分浪漫情调了！那是一滩多情的湖水，那

大南洋大学校友会编写的《回忆云南园：1955-

是无限娇娆的夜晚。

1980》，翻过封面，目录中平平的散文《我的云
南园》最快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的云南园，
这标题，我喜欢！这让我想到现代诗人闻一多

这是中文系第廿一届学生岩鹰记忆中宁静
而又娇娆的南大湖。对云南园里的相思林，他
有更浪漫的回忆：

的那首叫《一句话》的新诗：
走过南大湖，越过一条不算宽的马路，就到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了相思林，倘佯在林里曲曲弯弯的小石径上，两
旁是蓊郁的相思树，树与树间夹立着八角亭子，
微弱的路灯灯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漏了下来，四
周是一片的岑寂，偶尔，园中某个亭子里想起了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时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一阵低沉的“吉他”声，亭中的石凳上坐着一对
男女同学，轻捻慢吟，是男的在向女的诉说心
曲，少女静静的听着，轻歌漫曲，滋润了她稚嫩
的心田，若非曲中诉衷情，哪得芳心解相思……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平平担心她的题目“太霸道”，就我看，她
还“婉约”了一点，云南园本来就是属于曾经浸
染其间的每一个南大人的云南园。也许需要更

这南大湖一定就是美人盼顾神飞的眼眸，而
这相思林应该就是美人柔滑如丝的秀发。云
南园景致如画，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和生活，
是诗意而宁静的。

多的南大人站出来，像闻一多先生那样“爆”出

南大人对老师的记忆，也充满诗意。

霹雳之声：咱们的云南园！

徐訏是现代知名的小说家，南大中文系曾

现实不只是撕裂和变调的，有时甚至是荒

聘请他来讲学。中文系第四届学生陈凌回忆

谬的。但回忆，总有一些回忆珍藏在最温情的

说，徐訏教授平易近人，常和中文系学生一起

地方，青葱明媚，充满诗意，给人感动，譬如

交流创作和生活心得：
“最难忘的是我们与他

“我”的云南园……

在校长岗上席地而坐的彻夜长谈。那晚万里

山山皆秀色，树树皆相思。云南园的风物
是迷人的。在南大人的记忆中，云南园最让他
们魂牵梦绕的，应该就是南大湖，还有那湖畔
的相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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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云南园是南大人心目中的美人，那

长空，凉风习习，谈起他在欧洲留学，谈到他
创作长篇小说《风萧萧》的经过。他的健谈及
风范，以及他对学问、写作的真诚执着，现在
回想起来，不但令人神往、敬佩，而且最能从
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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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教授和学生们月夜下的清聊是

的找到一个读书的位子，就须特别早

文，并刻版印制成册，让那些英文稍差

诗意的。而商学院第八届学生许万忠记

起，在图书馆开馆之前就守候在门口。

的同学人手一本，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听

忆中的刘行骅教授的幽默，何尝不是另

那些去晚了的人，还必须托朋友用笔

懂老师的讲课。这样的翻译常是急就

一种诗意：

记本帮忙“霸”一个座位。图书馆读书

章，有时译文不尽完美，甚至可能因为

气氛非常浓厚：

把保单“policy”译成“政策”而挨老师

上刘教授的经济课，绝不会烦闷。

的骂，但同学间的这种互助和自励的精

他的声音宏亮，且语多幽默，使人捧腹。

从餐厅到图书馆的路上，可以见到

他喜欢用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来比喻经济

无数捧着课本的同学，像赶集似的赶到

现象，容易理解、记忆之外，也给人留下

图书馆。每个人都希望早到，以便霸到

南大时期的云南园就有这样的诗

深刻印象。

一个凉爽、舒适、风扇底下的座位……

意，这般的温情，蕴藏这样一股自强之

一般人是以雪球越滚越大，弄到不

晚上十点过后，可以见到一群群的同学

气。而今的云南园物半是，人全非，用

可收拾或者吹气球至爆炸来比喻通货膨

离开图书馆，有的昂首阔步，胸有成竹似

潘受先生的诗句，
“风貌南园判昨今，

胀。刘教授却以女人怀孕来比。他说，十

的，有的低头默念，仿佛意犹未尽，形形

旧踪路断已难寻”，曾经在云南园挥洒

月怀胎，肚皮越来越大，象征通货膨胀

色色，不一而足。

青春的少男少女们，现在有的已经走

越趋严重。瓜熟蒂落，产下婴儿之后，

这样的读书条件虽然简陋了点（当

肚皮缩回去，就成了通货紧缩。这样的

时的南大，图书馆是没有现在的冷气），

比喻，令我们开怀大笑，至今仍记得当

现在的学生也许会“不堪其忧”，但那时

天的情景。

的南大生却能“不改其乐也”。南大主要

老师们认真上课，学生们也不甘落

用中文上课，但也有些课程采用英文授

后。现在，新加坡的大学条件很好，图

课，为了帮助那些英文稍差的同学学好

书馆设备精良，但宽敞明亮的阅览室常

这些英文课程，南大学生中英文基础较

常空荡少人。但那时的南大，图书馆并

好的同学可以在开学后的几周之内分工

不小，却常人满为患。为了能在图书馆

合作，把整本整本的英文教材译成中

神，在南大人的记忆中，却是完美的。

了，绝大多数已步入暮年，
“我”的云南
园尚能在他们的记忆中延续。再过若干
年，当所有的南大人都走了，生活在岛国
的“后现代”新新居民们，当他们面对荒
草丛中孤独怪异的南大牌坊，也许压根
不会去问：这是谁的云南园……
作者为本刊编辑委员

南洋理工大学云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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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是参观广州女画家万晓笳题为《独  舞
—Sense of A Woman》的油画个展，

再仔细阅读她的同名巨型画册。发现画家
笔下的31幅女性画像里，眼特别传神，而且
神态各有不同。继而两年之后，观赏到她以
《游  戏——Journey to Dreamland》为题，呈
献全新的画面。
年轻的晓笳（1972年出生），很希望她的
画作得到观众的喜爱欣赏。她太年轻了，不愿
意被观众误读曲解，或是很愿意观众对她画
作有出乎意料的喜爱，她直接的通过访谈，告
诉观众她喜欢看的书，比如法国作家圣埃克
苏佩理的《小王子》；她喜欢听的音乐，什么
民乐﹑藏乐﹑爵士乐﹑交响乐﹑非洲乐﹑实验音
乐，……只要能发出好听声响的音乐，她都喜
欢；她喜欢的舞蹈呢，观看现代舞比较多，比
如大陆的杨丽萍，台湾的林怀民的舞蹈；芭蕾
舞的典雅，西班牙舞，黑人的舞蹈，都使她陶
醉。我特别举出晓笳在音乐﹑文学﹑舞蹈这三
方面的爱好，是因为在艺术的领域中，这三方
面的艺术成就，最能给一个艺术家深沈的影
响。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应该是这三方面的爱
好者。
晓笳说：
“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她和作者
进行无声的聊天过程，是一种心灵的互动，在
不知不觉中怡情养性。”读《小王子》时，你能
不被他那纯真的心灵所感动吗？看杨丽萍的
舞蹈，那个《孔雀舞》的‘始创者’，你能不受
她的纯净﹑极致﹑空灵﹑大写意的境界所感动
吗？看林怀民的《水月》，那种根据中国太极
原理而编成的舞蹈，着力与不着力，阴与阳，
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都浮现台上，把水倾泼在
哥儿俩（布面油画）60x30公分  2012 《游  戏》系列之一

我读万晓笳的绘画
╱ 文  : 石

舞台上。晓笳叹道：
“当我在剧场观看的时候，
热泪盈眶。”看舞蹈看到热泪盈眶？啊，这正
是我的舞者及观舞者的体验。张挥说：
“看画
是一种享受，读画是一种思考，学画是一种心
愿，而作画便是向自己内心挖掘的探索过程。”

君

要完成这道过程，在这之前有多少的事物可以
学习，可以借鉴，可以深思冥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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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万晓笳的《独 舞》的31幅作品

《侠骨柔情》里的‘白发魔女’，心

万晓笳说她“不执着于画艺上的技

里，除了《姐妹》是两个人之外，其他的

有千千结地咬着一丝白发，瞪着两只

术，要把另一只脚踏进了文学的大观

都是孤独的﹑一个人的画像。这些画像，

微嗔的眼睛，怨而不怒，那把既是乘凉

园。”在《独 舞》里，她已经从画的题

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服饰，不同的神

的工具，又是挥洒一流的武功扇子，令

意轻描淡写出来了，就等着你去欣赏。

态，不同的举止，不同的眼神，而后者

人叫绝！

是最难表现的。眼睛是心灵之窗嘛！读
她的眼睛，可以读出多少的韵味来。现
阶段，她的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以
实物传情”，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或女子，
使你一见钟情，使你一目了然，你可以
‘省’去多少脑细胞和眼细胞。
《娇羞默默》的穿橙黄衣的女孩
子，面对着一墙黑色花卉，她瞪着大眼
睛看着你，她的小嘴巴欲说还休！《静
女其姝》，’侍我于墙隅’，这诗经中的
名句，她使静女穿着黑衣白领，看那双
亮丽的丹凤眼，手持折扇，折扇上画着
小白梅，静静的坐着等你。小伙子，你
能不去赴约吗？

第二阶段绘画的万晓笳，一个箭

《如烟》似梦，她 拿着细长的烟

步，她已“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斗，一双美目斜盼着将袅袅而出的烟，

而从梦境中归来，拿起彩笔，大耍她的

四指长甲，夹着烟斗的玉指，不是来

《游 戏》，一段文章一幅画，够你瞧

自‘老佛爷’的偷师，而是来自现代少

的！她说：
“画画是一种，IT是一种，西

女的企盼！

点蛋糕师是一种，野生动物专家是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
华浓，一个好纯真的少女，双目明朗，
叫人喜爱。她叫你看的是她纯白的大
裙子上，那无数朵鲜艳的花，还有蝴蝶
翩翩。
万晓笳画的‘眼睛’，有多传神，有

种，设计师是一种，舞蹈家是一种，农
民是一种，家庭主妇也是一种，还有
很多很多。只要玩得认真投入，便会乐
趣无穷。”她以绘画来游戏人间，来享
受人生。
作者为本地知名女作家

多细致，有多 媚，有多天真，……要细读
她的画，怎么能不细读她画的眼睛呢！

《金•瓶•美》，女子一身金
亮，连同桌上的瓶子，头戴着的
大花，都光芒耀眼，而她用微微
烟视的眼神，无言地看着你。这
就是现代金瓶梅啊！
《无言的爱》，画者给了它
一点新意：年轻的恋人身穿绿
色衣服，一手拿针，一手绕线，
象征地去缝一片挂在墙上的心
心相印的绿色布片。临行密密
缝，回眸一看，她的眼神，只有
难言的不舍。
《春意枝头闹》，红杏枝头
春意闹，夸张的丹凤眼，欲语无
言的斜睨着背后的春花烂漫，
有多少心事藏在心头？
《大辫子的诱惑》，那个边
疆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
漂亮！你要嫁人啊，不要嫁给别
人，一定要你嫁给我！
静女其姝（布面油画）81x81公分 2007 《独  舞》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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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海汛中有遗篇
谢松山＂昭南岛＂纪事诗

太

平洋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一向雄踞

一首又一首的七言绝句， 既为本身的遭遇留

新加坡河口咫尺之遥皇后坊的莱佛

下印记，也为入侵皇军的罪行“立此存照”。

士铜像，差一点被拉了下来，送进博物馆里，
取而代之的是当时在太平洋战场所向披靡，

╱ 文  : 林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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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杜甫被世人誉为“诗史”— —
“诗”及“史”兼备，那是由于他不仅具有与

备受日本皇军奉为“战神”的统帅山下奉文铜

生俱来的诗人本性，情感丰富、悲天悯人，同

像。讵料铜像完工只待运来“昭南岛”的前一

时还兼及史家的才能，识见宽广、独到又深

刻，日军战情吃紧，
“战神”被紧急调往菲律

刻。他的系列“感时”诗篇，诸如《三吏》、
《三

宾前线应付美军功势，铜像的厄运嘎然中止，

别》、
《茅屋为风雨所破歌》等等，不但翔实细

以致“马来西亚之虎”无法如愿坐镇“东方直

致地刻画出了动乱时代老百姓的悲苦状况，同

布罗沱”关口，不舍昼夜监视穿梭不断的各国

时自己也从未置身度外，反而不离不弃，与所

船只。随即战情继续逆转，更是落得“战神杳

有受难者休戚与共。个人的命运与社会人群一

无踪，爵士依旧在”的下场，诗人谢松山深有感

旦割不了，作为一位有良知，有真情的诗人，又

触，赋诗纪云；
“山下奉文鬼子群，居然铜像献

如何能够身在鬼域却对屠夫的刀光，流民的血

殷勤，马来虎变丧家犬，吕宋投降原此君”。

影不感悲愤交集呢？

马来半岛沦为日军占领地后，诗人谢松山

我们以“诗史”来称谓诗人谢松山，似乎也

由“彼南岛”辗转来到另一端的“昭南岛”。虽

并非过誉。他自己也许不曾想过刻意仿效杜甫

然逃过了劫难，但仍身在鬼域苟活，热炙火燎

的遗风，但与杜甫同样亲历了一场战乱浩劫，

的感受以及日日夜夜的目击耳闻，对他都是强

同样体验了和杜甫《三吏》、
《三别》相似，甚

烈的心灵冲击，久久难以平复。
“感时花溅泪，

至过之而无不及的火燎岁月，他其实无需借用

恨别鸟惊心”，面对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剧，

先辈的遗风，即可自有作为。尤可称为“另辟

就连任何生灵也禁不住动容，何况有良知，有

蹊径”的是：一首七言绝句配以一则叙事文字，

真情的诗人呢？历境方过，记忆犹新，思潮、

诗文合一，夹叙夹咏，烘托一桩事件——事件

感触频生，自然就由他的笔端汩汩而涌，凝成

本身并不是他的想像之作，而正是他长年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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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感受与目击耳闻所得，桩桩确有实

属、侥幸逃生者与目击者的追述下，大

期徒刑。其中两名罪大恶极的魔头河

据。只是“血海”洋洋，冤情累累，108

检证以及分处岛上多个地点的集体屠

村三郎与大石正行于6月26日在樟宜监

篇诗文或许还不足以涵盖入侵皇军的

杀现场，腥风血雨，哀号连连的画面再

狱执行绞刑。普天同庆，人心大快之

斑斑血迹，但丁丁点点列明的痕迹，至

现世人眼前。七名元凶及其辩护律师、

际，诗人谢松山也难掩欣喜，特地以诗

少也是抵赖不了的罪证，让世人与后代

辨方证人即使尽力诡辩、求情，也开脱

纪之：
“回首当年实可哀，君今亦上断

子孙引以为鉴。

不了刽子手的罪状。

头台; 从兹了却一公案，万事如天付劫
灰”，只不知事后靖国神社数以万计的

日本帝国主义份子为实现“八纮一

战犯法庭接连审讯十八天，报章

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宏图大

逐日详细报导，审讯过程加上本身的

亡魂中，河村与大石两位的“英灵”是

计”，继侵占中国大江南北与朝鲜半岛

所见、所闻、所感，形同一股无形的动

否也同列“仙班”？

后，又南进东南亚诸国，以雷霆万钧的

力，骎骎乎驱动诗人谢松山以诗为纪

新加坡沦为“昭南岛”的三年六个月

攻势加速扩展帝国版图，增强帝国势

的心愿。他针对每个战犯以及由战犯

（1942年2月15日-1945年8月15日），白

力。马来半岛与新加坡随着皇军的铁

牵扯出来的具体案件“有的放矢”, 发

色恐怖的气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

蹄来到，相继沦为“鬼域”, 各族人民

为义凛情切、题旨明晰的绝句，同时又

使成了“皇民”的一份子，男女老少还

也顿成“流民”, 饱受凌辱之耻与蒸熬

以言简意赅、切中肯絜的叙述，写下了

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深恐横祸

之苦。诗人谢松山“生不逢时”掉落“鬼

55篇独具一格，内容与形式都堪称新颖

当头而降，身罹无妄之灾。诗人谢松山

域”兴许也“生正逢时”, 碰上了意料不

的作品。例如“狞狰面目七元凶，今日见

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处于鬼域中，日夜见

到的“鬼怪时代”, 及其魑魅魍魉幢影，

面眼倍红; 此是人间刽子手，寝皮食肉

鬼踪，日夜闻鬼哭，心有所恸，发为心

而所见、所闻、所感种种也“有幸”成了

罪应同”倾诉心中的无名愤恨,“肃清南

声在所难免。特别使他难以忘却的是：

他拈手即得的诗文素材。一方面“不幸”

北复西东，妇孺无辜亦集中；架起机枪

强令成了“瓮中之鳖”的新马侨领林文

感受到入侵皇军暴行的肆虐，另一方面

临大敌，权操生杀逞威风”直斥践踏人

庆、李俊承、连裕祥、李伟南一千人组

则“有幸”目睹他们落败并押上战犯法

权，草菅人命的冷血杀戮，
“来时满载

成“华侨协会”，以向两地华人征集五

庭，判处刑罚甚至送上绞刑台的下场。

志空空，薏葛村前血海红；弱女教师齐

千万“奉纳金”
“赎罪”；在国泰大厅十

毕命，祗余呜咽泣寒蛩”哀悼被检证有

三楼悬挂巨幅横条，上书“大日本帝国

去无回的下场，
“悲哀往事记当年，血染

海军世界无敌”；强令全体岛民每月8

河山迹未干；安得余凶尽授首，方伸冤

日升旗庆祝对英美宣战与庆祝天皇诞辰

抑到重泉”表达血债血还的庆幸等等，

的“天长节”、皇后诞辰的“地久节”；

诗中宣泄的情怀，沉著、贴切，都不由

实施“皇民”教育以取代殖民政府的英

使人连带想起两千年前那位身处安史

文教育；1943年7月间“大日本东条（英

之乱的“诗圣”，以及他的那些世世代

机）首相南巡《昭南岛》，严禁途经道

诗人谢松山显然也跟所有劫后余
生的新马人民一样，额手称庆，欣喜万
分的是能亲眼见证不久之前还在“昭
南岛”无恶不作，不可一世的七名皇军
中将，大佐，中佐，少佐被逐个押上设
于“大钟楼”（维多利亚纪念堂）的东南
亚临时战犯法庭，垂头丧气接受审讯；
控方、辩护律师与证人（受害者与目击

代众口传的“感时”诗篇。

路的两旁住户开窗探望……种种怪事

者）轮流上庭指控、供证与辩护，抖出

经过十八天冗长审讯，七名被告罪

都一一为他“逮个正着”，讽为诗篇。另

连串令人发指的个案细节。在罹难家

证如山，难逃法网，分别判处绞刑与无

一方面，在铁蹄底下苟且偷生，人性被

只是“血海”洋洋，冤情累累，108篇
诗文或许还不足以涵盖入侵皇军的斑
斑血迹，但丁丁点点列明的痕迹，至少
也是抵 赖不了的罪证，让世人与后代
子孙引以为鉴。
谢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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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扭曲，潜伏的丑陋本性暴露无遗，

至懵然不知，对新加坡一度沦为“昭南

战结束后德、法、波兰三国的做法，联

相应也就滋生了各种各样异常的人物、

岛”这一回事，三年六个月日占期间岛

手编写并出版教科书，以教育莘莘学

事件与“陋巷风光”。其中一些离奇古

上曾经产生的大小人物与发生的大事

子永远以史为鉴。随后她更进一步创

怪的镜头尤其叫人啧啧称奇，甚至哑口

小事，特别是诸如大检证，集体屠杀，

议曾受日本皇军侵占的东南亚诸国，一

失笑：一大焉者如试以山下奉文铜像

五千万“奉纳金”之类的荦荦大案，更

起展开搜集各自日占时期方方面面的证

取代莱佛士铜像，酒馆、茶楼一律改称

近乎一片惘然。一个国家如果只满足

物或文献，她的登高一呼立即得到中国

“食堂”并打出“军专用”、
“军利用”

于拥有一部规范化了的断代史，而无

方面积极回应；要是接下来也获得其他

两种招牌以资区别，太阳旗第一天在

意同时也具备一部或多部串连前朝后

东南亚国家有关部门或民间机构支持并

皇家山上悬起时旗杆一断再断征兆“不

世、方方面面的通史乃至全史，如此这

逐步落实，可能由此还会催生了一门崭

祥”，在东陵一带专设“花街”方便皇军

般一个“半留白”国家，如何称得上完整

新的历史学科。谢松山这一部篇幅稍

寻欢作乐、解决性欲等等，小焉者如皇

国家呢？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多元民族社

嫌单落的《血海》，在已有以及往后将

军掠战利品后内部由于分赃不均而互

会，如果普遍子民摸不清先辈一路走来

陆续发掘的无数证物或文献中，无疑只

不相休，各途奸商趁机大发战乱横财，

时曾经有过怎样可歌可泣的经历，这个

是沧海一栗，但作为一桩滔天罪行的指

识时务之徒纷纷见风转舵巴结或投靠皇

族群或这个多元民族社会，充其量只能

控，其“绵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军，巡街皇军一边小便鞠躬回礼等等近

算是一个徒具形体、独缺心肝的群氓。

乎荒唐、惹笑的“噱头”，更借着他的敏
锐“捕捉”与精当“点击”而成了“昭南”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去年（2013年）十一月间，韩国总统
朴槿惠呼吁韩、日、中三国官方，仿效二

时期畸形社会的另类点缀。
108篇诗文再造“昭南岛”血泪场
面，劫后余生的老一辈人，或许随着年
岁日高，记忆力衰退，不再记得那么清
晰，但当中惨烈的一刻还是刻骨铭心
的。二战以后出生的岛民，向来对本土
历史多数漠不关心，当然所知有限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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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甲午农历新年前夕，收拾旧物，检得已故诗人谢松山所著《血海》一册，1950年
3月第三版，南洋商报丛书第八种。春节闲暇，重新细读全书，正值2月15日新加
坡沦为“昭南岛”62周年，而大洋彼岸又频频传来皇军遗族重振军力的蠢动，
脑门不禁如迅雷击，惶悚不已。思前想后，感触良深，遂随手记下阅读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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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诗抄
念奴娇 —— 吊古鉴今
n

林康

我来吊古，叹东瀛顽固，恐兴屠戮。
东亚共荣成笑柄，兀自照书宣读。
黩武穷兵，哀鸿遍野，无数冤魂哭。
伊人惊梦，问夫儿就何宿？
修宪篡史何为？前车可鉴，胡搅蛮缠覆。
安倍晋三强拜鬼，靖国社参扬纛。

五律 —— 临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有感时艰
n

林康

四手朝天号，亲人不见还。
阳间思念苦，阴府泪流潸。

武士皇军，倭刀再举，苦海思重续？

山下曾施虐，晋三今显奸。

劝君收手，莫教波浪翻屋。

须防狼子横，鲜血又斑斑。

五律 —— 祭日侵死难者感赋

五绝 —— 和友人叹滨海四炷皮黄春秋，
                 以志日侵旧事

n

林锐彬

胡言进出共繁荣，诓己欺人拒省更。
检证曝尸坑洞窄，奸淫勒款罪愆盈。
中华商彦催公祭，岛国师生悼族英。

n

游思年

四炷朝天杵，弯弓白弩三，
射将东野地，山下废倭龛！

警笛长鸣惊醉梦，白烟袅袅几时平。

七绝 —— 以诗之名：屠城日寇
n

张挥

屠城日寇血风腥，死难同胞目不瞑。
首相心迷魔再现，东条鬼影显原形。

五律 —— 和林康游思年二兄赋日占期
                 死难人民纪念碑
n

林锐彬

见利曾忘义，志铭碑石避1。
冤魂未安宁，忠魄未受谥。
武士刀重扬，战非宪欲弃。
狼噬东郭身，切念昭南治。

1
据潘受先生记录，1962年1月，大屠杀遗骸开始发现。
中华总商会于是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
委员会”，……大屠杀遗骸越发掘越多，而纪念碑也在
人民献金1元政府加助1元的鼓励下完成筹建工作。潘先
生应孙炳炎会长之邀，撰写碑志铭。后被译成英文。原
说华英两稿都要刻在碑四周。结果，碑文被阻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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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 —— 哀“大检证”
n

林康

卜算子 —— 遥祭（步林康先生韵）
n

日落冬

1942年2月15日，日寇南侵，新加坡沦陷。18日，日宪兵挨家

勇士血成河，日寇枪狂刺。

驱出华族居民，令分四区集中露宿于街头，男女老幼均不得

检证凶行屠万家，雨腥昭南帜。

免。第三天开始检证，凡此数日。通过者发给小纸片，上印
一紫色“检”字，凭纸放行。被扣留者，家人苦等毫无音讯，
终日挂肚牵肠。俟日本投降，战事结束，始知全已遇害。
“新

万骨撑碑危，千古沉冤志。
不忘人间殉难情，更把英雄祭。

加坡大检证”，与菲律宾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同列，为二战
期间日军屠杀平民三大惨案之一。1945年9月，英随军记者博
比•杰克逊报道，
“大检证”遇害平民达五万人；11日《星洲日
报•总汇报》社论，引述日据时期《彼南日报》数字，遇害者更

七律 —— 感悟

达七万余人。此志，哀哉。

n

山下1虎狼心，冷血挨家曳。
男女中青老幼同，五脚基留滞。
懵懂不知情，检证为何事。
久盼亲人未见归，隔断阴阳世。

1
山下，指山下奉文。太平洋战争时期，日第25军司令官，指挥马来亚
作战。1942年1月31日以大约55天时间占领马来半岛，2月15日以大约两
周时间迫使新加坡英国守军白思华中将无条件投降。日本传媒称其为
“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在占据新加坡期间下达肃清命令，犯下“大
检证”屠杀罪行。五脚基。
“脚基”为马来语“kaki”音译，指英尺。南洋
建筑，店铺或住宅，临街骑楼下留有走廊，廊宽规定五英尺，故名。

向原

由来鬼子自刁顽，血债斑斑尚厚颜。
扰境倭奴仇世累，侮民甲午恨频添。
八年血染冤沉海，三载侵凌罪没山。
今日群魔犹叫嚷，人神共愤暗云天。

七律 —— 甲午迎春
n

林锐彬

迩来富士 风寒，不顾春温暖岁端。
木马屠城山下造，游魂裂眦晋三看。
莫言北海离遥远，且记昭南可苟安。

醉花阴 —— 追悼日占时期死难人民
n

爆竹新正宜大放，驱将恶兽返山峦。

林子

壬午开年1山色变，
春晓惊飞弹。
悍盗入堂来，
遍地哀鸿，
自此阴阳唤。
七旬已过还牵绊，
旧恨添新怨。

卜算子 —— 甲午迎春有感
n

佟暖

百廿又逢春，甲午风云望。
旗嵌青黄舞火龙，恨卷刘公浪1。
壬午正初元，滥杀谁能忘。
日相存心拜孽根，再耍妖魔棒2。

二月最揪心，
细数冤仇，
再把亲人奠。
1942年2月15日是农历壬午年正月初一，英军向日本签下投降书，新
加坡沦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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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洋舰队挂黄旗，镶嵌羽纱五爪青龙，水师基地是刘公岛。

2
1942年2月15日是农历壬午年，也是马年的正月初一，英军向
日本法西斯投降，新加坡沦陷。

钗头凤 —— 伤慰安妇
n

林子

七绝 —— 和友人佟暖七律《吊慰安所》
n

游思年

春缥缈，

大道未酬羞六尺，诗词为檄说千家。

风呼啸，

可怜多少河山恨，伏枥不言老骥痂。

瓣花飘落知多少？
时光沌，
容颜损。
万般凌辱，
几经刀刃。

七绝 —— 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n

日落冬

纪念馆就在屠杀、埋尸现场。扒开的泥层，可见尸骨纵

恨！恨！恨！

横错叠，触目惊心……

皇军拷，

尸骸错叠背连胸，大地无情也动容。

人无告，

紧紧重重环抱住，暗留枯骨证元凶。

苟生蹄下心如绞。
苍天悯，
山河震。
妖魔淫肆，
血痕还隐。
愤！愤！愤！

七律 —— 追记索偿血债大会
n

林康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五晚，新加坡“向日本追讨血债大
会”于政府大厦广场召开，参加民众逾十万。时余黄口
小儿，亦随先父与会。现场群情沸腾，索讨倭债，叱喝

二战期间日本军人强迫受难国的大批良家妇女当他们的泄欲工
具，总计有数十万人。而日本至今还未真心诚意道歉悔过，也未做
出合理赔偿。这段惨痛的史实岂能轻易忘记？

注：

民贼。过半世纪，记忆犹新。鉴于现下日相种种倒行逆
施，感怀时局，特予追记。

乌云密布昔昭南，
鱼肉吾黎彼作砧。

七律 —— 吊慰安所
n

佟暖

弃骨于今搜息辣，1
遗骸溯往记威淫。

慰安一所人凭吊，刀影无光伤有痕。

当权狡诈东瀛横，

半壁残阳思归引，方碑寸字屈魂冤。

血债推搪西崽喑。

天良屋后殉名死，清白门前污血喷。

四指缘何向天怒？2

大道未酬羞六尺，风霜雨雪覆盆掀。

难平圣意逆民心。

1

息辣，新加坡古名称。又书石叻。因属追记，今指当时。

2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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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 咏林厝港山林前星华义勇军抗日战事
n

游思年

五绝—— 悼烈士
n

蒹葭苍苍

日军河泽困，山地义旌扬。

昔有星华义勇男，保家抗日战泽潭。

介草天承命，芳荃地授纲。

忠魂热血狮城洒，青史无碑化晓岚。

幽篁师气盛，堂殿鼓钟亡。
遽尔星其殒，潸然奠玉璋。

七绝二首—— 悼烈士，同韵步林江石烈士
                       绝笔诗，以示追悼。
五律—— 鸦片山岗战役纪念馆观后
n

佟暖

n

林康

（一）

隆隆炮火酣，郁郁海天蓝。

出监立转义军中，仓促持枪热血红。

黄土埋忠义，青山晏美谈。

何计红毛心叵测，普罗情志亮高风。

披肝防鬼子，沥血记阿南。

（二）

共尔弯长弩，通天射晋三。

英牢日狱笑谈中，御寇扶贫旗帜红。
法院陈言申正义，酷刑冷对树遗风。

鸦片山战役：1942年2月13日，日军第18师，用猛烈的火力
攻打鸦片山。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战亡400人，所以
决定乔装成英国印度兵。鸦片山上守军，仅剩42人的第一

附：林江石（黄伯遂）烈士绝笔诗

马来军团的阿南·宾·赛迪上士识破了敌人的诈术，对日军

奋身投入血阵中，遍体鳞伤碧血红。

展开攻击。最后，马来军团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阿南

手无寸铁难言勇，昔年威武逝如风。

上士遭俘虏。日军为了泄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并将他用
麻袋装起来倒挂在树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几十刀。阿南死

（原第三句失落，此为由黄大礼代补句。）

时仅27岁。
烈士林江石传略（1916-1942）：
原名黄伯遂，马共新加坡市委，星华义勇军总指挥。林于

七绝二首—— 纪1941年义勇军在星柔长堤左近
                       与登陆日军激战故事
n

田郎(香港）

（一）
长桥人语尽鸡虫，海浪呢喃恰世庸，

1940年被英殖民政府逮捕，翌年以参加非法组织起诉，
判监半年。林在庭上发言，宣传联合抗日政策，抨击当局
阻挠抗日不当。经报章报道，读者动容。随太平洋战事爆
发，新加坡英国当局与马共达成共同抗日协议，林于12月
20日出狱。31日，陈嘉庚召开抗日动员大会，成立新加坡
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林被推举为民众武装部主任，负责
组织和领导星华抗日义勇军。义勇军迟迟才获英当局发

红树可知根即处，义军抗日在其中！

给残旧枪支，但不阻抗日卫土热情。1942年2月新加坡沦

（二）

陷，林不久被日寇逮捕，惨遭酷刑；越狱逃脱后，4月15

日兵柔佛急逡巡，民国战旗隔海抡；
忠义趸工华籍汉，星州却敌勇捐身！

民国战旗，指的新加坡池店藉码头苦力参加的义勇军，忽然在本
岛这边升起中华民国旗，柔佛日军以为中国军队杀到，立马停止进
攻。池店义兵后来几被杀尽。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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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与同志趁黑夜乘船偷渡星柔海峡时再次落入敌手。林
在狱中坚贞不屈，7月18日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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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高泉庆

李国荣

黄祯助

王新伟

余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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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刊刊登广告，
商业效力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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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灣》

《一路有你》

大夢無敵
我 們 締 造了 歷 史
Dreams Conquer All
Making Films, Making History
主辦 organizers:

地點 venue:

日期 date:

NTUC Auditorium,
NTUC Centre,
No. 1 Marina Boulevard,
Level 7 Auditorium,
Singapore 018989

6月8日，星期日

門票於 SISTIC 發售

tickets from sistic:

www.sistic.com.sg
tel: +65 6348 5555

8 June, sunday
時間 time:

票價（未加 SISTIC 收費）

ticket prices (sistic fees apply):

贊助商 sponsors:

2-5pm $35, $30

*

＊ 團購優惠價（10 張以上）

group booking
(10 or more tickets)

Ee Hoe Hean Club
S i n c e

www.unthinktank.com.sg

關注新浪微博
weibo.com/unthink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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