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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发出老人红白卡，到公积金一小笔提款似乎有了

着落，再到部长宣布放宽组屋回购年限，一连串新政策的推

出，尽管人们从中闻到大选味道，但平心而论，这是惠民的，

值得欢迎的。

政策是好的，当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建国一代配套承

认老一辈的贡献和国家社稷的报恩之情，多少改变过去那

种“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老板意识，或“好吧，就给你一点补

贴”的施舍意识。不过对那些家境稍宽裕的建国一代而言，

配套有近乎“隔靴搔痒”之感。他们为了“防范于未然”的常年

体验，听觉失灵安置耳机，近视、远视、闪光配戴眼镜等，都

得自掏腰包。即使公积金里留下大笔医疗储蓄，也爱莫能助。

前些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公积金最低存款问题，总理一

锤定音。今后年届65，可望一次性领取公积金存款的20%，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让步。

不久前国家发展部长回应老年人的心声，松动组屋回购

的限制，让经济拮据的老人有一小笔现款可济燃眉之急，这

种人性化的政策调整和灵活处理，同样值得称道。

我们希望以民为本的思维，能够从最上层灌输到地方长

官，想得对头，做得到位。这牵涉到政策的灵活性问题。问题

是，从上层到地方，当官的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认知，重视民意

的层层回馈，自下而上，促成政策的改弦更张，又积极地自上

而下，真正做到民意上达，政策开明，民心所向？纵然有好的

意图，但政策复杂繁琐，执行转弯抹角，建国老人可受罪了。

所以说，化复杂为简单，变期待为实惠，上下同心，皆大欢喜。

新加坡是个讲效率的国家，越简单则越有效率，总理在

致建国一代的信函中这样写道：“敬爱的建国前辈，感谢您

为我国做出贡献！”直接了当，简单明白。但是，政策在执行

时，是否一样简单明白，立竿见影呢？记性减退的65岁以上老

人，现在除了携身份证外，往往还要携带建国一代卡、车资优

惠卡、社保卡等。公共医院私人专科门诊的病人，建国一代卡

派不上用场，虽然他们“也能通过相关专科诊所申请成为受津

贴病患”《联合早报》，但附带两个条件，一是要经支付能力

调查，二是有了津贴就不能有指定的专科医生，哪怕是你已看

惯的医生。已经生效的建国一代卡，持有人要等到明年元月	

1日才可享有综合诊疗所和公共医院专科门诊的药物津贴。

对老年人来说，这几样已经够复杂繁琐了，倘若处理不当，

弄巧成拙，反倒不好。

公积金最低存款20%可供提取的刍议目前尚未落实。9月	

11日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咨询团，职权包括探讨如何调整最低

存款，如何能在退休时领取较多的储蓄，而不影响日后退休

需要，在这过程所能出现的问题尚待观察。但组屋回购宣布

当天，报章图文数字并举，洋洋大观加以解释，足见此改变

的复杂性和专业性，用心不可谓不良苦。部长关于组屋可成为	

“摇钱树”一说，更加妙不可言！但是9月6日报载，去年卖屋

契者有六成的人把卖屋所得现金收益去填补退休户头至最低

存款额后，再也无法提取现金。

良策归良策，如果落实不到位，人们也就难以享受到	

实惠。

          编委会

惠民良策   何以亲民
我们希望以民为本的思维，能够从最上层灌输到地方长官，
想得对头，做得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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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一代”，是当前社会最“潮”的名词，包含了国家对年长一辈新加坡人的

感恩与协助，以及社会对年长一辈的敬重。秉持着这个理念，政府先后就医疗保

健、公共住屋、公积金存款等体系制度推出连串改革措施，以因应人口老龄化的新

需求新挑战。

但任何措施是否到位，体制完善与否，最直接感受的始终是受惠对象或普罗大

众。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毗漏和误区？社会应该如何善待年长者和

老龄人口问题？年长一辈，又该如何面对自己人生的“第三龄”？

刚在今年5底月卸下活跃乐龄理事会主席一职的余福金，这七八年来站上社会

最前线，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深入老龄社群，与年长者近距离接触，费尽心思将	

“老龄”的既定观念转化为“活跃乐龄”。《怡和世纪》与他做了专访，听他分享如何

从人性角度，以新思维看待“老”问题；鼓励人们带着不同视野对待生命的不同阶段，

从容自在地，让自己，好好老一老。

［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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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老一老
专访第三龄达人余福金

人口老龄化趋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已经列入全国议程，由政府最高层级

的几个相关部门统合处理。但那是个“运动”

的年代，因应方法就只有发起各种各样“运

动”进行宣导，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礼貌运

动之后换乐龄周，乐龄周之后又换其他运动，

结果热度往往只持续那么一周，过了就忘，因

为又得忙着迎接下一场运动。

当年，乐龄周喊出的口号是“黄金年华”，	

盛行的是大型集体活动，例如跳群舞。一辆辆

巴士载满乐龄人士从全岛各地拥到新达城去参

加乐龄周活动，大伙儿热热闹闹一小时，走的

时候开心地人手一个小礼包，对活动要传达

什么信息却全无概念。

几十年下来，政府渐渐意识到“运动”和

大型活动的成效并不大。余福金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接受委任，要把“乐龄周”转化为“活

跃乐龄”(也称“第三龄”、Third	 Age)，筹组	

“活跃乐龄理事会”(Council	for	Third	Age,		

简称C3A)。

“我当时就深刻意识到，处理老龄人口，

如果以一刀切的方式一概而论，以为一套方法

一种信息适用于每个人，那是大错特错了。老

龄社群绝不是同质、单一的群体，而是有着复

╱	文		:   林婉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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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而多面的结构，需求与困难也不一

样，需要不同的援助与信息，整体环境

生态也必须一并考虑在内。”

一个多小时访谈中，余福金不厌其

烦地一一剖析年长社群的各个不同面向

与构成元素，以入微观察和细腻体会，

时而对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当前现状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他先以年龄层为例，认为60岁、	

70岁、80岁的群体成长于不同年代，状

况和需求也截然不同。80岁以上的年长

者，经历过英殖民地和二战动荡时期，

棚屋长大，卫生医疗条件不足，许多人

自小体弱，识字不多，老来也没多少积

蓄可言。对于这群人，“黄金年华”的

标语不管用，他们更需要的是生活上的

实质援助。

“对于这组年长者，即使你大派	

‘建国一代配套’，他们能知道是怎么

一回事吗？恐怕收到信就扔掉，即使

是打开了也未必看得懂，很多根本不

识字。所以怎么把信息传达给这群年

长者，就是决策者不容忽视的一大考

验。好在如今政府开始有了这方面意

识，更愿意用年长者熟悉的方言向他

们解说。”

70多岁的一代人成年于战后百废

待兴的年代。受教育的机会虽然还是

不多，但较容易找到求生之道，例如当

小贩、劳工等。不过卫生医疗条件仍贫

乏，健康状况也不会理想。这组人同样

需要援助。

60几岁的一代人出生于二战前后，

成年于工业化时代。这一代人相对幸

运，有机会受教育，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和收入。“但即便如此，整个环境生态

在过去五十年里彻底变更，这些人即

使拥有高学历，七十年代的起薪也不

过是几百块钱，到了今天退休后能有多

少积蓄？是不是足以应付目前昂贵的生

活开销？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把老龄人口划分为三大年龄层，还

只能算是简单的区分法。更深入地剖

析，不同种族各有其不同的状况和需

求。余福金举例说，马来社群的年长者

相对集中，几乎全信奉回教，通过回教

堂就能接触和帮助他们。印度社群复

杂得多，单在新加坡就分成十几二十

个小社群，如果没有上印度庙的习惯，

体制就很难有效地接触他们。至于华

族年长者，还细分为不同籍贯不同地

Ageing Gracefully
An interview with Third Age Guru, Gerard Ee

G erard Ee, formerly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for Third Age,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ommunity to engage the 

elderly in dealing with the country’s ageing 

population issue over the last seven to eight 

years. He has put in much work to transform 

the stereotypical notion of “old age” to “active 

ageing”. He tells Yiheshiji how to look at “old 

age” from a humane angle, view every stage 

of life with a new perspective and embrace 

ageing comfortably.

The Third Age: Going Beyond a State 
of Mind 

The issue of ageing population has been 

on Singapore national agenda and looked 

after jointly by several ministries since 

the 1980s. But that was an era of staging 

campaigns when propaganda messages 

were disseminated through well-organised 

nationwide efforts. The almost monthly 

ritual saw the launch of one campaign after  

another- the Courtesy Campaign was followed 

by Senior Citizens’ Week, which in turn was 

followed by other campaigns. The buzz would 

fizzle out by the end of the week, however, 

since it would be time to usher in yet another 

campaign. 

In those years, the slogan for Senior Citizens’ 

Week was “Golden Years”. Events were more 

often than not mob activities like mass dances. 

Busloads of senior citizens from all over the 

By	Lim	Woan	Fei

而今四五十岁的一代人，英语成了理所当然的共同语。这理应是
团结各族群的力量，结果呢？种族间互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大
家不再愿意学习别人的语言与文化。共同语不过是使表面沟通更
顺畅，却无助于各族群了解彼此的语言文化。年纪越轻，种族间分
化的现象反而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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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would be duly transported to Suntec 

C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week’s events. 

Thereafter the crowd  would leave happily 

armed with goodie bags except the message 

that was intended for them.

The Government finally realised that such 

“campaigns” and mass events were anything 

but effective decades later. It was then that 

Gerard Ee was appointed to set up the Council 

for Third Age or C3A, to transform the fuzzy 

notion of “Senior Citizens’ Week” to “Active 

Ageing”.

Active ageing is a concept which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in the 1970s. In 

western society, life is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 the First Age, which is the growing phase 

beginning from one’s birth to the completion 

of education, and a period during which one 

acquires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 Second 

Age is the adult period when one finds a 

job to become self-sufficient and strives for 

achievement.

By the Third Age, one would have more 

freedom to pursue one’s dream as a result 

of retirement and wealth accumulated from 

the younger days. Gerard Ee said, “There’s 

such a stage in your life when you want to 

move from the pursuit of success to the 

pursuit of meaning. You would then say that 

OK, I’ve done enough, now I want to do the 

things I want to do - trekking, taking pictures,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just simply do 

something that interests you at Third Age. ”

Next comes the Fourth Age, when one may 

have to rely on others for the remaining 

years of his or her life. To Gerard Ee, the ideal 

situation is “to try to keep yourself as fit as 

possible, remain at the Third Age, minimise 

the Forth Age and ideally exit while 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Third Age. That’ll be perfect.”

The goal of various existing “Third Age” or 

“Active Ageing” organisations is, therefore, 

区，例如广东人聚居在牛车水，多为妈

姐、劳工。其他籍贯的年长者又聚居其

他地区。

“所以处理老龄问题绝非想象中简

单直接，间中有其复杂性和微妙区别，

必须细腻处理。”

把触角伸向讲华语乐龄社群

而新加坡既为多元种族社会，各种

族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是活跃乐龄社交

不可或缺的一环。

多年来深入民间与群众接触的经

验，使余福金对多元种族融合问题持

着有别于主流想法的深刻体会。他指

出，七八十岁年长者成长的年代，各种

族间融洽相处，大家混杂地说着彼此

的语言，无论是谁，都懂一点方言、一

点华语、马来语、英语；在保留各自语

言文化的同时，大家都愿意去学习别人

的语言，了解别人的文化。

“而今四五十岁的一代人，英语成

了理所当然的共同语。这理应是团结

各族群的力量，结果呢？种族间互动的

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大家不再愿意学习

别人的语言与文化。共同语不过是使

表面沟通更顺畅，却无助于各族群了解

彼此的语言文化。年纪越轻，种族间分

化的现象反而越严重。”

当现在的中年人在未来迈入“乐

龄”阶段，如何让各种族之间的这些	

“未来乐龄”继续相互联系，会是推

动“活跃乐龄”的一大挑战。余福金

说：“种族之间自然互动的生态既已流

失，我们就必须创造替代品，例如更多

的健行活动或其他集体活动，为各种

族的年长者创造共同活动的空间。”

在余福金看来，政府这些年为提

倡“活跃乐龄”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

睹的，无论是经济保障、医疗保健、

重新雇佣法令，体制措施一应俱全。唯

有“推广”这一环节，还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而要好好“推广”，关键在于“牵

系人心”，用人民熟悉的语言，用心灵的

语言，与人民沟通。

英语为全民共同语，除了压缩了跨

种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其实很大程度

上也对“牵系人心”形成一道无形的隔

阂。余福金坦言：“‘活跃乐龄理事会’

刚成立初期，起码有整整五六年，因

为英语是最方便通用的媒介语，一切

有关‘活跃乐龄’的信息与活动，全以

英语为主。现在我们意识到这样子行

不通，我们必须做到把‘活跃乐龄’的

信息也推广到人数更多的华语乐龄社	

群。”

他率领“活跃乐龄”远赴中港台地

区考察。回国后再研究，他有个有趣的

发现：“有个很明显的现象，华文知识

分子或热爱华文文化的人，年纪越大，

越向人文艺术靠拢，对文学、历史、诗

词的兴趣越浓厚。反观英文知识分子，

则更倾向于享受生活，消闲旅游等等。”

这也印证了华英文背景的乐龄社群始终

有着不同的需求。

于是，活跃乐龄理事会确立了下个

阶段的发展方向：“要把触角延伸到华

文背景的乐龄社群。”余福金视之为卸

任之前必须推展的责任。于是，理事

会辟设了中文网站(http://www.c3a.org.

sg/c3a_cn/Home_process.do)，不是只

翻译英文网站的内容，而是针对华文

群体量身订做华文内容，广邀中港台三

地写作人和本地退休媒体人执笔，分

享华文群体感兴趣的文学艺术文化养生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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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立理事会的这一新方向能在

他卸任后持续开展，他严格挑选接班

人。最后选定新传媒前电视总裁蔡芙

蓉接棒出任主席，正是希望凭借后者

多年来在中文电视广播的经验，能比自

己更深刻了解华文乐龄群体的需求与	

挑战。

但是，对于讲华语社群，余福金尚

有隐忧：“我们的社会理所当然的认

定，自华校停办后，大家全出自英文源

流学校，华文不过成了母语一科而已，

所以认定已经没有所谓的华文或英文

社群之别了。实则不是这么一回事。即

使没有了华校，那些选择用华文思考、

热爱华文的人，文化观念需求始终有

所不同。

“我忧心的是，决策者能不能看到

这一点，在解释政策时，是不是认识到

得用不同的方式，才得以跟不同文化背

景的社群有效沟通。”

to help the elderly enter –and remain in- a 

lifecycle that is both fulfilling and meaningful.

One Size Doesn’t Fit All

“It’ll be a big mistake if you try and tackle the 

issue of senior citizens as if we’re homogenous. 

We’re not. The ageing community is not 

homogeneous but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with different needs and challenges. They need 

different kinds of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We 

must take the whole ecosystem into account,” 

said Gerard Ee, who explained at length 

his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aged 

community’s different facets and components 

in this hour-long interview. He also shared his 

unique perspectives that challenge existing 

stereotypes about ageing in Singapore.

Starting with an analysis of different old-age 

groups, Gerard Ee noted that the 60, 70 and 80 

year-olds hav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needs 

respectively, and had grown up in different 

era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He noted that 

those over 80 had undergone the colonial 

tim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y grew 

up in squatters without proper public health 

service and tend to be physically weak since 

childhood. They are also less literate and have 

little savings. The slogan “Golden Years” thus 

meant nothing to them –what they need is 

actual assistanc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e 70-somethings, on the other hand, had 

come of age during the post-war era, when 

the country was fast progressing. While they 

did not enjoy many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hey were able to make a living working as 

hawkers and labourers. However, public health 

quality was still lacking during that period and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are less than perfect. 

They, too, require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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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以民为本

推广的另一个要素是，必须由下而

上，而非由上而下。“近年来政府也渐渐

意识到，一味由上而下的说教、宣导，结

果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必须是

由下而上。重点是人民希望做些什么，

而不是你希望人民做些什么。”

由下而上的形式，也意味着民间社

区得负起更大的责任，挺身而出自行办

活动，为社群办活动。因为随时有“新

乐龄”加入，兴趣也不断在扩大改变，	

“我们必须鼓励乐龄人士改变思维：

我老了，但不表示不中用了。我还是可

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继续活跃生活。”

像“活跃乐龄”办的活动，几个志同道

合的参加者会在活动结束后分别凑成

好几个小组，各个小组再吸引其他人加

入，这个社交网络会无限扩大，能量也

会随之扩展。

“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的思维转

型并不容易，但已在渐渐形成。公民社

会逐渐意识到，我不需要老是等着政

府或其他机构组织来做，就自己来吧。

找三几个朋友，着手就做了。从小做起，

如果有意思，自会吸引别人加入。不是

一定要做大才有吸引力的。”

而这股走入民间的理念，也体现在

医疗服务上，形成了“以民为本”的医疗

保健文化。同时身兼东部医疗联盟与樟

宜综合医院主席的余福金，近两年来大

力推动医疗服务文化的转型：“过去，医

院认定是先有医院才有病患，医院等着

病患来求医。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医

院是因为有病患才存在，医院必须把

医疗服务引进社区，带向人民；不光只

是为了治好你的病，还必须跟进，确保

你健康，无需再回来。”

他举例说明，樟宜医院为独居年老

病患提供免费电话服务，由护士定时拨

电到病患家中提醒患者吃药。医院也

一改过去按药物分类包装的做法，而

The 60s- age group were born around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rew up in 

the industrial era. They were relatively 

more fortunate because they enjoyed mor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were able to 

find stable jobs and income. “But even so, the 

ecosystem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over the 

last 50 years,” said Gerard Ee. “These people 

may have high qualifications but the starting 

pay in the 1970s was only a few hundred 

dollars. How much savings can they have after 

retirement today? Are the savings enough for 

the current high living expenses? These are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Segmenting the ageing population into three 

major age groups is only a simplistic way of 

differentiation. Look deeper and one will find 

that the needs are even more varied among 

different races. Citing the Malay Muslim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Gerard Ee said 

that the elderly community are relatively 

more concentrated due to their religious 

background, so assistance can be delivered 

to them through the mosques. The Indian 

community, however, is comparatively more 

complex and segregated - there are more 

than a dozen different types of Indians in 

Singapore , which makes it harder to reach out 

to those who do not visit the temples. Chinese 

senior citizens are also divided differently - 

according to dialects groups. For example, 

most Cantonese old people are found in 

Chinatown. They are mainly majie (traditional 

female domestic helpers who vowed celibacy) 

and labourers. Other Chinese dialect groups 

congregate in yet other areas.

“So, dealing with the elderly is not so straight 

forward. It is complex and nuanced, and must 

be approached with care and sensitivity,” he 

said.  

是将不同药物依据服用时段分成早午

晚包装，让年老病患避免混淆。遇到有

患者主动要求减少药量，例如医生配了

三个月的药，而患者坚持只买一个月的

分量，药剂处会把个案交由社工处理，

调查患者是否负担不起。医院在必要

时甚至愿意豁免药费。

简而言之，就是让公共服务更“人

性化”。“这是观念上文化上的重大改

变。以前公共服务一贯是居高临下的

姿态：‘有问题，我等着你来找我’；如

今则是：‘我把服务带到你家门，帮你

解决问题’。”

但是，随着各种公共服务走入社

区，民间自动自发参与社区援助计划，

新加坡人必须意识到，老人穷人都是我
们社群里的一分子；共同照顾他们，就能
打造更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除非是铁石
心肠，否则没人会身处穷人群中还能独受
万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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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ing out to the  
Mandarin-speaking Elderly

The multi-cultural nature of Singapore 

makes racial interaction an even more crucial 

component of active ageing activities. 

The years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general 

community has given Gerard Ee a unique 

insight on racial harmony tha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 stream belief. He 

noted that those in their 70s and 80s grew 

up in a period of strong racial harmony in 

which everyone spoke a bit of each other’s 

language - Chinese, Malay, and English. They 

also managed to reta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even as they learned another’s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actively.  

“For those who are in their 40s and 50s, the 

unifying language is obviously English, which 

gives a very different flavour,” said Gerard 

Ee. “People are not willing to learn another’s 

language and culture anymore. The unifying 

language enables us to communicate but does 

not really help in our sharing of each other’s 

culture. The racial divide gets wider as the 

generation gets younger.”

As the middle-aged today move into their 

next phase of life, how can racial interaction 

be enhanced for this batch of “future old” 

要如何以适当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关键

在于同理心。余福金举例说明：“任何人

看到七八十岁老妇每天一大早捡纸皮箱

去卖，总会觉得可怜想阻止。但你不让

她这么做，就形同剥夺了她的尊严，抹

杀了她自力更生的能力。在你看来是磨

难，对她而言却是自力更生的尊严。要

怎么设身处地了解每一个人的不同感

受，这就是同理心。”

“又或者，经常有义工到一房式独

居老人家中帮忙清理杂物。但我们看来

是垃圾的杂物，对老人家来说可能是无

价之宝。你把铁罐扔了，就等于切断了

他们与回忆的联系。这样的同理心，训

练得出来吗？很难。”

追根究底，余福金语重心长地说，

新加坡人必须意识到，老人穷人都是

我们社群里的一分子；共同照顾他们，

thus becomes a major challenge in C3A’s 

mission. Gerard Ee said, “Since the ecosystem 

of natural racial interaction has been lost, we 

will have to find a substitute, like going for 

brisk walking or other activities together, to 

create a common space to promote that kind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seniors.”

To Gerard Ee,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promoting “active ageing”, such as 

improvement made on financial assistance 

measures,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tirement and Re-

employment Act, have not gone unnotice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however, 

就能打造更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除

非是铁石心肠，否则没人会身处穷人群

中还能独受万贯财富。

“唯有各尽本分，确保社群里没人

被遗忘或落在后头，人人都能获得帮

助，让各自的人生尽可能圆满；我们才

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才能共同打造一个

怡然自得的宜居宜老生态。”

人生第三龄：心境的跨越与升华
这个概念其实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的西方社会。余福金翻阅了大量资料后

发现，西方社会将人生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或“第一龄”(First	Age)是成

长期，从出生到完成学业为止，通过教

育与学习，掌握技能与知识。“第二龄”

是成年期，谋职就业以自力更生，争取

人生各方面的实质成就。

步入“第三龄”，在生活条件上既有

了成年就业期打下的基础，又因从家

庭或工作岗位退下来而有了更大的自由

去实现自我，追求梦想。余福金有感而

发：“人生来到了某个阶段，未必跟实际

年龄有关，但你会忽然想要从追求成功

过渡到寻找意义。你说，我打拼够了，从

现在起我只想做自己爱做的事；游山玩

水、走遍世界，登山、摄影，随心所欲，

充实自己。这是人生的自我实现期，重

新寻找自我价值与满足感。”

而下一个阶段就是“第四龄”了：生

理上生活上需要依赖别人的照顾而度

过余生。在余福金看来，最理想的状态

人生第三龄，其实无关乎生理

年龄，而是心境上的跨越和升

华，对人生的追求从实质成就过渡到

形而上的意义与价值。

与余福金一席谈，对“活跃乐龄”	

(Active	Ageing）的定义有了豁然开朗

的体会。

他在2007年着手成立“活跃乐龄理

事会”，英文名称是“Council	for	the	

Third	Age”，为的正是提倡“人生第三

龄”的概念。

w 副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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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老龄人口，如果以一刀切的方式一概而论，以为一套方法一种
信息适用于每个人，那是大错特错了。老龄社群绝不是同质、单一的
群体，而是有着复杂而多面的结构，需求与困难也不一样，需要不同
的援助与信息，整体环境生态也必须一并考虑在内。

in how to reach out. The key to reaching its 

target audience is to strike a chord in them by 

communicating with languages that they are 

familiar with, as well as messages that would 

touch their heart.

 Gerard Ee pointed out that the use of English 

as a common language has not only reduced 

the common ground for ra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ut also created an obstacle in 

reaching out to the people effectively. He said, 

“When the Council was first set up, all our 

promotion programmes   for active ageing in 

the first five to six years were done in English 

because it was the most convenient medium. 

We’ve now realized that this will not work, 

and we must now reach out to the Chinese-

speaking heartlanders, which form an even 

greater number.”

However, he has other concern about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There is always 

this  false assumption that since everyone now 

comes from English medium school where 

Chinese is taught simply as one’s mother 

tongue, there is no mo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 and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In actual fact 

this is not the case. Those who prefer to 

think in Chinese and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would always have different pursuit 
culturally.” said Gerard Ee.

“My fear is the lack of appreciation of these 
differences on the part of the policy makers.
They  need to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communicate with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ir policies to them 

effectively.” 

A Bottom-up and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The other key factor for effective outreach is 
adopting a bottom-up rather than a top-down 

approach.

其实是：“努力让第三龄得以充实、延

长、持续，让生命在进入第四龄的依赖

期之前，就圆满终结。”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的圆满状态，

正是各个社会现存的“第三龄”或“活

跃乐龄”组织与机构共同的目标，如何

帮助进入第三龄者活跃地过好“第三	

龄”，在这个阶段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与自我实现。全球第一所第三龄大学

早在1973年由法国图卢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ulouse)创办，对象是

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课程内容除了侧

重老年保健，也提供学术、社会、文化

类课程。五年内，法国的第三龄大学增

至30所，学生人数达二万。

至八十年代，英国摆脱第三龄大学

传统教育模式，由年长者自行规划课

程与自行教学。此后世界各地先后开创

各种不同形式的年长者教育，甚至组织

而成国际联盟协会	——“国际第三龄

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Universities	of	the	Third	Age，

简称IAU3A)，每年定期举行研讨会。

亚洲社会在这方面的认知和起步

较慢，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尖

锐化，近年来积极构建起“第三龄”的

社会意识。香港第三龄学苑于2006年

成立，收生年龄提前到五十岁。学苑开

办的课程分三大类：“求知系”(增进知

识)、“求乐系”(培养兴趣)	、“自得系”	

(提升自身及心灵健康)；学习的最终目标

是“知乐自得”，让年长者在求知过程中

享受学习乐趣。	日本则把“第三龄”称

为“创龄学”，是个开创的时机。“创龄

者”要的不是慈善救济，而是勇敢挑战

人生，追求冒险，持续建设。

而在新加坡，乐龄概念多年来始终

停留在“乐龄周”、“黄金年华”层面；表

面虽“快乐”，实则总带点黄昏迟暮的悲

凉，等着社会大众去同情与怜悯。余福

金接手后，花了足足两年时间推动“活

跃乐龄”的概念与真谛，才逐渐让决策

者接受和支持推展，也催生了“活跃乐

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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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回归教育树人的本质

他毕业自传统英校圣约瑟书院，

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华语，却

对华文背景社群有着深刻而细腻的关	

怀。

他是本地名声显赫的专业特许会计

师，对普罗大众弱势群体却时时怀着超

越同情心的同理心。

今年刚满65岁的余福金，服务社区

四十载，先后领导过国家福利理事会、

公共交通理事会、全国肾脏基金会、活

跃乐龄理事会、部长薪金检讨委员会，

而今是东部医疗联盟与樟宜综合医院

主席，新跃大学名誉校长。

这份将心比心的社会关怀与价值

观，他说，必须是从小培养起的，靠的

是家庭、学校、成长环境。

他在芽笼13巷长大，父亲余炳亮	

（新加坡“慈善之父”，1964年至1992年

任新加坡福利理事会主席）当时还只是

个速记员，家境清贫勤俭。玩在一起的

有马来小孩，也有流氓的孩子。1963年

种族暴乱就在离家不到20米处爆发，

在暴力冲突之下见证马来人与华人邻居

如何相互掩护拯救彼此。

他忆述着：“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让我自小接触不同背景的人，意识到每

个人都有好的一面，而大家都是社区的

“I think there is slowly a realiz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at preaching and 

propagating messages in a top-down manner 

is a real waste of time and effort. It has got 

to be done from the ground up. It has got to 

be what the people want to do and not what 

you want the people to do.”

Working from the ground up also means 

that the civil society will have to take on a 

bigger role in initiating programmes for the 

community, because the demand for varied 

activities will grow as more “new aged peopl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come along.  Gerard 

Ee said, “What you want is to get people to 

have the mindset to say that “yes, I’m old, 

but it doesn’t mean I’m useless. I can still 

be active and be a contributing member to 

the community. ” Participants of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C3A, for instance, would move 

on to form their own smaller groups. These 

groups, in turn, would find more participants, 

thereby expand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d 

widening the base to reach out.”

“It is not easy to change the mindset from 

top-down to bottom-up, but it’s happening 

slowly. The civil society is beginning to realise 

that it does not need to wait for initiative 

from the Government or any other external 

agencies. Let’s get going, start small, with five 

or six friends, and just start off. If what you 

do is interesting, it’ll begin to attract people. It 

doesn’t need to be big to be attractive.”

The same philosophy is also being applied 

to healthcare service.Gerard Ee, who is 

also chairman of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and the Eastern Health Alliance, has been 

spearhea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ealthcare service to take healthcare to 

the peopl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f you 

compare to more than two years ago, the 

mindset then was to have a hospital first, then 

comes the patients. If you’re sick you come 

and see me. Today, the philosophy is different. 

The hospital exists because there are patients 

out there. We take the service to the people. 

活跃乐龄理事会的宗旨是，通过教

育、宣导及合作伙伴来创建爱老敬老的

环境，最终打造一个能让年长者活得充

实积极而富有意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

里，年长者能根据各自的兴趣和能力，

成为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使“活

跃乐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他说：“要老得精彩老得自在，是很

多元素构建而成的。当然首先必须能有

安全感：有基本经济能力，病了不必担

心付不起医药费，头上有片瓦，三餐能

温饱。但仅止于此并不足够。许多人忽

略了‘活跃乐龄’的最大关键是人与人

的互动与交流，如何维持活跃的社交生

活，在社会中继续建立联系。”

所以，近年来很流行的集体健行活

动，不在于训练乐龄马拉松健儿，而是

为了让年长者有个聚在一起交流的平台

和空间，可以分享生活、分忧解难、相互

扶持。年纪越大，越需要维持社交圈子。	

“因为熟悉的人一个个走了，因为搬迁而

对周遭的环境不再熟悉，身边看到的全

是陌生人。那种深刻而无助的孤独感，

才是老年人自杀案例的最直接导因。”

“哪怕你老了、病了、穷了，只要还

能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维持互动与联系，

你就还能找到快乐。反之，你家财万贯，

独自坐拥一栋豪宅，生活奢侈舒适，但

却不参与活动也不与人接触，你注定会

抑郁终老。”

w 副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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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job is not just to heal you, but also to make 

sure that you remain well and don’t have to 

come back again,” he said.

In a nutshell, public service has to be more 

people-oriented. “This is a major shift in 

mindset. ‘You come to me’ was very much 

the civil service mindset of the old days - you 

come and see me when you have problems; 

now, I come to you and bring the service to 

your doorstep,” said Gerard Ee.  

However, with more public services trying 

to reach out to the community and as civi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rvice programme 

increases, there lies a need to instill greater 

empathy among staff and volunteers in order 

for the right assistance to be delivered. Gerard 

Ee said, “When an old woman in her 70s or 

80s is seen collecting cardboards to sell for a 

living, it is easy for anyone to feel sorry for her 

and try to stop her. But by doing that you are 

removing her only source of self-esteem and 

her sense of independence. From your eyes, 

she might be suffering, but in her own eyes, it’s 

her way of staying independent. How do you 

train people to have that sort of empathy?”

At the end of the day, Gerard Ee said that 

Singaporeans must realise that old and 

poor people are a part of their community. 

In helping to look after them together, the 

ecosystem will become a more beautiful 

one. Unless one’s heart is made of stone, no 

one could enjoy wealth when surrounded by 

poor people.

“If all of us play our part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being left behind, and everyone gets 

helped, has the ability to achieve satisfaction 

in life to the best of his or her abilities, we’d 

then have an ecosystem where our conscience 

is clear, and where people live gracefully.” said 

Gerard Ee.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一分子。这无形中就让我可以在任何地

方跟任何人很自在的相处，不因背景出

身对任何人作价值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求学时

班上同学穷的富的都有。余福金回忆

道，有一回上同学家做客，下午两点半

了还没午餐吃。近三点，同学的母亲

回家了，才把在巴杀里卖不出的菜炒

香了给大家当午餐。也有同学出身大户

人家，父亲拥有全新加坡最大的马戏

班，住在大别墅里。“虽然背景悬殊，

但大家都能打成一片，完全不在乎谁是	

谁。”

今天呢？背景不同的人不会混在一

起。“孩子本身也许还是不在乎的，而

是家长在意社会形象。到了学校，学生

之间再进一步区隔：有车接送的、没车

接送的，喝星巴克咖啡的、上不了咖啡

馆的……”孩子们不再有机会接触同个

社区里其他背景的人，更甭说培养起正

确的价值观。

“社会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学校

就更该获得授权负起形塑品格的责任。

但是这些年来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与信念

已被严重扭曲。”这位外界眼中的“亲善

先生”，访问过程中一直维持着温文尔

雅的风度；但此刻谈起教育，却少有的

显露不满，激动中带着痛心。

余福金感叹新加坡在经济与生活

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社会建设与关

怀所需要的同理心和群体意识却急速

流失。

“如果问我哪里出错了，我会说是

教育制度。学校已经失去了调教学生、

形塑孩子人格的权力。学校都害怕家

长、甚至受制于家长，哪怕只是对孩子

提高声量，投诉信就跟着来了，那又何

必去理？许多校长索性选择不干预，

不再管教孩子。追根究底，问题出在

家长。”

余福金是一位相信藤鞭（教育）的

家长，至少在孩子达到一定年龄前需

要藤鞭来管教。他还记得自己求学时

代，圣约瑟书院校风严厉，所有修士都

有藤条在手，老师也很严厉。一犯错就

交给训育主任来处罚。“当时在学校受

罚了，回家都不敢跟父母说，因为父母

完全信任学校和老师，认定你必定是

犯了大错才会受罚，父母二话不说又会

再鞭一轮。”

今天的学校固然还是有训育主

任，但对于怎么处罚学生有一套严格

规定。家长也不再愿意赋予学校管教

的权力。

不过，更让他感慨和关注的，是整

个教育体系更重于追求功利：“整个教

育理念和价值这些年来已被扭曲，沦

为只为知识、为考试、为拿A。学校失去

了话语权，校方的角色与责任反而是由

家长来决定；而遗憾的是，现今家长对

学校的期许，并不包括人格的培养。”

但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古今中外，

教育理念最终还是回归到人格培养。

在他看来，要扭转这偏差，唯有把权力

交还给学校，让教育回归它应有的本

质。“告诉家长，别插手，孩子在校，就

得听我们的。”	

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带头。	

“政府必须做个决定，授权学校这么

做。会有一定的政治代价，也会面对家

长的批评。但只要问心无愧，该做的就

得去做。最终如果能把品格塑造这一

块做好，那就值得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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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人企业
在老人护理服务业 
所扮演的角色
与宜康执行主席王再保一席谈

27年前就投身老年医疗、康复、护理事

业的王再保，是典型的社会精英。来

到他的办公室，话题从他刚仙逝的98岁老母

亲谈起。以身作则，让居家养老的老母亲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亲、老有所乐，溘然

而逝。但王先生仍然不无遗憾地说道：没机会

庆祝她的百岁诞辰。我们不约而同回应：98岁

不容易啊！

从漫谈中，我们了解新加坡老人晚年生活

不外有居家养老、私人疗养院养老、慈善疗养

院养老，政府支助、管理外包疗养院养老、社

区养老和邻国养老。居家养老的素质取决于家

庭背景和经济状况；私人疗养院养老的优劣取

决于护理理念、企业精神和品牌；慈善疗养院

提供基本的吃住、护理和生活照顾；社区及居

家养老（Aging	In	Place)是新概念，由政府牵

头提供硬件、管理外包的养老院（包括老人公

寓），目的在于缩小子女与老年人的距离，方

便互相照应及关怀、促进亲情；由于生活费及

养老费用日益高涨，一部分老人为了减轻40%

左右的养老费用，选择到近邻在柔佛州的依

斯干达区养老。

我们的话题围绕在：建国一代配套的推

出，不同国家和地区老人权益的保障与措施，

不同类型养老院的比较，政府参与老人保障事

业问题，宜康企业精神与海外开拓，医药费、效

率与生活压力等。

建国一代配套的效用

王再保肯定建国一代配套的效用，指出它

在医疗上减轻老一辈，特别是低入息者及其家

庭的压力。他说，与瑞典、澳洲等医疗免费的国

家不同，新加坡是通过	Medishield	、Medisave

提供最基本的医药照顾，如要提升则须另买保

访    者   王如明		谢声远

╱	文		:   谢声远

根据统计，到2030年，新加坡将有90万人口超过65岁，占人口总数的1/5，即平均每五个新加坡人

中，就有一个是“乐龄人士”。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人口老化跨部门委员会，包括经济保

障、就业、社会融入、健康护理、住屋、社会和谐6个小组，全力解决人口老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一些为乐龄人士提供服务的私营机构也应运而生，宜康医疗保健集团（下称“宜康集团）是其

中佼佼者。集团执行主席王再保接受《怡和世纪》的访问，畅谈我国私营老人护理行业的现状，

建国一代配套出炉后的新形势，面对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个行业的展望。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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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所以建国一代配套的推出是向老人

权益保障跨出重要的一步。不过，他注

意到新加坡不少老人都有一个错误观

念，就是退休后不出门，少走动，自我

封闭，呆在家里吃喝看电视，以吃为福。

这或许是因为“年轻时工作忙碌，生活

压力大，全副机器处于紧张状态中，退

出职场后突然松懈下来。”反观中国社

区老人俱乐部，收费低廉（两年前一个

上午，王再保访问上海一家老年活动中

心，收费甚至不及人民币五角钱），老

人们欢聚一堂，品茶话家常，载歌载舞

充满生气。“中国老人的文化生活，确

实比我们多姿多彩。”

针对养老村问题，王再保说，这在

澳洲等地广人稀的国度是适用的，但新

加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住在组屋

区，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护理可通过

在区内药房、诊所、医院或养老院获得

解决。他说，配合全国无障碍空间，老

人甚至可坐轮椅自由活动，或乘巴士访

友，看电影，区内还有咖啡店、诊所、公

园、幼儿园，不会觉得孤单；而且只需	

“一杯茶工夫”，就可到达子女住处，岂

不是更有意义的“养老村”吗？他透露，

宜康第一个被委以无偿管理老人公寓，

到年底，宜康将经营十二家这样的养生

中心。目前，除了几家私营者积极经营

外，慈善机构对于这项目的经营较冷

淡。宜康作为“有责任感的企业（Good	

Corporate	Citizen)”，在公寓底层设有

康乐中心，免费提供阅览室，偶尔还举

办健康及保健讲座、卡拉OK和聚餐。通

过这些活动，宜康撮合了一对老年人的

姻缘，并在公寓楼下举行婚礼，一时传

为佳话。管理费主要靠物理治疗和中

医药服务的收入，对外开放，老人公寓

居民享有15%左右的折扣。目前碧山每

月仍亏损数千元，但公司可从核心业务

盈利中拨款填补。王再保说，我们是从

公司的服务价值观出发，提供社区服

务和回馈社会原本就是公司基本理念

的一部分。

宜康进入伊斯干达开发区

他说，新加坡目前还没有官办疗养

院，只有慈善疗养院，占70％，和私人

疗养院，占30％。政府正积极参与养老

事业，主要是硬件建设方面，第一个试

点是杨厝港疗养院，住院老人由政府

统一安排，入住资格以家庭人均收入不

超过$2600为准，支助额按25%、50％、	

75％、100%递增，委托宜康负责管理，

结果令人满意。政府计划增建10余间，

最近完成3家。经过投标，两家总计大

约有400多床位，由一家只经营低于500

床位的慈善机构标得，第三家则落入只

经营老人日间托管中心的NTUC。对此，

王再保觉得政府提倡志愿精神和扶持

社会的企业大财团，本无可厚非，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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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得标标准、经营能力及经验等方面

更公开，更有透明度。他相信，只有最佳

者得标，才能提供最有质量及经济效益

的服务。他指出，政府是不会特别限制

私营企业的，它招标时要求“最佳服务

和最低价格是很好的，但对中标的结

果却感到意外”。“我们推行自由经济，

只有通过公平及透明的竞争才会有最

好的结果、有垄断就不会有进步，这对

私营养老院或康复中心的成长和企业

精神的发扬不能不有负面的影响。”他

还说：目前中国有二亿人超过六十五岁，

另加上其他亚太国家、这市场是巨大

的、政府如能协助私营企业做大做强，

才有能力前往国外投资、赚取外汇、并

加强新加坡在亚太区医疗中心的地位。

事实上，目前能够有规模地开拓国

外疗养院市场的本地私人企业不多。最

近宜康很荣幸地得到马来西亚首相署

颁发指定的优先发展合作伙伴(EPP)的

地位。王再保透露，宜康在中国苏州、

越南河内和柔佛州的依斯干达都有养

老、康复、护理中心。在柔佛依斯干达

的康复中心，过去的两年，连续在亚洲

养老大会上得到优质的大奖。此中心由

宜康购地自建，住院老人以马来西亚华

人为主，有一部分来自新加坡。最大的

优点是：那里的老人享有的空间，超出新

加坡一倍，树木茂盛，空气清新，设施完

整，而且收费要比新加坡低40％。王再保

坦诚治安问题是存在的，但媒体的渲染，

加剧了外来人的不安。他说，“南非开普

敦、纽约黑人区，一样有治安问题，但你

不走暗路，也没那么可怕。在新加坡，在

僻处夜行，倒霉时也会被打抢。”为了说

明他对马来西亚有信心，他列举了两件

亲身经历的事。“有一次，女儿和同伴

晚间离开伊斯干达疗养院，半路车子爆

胎。母亲知道了，忧心忡忡。后来有一辆

警车经过，问明缘由，警员下车为她们换

轮胎。又见女儿两手沾污，还取水让她洗

净。另一次是父女一行4人开车前往新山

开会，后来女儿发现她的护照没有盖印，

担心到时会被带回警局。会后出关，关卡

人员发现了，也没叫她下车，指着护照，

女儿示意不知就里，之后他在护照上写

了些什么，然后盖上印章，让我们顺利过

关。”听了他的讲述，我们想，报章的负

面报道促成当局的重视和改进，但若能

辅以正面报道，如王再保知道和经历的

事，肯定有助于两地百姓的了解和互信！

扩大老人和企业的选择空间

王再保十分认可新加坡医疗服务水

平。他说，政府的医疗开支，仅占GDP4%

左右、但医疗水平居世界第5位，甚至高

于瑞典的第6位、这是如何达到呢？王

再保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他认为，生

活（包括医疗）压力迫使人们勤奋工作，

政府又有犹太人式的精打细算，改进和

提升了效率，所以在世界上才有这么高

的排名。“在医疗费用方面，政府想尽

方法，节省开支，减少浪费，规定扣除保

险外，你应付多少，所以每个人压力大，

拼命工作，因为你不知道最后须付多少

钱。如果一个中下层人士有病住院，由

政府来照顾，如香港那样，压力自然消

除了。”正因为新加坡不走加拿大“大

家拿”的福利路线，所以政府才这么有

钱。但是，他力主应给予老年人和医疗

护理企业更大的选择空间。“从前采用

英国制度，住院由你选择，有钱住A级，

多付一点，无钱住C级，由政府买单，或

者选择B级，政府多出一点，你少一点。

现在要调查你和子女的经济支付状况，

决定你住院应得到资助的多寡。又如一

个老人经过调查，有资格住进政府支助

的疗养院，但他只能听任政府的安排，

别无他选。如果政府让得到资助的老人

或子女选择老人喜欢住的疗养院，将可

以在最大程度上让老人及家庭得益、政

府省事、一举两得。

与王再保答问摘录

g  你可否从老人护理的角度和经
验，谈谈建国一代配套对老人福利
的正面作用？

从2014年9月1日起，建国前辈只

要参与社保援助计划（CHAS），到

CHAS私人诊所，牙科诊所，综合诊

疗以及政府医院主科诊所看病时，

就能获得特别津贴。除此之外，还有

常年保健储蓄填补，这是从2014年7

月1日开始，依照出生年份而定，填补

额$200起至$800。终身健保保费津

贴（2015年底开始），上述两保加起

来，是终身健保保费资助。此外，年岁

于2014年达80岁的建国一代保费将全

由政府支付。

根据上述，随着人口的逐渐老化，

建国一代的医药保健开支也增加，政

府为了替建国一代医药费减压而填补

常年保健储蓄，终身健保保费津贴。

更为超过80岁的公民提供完全免费的

医保，65岁到79岁的公民只需付约等

于目前保费的一半。对于一般市民，

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病老有所医，

心也就安了，生活压力减轻了，生活也

就会更愉快。

g 建国一代配套出炉，宜康会如何
去配合和提升？

宜康是一家本地成长的企业，我们

在中国，马来西亚及越南都有业务，新

加坡是我们的根。政府最近决定提供十

多家疗养院供慈善团体及私营疗养院公

开投标，以应付市场需求，但一次性的将

共有四百多个床位的两个疗养院交由一

家不足五百个床位的慈善团体去做，以

及提供一个约两百五十个床位的项目给

一家根本没有经营疗养院经验的超大

型社会企业去做，根据什么标准并没公

开，这是与利伯维尔场的操作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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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关部门在市场需求日渐加速时，能

以利伯维尔场操作为基础，才是上上之

策，不然私营的企业精神被迫放弃，长

期对于养老市场是不利的。

当然宜康在现有的模式下，总得努

力寻求在本地及国际上有所突破，找寻

空间为新加坡的乐龄人士继续提供最好

品质的护理服务。

g 老人护理在老人问题中占据什么
位置？你经营的老人护理中心主要
解决了哪些老人问题？这类中心在
新加坡有多少所，在解决老人问题
上起多大作用？

人口逐渐的老化，目前老人院、康

复中心，日间老人托管中心，不下百家、

但百分七十左右为慈善团体经营。新加

坡是步入五十年的国家，但也面对与许

多国家同样的老人问题。随着国家的发

展进步，国人生活也加剧忙碌。家庭人

数也随时代进步渐渐减小，导致家庭人

员多数工作，无人照顾年老的成员。上

了年纪的人士往往奔波多年，身体状况

可想而知，多需要疗养保健、医疗护理

或日常生活辅助 （daily assisted living)。

我们宜康在这方面便能给予帮助，

通过日间照管，疗养服务，家中照料护理

培训，临时看护等服务，协助家庭照常生

活。宜康的八家医疗保健中心与疗养院

及十二家养生中心能提供以上的服务，

也能给予患上轻微精神疾病的老年人

需要的照护。若有需要，我们可帮助将精

神病病情严重的年老者送往更适合的医

疗设备取得治疗。这样的照料，与独自在

家相比，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大大有益。

g  老人护理中心的经营和管理模式
是怎么样的？它与老人院有何区别？

在宜康，我们深信中西医合并。宜

康的医疗保健中心与疗养院通过一站式

的模式，在中心内不但照料老年人的日

常生活也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医疗

服务，物理治疗，中医治疗、娱乐性节目

等等。这是靠宜康众多专业医疗人员，如

住院医生，护士，理疗师与中医师所实现

的全面护理服务。

这样的模式与普通的疗养院大有不

同。在宜康的康复中心内，医疗人员能就

地帮助年老者治疗普通的急性疾病或照

管较长期的疾病，通过物理治疗，中医治

疗，不同娱乐活动，协助他们康复，保持

身心的健康。

一般老人院只提供简单的吃住及生

活照顾、医疗康复较普通。

g 新加坡的疗养院有哪些种类？ 教
会的，其他宗教团体的，民间的，
政府有没有设立疗养院？

新加坡的疗养院，基本上可分为两

大类：

1）私营疗养院：约占总份额百分

之30

 2）慈善机构疗养院：约占总份额

百分之70

目前卫生部已表示要经营小型疗养

院，以便更加了解市场及客户需求及各

种经营的情况，这也显示出政府对目前

上述两种经营的方式，还要更充分的

了解。

根据我们27年的经营经验，私营与

慈善疗养院是互生的。私营疗养院得自

负营利或亏损，多数由专业人士管理，

并为能自付及要求品质的人士提供服

务。反之慈善疗养院是由福利团体经营

的，多由自愿人士成立董事会，再委托经

理人管理，服务对像是低收入人群、基

本收入来自经营，政府资助，社会捐献，

基本上是以小规模经营为主，成本效益

可能比大规模经营低，由于利润非他们

追求的目标，但常年得为经营费向社会

筹款，服务质量一般。

g 据你所知，哪一类老人才有资格
住进不同类型的老人院？政府在老
人院方面可否扮演更大的角色？

一般上，要入住慈善团体经营的疗

养院，必须是家庭个人平均收入不高于

两千六百元，例如一家四口，收入低于

一万零四百元，那么便可以住慈善疗养

院。卫生部有关部门会对申请的家庭做

严格的财务支付能力调查，只要合格，

便得到百分之25%，50%，75%及100%

的资助，视收入的多寡而定。

平均个人收入只要高于两千六百

元，便得住入私营疗养院，把床位让给

中低收入人士了。

g 你认为建国一代配套解决了多少
老人问题？政府还可以做更多的事
吗？例如设立更多德教式的护理中
心。

建国一代配套，帮忙减轻了所有

2014年1月1日足65岁这一代建国有功人

士的医药负担，并全面地资助了80岁以

上的建国人士，尤其是对中低收入人

群，更是松了一口气。

我认为，人口结构不断改变，个人及

社会的经济情况也不断的在改变，政府

为了照护人民医疗开支，应该会时时根

据人民的需要作调整，就如建国一代配

套在几年前是很难预测到的。

除此之外，一些社会组织，如公民

咨询委员会，区乐龄委员会，也随时会

为乐龄人士提供上述之外的任何有需

要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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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除了新加坡，你也在中国，马来
西亚等国设立老人护理中心，可以
比较三地老人护理的状况和面对的
问题吗？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发展

中国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人

民平均年总税后所得收入约多过4300

美金。因为较晚注意养老护理之需要，

所以在养老政策及品质方面算是较迟

起步，目前正大力追赶以应付大约二亿

65岁以上老年人士的需要。虽然中国是

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但应付二亿乐龄人士的

衣，食，住，行，医疗的需要是一个很繁

重的压力。

由于中国是古文明之一，有名山大

川，尽管乐龄人士的物质生活差距很大，

但精神生活却显得丰富，生活也较多姿

多彩。但对于需要护理的老人，质量服

务较差强人意，一般上是大城市的护士

及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较难找，政府

也在初步地定制品质标准，希望不久将

来中国的老人会享受更好的护理品质。

马来西亚政府近来也开始注意养

老及护理的需要，我们在参与马来西亚

卫生部的交流过程中，发现到他们是开

放的，欢迎企业大力的参与养老及护理

行业，但目前市场的发展也还不是很成

熟，因此在品质及政策管理上也得大步

向前，由于马来西亚家庭平均人口比新

加坡及中国来的高，因此依赖机构养老

是一种选择，家庭养老也是被重视。

新加坡在个人平均收入，国家经济

方面比较发达，20年前已开始注意养老

的需要，因此在政策及品质的制定方面

一般已就绪，因此在护理方面，可说是亚

洲的高品质之一。

在经营方面，政府较偏重于依靠慈

善团体，这一偏差可能造成成本偏高及

好企业往国外提供好服务，这是因为不

公平的竞争——一个得自负赢亏，一个

则可向公众筹款及得到政府支持，并非

长久之计，政府如果能通过利伯维尔场

操作购买服务，那将是更进一步提升经

济效益及服务品质的最好做法。

g  王先生，请谈谈新加坡在家老
人，疗养院老人，护理中心老人的
现状，他们的精神生活有没有受到
关注？目前存在什么问题？有无改
善余地？

居家养老是最佳的选择，除非是人

手不足或缺少照护有病老人的技术才

住进养老院，不然，只要是普通病老的

照护，家庭成员或保姆只要两到三天的

课堂及实际技术的培训即可。因此，居

家养老会让老人家不用离开熟悉的家

人及环境，享受天伦亲情温情及日间照

护，对心灵及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护理中心，一般是白天开放，提供

护理或钟点服务，这对白天忙碌，家中

无人照护老人是一种非常好的安排，老

年人晚上可回自己的家与家人在一起，

而白天也有人照护并享受一些集体的

娱乐节目。

新加坡人们的生活是非常忙碌的，

人手短缺，因此大多数护士及服务人员

都是外国人，主要来自菲律宾，缅甸，印

度，斯里兰卡等等，文化及语言不同，沟

通有困难，服务质量受影响。因此文化

及语言及技术的培训就显得非常重要。

g 你认为先进国家的老人护理事业
有何借鉴之处？你在这方面会做出
什么努力？

先进国家因为是先富后老，在亚洲

却是先老后富，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印

度等。在新加坡，我们算是较幸运的，自

1965年独立这49年来，经济长年迅速

发展，并秉承英国医疗制度的优势，目前

我国在联合国卫生医疗的排位是全世界

第五名，还在北欧瑞典的前面，卫生医

疗标准是很高的。我们的疗养院护理水

准，基本上也与欧美不相上下，但他们却

有着较悠久的经验及较大人口的基数，

我们还得不时去注意及学习他们的新研

究及发明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不足。

宜康在护理方面的创新是比较独

特的，我们提倡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

因为中医中药是炎黄几千年的历史，草

药又是温和而不含副作用，因此我们能

够达到最好的疗效，尤其是中风病人，

只要尽快治疗，通过针灸及物理治疗双

配合及药物配合，效果是良好的。这比

欧美的纯西医治疗，效果更加好。

作者为本刊编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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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美国的养老制度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因此没有统

一的退休养老制度，也没有强制退休

年龄的规定，美国人的退休养老主要依赖以

下三个方面：联邦社会安全养老金、雇主养老

金计划和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

联邦社会安全养老金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联邦社会安全养老金来自联邦社会安全

福利制度，它是美国最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

源于1936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安全法

案》，以后经不断补充修订，其基本条款沿用

至今。

g 社会安全养老金的运作方式

安全养老金是联邦政府强制性的养老保

险计划，它通过对个人收入征收社会安全税

的方式筹集，这项税收与美国其他税收分开

管理，专项供给社会安全养老金。其运营模式

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即当期的社会安全税

税收用于当期的保险金支出，不足的部分由

政府财政保障。

在美国，社会安全税的征收是强制性的，

由雇主和雇员按同一税率共同缴纳，自雇的

人既是雇员又是雇主，需负担所有的社会安全

税。应缴社会安全税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取

╱	文		:  心路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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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年总收入的多少，采取分段计算的

办法，一般来讲收入低的人社会安全税

率相对也较低，反之亦然。但个人年收

入中必须征收社会安全税的部分是有

上限的，这个上限因通货膨胀等因素逐

年升高，2014年的规定是11.7万美元以

内的收入要缴纳社会安全税，超过上

限部分的收入就不用交社会安全税了。

美国的所有公民都有一个社会安全

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这个号

码对应着自己的纳税记录，其中尤其对

应着社会安全税的缴纳情况和有资格

享受的社会安全福利等。

g 领取社会安全养老金的资格

领取社会安全养老金的资格主要是

两个，一个是积累的社会安全养老金的

点数，另一个是年龄。

社会安全养老金点数的积累来自

纳税记录。在美国，每个工作的纳税人

只要月收入不低于1160美元就可获得

点数，收入增加，缴纳的社安税增加，

积累的点数也随之增加，每年最多能

积累4个点，达到40点后才能领到全额

社会安全养老金，否则就会有折扣。

那些没有积累过任何社会安全点数的

人怎么办呢？如是货真价实的穷人，没

任何其他收入和极少个人资产的话，

养老则纯粹是国家买单，可以申请一

个名为“补充社会安全金”的社安项目

（Supplemental	Social	Security），它专

门为没有或极低收入的人群设立，也包

括没有收入的盲人和残疾人，后者领取

社会安全金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近些年，联邦法律规定的可领取

社会安全养老金的年龄有不断提高的

趋势。目前能享受全额养老金的年龄

是67岁，但允许提前到62岁退休，只是

社会安全养老金会减额发给，每提前

一个月退休养老金会减发0.56%。当然

也可选择推迟退休，每推迟一个月退

休时养老金会增发0.25%，最多可再推

迟5年，年满72岁后退休者养老金不再	

增加。

g 社会安全养老金的收入有多少

退休的美国人每个月究竟能领取

多少社会安全养老金呢？根据每个人

积累点数的不同，能得到的社会安全

养老金的数目也不同，据美国社会安

全局公布的数字，2013年每人每月平均

获得的社会安全养老金为1269美元。社

会安全养老金没最低下限，若2014年退

休的话，可能的最高社会安全养老金为

2642美元。

那么，有资格领取“补充社会安全

金”的穷人每月能领到多少钱呢？按

照社安局公布的数字个人最高可领到	

710美元，夫妇都符合标准的每月可领

取1066美元，加上食品券和国家补贴

住房等其他福利，靠这些收入，生存是

没有问题的。

g 社会安全金有什么特点

联邦政府发放的社会安全养老金

是美国工薪阶层养老的重要收入，也

是美国社会福利的安全保障，它主要

有以下特色：

特色一、人寿保险功能

美国社会安全金不仅保障工薪族在

退休后能有基本的收入，也兼顾保障那

些因受伤或生病而无法工作的人，他们

可从社会安全金中的残疾者项目领取一

些收入；另外如果一家之主过世了，他

留下的孤儿寡母也可以通过领取社安

金来渡难关。

特色二、社安金通常伴随物价指

数调涨

特色三、社安金涵盖九成以上的

是工薪族，1400万老人因领取社安金

脱贫，若是没有社安养老金，美国65岁

以上的老人中会有四年收入低于政府

规定的贫困线标准。

特色四、儿童也可以享受“养老	

金”。如果父亲或母亲过世，家中不到18

岁的孩子可享受过世人员的社安金，照

顾孩子的遗孀也同样有享受的资格。

特色六、社安养老金金尤其造福女

性退休者。美国大部分女性的收入比男

性低，加之为照顾儿女很多成为全职妈

妈，这使得社安养老金对于退休女性尤

为重要。另外，夫妻中若领取社安养老

金的人去世，配偶可继续领取过世配偶

的社安金，这对于年长尤其是女性的生

活是个不小的帮助。

对美国大多数退休人而言，社会安

全金是养老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

对中、低收入家庭，社会安全金在退休

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它是一种普

及全美国公民的养老金计划，也是美

国养老金计划的基石。

雇主养老金计划 
Employer Retirement Benefit

雇主养老金计划的重要性某种程

度上超过了社会安全养老金，据统计

从这个计划领取的退休金约占退休人

员总收入的40%左右。雇主养老金计划

由各单位自愿建立，政府给雇主提供

税收优惠鼓励，目前全美有60%的雇员

参加了雇主养老金计划。

g 雇主养老金计划的运作方式

雇主养老金金计划主要有两类，一

类是确定待遇型的养老金计划，另一类

是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缴费确定待遇型

的养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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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待遇型的养老计划是指雇员

在退休时所获的待遇是确定的，这种

养老金计划不实行个人帐户制度，一般

情况下缴费由雇主全部承担，雇员不缴

费。由于在雇员退休时雇主有义务支付

固定的待遇，所以雇主缴费多少部分取

决于养老金投资收益的状况，若收益较

好的话，雇主就可以少缴费甚至暂时不

缴费，反之就得多缴，甚至可能破产。

缴费确定福利计划是近一、二十年

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政府还专门给与

税收优惠的政策扶持来鼓励其发展。

这种计划又称“个人帐户计划”，它可

以是单独由雇主为雇员投入形成的养

老金账户，比如我享受的弗吉尼亚州雇

员的401(a)计划，由雇主每年将相当雇

员工资的10.5%的数量投入雇员养老账

户。它也可是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一

定比例费用形成的养老金帐户，雇员存

入的额度自己确定，但不能超过规定的

上限，雇主缴纳的数额常和雇员相同，

也可以是约定的比例，美国常见的401K

退休投资计划就是典型的一种。这种

计划雇主不必承担在将来提供确定额

度养老金的义务，只需按预先规定的

额度比例存入款项即可。

g 雇主养老金计划的领取资格

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中，多数雇

主都会规定一个最低服务年限，如至少

要为雇主服务15年等，若雇员达不到这

一条件就享受不到雇主的养老金待遇。

另外雇员在退休之前也不能提前支取，

若雇员在退休前死亡，雇主也不必向其

家属提供养老金，只需一次性支付定额

的抚恤金即可。

缴费确定福利型的养老金计划，账

号上的钱从一开始就属于雇员，但雇员

在59岁半之前不能随意提取，否则必须

补交税款并且缴纳罚款；这之后可提

取可不提取，若提取的话只交税，但到

70岁半以后必须提取。

g 雇主养老金计划能有多少退休金

确定待遇型的养老金取决于服务

年限、服务时的工资等，而缴费确定待

遇型的养老金计划，雇员最后获取养

老金的多少取决于缴费年限的长短、

缴费数量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的高低。

g 雇主养老金计划的特点

对于雇员来说，待遇确定型养老

金计划没有缴费的压力，但是影响工

作流动；对于企业而言，待遇确定性养

老金计划能够减少一定时期内的成本

支出，但是由于养老金的支付总额是

一个庞大的未知数，所以会导致公司

利润的波动，影响公司的财务稳定，甚

至导致破产。

缴费确定待遇型养老金计划对雇员

有很强的吸引力，雇员可以灵活选择帐

户资产的投资方式，也可以转移到其他

的雇主养老金帐户、基金或保险公司，

若雇员在退休前死亡，养老金帐户的金

额可以转给雇员的家属，雇员也可以依

需要提前享用养老金帐户。当然这一养

老金计划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雇

员缴费比例以及缴费年度的差异导致养

老金计划金额差距较大，另外由于政府

采取的税收延迟优惠会导致雇员最后

在享用养老金时一下子支付数量可观

的所得税等。

以上说的是美国雇主养老金计划中

两种最主要的形式，随着高新技术产业

的不断发展，采用待遇确定计划的雇主

数量有所下降，而缴费确定计划的发展

很快，新建立的雇主养老金计划中大多

选择这种类型。	

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比较简单，属

个人退休账户养老金，它是由联邦政府

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加的养老金

计划。按美国现行法律规定，所有70岁

以下且有收入者均可开设个人退休金账

户。个人养老金账户依税收待遇主要分

成两种，一种是税收延迟，即个人在向

退休金帐户注入资金时免收个人所得

税，只有到提款时才收取税收，目前每

年最多可免税投入不超过5500美元；另

一种是税收免除，即在注入资金时仍收

取个人所得税，只是对本金最后获得的

投资收益免收。

结束语

美国的养老金计划结构完善，将政

府、雇主和个人三方有机结合在一起，

养老保障是三方的共有责任，政府起统

筹协调的核心作用，在保障社会安全养

老的前提下，适当提供各种形式的税收

和政策优惠，进而促进其它形式养老金

计划的健康发展。

最后顺便提一下近十几年逐渐多

起来的美国“以房养老”，或称“倒按	

揭”，即老年人把自己的住房作为抵押

担保，向银行贷款作为自己养老的费

用。美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几乎全部

是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虽有不少优

点，但不可小视其风险，当然要详细分

析它的话会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作者为《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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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最低工资，还是增索富人税？

在众多评论资本主义和反思社会经济改

革的论述中，焦点大致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提

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整体财富，二是加重富

人税率，平均社会财富。

近期就有两个人可以作为这两方面思维

的代表。

美国富豪哈瑙尔（Nick	Hanauer）过去几年

一再论述提高最低工资的必要性，最近一期的

Politico杂志又发表长文，深入论析。

他认为，过去无论政府、主流经济学家还

是老百姓，都相信“市场经济会自动调节，经

济增长的收益会自动流入低收入者手中”的	

“涓流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以

及“提高工资会赶走投资者”、“企业家创造社

会财富”等等说法。

但这位坦承自己是靠着投资了杰夫贝索斯

（Jeff	Bezos）的亚马逊公司而成功的巨富，

反其道而行，提出所谓“中出经济”（middle-

out	economics），意即唯有提高工资，让蓝领

员工都成为中产阶级，才能创造消费力，为企

业带来更多客户，让企业继续发展，进而促进

经济。

哈瑙尔坐而言，起而行，持续鼓吹美国资

本家面对现实，提高基本工资到一小时15美

元，等于联邦政府目前规定的双倍。西雅图市

长去年接受了他的理论，今年6月通过立法，

西雅图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各领域最低工

资到15美元。哈瑙尔的“西雅图实验”效果如

何，估计要一两年才可以看出。

虽然是每个时代都有知识分子在议论的

老话题，但直到2011年的“占领华尔

街”运动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更

全面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纽约华尔街金融区的这场运动，触发全

球对“1%巨富VS	99%非巨富”这一议题的深刻

关注。2008年开始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冲击世

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课题迅速成为焦点，

金融业者和企业高管贪婪自肥，甚至钻法律

漏洞作弊的丑闻连篇累牍的曝光，在互联网

传播之下，世人猛然警醒并质疑资本主义是不

是已经失败了。

西方发达国家这场运动对许多新兴国家来

说真是情何以堪，还没真正享受到资本主义带

来的好运道，就要被迫去反思它的弊端，甚至

怀疑是不是走错了路。

几年来的争辩显示，西方知识界清楚资本

主义并没有失败，也不可能终结，关键在于管

理，任何体系没有好的管理，都要出弊端，轻

则危及社稷，重则祸延世界。

贫富差距
关谁的事？

消除贫富差距扩大，很大程度还是
有赖于政策。但它所形成的对富人的
坏印象，必须靠企业家的努力去消弭，
除了提高员工薪金，更有意义的做法
是富人主动的捐献。

╱	文		:  陈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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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人课重税的最新观点则来自今

年在美国知识界掀起热潮的《21世纪资

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

（Thomas	Piketty）多年埋首故纸堆，

从欧洲的大量税务资料中研究分析，

发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相信这情况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必然趋势。因此他提出主张，要对富人

课以重税，例如对美国年收入50万美元

以上的人课征80%的所得税。

而为了解决富人避税移民这个普遍

现象，皮克迪提出一个核心建议，呼吁

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订立向富人课税

的国际协议，包括各类资产。

皮克迪的书虽然大卖，但也引起许

多经济学家的批评甚至讪笑，认为这种

国际协议的主张太天真，他对贫富差距

的研究也太狭隘，主要集中在资产回报

与收入比的关系，没有深入讨论其他可

能的影响因素。

这两个主张都不新奇，皮克迪的理

论甚至没有提供更好的设计，以解决

现有问题。哈瑙尔以企业家和富豪的

身份现身说法，说服力比较强，然而实

际成果也需要时间考验。

在这个灾难频繁、疯狂的马年论述

贫富差距扩大课题，有特别的意义，如

何让情况不至于变成脱缰野马，不仅关

系政府的代表性，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哈瑙尔就一再向他的巨富朋友喊话，说

如果再不做点事情，老百姓很快就要拿

起锄头起义了。

合理的政策才能维持官民信任感

资本市场失控的灾难让人看到资本

家的虚伪与贪婪，这是激发反抗的导火

线。但近几年各国在规范金融业和其他

行业高管方面，有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

进，其实很值得一问。

超高的薪酬诱使企业决策者做出

压榨劳工（包括海内外劳工）、欺瞒消

费者，图利自己的事情，时有所闻。“提

高工资会赶走投资者”更是耳熟能详

的旋律。

“贫富差距”并不可怕，甚至不是

一个合适的问题，历史上从来没有真

正的“共产”社会。哪怕是哲人所谓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只能是相对意

义的平均。那么今天令人不满的不均，

底线何在？

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改

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要稳定和谐，

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平正义等价

值，是否在社会中得到实践。社会动荡

往往源自两大因素：一，人民没饭吃，

社会破产或财富严重倾斜到部分人那

边，经济成果严重倾斜也必然造成社

会的不公义；二，社会发生极大的不公

义现象，挑战人类恻隐之心、是非之心

等等良知底线。

崇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

家，从中国、印度到东南亚，几乎都面对

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现象，而这一现象借

着互联网的影响力，对人们心理所可能

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是每个政府都能

清楚意识到。

近年来许多政府面对民众的挑战越

来越大，官民信任感日益淡薄，与民众

对政府角色的期待落空有很大关系。	

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起来，民众即便生活

得到改善，但大部分财富随政策等因素

流向少数权贵或者有办法的资本家，都

在冲击老百姓的信念。尤其当工资始

终落后，生活压力一直无法摆脱，不平

之心自然在民间持续累积。

考验政府的是，如何制定适当的政

策，扮演好中间角色，在劳动者、企业家

乃至更多利益团体之间，平衡各方的诉

求，让薪资赶得上生活，利益得到妥协；

另一方面，规范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高

管收入，也有助于改善社会观感。

对企业家来说，哈瑙尔的论据值

得一读。社会大众是企业的客户，员工

也是，大众的收入和生活改善，必然惠

及企业本身。特别是本土企业，善待本

地消费者和本地社会，会得到形象和

口碑的回报，这对讲究企业识别的机

构很重要。

富人应主动作慈善

消除贫富差距扩大，很大程度还是

有赖于政策。但它所形成的对富人的

坏印象，必须靠企业家的努力去消弭，

除了提高员工薪金，更有意义的做法是

富人主动的捐献。

慈善行为是凝聚社会认同很重要

的方式，企业家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发

达于斯，但要赢得社会真诚的肯定与敬

重，必然来自于无私的付出。

这方面也需要税收、财务等的鼓励

政策，但政策不能包含人心。企业家对

斯民斯土怀抱什么样的心理，除了个人

教养、视野，也反映了自己对社会的承

诺，以及对下一代的示范。

美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有富人贡献

慈善的传统，这是东方富豪相对逊色

的。也许宗教是个原因，但更大原因或

许来自文化，东方人习惯把财富留给子

孙，家族和宗族观念更重于社稷和天

下，因此拼搏一生积累亿万，还是唯恐

子孙不够用，却没有看到广大社会存在

的失衡与失调。家门以外的问题，都归

政府管。但豪门，其实更应该学习对社

会人群展现豪气，以大器立门风，为子

孙留典范，起到移风易俗的历史作用。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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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
安益执行主席胡进胜的奋斗之路

法兰：法兰（Flange）又叫法兰盘或突缘。法兰是使管子与管子或和阀门相互连接的零件，

连接于管端。法兰上有孔眼，螺栓使两法兰紧连。法兰间用衬垫密封。

法兰盘是一种适用于石油化工工业、海事造船业、半导体、医药、食品加工业，以及水务处

理等高增值行业的器械。简单说就是用于管道的连接，是日常生活中输送管系统不可缺少的零

部件。

那个上午，听他的讲述，法兰盘

对我们来说是开了眼界，是新

鲜的知识。可对于他——安益控股的

执行主席胡进胜，那浑圆、闪亮的不锈

钢制的法兰盘，却是他锻造自己事业的

关键部件，是他从五金业起步，不断与

时并进，从国内走向国际的“风火轮”！

然而，故事并非一开始就是这

样……

成长的轨迹

1953：出生。他父亲因嗜赌导致家道

中落，念德新中学期间，就得半工半读。

假期里做散工，当过建筑工人，小贩，还

曾逃学去卖榴梿。有一次在工地受伤在

家，被舅舅请去五金店当送货员，开始

了他与五金材料的情缘。高中学毕业后

服役，本可升大学，但被当军官的优厚

待遇吸引，签约成为正规军官。当过军

官训练学院的教官，也当过营参谋长。

1977：经营五金生意的岳父在“火

城”创办安益公司，叫他来帮忙，他忙

于军职，就叫太太先过去，他则以5000

元成为公司的小股东。1978：约满退役

后，他在岳父店里分租一个小店面，经

╱	文		:   辛    羽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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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各种铜产品。凭着当学徒时知道“联

邦有很多人来新加坡买货”，他就北上

马来西亚开拓市场，经常凌晨四点就

开车出发，从柔佛一路去槟城，沿途招

生意。太太则在店里准备及安排送货。

1984：在经销过程中，他发现铜的

生意比不上铁和钢材。而不锈钢板在

厨具用料、厕所配件和小贩摊位等方

面需求大。决定改作不锈钢生意。便与

四位朋友合作，在汤申路上段买地做

生意，却因碰上金融风暴几乎垮掉。几

年后又在裕廊买了一个单层工厂售卖

进口钢管。

在商场驰骋多年后，他悟出一个道

理：五金行业要生存，需要上下左右发

展。他发现能卖导管兼卖配件，完善服

务有利于争取客户，因此积极寻找新货

源，顺利地从日本进口法兰盘等管件在

新马销售。

他说：“在商场，信用非常重要。”

他身体力行，在与日本商家打交道之

际，以诚信取得信任。后来他想从经

销提升到生产，于是对日本友商说：请

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我在日本国外生

产货品供应你们，你们本厂可以大大缩

减人力资源和成本。

1992：开始在马国的芙蓉自己设厂	，

生产套管，信念就如当初转作不锈钢板

一样：“不能跟别人做同样东西。”他因

为说服并得到日本厂家的支持，引进先

进技术，请日本人当股东，聘请在日本

退休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为产品质

量把关。果然工厂的产品得到日本商家

的认可，顺利开拓了日本市场。随后，安

益的产品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客户。

1996：他把握法兰盘带来的商机，

说服在中国生产精密管件的日本友商，

合作在中国设厂。开始时在昆山（江苏）

以代工的形式，生产日本品牌的产品。

除了在日本销售，也供应东南亚市场。

2003：为了扩大生产量，工厂转移

到无锡（江苏），每月能生产200吨法

兰盘，顾客群已扩大到世界各地。为

了精益求精，他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

系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2003年9月

4日，安益有限公司在本地交易所主板

挂牌上市。

2008：安益与台商联手在姜堰（江

苏）投资5000万美元，设立信盛和柏纬

两所工厂，主要生产法兰盘和高压管配

件，相辅相成。两所工厂都采用自动化

与高科技的生产技术，以及统一的管

理模式，产品获得ISO9001，TÜV，PED，

以及其他中国认证机构的认证。标志

着公司的产品，和他的事业迈进一个

新的里程碑。

两三年前，鉴于在中国生产的成本

与日俱增，而在我们邻国马来西亚投产

的优势，使他毅然将新的生产基地开

设在西马的槟城。他的事业又回到当

年他刚刚起步时，那个与岛国富有历史

渊源的海边城市。可这绝不是回返原

点，而是在辩证的循环中站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

他带我们参观他坐落于大士9巷的

工厂	，一万两千多平方米的双层厂房，	

井井有条的放置着形形色色的法兰盘，

货品架上还有条码（barcode）方便辨

识、管理。他说：“这里有超过一万种不

同的型号。”

Man behind the Annaik Group 

The Success Story of Ow Chin Seng

F or James Ow Chin Seng, Executive 

Chairman of Annaik Limited, the 

round, shiny and anti-rust flange is the key 

component that forged his career – it was the 

launching pad of his hardware business that 

stay attuned with the times and propelled his 

reach beyond the domestic market.

Born in 1953, James Ow signed on to become 

a full-time army officer after completing 

his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at Thomson 

Secondary School. He became a small 

shareholder when his father-in-law, who ran a 

hardware business, founded Ann Aik Company 

at Kallang in 1977.  After retiring from the 

army in 1978, he rented a small space in his 

father-in-law’s shop to sell copper fittings. He 

made trips to Malaysia to expand his market, 

clinching new customers along the wa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hard work, James Ow  

became a major shareholder and took the 

helm of the company. He soon discovered 

that the copper business was not as lucrative 

as iron and steel and decided to switch to the 

stainless steel industry.  He bought a factory 

in Jurong to import steel pipes. He earnestly 

sought out new supplies and imported 

pipefittings such as flanges from Japan for 

sal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e later decided to upgrade his distribution 

business to manufacturing. He convinced 

and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Japanese 

manufacturer to set up a new plant with 

Japanese shareholders and brought in 

the latest technology to produce his own 

products. As expected, his products were well 

received by Japanese retailers, which paved 

By Xi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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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for a smooth entry into the Japanese 

market. Orders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soon followed.

In 1996, James Ow convinced his Japanese 

business friends who manufactured precision 

tubes in China to collaborate with him. 

He began as an original equipment make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for Japanese brands 

in Kunshan. His products were also sold in 

Southeast Asia, in addition to Japan. In 2003, 

the factory moved to Wuxi and produced 200 

tonnes of flanges every month, which by then 

were sold to customers worldwide. Wanting 

to do better, he adopted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systems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by leaps 

and bounds. Annaik Limited was listed on the 

Singapore Stocks Exchange on 4 September 

2003.

In 2008, Annaik invested US$50 million 

together with Taiwanese partners to build two 

factories - Sinsheng Terminal and Machine 

Inc. and Both-Well Steel Fittings - in Jiangyan, 

mainly manufacturing flanges and high 

pressure fittings, as complements of each 

other. The products received ISO9001, TUV 

and PED certifications, in addition to other 

Chinese certifications, which marked a new 

milestone for the company’s products, as well 

as James Ow’s career.

About two to three years ago, James Ow 

decided to open a new manufacturing base in 

Penang, West Malaysia, amid rising production 

costs in China, and also to gain th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in Malaysia. He showed us 

his factory located in Tuas Ave 9. The two-

storey plant covered 12,000 square metres and 

contained more than 10,000 different types of 

flanges, neatly organized on racks which each 

individually barcoded for easier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company has also ventured into 

environmental projects, building and operating 

如此规模，实在很难和印象中传统

的五金行业联系起来。他也说：是的，我

们公会的英文名称已经叫做Singapore	

Metal	and	Machinery	Association，但华

文名字还是保留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这是传统正在蜕变的过程。

夕阳还是朝阳？

涉足商场多年，胡进胜认为企业

要生存就要创新，要能适时变迁，与时

并进。

除了从事法兰盘生产销售业务之

外，公司也进军环保工程，提供环保咨

询，设立与经营污水处理厂	。

他解释道：“公司的贸易、生产、工

程业务环环相扣。污水处理需要用到管

道和管件，我们的产品正好派上用场，

参与环保业务使公司更具竞争力。”

他发现中国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

时，也非常注重环保，因此污水处理业

务具有很好的前景。浙江省的长兴靠

近太湖，有关当局十分重视环保工作，

安益设在长兴的污水处理厂已经运作多

年，处理厂把附近工厂排放的污水加以

净化，经检查后，水的质量达到规定的

标准，才能排放出去。公司在中国的废

水处理厂，每天能处理10万吨的废水。

在新加坡，安益也为环保工程供

应所需的材料，无论是新生水，海水淡

化，或樟宜废水处理厂，公司都作出自

己的贡献。

现在，胡进胜更着眼于固体废料的

处理。所谓固体废物是指人们在生产

建设、日常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

对产生者来说是无用而要抛弃的物质。

但这些固体废物，却是其他行业需要的

成分，经过一定的技术环节，可以转变

为有用的生产原料。再循环的过程中，

也大大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这既是

一盘生意，更是爱护地球，造福子孙的

事业。期待着有一天，公司能在另一片

领域，拓展全新的空间。

他记得有一次去听演讲，演说者出

示一幅画，让他久久不能忘怀。画中是

一个太阳，演讲者问：大家看看这是朝

阳还是夕阳？

胡进胜说：“这要看个人的心态了，

如果你觉得那是初升的太阳，那就是朝

阳；如果感觉太阳下山了，那看到的当

然就是夕阳。”五金行业在不同人的眼

里也是如此。

作为新加坡五金机械工会会长，他

认为自己在五金行业算是第一代。而他

的企业之路，却走得比传统五金业更加

宽广。他的上下左右发展，确实锻造了他

的生意，使传统五金业有了质的飞跃。

本着回馈社会的宗旨，他也是新加

坡武术龙狮总会的顾问，新加坡中国

商会的副会长，并参加怡和轩俱乐部，

积极参与怡和轩举办的文化活动。	

今年5月17日，他就在华中举行的《中国

通识论坛》上，与到会的500多名学生

分享他在中国的经商经验。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Its plants in China 

process 100,000 tonnes of wastewater 

every day. Annaik also supplies materials 

for environmental projects in Singapore, 

contributing to various projects such as 

Newater (used water treatment), desalination, 

and Changi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At the moment, James Ow has set his sights 

on solid wastes treatment. To him, solid wastes 

contained parts required by other industries. 

With proper technical treatment, he believes 

they can be turned into raw materials and 

become useful again. The recycling process 

will also greatly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is not only a business, but also 

a mission to protect our earth for the benefit 

of future generation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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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建设让路
访普宁会馆会长蔡纪典

坐落在登纳利巷52号的“美金精品纸	

轩”，办公室大门两侧，左右张贴一对

春联：“蔡氏遗风好纸张，开工大吉新成就”。

虽然春联红已略显褪色，而简朴的汉隶书

写，无论线条还是内容，却都一目了然，主人家

从事纸品行业的自信与自豪跃然纸上。

与蔡伦是本家

与身为美金贸易公司董事主席的蔡纪典谈

起事业的源起和发展，更加深了这个印象。他

说：1967年我从德明高中毕业，最先到码头当

一名书记，老板是翁烈强，他也是我学习的榜

样，我在他那里5年，学到许多进出口业务的运

作。有一天老板说他可能要转行了，原来他主

要是经营饲料生意，国家因为土地有限，决

定限制农业，饲料眼看就没有市场。于是我

也萌生转行创业的念头。为什么想从事纸张

行业？最早是因为在货仓中，看到大量的纸

张，有了触动；还因为我姓蔡，和中国纸张的

发明者蔡伦是本家啊！所以，我的第二份工

作就是给一位印度老板打工，学习纸张的进

出口业务。4年后，1975年3月15日我在小印度

的美金贸易公司开张，开始做纸张的进口与	

销售。

一晃30余年，2008年蔡纪典把公司改为

有限公司“美金精品纸轩”，为本地提供各类

优质纸张。无论艺术院校学生，还是崭露头

角的美术家、设计师，都向他的公司寻求品质

╱	文		:  洪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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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精品纸张，公司俨然已是本地高

级纸张的领头羊。

进入新世纪，电子书的面世使印刷

业面对新的挑战，无纸世界悄然降临。

蔡纪典带领公司与时并进，不断为纸

张开发新的需求，结合现代科技，满足

各种电脑打印用纸的特殊需要。因此，

在新的风潮底下，公司的营业额稳健

发展。本地设计界的翘楚林少芬就赞

誉他“走在时代的前头”。

人生就像一张白纸

他向我们摊开面前几张设计新颖的

谢卡，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己动手制

作的。”他接着深有感触地说：“人生像

一张白纸，受教育有文化，就能用头脑

设计出，描绘出一幅幅美好的图画。”

出身自旧日乡村的孩子，他觉得一

生得益于读书受教育。小学读榜鹅的

树德学校，四年中学在新民，然后到德

明念高中。12年的华文教育，使他深受

中华文化的熏陶与启发。“如果我没受

教育，我无法改变自己的人生，也许只

能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就出于对教育的重视，当他的老同

学吴中博先生1992年出任新民中学校

长，邀请他回去新民帮忙之际，那时他

的事业正当兴旺繁忙，他仍然义不容

辞地一口答应。

当年的新民中学，只是一所普通的

邻里中学，成绩，校风并不出色，也不是

该地区小六学生和家长心目中升学的首

选。蔡纪典在93年担任学校咨询委员会

的副主席；同年成立校友会，由他担任

校友会副主席。他与吴校长以及咨委会

成员周炳麟前校长和其他委员们，校友

会成员，齐心协力，为整顿新民中学献

计献策。到了1998年吴中博校长任满

前夕，新民中学已从整千学生增至一千

六百多，在全国中学的排名，也从134

跃升至50以内。他们还广泛发动筹款，

以一百万元为学校设立了室内体育馆。

诚如蔡纪典在新民庆祝建校65周年

的特刊中所说：帮助母校发展壮大，成

为后港区最好的模范中学，是他一生中

最有成就感的事。会回馈新民的原因，

是他的个人理念，也是他自己总结的人

生真谛：为人莫忘本，饮水要思源；施

比受有益，布施是人生最大的欣慰。

为国家建设让路

由于在本国的纸张行业做出了成

绩，他担任纸商公会会长超过十年。成

为企业的领头羊后，在社会服务方面

也产生相应的效应。今天，蔡纪典不仅

仍在新民中学咨询委员会担任顾问，

更身兼多职，除了是潮州八邑会馆副主

席、醉花林俱乐部董事、蔡氏公会顾问、

也是普宁会馆的会长。

今年5月9日，联合早报刊载了一则

新闻：“旧址让位给南北高速公路，普

宁会馆3000万元建新厦”。身为会长

的蔡纪典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我们

Making Wa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 Interview with Chua Kee Teang
President of Nanyang Pho Leng Hui Kuan

the paper trade. Four years later, on 15 March 

1974, he opened Mukim Trading Company in 

Little India, and began running his own paper 

imports and sales.

Thirty years later, in 2008, Chua Kee Teang 

changed his company to a limited enterprise 

and positioned the company as a “one-stop 

paper mart” that supplied a variety of high 

quality papers to the local market. However, 

the advent of electronic books in the new 

century ushered in a paperless world, posing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printing industry. 

He kept abreast with the times and led his 

company in creating new demands for paper, 

incorporating modern technology to provide 

papers for different computer printing needs. 

As a result, the company thrived despite 

challenges brought on by the winds of change.

Chua Kee Teang completed his primary 

education in Shude Primary School in 

Punggol and studied for four years in Xinmin 

Secondary School before finishing high school 

in Dunman High School. The twelve years of 

Chinese education made a profound impact 

C hua Kee Teang graduated from 

Dunman High School in 1967. He 

first worked as a clerk at the harbour for  

Eng Liat Kiang, who taught him much about 

the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One day, Eng 

said he was going to change his business, 

which led Chua Kee Teang to think about 

starting his own business as well. But why 

venture into the paper business? He said he 

was inspired by the mountains of papers he 

used to see in the warehouse. He went on to 

work for an Indian employer to learn about 

By Ang Tiam H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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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舍得搬离古色古香又宽敞的旧会

馆，但为了国家建设发展，我们愿意让	

路。”

南洋普宁会馆创立于1940年，1970

年迁入庆利路与汤申路交界处的会馆

大厦，迄今已度过74年的岁月风雨，在

凝聚普宁乡亲的工作上，一向来卓有成

效，会馆已成为许多普宁人学习、娱乐、

互助以及交际活动的公共空间。不巧这

个地段就在陆路交通管理局拟建的南

北高速公路一个入口弯道上，因此会馆

地段在2011年被政府宣布征用。

一旦要搬离，乡亲们心中难免不

舍。蔡纪典说：“我对部长说，这是我

们先辈留下来的宝贵资产，是普宁人

的心血，我们团结的地方，就这么被毁

掉，对乡亲们是很大的失落。”但他深

明大义，知道国家发展有时难免影响

到个人利益，因此他以会长的信誉说服

大家，争取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他们

将支持政府的决定。就是带着这样的

心情，他们在沈氏大道，靠近阿裕尼地

铁站找到一块地，策划建设新会馆。

他说：“我们将以这里作为新起点，希

望有了新设施，会有更多乡亲加入，会

务更蓬勃发展。”

普宁新会馆将是一座8层楼的建

筑，总楼层面积为2万多平方英尺。今

年5月8日举行动土仪式，预计将于明年

底落成。

这座耗资3千万元的宏伟建筑，将

有5层实用的楼层，其中包括一座可容

纳六七百名观众观赏演出的大礼堂。会

馆理事会将会充分利用新会所的设施，

开设潮剧班、潮乐班、舞蹈班、民歌班、

卡拉OK班，以及提供其他康乐活动，为

乡亲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另类“留学”

今天的蔡纪典已65岁，正当年富力

强。他一手缔造的美金精品纸轩也已

后继有人。他育有二男一女，除了最小

的还在外头做工，长子长女都在公司

里帮忙。但他们并非一毕业就到公司里

来，而是奉老爸的命，先到外头打工，体

验另类的“留学”。他认为：孩子一来不

熟悉公司的运作，二来没有被人家管

过，不易适应，亲情与商业管理所需的

信用与执行力容易发生矛盾，先出去外

头打拼几年，好像他的大儿子，就在德

国西门子公司工作超过十年，然后再选

择回来，对公司对自己都有好处。

采访结束了，蔡纪典盛意拳拳要请

我们去吃潮州粥。离开之前回头一望，

看到墙上贴着林锐彬老师书写的一副

嵌字联：美佳祝福千秋颂，金玉良言一

纸传。

这个上午，我们的确受教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on Chua Kee Teang, who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An ardent supporter of 

education, Chua Kee Teang served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Xinmin Secondary School’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nd took on the 

role of president for the alumni association 

in 1993,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principal, 

committee members and the alumnus in 

devising strategies to revamp the school. By 

1998, Xinmin’s enrolment has increased to 

more than 1,600 students and its national 

school ranking has risen from 134 to be 

among the top 50. They also embarked on a 

wide range of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nd raised 

$1 million to build a new indoor stadium for 

the school.

Chua Kee Teang said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life is helping his alma mater become the 

best model secondary school in Hougang.  

On why he wanted to give back to Xinmin, he 

said his personal philosophy has always been 

to remember one’s roots; and that it is better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as he finds giving to 

be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in life.

Chua Kee Teang is the Vice-President of Teo 

Chew Poit Ip Huay Kuan and a board director 

of Chui Huay Lim Club. He is also consultant 

for Singapore Ji Yang Cai Clan Association 

and President of Nanyang Pho Leng Hui Kuan.

Nanyang Pho Leng Hui Kuan was established 

in 1940 and moved to its own building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Keng Lee Road and 

Thomson Road in 1970. Unfortunately, the 

plot of land was situated at a bend of the 

planned North-South Expressway and had to 

be requisitioned by the government to make 

way for construction in 2011. He understood 

the rationale of the plan fully. He knew that 

personal interests have to make wa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inevitably at times. 

With that in mind, he and the association 

found another parcel of land at Sims Avenue, 

near Aljunied MRT station, for the new clan 

association building. He said, “This location 

will mark as a new beginning for us. I hope 

with the new facilities, more of our folks will 

join us and the association will flourish. ” 

Chua Kee Teang has found successors for his 

business. He has two sons and one daughter. 

His eldest son and eldest daughter are 

already helping out in the family business. 

His youngest son is working for another firm.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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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同心  
打造餐饮业王国
珍宝海鲜创业老板黄南德专访

会面访谈地点约在醉花林品潮轩。

步入醉花林大厅时，发觉接待处左侧亮

着“黄亚细肉骨茶”字号。最近这间颇有名声

的南洋美食品牌，也驻扎于此了！

之前数度到过品潮轩，都在周末晚间，几

乎都座无虚席。这回虽是周日午间，餐馆里仍

然人气不减。此处不在市区内，地铁等公交也

不直透，尽管俱乐部内停车场宽敞，但要持续

吸引食客流入，绝非易事。以此推测，餐馆的经

营管理与服务模式，必有其独到及过人之处。		

珍宝餐饮也开潮州菜馆

香港、广州也有品潮轩，为中式粤菜餐馆。

醉花林品潮轩以潮州菜式为主导，由珍宝餐饮

集团经营。此集团创业老板黄南德祖籍揭阳，

说得一口流利潮语，富有潮人情怀。通过他介

绍，了解到当初为筹备品潮轩所作的努力。虽

有丰富餐馆经验，但均为海鲜料理的底子，为

配合这间由潮州阿爷们始创于1845年的富商

俱乐部独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他组织内部团

队，包括多名厨师，远赴广州潮汕、香港等地

考察取经，作足准备功夫，意欲为本地老饕献

上潮汕风味菜色。

品潮轩开业至今，约三年光景，已享有良

好口碑。餐馆除了潮汕、中式菜肴，还以潮州

菜料理方式烹煮海鲜，包括冻蟹、蒜香豆酱焗

龙虾等；采用少许的调味品，带出螃蟹、龙虾

肉等食材的天然美味，颇受食客推崇。品潮轩

可说是珍宝海鲜朝向多元化、全面餐饮业王

国发展的体现。	

不说不知，位于醉花林大厅一侧的黄亚

细肉骨茶，已成为珍宝餐饮集团旗下的分店之

一。看来美食风已在“林”中酝酿，继续发酵，

随风飘香；新加坡人爱美食，相信假以时日，

势必有更多会员与食客闻风来“林”！

父业子承 革新提升 打造餐饮业王国 

鉴于餐饮业竞争激烈，多年来珍宝餐饮

集团逐步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培训，运用

现代高端科技提高效率。采用PDA点菜是其中

的一项新措施。	

据悉，PDA为一种具无线功能的智能掌控

电脑系统；在一定范围内，餐馆员工可利用它

随时为顾客提供点菜、加菜服务，并即时地将

讯息传至总机、收银处、以及安置在厨房与前

台的打印机上。打印机立即打印出顾客所点的

菜单，而所有的操作数据也自动储存在总机的

数据库中，以备管理层不时之需。			

这是借助新科技提升生产力的实例。即便

如珍宝东海岸旗舰店一晚2000人在用餐，仍然

只需一个收银员在柜台结账。职员只需一按键

盘，消费数据和总数就立即出现。时下服务行

业人手短缺，此举为餐馆与时并进、节省人力

的好点子。珍宝餐饮集团管理层带入本地后，

如今已在餐饮界普遍使用。	

随着日益壮大扩张的业务，珍宝餐馆集团

也在加吉武吉设立中央厨房。研制调配特色

酱料，包括各种螃蟹海鲜的酱料，确保产品的

优质量。据网上消息，此类特殊酱料也在日本

超市伊势丹（ISETAN）销售，“珍宝美味”成为

╱	文		:   李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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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品牌，顾客或外地旅客，可把舌

尖味蕾难以抗拒的口味带回家！

黄南德的餐馆业务在多年前已交

给他的儿子黄建铭打理。儿子站在父

亲开拓的事业疆域上，继往开来，再创

辉煌。儿子的成就，即是父亲的骄傲！

这些年，黄南德退居集团的执行董事；

除了每天巡视业务，也能拨出更多时间

在宗乡社团，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目前

他是揭阳会馆会长。

社会上许多家族生意自父辈创业，	

事业发展起飞后，常因为子女不愿继

承，最终忍痛结束或转卖，花落他家。

这方面，黄南德自觉很幸运，后继有

人。

长子黄建铭毕业于德州大学奥斯

丁总校，主修电脑课程。回到新加坡工

作数年后，自动请缨参与父亲的餐馆

生意。接下领导棒子之前，先由基层做

起；1993年担任公司的行政总裁，磨

练多年后，顺利交接。过后进行重组

改革，促使管理运作规范化，食物品质

标准化。

创业守业 走过风雨 父子并肩作战

黄南德为珍宝餐饮集团创业老板。

上世纪80年代，因为喜爱美食，结交了

一些同好，包括经营肉骨茶生意的黄

亚细先生；于87年联同数好友以40万

元顶下东海岸“美人鱼”餐馆，后换名

为“珍宝”。

原想以此处作为聚餐宴客的私家菜

馆，没料到竟然由此掀开本地海鲜餐饮

业的新篇章！

人生有顺逆境，生意也有起伏。这

些年来，“珍宝”一路走过，经历风雨。	

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

的沙斯，都让许多商家陷入困境。黄南

德自谦商场临战的经验不足，幸好有儿

子助力，父子同心、并肩作战，带领“珍

宝”乘风破浪，顺利度过难关。

挫折是锻炼。父子俩与团队稳扎稳

打，业务渐入佳境。当初在东海岸植下

的海鲜餐馆幼苗，开枝散叶，如今已蔚

成今天本地餐饮业中的大树，名副其实

的“珍宝”（Jumbo，英语：巨大之意）。	

同时逐步扩展至区域，涉猎不同的餐饮

如肉骨茶、拉面、火锅等。

未受正规教育  却能中英并用  

访谈过程，黄南德中文流利，英语

也能沟通；他还说，上互联网、作电子

转账、购买股票等，都难不倒他。已荣

属建国一代的他，未接受过正规教育，

却能借不懈学习、自强不息的毅力，在

生活中、工作上，得心应手，并适当应

用电脑科技，与他人联系，叫人不得不

由衷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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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学到老，厚着脸皮，跟着新

一代学习；孙子既是同学，也是老师，没

有特聘导师，只须不耻下问，天天学习，

即可从不懂学到懂！多么豁达、坦诚、实

在、随和的心态啊！

到底，上世纪那个纷乱、充满苦难

的大时代，黄南德经历过怎样的人生

历练，造就成如此一位餐饮界先锋？

胶林里喂蚊子的童年  

早年黄南德的祖父黄成就，带着12

岁的父亲黄书强来到新加坡；他母亲那

时才9岁大，作为黄家童养媳，也跟随着

家人“过番”。

随着船只来到星洲上岸，首先寄居

在黄氏江夏堂，当时属于宗乡会馆的团

体，过后才移居柔佛笨珍的龟桥村。

1938年黄南德出生于距离龟咯渔

村几公里处的龟桥。家里4个兄弟。约	

5岁时，祖父因参与抗日被捕，所有家属

一并逃入深林中避难。住在简陋的茅

草屋，父母随身带着细软睡觉，一有风

吹草动，即可漏夜逃跑。这段艰难的时

期，他们吃的是野菜、番薯和木薯，过

的是无时不惶恐、饥饿的日子。	

为了生计，9岁时开始帮助父母割

胶。每天凌晨3点起身，赤着脚、戴着头

灯，迎着冷风，哆嗦地走在黑漆漆的胶

林里，干着收拾胶杯等杂活儿。每每迎

接他的是草丛里隐秘的虫蛇野兽，以

及空中成群飞舞的蚊子。

黄南德述说着童年往事：自小没穿

鞋子，脚底皮厚而硬，即使踩到钉子也

刺不破；那时个子原本已瘦弱了，还天

天“捐血”，幸好没听说过什么“骨痛溢

血热”之类的疾病！

对一个孩童而言，那时候最殷切期

盼的是能每天睡个好觉到天亮，不必半

夜起身割胶；小脑袋里单纯地认为那是

最幸福的事。

虽然战争已过去，进入和平时期，

却处处百废待兴，生活与物资条件仍

然极为匮乏和落后。偶尔能买到白米，

也是碎粒掺杂着黑色虫屎，要仔细挑

拣出来，否则坏了整锅粥！而白米煮成

的粥水，是留给小孩喝的！

笨珍大同学校   上学第一天

黄南德的父亲虽口头没说，心里一

直惦记着如何好好栽培孩子。10岁时搬

到大笨珍，父亲张罗为他到大同学校报

了名，买了课本。		

记得开学的那一天，他光着脚丫，穿

着一件背心，去到学校报到。校长告诉

他需要穿正式的衣服和鞋子，他只能低

着头；鞋子是奢侈品，而当时身上穿的

就是自己最“体面”的衣服了。

过后，校长回家拿了他孩子的衣服

给他穿上。那位校长姓郑，因为留着胡

子，人们皆称他为“胡须Tay”。

因为亲身经历过苦难的日子，刻骨

铭心的记忆，如今凡看到世界任何地

方的灾难新闻报道，总会不自禁地流

下同情泪！

1953年他15岁时，与父亲来到

星洲，投靠在水仙门新巴刹（即目前	

Founder of Jumbo Seafood—Ang Hon Nam
By Lee Hee Boy

A ng Hon Nam is the founder of 

Jumbo Group. In the 1980s, his love 

for good food brought him and a group of 

like-minded friends together, including Ng 

Ah Sio, the owner of a bak kut teh restaurant. 

Together, they pooled $400,000 and took over 

a restaurant at East Coast Park in 1987. They 

renamed it “Jumbo”.

Little did they know that their private venture 

meant for holding gatherings and entertaining 

guests would begin a new chapter for the local 

restaurant industry.

Just as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the course 

of a business does not always run smooth. 

Jumbo has had its trial and tribulations over 

the year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late 1990s and 

SARs outbreak in 2003 had severely affected 

many businesses. Ang Hon Nam was being 

modest when he said he was inexperienced 

in doing business but was fortunate to have 

his son to help him. Both father and son 

sailed through the storm together and Jumbo 

survived the difficult times. 

Over the years, the Jumbo Group of Restaurants 

had been improving i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aff training. It also uses modern high 

tech equipment for higher efficiency, such as 

taking orders using the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is a wireless palmtop computer system 

which allows the restaurant’s waiters and 

waitresses to take and revise their orders 

within a given range. The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at real time to a receiver, the 

cashier, as well as the printers located in the 

kitchen and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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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its dishes, the group 

set up a central kitchen in Kaki Bukit, where 

various special sauces are prepared, including 

the sauces for its famous crab dishes. 

According to online news, these sauces are 

even sold in the supermarket of Japanese 

retailer ISETAN. With Jumbo becoming a 

Singapore brand, locals and foreigners can 

now take the irresistible Singapore flavours 

home.

Ang Hon Nam handed his business over to his 

son Ang Kiam Meng many years ago. Building 

on the solid foundations laid by his father, the 

junior Ang expanded the venture overseas, 

hitting yet another high note for the business. 

Ang Hon Nam is certainly proud of his son’s 

achievements. These days, he works behind 

the scenes as the group’s executive director. 

Apart from his daily duties for the group, he 

is now spending more time on clan affairs and 

charity work. He is th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Kityang Huay Kuan.

While many successful family businesses 

often had to be shut down or sold to outsiders 

because the new generations were unwilling 

to take over, Ang Hon Nam considers himself 

very lucky to have a successor.

Ang Hon Nam was able to switch comfortably 

between speaking English and Mandarin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He said he is also 

savvy with the Internet, making fund transfers 

and stock purchases online. Despite being part 

of the pioneer generation who did not receive 

formal education, he is accomplished both at 

work and in his personal life, and is even adept 

at using the lates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is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in learning are 

truly admirable. 

To Ang Hon Nam, 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even if it means learning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re is also no need for a special 

tutor, since he is unfazed about learning from 

his grandchildren, who are like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to him. He said as long as he keeps 

trying, he will learn it all one day. What an 

open-minded, genuine, down-to-earth and 

easy-going attitude he ha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Central	Square地带）里做买卖的表姐。

数年后，在沈氏大道开杂货店，由弟弟

协助经营。他也逐渐活跃于社区。那时

人口不集中，经营杂货店，竞争激烈；除

了门市，还包送货，工作时间很长；除了

现金交易，也让熟客赊账。店里一本厚

厚的本子，记录着许多顾客的名字、地

址、赊账货品等。过年前还得送礼给顾

客。那时候可说是人情味浓厚的时代。

24岁时成家。除了经营杂货店，他

也驾德士，兼职工作，为了赚多些钱补

家用。在70至80年代，机缘巧合，与友

人合资进军建筑业，赚得生平第一桶

金，奠下日后开设海鲜馆的经济基础。	

刻苦勤奋   爱惜物资   后辈楷模

当年黄南德4个孩子，现在已有16

名孙子，两个大孙子已大学毕业。自己

儿时吃尽苦头，失去求学良机；如今日

子好过，他尽量鼓励栽培子孙接受更

高深教育。	

大半生拼搏努力、勤劳节俭、发奋

图强；成为老板后，黄南德也常告诫后

辈不可浪费物资，分享当年一根牙签

分两回用的旧事。孩子们也爱调侃他：

当年警察是穿短裤的，时代不同了！

确实如此。但是，成功并非理所当

然的事！长辈们特有的刻苦奋斗、不屈

不挠、终身学习、与时并进的精神，俱

足以作为新一代的楷模；对后辈而言，

也是永不褪色、永不过时的典范！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但是，成功并非理所当然的事！长辈们特有的
刻苦奋斗、不屈不挠、终身学习、与时并进的精
神，俱足以作为新一代的楷模；对后辈而言，也是
永不褪色、永不过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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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禁书60年

缘起——同性恋读本惹出禁书风波

2014年7月，平静的新加坡读书界骤起波

澜。事缘于有家长投诉，指国家图书馆开放借

阅的三本英文儿童读物涉及同性恋问题，有

悖于当下社会的价值认同。当局立马查禁，并

表示将销毁这些禁书。不料这个决定，引起各

方反弹，让国家图书馆管理层陷入舆论争议

之中。这是独立近半世纪来岛国罕见的社会

现象—禁书，这久违的语汇，一时间潮水般冲

击着人们的情绪。

一星火花，燃成了烈焰。国家图书馆的解

释，不被对问题持不同看法者所接受，有四百

多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国家图书馆建筑旁的空

地聚合，集体与孩子一块阅读图书，包括那几

本刚被下架的读本，以示抗议。之后，当局明

示不毁禁书，决定把它移往成人部书架。又

数日，再广告天下，这些书将安放在区域图书

馆，显示当局努力调整步伐，以应对改变中的

新加坡社会。

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查禁书籍是管制

思想、打击不合道德规范文化产品的惯用手

段。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说是禁书行动的

前行者；现代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有书报审查

制度。但禁书不会是永远的标签，一时代有一

时代的禁书，今天的名著，或许正是昨日的禁

品。屈指一算，《天方夜谭》、《十日谈》、《包

法利夫人》、《尤利西斯》、《西线无战事》、	

《动物庄园》、《齐伐哥医生》、《古拉格群	

岛》、《我的奋斗》、《雾都孤儿》、《红与黑》

等等你我耳熟能详的传世大作，都曾在不同

╱	文		:  周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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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时空，列位禁书榜，让无数人欲

窥无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

局分化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

营，双方角力，为各自宣扬的意识形态

奋战。反映于文化上的，便是限制敌对

阵营的书籍到自己的土地上流通。阅读

禁书，成了一种精神冒险，种种阅读禁书

的故事不断在人间大地复制，“雪夜闭

门读禁书”，绽放成俗世的另类风景。

禁书，也在新加坡不同的政治发展

阶段留下它的身影。二战后的新加坡，

胜利的暖风夹带着反抗殖民统治的种

子，在各个角落入土萌芽。反殖，成了

当下社会的思潮主流；本土不同形态的

政治酵母，催化了后来的一连串政治搏

斗，从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到独立

的历程中，掌政者都曾亮出查红禁黄的

利剑，以达成各自的目的。

1948年禁止课本灌输中国意识

二战结束两三年后，英国殖民地管

治当局面对新马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

诉求，反殖民统治的声浪与马来亚共产

党的日益活跃，让英国人铁了心，于1948

年颁布	“紧急法令”对付马共与左翼政

团，严格限制社团、出版与结社活动，

以控制思想传播。新法令规定，所有刊

物必须申请出版准证才能印行。这个

条款，有效削弱了刊物的出版活力。次

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殖民地政府随即

大量限制中国的书刊读物进口到新加坡

来，审查尺度比过去更为严格。

此前的二、三十年，新马华校的课

本全来自中国，某些课文所灌输的意

识与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相悖，于是

它明令规定，凡是中国进口的教科书，

若课文具有任何中国政治意识或排外

思想，一律查禁。它强制出版商删除所

有涉及效忠中国的篇章，否则有关教科

书便不得在学校中使用。这种针对教科

书的举措，是1819年以来英国人在新马

少有的大动作。

那几十年的华文课本，确实“理所

当然”地灌输着认同中国的意识。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便有“国旗飘

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我上学校

去”、“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也爱南

洋”的课文。殖民地当局祭出查禁警

告，不仅加速新马教科书的本土化，也

催化了华社认同马来亚的进程。

1958年的禁书令

1956年接替大卫•马绍尔出任新加

坡第二任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of	

Singapore）的林有福，于1958年闪速颁

布罕见的禁书令，左手封红，右手禁黄，

两面开弓，让业者措手不及，文化圈惊

讶不已，引发了阵阵反弹，这是新加坡

史上最叫人震撼的禁书行动。当时的

华文《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以及

殖民地时代观点始终偏袒英国的《海

峡时报》，不但跟进报道了相关信息，

也发表了一些评论文字，使这则新闻在

媒体上持续发酵了个把月。

g 林有福首席部长看到了裸女画

林有福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

查禁出版社读物，吊销小报的出版准

师节的新闻。他当天到场时，入口处高

挂着“新加坡华校教师团体庆祝教师

节大会”的巨幅横条，与某脱衣舞团在

快乐世界登台的大型裸女广告画紧靠

一块。裸画与布条“相互辉映”，十分抢

眼，面对斯情斯景，林有福十分不满，认

为警方应该干涉或取缔这种危害下一代

的低俗文化。

林氏在庆典致辞时脱稿表达：“当

我步入会场时，我看到会场外的一幅

画，使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大家都是教

师，大家和我都有儿女，这种图画中的

文化，不能算做中华文化，这不配作为

文化的文化，对我们的儿女是有害的。

我反对，相信大家也会反对。”

g 53家中国与香港出版社遭禁

林有福惊见裸女画约两周后（10月

22日），政府宣布了取缔色情与红色书

刊的决定。翌日，《星洲日报》与《南

洋商报》都以本坡头条新闻的版位报

道了这则消息，《南洋商报》甚至在封

面版以“本日提要”凸显它的重要性。

林有福政府这回援引不良刊物法

令，以一刀切的方式即时禁止43家共产

中国以及10家香港出版社的任何书刊输

入新加坡，不准它在新加坡发行销售。

这些遭禁的出版社涵盖文学、哲学、科

证，让人与他当年

出席华校教师节庆

典所发生的小插曲

产生了若干联想。

今年6月的某

一天，我翻阅着

1958年10月10日的

《星洲日报》，发

现了一则描述林有

福于10月9日以主宾

身份参加华校教团

在快乐世界庆祝教
早年的华文课本来自中国，灌输认同中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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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卫生、教育、技术、体育、艺术、财

经等范畴，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

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建

筑工程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电力工业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工人出版社、教

育图片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人民

邮电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华书

店、三联书店、人民美术出版社等。香

港方面，遭禁的有艺光、文学、求实、学

生、学文、中流等出版单位。

新加坡书业公会告诉媒体，由于许

多中国出版社的图书是通过新华书店

外销，而新华书店被列入黑名单，致使

凡是它经手的书籍一概过不了关，这意

味着无法进口图书到新加坡的出版社实

际上远超过53家。这次查禁令的规模前

所未有，令本地华文书店即刻面对存货

无法售卖以及往后的书籍供应问题。

当天，政府也同时撤销了本地《萌

芽》杂志的出版准字，以及《生活报》

的豁免注册权。另外，《新华报》、《建

设报》、《风凉报》、《马来亚峰报》、	

《七彩报》与《夜灯报》这6份小报的出

版准字也被撤消。

官方文告交代了查禁这些读物的

两大理由。一是因为它们的出版物“具

有颠覆的共产主义宣传，危害到民主政

府的政策与实践，也可能危及人们效忠

马来亚的进程，如果继续进口这种出版

物，对维持马来亚的安全和良好的秩

序毫无帮助”；二是政府认为猥亵或色

情的读物，会降低社会的道德水准。

g 禁令引起“拥有或收藏禁书是否

违法”的疑惑

南洋商报的报道提到，“究竟当地

书店拥有这些出版社的书籍是否犯法，

或者当地书店能否针对禁书提出上诉，

政府当天的文告并未提及。”由于禁令

即时生效，事发突然，当地读书人对早

已拥有这些出版社的书籍是否安全而

感到焦虑。两周后（11月3日），《南洋

商报》记者郑秀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

藏禁书是不是犯法》的特写，针对禁书

令只说明“禁止输入流通及销售”，未

提及“收藏和拥有禁书是否犯法”的疑

问，从法律条文中找到了答案。

郑秀民告诉读者，他向政府律政

部及负责管制书刊的部门查询，并参

阅了“不良出版物法令”，确定“收藏

与拥有禁书”也是违法的行为，可被罚

款不超过一千元，或被监禁不超过一

年，或两者兼施。法律规定，再犯者可

被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同时，有关

的禁书将被官方没收。不良刊物统制

官（The	Controller	 of	Undesirable	

Publications）告诉郑秀民，拥有或收藏

受禁令影响的书刊是违法的，他提醒拥

书者应该主动把书本送交华民政务司属

下的不良刊物出版统制官处。

g 禁令引发书商及华社反弹　　

新加坡书业公会鉴于新出台的禁

令严重打击了同仁的营生，所有存货一

夜之间都成了违禁品，一旦把这些出版

社的书刊全部下架，书店几乎空荡荡一

无所有，于是火速于禁令生效隔天召开

紧急会议，议决向当局交涉，希望政府

撤消全面禁止某出版社书刊的做法，恢

复过去的“逐本检查制度”。

《南洋商报》报道，这次禁令受影

响最大的书店首推上海书局、世界书

局、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其他如学

生书店、青年书局与南洋书局的损失

也颇惨重。书业公会估计，如果当局不

准它们出售存货，该会近70名会员的总

损失当不下一百万元，相等于90％的

营业额。

书业公会为此次禁令召开多次记者

会表达看法，它认为政府无预警实施禁

令，不但会影响当地经济、使失业危机

恶化，也影响本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因

为南洋大学、师资训练学院师生所依

赖的参考书来源就此断绝。

政府这回以封杀出版社所有书刊的

做法，让不涉及政治问题的书籍一并遭

殃，对书商与读者确实有欠公平。为了多

了解当年的禁书情况，我请教资深业者

杨善才，他让我见识了一批半个世纪前

的香港出版物，这些书籍的出版者都

名列政府的禁单之中，因此不能销售。

我随手翻看这批书本，《怎样培养性

格》、《做人的道理》、《谈交朋友》、	

《自修的方法》、《文学修养初步》、	

《家庭与幸福》、《教育随笔》……这些

关于学习修养的读物，与政治扯不上关

系，却被强制与读者绝缘。

10月24日，书业公会会长陈育崧	

（南洋书局）与理事汤子荣（世界书	

局）、陈岳书（上海书局）三人联袂到

位于合洛路的衙门会见了不良刊物统

制官。翌日，媒体报道了当局针对禁令

引发争议课题的回应。政府文告传达

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凡是在禁令前

引进53家被禁出版社的书刊，业者可以

依法向不良刊物统制官申请存货豁免

受禁，不过申请者必须向统制官报备

有关的书名、作者、发行人、版数、发刊

日期以及存货数量等资料，当局将从速

处理。其二：文告强调，“凡属中国古典

作品、医药、科学及其他学术教科书，而

非改编以遂共产党宣传目的的刊物，照

理将可获得豁免。”尽管如此，由于受牵

连的书籍数以万计，业者认为当局肯定

无法有效消化存货的豁免申请，最理想

的方式还是撤消禁令。

书业公会拜会官府后，也致函中华

总商会求助，希望该会出面与政府交涉。

《星洲日报》发表了这封函件，可一窥当

时书店的窘态：“……所禁范围有53家

之多，未免广泛过分，有良莠不分轻重

失衡之处，且将中国书刊几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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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作禁例，亦觉考虑欠周。存货受禁，

资金拦阻，前途茫茫，一宵之变，竟使吾

辈立成鱼游釜中之窘迫，能不浩叹！”

几天后，中华总商会在董事会上强

力抨击政府的做法，认为这种大范围

的禁书令突然生效，将影响华族文化

的发展，因此会议授权正副会长就此事

向政府陈情。书报印务工联也发表告会

员书，支持书业公会提出撤消禁令的要

求，并表示将与公会共同向政府据理力

争。此外，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梁关飞

也针对禁书令表态。星洲日报报道，南

大学生会认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绝不

等于接受目前中国的思想、意识和社会

生活方式”，政府的“地毯式禁令，足以

影响高等教育的水准”。

针对南洋商报提到有政府发言人指

出“输入新加坡的有关刊物多数可能受

津贴出版，而向外输出作为宣传用途，

进口商除了佣金，不会受禁令的多大影

响”。书业公会主席陈育崧在记者会上

断然否认这项指责。陈育崧表态：“星

马书商一向奉公守法，以合理的价格

自香港输入，再经当地检查过关，然后

以合理的价钱售出，取得合理利润。这

次受禁令影响的存货，一分一文皆是商

家的血本，政府发言人说是受津贴而无

多大影响乃不符事实之谈。”

政府颁布禁书令隔天（10月23日），

英文《海峡时报》发表题为《Suppres-

sion》（压制言论自由）的社论，对政府

仓促颁布禁令不以为然，认为应该事

先给予业者足够的提醒或警告，以免

影响作业。《南洋商报》于10月24日也

发表了以《对不良刊物法令执行感言》

为题的小社论，批评政府禁止古典作

品进口的行为等同扼制中华文化。它质

疑当局：“为什么孔夫子逍遥法外两千

五百多年，到现在才在新加坡被发现为

颠覆份子。”

10月25日，林有福针对两报的社论

发表书面说明，严词反击，认为两报发

表社论等同是“新的‘报章联合阵线’攻

击民选政府”。它说，他本人为“保卫新

加坡邦的公众道德、忠诚和治安采取行

动时，却被攻击。”他反问，究竟是“谁

将孔夫子戴上红帽子？谁将老子戴上了

红帽子？”首席部长同时自答，“那是中

国共党将其戴上，孔夫子在中国，目前

亦如中国农民一样，必须与共党合作，

否则将被禁止或被洗脑。”

两天后，《南洋商报》发表林有福

第二度针对该报社论的声明，重申政

府下达禁书令是“为了防护马来亚国民

的安全与独立成长，我们决定某些共

产党出版社的书籍须予禁止……乃因

那些出版社系共产党控制下，他们只准

出版那些内容或形式适于在其国内外宣

传之用的书籍。”尽管遭遇多方反弹，林

氏的立场始终如一，不因各方的陈情而

撤销禁令。

1958年的禁书令不仅引发书业界、

文化界、媒体、中华总商会的批评，政

党也表达了意见。《星洲日报》刊载了

工人党“抗议禁书措施／呼吁收回成

命”的消息。工人党以强烈措辞，批评

政府突然宣布禁书令的做法。它认为

此举“是新加坡政府两年来的公开敌

视中华文化的措施，不问青红皂白地禁

止……等于轰炸一个城市以杀害一个

谋杀凶手。”

10月22日的禁书令生效9天后，林有

福政府通过宪报号外宣布，有20种刊

物的出版准字即日起作废，因为这些刊

物不是已经确定停刊，就是未见出版

消息，这包括人民杂志（南洋商报写为	

‘民报’）、论坛报、风报、红绿报、箭

报、新生活报、江岛报、新加坡工人报、

中英报非议禁令，惹来林有福政府严词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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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马日报、虹报、工报、新华报（星期

刊）、星期邮报、亚洲之声、新乐报、南

洋时报（殷勤女士主编）、民意画报、玫

瑰、新力报以及立报。或许是官方文告

以英文发布的缘故，《星洲日报》与《南

洋商报》的这份刊名翻译有些许出入。

政府的禁书令也成了立法议院的

讨论焦点。11月5日的常月会议上，林子

勤、李光耀与林春茂三位议员分别就禁

书问题向政府提问，林有福首席部长坚

称，政府颁布禁书令不等于政府的政策

已经改变，它只是收紧申请书籍入口的

尺度罢了。

1959年自治邦禁黄令   　

1959年新加坡举行首次自治邦选

举，林有福所领导的劳工阵线败选，人

民行动党首次上台执政。6月8日，自治

邦政府正式视事这天，便捎来取缔黄

色文化的消息。它即时吊销《自由周末

周刊》、《自由西报周末年刊》、《南洋

周刊》、《箭报》、《工商报》、《新生活

报》、《铁报》和《繁华报》这8份中英

文黄色小报、周刊及年刊的出版准字。

这个针对色情读物的禁令，是50年

代新加坡社会反黄运动的延伸，也是长

达数年的反黄运动后期，官方主导的一

次整顿社会风纪、扑灭黄色娱乐、争取

民心的政治战。

独立后的禁书状况

g 1966年的暴力漫画查禁令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首次颁

布的文化禁令，是1966年11月10日政府

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第三条第一节条

文，禁止43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图

与漫画故事书入境新加坡。遭禁的出版

社包括：永兴出版社、周记出版社、漫画

故事丛书出版社、漫画出版社、启智书

局、宏安出版社、香岛出版社、占士邦出

版社、蓝子出版社、百乐园出版社等。

政府文告透露，这些连环图和漫画

书集体被禁，主要是它的内容大量涉及

谋杀、流氓、暴力、抢劫、神怪、打斗、

性爱、黑社会的描绘。同时，这些读物

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通过非法途

径进入新加坡。政府发现这些漫画已经

泛滥了好几个月，在街头巷尾的书摊上

公然售卖，致使无数小学生流连其中，

沉迷而不能自拔。他们宁愿挨饿，把零

用钱花在这些影响身心健康的读物上。

政府认为，以逐一列举书名来查禁的方

式不切实际，因此决定全面禁止出版社

以收服这股歪风。

南洋与星洲两家华文大报事后都跟

进报道，受访的家长与文教界人士都表

态支持，认为政府查禁这类不良书刊是

明智之举，因为这些新派连环图书出现

了歌颂抢劫、枪战，还有性描写与裸体

的画面，把这些意识装进儿童不设防

的脑袋，无疑是对弱小心灵的残害，必

须及时遏止。

g 独立后的政治禁书状态

林有福政府于1958年颁布的禁书

令，其实一直持续延伸到自治邦、合并

以及独立这几个阶段。新加坡建国的

最初几个年头，政府仍面对左翼势力的

挑战。1966年社会主义阵线确定了放弃

议会、走向街头的方针后，13名社阵国

会议员集体辞职，使它与政府的对立更

为尖锐。与此同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

命，若干程度也影响了新加坡左翼阵营

而引起官方高度关注，表现于行动的，

便是对中国、香港书刊的严格监控。

1960年代前期，新加坡书业公会仍

持续为1958年遭禁书令影响的存货与

当局交涉。他们每月开会讨论，向当局

呈交它认为可被放行的书本清单，让有

关部门考虑。经过一段时日，努力终于

有了回报，政府分阶段解禁了若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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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它通过宪报公布，哪些库存的书籍

申请豁免得准。由于宪报定期每周五

发布，因此，许多南大生、写作人、知识

分子等爱书人都会于周五中午前后到

上海、世界、中华、商务等书店等候，期

盼当天宪报开放他们想购阅的禁书，以

便第一时间拥有它。

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发布官

方的禁书名单，书商要进口海外图书，

必须自行向当局上呈书单，有关部门再

根据“出版法令”的条文审核，凡是不

符合要求的书籍，便不准上市流通。	

g 禁书怎样入境新加坡

由海员把禁书带进新加坡

海员，向来就是货物传播的媒介。

一些量少、市场不易取得的物品，往往

能通过浪迹天涯的水手以跑单帮的方

式递送，来满足人们内心的渴求。禁

书，也不例外。《李光耀回忆录》有如

是描述新加坡独立后海员引进文化禁

品的片段：“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巅峰

时期，我们没收了大量印有‘毛泽东语

录’的中国邮票，这些邮票由一些华文

书店进口。我们也没收了数以千计由中

国水手带进来准备分发的毛泽东小红

书。就连中国银行在新加坡的分行也

跟着疯狂起来，它在服务台向客户分发

文化大革命的小册子。”

胡文虎家族创办于1966年的英文	

《东方日报》（Eastern	Sun），在1967年

的一次报道中透露，新加坡当时每月所

卖出的《毛泽东语录》可高达8千本，这

些小册子都是由中国海员带进来的，每

本售价五六元左右。

从毛里求斯邮购禁书

人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

对书本流通的限制，人们总是挖空心

思，尝试各种方法摘食禁果。文化耋老

王如明忆述50年代就读南洋大学时，由

于参加校内社团的关系，有朋友介绍

他们以少量邮购的方式，从千里外的

偏僻小岛购买本地买不到的书籍。这

是鲜为人知、几被湮没的往事——很

少人留意到，孤立西印度洋上的岛国毛

里求斯（Mauritius），住着好几万客家

人，在首都路易港形成了一个不容小觑

的华族社群。

资料显示，上世纪六十年代，毛里

求斯有10所华校和５家华文报，中国出

版的书刊都能在岛上买到。于是有读者

灵机一转，从这个印度洋上的东非岛国

邮寄包裹到新加坡，不惹眼，通关的机

会高些。果然，这种邮购方式满足了人

们拥书的欲望。据知，当年有一些读者

经熟人指点，把想买的书名告知香港三

联书店，通过邮购把禁书寄来新加坡。

邮寄调包留禁书

近年来，市面上流传着当年有业者

以“偷龙转凤”的方式把禁书留下的说

法。错过那个年代，我心生好奇，希望

能掌握更多信息，具体了解个中操作。

在书业界活跃超过半个世纪的杨善才告

诉我，60至70年代，如果书籍进口量大，

通过海运抵达新加坡时，货箱都直接送

往政府货仓存放。报关时进口商得准备

好详尽清单，并根据书单到货仓取出各

式书种的样书一本，整理妥当送往文化

部备查，没问题的书籍可直接到货仓取

书销售，有问题的书刊则继续被扣押，

通常一季半载后当局再指示书商前往

货仓办理退货手续，在官员见证下把书

本装箱运回原地。这种程序操作，没有

操作调包的空间。

另一种书籍进口管道，是通过中国

或香港邮局把邮包寄来新加坡，它是适

合小量采购，一般包裹不超过20公斤。

以这种管道进口书刊，业者必须亲自

在1958年一刀切禁令下，书店里的存书一夜之间几乎全成为违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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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邮局领取包裹，再整理出样书上

呈官府审查，通过则上架出售。要是过

不了关，也得把书本寄回原地，当局会

附上空白的回寄表格，业者必须据实填

写书名、数量等资料，邮寄后再把单据

送交当局。与装箱海运不同的是，邮包

抵达时是由业者前往邮局领取，因此

书籍自始至终都在业者手上，少了官员

监视，便留下操作调包的空间。一些业

者回寄禁书时，便以同等数量但书名不

同的其他书籍（例如滞销书、破损书）

替代，在形式上完成了把禁书退回原地

的手续，禁书却悄悄地流入了市场。

就地翻印禁书  　 

1958年的禁书令直接影响了香港

出版社的业务，因为新马华文书籍的需

求是香港出版社最重要的市场，当书

籍无法通过正途入境新马，等于掐住

了它的咽喉，于是变通之道应运而生。

把大陆版权转手予香港出版社，或另

注册新出版社印行那些被禁的书刊，

不仅就此摆脱黑名单的束缚，也可针

对新马政府的禁忌，删修若干文字，回

避“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之类的敏感字词。

除了上述变通方式，在本地翻印禁

书也是当时的解困之道。当年刘大杰

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南洋大学与华

校高中生的重要参考书，因受禁令影

响，供应突然中断，于是怡保的古文书

店重印此书，缓解了棘手的供书问题。

业者透露，当年翻印受市场欢迎的禁

书，可牟取可观利润。据知，60年代文

革期间红遍大江南北的《刘胡兰》就曾

在本地翻印出售，销路标青。

翻版时篡改书名，低调回避，是当

时特殊环境下的另一种处理方式。被

列为黄色读物的西方小说《查泰莱夫

人的情人》在本地翻印时，把书名中的“

查泰莱夫人”改为“查夫人”，也蒙混过

关。此外，隐去作者姓名，只注明“本社	

编”，或索性在封面标上“佚名”二字，

也是常见手段。

g 禁书的流通方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

的新气象不免感染了东南亚庞大的华

族社群。五六十年代本地禁书的消费

者，主要是华校背景的知识群，包括南

洋大学学生、中学生、工运人士以及向

往投奔祖国怀抱的中青代。

过来人透露，五六十年代新马左

翼势力庞大，与华文相关的文化活动或

产业因而受到当局严密监视，一些活跃

的大型书店，便有了潜伏卧底的职员，

身负着不可宣告的政治任务。虽然如

此，大家仍心照不宣，井水不犯河水，

没把关系点破。

由于生态特殊，当时的大小书店，

一般只是把禁书卖给熟客，也有一些

小书店以半公开的姿态售卖禁书。创立

于1954年，位于小坡的南大书局是当年

以售卖禁书为人所知的书店。书局创办

人张浪辉如今已达耄耋之龄，他近年

接受报刊采访时忆述，南大书局吸引当

时华文读者的主因之一，是它售卖禁书

填补了人们空虚的心灵，满足了读者的

迫切需求。

生命充满神奇色彩的本地知名企业

家章金福，24岁（1958年）时从柔佛居銮

到新加坡谋出路，第一份营生便是在白

沙浮（今日的Bukit	Junction一带）摆书

摊卖禁书。今年7月，我和80余岁的章老

闲聊，听他复习半世纪前的生活图景。

他说当年单枪匹马闯狮城，没有朋友，

为了谋生，有人出个摆书摊的主意，他

便听从了。所谓书摊，就是在建筑的外

墙安置粗糙的书架，谈不上门面，也没

有租金这码事。每天傍晚开档，晚上十

点收摊，虽担惊受怕，但好歹让他赚了

些许生活费。

卖禁书，当然不能明摆正卖，只有顾

客问起时才悄悄取出来。他卖的禁书，

都是些左翼书籍，没有黄色作品。他印

象中，苏联作品最受青睐，尤其是尼古

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前来光顾禁书的，大

半是年轻人。章金福的书摊生涯前后

只维持短短半年的时间。他忆述，政治

部人员盯梢了一段时间后才对他采取行

动，一来到便把书刊全数搬上货车，人

也被拘留了。政治部官员详细盘查，要

他交待所交往的人物，以了解彼此之

间的关系。羁押半年后他获释，由于重

振乏力，他的书摊生涯便画上了句点。

长期逛书店的爱书人记忆里，六十

年代维多利亚街俗称“黑街”（白沙浮）

的路段，周边共有三间书店售卖禁书。

每当华灯初上，这些书店便向外延伸到

马路边上，形成书摊。路人甲透露，这

些书店售卖禁书，主要因着盈利，不一

定为了政治信仰，所以红黄读物都能

同时找到。

路人甲是当年逢周末必到大坡小坡

逛书店的老书痴。他记忆中，当时市区、

大成巷、加东以及芽笼的许多小书店

都私下售卖禁书，买客大多数是南大生

与知青，而最多人抢读的禁书是后来获

得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的《刘胡兰》，还有《毛泽东语录》，以

及影响他那一代人至深的《社会发展

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禁书，也通过在籍学生在学校里私

下散卖。当时华中、中正、南中、中华、

南侨等传统华校都有在籍生兜售禁书，

由于他们以相熟的同学为对象，对个别

学生的思想倾向与阅读嗜好比较了解，

因此兜售起来相对安全，成效也大。

教师、校友会、工团、乡村组织、文

娱团体也是当年引领年轻人接触文化

禁品的重要媒介。50年代王如明念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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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马宁老师把自己被禁的小说《将军

向后转》带到班上让同学阅读。后来，

马宁因政治问题被殖民地当局驱逐出

境，遣返中国。《将军向后转》原刊载

于1946年印度尼西亚的《生活报》，写

的是热爱祖国的香港青年进入黄埔军

校培训成国民党上校，后来却思想转

向的故事。

路人乙念初中一时，因参与光洋校

友会的活动而接触了禁书。一天，某位

校友会负责人借他小说《红毛楼的故

事》，这部本地作家韩萌出版于1952年

的作品，催化了他对新社会新生事物的

憧憬。《红毛楼的故事》反映的是新中

国成立不久，南洋热血青年回返中国贡

献祖国的大时代故事，这正是当年华

校生追求理想的典型。

《红毛楼的故事》，是路人乙进入

阅读禁地前的开胃菜。以后，他从校友

会干部手中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部“非看不可”的抢手禁书。跟着，艾

思奇的《大众哲学》进入了他的阅读世

界。《大众哲学》出版于1936年，是中

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社会产生巨大

影响力的作品，被视为当时广大青年的	

“良师益友”、是干部的必读之作。据

说，它还被誉为“救命之书”、是毛泽

东外巡时指名携带的旅途阅读书籍。

1961年，念中四的路人乙参加了轰

动一时的中四罢考。这一年，他接触了

南来作家高云览描写厦门共产党人大

劫狱的小说《小城春秋》、杨沫追忆中

国三十年代学运的《青春之歌》，还有

另一本进步青年争相传阅的罗广斌小

说《红岩》。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书城对面的冷

气咖啡座聊禁书。路人乙反刍着60年

代在中正求学的一则生活片断：当时同

学们听说中正图书馆藏有20年代苏联作

家革拉特珂夫的小说《士敏土》，但却无

法成功借阅。路人乙尝试了两次，递上

书名，管理员都回说没这本书。有一天，

他又到图书馆去碰运气，那天恰好班主

任值班，他便大胆向老师提出要求。老

师沉默片刻，走向书库，把书本带出来

交给了他，叮嘱他千万不能借给别人。

六七十年代路人乙读过的禁书还

包括《车间主任》、《刘胡兰》、浩然

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曲波的	

《林海雪原》、金敬迈只花28天便完成

的30万字小说《欧阳海之歌》等作品。

七十年代，他偶然认识了市区某书店的

老板，经常给他提供书单选购，确定后

由老板把禁书送到他办公室附近，一

手交书，一手付钱。当时这些中国大陆

书刊的人民币订价便宜，可是却需以乘

十倍的新币买下。那几	年，他每个月平

均得花超过50元购买禁书，以他当时的

收入，这笔开销不小。

七十年代，路人乙手头上的禁书已

相当可观，包括杂志《人民画报》、《红

旗》、《学习与批判》以及文革小说、社

会科学作品、毛选与马列思想著作。他

说当年的知识青年读禁书，多半都会动

手做笔记，这些高质量的作品让人觉得

作者都是大学问家，他们旁征博引，逻

辑性强，极富说服力。

由于拥禁书被捕被罚的消息时有

所闻，禁书拥趸不免有所担心，路人乙

也不例外，但想通后便豁出去。话虽如

是，由于收藏的毕竟是禁品，一代读书

人，因爱禁书，为保禁书而有了各自不

同的藏书方式。七十年代路人乙婚后

买了一个三房式组屋单位，在安顿禁书

这问题上花了一番心思。他特地订制睡

床，床褥下设计了大抽屉，用来藏放禁

书。厨房，也是他放置禁书的“禁地”。

他厨房里的墙柜，下半部随手可及之处

放置碗碟餐具，上半部高处可上锁，就

是禁书安家之所了。

古人读禁书，选择雪夜无人之时。

夜深人静，霜冷雪寒，白茫茫覆盖大

地，心理上但觉踏实。置身赤道，湿热

的夜晚偷读禁书，也一样不便张扬。路

人甲忆述，当年在家看禁书，得先弄个

假书皮，以免被长辈发现，但他偏偏曾

在半夜读禁书，入神之际被父亲突袭逮

着，结果书本被当场销毁。

g 过不了关的禁书

当年的书店业者忆述，独立后一些

古典名著或是非左翼作品，与政治沾不

上边却无法进口，往往是因为这些书籍

的前言、序文使用“共产党语言”而被

这部400多年前的《西游记》无法上架售卖，只因为它的“前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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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出现这种状况，有时仍可补救，如

果业者把每册书中有问题的部分逐一撕

下，送交当局，还是有机会通关售卖。

有一天我拜访书籍收藏家杨善才，

他拿出一束34页的发黄书页，那是从

当年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二

次版《西游记》撕下的前言。这部四百

多年前（明朝中叶）的经典小说无法上

架售卖，只因它的“前言”有问题。我

浏览着这些撕下的前言，首句“毛主席

教导我们”就注定了它被刷的命运。前

言中还有“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宗教

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伟大的革命导

师列宁曾把它称为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

之一”，这类意识形态鲜明的语言，正是

它无法见光的主要障碍。

那天聊得兴起，善才突然起身，从

办公室取出一扎信件，那是80至90年代

初他申请进口中国图书时官府寄来的函

件。这一两百张英文信件，行文规格一

个样，是主管单位引用出版法令第十条

文查扣了书店进口的某些书，又告知申

请者根据出版法令第十五条，可在14天

之内提出上诉的通知书。

这批信件，封封都填写上被扣留的

中文书名。其中一些是《小学生造句练

习》、《小学生天天写楷书字帖》、《小

学语文教学难点突破》、《写作构思技

巧》、《议论文写作实用手册》、《初中

升学语文模拟题及解答》、《父母的修

养》、《学生多用成语词典》、《读书方

法探寻》……这类书都有问题？我有点

纳闷。他透露，当年接到这类函件，他

不曾申请上诉，也没去查问理由，估计

是书中所引用的例子例句，或内容或用

语带上政治色彩的缘故。

进口的书籍被禁查，大多数由业者

花钱装箱海退回香港，但有一些业者觉

得回寄费用不菲而选择放弃这些书籍。

另一方面，有些书籍因不被告知的理由

被当局直接没收，于是累积到一定数量

时，当局便把它烧毁。杨善才说，六七十

年代当局每年都烧书数次，也会邀业者

出席见证。他依稀记得，焚书地点是在

丹戎巴葛火车站的货仓一带。

小结

有禁书令，就会催生秘密读者，古

今皆然。欲望锁不住，人们会尝试逾越

封锁线，一窥高墙外被遮掩的风景。

新加坡也一样，查禁意识形态最严格

的50至70年代，禁书不曾绝迹。时局似

风云，变幻莫测，苏联会解体、柏林围

墙也有倒塌的一天。昨日之黑，会成今

日之白。简体与繁体，曾经是政治的道

具，使用范围壁垒分明，当江湖平波，

观念松动，界线就悄然隐去。1983年，

本地诗人潘正镭携带数本刚出版的现

代诗集《告诉阳光》到台湾会友，诗集

在台北海关被扣下，理由是简体字印

刷。今日回望，耸肩一笑而已。

经过60年代的大逮捕、社阵放弃

国会之后，新加坡左翼气势锐减。接

着，七十年代中国先后传来毛泽东接班

人林彪叛逃摔死与四人帮一举成擒的

消息，给本地左翼人士带来巨大冲击。

路人甲回忆，那一连串发生于中国的

政治事件，使他们倍觉困惑、幻灭、茫

然……它像迎面袭来的大浪，让人们冷

水浇头，热情冷却。正值此时，岛国的人

们初尝国家建设的甘果，政治的氛围随

即点点飘散，当年受捧的热门禁书，也

就渐渐淡出读书人的视野。禁书，像沾

水的字迹，模糊了。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不知

不觉间，好像没听闻什么解冻的声响，

人们却感觉到本地书市的闸门一点一点

拉开，书种渐渐多了起来。跨入千禧年，

不知是哪一天，书业经营者不再遵循旧

规，开箱取样、送检待批，反正书上了岸

就直奔书店，上架明摆，后果自扛。禁书

一词，仿佛已被遗忘，但走过禁书岁月

的读者，于今聊起禁书种种，丝丝挥之

不去的阴影，仍残留心头。

今天，网络已席卷全球，颠覆了人

们原有的生活。一方手机，滑指便见信

息八方游走，阅读管道千面多元，关不

住，管不住，禁书令面临武功遭废的考

验，或许再也无法一如既往，锁住多数

人的心？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书店里官方有关查扣书本的公函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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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蒙志

早期新马华文书局

2 012年10月我写了一篇题为《香港出

版的本地书刊》的文稿，刊登在第18

期的《怡和世纪》里。其实，这一段经历，对香

港的出版事业的成长，起着重要的影响，却甚

少看到有关的报导，为此整理了此文，作较为

详细的介绍。

世界华文出版业的概况

当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整体概况，按对世

界华文出版业，有深入研究的中国大陆学者辛

广伟先生所提的，有“三大基地，四个地区”

的说法。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马，是当今

世界上华文图书出版业最主要的四个地区，其

中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出版业，具有幅射的能

量，是发射之源，有根基之意。至于新马的华

文出版业，不论从数量，质量或是品种类别等

方面来比较，都远不及前三者，但相对于世界

上的其他地区，又高出了一大截，因而被列入

四个地区之内。另外在2012年4月，郑坚在中

国出版集团属下的《大佳网》上，刊文指出：	

“当前世界华文出版的情况是，中国大陆每年

出书十多万种，台湾两万多种，香港八千多种，

新加坡（应是新、马地区之误）两千多种。”由

此看来，“三大基地，四个地区”的格局，至今

还是基本保持不变。

香港图书文具业商会理事长沈本瑛先生，

于1997年7月写了《香港图书出版业的过去与

现在》一文，把1948年至1952年前后的香港，

称为“文化沙漠时期”，把1949年到50年代中

后期称为“初具雏型时期”，这之后，直到60

年代末，香港的出版业才真正进入“发展成型	

期”。香港出版业在发展成型之后，才得以跻

升进入三大基地之一，而新马书商却在此阶

段，为香港出版业的成长，发挥了关键性的

作用。

“文化沙漠时期”香港的出版物

早期香港的中文图书业务（尤其是教科

书），基本上仰赖上海、广州供应。抗日期间虽

有不少大陆的文人来港暂居避难，由于时局的

战乱，他们只有偶而在报刊或期刊杂志上写写

稿，根本谈不上著书立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

前后，不少左翼的文化人纷纷返回中国大陆，

国民党人士则避居台湾，香港社会的前途处

在不确定的状态，文坛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而当时的香港，不论在经济或文化层面，都还

处于低落的阶段，那时香港的出版物只有历

书（俗称通胜），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

通俗小说等有限的几种，出版事业有待起步，

用“文化沙漠时期”来形容当时的出版界，是

十分贴切的。

“初具雏型时期”的香港出版界

1949年上海书局为了出版《现代版教科	

书》，在香港成立编辑部，隔年教科书出版

后，凭借着书局广泛的海外发行销售渠道，教

科书在新、马和东南亚等国家，获得热烈的反

应，这成绩引发了人们对出版教科书的兴趣。

这期间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来

港，开设出版社与图书经销机构，因此增加了

教科书，少年儿童读物和一些文学创作之类

图书的出版。

促进香港出版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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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壁垒分明，而右派的势力，在美国

政府资金的支助下，出现了所谓的“绿

背文化”，明显占据上风。“绿背”即美

元，利用美方的拨款在香港建立起“救

难总会”，后改名为“亚洲基金会”，同

时设立“孟氏基金会”等，赞助和鼓励

落难在香港的文人，成立出版社，大量

出版反共的读物，和来自中国大陆及本

地左派的出版物对抗.

195 0年成立的”人生出版杂志	

社”，出版钱穆、唐君毅、程兆熊等人的

著作，并于1951年初创刊了《人生杂志》

半月刊。同样于1950年六月成立的”自由

出版社”，出版重点为：中共问题报导丛

书、学术专著、文学创作等。另外1945年

就在上海成立的”环球出版社”，于1950

年南迁香港后，先后复刊或创刊了多种

通俗性杂志，如《蓝皮书》、《西点》、

《黑白》、《环球电影》、《武侠世界》

等，同时出版流行小说系列，其中数十

种被改编拍成电影，其出版业务至1959

年底才逐渐结束。1951年成立的”人人

出版社”，则以翻译世界名著及出版现

代作家的文艺创作为主。也是1951年成

立的”高原出版社”，首任总编辑为余

英时先生，以出版学术论著、文学创作

和青少年课外读物为主，并先后创办	

《少年旬刊》、《海澜》文学月刊、《学友

杂志》等。同年创办的”友联出版社”，

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机构，集研究、出

版、印刷、发行于一身。在研究方面创

办了友联研究所，从事中共问题研究和

资料搜集；在刊物出版方面，先后创办

《中国学生周报》、《学生周报》、《祖

国周刊》、《蕉风月刊》、《儿童乐园》

半月刊、《大学生活》半月刊、《银河画

报》等；在图书出版方面，先后推出各

种文艺创作、世界名著译述、青少年读

物、电影文艺、中共问题研究等数百种；

在发行与印刷方面，创办了发行机构、印

刷厂及遍及各地的广大发行网。

1953年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的

畅销，加上50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

的兴起，曾给香港的出版界带来了一股

活力。然而多数的出版物，尤其是以反

共为内容的书籍，据说只有区区几百册

的销路。

在海外市场上，由于绝大多数的海

外华人，对经历过百年积弱和多年战乱

之后所创立的新中国，充满着高度的期

望和爱护，因而对在香港出版的反共图

书，普遍表现出抗拒和排斥。图书出版

业说到底还是一项商业行为，市场对

于它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

响。无法争取到海外的市场，仅靠小小

的香港本销市场，还要面对大陆版图书

和本港左派出版物的竞争，“绿背文化”

尽管有美元的补贴，这一切也只能延长

其生存的时间，又能有多少生机呢？所

以在沈先生心目中，这个阶段的香港出

版业，尽管比前一个阶段，有了较大的

发展，但是整体规模小，种类也非常有

限，远未达到可称之为成型的事业，只

能被称之为“初具雏型时期”。

海外图书市场对香港出版事业
的影响

东南亚各国长期以来是华人向海

外迁徙的主要地区，也是海外华人的大

本营，由于传统上华族普遍重视教育，

华文教育很早就出现在东南亚各国，上

世纪的50年代前后，华文教育在东南亚

各国还曾经有过十余年的辉煌蓬勃，普

及的华文教育培育了人数众多的华文文

化产品的消费群体。因此东南亚各国一

直都是华语电影、唱片和华文图书等，

最大的海外华文文化产品的市场。二战

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民族主

义浪潮风起云涌，其间排外的倾向也得

以抬头，各国大大小小规模不一的排华

事件，陆续发生。新、马却是东南亚各国

中，华族人口最密集，政治环境相对稳

定的地区。因此各国里有能力和有条件

的华人，逐渐移居新、马。早在50年代中

期两地华人的总数，已高达三百余万。

当年，在中国与台湾这两个华人人

口最多和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都不

对香港出版物开放，允许其进口的情况

下，香港的出版物仅靠人口不到三百万

的本地市场，却还要面对中国和台湾

版图书入侵的竞争，生存不易。然而，

在当年的新马市场，大陆版图书由于定

价低廉，品种丰富，独霸市场，香港的

出版物要获得立足之地，也绝非易事。

这情况不但对右派的图书如此，对左

派出版物也亦然，受到市场的局限，当

年的香港出版物里只有少数，能立足于

海外市场的才得以生存，但整体规模甚

小，品种也很有限。1958年新、马地区

地毯式的禁书令，把中国大陆版图书，

从海外最大的新马图书市场上全面排

除出去，腾出了广阔的市场。更为可喜

的是，新加坡书商却在此时，选择了大

力投资在香港搞出版，主动把市场送上

门来，让香港的出版业获得难能可贵的

发展机遇。

新马书商促成香港出版业的 
“发展成型”

1958年10月23日，新、马两地的地政

府，共同颁布了一纸“地毯式禁书令”，

禁止53家中国（包括三家香港）出版社

的出版物，继续进口在新、马售卖。由

于这53家出版社的出版物，所涵盖的品

种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新、马市场

上，华文图书的绝大部分书种,这通禁令

将断绝新马华文图书的货源。怎样才能

在最短的时间里，设法去填补因这项禁

令所将导致的图书供应真空，便成为当

年新、马的华文书店，尤其是两间最大

的“上海”和“世界”书局，不得不倾注

全力设法解决的问题。

既然香港原有的出版业规模微不

足道，其出版物在海外合销的品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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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它们便自身在香港创立了数十家

名目各异的出版社，一方面通过向中国

购买版杈,翻印原大陆版畅销的图书,另

一方面则设立编辑部,编写出版适合香

港和海外市场销售的图书。拥有了海外

市场为基础，这些出版物也成功地在香

港本地市场发行，很快地形成了香港出

版业的主流。上海与世界在香港出版业

务上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香港其他的

出版商，促使他们利用新、马图书市场

敞开的机遇，投身于香港华文图书的出

版业务，让香港的华文出版行业逐渐形

成一个，全面多元和完整成熟的行业。

世界书局在香港至今可查明和确认

其设立于香港的出版社约27家，其中包

括海滨图书公司、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世界少年出版社、南洋文摘

出版社、文学出版社、新文化出版社及

南洋文艺出版社等等。所出版的“世界

儿童”、“儿童画报”、“小学生丛书”、	

“曹聚仁作品”、“中国新文学丛书”、

通俗化改写的世界名著等出版物，都

是当年畅销的读物，在新、马两地，拥有

大量的读者。世界书局的是一个很具规

模，有实力和多元化的华文出版集团，

是香港华文出版界中的一支顶梁柱。

上海书局在香港的运作，则比较不

规范，上海在香港的出版形式，大致可

分为以下四类：（一）以香港上海书局自

身的名称来出书；（二）设立全资控股

的子公司来出书；（三）与他人成立合

资公司或一次性资助成立的出版社来

出书；（四）用没有实体只挂空名的机

构来出书；由于当年的资料都没有妥善

保留，而经办的当事人，都年岁已大或

去世了，导致前一阵子新加坡国家图书

馆，罗列了一份百多个香港出版社的名

单，让我们确认那些是和上海书局有

关的，经过一番查询之后，只能确认出

其中的二十余家出版社，不过一般的估

计，总数约在五十家上下。

上海和世界这两家新加坡的华文

书商，由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的

约二十年间，通过这些性质不同，重点

不一，名目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种类

不尽相同，内容丰富多采的各种图书。

它们涵盖了文学创作作品、翻译作品、

历史、地理、哲学、经济、游记、语文、

地图、字典、辞典、科学文集、医药和

卫生保健从书、音乐和艺术从书、少儿

读物等等。这种大规模大范围，全方位

和多元化的出版运作，让香港的华文出

版业，摆脱了此前种类稀少和内容贫乏

的面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香港华文

出版物的内涵。

新加坡华文书商，为了大规模出版

运作的需要，也在香港培育了不少作

家，画家，编辑、发行、宣传和推销等

各方面的人才。就可查获的资料，由上

海书局系统出身，在出版界较为人们熟

悉的，就有前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

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

任“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前

《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

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

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

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等。

当年被香港世界出版社以高薪罗

致，前开明书局硕老现任香港作家协会

理事，出任总编辑的甘丰穗，连同由他

聘用和引进的林瑞祺，谭秀牧，夏易，何

达，关怀，黄墅，郑家镇，司空明，张钦

灿，刘梵茹，海辛等人，共同为世界书局

及其属下的出版社，编写出版了有关个

人修养、文学常识的丛书；《世界少年》

《妇女与家庭》和《南洋文艺》等杂志，

为香港的出版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现任大众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总裁的周

曾锷，于1964年就到香港负责处理世界

书局的业务。在他的规划下，公司出版了

杂志，杂书和教科书等三大类别的出版

物，按不同的渠道向香港和海外市场推

广和销售，为香港的出版物走上国际市

场，登上世界舞台，发挥了表率的作用。

就沈先生划分的时间段来看，由50

年代末步入60年代，香港的华文出版业

走向“发展成型期”，不正是新加坡书

商在香港大规模搞出版的时期吗？沈

先生其实十分清楚新加坡书商在香港

出版界之间的运作和详情，他本人和

新马书商有密切的往来，我本身也曾

多次在港和他相聚,他的文中未曾道出

有关新马书商和诸多香港出版社间的

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年这些

由新加坡书商在香港设立的出版社，

其出版物除了行销新马市场，也占据了

香港市场的主流，这些出版社都是以

香港本土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却不显露

其身后新马资金的背景，以致新马书商

在香港出版界的身影，就此被湮没了。

后记

当年新马书商出于自救的需要，到

香港去搞出版，为香港的出版界培育了

人才，增添和丰富了出版物的品种，这

些投身在新加坡书商设立于香港的出版

社里的人，和许许多多当年陪同他们一

起，在台前幕后，为华文出版业务，付出

汗水和心血的人，为香港华文出版事业

的成长与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

大的扩张了整体出版事业的规模，因而

奠定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华文出版基

地的基础。进入6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

陆又卷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漩

涡，作为文化产品的出版业，更是首当

其冲，受到严重的冲击，出现了停滞和

摧残，大举退出了世界各地的华文图书

市场。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物再次获得

这难能可贵的机遇，得以填补大陆出版

物在全球留下的市场空档，进一步强化

两者作为世界华文出版基地的实力和影

响，这是后话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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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选”一石
   掀起香港千层浪

普选，如何普选：香港政改的焦点

支持政府的“建制”力量走上街头“也疯

狂”，这可能是全世界少有，更是香港游行抗

议示威文化中唯一现象。八月十七日，刚刚在

街头及网上举行投票，获得近一百五十万签名

支持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在炎热的季

节顶着烈日举办了“和平普选大游行”，主办

单位声称有十九万三千人参加，而学者与警方

则指游行最多仅有六万三千至十一万一千八

百人参加。

“保普选反占中”的投票及游行，不管人

数多少以及如何催谷都引起香港社会的关注，

这是继有香港团体六月公民投票及“七一”游

行发出普选公民力量声音，甚至要以占领中环

╱	文		:  纪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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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命后的另一种声音。香港亦由此进

入“普选”时代并铁定分成难以融合的

两大阵营。

香港由英国人统治了上百年，但一

直以来实行的却是民主政治发展并不

充分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九九七年香

港主权移交回归中国后实行一国两制，

推动政治民主化令这个商业味极浓的

资本主义社会注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政

治角力，“普选”一石掀起香港千层浪。

回归不到十年，香港就启动了政

改。特别行政区政府于二零零五年提出

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及二零零八年立法

会产生办法之改革建议，由于泛民主派

认为政府提出的方案过于保守，加上没

有全面普选时间表，政改方案最终得不

到足够的支持而未能在立法会通过，香

港政改一启动就遭遇滑铁卢。政改原地

踏步，争议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新一轮香港政改在二零零七年掀

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发展

绿皮书》进行讨论后发表声明，确定二

零一二年不实行普选，普选行政长官

的时间表定为二零一七年。泛民一直

为之争取普选抗争，不惜政改不成功再

原地踏步。

到了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政府

提出《二零一二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

生办法建议方案》。但该方案最初没有

一人一票的普选概念，泛民群起抗议抵

制，眼见政改又要流产。

在中央授意下，中联办副主任李刚

就政改方案与民主党三名核心成员何

俊仁、刘慧卿及张文光破冰会面，最终

北京接纳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功能界

别改良方案，让不属现存功能组别之

选民以一人一票选出立法会新增五席	

“区议会功能界别”议席，让香港试着

有小范围的一人投一票，从而换取了民

主党在立法会内的支持，顺利通过了

那一次的政改方案。让香港的政改往

前跨了一小步。

但争取普选行政长官的声音一直在

回归后的香港回荡。根据泛民主派及港

大民调显示，支持普选的市民一直以来

均超过六成。因应民意，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了香港可于二零一

七年普选行政长官、二零二零年普选立

法会的普选时间表。自二零一零年起，

泛民主派及运动发起人多次促请政府

尽快咨询。政府多次表示“会在适当时

进行政改咨询”。

占中与反占中： 
撕裂的香港社会生态

随着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日子临近，

政府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咨询方案。香

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教授撰文提出，

若市民不再施以更进一步行动，普选的

目标将会无法达到。他在二零一三年一

月十六日投稿《信报》，以“公民抗命的

最大杀伤力武器”为题，鼓励市民及民

间领袖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表达

港人自决的权利。他认为，过去港人各

种争取政治权利的真正方式，如游行

示威、苦行、五区公投和占领政府总部

兼绝食等带来的压力都可能不能够令

北京政府让步，所以提议发起占领中

环行动，论述及策划期定于二零一三年

前半年，运动时间将会在二零一三年七

月或二零一四年初夏，希望透过是次运

动争取香港的特首普选。

其后，戴耀廷联络香港中文大学社

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

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等三

人，发表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

书，首次吹响了“占中”的号角。他们被

称为“占中三子”，共同表示，占中运动

的目标是要争取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

官，认为这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公民的觉

醒。要以占领香港命脉和心脏地带，不

惜违法以有可能瘫痪香港金融中心的代

价，来影响北京和港府对普选的决策。

北京没有食言到二零一七年香港市

民可以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承诺，与香港

泛民提出的一人一票“普选”的形式上

趋同。分歧在于，泛民提出特首候选人

必须允许公民提名，普选方式要符合民

主选举的国际标准。而北京坚持倾向特

首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特首候选

人必须经过筛选，必须经过半数以上选

委会的通过，然后才让香港市民一人一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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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作选择。北京此举希望香港一人一票

选出的香港特首是可控，因为在特首候

选人推选上，北京和泛民在开始就有

极大的差别。

泛民主派用“占中”向北京施压，

尤如自残抗争一般，引暴香港社会，引

起极大争议。对于社会上有人提出以	

“占领中环”的方式争取普选，科技大

学教授雷鼎鸣接受电台访问时批评，	

“占中”影响无辜人士，是处于道德低

地，犹如自杀式袭击人士，虽然口里说

是和平，但却是真正的暴力。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监刘佩琼表

示，“不管你是不是教师，煽动年轻人

甚至未成年人做违法的事，让他们承

担不良后果、影响其前途，这都是很不

负责任的。”

占中还引起国际关注。香港《文汇

报》刊登了对埃及驻香港总领事法赫

米的专访。这位在任近四年的埃及外

交官称，一旦发生“占领中环”，香港恐

将步埃及后尘，持续动荡，令外资撤走，

游客剧减，投资者信心恐难短时间内恢

复，经济和形象都将大受影响，“希望香

港年轻人可以理性看待问题”。

社会对“占中”有批评亦有支持。曾

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

校长的学者余英时表示，中共对付香港

特首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

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

的情况下，香港才出现了“公民抗命”、	

“占领中环”的大运动，而这确实打中

了香港官方和香港亲共人士的政治软

肋。他认为，“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

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

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

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在缺

乏任何其它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

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

要的手段。”

社会各界别、不同政党由此分成支

持和反对的二股力量。

为进一步催化民意，“占中三子”二

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策划，

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对占中

政改公投的全民投票，分为电子投票

和实体票站投票，希望借民意进一步

扩大影响。

北京白皮书与香港普选： 

分歧依然存在

就在占中投票前夕的六月十日，北

京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中批评香

港社会有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

《基本法》	认识模糊、理解片面。所谓

的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

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并指“一

国两制”中，两制仅能“从属”于一国，

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特首与立

法会普选制度都要“符合国家安全及

利益”。白皮书中还特别点明“要警惕

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防范

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

坏一国两制”。

一万多字的白皮书又引起香港新一

轮的争议。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这份

白皮书是“总结过去十七年，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指	

“白皮书对香港市民及国际社会进一

步深入认识一国两制有积极作用”，并

称撰写白皮书历时一年的时间，和香

港“即将发生的事情无关”。民建联的

立法会议员谭耀宗却认为，北京发表

白皮书，是因为看到有些人想否定基本

法、并冲击法制。

批评者强调，白皮书就是打压。工

党主席李卓人认为，白皮书是为了打压

港人争取普选的意志，说明要以北京中

央的意志为主，又认为北京的压力愈

大、反抗愈大。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表态，香

港白皮书是北京想要阻挠“和平占中”

六月二十二日全民投票的计谋，因为他

们担心投票结果会让北京难以承受。

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同样

认为，白皮书选择此时发表，目的是想

针对“占中”的六月二十二日全民投票，

恐吓及阻吓港人透过社会行动发声，但

愈打压就会刺激愈多港人支持普选。

无法统计的是，白皮书究竟是否起

到了催化的作用还是遏止作用，“占中

政改公投”结果收到近八十万张合资

格的支持票。还有七月一日回归日的例

行游行，主办单位更宣称有超过五十

万人上街，破了回归以来历年游行的最

高记录。

七一游行后由学联及学民思潮发

动、“预演占中”的和平静坐集会，警

方则视为扰乱公众秩序的非法集会。

游行人士在游行终点中环遮打道集会，

有示威者响应学联号召通宵留下静坐	

“占领”遮打道一段马路，“预演占中”，

并打算于翌日早上八时结束集会后和平

离开。警方在凌晨多次警告集会非法，

直至凌晨近三时开始清场，逐一将集会

人士抬走或带走，排队搜身后，再带上

旅游巴载至黄竹坑警察学校临时拘留，

持续逾五个小时，共拘捕五百十一人。

在香港普选的光谱下，占中箭在弦

上，反占中亦擂响战鼓，同样为普选双

方剑拔弩张。香港社会因为政治分歧被

撕裂，香港的商业前途可能因为政治遭

到前所未有的伤害已是不争的事实。八

月底，全国人大将审议相关香港的普选

报告，各方政治角力的结果将决定香港

占中何去何从，以及由普选掀起的巨浪

对香港社会的冲激会有多大。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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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准备模仿缅甸？
临时宪法下，军警大权在握

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上将今年5月22日发

动政变夺取政权之后，很多人都对这个政变频

凡国家政治的何去何从感到好奇（自1932年实

施君主立宪以来，这次已是第21次政变，上次的

政变发生在2006年）。

泰国军方在政变之后，很快就公布了恢复

民主三部曲，分别是全国和解恢复行政、颁布

临时宪法、全国大选。具体完成的时程，则订

在一年半之后，也就是预计2015年底举行大

选，还政于民。

	7月23日，实为军事执政团的“国家和平

秩序委员会（NCPO）”公布了泰皇普美蓬御准

的临时宪法，正式进入回复民主的第二阶段。

这部临时宪法毫不意外地豁免了军方发动

政变的法律责任，允许“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

主席，也就是发动政变的陆军总司令巴育担任

过渡政府总理，并在预计于2015年10月举行的

大选期间，赋予军政府全面权力。

临时宪法规定成立由220名成员组成的国

家立法议会，其成员由“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

提名产生；过渡政府由总理和35名内阁成员组

成，组成人员由国家立法议会提名。

至于负责起草国家宪法的宪法起草委员

会，则由国家改革委员会、立法议会、内阁、国

家和平秩序委员会的成员组成。由前述机构组

成的方式，已可以看出军方在各组织都将占有

重要地位或影响力。

在临时宪法颁布之前，大家已经预期到	

“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会赋予自己相当的权

力，所以对前述的安排并不感到意外。大家感

到意外的是，临时宪法第四十四条给予“国家

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巴育）驾驭立法、司

法、行政机构绝对的权力。

根据这个条款，“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

主席可以全权处置任何威胁国家和平，危

害国家安全、君主立宪制度及国家经济等行

为，并且享有不可逆转的最终决定权。简而言

之，“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可以片面解

释前述行为并予以镇压，而且只需事后向国会	

报备。

这个条款，实际上取材自军事独裁者沙立

元帅于1959年所实施宪法的第十七条。然而，

当年的宪法仅只涵盖安全事务，而且权力是

赋予总理。这次临时宪法则将权力赋予“国家

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已使得他凌驾

于政府之上，让人担心泰国会走上披着民主

外衣的军事独裁。

泰、缅军事高层之间的互动

有趣的是，6月间，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

昂良（Min	Aung	Hlaing）到泰国访问，跟泰国最

高统帅坦纳萨克（Thanasak	Patimaprakorn）颇

有些互动，但最引人侧目的就是敏昂良公开赞

扬泰国军方发动军事政变，认为他们（泰国军

方）作了一件“很对的事”。

╱	文		:  梁东屏

8月25日，巴育向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照片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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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昂良当时指称，泰国军方在发动

政变前所面临的状况，颇为类似缅甸军

方在1998年所面对的乱局。

当年发生在缅甸的事，据称是军事

独裁者奈温将军认为“9”是一个非常

吉祥的数字，因此他突发奇想，觉得要

是国家的钞票面值都可以被9整除，一

定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好运。

因此他选择在1987年9月5日颁布

法令，把面值不能被9整除的100元、75

元、35元和25元钞票全部废除，只留下

45元和90元面值的钞票流通。当时，许

多人的辛苦积蓄，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另外，缅甸政府当时也颁布政策，要求

农民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自己生产的

农产品，引起农民极度不满。

这些举措所引发的民怨，终于在次

年爆发，以学生为主的群众上街示威、

抗议，规模愈来愈大，最后终于导致军

队开枪血腥镇压，在随后长达数个月

的整肃中，据信有不下3000人死亡。

泰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基本上

是政治上的两派斗争，非关民生，也非

争取民主，而是破坏民主（推倒民选政

府）。当时除了双方阵营都在街上之外，

并无立即的危险与动乱。因此泰国的政

变真正的意涵是“夺权”。

不过，泰缅两国军方关系一向良

好，这倒是不争的事实。1997年间，缅甸

受到西方制裁而孤立于国际社会时，当

时的泰国总理、也曾担任过国防部长的

钊华立将军就独排众议，公开为缅甸送

暖，将缅甸称为“最好的朋友”。

现在，两国军方的关系要更胜于钊

华立时代。譬如说根据泰国媒体报导，

也有可能参选总统的敏昂良，就是泰国

枢密院大臣普勒姆上将的义子。

普勒姆在担任陆军总司令时期，就

与敏昂良的父亲熟悉。敏昂良于2012年

访问泰国时，当面要求普勒姆收他为义

子而获得应允。

今年已94岁、从未结婚的普勒姆在

泰国军方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和敏

昂良的义父、义子关系，更让两国军方

多了一层牢不可破的私人关系。

自2012年以来，敏昂良已经与普勒

姆3度晤面，此次敏昂良访问泰国，普

勒姆也以午宴款待21人的参访团，送

给敏昂良的礼物，则是一条印有他自己

签名的领带。

知情的人都明白，这是很难得的

殊荣。

更有意思的是，政变之后，泰国军

方就有意无意营造巴育是适任总理的

人选。一直不就此表态的巴育，却于	

8月18日在立法议会发表讲话时，一反常

态未着军服，而是穿了一身深色西装。当

时有些敏感的人就已经猜测，巴育此举

必有深意。

果然，数天之后，立法议会就一致

通过，提名巴育为泰国第29任总理。	

8月25日，泰皇蒲美蓬颁下谕令，认可巴

育出任总理。巴育本人则透过长达7分

钟的电视谈话，表示预计10月前组好内

阁。但分析家们担心，泰国军队可能试

图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一人一票民主”势将告终

现在的泰国立法议会议员是由军

事执政团挑选的，多数是军界和警界

人物。

更令人忧心的是，临时宪法不但赋

予“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超越政府的

权力，而且迹象显示，在还政于民之后，

这个组织还将继续存在。换句话说，	

“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对于未来的政

府有指导、监督、纠正的权力。

如所周知，缅甸自1988年起，国家

虽然设有总理，但是真正的治理权力却

掌握在军人所组成的“国家和平发展委

员会”手中。现在，泰国的“国家和平秩

序委员会”不但名称相近，所享有的权

力也如出一辙。

尤有甚者，泰国即将组成的内阁，

如无意外，也将会有许多具有军方背

景者。这也让人联想起缅甸总统登盛

所领导的现政府，包括登盛本人在内

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前军人申请退

休换穿西装。

“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发言人斯

里昌上校也指出，目前还在实施的戒严

法还将继续存在。

现在巴育身兼总理、“国家和平秩

序委员会”主席两个要职，已经享有前

所未见的权力，甚至还有可能兼任新

内阁的国防部长职务。果真如此，巴育

就会成为泰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政

治人物。

巴育的这些作为，显然是从2006

年的那次政变汲取教训。当年，陆军总

司令宋提发动政变之后，遵守承诺于

一年之后还政于民，自己也未担任任何

职务，结果流亡在外的前总理塔信在海

外遥控又赢得选举，使得拔除他的努力

功亏一篑。

巴育显然不想重复宋提所犯的	

“错误”，不会轻易让塔信势力再起。而

达成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能实

施真正“一人一票”的民主，而是以民主

为外衣，但由军方牢牢控管的“民主”。

是耶？非耶？等新内阁公布之时，

就会揭晓。

作者为《中国时报》驻东南亚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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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秩序时代的中国与东南亚

在发展中寻求共赢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重

要的现象和课题之一。从区域的角度

看，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

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表面化；另一方面，习近平

在今年五月提出了“新亚洲安全观”，主张“加

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

新亚洲”。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南海争端？

如何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新亚洲安全

观”该如何落实？中国又如何让自己的和平崛

起之心更有效地传达给周边国家？

东南亚对华政策的国内外因素 

最近一段时间来，在同中国的领土争端

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姿态变得越发强

硬。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敢	

“硬对”中国，是因为背后有美国的撑腰。我

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固然是影响区域国际关

系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全部或决定性的因素。

美国重返亚洲将是个常态，但这并不表示中

国与东南亚将始终处于对抗和冲突的状态。

基辛格的新著《世界秩序：对国家的特征和历

史进程的反思》（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对中美关系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他

认为，美国能够容纳中国的崛起，只要前者没

有从根本上动摇(fundamentally	upset)现有

的权力格局。	

╱	文		:  刘    宏

5月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新华社/图5月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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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都是

对抗与合作相互交织，目前在南海问

题上，可以说是对抗大于合作。但之所

以造成今天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

间的问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

家的内部因素。首先，越南和菲律宾国

内都存在强列的民族主义倾向，当经济

发展遇到了困难之时或者为了谋求政治

上的选票，在对外政策上对中国的强势

立场有助于赢得一部分的国内支持。同

时，这也有助于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

其次，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的不同政

治派系之间也可能将中国问题作为斗争

的砝码和手段，这样就导致将对华政策

的内政化和矛盾的激化（如今年5月在越

南发生的反华事件）。据近期的《亚洲

周刊》报道，在越南对华政策上，以总

理阮晋勇为首的“南方派”试图藉助反

华运动，摆脱贪腐丑闻，转移视线，增

加他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为代表的“北

方派”对抗的政治资本。	

笔者不久前去越南调研，拜会了包

括越共中央委员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

感受到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既迎又拒

的矛盾态度。就自己的初步观察，在最

近几年中，越南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也引入了很多外资（包括中资）。但

当地民众在引入中资的进程中到底得

到了什么样的益处，体现得并不是很明

显，因为这些中资主要在中低端的制造

业（如纺织业），原材料大多来自中国，

并以出口导向为主。	

所以，美国“重返亚太”肯定是成

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矛盾激化的一个重

要因素，但不能简单地说是美国是唯一

或最重要的因素，还要从内部找原因。	

寻找互惠与共同发展 

当前，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经济

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情况，在美中

两个大国之间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

间。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该如何拓

展或改善自己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呢？	

我认为，在中国推动和东南亚国家

关系时，首先要找到哪些因素是能够惠

及双方的。在经济上，中国要加强与东

南亚的双边经贸关系，寻找能够为东南

亚和中国带来更大利益的方式。例如，

中国在东南亚的高铁建设过程中，可以

考虑如何让当地企业参与一些周边的项

目和发展，而非包揽一切。中国的建设

项目也应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小区建设

和民众就业等民生问题。中国目前的国

家战略包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建设和推动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中国

可全面地关注东南亚当地政府、媒体和

社会的反响，并注重发展那些能够带来

双赢的行业和领域。

在安全上，中国应该制定出新的

安全制度架构（institutional	frame-

work），使东南亚觉得中国在区域安全

上更加可靠。该架构可以包括中国和

东南亚正在讨论中的南海行为准则，	

“10＋1”对话机制等。虽然让所有东

南亚国家都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比较

困难，但至少应该努力做到让它们觉得

中国是一个“可靠可信的邻国”。在这

样基础上，中国就能进一步化解外部

因素（如美国和日本）可能造成的消极

影响。东南亚国家其实也很清楚，它们

的外交政策目标最终还是自己的国家

利益，不会过于关注它们政策是对中

国还是美国更为有利，这只是次要的

考虑。一位东盟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员

曾说，美国虽然是超级大国，但毕竟在

千里之外，远水解不了近火；我们必须

面对中国是我们的近邻这个地缘政治

的现实。

在文化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同

东南亚的沟通和合作。近年来，来自东

南亚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可能成为

建设两国友好关系的桥梁。相关部门

应加大对东南亚区域的文化和教育交

流的投入，为更多的东南亚留学生提

供奖学金和到中国学习的机会。在实

施“新汉学计划”等国家级的研究资助

时，也可考虑对东南亚的某种倾斜性资

助。因为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大部

分国家对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

治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从中国自身的

角度来看，也应加强对东南亚的认识

和研究。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东南亚

问题专家有不少是归侨，对当地语言和

文化有深入了解。但这批学者陆续退休

之后，新生代的学者很少能够使用当地

语言来进行学术和政策研究。借助英文

等外语来分析东南亚，难免有隔靴搔痒

之缺憾。

总之，中国在对东南亚决策时需要

在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注重互

惠互赢，并将这些因素统筹考虑。虽然

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

仍任重道远。中国同东南亚在经济上的

关系十分密切，但要思考如何把这种经

济的力量转化成安全上的信任，让东南

亚国家的决策者、媒体以及民众都认为

中国能够对区域安全和长远发展提供

很好的机构性的保障。	

以制度保障“新亚洲安全观”
落实 

在今年五月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亚信

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

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

新局面》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深入阐述

了亚洲安全观的内涵：一是“共同”，就

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使亚

洲各国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共同体，而且安全应具有普遍性、平等

性与包容性；二是“综合”，就是要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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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既要

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

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对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

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国家和地区

合作；三是“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

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

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

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反

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

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

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四是“可持续”，	

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

安全。为此，各国应聚焦发展主题，积

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

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

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

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

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这一新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新

方向。笔者认为，要具体落实“新亚洲

安全观”，可以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

方面为机制的层面。美国之所以能够在

欧洲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二战之

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大量的

援助，该计划以及北约等机制保障美国

和欧洲的联盟有着长久稳定的发展。而

对亚洲来说，要实现习近平所说的新安

全观，就要看有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新

安全的实施。另外就是可以进一步强化

信任机制，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亚信

峰会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

亚信峰会鲜为人知，但这次中国举办并

担任轮值主席国，相信它在担职期间会

有更好的作为。与此同时，要同时发展

其它相关机制，例如博鳌亚洲论坛、东

盟“10＋1”、上合峰会等，中国应该进

一步强化自己在这些机制中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于受众的层面，如何通

过柔性和有效的方式，将亚洲新安全

观介绍给其它亚洲国家，并使其理解

和认同。美国在亚洲的介入主要是二战

之后的是，已经有很多的机制在发挥作

用。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更加久远，

尽管存在着一些历史的包袱和误会，中

国可应用更柔性的方式让更多的周边

国家的民众接受新的亚洲安全观。例

如，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理念的基

础可以追溯到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

会议时周恩来总理与苏加诺总统共同

推动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可以

说是新亚洲安全观的历史资本，值得强

调和普及。	

和平崛起与当地利益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也

有抬头迹象，中国如何才能让世人信服

自己的“和平崛起”呢？

毫无疑问，对此问题，中国官方也

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强调中国崛起不会

给邻国带来威胁，中国在历史上也没占

领过别国领土等。而现在就是要把这种

理念深入地传递给国际社会，特别是东

南亚国家。

我最近去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调

研，看到中国在当地有不少经济投资，

但它们基本上是纯粹的企业行为，比

如开一间工厂，产品再出口，确实会创

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当地留下的

东西还是十分有限的。另外，中国对东

南亚也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

应该如何才能转换给公众物品（public	

goods）例如医院、学校、道路、公共设

施呢？相较之下，日本和韩国的不少投

资都是投在了这些公共设施方面，深

入到了当地民众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在

金边的大街上看到了一座韩国援建的

眼科医院，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每天都会

看到这家医院和韩国机构的标志，民众

也会对它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带来的

是让民众受益的产品。在这些国家，路

上的交通工具，不管是汽车还是摩托

车，基本上都是日本品牌。中国的产品

价廉但未必物美，由于质量不佳，早期

靠低价打入当地的产品都难以为继。

	另外，还应注重同东南亚不同类别

的群体多打交道。这些群体包括执政

党、反对党、主要民族、少数民族。东

南亚国家目前在政治上也比较多元化，

中国应该更加系统地和东南亚不同社

会、政治、文化的力量保持接触，通过

这个方式来影响当地的主流媒体。	

如何与当地媒体进行有效沟通也

非常重要。一般的民众没有机会去中

国。他们接触到中国，更多地都是通过

当地媒体。我在柬埔寨时，读当地出版

的英文报纸，发现在报道中国时，多为

负面的社会新闻（如柬埔寨新娘在中国

被虐待等）。一般的媒体不会天天报道

别国政府怎么样，但社会新闻有时造成

的杀伤力对民间的影响还是要大过其

它方面的。

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对这些行为的

影响空间并不大。中国人在海外的表

现，例如在旅游购物时的不文明行为，

也会造成间接的影响。所以如何让周

围国家感觉到自己在和平崛起，就是

要靠自己的行为，让其它国家知道，中

国来帮忙援建是会给当地民众带来切

实而长远的好处，并将利益与当地民

众共享，给当地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经验，以及更广泛的工作机会，使这些

国家可以和中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从而最终实现新亚洲安全观的理想。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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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对新加坡人有利！

在今年（2014）8月7日新加坡经济学会常

年晚宴上，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

声先生说，企业家们很重视资源与市场规模。	

“这重视不限于新加坡，今年8月26日苏格兰

工商界高层人物联名反对苏格兰独立，也有很

大这方面的因素。”	我在发问时说，这重视没

有错，但新加坡能够克服这方面的劣势而高速

发展，是其高效率的政府能够利用新加坡的地

理优势与勤劳、有创新能力的人民，采用开放政

策，利用国际贸易、投资与移民来超额抵消其在

资源与市场规模上的劣势。然而，我于2013年正

月到南洋理工大学接任著名经济学家林崇椰的

温思敏教席，当月底新加坡政府发表了人口白

皮书。当时对增加人口的大量反对与后来的一

些政策，让我对新加坡是否能够抗拒这种实际

上对新加坡本地人也不利的、反开放的民粹主

义要求感到担心。

笔者在人口白皮书发表后，已经论述过人

口与移民问题，引来九成反对一成支持的强烈

反应。本文比较全面地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反

对人口增加与移民的议论是基于一些错误观

点，实际上，在多数情形，至少长期而言，包括

移民的人口增加对本地人是有利的。

‘人多增加交通拥挤’的谬误

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当人们遇到拥挤时，

经常会想，如果这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

或，如果这车厢内的乘客数目减少一半，那该

多好！因而，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拥挤与

污染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应该也想想，给

定人均投资，如果人口与车辆的数目只有一

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多数会

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客只有一半，就不能

够有这么多地铁的线路，不能够有这么多班

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多数会下降！

笔者于1962-65年在南洋大学读书。当时，

新加坡人口只有百多万。当时，如果我们踏不上

唯一从校园到市区的公车，必须等半小时，才有

下一趟公车。现在新加坡人口有5百40万，但交

通远远比50年前方便。笔者现在也住在南洋理

工大学校园内。有时要乘179号公共汽车，将要

走到车站时看到连接错过两辆179，以为至少

非等个二三十分钟不可，但不到两分钟，第三

辆179就来了。这是人多的好处呀！

这个人多增加拥挤的谬误，是错误地假定

基础设施的规模不会随人口的变动而改变。

实际上，人多税收也多，至少长期而言，基础

设施会增加，往往增加而不是减少交通与其他

方面的方便。试想，是人口密度很高的伦敦、上

海与东京的交通（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活素质）

比较方便，还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地带交

通比较方便？虽然必须付更高的房租，绝大多

数人选择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遑论农村！

关于人口的一些谬误╱	文		:  黄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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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人口快速增加，在基础

设施还来不及赶上之前，拥挤会增加，

像新加坡几年前这样。然而，随着基础

设施的跟进，长期而言，人口的适度增

加多数会增加交通与其他方面的方便。

‘移民拿掉本地工作机会， 
增加失业’的谬误

有些人反对移民，是因为他们只

看到移民拿走了本来本地人可以担任

的职位，但看不到新创造出来的职位，

因为后者是间接的。实际上，移民通

过增加总需求、创立企业、提供与本

地互补的生产要素而增加效率等渠道

增加工作机会。如果移民只拿掉本地

工作机会，没有创造工作机会，那么澳

大利亚等移民国家现在应该有99%的

失业率，而不是约6%！新加坡也有大量

的移民，但现在失业率只有约2%，实际

上是超越完全就业，而有劳工不足。	

（多数经济学者认为约5%的失业率是

充分就业。）

人们可能也没有看到移民带来的

许多贡献，包括创新与多元化。如果没

有移民，新加坡到现在还是一个小渔

村，墨尔本不会有这么美味、多样化与

便宜的餐馆。

有些反对者，认识到雇用外劳做新

加坡人不愿意做的低薪工作对新加坡

的好处，却没有认识到，即使是新加坡

人愿意做的高薪工作，也是开放从全

世界雇用最优秀的人才，对新加坡也是

最有利的。一个雇主雇用一个外来的

人员，对本地的竞争失败者可能不利，

但能够雇用更加优秀的人才，增加新加

坡整体的效率，长期而言是对新加坡人

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假如南大雇用一

个哈佛博士为老师，使某位本地博士失

去这个工作机会，他可能有所损失，但南

大学生有比较优秀的老师，获利会更加

大。试想，新加坡是维持为一个小渔村

或50年前的百多万人口的经济，还是采

用这几十年来政府的开放、有效率与增

加人口的政策，会使新加坡人的工作机

会与生活条件更加好？		

‘人多减少人均资源、人均 
收入，对本地人不利’的谬误

另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人们认为

人口增加（或是外地移民进入本国或本

市），使本国的人均资源减少，因而减少

人均收入，对现有人民不利。至少在市

场经济的情形，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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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的情形，例如土地按人

头数目分配，一个家庭多生孩子，减少

其他家庭的人均耕地，造成外部成本，

如果没有取消这种分配制度，可能须要

限制生育。然而，新加坡是市场经济，大

体上新出生的人（或外来移民）并不能

够无偿地占有属于原有人们或政府的资

源。相反地，新移民增加对那些已经是

本地人或其政府所拥有的资产（例如房

子）的需求，因而增加其价格，对还没有

买房子的人虽然可能不利，但对本地人

总体而言，是有利的。

劳工的进入，也可能会使劳工的工

资下降，而对原有劳工不利。然而，这

使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

专职与经理人员）有更多的劳工来配

合，生产力会提高，收入会增加。可以

论证，即使没有规模报酬递增，其他要

素的收入增加的量，大于原有劳工工资

减少的量，而使原有人们的总收入与人

均收入增加。

假定在移民进入之前，劳工的边

际产值与工资（在没有扭曲的市场经

济，边际产值等于要素的报酬）等于	

（每期）一千元，十万个劳工移民的进

入使这数目减少到8百元。这十万个劳

工每人赚取8百元的收入，但他们对经

济的平均贡献是从一千到8百，约等于

9百元。这十万人对经济的总贡献约等

于9千万元，但他们只获得8千万元的报

酬，因而他们对经济的净贡献（不考虑

税收与补助等复杂性）是一千万元。因

此，如果本地劳工的收入如果随着劳工

移民的进入而减少，则其他生产要素的

收入的增加，会比本地劳工收入减少的

量多出一千万元。（详见笔者的《从诺奖

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

大学出版社。）

贫穷劳工收入减少，而富人收入即

使增加更多，未必更好。然而，与其采取

违背效率的政策，不如多在总收入方面

帮助穷人。在具体政策上以效率挂帅，

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

平等程度。（详见笔者于1984年在美国

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的论述。）

由于上述原因，人口增加即使减少

（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人均收入，也增

加本地人的人均收入，而不会对本地

人不利。其实，人口增加即使减少人均

资源，未必减少人均收入，因为深化分

工与规模经济的利益很可能超额抵消

人均土地减少的作用。

增加人口的利益

上文已经论述，即使假定规模报酬

不变，移民增加本地人的资产价格与人

均收入。如果考虑到规模报酬递增与从

分工而来的专业化的经济等因素，人口

增加（不论是由于生育或移民）的利益

更大。除了上述一书所论述的理论，我

们也可以看看事实。同一个国家，是人

口密度很大的城市里人们的人均收入

高，还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的人均

收入高？同一个地球，是人口密度很低

的非洲，还是人口密度很高的欧洲人均

收入高？科技的飞跃与工业革命是发生

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还是发生在人

口密度很低的地区？美国如果没有大量

的移民，如何能够称霸天下？

一个国家人口增加很重要的好处

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人均成本大量减

少。尤其是在国防、广播与研究等纯公

共物品上，这好处很巨大。要在同样程

度上保护一个6百万人的新加坡与一个

3百万人的新加坡，总国防开支大约是

一样的，但是人均负担只有一半。进一

步说，人多天才的人数也多，出现重大

知识增加与科技飞跃的或然率也比较

大。还有，Harry	Clarke教授与笔者也

论证过，即使考虑到人口增加会增加

污染、拥挤等外部作用，只要对这些作

用征收适度的污染或拥挤税，则原有人

们也会从人口的增加而获益。

以笔者所知，新加坡是最有对汽车

的拥挤征收很高的税收的国家，例如

C.O.E.（拥车证）与进入市中心的费。汽

车的拥有与使用有五大外部（对他人

的）成本，即污染、拥挤、噪音、意外与

炫耀性的消费。炫耀性的作用应该通过

拥车证来调节，其他作用可以通过高额

的汽油税与道路费来调节。

然而，驾车人士与想拥有汽车的人

士，可能对这些税与费以及昂贵的拥车

证不满，认为对他们不利。这也是一个

谬误。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新加坡很可

能会变成马尼拉。笔者宁可在新加坡

而没有自己的汽车，也不要在马尼拉堵

塞在路上几个小时！反对的人士不但没

有充分考虑到这因素，也没有考虑到，

高额的拥车证与费税的征收，带来很

大的政府收入，可以用来减少其他方

面的税收，也可以用来改善交通或提

供其他有利民生的公共设施。因此，除

非政府税收是被丢进大海或大部分被

贪污掉，这些对外部成本的税收是远

远利大于弊的。

当然，如果我们考虑超越纯经济因

素，也要考虑社会和谐等问题。还有，

那些反对移民的观点，即使是基于错

误的认识，在错误被消除之前，政府也

必须考虑人们的看法。虽然这些超越

纯经济的因素，可以说也超越笔者的

专业范围，不过大致而言，新加坡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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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社会和谐，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和

谐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只要增加人们

对人口与移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又继续

维持和谐的政策，一定速度的人口增

加，应该是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

关于人口增加的速度，新加坡从建

国以来的约50年，人口增加到原有的	

3倍，平均每年约增加2.2%。人口白皮书

预计增加到2030年的6.5至6.9	个百万，

平均每年只增加1.3%，应该是可以接受，

也对新加坡经济与社会有利的速度。

限制人们生育的理由

难道完全没有限制人们生育的理

由吗？笔者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不

排除政府干预的可能有利作用。然而，

干预须要理由，尤其是在限制人们生儿

育女这么强制性的决策方面。政府干预

的初步理由（还不是充分理由，因为干

预后可能更糟）是市场失误。如果人们

的自由选择，在市场的调节下，出现严

重失误或低效率，政府可能可以考虑

干预。根据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

存在外部作用，没有无知与无理性的

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能够达致

最有效率的资源分配与生产。因此，政

府干预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些下述情

形：收入分配太不平均、重大的（尤其

是非自然非创新而是行政原因形成的）

垄断力量、严重外部作用（例如污染）、	

人们的严重无知与无理性。

在人口生育问题上，排除了上述公

产共享的外部作用，主要能够成为政

府干预或限制的理由是人们的严重无

知与无理性。不能排除，尤其是在教育

水平比较低，受传统多子多福的观念

影响很深的中国农村，有些人由于无知

或无理性而选择对自己不利的生育，甚

至自己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对社会造成

负担（这是一种外部成本）。然而，即

使是这样的情形，干预的形式可以是

提供知识与家庭计划之类强制性比较

低的方式。在非不得以时，才采用比较

强制的办法。	

在大城市的情形，新加坡、香港、

台湾、韩国等地区的经验，问题在于人

们不愿意多生孩子，政府反而刻意鼓

励人们多生，而未能取得明显成效。长

期而言，不考虑移民，人口结构等因素，

平均每个妇女须要生超过两个孩子，才

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不变。然而，新加坡

的数据只有1.29，远远偏低。

一个家庭，如果在有充分知识下，

理性地选择多生一个孩子，也能够负担

孩子的护养、教育等费用，没有对他人

造成重大负担，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

生育呢？根据快乐研究，孩子出生后，

多数也会有快乐的一生。（详见2013

年底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作	

《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	

乐》）而且，对于那些很不快乐的人，他

们还有选择‘走出去’（自杀）的道路。

对那些被强制只能够生一个孩子，而在

停止生育能力后‘失独’（独生子女去

世）的孤苦老人，却没有再重新选择的

机会了。对那些本来可以出生，但被政

策限制而不能出生的‘无主孤魂’，他

们也不能够选择‘跳进来’。强制限制生

育的政策的可能重大扭曲，可想而知！

笔者是家中的老七。当时即使只

有‘五子女’、‘六子女’政策，笔者就

没有出生的机会！笔者一生非常快乐，

非常愿意有这个出生的机会，也没有对

父母与兄弟姐妹或社会造成重大负担，

相信对社会的净贡献是正的。完全没有

不让笔者出生的道理。笔者强烈反对不

让笔者有出生机会的政策！因此，笔者

强烈支持中国今年人口政策的放松，

问题是，是否放松得太慢了，放松的幅

度是否太小了？

对笔者亲人口与移民观点的 
动机的误解

笔者于去年人口白皮书发表后，写

过亲人口与移民的文章，引致大量的反

对，甚至有人认为笔者这种亲人口白皮

书的观点，是为了讨好政府，以便获得

长期聘书。其实，笔者早于1986年就在

A*	级期刊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发表亲人口与移民的文章。到

2013年初才从澳大利亚的Monash大学

退休，来南洋理工大学继续工作。当时

已经70岁，而且是5年合约，没有计划到

了75岁还要工作，根本没有想获得长期

聘书的可能。另外，笔者也可以透露，

笔者今年连接有三篇抒发一己之见的

文章，都被早报拒绝发表。因此，读者

或许可以怀疑新加坡报章选择性发表

文章的决策上的正确性，却万万不必

怀疑笔者亲人口与移民观点的动机！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温思敏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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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调控通膨与增长的政策工具

在新加坡，汇率是调控通膨与增长的政

策工具。其主要原因在于进出口贸易

各为GDP的200%。新加坡的经济因此对于汇率

浮动的敏感度极高。然而，汇率用于调控增长

与通胀面临一定的局限。进口因素的通膨固然

是整体通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通胀的产生

也可基于国内因素，比如说，拥车证价格以及

住房通膨。有鉴于新加坡逐渐发展为重要财

富管理中心，外部资金流入导致新元流动性过

剩，以致银行利息普遍低落。低利息则有助于

房屋投机；投资者可用租金来偿还低利息的房

屋贷款。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更是加大了外地

人人口，房屋租金价格日益攀升。贫富差距的

加大也导致更高的拥车证价格。低利息更鼓励

车主贷款买车。汇率政策因此无法控制国内因

素促成的通胀。除了汇率以外，现有的政策工

具亦可控制国内通胀，例如印花税，房屋及汽

车贷款的限制。这些政策是否足以控制国内因

素促成的通胀？外来高收入阶层的涌进，以及

本地贫富差距的加大，将导致拥车证价格居高	

不下。

 如何实现房地产泡沫软着陆

低利息也将促使房价继续攀升。即便房

屋贷款受到限制，资本的机会成本，即银行利

息，普遍低落。银行存款基于负实际利息无法

保值。资金因此大量涌入房屋市场以抵消通

胀。短期内，新加坡人口预计将继续增长，因

此问题仍不大。但是一旦人口达到六百九十万

的目标，房价将不再增长，甚至可能因为过度

投机而狂跌。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加坡的货币

政策只监控汇率而不是利息。即便如此，公积

T he exchange rate is used in Singapore as a 

policy tool for inflation and growth. The key 

reason behind this is due to the large component of 

export and import volumes, each amounting to 200% 

of GDP. Singapore’s economy is therefore highly 

sensitive to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limits to the use of the exchange 

rate in managing growth and inflation. While import 

which pushes infl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inflation, other causes of inflation may 

be due to domestic factors, such as COE prices and 

housing inflation. As Singapore’s status as a wealth 

management centre develops, inflows of funds results 

in excessive Singapore dollar liquidity, leading to 

low interest rates. Low interest encourages housing 

speculation as investors can fund housing loans using 

rental income. Immigration-friendly policies increases 

rental yields as a large pool of foreigners are available. 

Widening income disparity results in higher COE prices 

as the rich are able to compete for scare COEs with 

higher prices. Low interest rates allow car owners to 

borrow to buy cars. Inflation resulting from domestic 

factors is therefore insensitive to the exchange rate 

as a policy tool. 

There are existing policy tools to augment the exchange 

rate in controlling domestic inflation. Measures include 

stamp duty on additional property, restrictions on 

housing and car loans. Are these measures adequate 

in controlling domestically driven inflation? Income 

disparity is likely to increase as Singapore continues 

to attract high net worth immigration and as the 

indigenous rich gets richer, COE price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to stay high. Housing prices are also likely to 

stay high given low interest rates.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restrictions of housing loans, the unleveraged 

Exchange Rate 
and Inflation

By Chiu Wei Li

╱	文		:  周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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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制度是变相的利息政策，确保国人

的储蓄抵得过通膨，足以养老。长远来

看，当新加坡人口达到六百九十万之后，

利息有必要成为政策工具以调控房地产

泡沫的软着陆。

新加坡管理外汇采用的是BBC制

度，英文称为Band（区间）Basket（篮

子）Crawl（爬行斜度）。一篮子的货币以

进出口贸易量为加权组成。名义新元汇

率参照一篮子的货币根据政策预定的

斜度增值、贬值或固定不变。货币进而

可在允许的区间浮动，在斜度的范围

内。浮动的斜度则由政策目标制定。如

果经济不景气，货币可贬值。若新加坡

的通膨过高，汇率则可增值。

资金涌入导致汇率增值

然而，鉴于新加坡日益发展为重要

的财富管理中心，近期的资金涌入导

致了流动性过剩，低利息以及房屋价

格上涨。面对更高的通膨，汇率应当升

值。但是，资金的涌入已经导致汇率升

值。政策上也无需进一步使汇率升值。

汇率的升值并没有带来更低的通胀。反

之，基于资金涌入的汇率升值导致的是

低利息以及更高的房屋通胀。在某些国

家，政府会发债券以调控资金涌入带来

的流动性过剩，使利息上涨，减少房屋

领域的杠杆，加大资本投入投机性房

产的机会成本。新加坡目前没有管理新

元流动性的政策，原因在于调控流动性

资金并非无代价。在发债券的同时，政

府必须支付利息，这利息出自国家的财

政预算。低利息固然可导致房屋通胀，

其他降温措施例如印花税、控制房贷

亦可控制房价的持续上升。房屋通胀

也可归咎于其他因素，即外来人口的增

加。增加人口到六百九十万的政策需要

更多在房产上的民间及国家投资。更高

的房屋价格带来发展房屋领域的利润

动机，以应对未来的移民。低利息使得

人民的储蓄抵消不了通货膨胀，但是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已经给予人民更

高的利息回报，确保国人有足够的资

金养老。有鉴于此，上涨利息及减少流

动性资金的利息政策不一定有必要。

然而，我们也必须关注以下因素：

即选民对于移民的反感。政府可能因此

降低未来引进移民的长期目标。倘若如

此，新加坡也许已经深陷房屋泡沫，新

的房屋建设可能面临买家不足。房贷

的限制力度可以加大，但是由于新加坡

人资金充裕，很多人是房屋牛市的受惠

者，无需贷款买房。发债券以调控新元

流动性的政策有一定的说服力，利息的

增加可提高资本的机会成本，降低租金

套利，实现房屋泡沫软着陆。

瞻望未来，当我们的长期人口目标

已达到，更积极的新元流动性的调控，

以及汇率的调控，可更有效地监控由

于负实际利息产生的资产泡沫。其成

本，即利息的支付，是值得的，因为我

们可以避免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opportunity cost of capital, bank interest, is 

low. Savings cannot keep up with inflation 

due to negative real interest rates. Capital will 

therefore flow into housing prices to keep up 

with inflation. While this is viable in the short 

term as Singapore builds up its population to a 

target of 6.9 million people, eventually house 

prices will plateau, and may even collapse due 
to excessive speculative demand. 

The key question is therefore that the 
Singapore’s monetary policy only targets 
exchange rates and not interest rates. Having 
said that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interest rate 
system, that of the CPF system, in which 
savings are accorded higher interest rates 
to ensure adequate retirement savings. This 
addresses the social aim of ensuring that 

Singaporeans have enough savings to keep 

up with infl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when 

Singapore’ population reaches 6.9 million, 

an additional monetary policy tool about 

interest rate management may be necessary 

to manage real estate bubble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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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与民主精神
“没有自由与法治，
           创新与企业精神将萎缩”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与社会等层面正临

急速的改变，不论是科技或传统产业都

面对因高成本而削弱竞争力之困境，纷纷寻找应

对方法。同时，由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高失业率及

消费力大幅缩水，更使依靠西方市场的生产国与

企业面临极大困境，解困之唯一方法，便是推行	

“创新型经济”概念。所谓创新，包括新产品、新

服务、新制程、新技术、新原料，以及企业与政府

组织等新的经营模式，其包括各种新款、有效益、

更能提升生活品质的新方式。

企业之创新，所强调的其实不只是新创事

业，也是企业组织或政府单位，面对所有老化、

僵硬、陈腐甚至过时的组织经营文化时，拿出毅

力及勇气来改变其组织及经营方式的创新，进

而将原是“管理型”知识经济体系转变为“创新

型”知识经济体系。这种“创新型”知识经济体

系的出现不仅与科技有关，其实更重要的是与整

体社会文化有关，因为要改变任何事物都必先经

过价值、态度以及决心的认知这一关，方能有所

行动。因此“创新”并非只是科技性语言，它更是

一个经济性或社会性的用语。换言之，创新并不

一定要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有责任去提升运作或

生产效率，例如过去开创之分期付款方式及今日

流行金融衍生产品等都改变了整个金融体系。又

如过去传统货运船改变成货柜船，根本不是脱胎

换骨于科技，只是将资源产生财富的潜力有所改

变，这已足以构成创新行为。简单的说；创新就是

创造出一些新颖的东西或概念，它提升了其有形

与无形资源的价值。

个人创新能力，基本上是决定于该人之先天

基因及后天创新文化环境。先天基因目前尚未有

方法创制，但后天的创新基因却正是我们所能创

造的，亦即整个社会的后天创新基因是完全掌控

于主导这社会发展的执政者手中。

现今，谈个体创新人物，大部分人都认同微软

的比尔盖茨及苹果电脑已故总裁乔布斯是当中的

佼佼者，但如果谈国家整体创新，我想多数人也

必认同美国与瑞士等欧洲国家绝对算名列前序。

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是古老文化及人口众多

的中国与印度呢？笔者想以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

来讨论这议题。

创新与民主精神

从宏观角度而言，北美与北欧及西欧国家

都特别强调民主与自由是普世的价值观，并基

本上将这普世价值观分成以下五个范式：

u 政治层面：以民主精神主导的宪法和法律，建

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政府运作制度。

u 民权层面：包括人民有言论、出版、信仰、居住

等等的自由。

u 社会层面：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

u 经济层面：建立一个财富分配均衡与公平的自

由经济体系社会。

u 文化层面：建立一个多元的高素质文化环境。

在这些国家里，人民均认为任何社会，不

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必须包括

议会制、选举制、立法程序以及对诸如思想、

言论、出版、集合等人民权力的保护。他们也普

遍认为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的“量”（Quantity）	

问题，而应是有“质”（Quality）的考虑。领导社

会、政府各阶层的领袖，则须要有高度人文素

养，否则不配做民主时代的领袖，意指领袖的	

“民主风范”或“民主人格”，在民主体制里，

是其领袖必需具备的条件。例如：美国有华盛

顿、杰佛逊等人的民主人格与修养为示范，让

美国建国后，其民主制度发展的那么顺利。人

民也相信民主政体是经济繁荣的必需条件，正

如美国前第一夫人兼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所言：没有自由和法治，创新与企业精神将会	

萎缩。

╱	文		:  陆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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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民主的同时，欧美等国也常强

调社会必需具备优良文化背景，才能推

行及达成优质的民主社会，并认为民主

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方式，文化越

丰富，所创造出来的民主越有持久性，素

质也越高。换言之，政治体制只是躯壳，

优良文化则似灵魂注入此躯体。因此他

们认为大力推广“人文通识”教育，来帮

助推行优质民主的发展是义不容辞的。

他们普遍觉得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一

个现代公民如果不具备“人文通识教育”

内涵，便无法判断公共政策的得失而做

取舍选择。唯有通过“人文通识教育”才

能够培养出关心公共事务的观察和判断

力，进而才能推行文化创新。像美国经过

无数文化创新，进行多次修增及至善其

国家宪法条文，结果在这创新文化下执

行宪法精神，美国才能成为今日世界唯

一超级强国。又如已故邓小平先生的文

化创新，推行改革开放新政策，方使中

国有今日的成就。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

先生，曾与政治先贤林清祥先生携手合

作，改变殖民地时代新加坡人的奴性文

化。建国后，李光耀先生也推动建立一

个刚强勇猛的新加坡，这在当时都是一

种文化之创新。当文化不断的创新，必

然能提升一个社会整体文明水平，这当

然包括人文科学、基础科学与科技的创

新。正如已故伟大哲学家韦伯及著名学

者摩尼汉等等先贤，他们都强调不论科

学、科技或企业的成功，其社会必须先

营造具备创新的优良文化，促进整体大

环境有利于提升人民的创新能力。正因

西方如此重视“文通识教育”并不断广

泛推动发展，进而主导其人民进入有史

以来的文明社会。

所以，若要从宏观角度来审核如何

提升创新能力，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所

言民主精神等普世价值是北美及北欧、

西欧国家之文化及科技等创新能力的核

心力量；只有在这样的民主自由大环境

里，才能通过创新实践发现人才，通过

创新活动培育出人民的创新能力，通过

创新研发交流平台，凝集到新人才为社

会服务。若比较朝鲜与韩国这两个国家

的生活文明程度，更轻而易举的印证了

营造自由民主之社会大环境，是培育该

社会人民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

创新与快速决策时代

从微观层面而言，世界已进入了“民

主时代”和“资讯时代”，二战后的婴儿

也逐渐退出管理层，整个管理环节已进

入“创新型及快速即时”决策的时代，任

何事件的决策不可能都有机会“三思而

后行”。现代管理人必须在不断创新，自

我淘汰中取得适当平衡，并做出明智及迅

速抉择与决策，才是生存之道。过去不做

就无错的保守时代已一去不回。

在八十年代，柯达公司没有执行“创

新与快速决策”观念，并误以为胶卷时

代气数未尽，而放缓发展自家的数码相

机及影像储存载体。不久后数码相机蔚

然成风，胶卷时代顿成历史。其时，柯

达公司已后悔莫及，想加入数码竞争也

为时已晚。近期日本Sharp集团，也遭遇

类似的命运，目前尚在大力进行改组公

司组织及调整经营方式。

企业创新者的人格特质

在今日全球化时代的经营环境里，企

业以追求增强竞争力而必须推行“创新	

及快速决策”知识经济体系观念。从许	

多美国成功企业中，我们发现其企业内	

部创新研发部的人员都具备以下特质：

u 被挑选的人员，都必须是拥有独立思

考能力的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常具

备有反叛式的思考模式，即是不按照既

定规则办事，有时不按照常理出牌，反

应灵敏，行动迅速。

u 有勇气打破传统的管理守则，敢于挑战

官僚系统的僵化。

u 研发人员都要求推行高度自治的管理

模式，避免创意想法，被官僚主义阻制。

u 企业创新者总是在寻找改变，因应改

变，并视改变为一种机会而加入利用。

过去依靠天资聪明，甚至灵感的发

明方式已经不足应用于今日「创新型」

知识经济社会。现在的所谓发明，已变成	

“研究”或“研发”，后者是一种系统化

而且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它是经过精心

策划与组织，并期待所投资的目标及可

能获得的成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我的

好友，研发了一种液体能涂在布料上，产

生防火的功能，但这不很经济，不适用

于一般民生需要，故我劝他将该液加入

漆中，能有相同功能，也许应用性较广，

如防水漏水泥一样。不过因其研发过程

费用太高及想一次大赚一笔的生意经，

结果订价过高，无法推动产品。其实许

多专利注册的创新档案中，只有绝少数

最终能成为创新产品而出现于市场中。

大多数创新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最后

只依然留在创新历史中。

结论：

“创新型”知识经济体系概念的兴

起，可能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

由于“创新型”知识经济体系能成功地

大幅提高物质、能源的应用及生产力之

提升，这将大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工作、休闲及学习时间的分配。不论是现

代还是未来，科学家必须对人口过剩、资

源枯竭、环境污染、新病毒传染等等提出

新的解决方案。从人类过去至今的种种

创新文明，如艺术、宗教、政治制度、文

化创新、科学与科技等等，都标示了社

会政治文化的创新演进，必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并加速科学与科技的创新，因

此我们有信心人类必能解决生存困境。

总之，不论基于何种动机，如金钱、

权力、好奇、或追求名誉与被认同的成

就感，成功的创新者都会不断尝试去创

造价值和做出贡献，也许创新者血液中

本就有热诚于改造人类生活的基因。因

此，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动物，就是

在于人有“创新能力”也。

作者为怡和轩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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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将“话语”
还民间

要不是李显龙总理在报上的巨幅访问，

相信许多国人都没察觉到，原来讲华

语运动来到今天，已进入了第35个年头。

按照总理的宣示，新加坡年轻人当中，目

前只有百分之五说方言，而1987年学校保留

一科“母语”，统一以英语教学以来，整个社

会现都“维持了双语能力”，说明华语运动是

成功的。因此，运动仍有继续推展的价值，不

能放弃。

是的，华人讲华语，本来就合情合理。然

而当我们看到，为使华人讲华语，国家须以最

高政治层次推行，劳师动众，资源的调拨也漫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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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无终期，效果却不彰（越来越多华人

家庭说英语），我们是否应把脚步暂停

一下，作一适时的检讨？甚且，老百姓

该说什么话的“话语”权，也须逐步交

还民间？让我们抽丝剥茧，细说从头。

新加坡华人，早就讲华语

审察事物的发展，我们无法抽离历

史。首先，世界上产生“华语”，那是因

为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迫切需要一

种统一为全民所用、能表达现代思维、

代表共和国新型政体的“国语”，这么

来的。新加坡华人办学，1917年南洋女

中，接着华侨中学等等，也立即采用了

这种华人共通语来教学。当然，早年从

中国南来老师们的“华语”，都是南腔

北调的。笔者是到了1961年念中二时，

才遇上第一位由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华文老师，没有北京腔，但华语标准。

从1917到1979（首届讲华语运动）

的62年之间，进过学堂（包括英校）的

新加坡华人，大都会讲华语，也乐用华

语。否则，中华总商会无法在1993年基

本上消除方言帮制度，以华语议事。南

洋大学关闭之前，华语也曾是大学生沟

通的语言。不只中文系，商学院经济系

的同学也讲，他们到中国做生意，华语

绰绰有馀。在自然发展之下，新加坡华

人讲华语是顺理成章的事。

语言的变迁与政策

或曰，眼下新加坡不少华人，包括

以前受华文教育者，都不愿意跟孩子

们说华语！事实的确如此。表面上看，

这是国人“怕输”心理，都要让孩子接

受强势语文，不落人后。但要是没有政

府的“政策”，家长是不会有此“对策”

的。因此应受检讨的是政策，或政策

的推动方式。

国家要发展，自然须要订定语文政

策。语文的一体化、标准化、精致化，

这些考虑也都没错。但你有没有发现，

这三十多年来当局的语文政策，基本

上是此消彼长，华语淘汰方言，英语一

枝独秀的局面。

上层意志的阴影

由于工作关系，与华语运动长期接

触，发现它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华语

和方言之间的拉锯攻防从未间断。有

段时候，“方言回潮”之声甚嚣尘上，讲

华语是守着顽固的堡垒，报章漫画中的	

“方言军”跃马横枪前来攻打。

今年，总理登高一呼，强调方言仍

然不能“放宽”，紧接着主流媒体上就

有若干“民众”，张旗打鼓，鸣锣开道，

高呼政策的英明。“讲华语”而已嘛，有

必要这样子吗？一项运动每年官式高调

推行，与民间越离越远。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保卫建设，

主题正确，但长城是绵绵千载的各个朝

代修建的，把长城的存在都归功于秦始

皇的坚持，民间就会出现孟姜女把它哭

倒的反动。同样的，如果“讲华语”成为

上层的意志，而一些政界精英用汉语拼

音讲华语又讲得力不从心，坊间的揶揄

是必然的。

民怨一发不可收拾。有时候，问题

明明是因为华人家里硬巴巴地说英语

而起，但某些人竟然把孩子不会说方

言、祖父母无法跟孙儿沟通的罪名，都

算到政府头上！所以，讲华语应跟上层

意志趁早脱钩。

语言出自内心

新加坡华文台用华语广播，是符合

专业原则的。电台电视是公众广播媒

体，覆盖全民，必需用一种划一的、精

准的普通用语来传送。关键只在，一直

以来靠“禁播”解决问题的上层意志，

忽略了退出广播后的方言，到底应该

怎么处理。目前的新加坡社会，的确已

经来到一个多元化的阶段了，民间在方

言广播（或团体内部的窄播）上，是不

是应有较大的“话语权”。

费解的是，就在总理说方言不宜放

宽之际，坐拥丰厚资源雄踞一方的电视

台，却用半咸不淡的“方言”，加上土腔

英语和零碎的华语，矫揉造作地做了个

所谓解释政策的节目。不知花了纳税人

多少钱，也不知几个阿公阿嬷会看这样

的节目，是否看懂。

垄断式的思维，在新加坡盘踞太久

了。既然要用方言解释优惠政策，为什

么不让民间自己做就好？福建会馆用

福建话、海南会馆用海南话去告诉会

员，那不是很理想吗？语言是从内心说

出来的，大家心悦诚服，自然就会达到

讲华语运动的目的。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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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老舍《小坡的生日》看

多元种族图景
及对华人问题的关切
老舍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著名作家，也

是中国当代有数的著名作家之一。老

舍也因为他的创作，他的作品而屹立在中国的

文坛上，而且其影响历久不衰。老舍常被人们

提起，总是被人们赞誉着。

老舍除了在中国一向具有盛名，在海外，老

舍也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作家。

最近几个月，我在新加坡的书店要找一本老

舍的作品——《小坡的生日》，新加坡的好几家

书店都找不到，其中一家书店的负责人说：“前

些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

丛书第一辑有《小坡的生日》，都卖完了，已经

再订了，不久应该会到……”

不久前到香港开会时，也到那里两家有连

锁的大书店上网查看，一家属下有16间书店的

回复是没有存货，另一家也是在查看了以后

说没有这本书。

这多少应该可以间接以及直接证明了像

老舍这样资深作家，这样著名作家的作品现

在海外，要寻找已经是有点困难了，当然间接

也可以说明老舍的作品，老舍的著作还是有

市场，还是受欢迎的，接受的。

南洋最早出版的作品之一

更值得提起的是，我们这里的文史家在

撰写文学史时，都把林参天《浓烟》作为新加

坡华文文学最早的单行本。据知《浓烟》是

在1934年在上海出版。现在我们再翻开老舍	

《小坡的生日》也是在1934年在上海生活书

店出版。因此，《小坡的生日》与《浓烟》都

╱	文		:  骆   明

新加坡旧时的桥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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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南洋热带背景的最早出版作品

之一了。

新加坡文艺协会与国家图书馆在

2003年联合编撰并出版一册《南来作家

研究资料》，老舍也是196名南来作家之

一，原因是老舍曾经在1929年到新加坡

来，在华侨中学教了半年的书，同时也

在新加坡写了《小坡的生日》的大半部

分。就因为这样，老舍就被收入《南来

作家研究资料》了。

老舍在新加坡之前曾在英国伦敦

大学亚非学院教了五年的书，在1929年

来到新加坡。

老舍为什么会到新加坡呢？新加

坡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殖民地，一个社

会风气以及商业经济条件未尽发达的

时候。

根据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	

日〉》的文章中说：“离开欧洲，两件事

决定了我的去处：第一：钱只够到新加

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

鉴于当时老舍的经济情况：“我就

坐了三等舱到新加坡下船。”至于为什

么一定要到南洋呢？因为老舍“想找写

小说的资料，像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

资料。”而康拉德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

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

老舍“我也想写这种的小说，以	

‘中国人为主角’”。为什么呢？老舍

的看法是：华侨华人是刻苦耐劳的，诚

恳、勤俭，也是不怕危险，肯冒险的，能

坚持到底的一种民族。在老舍看来，华

侨华人就有这样的一种特色、习性，因

此：“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	

“南洋的开发者没有中国人行么？”、	

“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

环境，怎样活着。”证之今日的南洋社

会，老舍这种看法，这种结论是有根据

的，是正确的。

老舍在要写作时是有思想及心理

准备的，同样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	

日〉》中他认为第一，“得在城市中研

究经济的情形。第二，到内地去观察老

华侨的生活，并探听他们的历史。第

三，得学会广东话、福建话与马来话。”

东方各族儿童和睦相处

这是现实与实际的，而且也是负责

任的，更是正确的。

“这至少需花费几年的功夫呀！”

而“我恰巧花费不起这么多的功夫。”

因此。“我只能在中学里去教书，而教

书就把我拴在了一个地方，时间与金钱

都不允许我到处去观察。”

于是老舍“只能在中学里去教	

书”，就因此，老舍在1929年到华侨中

学教书，他也寄宿在华侨中学中，前后

有半年之久。

“在新加坡，我是没工夫去看成人

的活动，可是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各

种各色的小孩，是有意思的，可以随时

见到的。”“下课后，立在门口，我可以

看到一两个中国的或者马来的小儿在

林边或路旁玩耍。”

在这情况下，老舍写了《小坡的生

日》。

《小坡的生日》前半部大部是描写

小孩，后半部是梦境，但也有些南洋的

事情，这是用幻想与写实结合在一处，

这是老舍“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

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

思想。”

这种“思想”是什么？“是联合世界

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

老舍的具有这种思想，应该是他在

新加坡住了半年，始终没见过一回白人

的小孩与东方的小孩在一块玩耍。二

三十年代，新加坡是殖民地，是英国人

统治的地方。白人有一种高高在上，养

尊处优，有一种优越感，瞧不起有色种

族，因此不屑与他们一起玩耍，那是常

有的事儿。因此，老舍决心在《小坡的

生日》中，有意，也有决心“把东方小孩

全拉到一处去玩，将来也许在同一战

线上去争战。”

在此书中有中国小孩，如小坡、仙坡

兄妹俩等，还有个印度小孩，马来小妞，

而就是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虽

然，书中也通过这些小孩写出他们所属

民族的缺点，但主要是写他们的团结、

友爱、互助、亲如一家的融洽、和睦的

感情。他们一起在花园里玩坐火车，到

狼山去打倒糟老头和大老虎。尽管有争

吵、打架，但在共同利益上是一致的。

新加坡民族融合的愿景

老舍“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始终没

见过一回白人的小孩与东方的小孩在

一块玩耍。”而“此书中有中国小孩、马

来小孩、印度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

的小孩。”除了“印度看门的”、“马来

巡警”，也有中国的“庶务”与“经营生

意”的；因此，很明显地可以见出，在老

舍的心目中，在老舍的眼中，在老舍的

思想中，在他的潜意识中，在1929年的

那样的一个年代，一位南来只有半年，

在这里居住、生活、工作了这样一段时

间，在老舍的思想里，在老舍所要表达

的意识中，他已经很早，已经早已在他

的思想中，在他的观念中，在他的思想

净化中，他对新加坡的种族的构成，新

加坡的种族的融合，新加坡种族的组

成，已经有一个很清晰、很明显、很基

本、很正确的轮廓，有一个新加坡人组

成的缩影，新加坡未来各民族组合的

一个远景，一个愿景。

在《小坡的生日》的第三章《新年》

中，老舍写道：“新加坡的人们，不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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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是各式各样的。”以肤色说吧，就有

红黄黑白的不同。至于新年的时候，这	

“各式人等”也在过年；所以“显着分

外的热闹。”“到了新年，大家唱着过

年，好像天下是一家了……”还有在第

五章《还在花园里》写道：“……有的

唱马来歌，有的唱印度歌，有的唱中国

歌，有的唱广东歌，有的不会唱扯着嗓

子嚷嚷……”

1965年新加坡在宣布独立自主，

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时候，在新加坡

的宪法中，就很清楚、很明白，很庄严

地写着：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

种语文”和“多元宗教”的国家，而种

族是平等的，不因肤色，不因语言而有

所差异。

新加坡的“信约”上写着：“我们

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

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

社会。”

在1929年前的老舍在撰写《小坡的

生日》的多元种族的思想、见解，就预

示了这种看法，这种思想，这种观念，

这种希望。

在近乎30年后，新加坡的多元种

族组成的国家，在老舍《小坡的生日》

中，就有了这样的揭示，这种的标明。

新加坡建国到今天已经将近五十年

了，我们到今天还是秉承着建国时立下

的誓词，我们的信仰，因此也形成了，决

定了新加坡的各种族和睦相处，融合在

一块的美好图景。

老舍当年有意或无意之间的这种主

张，这种见解，是理想抑或是一种希望，

不管怎样，在这殖民地成为一个独立国

家以后，就得到了实现，得到了印证。

与热带有关的描写

中国南来作家中对新加坡以及热带

有过描写的、比较值得提，也有具体的

例子的也不少，如许杰《椰子与榴莲》、	

艾芜《海岛上》、陈残云的《热带惊涛

录》、马宁的《胶风椰雨》、岳野《风

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谭云山	

《海畔》、丘士珍《峇峇与娘惹》、谢白

寒《头家哲学》和《新加坡河畔》等等。

这里面应该是以老舍《小坡的生

日》为最早具有南洋色彩，尤其是有新

加坡社会为背景的，《小坡的生日》应

该可以算在最早最先的了。

《小坡的生日》因为是童话小说，

分有许多章节，虽然没有太多的整个

部分的描述新加坡当时的情景，但是

在字里行间，在遣词用字，在选词与用

句里，都可以清楚而显明地见到“新加

坡”与“吉隆坡”、“柔佛”等地名，也

写了新加坡具体的地点，地名等，诸如“

小坡”“大坡”“大马路”“二马路”“植

物园”等，也用“椰树”“红毛丹”“香

蕉”“槟榔”，也有“冰吉凌”、“小摩多”

的不同的用词。

《小坡的生日》中最值得玩味，最

能引人有不同思路的应该就是书名《小

坡的生日》了。

在《小坡的生日》中一开始就写

道：“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出

生的，所以叫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

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他这个名

字，虽没有哥哥的那么大方好听，可是

一样有来历，不应有什么疑问。”

在新加坡这个地图上，有一条新加

坡河从中横过，河的西边叫“大坡”，河

的东边就是“小坡”。

这是以事实做为依据，做为根据

的，就是到今天人们仍是“大坡”“小

坡”的叫着，而实在所标明的名字反而

比较少人提起，用上。

在新加坡，一般人对进入市区，大

都说“落坡”“下坡”，而“落坡”“下

坡”要么是到“小坡”，要么是到“大

坡”。而且，根据新加坡外来的居住时

间来看，一般上先是在“大坡”的，“小

坡”是较后才发展开来的，因此，以“小

坡”是弟弟，“大坡”是兄长的说法是确

实的、对的、正确的。

老舍也在《小坡的生日》中南洋这

热带情调带给人们美丽的想象与憧憬。

“屋外的虫声，村中吹来的湿而微

甜的晚风，边路上印度人的歌声，妇

女们木板鞋的清响，都使人觉得应到

外边的草地上去，卧看星天，永远一动

不动。”

“小坡过年的时候，天气还是很

热，花儿还是美丽的开着，蜻蜓、蝴蝶

还是妖俏的飞着。”

“你们要是送给他礼物，顶好是找

个小罐儿装点雪，假如你住的地方有

雪，给他看看，他没有看见过。”

从这里不难看出老舍想表达，要描

述的是这热带的情调，这里的环境、气

候、生物以及这里一般上不能见到雪自

然降落的现象。

《小坡的生日》虽然是童话小说，

但是它是以新加坡的地理人文为背景

的一部童话小说，因此除了富有想象

力，具有童话的幻想之外，也有许多现

实的，实在的现实背景。

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

《小坡的生日》的后半部都是梦

境，但是，他也对“南洋的事情为小小

的讽刺。”

“讽刺”什么呢？其中的重点是对

新旧教育制度的讽刺。

例如书中曾写道有个糟老头，为人

师表却不学无术，只专会用大烟袋敲

一群小孩的头。

还有，就是大老虎，这一群小孩变

成猫和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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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在《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

生》中写道：“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

确实表达了一些他的向往。他向往一个

没有种族歧视的世界，向往一个清晰而

美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向往一个普遍

受教育的文明社会……”

“作家的向往来源于他自己的生

活经历，他的清贫的童年，他的早年的

教学生涯，他的海外见闻使他对帝国主

义的民族压迫深恶痛绝，使他对弱小民

族深表同情。”

“老舍借助孩子的嘴写下了自己的

理想，这是一种近于孩子一样纯洁的

理想。难怪他要以半童话的方式来表

达这个理念。”

《小坡的生日》在老舍的创作上应

该是有与之前写作上有相当大的不同，

有很大的转变。

舒乙在《小坡的生日》？中就有很

深刻的表露。

他认为，他归纳《小坡的生日》有

以下的几个特点：是个儿童读物；以新

加坡为背景；通篇是精烁的白话文。

他也认为：“人们不难在这童话里

看到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

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	

日〉》对于《小坡的生日》这本书“最使

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

《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话的

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白话，几乎是儿

童的话，描写一切了。”

“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

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

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

能写出很好的文章。”

还有，在《小坡的生日》里，几乎

全是儿童的话，儿童的口气，儿童的

语言。

从文字应用的角度上看，《小坡的

生日》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老舍

的文字风格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因此，可以清楚的看出，在此之前，

老舍的作品中偶尔还夹杂了一点文言，

由《二马》开始，老舍立志完全用白话

文，《小坡的生日》则更近了一步，不只

用简单的话，用儿童们的用话来描写一

切，用最通俗的常用词，使得行文更通

俗、浅白、易懂。

老舍是“久想看看南洋”，虽然“

钱只够到新加坡的”，因此，他到新加

坡来，在华侨中学“教几点钟国文”，

前后待了6个月之久。就因为老舍是早

就有心，早就存心“看看南洋”，因此很

显然地除了“上半天完全消费在上课与

改卷子上，下半天太热，非四点以后不

能作什么，我只能在晚饭后写一点。”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写于1929年

底到1930年上半年写成。

在新加坡写了四万字，后两万字则

完成于上海郑振铎家。

很显然的一件事是老舍在新加坡

写《小坡的生日》前曾写了大约四万字

的《大概如此》的一部小说，到了新加

坡，“我决定抛弃了它。”为什么呢？因

为那是“爱情小说”。

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

老舍说，“一到了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

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

“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

的小人们的，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

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

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

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

作家观察十分敏锐

从这里看来，老舍虽然只是教“几

个钟头的国文”，但作为一名教师，作

为一名关心时事人生的作家，他对于

一些问题的观察还是敏锐的、用心的。

“南洋的建设者若没有中国人行

吗？”

老舍所说的“中国人”就是五十年

代的代海外华人所说的“华侨、华人”

了。

以老舍的观察，“中国人能忍受

最大的苦难。”“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

痛。”“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

耐而不惜力气”。因此“南洋所以为南

洋，显然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成绩。”

海外的华侨华人“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

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

只凭那口气与那天赋的聪明，若能再有

点好运，他便能在几年间成个财主。”

因为老舍的关心“南洋”，也是关怀

华侨华人在海外的谋生与发展，他才会

有那样从现实的观察中去理解海外华

人的生活，海外华人的奋斗，海外华人

的努力不懈，那绝不是一般人所说所

持的观点：“只知道在南洋容易挣钱，

而华侨都是胖胖的财主”，而“另一些

人以为华侨是些在国内无法生存而到

国外碰运气的，一伸手也许摸着一个

金矿，马上便成了百万之富。”

在20-30年代，那个离开今天80多

年前的时代，老舍就有这种眼光，这种

思维，这种见解，那绝不是可以信口开

河，随意说说的，那应该说那是老舍在

来之前以及在新加坡期间，对新加坡以

及新加坡附近的国家以及对人们的关心

与用心，所达致的观点与结论。

应该说，当年老舍的观点、思想，

到今天还是有用的，有生命力的，有价

值的。

作者为资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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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沙漠”
             到艺术之都
如今，漫步新加坡，常常可以跟艺术品相

遇。尤其是沿新加坡河的商务中心地

带，更是随处可见国际名家的雕塑作品争奇斗

艳。根据新加坡公共艺术网站的不完全登记，

在新加坡大街小巷上伫立着的各种公共雕塑，

从1846年始至2013年大概共有140多件。最早的

一件城市雕塑应该是以纪念碑形式出现的1846

年J·T·Thomason	的Dalhousie	Memorial。而创

作于1883年的莱佛士全身像，则一直傲立于新

加坡河口，俯瞰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人。而

体现华族文化的1927年的“虎标万金油花园”

一直保留至今，如今已经连同虎豹别墅一起成

为国家文物局保护的文化遗产。走在各大银行

建筑间，稍稍停留下脚步，简直立刻就能直面

新加坡的奢华。短短一条银行街就陈列着超

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雕塑，以夸张的肥胖造

型闻名的哥伦比亚艺术家费尔南多·博特的

胖鸟,	不远处更有“公共艺术大师”之称的英

国艺术家马克·奎安一件7吨重10米多高的雕

塑作品“星球”相伴。	限于空间的限制，这几

╱	文		:  薛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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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名家之作密集分布在新加坡河直径

两公里范围之内，不禁让人惊叹新加坡

奢华的艺术消费能力。

我国艺术多元化的雏形

除了艺术消费的蓬勃，新加坡自身的

艺术发展又是怎样的景象呢？某种程度

上而言，新加坡艺术也许可以追溯到19

世纪早期西方殖民宗主国艺术家的生物

物种或者热带环境写生描画时期。那时

候的艺术家大都是来自殖民国的游客、

或者殖民政府官员、学者。其绘画的主

要目的是记录新加坡地区的热带自然面

貌和社会场景，以便进行政治的决策，所

以那时期的作品多为热带水果、植物、海

洋生物等殖民国未见物种，以及少量的

殖民建筑和殖民社会生活场景，艺术形

式多为写生素描、油画以及少量水彩。

随着晚清的衰败以及南洋殖民政

府对劳工的大量需求，自晚清到民国

初期，移民来南洋的华人越来越多，形

成了一波巨大的移民潮。而这波大移民

潮也自然地带来了中国的艺术文化，跟

本地艺术、殖民艺术和其他移民的艺术

一起共存，开始逐步形成今天新加坡多

元艺术形态的雏形	。

早期的中国华人移民带来的艺术

形式以中国传统水墨画和书法为主，此

传统一脉由海派吴昌硕再传弟子，王个

簃弟子范昌乾在南洋延续，同时期的移

民画家施香沱、陈文希、陈宗瑞等人与

范昌乾众志汇流，为在南洋传承中国水

墨并开创更多可能性终生孜孜而求。

华人移民不仅带来传统水墨，也带

来西方油画的画风和技巧。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不仅有去法国留学的徐悲鸿

等过境新加坡留下许多宝贵作品以及

艺术雅聚之佳话，还有林学大、刘抗、

陈文希以及陈宗瑞等人在本地开创西

方美学教育。

日据之后，新加坡的现代艺术开始

萌芽。五十年代开始基本形成了“南洋

风”和“南洋画派”。“南洋画派”坚持并

发展现实主义画法，以本土写生和本土

视角为主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而对

以往的移民视角和移出国艺术进行反思

和一定程度的剥离。这也体现了大致的

移民本土化和积极融入甚至成为本地

艺术创建者的主人翁的过程。

6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开始逐渐影

响亚洲，新加坡文艺界也开始受其影

响，一部分文学家、艺术家开始关注现

代主义的潮流、趋势，并开始接触、思

考现代主义。70年代，现代主义作品开

始出现，包括诗歌、小说等。而美术领

域，现代主义的萌芽开始挑战以往的现

实主义主流，但新加坡的当代艺术迟至

1984年拉萨尔艺术学院创建才算正式

开始。第一代的新加坡当代艺术家如唐

大雾、李文、王良吟等人开始了筚路蓝缕

的开拓。而当时当代艺术家面临的困难

是整个社会对当代艺术都不了解，也不

支持。教育体系刚刚创建，师资并非雄

厚，没有创作资金，没有画廊，也没有

赞助者，私人藏家和展览场所都稀缺。

即便如此，凭着对当代艺术的坚持和热

诚，这批艺术家们依然逐步自发建立了

艺术家村、古楼画室、雕塑协会等非盈

利性的艺术组织和机构，大力呼吁、推

动当代艺术向前发展。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里，整个社会

忙于经济的发展，朝世界一流国家迈

进，无暇顾及艺术文化之发展。这也导

致了几年前台湾著名文人李敖发表了一

番“新加坡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当时，

李敖的言论在新加坡引起轩然大波。

社会各界对此掀起了大讨论：有赞同李

敖，对新加坡文化状态表达不满的声

音；也有不满李敖说法，认为他没有认

真考察新加坡对传统文化保存之功。

艺术之都路漫漫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软实力的

提出，新加坡政府在专注发展了30年的

工业经济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城市发展

策略，渐渐意识到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

辉煌，最终是由艺术文化来将之保留。

因此，从20世纪末期开始，政府开始

思考城市转型的问题，思考如何更好

地发展狮城的艺术文化，洗刷“文化沙

漠”之恶名。2000年，以文化带动资本

创建“亚洲门户”的城市发展核心策略

由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向社

会公开发布。在这份《文艺复兴城市报

告：文艺复兴新加坡的文化与艺术》中，

政府计划在五年内增拨五千万新币投资

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促使新加坡由工业

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最终发展为如伦

敦、纽约一般的艺术之都与国际文化资

本城市。此计划共分三个阶段，2005年

以及2008年分别发布了第二以及第三

阶段的计划。2008年更是宣布政府到

2015年，将继续投入1.15亿，以保证第

三期的艺术文化发展计划的顺利推行。

在此计划带动下，新加坡艺术领域

的生态环境开始发生改变。一大批文

化艺术场馆得到建设。例如2002年，成

立了泰勒版画研究院；2006年，新加坡

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同年，由新加坡

艺术理事会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主办

的新加坡双年展诞生；2010年新加坡自

由港开放；2011年第一届艺术登陆新加

坡成功举办；2012年吉门营房当代艺

术区建成。

	这，无不意味着政府开始尝试以大

规模的艺术活动建构一个新的系统，重

点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扩大观众群、培

养艺术人才，以及提升本地艺术及艺术

家的国际地位。

在此计划的稳定推进下，进入21世

纪，新加坡的当代艺术发展势头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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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忙着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展览

和驻留项目，根据相关部门的报告，至

文艺复兴城市计划第二阶段，新加坡

已经每天都有80多场艺术相关的活动，

全年更达到了29,000场的艺术活动。国

内外艺术界都感受到一种艺术文化繁

盛的气象。然而，另一边，我们也依然

能感受到、接触到来自艺术界以外的

人们的困惑——作品多了，国际展览多

了，大型艺术活动多了，但看不懂的也

多了。人们甚至对艺术领域的一些活动

感到不适，甚至觉得被冒犯。屡屡看不

懂作品，让观众产生挫折感，更有人在

网络上宣称“我不喜欢艺术，不需要艺

术，我只对饮食感兴趣”。	

政府策划下的艺术文化的密集发展

带来了快速的艺术全球化，也为本地尚

在襁褓中的当代艺术带来各种冲击。一

些大型国际艺术活动的引进，稍有拔苗

助长之嫌，使得活动引进和推进忽略了

本地社群的消化能力；而政府统一管制

的资金赞助也毫无疑问带来审查艺术可

能的结果：艺术发展话语反而愈趋单

一，艺术家被迫在形式上求新，而在内

在的深层表达上则失去了更多的可能

性。全球化的艺术引进也带来了强烈

的与本土艺术文化的冲击，使得幼嫩尚

不具有太大容量的本土艺术文化融合

外在文化因素时显得相当乏力，甚至有

被融合而失去主体性声音的风险。在

政府决策层面以及实施层面，由于缺

少具有经验的文化创意产业运营专才，

而使得整个国家的艺术软件建设远远

落后于场馆建设，甚至造成一些项目面

临失败的可能。

“文艺复兴城市”计划从2000-

2015年是个15年的计划，明年，该计划

就将结束，届时，新加坡会不会再研究

出另一份具有延续性的计划报告书，

来进一步发展艺术，还是就此停止？而

2014年8月宣布官委议员名单中艺术领

域没有一位代表，也让人不禁对新加坡

接下来的艺术文化发展的道路产生一

丝担忧。

14年的耕耘，新加坡艺术文化“小

荷才露尖尖角”。通往艺术之都的旅途

尚路漫漫，这座曾被视为“文化沙漠”

的经济繁华的岛国还有耐心在艺术文

化上继续上下求索吗？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费尔南多•博特的《The Giant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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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逆境中发扬光大
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明显改变始于1960

年的拉曼达立报告书（以当时教育部

长的名字命名）。这份报告书在1961年转化成

为教育法令，与1957年的教育法令相互呼应。

所谓1957年的教育法令是从1956年的拉萨

教育报告书（独立前自治邦的第二号人物）演化

而来的。这份报告书是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

在1955年普选前（即正月份）接见董教总的代

表（主要成员是林连玉）时所做出的承诺，即

联盟一旦胜出将重新检讨教育政策。当联盟

大捷后（角逐52席，胜了51席）（此独立前的普

选是在6月份举行），就出现了拉萨教育报告书	

（林苍祐也是委员之一）。它的特点是允许和

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津贴。在当时（国家

独立前）只有三间华中接受津贴，它们是槟城

的钟灵中学、森美兰的振华中学及柔佛的昔加

末华侨中学（后来它们被称为国民型中学）。

也因为钟灵是第一间接受津贴和改制的中学，

在1956年爆发学潮，也因之产生深远的影响，

导致1957年发生全国性的华校学潮。

两份报告书冲击华教

这份拉萨教育报告书之所以被民间接受是

因为政府取消了“最终目标”。

所谓“最终目标”的字眼如下：“本邦教育

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

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

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

之过急，必须逐步实行”。

当“最终目标”被删除的当儿，也留下来对

董事会/学监会的改组。

在法令下（1957年教育法令）接受津贴或

改制中学的董事会由15人组成：官方代表3人、

赞助人3人、信理员3人、校友3人及家长3人。

设有主席（由社会贤达担任）、秘书（校长为

当然的秘书）及财政三要职，余者皆为董事。

（传统的华校董事会由赞助人组成，可

按需求设立各职；校长并非当然秘书/总务。

这类的传统的董事会也在后来形成独中的董

事会，与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学监会结构有	

别。）

在1959年时，雪州董联会经过多次交涉后，

通过接纳修正的章程，主要达成官委董事由董

事会推荐而由教育局委任（参见1959年8月8日

《星洲日报》新闻报导）。与此同时，标准型

的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也出炉（较后也适用

于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当时的华小已经接受

政府的津贴。因此董事会按教育法令组成。

正是因为1957年的教育法令已为接受津

贴的华文中小学定型，也就直到今日马来西亚

的所有国民型华小及国民型中学都援引这条

法令组成董事会。严格上来说，当学校改制

后，董事会的主权已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是

模糊的。

最明显的当拉曼达立报告书在1961年成

为教育法令后，政府就硬性规定：所有的华文

小学一律改成国民型华文小学；董事会也跟

着改组；所有的小学必须在1962年之后兴建

本身的校舍，不能再依附在乡团或社团内。

华小改制保持完整性

这类的华小在1962年时共有1020间，学

生人数有348,171人（西马半岛）。到了2009

年，全国（包括东马）的华文小学共有1292间	

（目前已增至1294间），学生人数则有627,	699

人。由此可见，华小生从1962年到2009年的	

╱	文		:  谢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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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间，已增加了27万余名（参阅教总

出版《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

集》2009年）。

由于得到华社的支持；尤其是在70

年代中期之后许多英文小学转成了国民

小学（马来小学）之后，许多的华裔子女

纷纷将孩子送进华小受教育，他们相信

华小可以给子女提供三语教育，对孩子

的未来有利无弊。

根据记录显示，马来西亚小学生共

有300余万名，其中华小生60余万名，占

总数的20%，而这20%（扣除1.5%是友族

学生）相等于90%以上的华裔已将子女

送进华小。

直到今天为止，华小仍保留其华

校特征，也成为华文教育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马来西亚的

华小有40%是“发育不全”的。根据政

府提供的数字显示，有537间华小学生

少过150名；这之中有357间的华小人数

是少过100名（参阅教总，华小资料集，

第97页）。这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华小

有其灿烂的一面，也有其晦暗的一面。

但整体来说，因为华小的存在，且已纳

入国家教育主流（即允许用华语为媒介

语），也就使到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年青

华裔在80年代后懂得掌握华语华文。

既然华小在不变质下进行改制，也

就确保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有了生

源，成为“华中”生存的坚强后盾。

华校被切成两块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再探讨华文中

学在60年代被切断成两块的事实，一块

是国民型中学；另一块是独立中学。它

的因由是这样的：

在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下，马来西

亚的华文中学只能分成两种，一种是接

受津贴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另一种是不

接受津贴，保持独立中学的地位。

当年的教总主席林连玉号召全马

华人一致反对改制华文中学，疾呼华社

自力更生，不要接受津贴（他的这一席

话在南洋大学演讲时显得慷慨激昂）。

因而不久之后他就被褫夺公民权和取

消教师证。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虽然有此运动，但还是有55间的华

文中学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只剩

下16间华文中学保持不改制。这之中以

宽柔中学率先不改制，继后北马的韩江

中学也起而响应。

以当时共有71间华文中学来看，只

有不到30%的华中走独立路线，另70%

接受改制。

在改制下国民型中学被保留华文

一科，其余改用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

书。同样的董事会也跟着被改组，与小

学董事会一样。

可是在改制后的中学发现超龄生

未能进入国民型中学继续受教育，因

而各校董事会在校内开办“下午班”，

以容纳超龄生。后来人数渐多，也就申

请把“下午班”转成“私立中学”，即意

与国民型中学有差别。及后在教育行政

较松动下，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也就探

出头来，形成一个风气。在西马方面，许

多国民型中学的下午班也转成“独立中

学”，因此变成今天的中学使用相同的

名字，但有两种类型的学校。比如钟灵

中学、槟华中学、日新中学、尊孔中学、

育才中学等等，都是有国民型与独立中

学之分。前后算来，有37间之多。

在东马的砂拉越，原有18间华文中

学，但有12间接受改制，剩下6间不改

制。继后，在1962年至1968年间，又再多

8间独中，加起来有14间独中，国民型中

学则有10间。

至于沙巴，则有8所国中及9所独

中。

这样一来，在西马有37间独中；在

东马有23间独中，合起来是60间。由于

法令规定，独中也就从国中分出来，另

建校舍。

独中在逆境中发展

虽然在80年代柔佛的宽柔在古来

增加一间分校，但归属一个体系，也就

被当成一间独中。基于条件的特殊，宽

柔当下共有学生超过一万名，是全马最

大的独中。刻下宽中又争取在位于巴西

古当的达成建设第二分校，一旦落成，

宽柔将缔造历史纪录（成为傲视全马

的三合一的独立中学），它必将成为最

多学生的独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以马来西亚的环境来看，除了宽柔

有特殊条件外，尚没有一间独中得以

成立分校，可见独中有其局限性，也有

其困难所在。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70年代，

吡叻的9间独中一度陷入困境。在董

总及独中工委会力挽狂澜下才勉强支

撑不致关门大吉；继后在逆境中遂看

到复兴的曙光。然而独中的辛酸泪也

只有参与其中的人方能体会其酸甜	

苦辣。

虽然在今天，我们看到全马的独中

学生有跃进的喜悦，但也不是所有的独

中都能分享学生增加的成果。

根据董总统计，在2005年，独中的

学生人数有53000名，如今已增至76000

名，增长了40%以上。这一方面说明了独

中已被家长重视而成为热门的选择，但

东马的砂拉越收生并不理想，而且有些

独中的学生人数仍维持在300名之数，

未有突破，算是“惨淡经营”。北马虽有

进步，但不像南马及中马的拥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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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中生的增加部分因素是一些家长

对教育大蓝图中的国民型中学的未来的

动向有不明显或不同的看法，也就选择

将子女送进独中。

就在独中尚未全面摆脱困境之际，

在2013年关丹华社在吉隆坡中华独中

的支持下，在关丹申请到“独中”的准

证，可是却引发争议，有人说是私立国

中，不是独中。董总也不认可，不同意其

学生参加统考。

这间在2014年开学而将在明年迈向

第二年的新中学，正为其学校定位与学

在今天，国民型中学的学生企于13

万名之谱，几乎是独中的两倍。因为热

门国民型中学学额有限，全部国民型

中学每年大体上只能收25000名的新生

入学，以致造成不少学生不得其门而	

入。

虽然在过去，国民型中学曾被华教

人士看成不是华校，但近年来华社也

开始关注国民型真的变质的可能（目前

已有20%的校长不谙华文），并提出解

除危机的方案。这是因为华人相信国

民型中学应被圈定为华校，值得捍卫、

被视为华文教育体系的延伸，且算是在

中国以外最完整的华教系统，但前路也

诸多挑战，问题也不少。因为独中的毕

业生出路广，前往中台及西方式的大学

留学的大有人在；也就未把三间院校当

成首选。换句话说，这三间高等院校仍

不是独中生的最爱，反而成了国民型中

学及国中生深造的平台。

虽然马来西亚的华校受到各方的

冲击，被分类或被改制成不同类型，但

它们大多数依然挺拔力争上游。它的

可贵之处在于提供所有学生都有机会

宽柔中学

生前途而烦恼。结果有人建议让关中纳

入“独中”体系；有人建议修改批文内

容，也有人建议召开全马独中来探讨关

中的定位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华教对关中的分歧已益发明显。

国民型中学的隐忧

另一方面，与独中体系有别的是国

民型中学，从1962年的55间到后来增

至78间，这之中钟灵在80年代在北海多

了一间国民型；而在威南也有一间在筹

备中的威南日新国民型中学。森美兰振

华中学也在2004年有了分校。

坚持与发扬，不能让国民型中学在无声

无息中被变质。

如果说每年从华小毕业的学生有十

万名，但只有25000名进入国民型中学；

另近万名进入独中，剩下的65000名的	

华小毕业生又去了哪里呢？他们多数被

分派进入国民中学，或有少数辍学。这

意味着，华文教育的流程并未顺序地把

华小生全部送入“华文中学”（或国民型

或独中）就读。

即使马来西亚有了三间具有华教背

景的大专院校（南方、新纪元及韩江），

接受母语教育，华社也给予不遗余力

的支持。例如重建、扩建或迁校都出钱

出力。正因为这样，尽管华校经过52年

（1962-2014）的洗礼和冲击，我们还是

看到华校遍地开花，滋润及丰富了我们

的华人的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至少在

目前看来是如此。

作者为资深时事评论家

宽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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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华校
           永恒的景观
今年7月13日至20日，华校校友会联合

会在华侨中学举办了2014年华校校

史展。这次的主题是：“消失的华校：国家永

远的资产”，华侨中学是协办单位。展会同时

也举办了两场座谈会，一场是老校友回顾已消

失的华校，另一场是转型后的华校——特选

学校校长展望未来。

2008年11月，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在华侨中

学举办了新马24所华校校史展，轰动一时，今年

是第二次展出。明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各行

各业都将举行回顾和庆祝活动。我们也提前向

曾经为我国华校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前辈

们道一声：谢谢！

3000多人次参观，场面动人

本次展览得到了社会人士的鼎力支持，其

中六所中学和初级学院：华侨中学、南洋女中、

中正中学（总校）、德明政府中学、立化中学和

南洋初级学院的校长、老师和学生，贡献良多。

本地知名茶馆“茶渊”每天为展场里的圆缘园

茶座，提供清热、消暑、解毒的名茶。还有很

多为展会出力的机构和朋友，我们铭感于心。

为期八天的展览，非常成功，吸引了3000

多人次参观。其中有学者王赓武教授、詹道存

教授、许冠林教授、刘太格博士、郭振羽教授

等。很多老华校生相聚展场，借此机会叙旧、激

励。还有很多老师领着学生，家长带着子女，孙

女带着祖父母，顶着大热的太阳，爬上华岗，前

来观赏，令人感动的场景，一幕幕展现。

这个展览会可以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平台，让有着相同经历的华校生从四方

八面汇集这里，缅怀过去艰辛但美好的日子。

赵慕媛女士看了展览，感动流泪。此情此景不

一而足。

不仅华校生，也有英校生前来参观。据	

《联合早报》报道：陪太太前来参观展览的沈

文吉(56岁)虽是英校生，但他对展会的许多旧

照片端详得很仔细。他说：“我一个哥哥是华

校生，当日因为教学媒介语改变，升上大学后无

法适应环境而辍学，后来还是凭着勤恳努力在

社会上立足。对于当年华校生在以英语为主流

的大环境中面对的挣扎，我相当同情，所以也

想了解这段历史。这个展览很有意义，接下来

应该让它在本地学府巡回展出，让年轻人多了

解这段历史。”

筹委会动员了50多名大学生和中学生，采

访母校已消失的众多老华校生，这些“口述历

史”，配上珍贵老照片，出版成书《消失的华

校：国家永远的资产》。这本书洛阳纸贵，开

幕当天就卖出500本，我们立刻决定加印2000

本。据说有人搭德士到华中看展览，司机请这

位乘客下车代购这本书，他在车里等候，拿到

书才驾车离去。八天的活动，《消失的华校：国

家永远的资产》一共卖出接近3000本。

政务部长沈颖肯定传统华校的贡献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女

士是开幕主宾。她在开幕礼上说：“传统华校

普遍重视人才的培育，也致力于道德价值的传

承。华校的文化特色，为新加坡早年多元化教

育体系增添风采，也为我国人民留下了许多宝

贵的精神资产。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教育体

系也经历了整合与发展。虽然已有不少的传统

华校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们对于新加坡教育

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肯定和怀念。许多传统华

校所重视的德育，已经通过新的方式在教育体

系中得到传承。”裕群学校校友陈立发先生作

为母校已消失的校友代表，在开幕礼上致辞。

╱	文		:   潘国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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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萱博士主持的第一场座谈会	

“回顾已消失的华校”在开幕礼后举

行。主讲人为：王永炳博士、王新民先

生、区如柏女士、赖兴祥先生。座谈会

历时两小时，除了谈到新加坡早期华校

的面貌和发展阶段，也分享了他们本身

求学那段难忘的回忆。马来西亚培风中

学前任校长赖兴祥先生则在座谈会展示

了马来西亚华教的风景线，让与会者了

解长堤彼岸华校教育的发展。

华侨中学潘兆荣校长、中正中学总

校彭俊豪校长、德明政府中学符传丰校

长和南洋小学钟蔚芬校长在19日举行的

第二场座谈会上，分享对特选学校使命

与发展的看法。他们指出，每所特选学

校都有它的特质。特选学校有传承中

华文化与价值观的使	命，在新世纪也

得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中正中学总校校长彭俊豪先生认

为，校训、校歌与一所学校的校风息息

相关，承载丰富的内容与价值观。中正

也通过书法、茶道等活动让学生修身

养性。南洋小学校长钟蔚芬女士指出，

小学是孩童扎根的阶段，学校应该在语

言与文化价值观方面给学生奠定基础。

她举例说，为了培养学生懂得感恩，校

方安排学生在毕业离校前为家人与校

工敬上“感恩茶”。	

有与会者询问主讲者，特选学校是

否会帮助其他华校背景的邻里学校提

升素质。德明政府中学校长符传丰博士

对此作出回应时解释，每所学校都有它

的特色，学校要相互学习才能进步。一

名华侨中学校友关注特选学校与社会

流动力的课题。他询问华侨中学校长，

特选学校是否会令家境贫寒的学生却

步。潘兆荣博士指出，政府有财务辅助

计划与助学金协助低收入家庭学生。华

中也同华社自助理事会合作，提高低收

入家庭对学校的认识。

华裔馆将续办展览

这次展会获得母校已消失的校友踊

跃参与，我们收集到了超过1000多份文

物，包括旧照片、毕业证书、奖状、成绩

册、特刊、校徽等等。这些物品有七成

是捐赠，其余是借出。这捐赠的700多件

展品该如何处置，以便继续发挥作用，

成了筹委会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和

华裔馆主席徐冠林教授联系后，获得他

迅速的支持。20日他受邀出席展览会的

闭幕礼，宣布华裔馆有意继续展出这些

物品。他说，这些华校文物是新加坡珍

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新加坡历史重要的

一环。华裔馆的宗旨是传承华族文化遗

产，有义务支持这类展览，恪尽保存与

推广华校遗产的职守。

徐教授说，华裔馆拟在两三个月内

续办消失的华校展览会，但基于空间

有限，会挑选出部分具代表性的实物展

出。许多展品，则考虑以电子化复制，并

制作成视频供访客欣赏。

我们举办这个展览会，是希望母校

已经消失的华校生，对那段历史无须

痛心疾首，也无须牢骚满腹，只以心平

气和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长河的走势。历

史是不以人的意志来转移，历史也没有

假如。这些已消失的华校，它们曾为新

加坡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创造了新加

坡今天的繁荣昌盛，这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这些华校已经消失了，但它作为曾

经的文教景观，将载入史册、永远留在

我们心里。

作者为“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 
华校”筹委会主席，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会长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女士为展会开幕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女士为展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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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感
数月来，“建国一代”这几个字频频在传

媒出现,	因为政府出台“建国一代”

配套，要使老有所养有所安，要减轻老人家的

医药负担，提供更多福利。属于建国一代的我

们曾参与国家建设，把国家从第三世界发展

进入第一世界。到底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从哪

里来？我认为，这是从学校的教育，从老师的

谆谆善诱得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群

建国一代。

二战之后，我们的先辈有感于教育的重

要，在岛国的东南西北各地纷纷创办学校。他

们把店屋、亚答屋、仓库、戏台甚至庙宇旁的

空地，搭建成学堂。殖民地政府当然不会建

立华校，但我们的先辈在胼手胝足为三餐奔

波之余，仍不忘子弟的教育。各行各业的华人

集资办学，有商贾，有农民，有医院职工，甚

至有舞女，大家无私奉献，不谋私利，只为了

让后辈有机会读书知理，学习做人做事，长大

后可以到社会谋生，进而传承民族文化。虽

然当时的学校设备简陋，缺水缺电。但以量来

说，这个蕞尔小岛在1950年就有349所中小学

华校，真是不可思议！

后来，华人社会还倡议创办华文大学，获

得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热烈响应，积极支持。不

仅殷商踊跃捐献，劳动阶层也慷慨解囊，一瞬

间就筹得巨款。南洋大学在1955年诞生了，成

为华人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

《2014年华校校史》展
╱	文		:    冯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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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是新马华文教育最蓬勃

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华校培养了无以

数计的人才，投身于建国的行列中，勤

勤恳恳，任劳任怨，开拓事业，把血汗

浇洒在新马的土地上。到七十年代末，

时局变化，西风狂雨猛袭，乡村拆迁，城

市重建。华校一间间如骨牌似地轰然倒

下，一间间或关或并。爱护华教，曾积极

推广华教，以及深得华教培育的许许多

多人，不能没有痛苦。但大家既不能力

挽狂澜，只好眼睁睁看着华校消失，百

般无奈，内心怅然。

历史不能遗忘。唯一可做的就是，

趁当年的华文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者的

记忆犹存，把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载入

史册，成为建国史上的一页。

我们衷心感激华校校友联合会。

他们在2008年举办《新马24所华校校

史展》，让我们看到这些学校创办的

艰辛，同时也让我们缅怀先辈，感恩他

们。今年，他们再接再厉，动用不少财力

物力人力，费时费神也费心，举办《2014

年华校校史展》，以《消失的华校》为

主题。他们收集超过1000千多份珍贵

文物，包括毕业证书、奖状、照片、成

绩册、校刊和校徽等；他们也动员50多

名大学生和中学生，采访不少母校已消

失的校友，当中有学者、企业家、媒体

人和教师等，把众多的记忆和怀念化成

铅字，编写成250多页的特刊。这是一项

浩大的文化工程，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工作。诚如特刊所说：消失的华校，

是国家永远的资产。这本厚重的刊物，

是奉献给新加坡建国50年的最珍贵礼

物，在新加坡的教育史上，我们必须让

这光辉的篇章谱写下来。筹委会各位

朋友，你们辛苦了！

那天我出席《转型后的华校展望未

来》讲座，聆听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德

明政府中学和南洋小学四位校长的演

讲，非常欣慰，也有很多感触。记得在

1979年，政府实行全国教育统一制度，

学校的教学媒介一律用英文，只有一科

母语，但程度要求较低，称为第二语文，

居于英文科之下。教育部保留9间有历史

悠久的华文中学和15间华文小学，允许

这些学校学生修读英文和华文第一语

文，双语并重。

这样的骤变，确实使许多人招架不

住，尤其是没有英语背景的华校生。语

文学习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华校生

和英校生参加同一考试，是多么不平

等的事。那时，不仅使许多爱护华校的

家长痛苦不堪，更使华校教师和学生束

手无策，不知怎样应变？

当时我在华中初级学院任教，看到

很多有潜能的学生，英文一科不及格，

即使其他科目考得不错，也被拒于大

学门外。那时，华中校友在我面前责骂

杜辉生校长忘本，说他企图改变华中的

校风。因为他要学生多学英文，多讲英

语。来自德明政府中学的学生也埋怨，

说林乃燕校长要学生抓紧哪怕一分钟

也要去读英文，连休息时间也通过广

播要学生听英文。作为华文老师的我，

竟然告诉学生暂时把华文放下，读多英

文。因为英文差，无法读好其他科目，更

无法和英校学生在会考中一较高低。考

试制度本来就是人比人，互相竞争的。

我们恨铁不成钢，学生怎会理解？他们

以为我们是悖离常理的另类。

记得有一次，我和杜辉生校长站在

华中钟楼前，彼此倾诉内心的苦衷。杜

校长很积极，信心满满地说：“人杰地

灵，这片山岗土地一定可以培养优秀

人才，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吧！”我们彼

此激励，在转型时期配合政策，但不忘

本，不丢弃自己的根。

当时二十多间特选中小学的校长，

在面对逆境时，不畏艰难，与时俱进，

努力经营他们的学校。他们痛定思痛，

费尽心思，想尽办法提高学生的英文

水平。他们坚守信念，惨淡经营，任重

道远。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蛹化成

蝶，需要痛苦的煎熬和挣扎。挣扎的过

程唯有当事者知道。

到了90年代，许多曾被家长嗤之以

鼻的转型中小学，成绩表现超前，摇身

一变，成为首选学校。于是，有人眼红

了，在报章呼吁停止特选学校，说这些

学校的学生都是华族，没和其他种族

接触，会造成沙文主义，到社会上不能

与多元种族融洽相处。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幸亏，事实证明，特选学校

没有对异族同胞歧视，他们反而鼓励

学生具备广阔的世界观，努力做个世界

好公民。

在展会上，遇到一名自称是末代华

校生的黄老师。他说来看展览为了缅

怀过去，也为了疗伤。我说，历史没有

如果。华校的发展与消失已成事实，没

有归路。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得

失。”明白得与失，我们的心就舒畅多

了。校舍不见，校名消失，“华校”这个

名词也将走入历史，不被人引用。若干

年后，甚至不为人所知。但我们这一代

绝不会忘记先贤办学的热诚，学校的

培育，老师的教诲。期盼转型后的特选

学校校长，肩负重任，努力保留先辈的

精神，把尊师重道，礼义廉耻，忠孝仁

爱，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好学力行，己

立立人，己达达人等优良价值观，以不

同的方式传承下去。

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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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闻人陈武烈 
在中国的事迹
在新加坡，接待孙中山

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出身新

加坡名门望族，曾祖父陈笃生（1798-1850）、	

祖父陈金钟（1829-1892）都是新加坡华人社会

的领袖和慈善家，也是英国殖民地政府敬重的

华社代表。陈武烈最为人知的一件事是接待

过孙中山最后一次的来访。事缘1911年10月中

国武昌起义和反满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从美国

经英国回中国途中，于12月25日停留新加坡一

个晚上，住在陈武烈的新厦“金钟别墅”(Bell	

Mansion)。可见陈武烈和即将担任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关系密切。

陈武烈无疑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新

加坡华人社会领袖之一。他继承了家族留下的

财产和社会资本，成为福建帮领导机构——天

福宫的大董事，也参与效忠于英国的海峡英籍

华人公会，并成为英华公会的首届理事。值得

注意的是，陈武烈同时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

卷入中国政治和革命运动之中。1913年7月中

国国民党新加坡交通部正式职员选举，林文

庆被选为部长，陈武烈和林义顺为副部长。而

在同盟会时期的核心领导人张永福为名誉部

长，陈楚楠则为评议长。可见当时陈武烈的地

位相当崇高。

在中国，领导侨务，实业救国

陈武烈晚年活跃于中国，也在中国逝世。

但有关陈武烈在中国的活动，过去少人关注，

本文意在补充陈武烈在中国的事迹。

陈武烈第一次到中国，是在民国成立后不

久。1912年9月陈武烈和时任华侨联合会副会

长的陈楚楠，在中国进行实业考察和投资，他

们参观了上海华新布厂。陈武烈等人对于该厂

制成品极为赞赏，认为品质比外货有过之而

无不及，他们还讨论筹集巨款，以便开发茶、

丝、豆、矿等农工业，并请蔡元培以访问德国

之便调查当地实业，以供国内扩张实业之准

备和参考。陈武烈与陈楚楠等还调查浙江、江

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各省交通和矿产

的情况以便安排试办开采工作。但他们最先落

实的是在上海组织中华第一织染工厂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和招股注册资本三十万。

此后，陈武烈回到南洋活动，大部份时间

在暹罗，一直到1931年他再度活跃于中国。	

1931年8月31日国民政府下令委任陈武烈为

侨务委员会委员。这是他获得的一项重要侨

务政治任务。1932年9月陈武烈回到中国，受

到各界瞩目。《申报》有一篇文章特别介绍陈

武烈的家族履历，也提到他这次回国的目的:		

“此次返国、盖欲观光祖国之新猷、及考察各

省之实业、并以访候前辈诸同志。”

陈武烈身为侨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9月

这趟回国，受到各方的热情接待，尤其是侨务

单位。1932年10月2日，上海华侨联合会举行盛

大欢迎会。各界名流来宾一百三十余人齐集。

欢迎会华侨联合会代表说明欢迎陈武烈的三

个理由：“一、陈武烈是海外侨胞中最大成功

者之一，现在衣锦还乡是一件荣耀与欢庆的

事；二、陈武烈是资本家兼革命家……陈武烈

不计成败、不顾利害、为拯救祖国，毅然参加

革命工作，革命之速度亦因之加快；三、陈武

烈尚不断的继续努力爱国。中国革命虽然告一

段落，但是国内民生痛苦未见减少，似有加增

之倾向。陈武烈认定中国政乱之原，由于民生

不能安定。要安定民生，又非从开发实业，增

加生产不可。中国矿产遍地，皆未开采，劳工

过剩不能利用。陈武烈此次归来，一方面调查

国内资源，以备开发，一方面调查国货，设法

推销于国外。”

╱	文		:    黄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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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的敬佩和期望。陈武烈致答谢词

时，难免谦虚几句，也透露自己对祖国

的感想，并坦率比较了他第一次归国和

这一次回国的不同感触：“民国元年，

我也曾回到祖国一次，当时先总理（笔

者注：孙中山）曾嘱我随游北平，适因

在上海有要事羁身，致未追随先总理

前去，至今引以为憾。满想二十年未回

祖国，这一番归来，应该受到较好的

印像，却不料事实与思想全非。廿年来

的中国，仍旧如许腐败，不禁无限的感

触。”虽然对中国的进展有所失望，但

他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他说	

“这次的回国、虽然接受不少的刺激，

可是从另一方面的观察，国内的民气着

实的蒸蒸日上。”除了看到民气的高涨

外，还对当时的执政领导充满信心，因

为有一批高居权位者是他的旧识，应该

是民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志士，他相信这

批领导人会追随孙中山的精神和遗志，

团结一致，应对国难。

正式的欢迎会后，陈武烈开始展开

他人生最后两年在中国的各项活动，包

括参访考察和出席会议等。他首先参观

了一国货工厂——康元制罐厂，对工厂的

完备规模和各项业务感到满意，并应允

将尽力向海外侨胞宣传，回国投资，以

助祖国发展。陈武烈也被多个团体组织

邀请或聘请担任职务，包括中国航空建

设协会要求他担任名誉理事。自从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

北，国内兴起自强救国运动，航空建设

便是其中一项。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的

成立，就是要推动航空事业的发展，协

会还派代表赴海外各洲与外国飞机厂

及侨胞联络，以谋协助建设中国航空

计划之策及所需的资金。回国后不久，

陈武烈也被聘请担任华联医院的名誉

董事长。华联医院是华侨联合会在淞

沪事变后见灾黎普遍，许多贫穷者无处

诊治而创办的慈善医院，提供施诊施药

的救济服务。

陈武烈在1933年5月底当选华侨联

合会主席，6月19日宣誓就任。这是陈

武烈回国后，在中国侨务政治事业的高

峰。陈武烈就职后，大力开展华侨联合

会的业务，首先成立三个新的委员会：

广招会员委员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和预

算收支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分别针对

会员的招募、向海外侨胞募集建筑新会

所所得的五十万元基金的保管，以及会

务预算工作拟定计划，以使会务工作更

有效力和更透明化，而且陈武烈还亲

自参与所有三个委员会的工作。但陈武

烈的改革工作受到一些委员的反对和阻

扰，以致他在一年后另起炉灶，发起组

织华侨协会，并获得南洋华侨四、五百

人之回应。新的华侨协会在上海展开

各项筹备工作，并将该会成立宗旨及组

织大纲呈报中央侨务委员会，1934年6

月获得侨委会批准。陈武烈有意辞去

华侨联合会主席一职，但不获批准。陈

武烈只好准备在当年10月华侨联合会

召开会员大会和改选职员时，以任期

届满为由，卸下主席一职。可惜会员大

会召开前他就不幸病逝。因此病逝时他

的职衔还是华侨联合会主席。		

病逝上海，长眠星洲

1934年10月3日陈武烈在上海病逝

时，并没有家属在中国。时在上海的张

永福和另一位党国元老冯自由，便负起

处理陈武烈丧务后事。由于陈武烈的官

方职务是侨务委员，因此党政高层纷纷

致意哀悼。陈武烈逝世次日上午中国国

民党正好召开例行中常会，当天通过的

七项决议，其中包括侨委会委员陈武烈

病故，交抚䘏委员会从优议䘏。行政院

汪精卫院长随即电唁其家属。

华侨联合会于10月6日为其已故会

长陈武烈举行追悼大会。讣告中提及陈

武烈的重要事迹和贡献，肯定他为华侨

参加同盟会之先进分子，对于孙中山的

革命工作及民国的经济援助具有勋劳。

而且他“追随先总理有年，自任华侨联

合会会长，从事于华侨之各项事业尤

具热心。性喜运动，尤精骑术，在香港

及加尔加达（Calcutta）迭获优奖。陈

氏在来华前、逗留暹罗有十年之久，与

该国之三任总统（笔者注：国王）均极

友善。来沪二年，交游甚广，不幸于上星

期三罹肾病逝世，华侨联合会及各友好

均为悼念。”

陈武烈遗体原本准备先送上海万

国殡仪馆火化后，再送回新加坡。但陈

氏家属自星洲来电要求，仍用棺木盛殓，

于1934年10月8日由邮船运回新加坡。在

新加坡、暹罗、中国跨域活动六十年的

陈武烈，最后长眠在新加坡武吉布朗墓

园(Bukit	Brown	Cemetery)。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陈武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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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的“风向标”

新华甲午人物五个人
新华甲午人物指的是1887年北洋海军成

军前,	至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的短

短八年期间，新华历史上的五位名人，都曾经

与北洋舰队有过某种形式上接触。他们个人的

际遇、行事乃至政治理念与立场的转变，似乎

是伴随着时代的节奏“起舞”，而不是个人意

愿所能左右。新华甲午人物可说是大时代的	

“风向标”。本文之作，就是想针对这段历史

时期的五位人物事迹，谈谈他们的心路历程。

这五个人就是：华社领袖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李清渊（Lee	Cheng	Yan	

1841-1911）、薛有礼（See	Ewe	Lay	1851-1906），	

他们都是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	俗称峇

峇）；报人叶季允（Yeh	Chi	-Yuen	1859-1921），	

执当年舆论界之牛耳；还有一位外交官，晚清

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Tso	Ping	Lung	1850-

1924）。

甲午前夕，北洋舰队曾经三次到访新加坡

（1887年11月,	1890年4月	及	1894年3月），引

起整个华族社会极大的震撼。海外华人对中国

的“崛起”，充满了中兴迷梦与幻想。北洋舰队

访新期间,左秉隆领事及本地峇峇殷商,对中国

都抱有很大期望。他们的奋兴程度,	从接待北

洋舰队时的举止言行中，表露无遗！	

左秉隆：“喜见王家神武恢”

左秉隆是第一位由北京直接派驻新加坡

的专业外交官。领事期间，左秉隆是处在一

种复杂的环境下。作为没落皇朝的外交官，左

秉隆面对的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海外代

表——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	

由于两者都是处理侨民问题，在职务上未免有

重复之处，争端在所难免。左秉隆护侨之力有

限，心情苦闷可想而知。我们从其诗作《勤勉

堂诗钞》中，不难看得出来。所谓“外侮频来

缘国弱”，“事无公理有强权”正是他领新期

间心情的写照。

因此，当1887年11月北洋舰队首次访问新

加坡时，左秉隆兴奋极了，他看到了祖国中兴

的曙光。在《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13）这首

《中国新购铁舰抵坡喜而赋此》七言律诗中，

这样写道：

喜见王家神武恢，新从海外接船回

龙旗如面握云日，鱼艇中心伏水雷

自古成功多用众，由耒豪举总轻财

圣朝自备防边策，分付鲸鲵莫妄精

左秉隆一生的事业多在海外，外官在中国

历史上是很少受重视的。更何况19世纪是大

英帝国登上最高峰时期，当年中国国势衰微，

所谓“弱国无外交”是也！左秉隆以弱国领事

官的身份，与强势的大英帝国的外交家较量，

为祖国的尊严与千百万海外侨民的福祉呕心泣

血，其工作与处境之艰辛，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13年后，1907年10月，当左秉隆第

二次回到新加坡任总领事时，时局已发生巨大

变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作为腐败满清王朝

的海外代表，领新后期的左秉隆在革命的大时

代里成了反面人物！	

陈金钟：有文事必有武备

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华族社会的最高领

导机构是天福宫。从1860年到1892年的30多

╱	文		:  柯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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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陈金钟领导整个新华社会，叱

咤风云。

陈金钟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他是土

生土长的新加坡峇峇，生死都在新加

坡。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因

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有出色

的表现。1864年他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

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简称J	.	P)。此外，亦代表日

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

事，并被泰王赐封“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

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	

“勋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这在

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

1887年11月，当北洋水师四艘巡洋

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陈金钟以新加

坡华人领袖的身份，设宴款待来访的

北洋舰队将领。席间，陈金钟“循西例

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陈金

钟因不懂说中文，所以用英语演讲。他

的演讲后来由《叻报》以文言文翻译出

来，摘录如下：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

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

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

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

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

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

遇诸君皆抱异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

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升平，

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也…。（见	

1887年11月19日《叻报》新闻〈漏述补

登〉的报导）。

陈金钟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

了早年峇峇的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双

重性格的特点。早年的峇峇因兼有东西

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

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们了解到：英帝国

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既得的利

益。因此仍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关

心社会安宁和稳定。另一方面，与其他

侨民一样，也渴望看到祖国的中兴，希

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

外华人的地位。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陈金钟

讲这番话的24年后，他的孙子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竟然是孙

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我们可以说,陈金

钟基本上是“亲清”，但孙子陈武烈是	

“反清”的。祖孙三代截然不同的政

治思想，与甲午战败有着不可割舍的

关系。

李清渊：振裕园行邸

李清渊是19世纪中叶新加坡华人

社会领袖，祖籍福建省永春县。1841年

出生在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家庭。1858

年来新加坡谋生，从事进出口贸易。李

清渊善于交际，与英国殖民地政府关

系密切。1889年至1910年担任华人参

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委员，	

历时21年；他也出任保良局（Po	Leung		

Kuk）委员、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

员，并获得太平局绅头衔。

李清渊家业丰富。1890年4月,北洋

舰队访问新加坡期间,李清渊将其著

名别墅，位于东陵的振裕园（Magenta	

Cottage）提供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居住。	

李清渊虽为峇峇，但他亦与满清政

府保持良好的关系。1890年和1906年向

满清政府捐官，获得同知与花翎二品顶

戴衔。然而，这批被英殖民地政府刻

意培育的族群，嗣后有所质变。1900年	

8月1日，一个不寻常的团体成立了——	

“海峡英籍侨生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他们提出“皇家

华人”的口号，企图全面倒向殖民地政

府。我们看到，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

北京时，这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

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协助英国镇

压义和团。1900年距1894年甲午战争

也不过短短六年，其变化之快速，令人	

唏嘘!

陈金钟 李清渊 薛有礼 叶季允 左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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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有礼与叶季允

薛有礼为《叻报》创办人。《叻报》

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日

报，从1881年12月到1932年3月，足足

维持了51年的悠长岁月。叶季允主《叻

报》笔政凡40年。薛有礼与叶季允是

主雇关系。

薛有礼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

（今福建省漳州市石榴东山村上营），	

其家族背景可不简单。他的祖父薛佛

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新加坡

福建帮的开山鼻祖；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经营船务生意，

长期往返新加坡与厦门之间，是一名殷

商。薛有礼的弟弟薛有福(See	Ewe	Hock	

1862-1884)	是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在

满清海军服务，1884年死于中法海战。

薛有礼的侄子薛中华（See	Teong	Wah	

1886-1940）于1920年代领导福建帮，为

著名华社领袖，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与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等职。

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又出身望

族，怎么会办起华文报来？因此，许多人

对薛有礼办报的动机颇多猜测，有人说

他为了名，也有人说是为了利。但根据陈

蒙鹤的研究，她以为薛有礼之创办《叻

报》，是出于爱国精神。

薛家在薛有礼的父亲这一世代时，

就与中国接触频繁。这种家庭背景，

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

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

迫切,	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

礼曾说：“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

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

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

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由此可见，薛有礼是以“觉世牖民”

为己任而创办《叻报》。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

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	

“文化使命感”的冲动,	是很难做到

的！

作为影响大众舆论的媒体工作者,

叶季允以儒者、社会导师的身份自居，

这可从多篇《叻报》社评中看出。和早

期文人一样，叶季允对于中国国难有着

深切的悲痛。他始终关注中国时局，对

满清政府的态度，在甲午战争前后有

明显的改变。甲午战争前夕，北洋舰队

访问新加坡期间，《叻报》发表社评，追

踪报导，凸显了海外华人对祖国中兴崛

起的期待。慈禧太后60大寿时，《叻报》

遥祝慈禧太后万寿无疆。

甲午海战败后16年，1911年后武

昌起义成功，《叻报》的版面发生了变

化。《叻报》纪年方式由原来的“大清

宣统三年”改为“岁在辛亥年”，之后再

改为黄帝纪年、阳历纪年和中华民国纪

年。这种转变，代表了《叻报》及海外华

人对民国新政府的期望。

结语

左秉隆从“护侨使臣”到“反面人

物”；陈金钟、李清渊及薛有礼这批峇

峇殷商之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从关注

中国时局，到其后继峇峇社会之全面倾

向殖民地政府；叶季允对满清政府立场

的改变，在在说明了个人在大历史格局

中的渺小。这一切诱因，当然是源自甲

午战争的失败。

海外华人的心路历程，可以从这五

个新华甲午人物的行事窥其蛛丝马迹。

从1894年到1911年的17年期间，从“亲

清”到“反清”，从“维新”到“革命”，

有其长期合理性。如果说，甲午战败宣

告第一次中国近代化的彻底破产，对中

国是耻辱的话；那么，甲午战败对海外

华人社会而言，却是集体政治意识的觉

醒与反思。这支寄托了中华大地亿万人

民期望，与千百万海外侨民骄傲的北洋

舰队，而且经过国家多年的辛勤经营，

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亦使康有为的维新运动，

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成了“革

命之母”。一度作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及

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园，在中国大历

史变革中之占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战

败之赐！

作者为本地历史学者

甲午战败亦使康有为的维新运动, 
 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成了“革
命之母”。一度作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及
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园，在中国大历史
变革中之占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战败
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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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恨、南洋情

1903年8月底，24岁的伍连德完成了在英

国的学习，在通过医学博士资格考试后，开始

了回马来亚家乡的航程。在同年10月7日踏上

阔别七年的故乡槟城之前，伍连德在新加坡

逗留了两、三周。就在这短短的十多天里，伍

连德做出了他人生旅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和

黄淑琼小姐订了婚。

还在英国安排归程时，伍连德联系到了海

峡殖民地女皇奖学金的首位华人得主、爱丁堡

大学医学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获得者，当时在

新加坡行医治病、事业有成的林文庆医生。林

文庆爽快地同意了这位同为女皇奖学金获得

者、新进医生短期借宿的请求。	

林文庆交游甚广、朋友众多，其中海内外

著名人物就有宋旺相、邱菽园、陈嘉庚、孙中

山等，还有一位叫黄乃裳。

黄乃裳乃福建闽清人氏，早年受洗入教，

成了基督徒。1895年，47岁的黄乃裳赴京参

加科举会试期间，参加了中国晚清历史上著

名的“公车上书”，赞同并接受了变法维新思

想。1897年光绪皇帝下诏书，实行变法。黄乃

裳逗留京师，多次上书陈政，与康有为、梁启

超、以及戊戌六君子，相与讨论维新变法之

事。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后，黄乃裳南下家

乡避祸。因欣赏林文庆，黄乃裳将受过良好的

中英文双语教育，曾历游英、美等国的长女黄

端琼许配给他为妻。

正是在林文庆家，年青的伍连德遇上了黄

端琼的胞妹黄淑琼。早年在家乡，伍连德见到

的都是土生土长的、鲜少受过教育的女孩，这

些年在英伦留学，接触到的通通又是洋姑娘。

这次碰见了一位既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又受

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华人女子，应该还是伍连

德平生第一次。面对黄淑琼这位亭亭玉立的

优秀少女，风华正茂的伍连德自然是“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

尽管伍连德是前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

选拔考试的第一名，新出炉的留英医学博士，但

是在向黄淑琼求婚的这件事上，伍连德却面临

着不小的挑战。当时在南洋，身世比较好的男

伍
连
德

╱	文		:  章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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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都会去唐山（中国）娶妻。在当年，女

子受教育的很少，像黄氏姐妹这样中西

合璧、家境良好、长相端庄的女子，裙下

不乏青年才俊的追求。

其中追求黄淑琼的一位，就是林

文庆的好友宋旺相。宋旺相，1887年因

选拔考试成绩突出，获得英女皇奖学

金资格，因为年龄太小，只能将名额让

给林文庆。他次年再度夺魁，是海峡殖

民地首位进剑桥大学读书的华人。他在

1893年获得法律学位后返回新加坡，当

时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著名律师了。

另一位追求黄淑琼的，则是名门之后	

（祖上是大名鼎鼎的陈笃生）、房地产

大亨陈伍烈。

一个是事业兴旺、声誉鹊起的律

师，一个是财力雄厚、前程无忧的大

亨，慧眼识英雄的黄淑琼小姐偏偏选

择了一个刚刚离开校园走向社会、前途

未卜的伍连德。

姻缘事也许是天注定，但是一个人

与另一个人的相互吸引，是否还有一些

内在的因素存在？只是局外人对这些

因素的存在也许并不了然，所以才有了

人事扑朔迷离的感觉。在伍黄订婚这

桩情事上，也许和一桩中国近代史上的

著名海战有关。

黄淑琼的父亲黄乃裳出生于一个

小乡村，得益于西方传教士在福建办教

育，由粗通文墨，到能够主理学校，再

主笔办报，精通英文。家中的几个弟弟

也因得到他的接济，才能够走出穷乡僻

壤，进入满清政府开办的马尾船政学堂

和北洋水师学堂学习。

黄淑琼的二叔黄乃英毕业于马尾

船政学堂，三叔黄乃模毕业于北洋水

师学堂。黄乃模毕业实习后，随同邓

世昌等人赴英国接收“致远”舰，出任	

“致远”舰舢板三副，后擢升为“致

远”舰枪炮二副。1894年（清光绪二十

年农历甲午）9月17日，在黄海大东沟中

日海战中，黄乃模与管带邓世昌及“致

远”舰全体官兵壮烈殉国。黄乃模时年

32岁，清朝政府钦赐恤银祭葬，赠武威	

将军。

伍连德出身寒门。他的母亲林彩繁

是槟榔屿林家的头胎长女，年仅13岁时

就出嫁给了25岁的金铺老板伍祺学。伍

连德有5个大叔叔，2个姑姑，和一个小

叔叔，小时候这8个孩子主要由身为长

女的彩繁照料。林家的几个男孩渐渐

长大后，正逢当年清廷按照英国的模

式大力发展海军，来南洋招收能讲英

语、会行走海上的水手。于是，大姐彩

繁给林家的老大老二双胞胎兄弟国祯

和国祥提供了路费，让他们前往福州参

加大清水师。

老二林国祥勤奋好学，被选拔入福

建马尾船政学堂，成为第一批学员。后

来升任管带（舰长），名列北洋水师一

代天骄。待国祯和国祥在军中站稳脚跟

后，他们相继把几个弟弟也接到福州，

一家兄弟6人一同在大清水师服役，蔚

为壮观。在甲午海战中，伍连德的三舅

林国裕被日军弹片击中，和邓世昌等人

一起成为壮烈殉国的北洋先烈。

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海军元气大

伤，马尾一期的林国祥，受清廷重新起

用，奉命前往英国监造订购“海天”、	

“海圻”两艘巡洋舰，一共在英国待三

年。伍连德在英国读书时，曾经去二舅

所在的造船厂探访。

当伍连德和黄淑琼相遇时，甲午

海战才发生9年，华侨青年殉国赴难的

故事在南洋妇孺皆知。当年伍连德才	

15岁，三舅殉国的消息传到槟城时，母

亲那悲痛欲绝的神情还历历在目。两个

家族中都有亲人同赴海战、出生入死，

伍连德和黄淑琼应该会因此而增多一

份互相珍惜、互敬互爱的情愫。

是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千的	

“南洋机工”将他们年轻的生命留给

了滇缅公路，同样的，在120年前发生

的甲午海战，也有无数南洋华人子弟将

他们最后的一滴热血，抛洒在滔滔无

边的黄海里。

伍连德和黄淑琼结合的背后，浓缩

了一段南洋与华夏的甲午恨、生死情。

奔华夏、立功勋

伍连德医生出生于马来亚，殁于马

来亚，却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

旧中国。在伍连德医生人生横跨青、壮

和中年的30年里，从清王朝末年，经民

国初创，再到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吞中

国、中国人民全面开始8年抗战的1937

年，这是一段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风雨

如磐的岁月，却也记载了伍连德医生一

生中事业的辉煌，与他服务社会大众、

献身民族大义的光荣业绩。	

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

德医生，返回海峡殖民地，于1905年初

在槟城挂牌行医，年中7月与黄淑琼女

士在新加坡结婚。1907年结婚两载、年

方廿八的伍连德，接受清政府的聘请，

只身北上天津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帮办（副校长）一职。一年后，携妻带

子，举家北迁。

在1910年尾东北鼠疫横行肆虐之

时，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清政府的全

权总医官，率领东三省的防疫人员，领

导中俄日等国的防疫专家，在不到4个

月的时间内，有效阻止了一场百年不遇

的烈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拯救了千

万人的生命，同时也将其个人事业推到

了顶峰，成为举世公认的鼠疫斗士，受

到各国医学界的褒扬。	在1911年4月

于沈阳召开的世界鼠疫大会上，伍连

德作为中国首席代表，被推举为大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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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当前，伍连德医生推辞了清廷

对他出掌国家卫生系统总管一职的任

命，回到哈尔滨，建立了全名为北满鼠

疫防疫局哈尔滨防疫事务总处的东北

防疫总处。1913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欲亲授伍连德医生为国家卫生署署长

这一当时国家卫生系统最高的领导职

务，被伍连德医生婉言谢绝。他在东北

防疫总处处长任上，一直做到1931年该

处解散为止。

在此期间，除了于1920年底至1921

年春，主持东北第二次鼠疫防疫，成

功地将鼠疫大流行控制在北满地区之

外，伍连德医生还在1919年夏天及1926

年夏天，先后两次主持哈尔滨霍乱防疫

工作。前一次防疫工作，在伍连德医生

的领导下，东北防疫总处下属医院创造

了霍乱病人死亡率大大低于同地区苏、

日医院的纪录。后一次防疫工作，经美

国医学杂志与同期发生霍乱疫情的印

度、苏联相比，东北防疫总处下属医院

被评为当时最佳的防治霍乱医疗机构。	

1927年，北伐胜利，南京民国政府

成立。中央政府急召伍连德医生南下，

礼聘他出任国家医学主管一职。蒋介

石在南京接见了伍连德医生，任命他为

军医司司长，并透露了中央政府打算在

不久的将来在军医司基础上设立国家

卫生部的计划。回到哈尔滨的伍连德

医生，最后还是以北满的工作更符合

自己个人兴趣为由，辞退了南京政府军

医司司长一职的任命。

作为医学家的伍连德医生，历来对

当官出仕不感兴趣。他似乎十分信奉明

哲保身的华人古训，其实这是他为人处

世洁身自爱的原则。作为一个诚实的科

学家，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医学

科研和传染病防疫事业上。

然而，这并不妨碍伍连德医生对国

家和社会大众利益的关爱。1930年7月

1日，伍连德医生欣然接受中国政府的

任命，出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一职。

这看似有悖伍连德一贯行事风格的举

措，原来却暗合了伍连德医生20多年

前、自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一刻起就萌生

的一个心愿。

中国的现代国境卫生检疫始于1873

年。起初由海关及当地政府合作，在

上海和厦门建立了海港卫生检疫所，并

制定了国境卫生检疫条例。之后，在宁

波、营口、天津、汉口也相继建立了小型

检疫站。当1907年伍连德首次从上海港

入境时，他首先对口岸没有任何检疫措

施的状况大感吃惊，再就是对检疫人员

皆为外国人、检疫站所实际上为洋人所

控制的事实，印象深刻。

东三省鼠疫防疫的成功，奠定了伍

连德医生的医学权威的地位。借东北

防疫总处建立之良机，伍连德在中俄

边境建立了国境卫生检疫站，并承担

了营口和安东口岸的卫生检疫业务。然

而，在行政上口岸的检疫权仍旧隶属海

关。和当时中国的其它口岸一样，旧中

国的海关都还掌握在西方列强的手里。

在国际及全国的医学学术会议上，

伍连德屡次呼吁成立全国性国境检疫

机构。此前的北洋民国政府政局飘摇，

自顾不暇，当然对此建议毫无兴趣。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设立了卫生部，

此议方被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来。经各方协商，决定由中国政府独立

设置海港检疫机构，国民政府遂批复，

由伍连德主持负责收回检疫主权的各

项具体事宜。	

1930年7月1日，直属南京民国政府

卫生部管辖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

上海成立，开始统一管理全国检疫的

行政工作和业务操作。伍连德医生，这

位三次谢绝部长级官职的中国卫生检

疫的首倡者，不计个人名利，欣然同意

出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一职，并兼任

上海检疫所所长，亲手把关。

从洋人手里收回国境检疫权，是在

伍连德医生心中翻腾了20多年的梦想，

如今梦想一朝得以实现，伍连德矢志

把好关，将自己负责的全国海港检疫

管理处建立成世界一流的国境卫生检

疫机构。

伍连德医生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

人之一及创会秘书，他主编出版了中、

英文双语期刊《中华医学杂志》（后来

才分为单独中英版本发行）。该杂志从

诞生的1915年起一直办到今天，成为中

国医学界最重要的刊物。伍连德医生

历任中华医学会第二、三任会长，在中

国主持创办了20多所医院或医学院校。

他与人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一

书，于1932年出版，并多次再版，成为

最早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

英文著作。

尽管平生建树颇多，伍连德医生在

回味生平自己最为得意的作为时，总以

两件事为例，一是东北三省抗鼠疫的成

功，二是建立国家国境卫生检疫体系。	

1931年，上海检疫所运转走上正

轨，海港检疫处按预定计划，开始陆续

收回各地口岸的卫生检疫所。这年秋

天，伍连德回到东北，一面对东北防疫

总处进行年度巡视，一面同时参加正

式接收安东和营口卫生检疫站的仪式。

1931年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后，

东三省陷入一片动荡。伍连德医生原以

为靠着自己在东北20年的声望，自己的

东北之行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没有想到

的是，偏偏在为奖励伍连德医生当年消

灭鼠疫有功，而授予他终身免费乘车荣

誉的、由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线上，

闻名于世的鼠疫专家伍连德医生被日

军在长春逮捕了。几经周折，经英国驻

沈阳领事的斡旋，在日本人的监狱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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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两天审讯、蹲了两夜黑牢的伍连德

终于脱离了日本宪兵的魔掌。

1932年初，日本军攻占锦州、哈尔

滨，东北全境沦陷。伍连德明白，他再

也不能回到日本军队占领下的东北，

继续从事和主持积聚了他20年心血的

防疫事业了。无奈之下，东北防疫总处

只好宣布解散。20年心血毁于一旦，对

于把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伍连德医生

来说是相当惨痛的。然而大敌当前，国

家山河次第沦陷，伍连德医生只能收

拾好自己的心情，继续经营中国南方尚

存的防疫工作，常住上海，专心致力于

国境卫生检疫系统的建立。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1932年1月28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驻守在苏州

河北岸闸北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不宣而

战，十九路军在上海及全国人民的支持

下，奋起抵抗。战事一起，处于军事战斗

前线的吴淞检疫站即刻毁于战火。检疫

处的工作无法进行，伍连德医生干脆组

织检疫处的工作人员，组成医疗队，投

入战地救护。

淞沪抗战刚结束，港口检疫的工作

还没有来得及恢复，1932年夏天，一场

霍乱大流行开始从上海向全中国蔓延

开来。结果，在全国24个省中，23个出

现霍乱病例；在366个大城市中，有312

个中疫。在全国记录的9万5千个霍乱病

例中，死亡3万1千人。其实，如果没有日

本军队蓄意挑起的淞沪战事，在由伍连

德医生坐镇、业务走上正轨的海港检疫

处和上海检疫所的正常监控下，这场霍

乱大暴发也许并不会发生，更不会如此

来势凶猛。

霍乱源流的起因是这样的：1932年

5月，停泊在上海周边的一艘法国邮轮

的水手中，首先发现了霍乱病例。在当

时上海市150万居民中，至少有30万人

没有自来水供应，苏州河沿岸的居民用

河水洗衣煮饭、甚至饮用，习以为常。

如此，霍乱病菌很快在苏州河沿岸流

行，进而四处蔓延，扩大感染范围。如

果港口卫生检疫系统没有遭受战火的摧

毁而致瘫痪，这场大霍乱极有可能被堵

在国门之外。

而今，这一场抵御霍乱侵袭的战斗

使命又落在了伍连德医生的肩上。当

刻之下，他以中央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

所长的身份，坐镇大霍乱的感染源散

发地上海，运筹帷幄，在上海市政府及

卫生部的大力支持下，有效出击，取得

了又一场漂亮的大规模防疫战的胜利。

单单在大上海，前后5个月里，一个超过

300万人口的霍乱暴发地，霍乱病例只

有4296起，列全国大城市病例倒数第

一，而且霍乱病人的死亡率也是全国最	

低。

逢乱世，空遗恨

正当伍连德医生全力以赴想把海港

检疫处的事业往前推进的时候，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响起了枪声，七七事变爆

发，日军开始践踏中国大片国土。

伍连德医生与黄淑琼女士结婚后，

一共生育了3个儿子，其中只有长子长庚

长大成人。1937年在国外获得医学博士

学位的长庚，学成后加入北京协和医学

院服务。同年，长庚结了婚、成了家。看

到这段婚姻唯一幸存的儿子成家立业，

伍连德和黄淑琼自是感到无比欣慰。可

是，刚参加完儿子婚礼不久，一贯病弱

体衰的黄淑琼就因病在北平去世了，

终年53岁。

华北战火连天，痛失亲人的伍连德

仓促南下。8月13日，中日再次在上海恶

战。攻下淞沪的日军，进而占领南京，

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了屠城的暴

行。待伍连德医生重返上海，那刚刚建

成投入使用不久的吴淞检疫医院已经在

炮火中化为一片废墟，在一旁的检疫处

长官邸也一并毁于战火。

从塘沽到厦门，各地检疫所的业务

被迫全面停顿；所有设施不是毁于战

火，就是落入敌手。随着国民政府西迁

重庆，上海的海港检疫处几乎不存在

了，中央防止霍乱事务所也不存在了。继

东北防疫总处被迫解散之后，伍连德医

生这几年的心血之作，又一次彻底地毁

于日本帝国军队之手。

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还能经受战

乱的颠沛流离，随民国政府去重庆吗？

手持英国海外护照的他，尽管拥有日

本大学荣誉学位，也是日本人以外第

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士，但他不屑留下

给日本帝国做事。最后，伍连德决定带

自己在东北时组建的第二个家，举家返

回马来亚。

当时，他还怀抱着一个愿望，希望

这场战争能够很快结束；他相信一旦西

方列强介入，日本人就会从中国撤军。

但是，时局的发展，很快让伍连德医生

心里的这个良好期望化为一个不切实

际的奢想。

珍珠港事件以后，日军铁蹄长驱南

下侵犯马来半岛，守驻英军不堪一击，

日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南洋。携带

一家老小东躲西藏的伍连德医生，在

战火稍事平息后的1942年2月，回到退

身隐居的怡保，却发现家里的房子已经

被战火摧毁。这无疑给老人又平添了一

份毁家之恨。

就这样，在偏僻的怡保，伍连德医

生以行医而避世，小心度日，有惊无险

地度过了日军统治的黑暗年代。此后

他一直以开设私人诊所维持生计，直

到1960年，伍连德在家乡槟榔屿逝世，

享年82岁。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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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风椰雨 话侨批

“下南洋”催生侨批业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地理大发现”以来，

出现了“大航海”时代，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有

别于陆地迁徙的跨洋越海大移民现象。直至	

19世纪，这一海洋移民达到了高峰。

18世纪末，欧洲人从开发南美洲转向大规

模开发东南亚（或称“南洋”），并伴随着英国

工业革命，生产的大量工业产品需要外销。与

此同时，中国自清朝乾隆以后人口剧增，需要

找出路。于是，在此世界潮流的冲击下，清廷开

放“海禁”，准许人民出国。尤其在鸦片战争之

后，清廷允许西方各国在华自由招工、自由从事

契约劳工的招募活动，中国东南沿海民众由此

大规模移民南洋。这种“下南洋”的移民潮，有

别于中国内陆区域的“走西口”或“闯关东”，

其实成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这种跨国移民的背景下催生了侨批业。

“漂洋过海、过番谋生”的华侨在海外打

拼，稍有积蓄即连同问候平安的家信汇寄家

乡，以补家用。于是，维系海外侨民与国内侨眷

之间经济与情感纽带的“侨批”应运而生。早

期经营这一跨国侨批业务的是个人（个体），	

或称之“水客”或“客头”。伴随着出洋人数剧

增，业务量的增大，侨批业务逐步发展由侨批

信局进行经营，并最终形成一个以华人为主

体的重要行业。这个侨批行业产生于19世纪

中期，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终结于20世

纪90年末（中国以内私营侨批业于20世纪70

年代末归口银行管理后逐渐消失，而中国以外

则延续至20世纪90年末），历时一个半世纪。

何谓“侨批”？

“侨批”中“侨”指海外华侨华人，“批”

是闽粤方言对书信的称呼。侨批俗称“番批”

或华侨银信，是一种以“银信合封”为基本特

征的特殊交往方式，也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

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家乡眷属的汇款、

书信及其回文的合称。侨批涉及的地域包括

闽、粤、琼三省及东南亚各地。

╱	文		:     黄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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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国际函件相比，侨批有三

大特征。一是批封外左上方要写“外付

××元”，表明有信外汇款。一般说，有

钱有信是侨批，有信无钱是普通国际

家书,有钱无信是银行意义的侨汇。二

是要有回批，因为涉及钱款，回批是手

续完备的要求；犹如现今邮政双挂号信

函一样，保证寄递安全。回批一般用专

门的信封，尺寸比较小。新加坡历史学

者柯木林比喻侨批为虎符，比较确切。

三是有信局参与侨批整个或部分运作

经营。侨批信局以其能够在侨居地登门

收批，在侨乡登门派送侨批，为华侨侨

眷提供便捷服务而著称。

侨批信局在经营过程中保留在侨批

封上的信息，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历史的

珍贵资料。目前发现最早的侨批实物为

1858年6月荷属东印度吧城（雅加达）寄

广东嘉应的侨批，由泰国侨批收藏家许

茂春先生收藏。由此可知，侨批的产生

早于中国官方最早的邮政局——大清

邮政局（1896年）和最早的银行——中

国通商银行（1897年）。

新加坡在东南亚侨批中的中心
地位

新加坡发挥独特的地理优势，以致

成为东南亚区域中心。早期新加坡建立

的东南亚人流和物流的集散市场，由此

成为了华工交流总部。这对于新加坡侨

批业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

加坡也因此有着东南亚侨批区域中心

的地位。

1845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已有定

期的邮船。1887年，新加坡有49家侨批

局。到1891年，除原有正式开铺的49家

侨批局外，还有无固定地址的水客16人

往还各地，作流动式的收取侨汇银信，

新加坡的侨批业已初具规模。20世纪

初期，新加坡有侨批局200多家。1938年

新加坡的民信局约有65家。1946年，据

不完全统计，新加坡侨批局80家，占东

南亚侨批局总数451家的17.7%。1946年	

3月新加坡成立“南洋中华汇业总会”，	

并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出版《南洋中

华汇业总会年刊》各一期，1958年改名

出版《汇业特刊》一期。可见，新加坡

侨批业的发达程度与重要性。

新加坡有着区域中转侨批的作用，

除新加坡信局直接收寄周边地区的侨

批外，更多的是为周边地区中转侨批。

图3所示为1935年11月18日马来亚彭亨

州淡马鲁县城镇文德甲盛益汇兑信局

通过新加坡华侨银行向厦门开具500元

（厦门流通货币）的汇票；该票于1939年

7月11日由鼓浪屿中国银行兑付。

汕头侨批文物馆内雕像，华侨请知书识字的老先生代为撰写侨批的场景。汕头侨批文物馆内雕像，华侨请知书识字的老先生代为撰写侨批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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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侨批热”升温

2008年，中国启动侨批档案“申遗”

工作。这是一件与东南亚华人社会关系

密切的申遗事件。在申遗过程中，广泛

地得到包括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

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泰国中华会馆、

爱国侨胞和侨批民间收藏者等的积极

支持和热烈响应。2012年9月至2013年

5月为期9个月的《家书抵万金——新

加坡侨批文化展》，在新加坡国家图书

馆及分馆展开，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福建省泉

州市档案馆3家主办的展览获得了圆满

成功，反应颇好。有报道说，展览吸引

逾15万人参观，一些观览者勾想起对当

年侨批往事的回忆，感动得当场流了眼

泪。此后，2012年12月在福州“中国侨

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

年4月在北京“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

程国际研讨会”、2013年6月在泰国曼

谷“《百年跨国两地书——侨批档案实

物展》暨‘声援侨批申列世界文化遗产，

见证华侨爱国爱乡历史’大会”等申遗

相关会议上，新加坡均有学者参加，并

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可以说，新加坡积

极响应了中国侨批的申遗工作，并作出

了不小的贡献。

海内外密切联动，侨批3级申遗工

作顺利完成。2010年2月，包括福建侨批

与广东侨批在内的《侨批档案》成功入

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12年5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

录》，2013年6月18日成功入选《世界记

忆名录》。

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侨批申遗接

连进了3级，从“普通”家书晋升为世界

记忆遗产，一定有其价值所在。专家学

者对侨批给予高度评价：

本世纪初，香港大学国学大师饶宗

颐教授从文献史料的角度称“侨批”

为“海邦剩馥”，可以与徽学媲美，誉

为“侨史敦煌”、“华侨的敦煌史书”。

2009年，柯木林以崭新的角度评

述：“侨批以一种风格独特的‘银信’

方式，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对基层史料记

录的某些空白片段，是研究近百年中

国社会史的珍贵文献。……这种特殊的

民间文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属独一无

二，值得铭记与研究。”

201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黄坚立副

教授在泉州讲学时从华侨史的角度评

价说，“侨批作为新史料、新价值，不断

挖掘，可能改写部分华侨史。”

侨批属于民间“草根”文献，是海

外华侨华人与祖国乡土的“两地书”，

是侨乡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家书的

珍品，可谓海内外华人社会的“百科全

书”，可比喻“千面女郎”，是研究经济

史、社会史、国际汇兑史、国际贸易史、

海外交通史、移民史、邮政史等等领域

的珍贵世界文献遗产。

伴随着“申遗”成功，侨批的收藏

热、研究热也进一步升温：蕴藏在民间

的侨批不断被挖掘，侨批文献价值进一

步得到学界的重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将不断呈现给世人。

打开尘封记忆，挖掘蕴藏在这里的侨批
资源，追忆先侨奋斗的足迹，弘扬华侨精
神，彰显侨批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
魅力，使之成为南洋的另一道风景线，还
需要海内外进一步协同努力。

近年来，一批涉及辛亥年前后记载

菲律宾、香港与福建闽南地区之间同盟

会往来的侨批书信被挖掘；这些在当年

属于秘密组织的同盟会活动资料在官

方档案中是不可能记载的，其价值可想

而知。而一些深藏在百年侨批史料中的

名人、名企业的某些片段资料也不断地

被挖掘。这些能够进一步佐证官方记述

的鲜活的侨批史料将为学界开创新的

领域，提供另一类的珍贵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晋江侨批集成与

研究》、《潮汕侨批论稿》等一批著述

相继出版，《闽南侨批大全》已入选中

国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首辑

15册（每册约500页，全彩印刷）将于明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蕉风椰雨，南洋好风光；在这里	

“盛产”的侨批，如今已列入《世界记

忆名录》了。打开尘封记忆，挖掘蕴藏

在这里的侨批资源，追忆先侨奋斗的

足迹，弘扬华侨精神，彰显侨批这一具

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魅力，使之成为南

洋的另一道风景线，还需要海内外进

一步协同努力。

作者为侨批收藏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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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下的
新加坡（1942-1945）

刘培芳：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蔡史君教授。

蔡教授是南洋大学第八届历史系毕业，之后赴

日本留学，考进著名的东京大学，在那里获得

人文科学研究院东亚史硕士，并修完博士课

程，专攻东南亚史。蔡教授曾任职于档案与口

述历史馆，主持“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项目。

大家熟悉的电视连续剧《雾锁南洋》，蔡教授

是历史顾问之一。蔡教授曾任日本津田塾大学

国际关系史教授，现为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

客座教授。蔡教授负责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

史料》在新加坡出版，日文版《日军占领下的

新加坡》在日本出版。蔡教授长期从事东南亚

史、华侨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日军占领新

加坡这段历史的研究尤为深入，相信今天的

讲座一定会异常精彩。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

迎蔡史君教授。

蔡史君：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朋友大

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在怡和轩“以史为鉴”

系列讲座上和大家交流，分享日本占领新加坡

三年八个月的历史。顾名思义，“以史为鉴”就

是要正确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刻以历史作

为今人和后人的镜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这个道理我们应时刻铭记于心。明年

（2015年）是日本投降七十周年，在近七十年

里，关于这段历史的出版物可谓汗牛充栋、	

车载斗量，其中有些事件大家已经相当熟悉。

今天我就尽量避免罗列事实，而是做些补充性

的说明，同时也对部分用语提出个人看法，希望

借此抛砖引玉，和大家相互切磋。

“3年6个月”还是“三年八个月”？

首先，在用语方面，年龄稍长的人都称日

本占领马来亚的时间为”三年八个月”，这在

以往是毋庸置疑的常识。不过，最近有人提出

疑问，原因是英文著作中都是”3年半”。即从

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日本占领马来亚，到

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投降为止，这样算来确

实是３年６个月。不过，如果深加探讨就会发

现，“三年八个月”的说法是有其根据的。因为

使用阴历是当时华侨社会的习惯，日本占领新

加坡是阴历壬午年（1942年）正月春节，投降则

在乙酉年（1945年）七月初八，期间的癸未年加

上闰月年（该年有两个四月）的甲申年，合计三

年八个月是没有错的。

实际上，使用阴历是老一辈人的习惯。不

一定需要与阳历计算法看齐。“三年八个月”

这个词已经成为日本占领新加坡这段历史的

象征与符号，成为那段苦难岁月的标识。这样

的固有名词没有理由修改，无论如何都应当

保留下去。

╱	文		:   蔡史君

《为配合即将举行的怡和轩120周年纪念，怡和轩于今年2月开始举办〈以史为鉴〉的系列讲座。

系列讲座之一已于2月23日举行，详情报道于怡和世纪23期。系列讲座之二也已于4月5日举行，题

为〈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主讲者为长期在日本讲学的历史学者蔡史君，主持人为资深

作家刘培芳。本文为当天讲座的谈话实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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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袭珍珠港是打响太平洋战争
的第一枪？

同样的，一般认为太平洋战争始于

日本偷袭珍珠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在偷袭前70分钟，日军已经在马来

亚北部的哥打巴鲁登陆。近年来有人希

望将哥打巴鲁登陆作为太平洋战争的起

点，原因即在于此。

登陆哥打巴鲁后，日军长驱直入，仅

用65天就占领了马来亚和新加坡。1942

年2月15日，英军司令白思华中将宣布

投降，终结了英国在新加坡长达123年

的殖民统治。占领马来亚之后，日本将

新加坡改称为“昭南岛”，将马来亚分

成10州和1市，这个市就是新加坡直辖

市，也称为“昭南特别市”。日军在马来

亚设立马来军政部，同年８月改称马来

军政监部，开始推行军事统治。为避免

混乱，我接下来都只使用“军政当局”

这个名词。

g 占领初期的镇压行动 
——“大检证”与“奉纳金”

日本占领新加坡这段时间，最让人

不寒而栗的行动，当属“华侨大检证”，	

又称“华侨检证大屠杀”，或简称“大

检证”。1942年2月21日到23日，日军将

华人华侨集中于七个地点，在简单盘

问之后，将被拘留者运至海边或偏僻

的郊区，加以杀害（战后战犯调查队称

有十七、八处地点被用作屠场，多在东

南地区）。

“大检证”是一项未加审讯，漫无

目标、对华人平民的杀戮行为。

在战后“华侨检证战犯裁判法庭”

上，负责“大检证”行动的日军警备队

长河村供证称：当时山下奉文所命令拘

留的是抗日义勇军、共产党员、劫匪、

私藏军火或持枪械的妨害治安者等５

类人，而且是依据军司令部所持有的	

《抗日华侨名簿》为准，逮捕的人数预

定为一两万。并命令将被拘留者秘密处	

决。

但是，根据战后审判庭上以及经历

者各方的证言，证实了被拘留者并非所

谓根据名簿而逮捕的“抗日分子”，而

盘问时也只凭三言两语或目视来判断

对方的生死去留。总而言之，是仅凭个

人好恶，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日军到底屠杀了多少人？迄今并无

确切数据。当时《朝日新闻》的通讯稿

报道共“检举了70699人”，战后新加坡

华人社会估计约为五万人，这应该是

一个保守数字。根据战后裁判法庭上的

-油画《大检证场景》，许锡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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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大屠杀中能够侥幸逃命的人并不

多，死难者应在五万以上。

“华侨大检证”与“南京大屠杀”、

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并列，被认为是

二战期间日本军政的三大污点。

日军对华侨华人的屠杀之所以被称

为“检证”，是因为日军对被放行的人各

发给一张印上“检”字的小方纸，在纸

张用罄后则将“检”字盖在被放行者的

衣物上或身上，故而得名。

但是，该屠杀行为在日文著作中

被称作“肃清”，英文著作中则称之

为“Sook	Ching”。新加坡文物局的出版

物和海山街的纪念碑，使用的表述也都

是“Sook	Ching”。实际上，这是以讹传

讹，谬以千里。在日本权威辞典《广辞

苑》里，“肃清”是指“严厉取缔不良分

子和反对者，以整顿社会和政党”。中

文辞典《辞源》对“肃清”的解释为“

谓削平寇乱”，《辞海》为“谓寇乱完全

削平也”。问题非常明显：杀人者是侵略

军，被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与	

“寇乱”实在是相差千里，截然迥异。由

此观之，站在受害者立场，“肃清”的汉

字和英语的“Sook	Ching”都不宜采用，

而应坚持使用“大检证”或“华侨大检

证”或“华侨检证大屠杀”。

“大检证”结束后，日本继续又在

经济上勒索华人，强制华侨承认日本的

镇压与胁制政策的合理性，保证绝不违

抗日本的命令，俯首甘为日本统治政策

效劳。其中最典型的行动是强迫马来亚

华人呈献5000万叻币的“奉纳金”。经过

多方筹措，“马来亚华侨总协会”仅筹得

2800万元，不足款项由横滨政经银行借

贷，条件是附加年利必须一年内还清。

更值得关注的，是与“奉纳金”一起

呈交的“献词”。当时各州代表起草了一

份献词，但被日方军政部退回，往返修

改八次才获得批准。最终的献词内容

包括：对抗日行为表示“忏悔”，感谢日

军“不杀之恩”；声

明“奉纳金”是报答

日军“特赦”与不没

收华侨全部财产的	

“浩恩”；自责华人

社会充当“恶虐无

道”的英美“傀儡”，	

做出“妨害大日本

帝国之举动”；宣誓	

“对大日本尽忠之

道无他，当用一良民

之心情，对大日本帝

国协力”，也就是说	

“马来亚华侨总协

会”愿意领导华人社

会，发誓赤诚效忠

于“大日本帝国”，

以报答日本的“宏大

无量怜情”与“抚民

之真情”。

“华侨大检证”与“奉纳金”的定

性，可以说是对华侨的下马威，目的在

于威慑华侨，使其屈服，不敢反抗。而

从长远来看，其实有着商业和政治两方

面的历史背景。

经济方面，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

走出国门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其中在

东南亚贸易经商的最大对手无疑是华

侨华人，双方的摩擦由来已久。政治方

面，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过程中，

华侨一直支援中国抗战，比如华侨领袖

陈嘉庚先生组织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总会”，推动开展抵制日货的“杯

葛运动”等。

对于华侨的举动，日本很快做出反

应，举措之一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商社

联手对抗华人。在对抗过程中，日本人

曾对华侨华人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调查研究，例如其社会领袖的名单、资

产、性格、对日态度等。驻扎在东南亚

的日本商社的附属研究机构、殖民地

台湾的总督府、台湾株式会社，东北的

满铁调查局，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华侨研究中出现争论不休的两

种理论，即“利用论”与“排斥论”，前

者认为应当善加利用华侨华人的经济

实力和网络，后者则力主施加压力排

斥华侨华人。

g 日本的军政措施

华侨政策

日本在占领马来亚政策中即宣称：

军政措施主要就是华侨政策。前此对

华侨社会的研究成果，很快从书本转化

为实践，占领初期的“大检证”和“奉纳

金”正是“排斥论”的体现。当然，“奉

纳金”同样具有“利用论”的色彩，即把

华人呈献的5000万元用作占领初期军政

开销。实际上，在具体的实施中，两种理

论通常是并行不悖，同时采用。例如，依

海山街的纪念碑使用“肃清”（Sook Ching)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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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秘密文件和出版物，日本占领马

来亚后的华侨政策可归纳为三点：一、

排斥政策。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强硬态度，严厉镇压不顺从的华侨；

二、利用兼排斥。由于在各经济领域中

暂时无法全盘取代华侨，即仍须利用华

侨为其筹措军需物资、供应驻扎日军自

给所需，乃至执行日军的经济、文化政

策，甚至希望通过华侨华人削弱中国抗

日战争的力量等，强硬政策没法完全执

行。所以在经济领域暂时予华侨以某些

活动空间，但同时保持紧密监视，一旦

发现对抗者必定彻底肃清；三、最终取

代。在利用华侨的过程中，同时致力控

制华侨的社会实力，并最终取而代之。

在推行上述政策时，日本当局很注

重台湾人的作用。在南进前夕，台湾总

督府就已积极讨论与筹划如何驱使台湾

人成为南侵急先锋的问题。并于1942年

草拟了秘密文件——《利用本岛人执行

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由于自甲午战

争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已

在台湾推行了四十多年的殖民教育，培

养了众多绝对忠诚于日本的台湾人，这

些台湾人在东南亚成为对付华侨的利

器，因为台湾人可以轻易地打入华侨社

区，进行严密监视，乃至潜移默化地改

变华侨的抗日思想。不仅如此，在日本

占领马来亚时期，许多台湾人还甘心充

当监视华侨华人言行的日军奸细。因

为语言相通，一旦出言不慎被台湾人告

密揭发，后果不堪设想。

“华侨协会”的作用

日军占领马来亚后，强迫华人社区

组织成立“马来亚华侨总协会”，其新

加坡分会名为“昭南岛华侨协会”（以

下简称“华侨协会”）。与日本在中国

占领区扶持建立的傀儡组织“治安维

持会”一样，“华侨协会”的设立，也旨

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劳，执行日本人命令，

只不过“治安维持会”早已臭名昭著，所

以日本人炮制出一个新称谓。

“华侨协会”会长是林文庆。从资

料可知是由日本宣抚官庆崎护（战争前

夕因间谍罪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拘禁，日

军占领后被释放出狱，昭南时代任厚生

科长等职）所推荐。至于“华侨协会”的

会员，则除了甘心俯首作日军的马前走

卒者之外，也有被迫加入的侨领。其中

包括原已逃避印尼，但在“华侨协会”

之“邀请”下，被连哄带骗送回新加坡

束手就擒，最后在囹圄中被迫以出任	

“华侨协会”理事为条件，以换取生命、

自由的部分华人领袖。也有部分将“华

侨协会”当成避难所，以避过日军逮捕

的人士。

“华侨协会”的性质可见于其章

程。“昭南岛华侨协会”章程第二条写

道：“本会以秉承大日本帝国政府领导

全体华侨服从一切施政为宗旨”。也就

是说，“华侨协会”的政治任务在于领

导华侨、华人向日本宣誓全面效忠，对

日军的占领政策绝对服从与效力。章程

中随处可见“效忠”、“效劳”、“效力”

这样的字眼，为何不说“合作”呢？一

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统治

下，我们华人哪有合作的资格呢？合作

是对等的，日本不是要平等合作，而是

要我们效劳。”

经济方面，“华侨协会”第一项任

务便是筹措5000万元“奉纳金”，在日

军全占领期间则执行日军所推行的诸

项政策，包括协助募集劳工、登记失业

者、组织难民所等，以协助日军恢复社

会秩序；招募勤劳奉仕队、招募华人警

察；协助粮食增产运动，比如推动华人

开垦荒地，积极种植杂粮；在日用品缺

乏时，协助增产代用产品；响应军政当

局的贮金运动；协助大规模农村移植工

作，赴兴楼建立所谓“新昭南模范村”

等等。日本强迫“华侨协会”协助执行

政策，其用意并不仅限于恢复表面上的

社会秩序，而是在于迫使新加坡人接受

日本的国益优先政策，忍受该政策所带

来的政治与经济压力。

政治方面，“华侨协会”公开支持

汪精卫，呼吁中国放弃抵抗。日本希

望“华侨协会”的全面效忠能起到表率

作用，帮助瓦解中国和东南亚的抗日力

量。第二，协助宣传“大东亚共荣圈”

思想。在日占期间，马来亚出现了很多贯

彻日本精神的宣传活动，在一些特定日

期，如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生日的4月29日	

（“天长节”）、纪念偷袭珍珠港的12月

8日（“大东亚圣战周年纪念日”）、占

领马来亚的2月15日（“新生马来周年纪

念日”），“华侨协会”便积极协助和参

与盛典，并在报章上刊登献词，号召民

众牢记日本和天皇的仁政、恩德，呼吁

华人华侨忠诚效劳，辅助日本建立“大

东亚共荣圈”。

对于“华侨协会”的贡献，日方给

予了高度评价。1944年3月日本同盟社

撰稿称：“今日之昭南岛华侨协会，在

与马来各地协会之联络下，一致忠诚与

当局协力，以求完遂战事，此则为有目

共睹之事实也”。军政当局也对“华侨

协会”在“模范农村”建设中的“诚恳工

作”予以嘉奖和鼓励，并用协会理事的

名字来命名新街道，给他们颁发奖章、

勋章等。篠崎护还曾建议：“为鼓励起

见，应将以经济扶助新昭南发展之华侨

人士列成一表，上呈东条首相等议”。

由此可见，“华侨协会”的设立性质

与“贡献”并非如篠崎护所标榜的、是

在于保护华人华侨、为其社会谋福利，

而是在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

出色地完成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

傀儡团体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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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

从档案文件来看，日本在马来亚的

民族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恩

威并用、分而治之，亦即对华人、马来人

和印度人这三大民族进行区别对待：对

于华人，自然是严厉镇压；马来人则是

日方争取、笼络的主要对象，给予一定

的空间，培养马来人对军政当局的好

感和信赖，但不迅速提高其地位；至于

印度人，对华侨华人的监视政策也同样

适用于印度人，即基本上采取警惕的态

度。但鉴于印度国民军在日本战局中的

重要性，对印度人的政策随着战局而改

变。具体措施方面，主要是引导印度人

支持与协助日本军政，并在不妨碍其履

行军政任务的前提下，才允许他们参加

印度独立联盟的活动。

第二，不采取任何促进各民族感

情、使他们融洽共处的政策。不过，为

防止各民族之间矛盾过分尖锐而影响

治安，所以也避免采取极端的离间政

策。第三，不干涉一切无碍军政的传统

风俗习惯，以此安定民心。

从实际操作上看，日本事实上采取

了种族分治和挑拨离间的政策，比如

利用马来人担任警察，去围剿抗日华

人；引导和鼓励马来人用“Orang	Cina”

（支那人）来指称华人。众所周知，“支

那”一词向来带有侮辱、歧视华人的意

味，诱导马来人对华人使用蔑称，实际

上就是刻意制造矛盾和摩擦。

与之相关的是，今年3月，印尼总统

苏西洛签署了总统决定书，正式废除

1967年苏哈托时代的辱华通告，规定政

府文件中不再使用“Cina”（支那），而

改用“Tiongkok”（中国）或“Tionghoa”

（中华），可以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g 日军军政三大目标与具体措施

在整个东南亚，日本军政的三大目

标为恢复治安、迅速获取重要战略资

源、确保驻扎日军的自给自足。并指令：

为了实现这三大目标，将不惜在政治与

经济政策方面对占领地居民施加压力，

即使令当地居民忍受牺牲也在所不惜。

同时指示：宣传和教育等怀柔手段也不

得违反上述原则。

为了顺利执行三大军政方针，军政

当局首先从改造居民思想意识开始。

改造居民思想的文化教育与宣传政策

宣传工具首推报纸，当时新加坡主

要报纸有中文的《昭南日报》，英文的

The	Shonan	Times（《昭南时报》，后

改称Shonan	Simbun），还有马来文报

Utusan	Malai，以及以印度人为对象的

Azad	Hindustan等。日本采取“一个民

族一份报纸”的政策，报纸唯一任务是

宣传“新马来建设”的精神，传播“大东

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理念。几种

报纸连篇累牍地宣扬日本的赫赫战功，

战无不克，告诫民众放弃对英国的幻

想；将近代以来日本所发动的战争全都

定位为“正义”，对方则为“非正义”，宣

传“大东亚战争”与“盟主论”、“日本优

越论”与“亚洲解放论”；劝告民众担负

起“新附民”的职责，诸如绝对服从大日

本帝国，摒弃旧有的英国式生活恶习，

培养坚忍耐劳的精神，树立新的生活

态度，吸收与发扬日本人所“独有”的

美德，即“勇敢、忠诚、礼让、笃信、质

朴、自我牺牲”等品质。

在教育方面，重点是普及日语，企

图通过语言来传播日本文化和意识形

态。改弦易帜也是重要法门，比如更改

时间，把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与东京

一致；禁止使用公元和民国历法，改用

日本天皇“昭和”年号及“皇纪”（将日

本立国时期上溯至神话时代。以年1940

为皇纪2600年）；再如更改地名，把新加

坡改称“昭南岛”，马来亚改称“马来”。

再者，强迫民众尊重日本国旗和国歌，

必须把日本旗帜当作神圣之物，每逢节

日必须张挂，任何集会必须高唱＜君

之代＞，并向日本皇宫方向致最敬礼。

另外，必须向哨兵敬礼，因为他们代表

天皇执行任务；在日本机构工作的本

地人必须向日本职员敬礼。这些规定

统统强制执行，一旦发现违规，轻则殴

打，重则投狱。

日本侵略东南亚目的之一是掠夺资

源。占领马来亚之后，日本加紧开采资

源，不断地运回国内，新加坡则成为中

转站。开采工作大多由各式各样的日资

公司来支配，日本还设立“会社”和“组

合”，控制资源、海运、交通及银行，统

筹物资进口、供应与分配等事宜。在日

本人操纵下，新加坡黑市猖獗，物价飞

涨，军票泛滥。

“华侨协会”为日军筹措5千万元“奉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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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战养战”政策下的经济掠夺

在三大军政目标指导下，日军占领

新加坡后，就在马来半岛加速恢复资

源生产的工作，首先是没收英国殖民政

府与英籍商人的土地与园丘，低价收购

华人工厂，或接收华人经营的园丘与矿

山，由军政部委任日资公司担任收买与

开采事宜。日资商社的任务还包括控

制林产、海运、交通与银行，以及控制

主要粮食的进口；组织统筹机关——	

“会社”与“组合”分配粮食与日用品。

“会社”与“组合”的主要任务在于

将低价收买的物资优先供应日军，有剩

余才配给于市民。结果是：售价被压低

的商人无利可图，部分转入黑市交易。

生产者因收购价格过低，冒险留下产

品买入黑市。此外，在战局日趋不利，

日本丧失制海权后，粮食与日用品缺乏

情况日趋严重。物资供不应求也造成

黑市交易猖獗。

黑市交易活跃的结果推动了通货膨

胀。例如：与日本占领前的1941年11月的

物价相比较，1943年2月的物价指数即

涨了2百至1千倍不等。其结果是：在日

军与其行政机关始终保持充裕的粮食

与物质供应的同时，一般新加坡市民却

陷于物质匮乏的困境。

另一方面，日军在占领马来亚期间

还大量印发军票。数目无法确知，估计

共达到70亿到80亿。最初发行的军票

还印有号码，1942年中开始就只印上罗

马字母，1943年以后，部分军票已不见

字母。1944年12月开始流通百元面值

的军票，日军投降前甚至已印了千元面

值军票。据说当时军队流动印刷部只报

告所用纸张的重量。可见通货膨胀下，

军票的滥发与不值钱的一斑。

军政目标优先下民生的困窘

日军占领期间，新加坡民众备受粮

食短缺之苦。新加坡人习惯以白米为

主食，粮食历来依靠进口。日军很早便

预见到这个情况，他们一方面设法从

其他地区输入粮食，另一方面则强制居

民改变吃白米的习惯。军政部长渡边

渡就曾放言：在粮食配给上必须“采取

强硬手段”，不可陷入“姑息之同情”，

坚持“对于不食米而不能生活者，即使

其饿死亦无不可”的态度。军政监部

部员也教训居民：不改变食白米的“错

误”习惯无论在经济、营养、精神上都

是愚蠢至极的自杀行为。

军政当局除了大力宣传以外，还推

动居民在空地上种植杂粮，其中木薯

最易收成，所以大家都吃木薯，以至于

有人说那是一个“木薯时代”。具体而

言，1942年初每人每月能配给20斤白

米，到了1945年初锐减至7斤以下。战争

后期，日军更是采取了“重点配给”的方

式，这其实与一项政策有关——当时战

局吃紧，日本需要更多的本地劳动力为

他们生产战争物品，以及从事各种军

事作业；凡是参与这些劳动的人，就能

获得白米配给，非参与者则削减粮食，

并且转移到垦殖地——兴楼与马口。

如此一来，新加坡人实际上已被绑架，

为了争取最低限度的生活物品，新加坡

人不得不去帮助日本制造战争物品，

这是间接地支撑日本的侵略战争和军

事统治。

在“以战养战”的境况下，“大东

亚共荣圈”事实上变成了“大东亚共

贫圈”。

g 日本投降与战后处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1947年3月10日至28日，“华侨大

检证”战犯审讯法庭进行，起诉了7名

被告，最终2人被判绞刑，5人无期徒

刑。这个结果让新加坡华侨华人非常

气愤，有份杂志的封面即刊登一副漫

画，下面是累累白骨，上面吊着两名战

犯。不满的原因很简单：新加坡有数万

人死难，但只有两名战犯被绞死，这显

然太不公平。

1962年1月至2月间，在新加坡的十

多个地点，均发现日占时期被屠杀民

众的遗骸。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

1942年2月15日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将军在武吉知马向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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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发掘工

作，并筹备建立纪念碑，社会各界纷纷

响应。费用由民众捐款，政府也负担一

半费用。在纪念碑的筹备过程中，同时

爆发了向日本追讨血债的运动。

1972年，日本时事通讯社发布一则

报道，将耸立于新加坡市中心的“日本

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描绘为“血

债之塔”，声称其建设资金来自追讨血

债运动所获得的赔款，并要求将之搬

迁。1980、90年代，很多日本朋友跟我

说起过“血债之塔”，大多认为是用日

本的赔偿金建设而成。

实际上，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

纪念碑建设资金并非取自日本。在纪

念碑动土典礼上，建碑委员会主席高

德根在致辞中就说：“或者有人要问，

建碑的责任为什么不是日本负担，而是

要我们本邦人民自己来承担？大家都

知道，要求日本赔偿血债固然天经地

义，建立纪念碑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

分内应该做的事。这是我们的责任，我

们自己做，大家各尽一份力量，使死难

人民在天之灵得到安慰，也就是更加

符合追念先烈的意义了。”由此可见，新

加坡人民筹措、政府资助而建立的纪念

碑，与日本并无相关。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的军

政统治？

这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期，对当时

的新加坡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除了

集体性的“华侨大检证”和“奉纳金”，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还可能遭遇逮捕、

冤狱、严刑、杀戮，人人自危，战战兢

兢，商业近乎停滞，黑市投机猖獗，经

济濒临崩溃，民众生活艰难。这三年八

个月给予新加坡人的历史教训就是，

保卫家园只能靠我们自己！二战结束

后，甚至直到如今，仍有日本保守人士

认为日本占领新加坡、东南亚，是有一

定功劳的。但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证

明，日本的“功劳”仅仅在于提供了一

个反面教材，时刻提醒后人勿忘历史。

互动环节

刘培芳：演讲内容非常丰富，刚才

蔡教授提到92年新加坡沦陷50周年的

时候，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蔡教授带

领了一群日本学生去参加2.15纪念大

会，报纸上是说这一群日本学生根本不

知道过去曾经有日本对新加坡人进行

大屠杀这么一回事。我记得她的学生

中有一些当场就哭了出来，当时我也很

感动，觉得蔡教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蔡教授对于教育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正

视这段历史，填补在学校教育中没有得

到的知识，我当时也很感动。

现在是问答时间，您刚才提到“肃	

清”，新加坡本地人英文论述是“sook	

ching”，包括我们的文物局的出版物

英文都是“sook	 ching”，从我们新加

坡人的角度来看，这是诬蔑我们的一

个字眼，就好像新加坡沦陷是日本的	

“解放“，这不是”解放“，是沦陷，也许

我们应该向文物局反映一下，在海山街

这三年八个月给予新加坡人民的教训就是，保卫家园只能靠我们
自己！二战结束后，甚至直到如今，仍有日本保守人士认为日本占领新
加坡、东南亚，是有一定功劳的。但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
的“功劳”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时刻提醒后人勿忘历史。

和桥南街的街头有一本大书，写“Sook	

Ching	Center”，当时我第一次看到时

非常难过，可能蔡教授可以向我们的

文物局反映一下，我们对这个字眼是非

常不满的。

蔡史君：“肃清”这个词实际上据

我所知是一个日本教授所使用的，在

他的文章里面就直接写肃清，他是用日

文字，但是中文读法就是“肃清”。	实

际上，在政府建纪念牌时，我们也曾向

有关部门提过这个字眼不宜使用。

刘培芳：时间也要结束了，蔡教授

的演讲十分精彩，我们以史为鉴的系

列讲座也给了一个重新思考、认识历史

的机会，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认识历

史非常重要。我常常感觉到日本大和

民族好像是个精神分裂的民族，去日

本感觉彬彬有礼，樱花开遍很唯美很

浪漫，可是这个民族不知反省，对他们

是又爱又恨，但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

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历史非常重要，

再次感谢蔡教授！

作者为 前日本津田塾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 

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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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大穿越
车轮上的精彩

西伯利亚铁路是当今世上最长的铁路

干线，它连接俄罗斯的东西两端，

总长超过9千公里。今年7月我和一帮朋友搭

乘“西伯利亚特快专列”，整整十二天，列车

载着我们穿越西伯利亚，让我以最完美方式

看到俄罗斯。

我们旅程的起点是北京。从北京出发，

列车往西偏北，驶进内蒙，再西出外蒙，穿越

斯大林时期有“没有围墙的监狱”之恶称的

西伯利亚，最终停靠莫斯科。整个旅程中，专

列共经停九座大小城市，在每个城市，我们都

会去市区游览，有时还有机会观赏具有当地风

情的文艺演出。

与世界通用铁轨不同，俄罗斯境内的铁

轨间距更宽一些，据说这是俄罗斯人故意为

之，因为这样可以使它的欧洲宿敌在进攻俄

罗斯时难以凭借铁路长驱直入，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阻挠敌人的攻势。在北京出发时，我

们必须搭乘中国的列车，中国使用的则是世

界通用的铁轨。

╱	文（英）		:   冯清莲

译（中）		:   南治国

西伯利亚快车专列西伯利亚快车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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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出发了，旅程一开场，竟然就

非同凡响——我们乘坐的旅游巴士直

接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的月台，免去了

在北京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检票

进站的辛劳——这在北京，据说只有

高级官员才能享受此等待遇。我们的

旅程就在这特别的“礼遇”中拉开了精

彩的序幕。

第二天一早，我们抵达了内蒙古的

二连市，从这里开始转乘西伯利亚特快

专列。我们的车厢共有9个小包房，有两

位俄罗斯乘务员专程照顾我们。他们长

得圆滚圆滚的，情绪也一样的饱胀，对

我们有使不完的热情。

在二连，我们先换了列车，一切安

排停当，就下车先去参观二连市的恐

龙公园。恐龙公园是二连市最知名的

景点，有很多人造恐龙，大小不一，形

态各异。之后，我们亲临了中国和蒙古

人民共和国的边界，我们的导游告诉我

们，说二连市政府刻意建造了这边界上

众多的拱形建筑，还特别栽种了很多的

林木，为的是让来二连旅行的游客们可

以多一个景点拍照留念。

在专列上，我和我的弟弟合用一个

双人小包房。我们的小包房没有淋浴

房，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旅行社在沿

途停靠的各个城市都预订了专门的酒

店房间，供我们洗漱沐浴。当然，专列

上也有带有私人厕所和淋浴间的包房，

只是费用会高出很多。整个旅程中，我

们只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西伯利亚

的伊尔库次克（Irkutsk）这两个城市

停留过夜。

专列驶过二连市，下一站就是乌兰

巴托。我们抵达时，正赶上蒙古的国庆

和那达慕（Naadam	Festival）双节日。导

游一直告诉我们，整个蒙古国就三百万

人口，而乌兰巴托就占了一百八十万，乌

兰巴托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城市”。的

确，有大批外国投资者蜂拥而至，我们

看到的乌兰巴托，到处是建筑工地，到

处都是车挤着车。

我们的专列在乌兰巴托停留了一

晚，但时间还是不够用，行程排得满满。

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观看了特别为我

们专列安排的文化表演，有蒙古式摔

跤，也有蒙古族歌舞；我们游览了蒙古

末代国王的夏宫和冬宫，参观了一处由

藏族佛教寺院改建而成的“幸福圣地”

（Happy	Holy	Place），观赏了一位当地

设计师的风格繁复独异的时装秀，当

然，还少不了在乌兰巴托商场里的“血

拼”，除了选购各种纪念品，我们也买

了不少克什米尔羊绒衫。

第四天一早，我们的专列抵达纳乌

什基（Naushki），俄罗斯的边境车站，

也是边防站。这是旅程中唯一一次我

们需要和移民局工作人员打交道。俄

罗斯海关工作人员要求我们留在各自

The Grand Trans Siberian Express By Pang Cheng Lian

T he trans Siberian railway which spans 

more than 9000 kms, is the world’s 

longest railway line, linki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nd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 12-

day tour in July on the Grand Trans Siberian 

Express has convinced me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o see Russia.

Over the course of 12 days, we travelled from 

Beijing, through Inner and Outer Mongolia 

and over the infamous Siberia (Stalin’s “prison 

without walls”) to end in Moscow.  Altogether 

we made nine city stops, at each of which 

we were given short tours and even cultural 

performances.

Because the gauges of the Russian trains 

are wider (it was explained that this was 

deliberately done by the Russian to stop their 

western foes in Europe from charging into 

their land by rail), we had to use a Chinese 

train at Beijing where our journey started.  

And we started in style.  We did not have to 

jostle the hordes of travellers which throng 

the Beijing train station 24 hours of the 

day.  Instead, our  buses brought us right up 

to the platform to board our Chinese train, 

purportedly used only by senior officials.  

The next morning we tansferred to the Russian 

Grand Trans Siberian Express at Erlian in Inner 

Mongolia. At our carriage which holds 9 

cabins, we were met by two cheerful Russian 

attendants, whose warmth matched their 

rotund build.  

While the new train was being readied for us, 

we were taken to the highlights of Erlian, a 

dinosaur park which comprised man-made 

dinosaurs of all shapes and sizes.  Then we 

were brought to the border marking China 

from Mongolia. Our tour guide blithely told 

us that the border had been “beautified” 

with arches and trees so that tourists to 

Erlian could have an additional place to take  
photos.

As the twin cabin I was sharing with my 
brother did not have shower facilities, the 
tour operator booked hotel rooms for this 
group of travellers.  We had overnight stays 
in two cities – Ulaan Baata, capital city of 
Mongolia and Irkutsk in Siberia.  For a higher 
rate, passengers can opt for cabins which have 
their own toilets and shower stalls.

From Erlian we proceeded to Ulaan Baata which 
happened to be celebrating its Naadam festival 
cum national day. A city of 1.8m people out 
of Mongolia’s total population of 3m, Ulaan  
Baata is a “boom town”, we were repeatedly 
told. Foreign investors are being zealously 
wooed and there is new construction going  
on and bumper to bumper cars in the city.

The overnight stay at Ulaan Baata was jam 
packed with activities. Over the two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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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厢，以方便他们察看我们的护照，

然后在上面盖上印戳。我们整个专列

只有130名旅客，但这次检查却用了近2

个小时。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多抱

怨的，相比下车排队通关，我们这样入

境俄罗斯显然更为舒适。

再下一站就是乌兰乌德（Ul an		

Ude），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Buryat）

的一个只有38万人口的小城。从种族

看，布里亚特人更接近蒙古人。我们游

览了乌兰乌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地

的一座喇嘛寺院（藏传佛教），还有在

城市广场观看的歌舞表演。导游告诉

我们，	在中国清代，西藏的喇嘛就把

佛教传到了布里亚特共和国，在苏共执

政的早期，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打

压。后来，迟至1945年，在得到了斯大

林的同意后，俄罗斯最大的佛教寺院诺

耶奥泽寺院（Ivolginsky	Monastery）才

得以建造。

我们在布里亚特用了晚餐才返回专

列。大家安顿停毕，准备休息的时候，

专列上的乘务员提醒我们说，第二天清

晨专列将沿着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

尔湖的湖边行驶。他们建议大家早点醒

来，这样在凌晨5点57分的时候，我们就

可以从专列上观赏太阳如何从美丽的贝

加尔湖上升起。

贝加尔湖南北长370多英里，东西宽

约26英里，湖水最深处有1620米，其储

蓄的淡水资源之丰富，可想而知	；难怪

有报道称，中国政府正和俄罗斯协商，

试图将贝加尔湖水引入中国。

为了方便游客亲近贝加尔湖，亲密

接触湖水，我们的专列在湖边的湖湾

处停了下来。湖水的温度只有10摄氏

度，我们从新加坡来的46位游客显然

不能承受这样的水温，无一人敢投入贝

加尔湖的怀抱。倒是欧洲和澳洲的游客

比较有冒险精神，他们中有约20人在那

天早上酷（cool）游了美丽的贝加尔湖。

专列还特别在一个小车站为我们准

备了一个烧烤会，让我们感受俄罗斯的

风土人情。下了专列，当地人为我们奏

起了音乐，在音乐声中，俄罗斯族人为

我们呈上了圆圆的面包，这等同于蒙古

族人献上的哈达。他们热情地邀请我

们轻松地享用他们特别松软的面包。

继续享用了他们的羊肉串午餐

（shashlik	lunch），我们从贝加尔湖的

一个码头坐船去一个叫利斯特维扬卡

（Listvyanka）的小村子。利斯特维扬

卡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村子里有一座古

老的东正教教堂。之后，我们还参观了

有着“西伯利亚的巴黎”之称的伊尔库

次克（Irkutsk），它是一个重要的商贸

中心，西伯利亚同蒙古和中国之间的大

多数的贸易就是在这里进行。伊尔库

we saw a cultural performance specially 

staged for the Express’ passengers, including 

Mongolian wrestling and songs.  We also went 

shopping for souvenirs and cashmere, toured 

the summer and winter palaces of the last 

Mongolian king as well as 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appropriately translated into 

“Happy Holy Place”, and watched an intricate 

fashion show produced by a local designer.

On the morning of the 4th day on the train 

we arrived at the Russian border station of 

Naushki.  For once the immigration officers 

came to us. We were told to stay in our 

cabins while the Russian officers went from 

one carriage to another to check and stamp 

our passports.  Although there were only 130 

tourists on our train, the process took almost 

two hours.   Still, we drew comfort from the 

fact that we did not have to queue for the 

passport clearance.

Next stop was Ulan Ude, a small town of 

380,000 people in the Buryat Autonomous 

Republic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Buryats have closer ethnic links with the 

Mongolians. The highlights of our day tour 

was a visit to a Lama (Tibetan) monastery and 

the town square where a group of singers 

and dancers entertained.  We were told that 

Buddhism had been introduced by the Lamas 

of Tibet during the Chinese Qing dynasty.  

But Buddhism, like the other religions, was 

persecut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t was only in 1945 that 

the Ivolginsky Monastery was built with the 

approval of Josef Stalin. 

We returned to the train after dinner.  As 

we settled in for the night, passengers were 

reminded that the train would be travelling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world’s biggest fresh 

water lake, the Baikal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We were encouraged to awake early 

to watch the beautiful sunrise at 5.57am over 

Russia’s most famous lake.

Stretching 26 miles from east to west and 

more than 370 miles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with a depth of 1620 metres at its deepest 

point, the lake holds so much fresh water that 

China is reportedly negotiating an agreement 

to import Baikal’s water.

To allow passengers a chance to dip into 

the water, the train makes a stop near a 

cove by the Lake.  The water was 10 degrees 

centigrade so of course, none of the 46 

tourists from Singapore took the plunge.  The 

passengers from Europe and Australia were 

more adventurous and about 20 of them went 

swimming that morning.  

To give us a taste of Russian social life the 

Express organised a barbecue picnic at a 

small station.  As we disembarked we were 

welcomed with music and bread.  While the 

Mongolians welcome visitors with a “hattat” 

(a long piece of coloured cloth like a scarf), the 

Russians offer a round loaf of bread.  Visitors 

are invited to break off and eat the soft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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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克有一条叫安加拉的河流（Angara	

River），它是唯一发源自贝加尔湖的河

流。那天，在一个浪漫而令人难忘的夏

日的上午，我们还去了安加拉河上的情

人桥，在那里听我们的俄罗斯导游用华

语讲解这座城市的历史，那是在哥萨克

人（the	Cossacks）保护下发展成一个铁

路枢纽城市。

下午，我们参观了一座建于19世纪

的小庄园。它原本属于一个俄罗斯家

庭，但这家人后来被流放到了西伯利

亚。现在，庄园的两层楼气派堂皇的住

所，已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听了一场专门为我们安

排的音乐会，虽说只有一位钢琴手，两

位歌手，半小时的表演，但我心足矣。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

是我们的下一站。这座城市因为坐落在

叶尼塞河畔而著名。叶尼塞河是俄罗斯

最大的河流，其源头是安加拉河，最终

流入北冰洋。当地导游欧莱小姐告诉我

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一个轻工业城

市，不少年青人已离开，去莫斯科或者圣

彼得堡谋生。因为有大批中国和印度移

民涌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总人口也

没怎么下降。在这里，中国人随处可见，

总数约在1万人上下，中国人的商团甚至

还有自己的华文报纸。

列车继续前行，我们抵达了旅程的

下一站——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	

前些天烈日灼照，气温高达摄氏度40

度，但我们的专列驶进城的时候，整个

城市突然大雨滂沱。新西伯利亚被视

为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

西伯利亚铁路的中心枢纽。新西伯利

亚有一个巨型的露天的列车博览中心，

展示有很多老式的列车，还保留着最

初的车厢和装饰，让人感觉确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铁道城市。旅行团中，有些

组员因担心被淋湿而错过了参观列车博

览中心的机会，现在想来，实在可惜。

接下来，我们的行程进入第十天了，

列车抵达的城市是叶卡捷琳堡。它既名

气赫赫又有不光彩的一面，地处乌拉尔

山，被地理学家设定为欧亚大陆的分界

点，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脚跨欧亚大陆

的分界线拍照留念，开心而自豪地宣称

自己在同一时间踩在亚洲大陆和欧洲

大陆之上！

这座城市也让人不尽惬意。1918年

7月17日，沙俄的最后一位君主，沙皇

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连同他们的五

个小孩就是在这座城市被枪决的。他

们是在一所民宅里被执行枪决，宅第也

被烧毁了，现在，人们在它的原址建了

一座东正教教堂，并恰当地称之为“血

大教堂”（Cathedral	on	the	Blood）。

我看着教堂里的那些可爱的圣像，却禁

不住对尼古拉二世感到惋惜：是他的远

见促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使得无

数的游客可以搭乘火车参观广袤的王

国，然而，最终，却在这里如此悲剧性

地走完他的人生……

专列继续西行，到达最后一站喀

山。这里也有一座克里姆林宫，最特别

之处就是有三种不同的祷告室：伊斯

After the “shashlik lunch” we leave Port Baikal 

by ferry for the small village of Listvyanka 

where we are shown an old Orthodox church.  

Then it was off to Irkutsk, a major trading 

centre with Mongolia and China, which had 

been known as the “Paris of Siberia”.

In the morning we were brought to the Bridge 

of Love by the Angara River, which we are told 

is the only river draining water out of Lake 

Baikal.  It was a lovely summer morning as 

our Chinese-speaking Russian guide narrated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which had grown as a 

major railway town largely due to the security 

provided by the Cossacks.

In the afternoon the train passengers visited 

a 19th century mansion which had been the 

home of a Russian family banished by the 

court to Siberia.  The palatial two-storeyed 

house is maintained as a museum and, to 

our delight, a special half-an-hour concert 

performed by two singers accompanied by a 

pianist has been specially arranged.  

Krasnoyarsk, our next stop, is notable for its 

proximity to the Yenissei River, which claims 

to be Russia’s greatest river system, flowing 

from the Angara River to the Arctic Ocean. 

Miss Olay, our local guide, revealed that 

younger Russians have been leaving this light 

industrial city for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recent years.  But this drop in population 

has been offset by an influx of Chinese and 

Indian immigrants.

Apparently, there are now about 10,000 

Chinese living in the city, and the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even publishes its own 

newspaper.

Our next stop, Novosibirsk was a washout 

literally.  After wilting under temperatures of 

40 degrees, the city was drenched in heavy 

rain on the day our Express moved into town.  

Widely regarded as the centre of Siberia 

and the heart of the trans Siberian railway,  

Novosibirsk lives up to its heritage with a large 

open air exhibition of trains.  Many of the 

vintage trains retain their original furnishing 

and décor.  Unfortunately, the less hardy of 

the group gave the exhibition a miss to stay 

dry in our tour bus. 

On our 10th day we arrived at Yekaterinburg, 

famous and infamous for two different 

reasons.  Firstly it is a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 

because scientists have defined this Ural 

Mountains city as the border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Tourists jostle to have their photos 

taken at the demarcation line so that they can 

proudly proclaim they are at the world’s two 

major continents at the same time.

A less palatable fact is that Yekaterinburg is 

the city where Russia’s last king, Tsar Nicholas 

II was killed with his wife and five childr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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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hours of July 17, 1918. The house 

where the executions took place has been 

destroyed. The site has been rebuilt as an 

Orthodox church, appropriately called the 

Cathedral on the Blood.  As we admired the 

lovely icons in the Cathedral I could not help 

but feel sorry for the Tsar, whose vision of a 

trans Siberian railway had enabled so many 

to visit his huge empire, and yet had come to 

such a tragic end.

Our next stop was the city of Kazan.  Like 

Moscow, Kazan has a Kremlin (a citadel) which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cluster of prayer houses 

of three major religions.  Our local guide 

Alex repeatedly emphasised that the three 

religious groups – Muslims, Christians and 

Greek Orthodox live harmoniously in the city.

In the morning of our 12th day, we finally 

arrived at Moscow, with its inimitable Kremlin 

and Red Square.  Our train package included a 

half-day city tour to see these two landmarks 

and Moscow University.  We decided to extend 

our stay in the Russian capital by another day, 

which enabled us to take a ride in the famous 

Moscow Metro.   Some of the stations we 

stopped at were truly works of art!  One was 

decorated with sculptures, another boasted 

of life sized paintings and yet another had 

artworks made of mosaic tiles.

While I agree that a long train ride is not for 

the faint-hearted, I still think that it is an 

excellent way to know a country.  Admittedly, 

there is more space to stretch your legs in 

a cruise ship.  In the Grand Trans Siberian 

Express our walk was confined to making 

our way to the bar (where a charming pianist 

played in the evenings) and the buffet car for 

our occasional meals onboard.  But since we 

had daily stops at the enroute cities, we had 

enough exercise for each day.

Like cruise ships, the tour operator of the 

train also tries to make the hours on the train 

informative.  One day, we had a talk on Russia 

which included trivia like women outnumber 

men by 1200 to 1000, because Russia had lost 

many sons during the wars.   On another day, 

we were taught that the Russian language 

has 33 alphabets, and we also learned basic 

Russian salutations (“spasiba” for “thank you”).

The icing on the cake for my trans Siberian 

rail holiday was one invaluable asset our tour 

leader, Mr Li Liang Yu, the president of China 

Express.  One who strongly believes that “a joke 

a day keeps the frowns away”, he would regale 

us with hilarious personal anecdotes and 

historical myths.  A schola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i’s repertoire ranged from the 

sublime to the absurd, but his daily dosage of 

stories enhanced our Russian escapade.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兰教、基督教和希腊东正教等三大宗教

教徒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祷告室。亚

力克斯是我们在喀山的导游，他多次强

调，喀山的居民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

教和希腊东正教徒，让人欣慰的是，三

大宗教却可以和谐共处。

第十二天，专列终于驶达了我们旅

程的终点莫斯科，这里有举世闻名的

克里姆林宫，也有气势宏伟的红场。旅

行社为我们安排一个半天的游览活动，

带我们参观红场、克里姆林宫，还有莫

斯科大学，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为期十

二天的“车轮上的精彩”。旅行社组织

的旅行配套结束了，但我们一组人的

游兴未尽，决定在首都莫斯科多逗留

一天。莫斯科的地铁也是闻名于世的，

我们用了大部分时间去搭乘莫斯科的

地铁。事实证明，我们的地铁“体验”

是愉悦而精彩的：我们经停的一些地

铁站完全称得上是艺术杰作，譬如，其

中的一个地铁站摆满了精美的雕塑，

另一个则挂满了各种画作，里面的人物

和生活中的人物是同比例的，还有一个

地铁站，里面展示的艺术作品都是用马

赛克彩砖拼贴而成。

对于韧性不够的人，也许长时间的

火车旅行并非上策，但要深入具体地了

解一个国家，一场车轮上的旅行一定不

会让你失望。的确，列车上空间狭促，

不像在游轮上，可以有更大的空间舒展

筋骨。在西伯利亚特快专列上，我们能

有的活动除了到餐车用餐,就是从房间

走去专列上的酒吧，晚上吧台里有人在

优雅地弹钢琴。虽然如此，因为我们每

天都要下车去沿途经停的城市游览，每

天的活动量其实相当大。

和坐游轮一样，列车上也有一些知

识性的讲座。在我们的专列上，工作人

员就曾安排了一场关于俄罗斯的讲座，

从这个讲座中，我们得知因为二战中太

多的俄罗斯的热血男儿为国捐躯，以

至到现在，俄罗斯的女性在数量上仍

超出男性，比例是6：5。这虽然是很细

微的知识，但对我们来说，仍然非常受

益。还有一天，专列上开办简单的俄语

学习班，工作人员教我们学习俄语中

的33个字母，然后教我们如何用俄语

和人打招呼，譬如“谢谢”用俄语就是	

“spasiba”，这样的活动，也让我们在

列车上的生活变得活泼有趣。

在整个旅程中，为我们锦上添花的

是领队李良义。李先生是中国运通国

际旅游公司的总裁，其生活理念是“一

天一笑话，生活乐哈哈”。他深谙中华历

史和文学，要俗有俗，要雅能雅，不管是

分享个人奇遇，还是话说历史迷思，他

都能让我们大家乐乐哈哈，让我们车轮

上的精彩不时地甚至越出精彩之外！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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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郊外的墓地 
新圣女公墓巡礼
八月的莫斯科已经是初秋了，秋季的俄

罗斯更加充满诱人的魅力。郊外成片

的树林中挺拔的白桦树一株株像利剑似的刺

向天空，而树根的周围，各种小草小花开始由

绿转黄。

傍晚，天边是一抹明丽的晚霞，风儿轻轻

地吹来一丝丝凉爽。我一个人走出旅馆，钻进

附近的一片白桦林中，漫无目的地走着。下午

参观新圣女公墓的情景，在脑海中像电影似的

一幕幕呈现。耳边响起了当年（应该是中学吧）

学唱俄语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

新圣女公墓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西南方，是

欧洲三大公墓之一，总面积7.5公顷，安葬着两

万六千个俄罗斯各个时期的名人。它原来是一

块埋葬修士的普通墓地，由于地理位置隐蔽和

环境的优雅，到十九世纪时，慢慢成为俄罗斯

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家和名流的埋葬之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来安葬在教堂里的文化

名人，也被迁移到此地。

通常来说，墓地是庄严肃穆甚至有一些阴

森恐怖的。但是你到这里来看一看，会发觉这

里不仅是一部浓缩的俄罗斯历史，还可以找寻

到影响俄罗斯甚至全世界的伟人的事迹以及他

们活着的时候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是学戏剧的，契科夫和果戈里这些名字

是和他们伟大的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他

们两人的墓就在这里。一代文学巨匠果戈里，

只活到43就去世了，他写下了《死魂灵》和《钦

差大臣》等不朽的作品。果戈里在世时，曾再

三说后人不要为他树立任何墓碑，但后人并

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人们认为他对俄罗斯文

学和戏剧作出了巨大贡献，死后为他举行了隆

重的安葬仪式并为他修了一个墓碑。而在他的

墓地旁，契科夫的墓做了他的邻居。契科夫比

果戈里大一岁，死于肺结核的时候只有44岁。	

他的小说《变色龙》和《套中人》是俄罗斯文学

史上的艺术珍品。他的戏剧更是令我们高山

仰止。《樱桃园》、《万尼亚舅舅》、《海鸥》、	

《三姐妹》等等戏剧是引领我走上戏剧道路

的范品。在南洋艺术学院任教时，我们排了	

《三姐妹》，那回心荡气的艺术情感，令观众

久久难忘。契科夫也极富幽默，生前总是劝告

人们要珍惜生命，要知足常乐。他曾经说过：	

“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

地说，挺好，多亏这根刺没有扎在眼睛里。要

是你挨了一顿棍子的打，你就应该乐得蹦起

来说，看我多有运气，人家总算没拿带刺的

棒子打我。如果你心爱的人背叛了你，你就应

该感到万分庆幸，庆幸她背叛的是你而不是

你的祖国。”这位语言精练的大师，如今就埋

葬在这个小尖顶屋子的下面。

据讲解员介绍，契科夫的墓碑，是用意大

利最好的卡利亚茨大理石雕成的。这个墓碑

的风格是俄罗斯的传统雕塑风格，而它护栏

的浮雕，都是手工完成的，代表着永恒。那些

连在一起的线条象征着波浪，是他工作过的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标志，那就是伏尔加河和	

海鸥。	

这里还埋葬着诗人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

基、小说家法捷耶夫，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舞蹈家乌兰诺娃，画家列维坦等等。

我要特别讲一下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从1941年7月10日到1944年8月9日，德国人

把列宁格勒围困了三年零一个月。在这些日子

里，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共牺牲了九十万人，

其中仅饿死和冻死的就有四十六万人。1942年	

8月9日，德国人认为列宁格勒已经唾手可得，

甚至德国司令部已经为他们的军官分送了

在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大酒店参加庆功宴

的请柬。但是那一天，酒店没举行德国人的

╱	文		:  乐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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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功宴，取而代之的是肖斯塔科维奇	

《列宁格勒交响曲》的首演。

在战火和硝烟中，尽管当时列宁格

勒广播乐团只剩下指挥和十五名团员，

其余的人不是饿死、冻死就是受伤躺

在医院里，再就是上了前线打仗，但人

们还是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克服困难。

为了使演出正常进行，苏联红军先以强

大密集的火力将德军的大炮打哑，随后

这部表现愤怒与反抗的交响巨作，便在

战火中奏响。音乐像山洪爆发一样，淹

没了整个城市，响彻在战云密布的列宁

格勒上空，为鼓舞人民战斗到最后的	

胜利。

我站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墓碑前，我

觉得他不仅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更

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战斗者，他铸

造了俄罗斯人的脊梁。这个墓碑只是简

单的几个音符，但让人仿佛听到交响乐

的恢弘音响。	

其实新圣女公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

的雕塑公园。苏联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索比诺夫去世后，女雕塑家穆希娜对他

墓碑的设计倾注了大量心血。终于，一

只垂死的天鹅形象震撼了所有前来参观

的游客，这只美丽的天鹅成为索比诺夫

灵魂的象征。	

在新圣女公墓里，很少有政治家的

墓碑，一般国家领导人的墓都安放在红

场上的克里姆林宫内。那为什么赫鲁晓

夫的墓会在这里出现呢？

原来赫鲁晓夫在生前说过，他不愿

意和红场上的斯大林墓在一起，而靠政

变逼他下台的后任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

夫也不同意在红场为他建立墓碑。而他

的家人却觉得把他埋葬在新圣女公墓

感到荣耀，因为这里埋葬的都是为俄

罗斯作出伟大贡献的人。

赫鲁晓夫的墓碑设计得非常独特，

它的一半是黑色的，一半是白色的，黑

白两色的花岗岩用几何图交叉而成，这

蕴含着赫鲁晓夫生前既有功也有过。

赫鲁晓夫的头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的

中间，雕塑家让赫鲁晓夫的头颅从花

岗岩中探出来，微笑着倾听后人对他

的评价。	

更有意思的是，墓碑的设计者是赫

鲁晓夫生前多次在公开场合批判过的雕

塑家涅伊兹维斯内。赫鲁晓夫曾骂他	

“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却是

臭狗屎，驴尾巴甩出来的东西也比涅伊

兹维斯内的作品还好”。赫鲁晓夫甚至

在莫斯科美协成立30周年的展览会上，

当众揭发涅伊兹维斯内是同性恋者，而

天性豪爽的雕塑家当时马上反驳说：	

“请您现在给我找一个姑娘，我要当

场证明我是怎样一个同性恋者。”就是

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一个是政

治家，一个是艺术家，怎么可能由艺术

家来给政治家雕塑墓碑呢？

原来，赫鲁晓夫在死前，曾表示要

由被他骂过的涅伊兹维斯内为他做墓

碑，当赫鲁晓夫的家人把这个遗愿告诉

涅伊兹维斯内的时候，宽容的雕塑家接

受了这个工作，但提出了一个要求：任何

人不能干涉他的创作。赫鲁晓夫的家人

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诞生了这样一个

黑白相间的、独特的政治家的墓碑。

读者诸君，你听了我讲的这样一

个墓碑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呢？

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政治和艺术

就这样在一个墓碑中奇妙地融合在一

起了。

我在树林中漫步，在漫步中思索。

有人说过：“俄罗斯的苦难孕育了伟人

们的作品，而这些心灵的养料又反过

来为每一个追求理想的俄罗斯人铸造

一颗颗高尚的灵魂。”是的，俄罗斯朋

友也曾说过：“在俄罗斯新圣女公墓不

是告别生命的地方，而是重新解读生

命，净化灵魂的教堂。”

晚风轻轻吹，四周静悄悄，熟悉的

旋律在我耳边又一次响起：夜色多美好，

令人心欢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作者为资深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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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洲望星二则
之一：无官不动

星期天一早照例上植物园步行，在

大门口遇见一大批人，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红衣白裤，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人群、八哥、松鼠、宠物狗和各种奇花

异果,	组成植物园的不同景观。今早的

红白人群，映衬蓝天绿树，格外显眼。

他们是基层组织的郊游团，难得挣脱

林立的高楼，亲近一下小自然。我们穿

过人群，沿着熟悉的路径享受绿意和清

爽。走着走着，一位红衣白裤的妇女从

后头赶超我们，然后放慢脚步，用英语

与我们搭讪起来：Just	a	walk.	What	a	

big	deal	！（走走嘛，有什么大不了！）

怎么回事？我们边走边聊，始知门

口那一大群人，一起苦等着国会议员

的到来。她一气之下，竟然打破“无官

不动”的纪律，单独上路。“约好的时间

已过了那么久，干嘛老等呀，大家可以

先走嘛，我还得上鹰阁医院探病呢！”

看得出她满肚子火，一早的兴致在

苦苦等候中变酸了。但她或许忘记了，这

本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对权力抱

着敬畏之心，对金钱怀有羡慕之情，所

以民间才流行这样的顺口溜：哪里凉，

哪里坐，哪里有权（钱）哪里靠。那些

不愿“坐”、不愿“靠”之辈，贴上“不识

抬举”、“大逆不道”不就完事了吗？！	

望着她那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想植物园

入口处，长官该来了吧，官民该“同坐互

靠”了吧。

其实，权钱的威慑，自古已然，只

不过于今尤烈。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等

亚洲地区有所谓“官商勾结”，在欧美

地区有所谓利益集团。在凡人眼中，这

些人呼风唤雨，力量无穷，能不应声而

动、择地而坐、依势而靠吗？如今有人

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苍蝇老虎一

起打，但能否撼动横行千百年的权钱威

慑，一时尚无定论。所以，对无可奈何

的顺民而言，确实别无选择。“无官不

动”其实是一种劣质文化，它不仅扼杀

民众的积极性，而且加剧自上而下的

威权主义。

什么时候，官员们处处以民为本，

真心与民同乐，虽说做不到“先天下之

忧而忧”，但若能稍有“后百姓之乐而

乐”的心胸，那么“无官不动”的现象及

附带的厌恶感自然可以避免了。

之二：有卡请进

终于收到邮来的建国一代礼物。之

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建国一代配套，总算

有了眉目：一张卡，一份总理感激信，一

份咨询电话资料，一份说明书，一份医

务所名单。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精心

装璜，一是四种语文。和大多数人一样，

当初在报上读到政府要花费80亿元照

顾建国一代，我也确有受宠若惊之感，

如今方知这其实是政府对长期忽略的

老人医保的一次补偿。对于吃的是草，

已挤不出奶的老牛，怎么说这也算得上

是迟来的福音。

老年是人生必经阶段，所以我对周

边朋友如何安度晚年一向颇为关注。

那天遇到友人Y君，谈起只要出示医保

卡，参与医保配套的诊疗所会给建国一

代近30元补贴，由政府来买单。他说，

从前看小病花十几元已够心痛，现在动

╱	文		:   浩    文

辄五六十元，什么时候可以像加拿大

那样，看病不花钱，不必为补贴不足而

掏钱。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已无分

文入息，谁能担保医疗收费今后不会

再上涨呢？”看得出，往日的生活艰辛，

令他对未来忧心忡忡。

毕竟，人不是为疾病而活，而是要

活得体面、活得快乐。友人H君对此深

有感触。他说，老有所依，应该是体面

和幸福感。“可我呢，都70来岁了，因为

没有了生活费，只得考虑卖掉4房式组

屋，改住老人公寓，且不说冠上“公寓”

字眼，400余平尺的空间，得花上12万

元，百岁后两手空空，晚年那含饴弄孙

的家庭温暖和天伦之乐也荡然无存！”

我不知道，他要怪自己的不争气，

还是怪社会的不公平？社会进步了，社

会的财富增加了，可是弱者要过上体面

和幸福的晚年，道路何其崎岖漫长。	

H君还有一间4房组屋可以变卖，还有	

“公寓”可以苟延，其他更窘迫的建国

一代，不知在医保下看病取药之余，是

滋生一种幸福感呢，还是会为社保的

欠缺而苦恼？

医门八字开，有卡请进来，可老人问

题就此迎刃而解吗？我感到万般无奈。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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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不要你看我
不久前，偶遇一个相熟的人。之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虽然认识时间不短，却

交往不多，实在算不上朋友。这位熟人和我说

起一件事，颇有几分意思。

她说，她的Facebook上的朋友很多，可是

大部分人的动态她都看不到，有的人明明天天

上Facebook，怎么可能不更新呢？可是，就是没

有。后来，她发现原来更新频繁的也没有了，愈

发奇怪。她自己倒是经常发一些照片或者生活

动态，朋友们常常或留言或点赞，她却无从去

为他们点赞，觉得又郁闷又奇怪。后来，还是

她那位朋友群比她更庞大的女儿为她揭开了

谜底——可能她的朋友们设置了分享限制，换

句话说，就是把她屏蔽在生活动态或者更新

的分享人群之外。所以，人家可以看到她，而

她，看不到人家。按说，她也算增长了见识，了

解了Facebook愈加“人性化”的功能，应该算了

却了一桩念想。不曾想的是，她陷入了比之前

更为郁闷甚至气结的状态。她开始想不通了。

为什么呢？她问我。你是学心理学的，帮我

分析一下。你也懂电脑，能告诉我怎么能查出那

些屏蔽我的人。我要看看哪些是真正什么动态

也没有，哪些是有意屏蔽我的！她越说越气，我

一定要查出来，然后把Ta们统统列入黑名单。

凭什么，Ta们可以看我，却不让我看Ta！我回避

她的目光，低头把玩着手里的茶杯，不知该如

何安慰这一颗爆满裂痕的玻璃心，生怕哪句话

说不好，玻璃心碎了。

这当然不是个例。也不属于所谓的网络症

候群－完全活在虚拟空间的那种。类似这位熟

人的问题有别于网络依赖。这类人大多以女子

为主，她们有着尚可的工作，较多的闲暇，以及

费心经营的社交圈。她们在社交网站的形象相

当可人，兰心蕙质令人倾心，多半是自身形象的

升级版本	－	照片当然是修过的，文字是颇具

智慧火花的，偶尔烧一两道小菜，烤几块饼干，

看，除了职场上的收放得体，厨房里那也是巧

笑嫣然。	这类人花在社交网站上的时间和

心思远远超过网站设计者的想像，如果有社

交网站最忠实用户奖，她们绝对是白金镶钻

级别的。	她们可以不会用智能手机里其他的

任何功能，几大社交网站和网络工具必须信手

拈来。每天如果不打开查看个十的几立方次，

绝对是从手心痒到脚心。她们当然也有关注别

人动态的热情，如果你的哪句话或者照片引起

（那是很容易的）她们的好奇心，她们有彻夜

不眠把你的全部信息扫描一遍，成为日后八卦

的第一手翔实资料。对于朋友，她们当然有所

选择，何止如此，她们会为你的一个赞一个评

论或灿烂或羞涩或百般猜测，也会把defriend

你视为高过一切的示威和无比优雅的转身。试

想，如此真心全情地投入，如果视社交网站如

此生事业的她们，怎么能承受别人有可能地有

意屏蔽？真真是要直接摔碎这些虽不年轻却

无比傲娇的玻璃心呐。	

再回到那位熟人。如果说Facebook的决策

层或者顶级团队里有几个心理学家，我绝对不

奇怪。人与他人的分享，小到寻常小事大到精

神认知，当然有自己感到合适或者舒服的人群

或者空间。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在别人的衡量

之外。就这么简单。除非你一定要负能量满

满，以己度人，要自黑，要撒娇，要断定出所以

然。当然，我绝对没有说什么要知道，有些人

是过了你说什么金玉良言就看到峰回路转的年

龄。她们才不要你的开导你的见解等等，要的

是你的耐心和百分之百的理解同情加安慰。

玻璃心看似养眼，如此实在是太累吧。

不如就碎了它，长一颗自然些的，活出一个

洒脱。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文		:   苏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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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正浓，我“归思”亦浓

俄罗斯近年来缩紧移民政策，我在今年3月

竟然顺利获得了三年的临时居留证，必须去一

趟俄罗斯，办理相关手续，这是获得永久居留

证和公民权的前奏。明知道局势不平静，我还

是抱着微弱的希望——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乌

克兰等“兄弟盟国”不要走上决裂的道路，但是

接下来的发展却使原有的区域政治国际化，原

来的苏联“兄弟盟国”间的矛盾也愈发尖锐。

几年前怀揣着对后苏联的政治变迁的好

奇和对俄语语言文化的喜爱，我踏上俄罗斯的

土壤，我没有理由眼看它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分

崩离析，而畏惧，而却步。尤其是当俄罗斯在	

3月中旬促使克里米亚举行了极具争议性的选

举，使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解决整整半世纪

俄罗人眼中的政治糊涂账，在摇旗呐喊声中回

归俄罗斯的版图，我告诉自己一定得回一趟俄	

罗斯。

我住在一个飞地——加里宁格勒，它的周

边有三国围绕：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它是

二战后从前东普鲁斯分割出来给苏维埃的德

国领土。眼看在不远的南方出现一个新的飞

地——克里米亚，我到了4月该回去加里宁格

勒时，乌克兰军队和亲俄民兵在乌克兰东部

╱	文		:  卢丽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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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零星战火，但我回返之心并没有动

摇。万一开战飞机飞不了，我都盘算好了

坐巴士南下到波兰，再途经意大利米兰

搭飞机回家的“逃命路线”。

当时4月份中国出版的《明周刊》

已看到俄罗斯被孤立的势头，封面中

的普京身着华丽的沙俄古装，一手捧

着地球仪，一手拿着枪械，胸口正中央

还贴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黑白照片，

标题是：普京单挑世界。俨然，西方世

界当时已经是惊弓之鸟，他们想象的	

“敌人”出现了。

5月下旬我顺利回到俄罗斯，不过	

“顺利”之前已感受到硝烟带来的影

响，它甚至蔓延到了新加坡。驻新俄罗

斯大使馆要求我办理目标明确的签证，

而不是一般的旅游签证，为此延迟超

过一个月的时间。这跟乌克兰的紧张

局势有点关系，这期间一些在俄罗斯

工作的新加坡人办理签证回去时也遇

到了同样的麻烦。

至于我的情形，尤为奇怪：我的临

时居留证不是已经在当地批下来吗？

但是因为身在新加坡，俄罗斯移民局

要求我亲自到俄罗斯，把居留证盖在我

的护照上，但我又必须申请重新入境俄

罗斯的签证，而且这签证的申请竟然还

困难重重！驻新加坡的俄罗斯签证官从

一开始的怀疑揣测，让我东奔西跑搜集

证件，到后来接听我的每个“追魂”电

话，为我办好一切，最后抛下一句：我

们的大使馆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签证

呢，祝你顺利！

战火中“发烧”的社交媒体

俄罗人的命运可以说牵动着散居全

球的俄罗斯人的神经。我远在台湾一个

素未谋面的俄罗斯女性朋友，看着俄罗

斯族民众被乌克兰军队的炮火杀害，在

台湾发起收集救济品寄到乌克兰。战

火依然不断，似乎失去理性一般，即使

停火的协议不断提出也无济于事。眼

睁睁的，我看着他们之间70余年的苏维

埃共同命运余温荡然无存，有说不出的

难过滋味。

而无形的战火也在两地媒体特有

的遣词用字中，酝酿为一场思想大战，

到了7月17日马航飞机被击落达到真

正白热化。这个媒体大战大大丰富我

的俄语词汇量。它的影响深远，连我	

12岁的学生也被“洗脑”，他说以后绝不

去乌克兰，他们那儿都是“法西斯主义

者”。渐渐地，以前历史课本才用的字

眼如“吞并”、“法西斯主义者”	和“纳	

粹主义者”等都活生生出现在公共语	

境里。

在社交媒体中，俄乌两国人民铺天

盖地般互相取笑、揶揄、调侃，甚至是

辱骂，尽情泼洒恶毒的字眼，毫无顾忌

地腥、膻、火、辣。有一次，乌克兰代外

长因“安抚”基辅俄罗斯大使馆的反俄

人士而用脏话辱骂普京（中文太文雅，

翻译不了，想象一下方言中问候男士命

根的字眼），没过多久即出现恶搞普京

的汗衫、海报和音乐录像，还获得全球

媒体的报道。虽然这位外长事后被硬

扯下台，原来只是足球队口号的脏话却

因为他而登上国际外交舞台，进入英

语世界的流行字典。充满娱乐色彩之

余，两国的仇恨已顿时变得公开化、合

法化，甚至国际化。

新闻须直面真相： 
不甘沉默的奥列克

在追看风起云涌的局势之余，我在

7月底无意中看到一个关于乌克兰记者

奥列克的报道。是的，当乌克兰政府在

自己领土打击亲俄民兵时，往往殃及

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乌克兰人到底有

何反应?	奥列克不愿意当沉默的一员，

结果一个住在基辅的人以自己的名义

买了火车票到最靠近基辅，位于乌克兰

东部的戈尔洛夫卡小镇。他到了之后

才打电话告诉在基辅的母亲，后者被

他吓疯；事实上他真拿命赌了一把，来

到民兵控制的范围，拷上手铐后被反复

审问一天，他最后成功说服民兵让他报

道真实的情况。

他身上的物件很多被没收，钱包里

的钱不翼而飞，他像幽灵般在鬼城一样

的小城市游荡。晚上他找到酒店休息，

主人告诉他：随便你住。原来类似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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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是被封锁的，东南部的情况很少人知

道。他拍到一家三口在散步时被炸死的

惨状，年轻的母亲死的时候怀里紧抱着

自己的婴儿。他的报道在社交网站广为

传播，他的笔触冷静，深沉，我看了之后

非常激动，马上给他写电邮，他即刻回

复说——他的努力只是为了阻止更多老

百姓被杀害。真的一个是吃了豹子胆的

家伙！我写关于他的英文短文也获得很

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转载，大家对

残杀行为既痛心，也无助。

俄语和乌克兰语中都有一个古老的

谚语：我的房子在郊外（Моя	хата	

с	краю），大意是汉语中的“自扫门

前雪”，指的是乌克兰人的基本思维模

式。处在政治纠纷中的乌克兰正表现

出这样的特质，奥列克对自己人有更尖

锐的批判。他说，行事毫不果断的乌克

兰人信奉“自扫门前雪”的世界观，很容

易被欺骗和支配。他们长久被深刻的恐

惧感支配着，他们习惯性地躲在安全的

区域内，对很多事不闻不问，只要上面

一声令下就可以完全操纵他们——而

要改变现状必须从自己开始。

奥列克真做到了，截稿前，他已经找

到了女受害者的母亲，联同他拍摄的物

证呈交乌克兰的内政部等政府部门，要

求他们严查事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他

不惧以卵击石，他说，即使我们的政府

一团乱，政府部门还是有责任履行基本

的职务。他还希望借此鼓励所有受害者

的家属都向有关当局提出控诉。

制裁与反制裁，攸关“温饱”

在这期间我的学生载我去了一趟立

陶宛游玩，他们在那儿暗暗窃喜买到乌

克兰新上任总统波罗申科的糖果工厂生

产的“小疯蜜”（Crazy	Bee）软糖。包装

纸上卡通蜜蜂的大眼夸张模样，让我们

飞快联想到总统近来和俄罗斯互掐的

狰狞形象，忍不住捧腹大笑。事缘糖果

大王的所有食品早在去年就被俄罗斯

借故封杀，政治上的对立无意中也中断

人民之间长久以来的甜蜜互动。

普京自“占领”克里米亚后，他以

食品制裁的反击为他大大加分，俄罗斯

人的爱国情绪发挥到了极致。反对党

人物大力呼吁早该放弃欧洲一些不良

的食品，改而使用更健康的本地食品，

支持本地的食品工业。一些极端人士

甚至疾呼吃下“我们的苹果，我们的虫

子”。看着他们热情洋溢的访谈，我还

当真记下他们所说的健康食品或品牌

呢。这样的初期反应，被撩起的民族自

尊游走在情绪化和亢奋的边缘，令观

察家预测普京的这一局虽然走得漂亮，

只怕到年底他就会因物资价格提升等

因素，耗尽国民的情感资源。当然，西

方媒体素来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怀

好意地大胆预测俄罗斯超市的架子会

空空如也，俨如回到苏维埃时代，甚至

自我意淫地想象俄罗斯富人包起专机

到米兰或巴黎抢购高档食品。

其实回头看欧盟，它加入美国带领

的制裁行动，让俄罗斯别有滋味，因为

这意味着最邻近战友的背叛和放弃。

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对俄罗斯是爱恨交

织，既爱她输出一波波极尽奢华富贵

之能事的“新俄罗斯人”，也恨后者操

控他们能否温暖度过每一个寒冬。俄

罗斯为欧盟提供30%的天然气，其中德

国40%的天然气需求由俄罗斯提供。德

国首相默克尔和总统普京的亲密战友

关系是区域稳定的因素之一，两人交头

接耳的画面似乎比普京和他前妻更为亲

密，更为人熟知。

普京和默克尔：谁是谁的“神”

出生在共产主义东德的默克尔从

小学习俄语，说得非常流利，而普京在

执行克格勃职务时，很长的一段时间在

东德生活，掌握了德语，在成为总统后

的2001年，他在德国联邦参议院以德

语演讲，十多年来一直传为佳话。他们

个人层面的沟通更胜于一般人，应该有

更大的理解空间。然而他们俩的关系因

克里米亚事件闹僵，因马航坠机陷入冰

点，这对世界局势的稳定有不可言喻的

摧毁作用。和欧洲龙头老大的默克尔关

系破裂，就等于俄罗斯和欧洲的决裂。

普京在8月14日去克里米亚的雅尔

塔演说时，仍然强烈认为“吞并”是没

有根据的说法：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支

持，这不是民主是什么？我觉得这些

话是说给他的亲密战友默克尔听的。

我想她是能听进去，只是暂时咽不下

去而已。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融化双目

锐利，肌肉结实，且言辞犀利的极有魅

力的俄罗斯铁汉，我希望不是别人，

应该是理性和务实的默克尔。也只有

她在局势越来越复杂，全球都似乎要	

“对付”俄罗斯的时候，懂得怎么和普

京对话，从这场濒临开战的危机找到

双赢与和平的方案。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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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无愧怍
        天地自然宽
楚图南的学问人生

缘起：楚图南书法藏品展新加坡首展

2014年9月4日，楚图南书法及藏品展以“慈

悲利物，智慧觉人”为展题在新加坡醉花林俱乐

部四楼开展。这是楚图南书法作品及藏品首次

在海外展出。展前我就在《早报》上读到这一

消息，心情还有一点激动：楚老的道德文章我

早有所闻，但楚老是书法家，我还真有点“孤

陋寡闻”，谈不上有什么印象，唯一记得的，是

二十二年前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写我的和闻一

多相关的硕士论文，借阅过的一本书——《闻

一多研究四十年》，是季镇淮先生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我写论文很有

╱	文		:  南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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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从图书馆借阅了不只三次，书

名是楚老题写的，烫金，端正，朴雅，至

今印象深刻。二十二年后，我来新加坡

十几年了，感觉和大陆的文化界“隔”得

很，自己也闲散得可以，突然能在新加

坡品鉴楚老的书法作品，心里的期待，

可想而知。第一时间去看了展览，楚老

拙中藏趣，淡中出奇的书法的确是近年

来新加坡书画艺术展中少有的精品，我

深信，新加坡的书画家和书法爱好者不

仅能从楚老的书法中体味到艺术之美，

更能领略楚老“俯仰无愧作，天地自然

宽”的人生襟怀。

雪压霜欺自从容： 
楚图南的跌宕人生

楚图南1899年出生于云南省文山

县，原名楚方鹏，曾用名楚介青、楚贞、

楚曾、高寒等。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家、

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人民

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主席、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楚图南在书法

上也有极高造诣，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

名誉主席。

楚图南6岁丧母，15岁时，考入昆明

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

师范学校史地系，其间结识了中国革

命的先驱李大钊，参加组织劳动文化

社，积极办报，也开始发表文章。1923

年秋，楚图南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

在省立一中任教。在认真教学的同时，

他也向学生宣传马列思想，鼓励学生努

力学习，改造中国。1926年，楚图南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从

云南返回北京，迅即到东北，先后在哈

尔滨及长春的中学任教。1929年，楚图

南受党组织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曲

阜、济南等地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向

学生传播进步思想。

明的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春，楚图南

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当选为

民盟中央委员，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

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

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

和领导者。

抗战胜利了，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

全国的上空。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

多相继遇害，楚图南、吴晗等受党的指

派转移到上海。楚图南在上海担任上海

法学院的教授。1947年年底，楚图南秘

密到香港。1948年后，再从香港辗转到

北平，1949年10月1日，楚图南和全体参

加新中国政协会议的代表一起，登上了

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岁末，遵照邓小平指示，楚

图南又南下重庆负责大西南文化教育

工作。四年后，楚图南再度调回北京工

作，1954年5月，楚图南担任中国人民对

外文化协会会长。

“文革”期间，楚图南遭受了迫害，

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改造。那

时，他已是年近70的古稀老人。文革

后，楚图南回北京，1978年4月被选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五届全国政协常

委。1986年楚图南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

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

1988年，楚图南辞去领导职务。在

退出领导岗位后，仍关心国家的经济

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

较多的时间阅读、写作和写字，创作了

不少旧体诗，书法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

格，被人誉为“楚体”。

楚图南于1994年4月11日逝世，享

年95岁。已有论者指出，楚图南的一

生，是风雨兼程的一生，是治学严谨的

一生，是奋斗和革命的一生。他的一

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再到新中国，可

以说，楚图南“历尽人间无量劫”的跌

1930年，楚图南再回

东北，因为震惊东北的	

“吉林五中共党案”被军

阀当局逮捕入狱，被判刑

9年零11个月。在狱中，楚

图南仍保持旺盛的斗志，

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

文学，翻译德国哲学家尼

采和美国进步诗人惠特

曼的著作，还从事小说创

作。1934年6月，伪满傅

仪“执政”大赦，楚图南

提前出狱，先是到河南开

封任教。半年后，于1935

年春天，楚图南抵上海，

改名楚曾，在暨南大学史

地系担任讲师。

“七·七”卢沟桥事

变后，楚图南从上海返回

云南，以云南大学教授的

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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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一生，有着中国近代和当代史的真实	

烙印。

翻译家的楚图南

楚图南的翻译工作大略始于1930

年。那一年，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

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获

罪，他被定性为“共党要犯”，判处坐牢

9年零11月。面对这样的迫害，楚图南并

没有气馁，相反，他在狱中帮助其他的

革命者囚徒学习英语，自己也通过翻译

尼采、惠特曼的人的著作来提升自己的

英语，保持自己的斗志。

从1930年入狱到1934年出狱，这

大约4年间楚图南用狱友抽烟后剩下的

香烟纸盒为稿纸，译完了尼采的《查拉

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同

时也翻译了惠特曼《草叶集》和《大路

之歌》里的部分诗作。出狱后，楚图南

1936年在上海完成了《草叶集》和《大

路之歌》的全部翻译，同时还翻译了俄

罗斯作家涅克拉索夫的长篇诗作《在

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因教学和研

究的需要，他在1937年还完成了英国地

理学者迪金森和霍华士合着的学术专

着《地理学发达史》。

1948年，楚图南因为从朋友那里得

到一本译自德文的英语版的《希腊的神

话和传说》，看过后觉得这个版本取材

广泛，内容全面，且前后连贯，文体朴

实，非常喜欢，于是开始了这部卷帙浩

繁的作品的翻译工作，“以病中的时间

和精力，半工作半消遣地”译完了这部

巨著，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

楚图南的翻译通常带有较强的主

观意图。他翻译尼采，是因为尼采“征

服了自己的疾病，抗拒着可诅咒的丑恶

的环境，而不断的与现代文化的风车挑

战，和有角的基督教的野牛相搏斗”，	

楚图南视尼采为现代思想史上的唐吉

诃德。尼采的哲学思想和战斗

精神，是他和其他革命者在狱

中的火把与精神支柱，帮助他

们“在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

中，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

生活”。

楚图南也是在狱中开始正

式翻译惠特曼的诗歌，他之所

以选择惠特曼作为翻译的对

象，除了机缘巧合（朋友从监

狱外帮忙送进来了惠特曼的

诗歌集），也因为惠特曼的诗

歌“浸透着战斗和乐观进取

的精神”，因为惠特曼歌颂人

天堂与地狱都一样的暗淡，

高空中的鞭挞，

鞭挞着虚无的虚无；

高空中的战叫，

叫唤着虚无的虚无。

但是听，听，听，

马蹄践踏着的声音，

铁骑疾走的声音。

在人间，在人间，

在人间的故乡，

故乡的死了为泥土，

被示众和宰杀了的阿Q，

破碎和喑哑了的，

历史嚼食剩了的骸骨。

  ——摘自楚图南《纪念鲁迅先生》

早期，楚图南也尝试了短篇小说的

创作，他的小说题材多取自古希腊和古

中国的神话，体式近乎是“故事新编”，

写得诡秘而瑰丽，颇能引人入胜，1932

年，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

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收入了他创作的

7个短篇小说。

整体上看，楚图南的文学创作的绝

大多数是散文，他一共出版了四本散

文集，分别是《悲剧及其他》（昆明：诗

的权利和尊严，歌颂人类更美好的希

望和更光辉的远景。这些都让他在牢

狱之中，还能保持一份对未来的信心。

楚图南是现代较早和较完整地翻

译和介绍尼采、惠特曼和古希腊罗马

神话的译者。他的译作，1949年后还多

次重版，是中国现代西方人文译作中

的经典。

文学家的楚图南

作为文学创作者，楚图南从中学时

代就开始发表习作，此后文学创作一

直伴随着他的一生。早期他写新诗，但

没有结集出版，从后来收入《楚图南

集》（第一卷）里的一些新诗看，楚图

南的新诗创作带有浓郁的惠特曼的影

响。他喜欢写篇幅较长的抒情诗，感情

充沛，与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现代风潮

极为合拍，题材取自现实，虽然有诅咒，

但充满乐观积极的情绪。譬如为了纪念

鲁迅逝世一周年，他创作了《纪念鲁迅

先生》一诗，发表在上海的《战歌》杂

志第三期上，有近160行，字里行间，都

是惠特曼式的激进和呐喊：

……

历史只是徒然，

时光也是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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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散文出版，1940年）、《刁斗集》（昆

明：天野出版社，1943年）、《旅尘余记》

（上海：文通书局，1947年），此外，散见

各种报刊的不同年代的散文还有很多，

后来都收入了《楚图南集》第二卷。楚

图南的散文风格平实，思理缜密，笔

带感情。在《刁斗集》书末的附记中他

说，写作时他从来没想着“凭着幸运的

天机和良缘，稳坐在精致的暖阁”把自

己“制造成专家或学者”，也没有想到	

“高踞崇宏而优雅的象塔，啸傲烟霞，

放怀情思，成为白嫩皮肤的文人和诗

人”。他只是随性随感而写，让其文字一

如他“突兀而崎岖的旅途”，“充满了人

间的凌乱的风沙和杂草，和有着角芒的

瓦砾和泥土”。楚图南的散文非常贴近

社会，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广大民众

的生活疾苦。

晚年楚图南开始尝试旧体诗。他逝

世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了他

的旧体诗，采用了楚图南生前拟定的书

名《刍草集》，于1995年出版。为什么用

《刍草集》为书名呢？楚图南在自序中

说：“及晚年八十以后，闲时亦偶尔作小

诗，名之曰《刍草集》。以刍草名集，略

有三义：昔蔡邕告祭故人生刍草一束；

其次，老牛反刍，自知甘苦；第三，不与

繁花争春，惟莳刍草自怡。”此乃他晚

年心境之写照。虽然迟至八十岁以后

才开始写旧体诗，他的不少小诗清新平

实，情感真挚。譬如这首《纪念淑端逝

世五周年》：

五载悠悠寂寞春，

漫漫长夜梦魂萦。

空霄怕听孤鹃唳，

一样凄清离别情。

淑端，即彭淑端，是楚图南的妻子，

从1937年结婚，到1979年淑端病逝，他

们鹣鲽情深，携手走过四十多年的风

风雨雨。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楚图南对

爱妻的深切怀念，凄婉动人。

书法家的楚图南

西汉学问家扬雄说“书、心画也”，

后人把它解读为“书如其人”。宋代林

逋栖隐西湖，结庐孤山，植梅养鹤，自

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写得“疏影

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传世

佳句，其实，他的书法也多逸趣，只可

惜没能传存下来。宋代大书法家黄庭

坚评鉴说，“林处士书清气照人，其端

劲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大意说，林

逋的字清气照人，但端丽中也有傲气和

风骨，同他高洁傲世的人生态度颇为近

似。这说的，还是字如其人。

楚图南毕生习字，到了晚年，写字尤

勤。现在留下来的字幅，多为晚年所书。

经历了五四思潮的洗礼，又在血雨腥风

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壮年时期，新中国成

立后，他也见证了新政权的万象更新，

但旋即又在痛苦和焦虑中熬过了十年浩

劫，最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巨

潮，还以耄耋高龄，高居庙堂，贵为民盟

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为国民出谋献策，

直到终老。有这样跌宕、坦荡而恢弘的

人生，晚年的楚图南可谓繁华看尽，人

情参透，体现在他的书法上，清丽端正，

铅华尽洗。中央美术学院丘振中教授说

楚图南的书法端庄宽博，貌似朴拙，但

笔触灵动，朴实无华，可谓一语中的。

学书要先学做人，楚图南一生坦

荡，心底无私，所以书法大气、沉静，不

含杂尘。学书也要先做学问，楚图南毕

生好学，对史地研究有科学的方法，对

文学创作有独到的体悟，对东西方文

化有广博的涉猎，有这样的学问根基，

楚图南的书法才会端丽中有厚重之质，

平实中有难造之奇。楚图南的后人，原

《光明日报》书画院秘书柳琴女士说，

楚老的字“既不囿于颜鲁公某碑某帖，

也不蹈袭千年以来的颜体名家，虽有

借鉴却别出机杼。将万千人作为把笔

入门功课的颜楷写得有特色、有格调，

这本身即是一种似平实险的路子”。我

想，“似平实险”这四个字很能说明楚

图南书法之精髓。楚图南的人生曾经

是如何的凶险，被通缉、坐监牢、遭追

杀，他都能泰然任之；他毕生追求正义，

时刻挂记民间疾苦，同时也终生刻苦自

修，好学不辍，学识渊博，修行积厚，及

至晚年，欣逢盛世，他大可心无旁骛，专

注习书，“小院深深昼渐长，漫云笔砚遣

时光”，他又怎能不会“气韵梅花洁，诗

思翰墨香”呢？书圣王羲之说“把笔抵

锋，肇乎本性。”楚图南的书法，实则是

他坦荡、丰饶一生的写照。

余话：阅尽荣枯千百态， 
经冬历夏自葱茏

楚图南出生在云南，云南留下了他

学习、工作和战斗的足迹，他对云南是

很有感情的。1992年，云南大学附属中

学庆祝建校65周年，楚老已是93岁高

龄，仍不忘题书赠勉云大附中的学生，

鼓励年轻学子“读好书，交好友，行远

路，做大事”。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

楚图南、吴晗、李公朴、闻一多、杨春

洲、李广田等著名人士都曾在云大附中

执教，如今“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

做大事”这十二个字已成为云大附中的

校训。可以说，楚老的一生都是在实践

这十二个字，而且，不管以任何标准，

他也都实现了这十二个字。楚老阅尽千

态的人生经历，博雅恬淡的学问人生，

明心笃志的道德文章，还有他淡中出奇

的书法造诣，无不让后人心生景仰，时

时给后人“葱茏”常青之启益。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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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的存在： 
              云南之行片想

人类的存在就是个吊诡：我们自然可以

夸口人定胜天，但数万年沧海桑田，

剩下的或许更多自然风景，换言之，自然本身就

是风景，人要成为风景则相当不易；但同时，当

我们历数文化时，人却又成为当之无愧不折不

扣的中心，作为后辈的我们又必须在此基础上

发扬光大。

从7月底到8月上旬，我一直奔波在云南的

旅途上，准确的说该是“丽江-泸沽湖（香格里

拉）-梅里雪山”线路及其周边上。毫无疑问，

旅途上的自然风景摇曳多姿、层次分明，让人

顿觉美不胜收、慨叹自然或上帝造物之伟大，

但同时我的侧重大而言之却又变成了观察和

反思人类的文化。而本文只是/只能从很窄的	

“有情”（沈从文语）的角度，尤其是爱情角度

为主进行思考。

正如我们的包车师傅藏族大哥兼导游所

言的，如果有10个人到丽江及其周边游览，那

么会有7个人留在丽江，2个人去香格里拉或泸

沽湖，1个人去梅里雪山。丽江，某种意义上就

是一个这样的城市：她节奏缓慢适合颓废发

呆却也日益喧嚣，包容美丽却又日益商业化乃

至良莠并存，服务体贴却也日益华贵，似乎减

少了几分传说中的质朴之美。

如果从爱情的角度观察，不管是丽江本身

的定位，还是外来者的想象，都把丽江定位为

适合艳遇的城市。尤其是古城里面，酒吧咖啡

店遍地，各色小吃与特产店如花绽放，也是更

多小资朝圣的背景地——在熙熙攘攘的人潮

中，各种拿手机自拍到此一游的人士不分阶

层不分种族，同样，女士们披上本地披肩，浓

妆淡抹、睡眼惺忪或目光如电或多或少都带

╱	文		:  朱崇科

丽江古城

上了一丝欲望的痕迹。不

管是利比多宣泄，还是荷

尔蒙撒播，更多打上了都

市的色彩，仿佛遇到就是

缘分，一切都那么功利、

洒脱却又自然而然。

相应的，连带我们游

览丽江及其近郊的纳西族

小伙也不断慨叹，纳西族

男女青年似乎和异族通婚

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

这当然不算什么，但问题

在于，民族自身的文化无

论如何都受到了冲击，甚

至是腐蚀，而这里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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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经济对人心和爱情观的腐蚀，

无论是对本地人，还是对游客亦然。

过度商业化、利欲熏心以及相对不

成熟的管理体制会让中国大陆很多游

客的旅行变成了一种自我折磨。比如过

分/超级低价团的出现其实更是一颗毒

瘤，表面上看，它促成了旅游市场的热

闹，但更多时候难免坑蒙拐骗及其恶

果的一再出现。那些明显连票价酒店都

无法涵盖的价格吸引了一批散客或穷游

的人前往，结果往往因为拒不购物而造

成诸多冲突，不管是负责的导游得不到

应有的收入保障，还是黑心导游得寸进

尺，总而言之，受害的是整个市场以及

民众对相关旅游城市和资源的厌恶。

可以理解的是，很多素质不高的节目/

景点也变着戏法骗钱，甚至不惜把自己

异化（东方主义化）。

很多时候，泸沽湖附近的摩梭族及

其走婚也往往让人打上了太多不太健康

的色彩，或者是猥琐化，或者是商业化，

而实际上，摩梭族的走婚制是目前最好

的婚恋制度之一。首先，它是基于爱情

基础上的存在。走婚期间基本是一对

一的展开，绝非很多猥琐之徒所臆想的

滥交——男女白天不见面，晚上男方才

到女方家里去，而一旦爱情消失，那么

则好聚好散。其次，由于是采用母系制

度，老祖母掌管家庭大权，舅舅加以辅

佐，类似于家庭共产主义，即使年青女

子和男子有了小孩之后再分开，也可以

由家庭解决经济问题，又有父亲角色

的存在，因此孩子的成长中不太有所谓

传说中的离婚副作用。

不难看出，这种走婚制既强调爱情

至上的神圣性和美好，让人可以充分

体验爱情的自由、激情和可爱，同时这

种制度也破除了一般婚姻制度的弊端

和劣根性，比如孩子的抚养、赡养费，

财产的分割、角色设定等等。当然，这

种制度也只是在摩梭族内部展开，而

现有的摩梭人里面也才有大约一半的

比例继续实行，当然也有一些走婚的青

年男女在有了小孩后也选择进入世俗

的婚姻关系。

而到了梅里雪山地区，见到的除了

游客之外，主要是藏族同胞。他们似乎

呈现出更“有情”的关怀，比如和动物

的和谐关系。行驶在环山公路上，尤其

是海拔较高的地区，比如3700米以上，

你很容易看到牦牛们三三两两，或者

吃草，或者潇洒拦路，据导游师傅说，

这些牦牛可以自己上山、吃草、成长，

长达一到三个月，除非出现了极端雨雪

天气，它们会自己提前回家，期间只要主

人前去探望一次，并把盐巴放到他们习

惯吃的草上即可。

而到了感情行为方面，藏民们更多

受宗教（活佛）的影响，因为要被劝导

多做善事，善恶皆可波及子孙“因果报

应说”，所以他们一般心地善良、质朴

可爱。据导游师傅说，活佛告诫他们，

那些做坏事的人不需要拜佛了，仿佛拜

佛只是为了消弭目前的罪恶而下一次可

以继续作恶一样。

相较而言，婚恋上也是如此。虽然

他们采取相对世俗的制度，但基本上

离婚率较低，因为在相对有限的空间

内的大家知根知底，妇女离婚后似乎

相对难以再婚，而且如果是自由结合的

家庭，都要多行善，因此反倒显得相对

和谐、相敬如宾。	

旅行，表面上看的是风景，其实也

看的是风景里面的人性，当然也因此拓

展旅行者的人格和品性。走笔从丽江到

泸沽湖再到梅里雪山，当然只是我走马

观花、挂一漏万的粗浅感想，但读者若

能看到一个“有情”的存在的变化，似

乎善莫大焉。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泸沽湖走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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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金力
金力是广州人，小提琴家，1994年加入

新加坡交响乐团。

犹记2006年3月的一天，翻看《联合早报》，

得知金力有个演出，才知道他这些年一直“隐

匿”新加坡交响乐团。当年的小金力是神童，	

11岁那年，被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看中，带到英

国，倾心栽培。1981年，金力12岁，梅纽因和

他一起录制了《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唱片

问世，震惊乐坛。1985年，金力与伦敦皇家交

响乐团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了布鲁赫的	

《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媒体报道“听众的掌

声都快把音乐厅震塌了”。同年，16岁，他与梅

纽因联同日本东京交响乐团（NHK）为纪念联

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举行公演，师徒二人再次

联袂演奏了《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骑马

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现在回看，1985年的

两次演出是金力一生的巅峰经验，也成了之

后他无法逾越的关卡。事隔二十七年后，2012

╱	文		:  何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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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4日，金力为《联合早报》写了一篇	

《怀念和梅纽因一起演出》，其中一

段：“下午我听了排练，并见到梅纽因

正在指挥乐队，他跟乐队排练完就给我	

‘开小灶’，单独给我上课，帮我分析

曲目曲风，在音乐处理及指法、弓法上

都有较大改动，并教我怎样运用手臂

力量。最记得他对我说：‘美国听众喜

欢听大作品，你要更热情去演奏！’”

我看过音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

扎特：1979年斯特恩在中国》，片中有小

时候王健拉大提琴的镜头，一副少年老

成的样子，忧郁凝重的表情完全像个小

大人。虽然只有短短一小段演出，就知

道这孩子以后一定能走得很远。看片

子的时候，我就想到金力，同样“忧郁

凝重”的金力，却没能像王健那样“走

得很远”。

像某些神童（譬如Michael	Rabin）

一样	，金力难逃成长中的种种焦虑困

惑，他一度“有问题”，几乎不开口说

话，整个人“哑”了，琴技也起伏很大。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之后的十

多年，金力似乎消失了。如今商业炒作

下的古典乐坛残酷无情，后浪推前浪，

三年五年不露面，谁还记得你？何况十

多年！1994年，金力的状态非常糟，新

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朱晖邀请他来

新工作，可说“救”了他。但他一开始不

适应在乐队里担任默默无闻的小提琴

手职位，据知情者说，排练时他时不时

拉出一些怪音，以引起他人注意。1997

年水蓝接任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对金力更是鼓励呵护。慢慢地，金力渐

渐恢复，春风吹又生。

金力演出前一天，《联合早报》记

者胡文雁专访他，对过去“落落寡欢”

的日子，金力谈得含含糊糊。大约1986

年，金力从英国回到中国，失去梅纽因

的庇护，一下子六神无主；又参加一个

国际比赛空手而回，自尊心受到极大

伤害；再加上青春期的不安。这些可能

都是金力“出问题”的原因，也可能都

不是。梅纽因知道后，1988年又接他

出去。梅纽因看出他性格的缺陷，鼓励

他大声朗诵诗歌，让他多接触音乐以

外的世界，并认为，金力的个性过于自

闭，不适合走独奏道路，想介绍他到美

国达拉斯交响乐团工作，被金力拒绝。

想起这段往事，金力感慨：“我当时太

幼稚，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当独奏家，

一点不理解老师的苦心，也把乐队的工

作看得太轻。”

当晚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演出命名	

“意大利之夜”，金力独奏帕格尼尼的	

《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总体表现非常

出色。开始他有点紧张，站在台上似乎

很不安，等轮到他拉时，慢慢投入进去。

帕格尼尼的“第二”，在技术上有很多创

新，所以有些地方音色奇特，很“炫”。

其实，金力并不适合拉帕格尼尼，我倒

是希望听他演奏埃尔加、布鲁赫、贝尔

格、肖斯塔科维奇的小提琴协奏曲或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这些才是	

“心灵之声”。金力奏完，掌声雷动，我

注意到，奏完后水蓝拥抱金力的动作非

常深切真挚，不同一般礼节性的“虚晃

一枪”。在听众的一再挽留下，金力返场

拉了一曲《喜相逢》（笛子曲改编）。“喜

相逢”三字，也是所有听众的感受吧？

晚年定居狮城的钢琴家巫漪丽老太

太听了金力演奏的《鹿回头传奇》，感

叹道：“太好了，有听老唱片的感觉！”

张靖腾先生评价金力：“你能从他的演

奏中发现老一代提琴家以及他们所代

表那个一去不复返的个性化时代的印

迹。……在这个古典音乐演绎风格被

规范化得高度雷同，近乎千人一面的时

代，居然能通过金力充满个性的演奏

捕捉到另一个全然不同却无可挽回的

美好时代留下的吉光片羽，这是我们的

幸运。”是的，听到金力是我们的幸运。

请记住金力。

作者为出版社编辑

晚年定居狮城的钢琴家巫漪丽老太太 
听了金力演奏的《鹿回头传奇》，感叹
道：“太好了，有听老唱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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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无敌
他们缔造了历史

开场白 

             魏德圣：

我想最不好的时代，也许是最棒的时代吧。

我在台湾电影正在往下坡走的时候，不小心进

到了这个行业。然后，等到我学得差不多，觉

得自己已经很厉害的时候，刚好电影正在最谷

╱	整理		:  许扬扬

底的时候。你们知道，一个战士失去了战场，

是有多么的苦闷。我就是在那种时候入行。

对我来说，我进入了这个行业，从学习拍片，

然后从看到整个电影环境逐渐走向没落，大家

2014年6月8日，台湾与马来西亚的三位破纪录导演－魏德圣、齐柏林和周青元，破天荒地在新加

坡同台聊电影。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经典文化盛会，由《无界限讲堂》发起与策划，怡和轩联办。

三位导演的对谈交流环节，由台湾知名广告导演彭文淳主导。本文为当天讲座与对谈的摘录。

［编者按］

右起周青元、齐柏林、魏德圣、彭文淳。右起周青元、齐柏林、魏德圣、彭文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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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不是比谁能够拍出一部最好的

电影，而是在比谁能够用最少的钱拍出

一部电影，那样的时代是多么荒唐与	

荒谬。

那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

窝在一间咖啡店里，写自己的剧本，然

后，在别人看来，甚至连自己看来，都觉

得可能是一辈子都拍不了的剧本，就是

《赛德克巴莱》这个剧本。在写这个剧

本的时候，我并没有对它的未来有太多

的信心，只是真的太闲了，真的没事干，

总是要做些什么事情，回家比较不会

有亏欠家里的感觉。就有那么一点点机

会，我参与了第一部由好莱坞投资台湾

拍摄的电影叫《双瞳》，我进去里面当

策划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开始觉

得好像没有不可能的。因为眼界也慢

慢开了，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

是，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特别是电影

这个行业，只要有钱，你想要的画面，你

想要的东西都可以达到需求。既然只要

有钱就可以解决的话，那就怎么找钱，

怎么让他赚钱，变成是我们的重要的	

工作。

其实《双瞳》之后，我做了一个春秋

大梦，就是那时候，我的孩子要出生了，

我人生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期。

人家都说男人有了孩子以后，就会安份

了，就不敢做梦了，就会开始走向稳定

家庭的这一块，就把他的梦想移植给

他的孩子，叫孩子去实现他的东西。我

那时候想，我要趁孩子出生之前，做一

件事情，不要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

那时候，就自己花钱，拍了一个五分钟的	

《赛德克巴莱》的试拍片。然后，果然

是白花了钱，那笔钱两百五十万（新台

币）拍了，成果出来了，大家都认同了。

但是还是一毛钱都找不到。

可是梦已经做了，那个因已经种上

去了，就很有难有解脱的感觉。所以，

那个时候，为了筹募资金，我到处去跟

每个企业讲故事，跟每个有可能的投

资者沟通。可是，发现没有办法，门关

了，就打不开了。所以，那时候，我又变

得比较实际。就是说，我把《赛德克》	

那么长的一个剧本，自己手绘出来。我

不会画图，但是我慢慢学画图，一个镜

头、一个镜头，慢慢画了出来，总共花

了两年、三年的时间，画了三千多个镜

头。我想，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没

有想到，那个时候，世界开始又变了。

就是台湾有些短短的、成本很低的纪

录片，开始有了不错的票房，虽然那个

票房还不到回收的阶段，可是……天下

总是容不下我的那种感觉。这样，又

经历了一个沮丧，终于我认清了一个事

实，我不是李安，人家不会给我钱。那

现在，我要怎么让自己变成李安，也就

是说我怎么证明自己有票房的潜力，那

才是重要。那个时候，就产生了《海角

七号》这个剧本。《海角七号》帮了我一

个大忙。它取得了我拍《赛德克巴莱》的

这张门票。然后《赛德克巴莱》的完成，

也让我们后面更想做的每一件事情都

可以被完成。

这个过程说来轻松，但是每一个

决定，关键的决定期，都是一种赌命

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东西是赌你的

下半生。就是，万一这个赌注没有达到

目的，回收成本的话，下半辈子可能都

在还债。可是对我来说，两个关键期，	

《海角七号》和另外一个关键期，那就

是我四十岁了，我四十岁了我怎么办，

男人过四十岁还是一事无成的话，那大

概就一辈子一事无成了。所以四十岁那

一年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赌注，就是拍

《海角七号》。一直以来，在台湾最低

谷的时候，在台湾最最低潮的时候，刚

好有一部韩国电影叫《鱼》。《鱼》让

整个韩国电影，从一个没有工业的国

家，突然间跳跃起来，创造了很多的票

房奇迹。那个时候，台湾电影一直在等

台湾的《鱼》在哪里？那我也在等，我

们在等，只是没有想到，那是时机的问

题，没有想到一个困境，最大的困境，

不小心让我变成那只《鱼》。不好意思

承担了这么美好的结果，但是，也很高

兴承担这么美丽的结果。谢谢大家，跟

大家分享到这，谢谢。	

              

今天我比你们还紧张、还兴奋。因

为这两位导演的作品我之前看过了。特

别魏导的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自

己在决定做电影导演之前，我的梦想

是想当一个漫画家。中学时都没有在念

书，每天都在涂鸦，画漫画。我一直想，

画漫画这件事情特别有趣，我想，那以

后就当一个漫画家好了。

我常觉得，未来会走怎样的路，可

能有一种冥冥中的安排。到高三的时

候，我们学校规定所有毕业生要有一

个毕业的演出。我是班上最懒的那个，

我就说，随便安排一个小角色让我来

演就好了，反正可以混过去就算了。然

后，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从一个

最不起眼的路人甲，慢慢变成了最重要

的那个角色，又变成了编剧，最后变成

了导演。

嗯，可能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天生

就是这样。然后就开始想一些，为什么

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那样做。所以，

在那时候，那个年代，我想说为什么舞

台剧，一定要在舞台演？为什么演员不

周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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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跳到台下来？为什么演员不能从台

的后面，从观众席前面来？为什么不能

把一些动物搬上舞台？

在中学那一年演出之后，得到了很

好的回响，然后，我开始觉得，原来不

按常理出牌是很好玩的，原来用声音、

影像、表演来讲故事很好玩的。然后，

我就开始想，我毕业之后应该要走哪

一条路。我觉得拍广告好像不错，用短

短的几十秒就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当时

根本没有想过电影这回事。然后我以为

去念广告就可以拍广告，结果念了三年

我都在画线条。画怎么设计，画什么颜

色。我发现好像不是很对。后来我又去

念了美术，纯美术。所以冥冥中安排，

我修了雕塑。然后在假期去打工，那时

候，在一间公司，他们刚好要做很多牛

跟马的雕塑，所以每次我讲那一段就

是“做牛做马”的日子。用洋灰在做雕

塑的过程，我们地上铺了很多报纸，突

然间，在做雕塑的时候，洋灰跌了下来，

我就把报纸看一下，刚好分类小广告有

聘请剪接师。

我就想，我要去做剪接师，当下就

辞职了。从那边开始做了一年，我发现，

真的听到心里面的呼唤是：影像、电影，

这可能是我最终要走的路，然后就到北

京去念书。我念了回来，马来西亚整个

中文电影还没有真的成型，可能几年都

没有一部，可能跟魏导讲的那个时机，

蛮像的。最不好的时机，让我们遇上了，

就是我们的好时机。因为前面没有成功

的例子，所以就算你失败了，也不会不

好意思，因为大家都失败。

那时候刚开始要拍第一部，就是	

《大日子Woohoo》的时候，刚好《海角

七号》在台湾非常非常成功。我已经在

电视台做了大概有十年。我还记得，我

去北京上课，教授第一句话说，你们念

电影的，如果回到去做电视，就是不务

正业。我就是不务正业了大概十年。然

后等到了这个机会，我看到马来西亚是

不是也是《海角七号》的时候了，是不

是马来西亚能开始可以接受属于本土

中文电影的时候。然后，也一样的，面对

很多机制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最终，

终于有机会拍成这部电影，也很幸运的

这部电影得到了很好的成绩，让我可以

陆陆续续拍第二部第三部，而《一路有

你》是最新的这个作品也很幸运可以在

新加坡上映。然后会让大家叫我所谓的	

“全民电影”，最大的原因是，这部电影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梦想，我让全民来一

起做一个电影的梦。

             

《看见台湾》这部片子，是在我过

去二十多年飞行的过程中，不断做白日

梦的一个作品。我从小向往飞行，可是

我的身材，我的眼睛，我没有办法在台

湾考军校，去从事飞行员的工作。所以

我很幸运地在我退伍之后，把空中摄影

当作我这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飞行在

空中，看到我们自己的环境，看到我们

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其实那种感动是

特别深刻的。

二十多年的空中摄影生涯，让我飞

遍了台湾的各个角落。其实在2008年

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可不可以把

我看到的台湾，换一种方式来介绍给

大家。因此我就面临到一个抉择，就

是，我要继续保留我公务人员的身份，

还是放弃我的公职，来追逐我的梦想。

通常追逐梦想，就像魏导常常讲

的，是一个赌注。你根本就不知道，你

放弃了你稳定的工作之后，能不能在另

外一个领域里面得到成就，得到成功。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非常单纯，我觉得大

家没有机会像我用飞行的视野来认识我

自己的家园。那我等于扮演了大家的眼

睛，我想要把我看见的，也让大家可以

看见。为甚么这么说呢？我相信非常多

的新加坡朋友，都非常喜欢来台湾旅

行。你们来台湾旅行的时候，你们会觉

得台湾的人情味非常浓郁。然后，去高

山上住民宿的时候，像梦幻般的城堡，

它满足了我们在拥挤都市里面居住的想

象。你们到台湾，喝到纯美的高山茶叶，

吃到甜美的高山蔬菜，可是大家都不知

齐柏林：

讲座当天三位名导忙着为粉丝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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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所讲述的这些现象，其实都在蚕

食，在伤害台湾现在的环境跟土地。

因此，我想要换一种方式来告诉

大家，怎么样来认识台湾，可是过去很

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我自己在

拍平面照片飞行的时候，可以拍到美丽

的作品之外，但是我帮很多导演、很多

摄影师，带着摄影机上直升机拍片，结

果拍下来的画面，都是一直震动、非常

摇晃。花了很多直升机的经费，可是得

不到好的影像。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为甚么会有这种情况。原来我才了解

到，为甚么好莱坞的每部片子里面，都

有那种很平稳的飞行的画面，为甚么在

BBC的生态节目里面，你可以看到候鸟

迁徙，看到鲸鱼在海上交配，看到北极

熊冬眠出洞的时候，都可以拍到非常

稳定的画面。哦，原来是有一个非常棒

的，空中摄影的系统和摄影机。

当时我在担任公务员的时候，我

就想说我可不可以留职停薪，来做一

件事情，来拍这个片子。可是我去问了

一下那个设备，要70万美金。那是一个

梦想，做梦，不可能的事。我就异想天

开地说，要不然我用租的好了。我从美

国租这套设备进来，用一个礼拜的时

间，把台湾环岛绕一圈，飞个三十个小

时，再剪一个1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应

该绰绰有余的。我就把我所有的积蓄，

拿来租了这套设备。我在三天的时间，

飞了三十个小时，把台湾绕了一圈，最

后剪出了一个六分钟的作品。完全不

能用，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

才知道要有一个自己的专业的设备，

才能够拍（出）一部作品。因此，我在

2009年开始实现我的大梦，实现我的

白日梦。就是寻找各种资源，用家里

的房子去借贷，然后让大家今天可以	

《看见台湾》。

对谈摘录

 引言人：彭文淳   

与谈者：魏德圣、齐柏林、周青元

第一部电影是怎么开始的

彭：万事起头难，那请三位导演谈

一谈，你们第一部电影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把它拍成的？

魏：其实《海角七号》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曾经开始筹备一次。那次的

筹备确实有很多的困难，那种困难是，

怎么讲，“依赖性”。对我来说，是我的

依赖性太强，我要依赖一个制片，我要

依赖一个音乐的人，我要依赖很多演

员。后来那次的筹备，结果没有成功。

一直到三个月后，我又重新筹备一次。

当然，我对我们的剧本有信心，我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可以是个好电影。音乐

的筹划跟演员的组合，在第二次筹备

的时候，会觉得那时候第一次感觉到，

对了！这个对味！音乐也对！然后演员

组合起来，拍的那个剧照，一看出来就

是对，这是一个对的组合。就开始运

作了。一样啦，一样就是钱的问题。我

讲一个钱的难关好了。原本有一笔大

概一千八百万（新台币）的投资，讲得

都差不多了，到我要开拍前两个礼拜。

就是没有了。那个时候，我沮丧，当然

很沮丧，可是沮丧期其实很短。那个时

候就下定决心，我去申请银行的贷款，

去申请国家的补助贷款，就开始做这

个东西。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海角七

号》的开场是多么的美丽，也多么的悲

惨。我们开镜的第一天，前面我原本所

筹到的一些钱，（包括）家里去重新申

请贷款的一些钱，总共好像两百多万	

（新台币）而已。有两百多万我就开始

准备了，到开拍的第一天，身上只剩下

五十万，要准备去垦丁了。然后那时候

的制片、监制啊，他们说，没有钱现在

怎么做？然后监制跟那个制片说，你不

用带太多衣服啦，应该两天就回来了。

那结果我们，带了五十万去恒春，然后

两个月以后，我们带了一部五千万的电

影回台北。难关就过了。

齐：我是拍一个纪录片，一开始完

全没有所谓票房的考虑，之前呢，我已

经是一个在平面摄影，在地理杂志摄

影里算是一个小有知名度的一个摄影

师。我一直觉得，我想要拍一部片子，

这是一个好的计划，应该可以得到很

多人的支持。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放

弃我的工作辞职了，然后出来号召，希

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结果，我离职

了。然后我出来寻找企业支持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大家都不认识我。因为领

域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我要拍这部片子呢？因为我

从空中看到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你要

拍美丽的照片的时候，越来越难拍到，

反而看到的是遍体鳞伤。所以我很急切

的想要把我看到的告诉大家，但是拍片

资金很困难。

当时，我们是很幸运的，我们刚好

碰到陈文茜女士，她在台湾拍了一部纪

录片叫《正负2°C》，她拍完了以后，才

发现到，原来有一个齐柏林已经在做

这件事情了，她却没有跟我合作。所以

她就在她的节目里面帮我做了一篇报

道，那这篇报导就让台湾的很多地方，

知道有一个人要拍一部空拍的纪录片。	

开始去见了很多企业的老板。我当时只

有一个概念，只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在

空中勘景已经二十年了，所有想要拍的

东西，都在我脑海里面。可是空中摄影，

你没有办法保证，就是你每次出去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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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到你想要拍的东西。所以我只有拍摄

大纲，只有架构。你不知道你这部片子

要拍给谁看，可是我是用一个使命感

来拍的。我觉得不管这个片子，有没有

观众。但它至少为我生长的土地，留下

了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这是非常重

要的。在当时，我们的国家，政府没有

人做，民间没有人做。尤其是我在台湾

空中摄影多年，我一直觉得那好像是我

自己的责任。所以我就率先出来做这件

事情。《看见台湾》将在今年的八月底，

在新加坡跟各位见面。谢谢。

周：马来西亚就是以马来语电影为

主导，中文电影好几年都没有一部，票

房最好也只有二、三十万马币。你投资

一两百万拍一部电影，回收只有二三十

万，所以一直都没有太多人敢去做这件

事情。我就开始去想这件事情，一直到

《海角七号》成功。我就想，时机可能

也差不多了，全世界的效应，不管经济

也好，文化也好，当一个地方在吹一样

的风，它可能是大家的时间差不多。我

就觉得，我应该趁这个时候拍一部电

影，那当然风险很大。但我怎样把这个

风险降到最低，我就想，可能贺岁档在

星马一带是票房的一个保证。我就想，

我第一部要拍贺岁片，然后要拍喜剧。

那年年初二我睡醒了，突然想说，明年

是虎年，每年过年我们看舞狮舞龙，为

甚么没有人舞虎？我就上网去找数据，

原来已经存在两百多年了。就在中国河

南的一个农村，原来两百多年前开始舞

虎。大概第二个星期我就定了机票就

飞了过去。去到农村去看，是不是真的

有这件事情，语言不大能通，全村人都

出来了，大家这样那样，这个过程蛮艰

辛。跟魏导其实很像的一点就是，在开

拍前，我去找资金。然后一步一步慢慢

就捱了过来，然后就一直到电影上映。

拍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最难熬的就是

要在上映之前，戏院没有信心。他觉得

马来西亚电影，他看了之后他说，这部

片子能有50万，你真的要去拜拜了。因

为不可能卖。然后我觉得很不服的就

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让观众来给

予它评价，我不想还没有到市场上，已

经被判死刑了。这对我太不公平了，我

们花了这么多心思。竟然最后是决定

在院线的放映上面，当然最后，很幸运

就是，放映的时候反应好，那院线就自

然越开越多，然后场次也越开越多。最

后我们上映了九个星期，拿到四百二十

万（马币）的票房，算是一个蛮大的突

破。然后现在看起来，所有的努力当然

是值得的。因为很幸运，我们这次的赌

注我们是赢了。那当然后面是有很多付

出，把那个风险降到最少。

越本土的题材，越有国际市场

魏：本土的意思是人文。本土的人

文，而不是本土的元素而已。本土的人

文，人文包括它的形、包括它的内在，就

是你呈现本土的那种人文的这块，因为

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成长，我们在这个

地方所共同经历的那个感动，共同经历

的喜怒哀乐。这些东西，把它用电影的

元素呈现给观众，但是不管你在什么

地方，人文的东西一定是全世界共通

的。它没有所谓的在地的元素，是取这

里的元素来思考，可是它是全世界都

可以感动的元素。我是觉得，所谓越本

土，越国际的原因，也就是你有了别人

没有的文化，你有了别人没有产生过的

那个地区人文的生命经验，所以这个

东西传递到世界，全世界的人反而会

产生好奇。会觉得说，哇，我看到一个

不同的文化，我看到一个不同的价值

观的一部电影，产生一种就像好莱坞

有一段时间，特别欣赏印度文化的电

影，那对本地观众的来讲，会觉得说，

我在电影里面可以感受到那个认同。像

《海角七号》在电影院，在台湾的电影

院放映的时候，它票房好到我自己都不

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好，你知道吗？我自

己都觉得有一点奇怪。到有一天，我问

一个警卫，他说他看过了八次。我说为

什么你会看八次？因为我自己都没有那

个耐心可以看八次。他说：第一次他自

己去看，他觉得很好看带了他的阿嬷去

看，他的阿嬷因为年纪跟那个年代有点

接近，所以他阿嬷看了也很喜欢，他隔

天又带他全家人去看。那第四次呢，他

带他的朋友去看。第五次他带他其他的

朋友去看，第六、第七、第八次他是自己

进去看，我说你干嘛又自己进去看？你

如果说朋友都带光就没了嘛，他说，因

为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角色很像我。当

观众为了那个角色在笑，为了那个角色

在掉眼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了解我。

我觉得，这就是在地电影，本土电

影，本土人文的东西，所产生的那个共

鸣度。这个东西就是，我在电影里面，

我得到心理的补偿了。我知道大家了解

了，或者是了解了我的某一个朋友，因

为里面有一个人性格很像他。我透过

越本土，越国际的原因，也就是你有了别人没有的文化，
你有了别人没有产生过的那个……地区人文的生命经验，
所以这个东西传递到世界，全世界的人反而会产生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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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了解他，透过电影他们了解了我。

我觉得这是一种在电影院里面集体看

电影，那种集体式的人文催眠吧。应该

是这种感觉。

彭：《一路有你》是不是有同样的

情况？

周：对！我觉得那情况，其实很像。

很多人会告诉我说，里面那个老人家很

像我爸，还是很像我的一个邻居，或者

是里面某某某的经历很像我自己的经

历。甚至我们有时有机会到戏院跟观

众交流，他会很激动来握着你，甚至流

着泪说，你拍出了我家里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蛮认同本土性就在于，你真的

能够很深刻地很深切地触动到所在地

的所有的人。他的生活模式，曾经有过

的经历。当你感动了这群人，那每个人

的情绪一样可以散播到更多的地方。

最基本的是，当初我在创作的时候，我

不会去想外面的人会怎么看，我不会去

想这个意大利人能不能看得懂，这法国

人能不能明白这个笑点。我还是以所在

地的观众跟想法去展现属于真实的本

地的色彩跟人文。

但我觉得，当你做到了这块，能够

感动到人了，那其他的陆续就会来。因

为，我觉得，当意大利在拍片也不会想

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看不看得懂。伊

朗导演在拍，他也不会想到新加坡人

看不看得懂，我是否应该要把这个东西

拍简单一点，因为新加坡人看不懂。所

以，外国人其实也都这样做，反而是我

们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很多声音会来质

疑说：你这样的电影能不能去得很远？

你这样的在地性是不是应该要继续？

不过很幸运，我们的想法都蛮像的。	

（彭：找到共鸣了。）不然就要打起来

了。

齐：其实去年，就是2013年，台湾

大概有十二、三部的纪录片上院线去发

表。纪录片上院线，要让观众买票来支

持进到电影院来看，其实本来就是难

度很高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纪录片想

上院线？我想，纪录片跟本土的意识有

很大的关系。因为，每一部纪录片的导

演，他都是观察到社会的某个现象，某

件事情，从他的内心深处想要讲述这个

故事，或是伸张正义，或等等之类的。

然后都有这样的情绪在里面。所以纪

录片本身跟本土就比较接近，记录了这

个我们生长的环境周遭的一些人、事、

物。但是，纪录片要上院线，我刚讲到

难度很高，去年在台湾的纪录片里面也

是有好几部票房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有更多的纪录片导演，他们的作

品都是今天拍完，明天发表，后天就进

仓库了。很少有机会让大家可以看到纪

录片。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培养大家可

以关心纪录片的一个年代，因为，纪录

片它并不像剧情片一样，很多故事是用

想出来的。纪录片是很真实地在记录。

而这样的记录其实是可以让大家了解

到本土的一些，不管是文化也好，一些

社会氛围也好。现在我不晓得在新加

坡的情况，但是在台湾有越来越多人，

参与纪录片的拍摄。

周：我补充一点。我之前说看马来

西亚以前的电影，觉得就是少了这一

块，因为可能很多电影在模仿台湾，在

模仿香港，在模仿…可能新加坡。它少

了那个本土的感觉，所以当观众在看的

时候他会觉得，这看起来很不贴近我。

它很像香港、很像台湾，他不像马来西

亚，所以反而那种本土的感觉少了，他们

的投入感就少了。那类电影能走得很远

吗？其实不是。当它少了最基本的部份，

反而也不能走得很远的同时，就连本地

的观众都没有办法接受得到。这是当时

我看到的一个情况。

“勇敢做梦，勇敢行动！”

彭：台湾人现在时下最流行“小确

幸”，就是村上春树写的，“小小确定的

幸福”。开一个个性小店，卖咖啡，卖文

创用品，但是你们两个很奇怪，你们总

是要玩大题材，然后常常把自己逼到绝

路。就变成了大危险、大不幸。这跟你们

成长的背景有关吗？

魏：小确幸。我们每天也在小确幸

啊。我每天都期待一件好事发生。如

果没有好事发生，我就每天晚上请自己

喝一瓶啤酒。我就觉得今天过得很不

错。其实我觉得把这种小确幸应该放在

生活里面，倒不需要把它放在你想做的

这个事。我想做的为什么一定要是小事

呢？我如果可以承担得住，那我就去做

大的事情啊。那承担不住，应该有人会

帮我扛得住吧，那都扛不住，就跑吧。

反正事情搞坏了，就一大堆人会出

来承担了嘛。对！一个人掉下水，那可

能会游不上来。一群人掉下水，大家都

可能都得救了。就有可能会是这样。

彭：不会整个全部都淹死？

魏：不会，大家都得救了，那就大家

都幸福了嘛。没关系，那个小确幸，也许

在大事件之后才会发生。

齐：在《看见台湾》受到大家欢迎

之后呢，很多人对我拍摄的过程，我的

故事，有很多的也许是感动的赞美。说

我很勇敢，辞职了去追逐梦想。不过我

要跟各位报告，其实我那个勇敢是经

过一整年的纠结挣扎，才下的决定。因

为，我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勇敢。但

是，我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

们人生活一辈子，真的有些事情值得

大家努力地去做，就是稍微可以放开、

放手，去勇敢的逐梦。即使你在追逐梦

想的过程中，要披荆斩棘，也许可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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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这在你人生的

路上，绝对会是你这一辈子最值得回

忆的一件事情。我到了五十岁，快要五

十岁了才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晚，

那在座很多年轻的朋友，我真的觉得

大家应该可以把自己的胆子壮大一点，

放手，然后好好地去看看，去寻找你想

要做的事情。

彭：《一路有你》这个马来西亚电

影，在整个华人世界其实获得非常非

常多的好评。有网友点评：“看到一部

将亲情、友情、爱情无缝融合到完美的

东南亚作品。大马对于传统文化的执着

与坚持，是其他国家华人所做不到的。

单就这点，大马华人值得我们尊重。”

那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完全

的一种语言的自由，融合了各种语言，

大量的方言，于是我也联想到《海角七

号》里面方言的活力与淋漓尽致。《海

角七号》与《一路有你》大获成功，创下

票房的历史记录。这里面两部电影的共

同点就是，它有语言使用的灵活、自由，

大量的使用方言，有特色的讲法，我想

台下的各位新加坡导演，会十分羡慕这

种语言的自由。

彭：《看见台湾》缔造了历史，我在

这里引用台湾文人傅月庵的一个观后

感。他写了一句话非常美：“没有感动，

哪来的行动；没有情绪，哪来的情感；

不曾起身，哪来的探索？”三位导演，努

力在自己的家园、故乡，像老农耕耘土

地，天亮了，明天又要开始继续干活了。

一幕幕令人感动的影像被记录，一部一

部感人的故事被拍出来。我记得魏导演

的太太，其实三位太太应该都讲过：天

下有梦想的人那么多，会去做的也没

有几个，你就是那个很少数会去做的那

个人，你就去做吧。所以勇敢做梦，勇敢

行动！所有的电影人，共勉之！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天下有梦想的人那么多，会去做的也
没有几个，你就是那个很少数会去做的那
个人，你就去做吧。所以勇敢做梦，勇敢
行动！

右起周青元、齐柏林、魏德圣、彭文淳、林少芬、林安娜。右起周青元、齐柏林、魏德圣、彭文淳、林少芬、林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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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青元 
和他的大马全民电影
2 014年是华人的马年，1月30日大年

除夕，马来西亚推出了一部贺岁影片	

《一路有你》。上映以来，在国内外贺岁猛片夹

功之下一路领先，截至3月间的统计，票房超过

1700万令吉（约657万新元），缔造了大马本土

电影的纪录。马到成功，导演周青元也随着他

这部苦心经营的“全民电影”，成为国际华人

影界的当红人物。

镜头跳接到新加坡，6月8日星期天，本地

创意公司10AM举办第二季“无界限讲堂”，	

主题为“大梦无敌”，跨国邀请了三大票房

导演——台湾的魏德圣（《海角七号》《赛德	

克•巴莱》）、齐柏林（空览纪录片《看见台	

湾》）以及马来西亚的周青元（《一路有你》），	

齐聚职总礼堂，畅谈了他们“即使一生人只做

一次也值得”的梦想。

“大梦无敌”尽管讲的是三个成功的故

事，但使得六百名与会者深受感动的，却是三

位导演在重重困境中突破障碍，绝处逢生的

环节。“无界限讲堂”的精彩片段，都刊载于

10AM公司的“面簿”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本

文作者是通过讲座的机缘，与主讲者面碰面，

并以电邮通信，集中介绍我们的邻国全民导

演——周青元。

全马华人拼一个梦

现年四十二岁的周青元，曾到北京学习电

影，那里的老师对同学们说，毕业之后如果

你拍电视，就是不务正业。不过，回到马来西

亚，没机会拍电影，只能进入电视界，“不务正

业”了十多年。

对于目前服务的机构——私营卫星电视

Astro，周青元还是比较有归属感的。之前，他

不曾在一家公司呆超过两年，而在Astro则工

作七年至今。其中一个理由，是公司让他拍片，

一拼梦想。2011年《大日子Woohoo!》和2012年	

《天天好天》，都以贺岁片的形式打响票房，也

建立了口碑。马年的《一路有你》，更是叫好叫

座，登高抡元。

╱	文		:  庄永康

Woohoo Pcitur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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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导回忆，他进Astro的第一年，即

2007年，第一个秀就是国际华裔小姐的

选美秀，美姐是高佻明丽的尤凤音。事

隔七年，尤凤音在《一路有你》中饰演

女儿Joanne，小时被古板保守的父亲

全叔（李世平饰）送到外国学画画，带

回洋男友Ben（澳籍演员Ben	A.	Pfeiffer	

饰）。为派送婚礼请帖，未来翁婿骑上

电单车，踏上一途亲情之旅。

影片的金句：为爱，你是否愿意无

条件妥协？

有影评概括，本片魅力出自“感人

故事情节+幽默搞笑的对白+唯美的电

影画面”，所言极是。但马来西亚华人

之间的凝聚力，应该也是一大因素。	

《一路有你》上映之际，设在吉隆坡的

Astro电视台，首先推出讲述全民电影

拍摄过程的纪录片《拼一个梦》，在全

国各地的社区放映（包括路边设大银

幕），加强大家对电影的期待。影片的

首映礼，则在全马十一个州同步推出。

Astro有个互联网站——ASTRO中

文视界，从影片开拍、首映，到票房追

踪，文宣丝丝入扣，“一路有你”地鼓动

着观众买票看戏的情绪，也功不可没。

虽是文宣，但撰稿人巧妙地打上	

“寻找《一路有你》足迹”的标题，用

热情洋溢的文字，配合马来半岛各处

的一路风光，唤起人们的亲切感。中文

原创书写——这是新加坡须要急起直

追的一环。当然，华文真正成为华人之

间亲切的语文，才有效用！

另一值得重视的动向：去年，马来

西亚中文影视协会特为国内中文电影设

立一个金筝奖（Golden	Wau	Awards）。	

Wau是马来传统风筝，尤指吉兰丹风筝，

中文单字“筝”的词义通常指乐器，称

为“金鹞奖”相信比较恰当。但这是小

节，随着周青元荣获最佳导演打响头

炮，Wau奖将受华人影界聚焦。要是一

如台湾金马奖的开放，有朝一日它也会

成为东南亚华人电影的殿堂。

摄制过程充满感动

马来西亚影坛向以马来影片为主，

华人人口只占二十多巴仙，影片市场相

对狭小，《一路有你》票房能够超越马

来影片《KL	Gangster》（意即隆市蛊惑

仔），堪称奇迹。周青元认为，一直以

来，马来西亚华人影片的一大败笔是

只会模仿，模仿香港、模仿好莱坞，既

然如此，观众直接看港片西片就好了，

何必看本土电影？

拍摄出能够赢得大票房的优质华人

电影，是周青元长久以来的梦想。着手

拍片，“那是《海角七号》给我的启示。”

他说，2008年上映的《海角七号》，是魏

德圣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当年成为

台北电影节开幕影片，并靠网上新媒体

推动，总票房达台币5.3亿（约2000万新

元），缔造国片/华语片最高纪录。	

新片贺岁，是周导这部影片缔造票

房的要素。大马华人确实很久没到电

影院去了，须以过年看戏的传统习俗重

燃他们的兴致。“到来看戏的许多老人

家都埋怨找不到厕所，”周导说，“他们

仍活在厕所设在电影院里面的年代。”

谈到“全民电影”的形成，他说：	

“《一路有你》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梦想。”事情要从今年的贺岁MV开始，

这是周导给公司做的电视综艺节目。接

下来的十八天，却让他体验前所未有的

感动。因为在他固有印象中，大马华人

都是腼腆拘谨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请他们出来唱歌跳舞迎新年，又没礼

物奖品，会有人来吗？

然而，当摄影队到全马各地搜集歌

舞录像时，所到之处，男女老少都踊跃

参与。连幕后化妆，都由演出的人群自

己动手。“这让我梦想有一天会有好几

万人参与拍一部电影。”周导说。

《一路有你》的场景横跨各州，包

括吉打、槟城、霹雳、彭亨、雪兰莪、柔

佛等地。原想也到东马沙巴取景，当地

却爆发苏禄军枪击事件，只好临时更换

地点。全叔的家，在金马仑美兰村，小木

屋本来住着一位独居老人，慷慨借出场

景，分文不收。

女儿的心事，随车窗上的骑士公仔起伏(Woohoo Pcitures提供)  有114年历史的槟城东海旧火车桥，戏拍过后现已拆除(Woohoo Pcitur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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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导指出，影片结尾高潮放的那个

大气球，不是美术组的作品，而是许多

阿公阿嬤带了孙子一起用塑料袋黏合

而成。补了再破，破了再补。片中的大小

角色，用的都是以前没拍过电影的素人

演员，每演一个镜头总要NG三四十次。

但人人都没怨言，尽全力演得最好，	

“不要耽误大家的梦想”。影片中出现

槟城周桥拜天公以及柔佛古庙游神的

庆典，都是现场群众自然营造的大场

面，不必付演出费。

周导说，电影摄制过程的感动，大

过票房告捷的欣喜。

或许尼采也讲得对：唯有戏子才能

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一路走来，一路有你

《一路有你》的一大特色是语言缤

纷横陈：美姐Joanne和洋女婿Ben说的

是标准英式英语；全叔和学友们（包括

马来族的法蒂玛）说华语，跟女儿说广

东话，遇到警察说马来话；片中华人也

尽说着带有大马腔的广东话、福建话

等。整体效果是文化冲击，趣妙横生。

从旁观察，周导是以角色的身份和

处境，并顾虑到素人演员要说他生活

里熟悉的语言，而设计各种台词的。这

与一些电影人硬搬各种方言以求讨好

观众的做法不同。

周导问，“伊朗人拍电影，需要考虑

新加坡人听懂他们的语言吗？”他说，

你要是太介意外人看不看得懂，就会

失去很多东西。他认为时至今日，电影

中用何种语言是不重要的，因为所有台

词都打字幕。

《一路有你》中的许多神来之笔，

是在于它的“电影语言”。有一幕是旅

途客栈中，全叔在床褥上放满膏药布，

仰身压到床上让膏药自贴在背上。脱

苦海，不求人，全叔这副自己危难自己

解决的老骨头，感动了洋女婿。

片中几处童角的戏，生趣盎然，尽

显周导的功力。其中以法蒂玛浮脚屋

里发生的Sofaman事件最好玩。Sofaman	

是谁，看戏自有分晓。

仔细观赏，片中的诗情画意并不一

定来自大自然景色。女主角在车窗玻

璃上描画骑车的旅者，让线条公仔沿着

窗外的电线高低起伏，随着旅程景色的

推移，说尽角色心底的千言万语。我问

周导这么绝妙的构思是怎么得来的，他

说他童年时便喜欢这样涂鸦。

闽籍华人周青元，是在南马柔佛州

峇株巴轄长大的，当地华仁中学校友。

据报《一路有你》缔造票房记录之后，

周导联同主要演员衣锦还乡，南下“峇

土”谢票。他向当地群众透露，拍摄本片

时，他曾到峇株的小学招请演员，剧中

许多情节，例如班长上课时被踢椅子，

都来自峇株，来自本身求学的经历。

饮水思源，涌泉以报，一路走来，

一路有你，这是马来西亚华人有血有泪

的故事。大马华人能够完全凭借民间的

力量，保住华校，保住华文教育，其中有

很深邃的内蕴。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金马仑美兰村的小木屋，是片中全叔的家(Woohoo Pcitur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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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汉字在日本
日本的汉字，也可称为日文中的汉字，原

本来自中国。在汉字东渡日本之前，日

本原本就没有书写的文字。但中文也混有日文

的汉字，却少有人注意，即使有所意识，也总

认为“同样是一个模样的汉字，难分国籍嘛”，

或者说“返祖归宗嘛，没什么可小题大做的”。

其实有类似回应，也不无道理。

语言学家把这种“还乡中文”，归类为“外

来词”或“外来语”。由于这些词原本来自日

文，就显得身份有些特殊。笔者有本《汉语外

来词词典》（刘正埮、高名凯等编，上海辞书

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一万余条外来词，其中

有800多条就来自日本。这也说明，中文日文

不仅形象类似，而且血脉相通。这些来自日本

的“外来语”，也有日本人称它为“日制汉语”

或“和制汉语”。

“日制汉语”不仅重要，对汉语的现代化

也贡献良多。虽然，对于大量日制汉语的涌入

中国，当时就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但它结

果不仅在中国生了根，而且开花结了果。“五

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坛出现许多著名作家，

其中的留日派，就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

田汉、夏衍等，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在自己的

作品中，积极使用了不少日制汉语的外来语。

╱	文		:  黄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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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汉语的外来语所以在中国大量

产生，其主要背景包括：一、日本刚经历

明治维新后的全面西化过程，大量西欧

事物涌现日本；二、留日中国学生在日本

亲身接触到众多新鲜事物，包括原本日

本和后来进口的新鲜名词；三、他们急

于要让中国也现代化，非急起直追不

可，又体验到旧有的汉语确实不够使

用，特别在翻译和介绍国外新鲜事物、

新的概念、新的思维过程中，严重面对

用旧汉语表达的困难，遂决心仿效日

本，不仅要制造大批的新词汇，还可充

分利用形状相同的日本汉子，现代汉语

也就意外加速成形了。

明治维新当时的日本学者或翻译

家，他们的认真和努力也功不可没。他

们既不囫囵吞枣，也不胡乱音译，而是

尽量从传入的汉语典籍中寻找灵感，

重新拼凑成适当的新词，不仅发挥了汉

字擅长吸收外来事物的特性，还兼顾

到文字的优雅和流畅，创造了翻译真、

善、雅的最高典范。由于汉语词的脱胎

换骨，不仅受到日本知识界的推崇，也

为留日中国学人所敬佩。更重要的是，

由于它的大量“回娘家”，而蜕变成为

整个“汉字文化圈”的一份宝贵资产。

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这是一

件值得颂扬的事迹。

有上千个现代汉语词汇，就这样

从日本被介绍到中国，既丰富了汉字文

化，加强了汉字文化的生命力，也扩展

了汉字文化圈的整体力量。这些新词汇

甚至成了新汉语日常使用中不能或缺的

支柱。例如：

共产党、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

场、福祉、营业中、人权、特权、背景、

化石、环境、艺术、医学、独占、交

流、否定、肯定、假设、解放、供给、

说明、方法、共同、阶级、公开、希

望、法律、活动、命令、失踪、投资、

抗议、化妆品、银行、空间、警察、

景气、经验、经济恐慌、现实、元素、

建筑、杂志、国际、紫外线、酵素、时

间、市长、失恋、宗教、集团、

新闻记者、接吻、蛋白质、抽象、通

货收缩、通货膨胀、电子、电报、

电话、传染病、投资、图书馆、悲剧、

否定、否认、舞台、方程式、蜜月、

本质、无产阶级、领海、领空、领

土、冷战、论坛……1	

1取材自茂吕美耶著《汉字日本》， 

麦田出版	

有统计说，现代汉语中有关社会、

人文、科学等方面的术语，大约有七成

（上千条）词汇来自日文。亦有人对毛泽

东著名的《实践论》进行分析后发现，

他有四分之一用词是源自日制汉语。

遗憾的是，日本一度极端盛行外来

语的吸收，却不经常使用言简意骇，而

且已经落地生根的汉字；而且不利用构

词方便的现有汉字，偏要使用只能表

音的片假名；再有是名为翻译外文，实

际上只是利用片假名来套用或音译外

语的词汇，使完全不懂外语的日本人，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日本人，看了听了这

些片假名词句，也总是鸭子听雷，莫名

其妙。

所幸，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

政府发现其弊端，下令政府机关流通的

公文或政令，一概不得再使用乱七八糟

的音译词，日本人看不懂现代日语的情

况才稍有好转。不过，在民间流行的文

字，特别是八卦周刊之类出版物使用

的文字，依然是一团片假名的大杂烩，

只能猜着去理解内容。

试想，如果日本真的废除了汉字，日

语没有了脊椎，它还能支撑和站立吗？

更由于汉字的长期使用及其影响，即使

假名创制以后，日文仍无法排斥汉字，

形成假借汉字与日本假名恒常混合使

用的状态。

由于汉字在日语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加上两千多年的使用历史，汉

字不仅深深融入了日本的文化血脉之

中，还形成难于割舍，甚至无法割舍的

状态。

除此之外，日本又借用汉字及其

偏旁，再仿照汉字的造字方法加以组

合，造成新的所谓“国字”。根据1993

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本无文字。

这是大部分日本学者的认识，

也是世界学界的常识。由于大量的汉

语词汇进入日语，如《角川国语词典》

所收的60，218个日语词汇中，汉语借词

就多达33，143个，占词汇总数的55%。	

w 链接

汉字东渡成了日文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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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国字字典》共收1453个字，

其中使用至今的仍有一百多个，说明日

本也曾尝试自创“和字”，不过不甚成

功而已。

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从地缘上看，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

的近邻。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的文化

交往也源远流长。不过，中国人和日本

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文化观、哲学

观等方面又大相径庭。即使中国汉字

已进入迥然不同文化体系的日语中使

用，对日本语言、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之

余，汉字的特质和适应性，依然是长期

困扰日本的一个问题。近代日本的“国

语改革”，实质上就集中于对汉字的改

造和使用，这点又可说明汉字的进入日

本，不是一帆风顺，包括间中还出现“废

除汉字论”，就是一个例证。

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大量西方经

典著作、新的思维概念进入日本，为了

翻译这些日语中原本没有的概念，日本

人还利用汉字的构词原理，创造了大量

新词汇，称之为“和制汉语”。例如，电

话、名词、哲学、细胞、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日造新词语，后来又被中国留日学

生等群体带回中国，形成汉字反输入

的效果，并在汉语圈里广泛使用之后，

也给汉语带来重大影响。

三世纪经百济渡日

至于汉字何时传入日本，当在正史

记载之前。根据史籍记载，汉字正式传

入日本，当为应时天皇之世（约公元三

世纪末，即248年王仁从百济渡日，献	

《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是为汉

字汉学传入日本的开始）。百济在古代

朝鲜半岛西南，是最先把汉字、佛教和

制陶技术等传入日本，并协助日本文明

开化国家之一。

汉字输入日本之后，到了八世纪中

叶，日人开始用汉字楷书的偏字，改造

成片假名，又用汉字草书的偏旁造成平

假名，以为注汉字音，以及为标注日本

语音之用。当时，称汉字为男文字，而

称假名为女文字。又有所谓日本学者吉

备真备作片假名，弘法大师空海作平假

名之说，但不足凭信。

汉字传入日本之后，不仅公家用它

记录史实，且为一般学者用以书写著

作，而成为当时唯一正式的文字。换言

之，当时已全面使用汉字。不过汉字在

日本的读法有训读和音读两种。前者是

日本原来的语言，后者则系后来传入之

音。而音读又因传入的时与地有别，再

分为汉音、唐音、吴音。日本汉字读音千

变万化，不仅使日本人头痛，外国人摸

不着头脑，也使一些中国人感到内疚。

真名假名混为一体

汉字传入，不仅使古代日本加速文

化进步，同时亦促成所谓片、平假名的

日本文字的出现。虽然，公元九世纪初

叶以来，日本确立了所谓“国风文化”，

书籍已可用假名的日本文字来记述，但

即使到了明治初年，汉字（真名）依然是

公家官方用来纪事的正式文字。

日本解除海禁，开始与欧美交通之

后，日本语言中再混入许多“外来语”

（日人称为“泊来语”）。公元1866年已

有前岛密（日本邮政制度创始人）发表

所谓《废止汉字意见书》，倡导全部使

用假名而不用汉字。1873年，自由民权

论大师福泽谕吉又发表《文字之教》，

主张不用生僻汉字，甚至将常用汉字限

制在两三千字之内。此建议不仅为当时

政府所接纳，还成为至今汉字在日本使

用受到字数限制的滥觞。

也许是自卑感在作祟，每逢日本

遭遇重大挫折，总有人提出“日语放弃	

论”，而使用汉字就是祸根之一。比如，

明治初期的日本第一代文部大臣森有

礼，就曾主张：“使用落后的日语，很难

吸收先进的西洋文明，日语无法让我国

进步发展，应该以英语为国语。”也有	

“禁用汉文，废止汉字”的声音，甚至

有“废止汉字，改用罗马字”的具体建

议。

战后美军进驻日本，盟军总司令部

（CHQ）聘请的教育使节团就曾建议，

国民义务教育期间的教育汉字应限制

为850个。但850个汉字确实无法表达日

常的文章，1946年吉田茂政府遂发表了

1850个汉字的《常用汉字表》，日本国语

审议会又将它修正为1945个字，由此可

见汉字在日本还有根深蒂固的力量。

现代日语确定了汉字、假名混合书

写的方式，但汉语词在日语词汇中的比

例接近50%的情况下，不仅超过了日语固

有词汇的比例，也比其他外来语要高，

日语中汉字地位显得更是不可动摇。日

本文部省曾在2011年进行一项有关汉字

意识的调查，其中在“你对日本汉字保

有什么样的看法？”一问下，72.4%的人

表示“汉字是书写日文必不可少的重要

文字”；其次有60.1%的人认为“汉字有

一目了然的作用，更有助于阅读”；还有

52.5%的人认为“虽然有文字处理机，还

是应该踏实学好汉字”。

日本既然无法“脱亚入欧”，要日

文“脱汉入欧”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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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兰加由  
情归何处

有些时候，说起家住实里达，朋友会一

头雾水。一旦我说是惹兰加由，大家

听来熟悉得多。

1957年的某一天，我和职工会同僚从后港

搭上巴耶里巴私人巴士公司浅绿色的巴士，沿

杨厝港路一路北上，第一次来到藏身密林的

一条羊肠小道---惹兰加由。我们下车后拐了

个弯，到位于杨厝港路旁的万国胶厂办事处，

与老板谈判改善胶工工作条件的事。

多年后成了家，在实乞纳住了一段时期

后，没想到竟搬到位于杨厝港路与惹兰加由

交界处的新建洋房，从此我与惹兰加由结下

不解之缘。

惹兰加由不过是实里达范围里一条不超

过5公里的小径，名气却远远大过实里达。它

╱	文		:  林清如

昔日的杨厝港路/惹兰加由交叉口，再也不见惹兰加由，代之而起的是一条各有三道车巷的双向大路，取名“盛港西路”。昔日的杨厝港路/惹兰加由交叉口，再也不见惹兰加由，代之而起的是一条各有三道车巷的双向大路，取名“盛港西路”。

原为乡间一小径，惹兰加由的变
迁或许难抢人眼，可是多少具有独
特魅力和牵动人民情感的地方情景
何尝不是就在不经意间随着发展而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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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旧实里达空军基地通往杨厝港路

的唯一出路，它的马来命名“加由”令

人直接联想到实里达延绵不断的橡胶

林景观。在50、60年代，惹兰加由还是

一个立法议院与国会的选区，范围涵盖

半个现今的宏茂桥选区

自从中央快速公路启用后，我出入

不需经过惹兰加由/杨厝港路的交叉

口，对于那个角落的变化，少有机会去

留意。那天路过，突然发现惹兰加由不

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条各有三行

车道的双向大道，路名是盛港西路。一

时抚今追昔，思潮油然而生。

先辈足迹，比比皆是

有史以来，惹兰加由连同杨厝港路

与汤申路上段，是实里达的交通主干。

实里达的范围东接榜鹅河，西接实里

达河，南以现在的宏茂桥为界，北部面

向柔佛海峡。

最早定居实里达的是远在18世纪

就散居实里达海峡的海上人家（Orang	

Laut）。新加坡开埠后，这一带成为胡

椒、甘密和咖啡等土产的种植区，吸引

了大批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到了19世纪

末，树胶后市看起，这里的橡胶园林

风光无限。

一代豪门比肩继踵而来。林文庆是

新加坡橡胶业先导，1896年他与陈济

贤（陈笃生之孙）、陈若锦（陈金声之	

孙）、李俊源等在实里达大规模种植

橡胶。他们于1898年成立的Sembawang	

Rubber	 Plantations	 Ltd曾经在实里

达拥有3800英亩的胶园，后来以交

换股票方式卖给两间由英国人在伦

敦注册的公司--Singapore	 United		

Rubber	Plantations	Ltd	（SURPL）和

Bukit	 Sembawang	 Rubber	 Company		

Ltd（BSRCL），这两间公司后来成为新加

坡万国集团（Bukit	Sembawang	Group）

的核心成员。

陈嘉庚在整顿父亲的生意后，也来

到实里达河畔设厂制造黄梨罐头。1906

年，陈济贤卖给他的18万粒树胶种子改

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黄梨罐厂附

近开辟园地种树胶，发展了有名的福山

园。接着胶价大涨，他变卖福山园而赚

了一笔，到马来亚发展，终于成为星马

橡胶业巨擘。

1907年，林义顺出任林文庆等人

创立的另一间公司（United	Singapore	

Rubber	Estaes	 ltd）的经理。他大展

亩土地；经过政府不断的征用，到了70

年代大约只剩下700英亩。意识到新加

坡土地有限，种植业不能持续发展，万

国改弦易策，发展建屋业，这就是现有

实里达住宅区的由来。

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第一道防线

当莱佛士于1819年与柔佛苏丹签

约，获准在新加坡设立一个贸易站时，

他心目中要做的，是确保马六甲海峡

的自由通行，那是前往印度、中国等远

东地区必经之路。为了抗衡荷兰、法国

的殖民势力，英国选择新加坡作为他

们在远东地区的第一道防线，而实里

达与周围地区被认为是建立海军与空

军的理想地带。英国人在1921年派了工

程师C.E.Wood到实里达策划与监督建

造工程，他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才把机

场建好，一来土地大部属于万国集团，

必须征用，二来地多沼泽，必须先填。

比起后来在樟宜、登加、三巴旺建

立的空军基地，实里达基地规模最大，

是大英帝国远东司令部的总部。在旧

加冷民用机场建成以前，实里达机场也

是初期的民用机场，当年飞行这区域的

QUANTAS与KLM都用这个地方。

二战期间，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

空军全面撤退去守护英国本土，实里

达机场只剩下18架飓风型（Hawker	

Hurricanes）战斗机，无法招架。日本占

领期间，机场改名为Seletar	Hikojo。二

战结束后英军回来，这机场在马来亚紧

急法令时代与印尼对抗期间负起任务。

1971年英军撤退，把机场交给新加

坡政府，后被辟为商用。近年来，裕廊镇

管理局（JTC）把周围地区发展为航空园

（Aerospace	Park），跨国公司劳斯莱斯

(Rolls	Royce)在这里设厂，是公司在全亚

洲最大的设施。

手脚，先是种植黄梨，接着在实里达河

周围买下大批土地，种植橡胶，成立了

自己的家族公司——Nee	Soon	&	Sons		

Ltd	Rubber	Works。20年代末世界经济

大萧条期间，林义顺把公司卖给了由儿

子林忠榜与其襟弟李光前合组的南益集

团（Lee		Rubber	Company	Pte	Ltd）。

自成立以来，两家在伦敦成立的英

国人公司不断收购原有华人拥有的土

地，发展为雄踞一方的万国集团。1967

年李光前的集团买下了这两间公司的

股权，成为主导万国集团的动力。在其

发展顶峰时，万国在实里达拥有2万英

1937年12月10日的海峡时报， 
载有“空军基地路”改名“惹兰加由”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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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远离家乡的军人抒发思

乡心绪，机场内四通八达的路线皆以

伦敦街名命名，如必卡里圈（Piccadilly	

Circus）、美达谷（Maida	 Vale）、普

朗顿路（Brompton	Rd）、兰卡斯特门

（Lancaster	Gate）、爱兹华路（Edgware	

Rd）、塞硕斯花园（Sussex	Garden）、励

精街（Regent	St）、贝士华德路（Bays	

Water	 Rd）等。这些路名、街名，至今

还保留着。

惹兰加由老街获得保留

直至淡滨尼快速公路通车前，惹兰

加由是实里达机场连接杨厝港路的唯

一陆路出口。惹兰加由这路名，又有什

么特别来历？

这条路最初叫空军基地路（Air		

Base	 Road），1937年才改为惹兰加

由。“加由”是马来语，意为木材。第一

种说法，路两旁是橡园林，路边长期堆

满木材；第二说法，道路泥泞一片，要

铺以木材；第三种说法，为了纪念建造

实里达机场的C.	E.	Wood，Wood字意义

是木材。

实里达机场造就了惹兰加由街场的

成长。最早只有一排接近机场大门的锌

板木屋，顾客就是英军家眷。后来路的

一边才有一排约30余间的两层半店屋，

屹立至今。近年来随着地区发展，成为

热闹的食街。

惹兰加由街场至杨厝港路一段道

路两旁的胶园多年前被政府征用，暂时

充作农作区，是岛国各地为国家发展而

让路的务农者齐聚的地方。路的两边各

开辟了以实里达东农道和实里达西农道

命名的小路，东部农道延伸至万国与榜

鹅地带，是花卉种植与猪禽伺养的集中

地，从2000年起，已逐步发展并被规划

进盛港和榜鹅两个新镇。

西部农道则是观赏鱼养殖区，将被

发展为工业区。2012年陆路交通局开始

重整这一带的交通，决定从杨厝港路/

惹兰加由路交叉处，开辟一条通往淡

滨尼快速公路与航空园的大道，路名

为盛港西路。这一来，旧有的惹兰加由

路终被“腰斩”，只剩下从忠义庙开始

至街场的一段路。

半个世纪来毫不间歇的建国工程，

我国各地景观瞬息万变，转眼间，人们

会发现周围环境突然变得面目全非。

当印象渐渐变得模糊，日子久了，人们

就再也无法收拾自己的记忆。原为乡间

一小径，惹兰加由的变迁或许难抢人

眼，可是多少具有独特魅力和牵动人民

情感的地方情景何尝不是就在不经意

间随着发展而消失？

值得庆幸的是，惹兰加由街场将

被保留。市区重建局在2013年发表的

发展总蓝图中，把荷兰村、实龙岗花园

和惹兰加由列为新的“保留情感区”，

以求“保留那些风情各异，蕴藏人民美

好回忆的地区的原有特色。”惹兰加由

街场是本地著名老街，有着人们熟悉

的印度煎饼店。在“保留情感区计划”

（Identity	Plan）下，市建局除了保留

惹兰加由的悠闲魅力，同时也将改善那

里的交通，包括改善人行走道和加强与

丹甘（Thanggam）轻轨站的衔接性。

有趣的是，这三个地区都曾经是殖

民统治时期，英国军事人员与家眷最常

出没的地方，乘载着他们美好的回忆。

把这三个地区特别选出来规划为“情

感保留区”，有人或许会以为我们对于

殖民统治有所缅怀。记忆本来就是任

由人们来选择的，要如何做到得体、做

到恰到好处往往是件必须细心琢磨的

事。市区重建局已表明，除了这三个地

区，乌敏岛、如切、榜鹅尾等其他15个

地区，也将成为“保留情感区计划”的

一部分。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惹兰加由街场有口皆碑的印度煎饼店。惹兰加由街场有口皆碑的印度煎饼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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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6日，怡和轩俱乐部为配合市区重建局”2014年新加坡文	

				化遗产节“向公众开放，100多名公众前来参加此次活动。

2014年7月31日，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席陈友信率团来访，受到怡和轩与陈嘉庚基金诸同仁热烈接待	

			（右起：刘崇汉、陈松青、陈佩仪、陈友信、潘国驹、周素英、翁倩玉、王如明、林清如、陈亚才、杨松鹤。）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来访

2014年新加坡文化遗产节

怡和轩文化组主任李秉萱

为参观先贤馆的公众人士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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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宝 JP, BBM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殊功勋章 DUBC

本俱乐部会务顾问

李志发 BBM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勋条）BBM (L) 

本俱乐部会员

王再保 PBM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本俱乐部会员

林福星 PBM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本俱乐部会员

庞琳 PBM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本俱乐部会员

陈祖坤 PBM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本俱乐部会员

邬顺山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柯毓麟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赖涯桥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杜南发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洪振群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梁佳吉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李瑞庆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江培生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吾会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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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陈璧强

陈祖坤

许振义

南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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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81, th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Group has 

grown to establish itself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cademic publishers. 

With 8 offices worldwide, it now 

publishes about 400 books and 90 

journals a year in the divers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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