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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华章 守在狮城
不老华章，守在狮城！让狼去“传说”吧，我们但且安心过年，
开心过年，红红火火地过羊年……

羊年到了，羊是温顺的，人们联想到凶恶的狼。
“狼来了！”的故事，我们大概都不陌生。
故事原本教育小孩从小诚实，不要撒谎，但我们也不妨
从另一角度对它再作解读。在自然界，
“狼来了！”确是一种
可能的危机，因为“狼”实实在在的存在，它还是一种很凶残

状，它的年代，也没有人能预知它“掉下”的时间，甚至也不
清楚它是否锋利：是能一剑封喉，还是绵软无锋……
狼来了！在新加坡，很多年了，我们都遭遇着这样一匹无
影却随行的“狼”。对其胸怀戒心者，惶惶不可终日；崇奉狼
道者，与其为友，与之共舞，日日笙歌。

的动物，凶残到让人类有所忌惮；正因为如此，任何时候喊一

其实，在神州大地，也有不少人士高喊“狼来了！”。有大

声“狼来了”，至少是一种警醒，确有必要。人们对狼性也早

学教授感慨现在的大学中文系学生都不读《论语》，也不乏

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很早读到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教

学者皓首穷经，撰写大部头的《危机下的中文》；甚至是马

导我们不要对狼有丝毫的怜悯，清代蒲松龄《聊斋》中也有

悦然，一位瑞典的汉学家，也禁不住要感慨现代中国人的创

“屠夫与狼”的故事，教导我们如何同狼斗勇斗智，绝不留情。

作：字还是中国字，但味道，已经没有中国味了。

关乎人类与狼，我们断不至否认狼之存在；关于狼的很

本期的《怡和世纪》有幸请到了一批岛内外的知名学者，

多故事，即便是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我们也都清楚，它们都

就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族文化发表他们的看法，有者心存焦

真的不是传说。

虑、有者认为勿需焦虑。大家或能从他们的“识见”中去识

很难确切说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狼来了！”成了新
加坡热心华教的人士的一句惊心动魄的口头禅。殖民地时
期，有人感觉到“狼来了！”，于是乎有大批的热血青年前赴

辨蛛丝“狼”迹，去追寻这狼的行踪。至于我们，五千年时
局翻涌，五千年大浪淘沙，五千年见证了多少文字和文化的
挣扎消亡，五千年也见证了华文和华族文化的不老华章。

后继；南大走进历史时，有人痛心疾首，说“狼是来了！”，

守在狮城，许多先贤都是伟大的民族教育家，他们为千

于是乎有整整一代的华校生的不甘沉沦；到现在，英文变成

秋大业所树立的精神典范，
“铁树开花”式的扎根坚持，

世界的强势语言了，忧心忡忡地预测“狼行天下”路线图的，

一直是华文华族文化重要的活水源头。我们更愿意说，狼，

依然大有人在。至于这“狼”是怎样的一匹狼，是来自西方的

也许在路上，但它也永远只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传说”。

狼，是来自东方的狼，还是像我们有些人自嘲的“香蕉狼”？
呐喊者似乎未去深究，听众们似乎也没想去确证，总之，

不老华章，守在狮城！让狼去“传说”吧，我们但且安心
过年，开心过年，红红火火地过羊年……

“狼来了！”在狮岛上喊了百十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祝福大家羊年福旺家和！
于是乎，
“狼”成了悬在新加坡华文、华教和华族文化
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无人确切知道它的形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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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南治国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采  访   林清如、南治国
执  笔   南治国

2

014 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 放

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

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

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 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

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

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

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

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

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

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

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

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尽管

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

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

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

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

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
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
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

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

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

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

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

“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

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

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

Professor Eddie Kuo on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By Nan Zhiguo

T

he editorial team of Yiheshiji called on
Professor Eddie Kuo, Director for the SIM
University’s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CCS), on
18th November last year. In an interview that covered
wide-ranging topics, Prof Kuo shared with the team
his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in
4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Singapore as well as his views on its way ahead.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Mandarin and below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extract of the interview.
—Editors, Yihesh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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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

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

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

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

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

当不错。

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

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

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

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

“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

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

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

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

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

个名字各有侧重，
“文化中心”可能更

的要求呢？

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

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

UniSIM’s Emphasis
on Cultural Promotion

As part of its commitment as promoter
of Chinese culture, UCCS also worked
with Business China and Lianhe Zaobao in
co-organising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c
Lecture Series. The forum celebrated its fourth
anniversary in October last year by discussing
issues related to our ageing society and its
ensuing problems. The relevance of the topic
and quality of discussion rendered the forum
a great succ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was so
clear in its mandate for the Centre that it
decided to make it an academic Centre in its
own right. However, Prof Kuo conceded, “With
the name of the Centre, came expectations
and pressure. This is because UniSIM was not
yet ready for holistic and in-dep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what the Centre was doing back
then was more on cultural promotion.”

On the wall of the meeting room where we
met, hung an old movie poster. It was part
of publicity for the 2013 Singapore Chinese
Film Festival. That poster kick-started our
conversation as Prof Kuo said that the film
festival, an annual event, would be developed
into one of UCCS’ flagship programmes. Aimed
at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Mandarin films,
the Centre also hoped to promot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From its inception, UniSIM had wanted the
Centre to play the dual roles of promoter
and catalyst for raising the profile of Chinese

Both the Film Festival and Lecture Series
have developed to become pivotal examples
of UCCS’ efforts in bringing together cultural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academic studies,
YIHE SHIJI Issue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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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
“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
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
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
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
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
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
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
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
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
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
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
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
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

中华学术中心“华语电影节”海报

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举办文化学术活
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

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

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

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

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

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

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

问：这样看来，
“新跃中华学术中

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

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

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

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

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

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

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

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

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

问：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新跃中

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

华学术中心虽然成立不到三年，但在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

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

中华文化推广和学术研究方面却已经

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

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

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前您也提

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

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

到中心有一定的局限性，您是否可以更

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

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

具体地作出说明呢？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Centre’s mission
and its inadequacies in its early days.

Studies, rolled out collaboratively with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njing University,
came under the Centre’s administration. This
greatly raised UCCS’ academic strengths,”
shared Prof Kuo. “ We have, to date, published
two academic series; firstly, as part of UniSIM
Humanities Series, there are already four
publications to date; secondly, as part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Monograph Series, we published the very first
case study on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se
initiatives all added to the Centre’s rising
academic appeal.”

Unique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ingapore

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
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It was also decided that in its push to raise
public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UCCS
would embark on topical research, academic
publications, hosting cultural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spearheading Chinese culturerelated research initiatives.
“We worked tirelessly on raising the Centre’s
academic standards. In August 2014, the
Master and PhD programmes in Chinese
6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Born in mainland China, Prof Kuo received his
tertiary education in Taiwan. After that the
mass communication major graduate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pursue his graduate
studies. He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social
linguistics, which led him to further research
into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USA. Little wonder then that when he came to
Singapore in 1973 to teach in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unique language situation
here caught his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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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下半叶开始，学界思潮大趋势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从
结构到解构，学术界内“中心”和“边缘”的边界也日渐模糊，中心与
边缘的互动和转变也更趋频密。很可能一个时期的“边缘”，不久就
会演化为“次中心”，甚至“中心”，我们也都随着这些互动、演变而
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漂移。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学者，立于“边缘”位
置，采用“边缘”视角可能是一大学术优势。所以，我乐于做边缘人，
也甘于做一位边缘人。

郭：前面提到了，我们在经费方面
并不充裕，不少研究项目，还希望能得
到相关机构的赞助。此外，新跃大学原
是以成人教育为主，中文专业到目前还
没有全日制的学生。中文师资方面，全
职的老师也很少，因此，我们很难像国

学术研究：甘为边缘人
问：郭教授，您最初的教育背景是
在台湾学习传媒的，但您的学术轨迹
似乎又有不少的越轨和跨界。能否请
您简单谈谈您学术研究的大略轨迹？

背景的讲师，所以邀请我到华盛顿新
加坡驻美大使馆面谈。1973年我就应
聘到新加坡大学执教。从那以后，一直
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到现在。
问：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您是一
个“边缘人”，来新加坡这么久了，您仍

大、南大那样开展学术研究。一些传统

郭：的确，我大学在台湾的政治大

的研究项目，如中国历史、哲学，包括

学新闻系主修新闻传媒，后来去美国就

儒家的学说等，我们的研究力量显然

转向社会学了。到了博士阶段基本偏重

郭：即便现在，我还是常常有“边

不足。当然，我们也尽可能扬长避短，

家庭和语言社会学。博士论文题目是美

缘人”的感觉。在我看来，
“边缘人”并

譬如，我们关注电影，关注流行文化，

国的华族移民，主要是台湾去美国的华

非一个具有负面意涵的表述。人活在

关注本土和区域的华社和华商的个案

族留学和移民家庭的双语学习和双语

世上，周遭会有很多很多的“圈子”，

研究，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利用有限的资

教育的情形。这样的研究课题，过去

可能我生活中的某个圈子，因为我参与

源来做一些本地民间机构可能较难推

和现在都比较偏门，研究者并不多。当

程度较深，或者因为我是主导，在这个

动，同时也是本地大学较少涉及的文化

时的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或许是注意

小圈子里，我是一个中心。但总体看，

课题。这样，新跃中华文化中心自身的

到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和双语教

我生活的大环境是在中西文化交互的

学术定位和研究特色就渐渐形成了。

育相关，大概也正需要我这样的研究

新加坡，是在新加坡的大的学术圈子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here was rather
complex,” he said.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me to do my
research, and it was not long before my work
received attention.”

became more commonly used,” pointed out
Prof Kuo.

Chinese had already accepted English 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However, the difference
was that “people appreciated the importance
of bilingualism, and see it as an advantage
to be educated in two languages at the
same time,” he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advocating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encouraging Chinese students to master their
mother tongue. In this light,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Chinese Singaporeans find
themselves in today is a lot simpler than
yesteryears.”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ingapore is
in constant flux, this had been the case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independence.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was the diminishing
of dialects;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prominent
rise of English language as the main working
language in both public service and politics.
The third major shift was that Mandarin

“In spite of the frequent complaints about
falling Chinese standards that we often hear,
it is also undeniable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accepta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Singapore society. This came about as a result
of the loss of dialects. The language rivalry
among the ethnic Chinese had shifted to be
mainly between Mandarin and English.”
Prof Kuo was also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in
today’s society, many of Singapore’s ethnic

然感觉自己是“边缘人”吗？

YIHE SHIJI Issue 25  7

怡
和
专
题
里，我个人生活轨迹从台湾，美国，再

移民为主的国家，而且以华族为主，您

早年所提出来的“文化中国”概念。我

到新加坡，我思考的课题兼跨传媒、

怎么看待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在大中华

认为，以“中华”取代“中国”，既可在

文化、语言、社会，如此种种，使得我

文化圈里的位置呢？

地理上超越疆域，在理解上也可以避免
对政治文字符号的误读，同时也涵盖了

常常处在边缘的位置，并以边缘的视

郭：要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是有一

角去观察和思考各种学术的问题。上

定难度的。中心、边缘，还是次中心，

中华民族在海内外的千年历史底蕴。此

世纪下半叶开始，学界思潮大趋势从现

现在的世界文化格局正经历前所未有

外“文化中华”也呼应了当下全球化的

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从结构到解构，学

的变局。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做过一

大趋势。全球化带来了“中心——边

术界内“中心”和“边缘”的边界也日渐

些思考。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已千年

缘”的解构，也促使相应“中心——边

模糊，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和转变也更趋

有余，为了谋生存、求发展，华人在他

缘”的再结构（或重构）。无论是解构

频密。很可能一个时期的“边缘”，不久

乡异地落户聚居，进而组成以地缘、血

还是再结构，重点是：所谓的“中心”

就会演化为“次中心”，甚至“中心”，

缘、以至于业缘、神缘为基础的社团。

其定位越来越开放多元，其边界越来

我们也都随着这些互动、演变而在中

这些形式和种类不尽相同的社团和会

越模糊流动，所谓“边缘”，实则越来

心与边缘之间漂移。在这种情形下，作

馆，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华人社会内部

越呈现其本土和自主特色。如此“中

为学者，立于“边缘”位置，采用“边

的重要支柱。华社领袖在事业上取得巨

心 —— 边缘”重构的现象，在“离散

缘”视角可能是一大学术优势。所以，

大成就的同时，也为移居地的经济发展

族裔”（diaspora）中——尤其是海外

我乐于做边缘人，也甘于做一位边缘

和社会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不仅

华人身上特别明显：因为与家乡故国渐

人。

是华社的领导，常常还是各地华人与政

行渐远，终究选择认同本土；在立足移

府之间的桥梁。正是这样，早期移民的

居地的当下，边缘不再是边缘，而是具

华族在移居地艰苦创业，开拓了一片属

有华族文化本色但兼有本土个性的新

于自己的天地，更进一步在移居地的大

中心。只有具备这种多元、有容乃大的

问：文化也有“中心”与“边缘”之

环境中从“边缘”逐步过渡到“中心”。

文化个性，才能让源自于华夏文明（神

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20世纪之前，

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看来，这种在移居地

州）的华族社群，培养出同中求异、异

世界相对封闭，各地、各国人民流动和

本土“中心化”的进程是明显的，有迹

中求同的文化视野，并以各自的内涵、

迁移不是很经常，中华文化就基本局限

可寻的。从文化层面看，可能相对不那

形态和特色来展现多元的“文化中华”

于所谓的“神州大地”。但现在，华族移

么明显。我们可以从“文化中华”的大

性格。所以，当下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虽

居世界各地，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数

视野里来看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这里

然根自于华夏文明，但它已经开始具有

量加速增长。新加坡说到底也是一个

提出的“文化中华”有别于杜维明教授

自身的“本土性”色彩。

This is in contrast to the 70s when he first
arrived in Singapore. The usage of Hokkien
then was near universal, from the workplace
to businesses and amongst the hawkers,
almost everyone had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lect, even our Malay and Indian friends
were able to master some daily Hokkien
phrases.

When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was
first rolled out in the 70s, its official mandate
was crystal clear and it has already achieved
its goals.

population, particularly the early immigrants.
Taking away dialects is akin to breaking off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can be more
room for manoeuvre in Government’s policy,”
said Prof Kuo.

华族文化：
边缘与中心解构与重构

Prof Kuo concluded that Hokkien was then
the de facto fifth official language, coming
close after English, Mandarin, Malay and
Tamil. “From a social linguistics point of
view, Hokkien fulfilled the pre-requisites of a
dominant language,”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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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re is no other language or dialect
that can be said to be on par with the status
of our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As for Hokkien,
its popularity has dwindled so much that what
may remain now are the memories of it as a
language of the past.
“Should we have allowed the dialects to
die off? This remains a debatable decision.
Dialect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emotional
connection for specific subgroups of ou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alect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Prof Kuo saw an indispu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dialects and the cultural and person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subgroups, and had more
than once expressed his sympathies for the
demise of dialects in Singapore.

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
关联的。我在不少场合多次表示过，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
而且，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太
过“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
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
化环境充满活力。

个人的文化烙印与语言观
问：谢 谢您从学术的高度非常理

教育的民族性很强，非常突出华族文化

固的中华“烙印”在台湾生活和求学时

的核心价值，国文就是中国的国文，历

期就已经深深打上了。

性地厘清了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同大中

史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就是中国的

问：谢谢郭教授非常坦诚和个性

华文化之间的关系。您在大陆出生，在

文化。由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我对所

的分享！就我了解，您很早就关注新加

台湾完成大学教育，之后留学美国，并

谓国家和政治的认同看得比较淡，对

坡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对这一课题的

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期，到1973年定

我而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认同。在文

思考之深，关注之久，探讨之广，在新

居新加坡至今。您的人生轨迹不可谓

化上，我一方面接受全球化开放多元

加坡少人能及。大约40年前您就发表

不广，而您的学术疆域也同样阔大。

的大趋势，自诩自己的视野是国际化

的一篇学术论文《从社会学的观点论

现在，您主导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以推

的，包容的，超越国界；另一方面，我

新加坡的语言》，开始探讨新加坡的语

广华族的学术和文化为己任，您是否也

同时也肯定自己对中华文化根深蒂固

言问题。您当时为何会那么关注新加坡

可以比较感性地谈谈您人生的哪一个

的认同。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感性

的语言问题？

阶段最能给您烙下“华族”的印记呢？

的，却绝非沙文主义。同样重要的是

郭：您竟然还能找到我将近40年前

郭：的确我早年的生活轨迹多少

对“异文化”的尊重和欣赏，二者之间

的论文，让我吃惊，也让我感动。前面

有点“漂泊”。从基本的文化认知，或

并无矛盾。我对文化和历史的认知在台

说到了，因为我对语言社会学的兴趣，

者自己最初的“历史感”来看，我觉得

湾成长的岁月里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到

促使我来到新加坡大学教书。来新加

还是在台湾所接受的教育对我的一生

现在，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可能深刻一些

坡前，我虽然关注双语家庭和双语教

影响最大。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台湾

了，也更能体会到它的复杂性，但最顽

育，但那时的研究对象是从台湾去美

“As an academic trained in linguistics, I
have always been against a cookie-cutter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dialects. A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that is inclusive
of dialects, where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diminish on their own,
is actually more ideal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this adds vibrancy to the island’s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nsure its
propagation. What I am suggesting is, with the
success of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it is
perhaps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more flexibility in its treatment of dialects.”

A few years later in 2003, as Chairman of

From as early as 1996, in his capacity as
Chairman for the Programme Advisory
Committee, Prof Kuo had recommended that
the regulations be loosened up gradually
where appropriate.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did not agree and reiterated that should
the lid on the usage of dialects be removed,
it would affect adversely the learning of
Mandarin.

for wider usage of dialects to cater to

“That said,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the loss
of dialects equate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Singaporeans and their mother
culture. Through the universal usage of
Mandarin today, we are still able to appreciate

Programme Advisory Committee, Prof Kuo
once again raised the importance of dialects
as a quintessential part of Singapore’s
multiculturalism as there remained a demand
the elderly Chinese who never picked up
Mandarin. To avoid cannibalising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Prof Kuo and his team
were careful in suggesting that any increase
in dialect programming should be calibrated.
This move, they believed, would add to the
vibrancy of television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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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方言应不应该让它没落，那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个人
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
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
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

国的移民家庭，我对新加坡的了解并

强势发展，继续在公共领域和职场扮

郭：因为方言的没落，现在的情形

不多，大略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

演主要语言的角色；其三，应该是华语

肯定不一样了。至于方言应不应该让它

的国家，处理好种族和谐并不容易，

的普及。虽然不断有人抱怨本土华文水

没落，那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个

也对李光耀先生治理国家的强势策略

准下降，但现在，新加坡社会对华文华

人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和政府的清廉形象有所耳闻，知道新加

语的接受程度愈来愈高，这也是不争之

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

坡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

事实。整体上看，因为方言的淡出，华

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

大概就是我1973年来新加坡前对新加

族的语言之争眼下就主要体现在英文

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

坡的认知。来新加坡后，发现这里的语

和华文之间。在我看，英、华其实也谈

现了困难。政府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

文和语言环境相当复杂，所以很快就对

不上是“争”了，因为大多数的华族对

确定了“讲华语运动”的政策，目标非

这里的语言和族群产生了研究兴趣。大

于英文的的主流地位，基本上已经接

常明晰，成效也相当显著。我之前是从

学给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环境，我很快

受了。大家也明白双语的重要，知道同

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界定新加坡的主

就上手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时学好两语是一种优势。政府一直以

要语言。我们都知道，40年前，方言非

问：从华族语言看，上世纪70年代

来也倡导双语，鼓励华族学生学好母

常普及，特别是福建话，是绝大多数的

的语言环境到现在发生的最主要的改

语，因此，现在新加坡华族的语言环境

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不管是职场，

变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可以说，

相对就比较单纯了。

还是商场，更不用说小摊贩，他们要么

新加坡华族的语言环境已经变得没有

问：您之前从社会语言学的立场，

讲福建话，要么能听懂一些福建话，甚

把华语和方言分隔开来，譬如，您认为

至我们的一些异族同胞，如马来人和印

郭：新加坡立国至今，语言环境一

上世纪70年代福建话就是新加坡四种

度人都能听和说少量的福建方言，可见

直在改变。从华族和华语的角度，如果

官方语言之外的第五种主要语言。对您

当时福建话的影响之大，所以，福建话

要指出一些比较明显的改变，我想最明

这样的语言观，您现在还坚持吗？还是

完全符合社会语言学的“主要语言”的

显的应该是方言的没落；其次是英语

您已经可以做些修正？

标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方言可以抗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had already
achieved success; any outstanding concern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dialects, as the
campaign has already shifted its target
audience from the dialect speakers to the
English speakers. The authorities, however, did
not accept our recommendation.”

big, they were two distinct and separate

writers and artists were Chinese medium
schools’ alumni. It was rare for local Chinese
to create in English.

Over Prof Kuo’s 40 years in Singapore, he
observed that the statu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ad registered a gradual ascent.
“It was, however, a long and painful process.
When I first arrived, the ga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educated was very

From politics to the workplace, the English

以前复杂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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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he pointed out. “Not only
did they keep to themselves, each side
even made efforts to avoid transgression.
Their interaction was minimal, and only
facilitated by the few bilinguals who acted as
brokers.”
educated were considered the society’s
mainstream and displayed a sense of
superior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educated were active culturally and achieved
greater success on this front. Many notable

Toda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has been close.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so constantly scale new
heights. With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and
rise in international standing, it became
clear for all to see the advantages of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ng
bilingual and being well versed in both
Western and Asian cultures. The language
gap has been bridged,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learning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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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福建话在新加

适度放宽方言禁令。但是有关方面并

华族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整体和长

坡几乎快要成为历史语言了。

不认同，认为方言的解禁会影响华语

期看，是向上提升的，但是期间经历

的学习。过了几年，2003年，我担任

的过程，却是坎坷辛酸的。记得我刚来

“电视广播节目咨询委员会”主席，在

新加坡的时候（1973年），那时的所谓

年度报告中，再次强调方言是新加坡

“华校生”和“英校生”是相当隔阂的，

多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少听

完全是两个群体，不仅泾渭分明，甚至

不懂华语的老年人对方言有需求，有

还壁垒森严。他们都在自己的“圈子”

亲切感。在不影响推广华语运动的情

里生活，很少相互交往，最多只是通过

况下，我们建议逐步增加方言节目，让

一些能懂双语的“中间人”（broker）

我们的电视节目更多姿多彩。讲华语

才有少量的互动。
“英校生”相对有较

运动其实已经相当成功了，要是还有问

强的优越感，在政界，在职场，他们是

问：有些论者认为，方言的没落是
导致新加坡华族对华族文化价值观越
来越隔阂的重要原因，不知郭教授您
是怎么看方言与华族传统文化传承之
间的关联？
郭：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
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
联的。我在不少场合多次表示过，我同
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而且，从社
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
为语言环境不必太过“一刀切”。多种

题，那与方言无关，现在讲华语运动针
对的对象已是英语社群。结果有关当局
仍然没有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
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
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
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虽然这样，我
不认为方言的没落会直接割裂新加坡
华族与华族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通过现在通用的华语华文，我们一样
能汲取华族文化的精髓，一样能传承
华族文化。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现

所谓的社会主流。但从文化的层面看，
华校源流的学生有其优势，成就更大。
当时比较活跃的文化人，包括许多优秀

问：郭教授，您是学者，对社会学

作家、艺术家多是华校生，比较少读到

和语言学有深入的研究，从1973年来

本土华族用英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到现

新加坡工作定居算起，都 41年了。我

在，随着中国大陆的政经地位的上升，

想知道，依您的观察，新加坡这40多

中国和新加坡的经济互动频密，商贸

年来，华文和华族文化在社会中的地

总量不断攀高，我想，从政府到民间，

位和影响大略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过程

从政要到平民，从华族到友族，大家都

呢？是逐步上升？是日渐式微？还是变

看到了华文的重要性，也都明白掌握双

化不大？

语，了解中西文化的重要性。到今天，我

在讲华语运动已经取得了成功，政府

郭：四十年，放在大历史里，只是

觉得华、英之间的隔阂减少了，能用华

可以适时地灵活地处理方言问题。早

弹指一挥间。新加坡还年轻，华语和

英两种语言沟通的人群扩大了，华语不

在1996年，我担任“华语电视咨询委

华族文化在新加坡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取代方言，走入“巴刹”，也在商界、

员会”主席，在年度报告中就曾建议在

但四十年对个人来说，是大半辈子的光

政界中，成为双语双文化的“精华”人

内容及艺术表现的基础上，可以逐步、

阴。就我个人的感觉，新加坡的华文和

士采用的沟通语言。

“More importantly”, noted Prof Kuo, “Mandarin
has replaced dialect, and became the lingua
franca amongst established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people in the market place, business
world and politics.”

when it comes to promoting ethnic culture.
Under circumstances like this,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its network of clan
associations, are able to play their roles they
were set out to play.”

Civil Society as Promoter of
Chinese Culture

among some of the prominent examples of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that contributed
actively to celebrating traditional festivities
and preserv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government had pretty much given them a free
rein and over the years, these organisations
had developed their own unique ways in
playing this role.

Here in Singapore, many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civil societies, which
are autonomous in nature and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had been active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he clan associations were

“They worked hard to pass on the traditions
unique to their own dialect group, cultivating
traditional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As
Singapore is a multi-racial country, the
government has to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Prof Kuo cited schools ran by clan associations
under the Hokkien and Teochew communities
as examples of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se organisations. He noted that they
were also active in connecting Singaporeans,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their
ancestral roots by organizing trips to their
ancestral villa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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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推手：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构都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可以自行规划

助会馆所属的学校，而且还经常组织新

安排各种同自己族群相关的节庆和文

加坡人，特别是年轻的新加坡人返乡访

化交流活动，政府通常也不会干预。这

祖。此外，譬如潮州会馆举办潮州文化

些机构在华族文化的推广上已经做了不

节，譬如怡和轩和醉花林经常举办高端

少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努力向年轻一代

讲座，华助会经常筹款帮助华族的一些

传承自己族群的风俗人情，向他们灌输

弱势群体，资助一些推广华族文化的活

传统价值观念。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

动。再譬如“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资助

郭：的确，新加坡有不少民间机构

族的国家，政府在民族文化推广上必须

一些相关的文化活动和出版。这些工

和社团都致力于推广华族文化。这些

有全盘考量。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人社

作，政府当然可以做，也做了不少，但

非官方的机构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团、会馆等等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利

政府得考虑各族间的平衡，要统一规

民间机构，特别是各种会馆，它们在推

用自身的力量，做一些政府都没法达成

划预算，不能偏重任何一个民族。而

广华族文化方面有自己的传统，不少机

的工作，譬如福建、潮州等会馆不仅资

我们的华族社团，就少了这些包袱，完

问：除了您主导的新跃中华学术中
心，新加坡还有不少推广和弘扬华族
文化的学术或非官方机构和社团？您如
何看待它们和政府的关系？它们的“可
作为之处”，还有它们的局限性。

全可以尽己所能，为华族文化出钱出
力。所以，我始终认为，华族社团在推
广华族文化方面不仅责无旁贷，而且
大有作为。至于说局限性，现在新加坡
的华人社团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还
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延揽人才，特别是
吸引年轻一代参与社团工作。如果没
有好的人才来规划各种工作，社团的活
动就不能具备高的水准，推广华族文化
的效果也会打折扣。再就是，年轻一代
对自己“原乡”的概念越来越隔膜，方
言不会讲了，甚至有些年轻社员连华
语也不会讲，只能讲英文，今后，会馆
的工作语言也可能变成英文了。在这
郭振羽教授部分著述

From the recently concluded Teochew Cultural
Festival, to those highly-hailed talks organized
by Ee Hoe Hean and Teochew Club for wealthy
businessmen Chui Huay Lim, more and more
examples of Chinese ground-up organisations
engaged themselves in cultural activities.
Even community self-help group CDAC was
generous in supporting cultural promotion
programmes.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ble to support these
initiatives, and had already done a fair bit.
However there is a limit to what it can do
as it is bounded by the need to be fair to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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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s and not be seen as showing favouritism
towards any community,” Prof Kuo said. “The
Chinese organisations, however, do not face
such limitations and are able to support
Chinese cultural programmes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Their relative freedom to scope their own
initiatives led Prof Kuo to reiterate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potential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What gets in the way of the organisations is
not financial constraints, but attracting the

right people, especially younger clansmen,
to join in their mission. If we cannot find
the right people to organise the work at the
associations, the associations will not be
able to organize events of high standards
and will compromise the efforts of cultural
promoti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day are increasingly
detached from the notion of an “ancestral
land”, neither can they speak their own
dialects, some even struggle with Mandarin
and are only conversant in English. In time
to come, the working language of more and

的确，文化需要多元，或者您说的“混乱”的土壤。从中国文化史
看，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
样是政权频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大批个性迥异，才华特出
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我个人相信，
“水至清则无鱼”，政府有
必要给本地文化发展适度的引导，但不可以管制得太具体，也必须给
本土文化一定的“混沌”空间。

样的情形下，他们如何有效地推广华

郭：我是参与了“新加坡华族文化

问：但是，任何事物如果太过规范

族文化？此外，不同社团之间的合作，

中心”初期筹备工作。宗乡总会倡议成

化了，是不是就会造成活力的丧失呢？

也很重要，如何打破壁垒，通力合作，

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它的确看到了当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不少人，包括一些

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策划高

下推广华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知名学者都认为须有乱世方可出英雄，

质量的项目，组织高水准的活动，这也

当然也意识到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从

也只有在适度的“混乱”状况下，文化

是现在的新加坡华族社团需要认真思

宏观的高度来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活

才会蓬勃发展。不知郭教授您怎么看

考的问题。我们期望新成立的“新加坡

动的策划和实施。政府当然也有它的

待这个问题？

华族文化中心”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

意图；政府支持成立“新加坡华族文

郭：
“乱”与“治”是相辅相成，如

问：前不久，我参加了“新加坡华

化中心”，显示对华族文化的重视，期

何拿捏其中的分寸，就是对决策者智慧

族文化中心”的奠基仪式。我记得宗乡

待这样的一个中心能更好地整合新加

的考验了。的确，文化需要多元，或者您

总会蔡天宝会长在致辞中特别提到您

坡的华社资源，更好地策动新加坡的

说的“混乱”的土壤。从中国文化史看，

是当时策划“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

华族文化的推广。至于说“新加坡华族

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百

筹委会主席。是否请您谈谈成立这样

文化中心”成立后，是否会使华社文化

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样是政权频迭

一个中心的初衷？此外，李显龙总理

工作走向“体制化”，我个人觉得，这

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大批个性

在国庆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新加坡华

也许就是一种趋势，是有可能的。我们

迥异，才华特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艺

族文化中心”，并亲自出席了该中心的

回顾当年“宗乡总会”的成立，它的意图

术家。我个人相信，
“水至清则无鱼”，

奠基仪式。您觉得政府会希望借由“新

显然也是要协调整合各个会馆的资源，

政府有必要给本地文化发展适度的引

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来整合华社资源，

使得会馆的各项工作更加有章可循，更

导，但不可以管制得太具体，也必须给

使华社的各项工作走向“体制化”吗？

加体制化。

本土文化一定的“混沌”空间。我觉得

more such clan associations may one day be
replaced by English. “Under circumstances
like these, how are they go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can help those

“The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setting up

associations to achieve more.”

of the Centre, which suggests to us the

Prof Kuo felt that it was also important for
clan associations to put their differences
aside and work closely together. This included
pooling together finite resources such as
manpower and money in order to achieve
programmes and events of higher standards.
“How do we organise events of high standards?
This is something for Chinese associations to
ponder over. We hope that the new Singapore

Prof Kuo was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planning
of the Centre. For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SFCCA) to have
the foresight to set up an outfit like that,
it suggested that it had already sensed the

importance it is placing on Chinese culture,
and hopes that an outfit like this can maximise
the potential of the resourc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make a more concerted
effort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pointed
out Prof Kuo. “Does this then signify an

importance and urgency in doing more to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our clan associations?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SFCCA probably

This may be a developing trend, but if we

also saw the need for more coordination at

reflect on the beginnings of SFCCA, we can

the macro level in organising and rolling out

see that it was set up with the same mission

cultural initiatives,” he said.

of better coordinating the resour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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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有它持续作为移民社会的
特殊国情，新加坡本土文化将会是动态的，持续激荡的，具有相当
程度的不确定性。依我看来，在很长一个时期，新加坡的华族文化
将会是既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又不断受到外来因素冲击而不断发
展变化的文化。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鲜活多姿，让
人期待。

政府的决策层也明白这样的道理，早

都热衷高科技，都玩新媒体。我们注意

但会到怎样的程度，尚待观察。但是，

前就注意到，对国家管治太过精细，对

到，新加坡最热门的新媒体方式，譬如

也有一些教育机构充分利用新媒体来

老百姓照顾得过于周到，这样会不利于

facebook，采用的是英文平台，现在，

推广华文，效果也不错。这样看来，新

国民创新思维的开拓，也束缚了国民的

新加坡的年青人，包括中文系的学生，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我们怎么去

手脚，使他们失去了敢于冒险的精神，

他们在使用新媒体时，更习惯于用英文

有效地利用它了。

客观上造成了新加坡人“墨守成规”、

进行交流，这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华

“缺乏创意”、
“怕事怕输”的心态。与

文的推广带来不利影响呢？

此同时，年轻的一代教育程度普遍提

问：从上世纪90年代，新移民大批
来到新加坡，包括不少母语是华语的

郭：这的确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

中港台的新移民。您是怎样看新移民

象。现在新媒体的不少平台都是英文

对新加坡华语和华族文化的影响呢？

的，或者是采用英文更方便。新加坡

郭：人口和移民，是新加坡正面临

的年青人本来就英文不弱，加上英文

的一个重大课题。人口的结构对国家的

参与。至于调整的步伐是不是够快，自

的输入相对快捷，比较方便，因此，年

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定型都起

由化的程度是不是够深，各方有不同的

轻人之间的facebook和sms互动都采

着关键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虽然新加

解读，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用英文，这也无可厚非。现在英文如

坡政府不断鼓励国人多生育，但效果并

此强势，我觉得这种趋势短期内几乎

不理想，人口出生率仍然偏低，不能维

是不可逆转。至于说这种趋势对年青

持人口更替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

问：谈到新媒体，我再回到华族文

人的华文的学习和掌握会不会产生负

新加坡如果不引进新移民，不仅人口数

化的推广上来。现在，新加坡的年青人

面作用，我想，负面作用肯定是有的，

量会开始逐年减少，而且人口的老年化

various associations, and structuring their
organisation.”

Among the residents in Singapore today is a

we should see them as resource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lo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e have already seen how they have
revitalised the local Chinese cultural scene
and made it more vibrant. That said, we
must also be 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having
settled down here for a long time, Chinese
Singaporeans are already quite distant from
their ancestral past, and have long begun
to shape our own unique form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is i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at held by new immigrants.”

高，能善用新媒体争取更大言论空间，
抗拒来自政府的诸种限制。而执政党
经过2011年大选失利的经验之后，也开
始调整政策，容许民间公民社会更多的

新媒体和新移民的文化冲击

New Immigrants and the Evolve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Of the problems troubling Singapore,
population issues are among the more
challenging ones. The government’s repeated
calls for Singaporeans to procreate have not
done much to U-turn the country’s declining
total fertility rate. Topping up the shortfall
in indigenous population by bringing in
immigrants to prevent the population from
shrinking and slow the pace of its ageing
becomes an unavoidable policy decision.
14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large group of transient population, 30% or so
are only calling Singapore home temporarily,
the remaining 70% are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citizens. “The proportion of new citizens
is also quite sizeable,” said Prof Kuo. “The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since the 90s may
be beneficial economically, but it has also
altered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definitely
impacted local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local culture takes time. The
influx of Mandarin speaking immigrant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as inevitably
impacted local Chinese culture. As part of
Greater China’s sphere of cultural influence,

The key, as Prof Kuo sees it, is to find a
common ground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immigrants and integrat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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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也会加快。现在，新加坡人口中相

作和华族文化推广的生力军。他们的

郭：正如我前面提到，新加坡是

当一部分是拿各种工作准证的流动人

加入，让本土的华文景观变得更有活

一个移民国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

口，约占总人口的30%，另外的70%是

力，也更加斑斓多彩。但同时，毕竟新

也是。新加坡自身的文化传统，包括华

公民和永久居民。而公民中也有相当

加坡的华族脱离原居地有一段时期了，

族文化传统至今仍然在积累、沉淀和

大比例的新移民。研究人口的学者常

而且，正慢慢地积淀并形成自己的华族

演进之中。经过过去将近两百年的发

提到一种所谓的“科威特现象”，就是

文化的特质，和新移民的文化理念和作

展，经历来自中国、南亚以及东南亚多

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科威特外来人

风不免存在差异。如果处理得当，新旧

元族群和文化的互动和融汇，新加坡

口比例太大，到伊拉克入侵时，科威特

文化和新旧移民可以相辅相成，碰撞出

文化（包括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经呈现

几乎变成空城了。当然，以科威特现象

灿烂的火花，让新加坡的文化更为多彩

自身的特色和特征。然而，由于新加坡

来比照新加坡并不妥当，因为新加坡

多姿。反之，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造

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有它持续作

有先进的国防，也有组织严谨训练有

成本土人士和新移民之间的矛盾，那

为移民社会的特殊国情，新加坡本土文

素的军人，万一有外敌来侵，当不至于
不堪一击。整体而言，90年代之后新
移民大量增加，虽然有利于新加坡经
济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原有人口结构的常态，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新加坡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我
们都知道，本土文化的形成，是需要一
段时间的积累和定型的。最近二、三十
年来，大量新移民，特别是来自中港台
的以华语为母语的新移民来到新加坡，
对新加坡华族的文化景观不免有所冲

样的话，反倒不利于本土华文和华族文
化的成长，也不利于本土华族文化的推
广。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并立是客观存
在的，也需要有识之士用心周旋，协调
这两股力量，减少二者之间矛盾，融合
他们的正能量，一起为新加坡华族文
化的振兴而合力前进。就我看，我们
应该更多地看到新移民对新加坡本土

化将会是动态的，持续激荡的，具有相
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依我看来，在很长
一个时期，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将会是既
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又不断受到外来
因素冲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新加
坡的华族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会鲜活
多姿，让人期待。
执笔者为本刊编委

华族文化发展的正能量，应该更好地
协助他们融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击。一方面，大量华族新移民来自于大

问：谢谢郭教授对新移民与新加

中华文化圈，有助于提升华族文化发

坡华族文化发展的关系的精辟论述。

展。从华族文化的角度看，新移民带来

我们的时间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是

了一些新的气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

否能请您简单地谈谈到底什么是新加

说他们就是新加坡当下的华文文学创

坡的华族文化？

“The new and the old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inspire many great things, adding to
Singapore’s cultural vibrancy. However, if we
fail to do so, the fissure between indigenous
Singaporeans and new immigrants will end up
hu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ocal talents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must co-exist, and we need
capable people to mitigate their differences
and coordinate their strengths, only then can
we achieve the goal of bringing local Chinese
culture to a higher level.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greate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new immigrants’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inese culture, and
let’s do more to help them integrate into

our society and collectively work towards
our goal. ”
For 200 years, different ethnics and cultures
from China,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act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Singapore culture, including its Chinese
culture, is already beginning to show our
own uniqueness and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owing to the country’s history,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it being an immigrant country,
local culture will remain dynamic and volatile.
In a long time to come, local Chinese culture
will not only exemplify Singapore indigenous
culture, but also continue to be influenced by
foreign elements and constantly evolve. These

factors are the very reasons why local Chinese
culture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command
our anticipation.
As Prof Kuo concluded, “Singapore is an
immigrant country. It has been so in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so in
the future. Singapore’s own cultural norms
and traditions are themselves still work-inprogress, its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evolving.”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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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人为 柳暗花明
╱ 文  : 谢声远

访华族文化中心总裁朱添寿
采  访   林清如、谢声远、王如明、南治国
执  笔   谢声远

2

014年12月16日中午，《怡和世纪》

个中心。之前，我因为天宝的关系，参加福建

同仁在怡和轩二楼，迎来新加坡华

会馆的工作，在方百成出任会馆副会长后，

族文化中心总裁朱添寿先生。原先是安排我

我接任福建会馆文化组主任。那时我还在南

们前往中心设在大巴窑宗乡总会临时办事处

艺，以局外人身份加入华族文化中心筹划委员

进行采访，因朱添寿有事而推迟一天，地点

会。记得共有三十多位委员，郭振羽教授当主

改在怡和轩。我们对朱总裁放下身段，百忙中

席，开个头，大家集思广益，经过一个时期，逐

亲临怡和轩，利用午餐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渐达致共识，由我这个副手撰写报告呈上去，

心存感激。朱添寿予人的印象是“恭而安”，既

结果被点中了。”

让人敬重，又不给人以压力感。我们知道，高
级公务员出身的朱添寿，卸下园林局副局长
职位后，先后担任过艺术理事会理事长、南
洋艺术学院院长，今年刚出任宗乡总会倡导、
政府大力支持的华族文化中心总裁一职，谈起
话来不愠不火。他性格直爽，自言有时会“口
不择言”。但访谈自始至终，都在轻松的气氛
中，以漫谈方式进行。其实，他是一位十分健
谈而善于拿捏的高管人员，话题遍及他的家庭
背景、读书生涯、艺术情趣、职场挑战、贵人相
助、个人喜好等。

年4月1日正式就任即将座落于新加坡大会堂
近侧，楼高11层的华族文化中心总裁。问及如
何为中心定位时，他一点都不含糊，白纸黑字，
交出答案：其一，落成的华族文化中心大楼，会
是一个可以呈现优质演出、展览和文娱活动
的聚集地；其二，汇集各方资源和力量，继承
并发扬传统华族文化，结合本地多元种族和
谐共处的精神，推动本地华族文化的发展；其
三，为我国讲华、英语的华族族群和年轻人，
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交流平台；其四，作为交

朱添 寿 一路走 来，2 0 年的园林局生涯

流站，让华族习俗和文化融入本地社会；让

（1976-199 6）、7年的艺理会理事长职务

新国民了解本地习俗和文化：其五，作为对外

（19 9 6 -2 0 0 3）、10年主理南洋艺术学院

展示的平台，促进全球华人交流。

（2003 - 2013），交出一份份亮丽的成绩单。
所以，他今天有机会执掌华族文化中心，绝非
偶然，而他总是谦虚地说道：
“我是幸运的。
每次来到人生的转捩点，总有贵人相助。”

华族文化中心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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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朱添寿卸下南艺院长，于2014

对这个占地5074平方米，总楼层面积
13927平方米的中心来说，这应该是恰如其
分的定位，但付诸实践，却是任重道远的。他
透露，中心目前正在打桩，主体建筑已招标，
预期明年（2015）动工，2016年8、9月峻工。
建造费90%来自政府，蔡天宝有信心华社会筹

好吧，就从最近一次的转折说起。

到1000万元捐款。目前，行政部五人班子是租

他说：
“华族文化中心的构想，出自蔡天

用宗乡总会三个房间办公，负责策划和联系工

宝领导的宗乡总会。相信是为了提升原有的文

作，其中二人专注于硬件事项。
“近三年要做

化组，使其成为独立的机构，才考虑成立一

的事：一是完成大楼的建设，二是打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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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添寿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Silver Lining
Mr Choo Thiam Siew Shares his Vision for the SCCC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By Seah Shin Wong

M

How Will the SCCC Position Itself

Chua Thiam Poh, president of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SFCCA). Located next to th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along Shenton Way, the
11-storey building will occupy an area of
5,074 square metres, with a total floor area
of 13,927 square metres. Mr Choo said that
piling work was under way and tend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building had been
concluded. Construction is expected to begin
next year (2015) and the structure will likely
be completed around August or September
2016. The Government will fund 90% of the
construction cost and SFCCA is confident of
raising a further $10 mill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idea of having Singapore’s very own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was conceived by Mr

Speaking on the centre’s positioning, Mr
Choo said, “Firstly, when completed, the SCCC

r Choo Thiam Siew took up the role
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SCCC)
officially on 1 April 2014. Prior to his new
position, he was president of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2003-2013),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rts Council (19962003), and had also worked for the National
Parks Board for 20 years(1976-1996). In an
interview on 16 December 2014 with Yihe Shiji,
Mr Choo spoke on the genesis of the SCCC
and the current state as well as the future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Below is an
excerpt of the interview.

will be a hub for high quality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secondly,
it will inherit and pas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pooling resources and harnessing
the strengths of various channels. It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inese
culture, incorporating our spirit of racial
harmony; thirdly, it will serve as a dynamic
platform for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Chinese and young people to
share and to interact; fourthly, it will be an
interactive platform that helps integrate
Chinese traditions and culture into our society,
as well as to help new immigrants understand
local traditions and culture; fifthly, it will serve
as a showcase for the outside world, fostering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es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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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关于后者，他要充分发挥未

生好的影响。每年圣诞都唱圣诞歌，我

来大楼楼面层的空旷平台，举办雅俗

们华人过年为什么不来个贺岁歌曲大

共赏的活动，吸引年轻人到那里用餐、

家唱？新加坡合唱总会属下合唱团少说

唱歌、跳舞，把中心打造为本土华族文

有30多个，调动起来，像传统的舞狮舞

化的品牌：只要提到新加坡的华族文

龙那样，分头到各个广场、购物中心大

化，人们脑海里就会第一时间闪现华

堂齐声欢唱，不走四部合唱或艺术歌曲

族文化中心。”

路线，也是一件赏心乐事！因为需要策
划，下一个农历新年应该是来不及了。

重视品牌的建立和提升

我想到的是这一类活动，放在2016年

出谋献策共同推动
朱添 寿 不愧 是 一 位 务实 者，他
说：“ 华 族 文化中 心 将 扮 演 催 化 剂
（Catalyst) 和促成者（Enabler) 角色,
它无意独揽华族文化活动，一些宗乡
会馆或机构已在做的如“春城洋溢华夏
情”、
“春到河畔”、
“华艺界”等，应该
继续做下去，不去改变。中心关注未曾
做的项目，会建议一些会馆或团体与我

他指出：
“艺术，以我熟习的书法

做，成不成要看天时地利人和，那些可

为例，都有两个层面，普及或提高，大

能参与的团体本身也要有这种共识。”

众或小众。作为行政者，一定要分清先

大楼建成后，我们的班子也只能

后。华族文化中心现阶段要推进的，

增至16 - 18人，既要传承和发扬本土

应该是优先考虑大众的文化需求。比

华族文化，也要面向讲华话和讲英语

如说，书法家或画家的雅聚，让人联想

的华族青年；既要与新国民打交道，也

到古代士大夫的琴棋书画，或诗书画

要与友族保持联系。新班子还得照顾

三绝，属于小众范畴，我们当然也会支

900平方米的活动平台、530个座位的

持，但我们首要考虑的是推动大众或草

表演厅、小型音乐厅和资料室等。以

根阶层对华族书画的了解，譬如春节挥

资料室为例。我们不设图书馆，因空间

春，可以先组织学校的书法班、社会上

有限，也无此必要。我们会展示各宗乡

的书法或篆刻协会一起来做，再动员

机关和艺术团体的最新期刊、节目表、

群众，从上午10时到下午2时，齐集一

图录，期限不超过两年，逾期就下架。

看得出，朱添寿对华族文化中心的

处，亲睹书法家如何当众挥毫，力求大

我们会集中和处理新加坡全部文化人

愿景、现状、运作方式和面对的困难

众化，好坏不拘，然后选出一些作品，

和艺术家的电脑资料供人查寻，为社

有清醒的认识和全盘的把握。这种信

张挂起来，低价出售，让买者开心。总

区服务，这样做有利于华族文化中心

心是他数十年厚积强发的结果。1951

之，大张旗鼓地、规范地去做，就能产

品牌的提升。”

年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当过外地学

“The SCCC will play the roles of a Catalyst and
an Enabler. It does not intend to monopolise
all Chinese-relate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Clan associations and other
organisations should continue whatever
projects that they have been doing. The SCCC
is concerned with projects that have never
been done before and will discuss its ideas
with these clan associations or organisations.
For example, we may explore the future of
Chinese opera with them, which involves
issues like the use of dialects, the survival of
the opera and its standard. Perhaps we can
look into collaborating in this area, but it
depends on whether we have a consensus on
the issue and share the feeling of a real crisis.
We won’t hand out money or set up troupes.

Instead, we provide ideas, and help coordinate
and promote projects.”

the masses. For instance, the congregation
of calligraphers and painters is a niche event,
which we will support, of course. However,
we will have to first consider how we can
encourage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mong the masses or
grassroots. Take the Spring festival calligraphy
demonstration as an example, we may first
work together with the calligraphy classes in
schools and other calligraphy or seal cutting
societies to organise activities, then mobilise
the masses to watch the calligraphers in
action, sell their work at low prices and
make the buyers happy. In a nutshell, we can
generate a good buzz as long as we can put
up a pageantry in an organised manner. We
sing Christmas carols during Christmas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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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合作。中心尚未成形，明年会联系几
个团体或机构如聚舞坊、湘灵音乐社、

A Focus On Branding And Upgrading
Mr Choo said he wants to utilise the open
space in the new building to hold events that
appeal to a spectrum of audiences, as well
as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dine, sing and
dance at the venue, making the centre an icon
of local Chinese culture. He hopes SCCC will
immediately come to people’s mind whenever
Singapore’s Chinese culture is mentioned.
“There are always two levels for art - popular
art and fine art; art with mass appeal and art
with niche appeal. At this juncture, the SCCC
should first consider the cultural needs of

鼎艺团（活动成员只有20来岁）、戏曲
学院、新加坡华族戏曲、博物馆谈谈。
比如说可以和戏曲学院探讨地方戏的
出路，牵涉到方言、生存、水准等问题，
这取决于团体有无共识，团体中的资深
者有无兴趣，可是年轻人不懂。要怎么
做？能不能大家携手合作。关键是团体
本身要认同有此危机。我们不派钱，不
养戏班，而是出主意、协调、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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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老师和小公司文员，爱好书法。他自
小研墨翻帖，耳濡目染，生发灵气。就
读于公教中小学，兼通中英，复受校长
张世典影响，涉足音乐。中学毕业后，
获公务员奖学金，负笈纽西兰，专攻园
艺。学成回国服完兵役，1976至1996
任职于国家园林局，用他的话说，
“工
作得心应手，以为这辈子要跟草木花
卉打交道。”他的公 务员身份，园林
局工作带给他的组织和管理经验，使
他在1988年的“唱吧，新加坡”（Sing
Singapore) 活动中大显身手和崭露头
角，后来组织一个公务员歌唱团，一
个舞蹈团，他在文化上的业绩，为政府

艺理会任期内的建树

有社会责任，基于国家利益，觉得不恰
当。个人可能持不同看法，但身为艺理

常任秘书、公务员俱乐部执委会副主席

朱添寿不浅的艺术修行，还有他和

陈振忠准将所赏识。
“他是我的第一位

文艺界广泛的交游网络，使他在艺理会

贵人。”1996年年中，陈振忠推荐他出

理事长的7年任期内，胜任愉快。当然，

具体工作方面，在任期内，他分两

任艺术理事会理事长。之所以敢接受

这还要归因于他能很好地处理个人喜

个阶段开展扶持艺术家的工作。
“前

新职，是家庭和学校因素起作用。
“之

好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系：
“我撇除

5年推介艺术家，通过不同条例、方案、

前就爱好艺术，写书法，虽未涉足艺术

个人的喜爱、偏好和看法，从国家和理

资助等，提供艺术家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界，但已有所知，如在中华画廊雅集上

事长角度来看待和处理相关课题。印

和空间，包括提升他们的名气，帮助他

见过已故书法大师潘受，也知道书法

象深刻的有围绕两个戏剧而引发的争

们走出国门。后两年把重点放在需求

界名人陈声桂，我书法师承曾守荫、爱

论，其一是美国女作家 Eve Enler 的

上，努力培育和扩大观众群，不限于华

听管弦乐、华乐、爱看地方戏、潮剧、粤

剧本《阴道独白》，另一是一场印度剧

族，也关注本地马来和印度社群。幸运

剧都在爱好之列。特别是地方戏，唱词

的演出，其中一个情节是演回教徒的

的是，那段时期我的子女己长大成人，

优美，奠下我的古诗词基础。”

女演员将头巾摔到地上。我认为艺术负

我无后顾之忧，所以能倾注时间和精力

year, why don’t the Chinese sing Chinese New
Year songs together as well? Having different
choirs singing in open spaces and shopping
malls can be as enjoyable as having lion and
dragon dance performances! ”

programmes, catalogues of various clan
associations and art groups for up to two
years. We will also centralise the computer
database of Singapore’s cultural icons and
artists, so that visitors can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m. These will help promote the
branding of the centre.

culture. The Chinese has a strong survival and
revival ability, with a knack of accommodating
the cultures of other races, all of which have
helped enrich its own culture tremendously.
Even Christianity was not spared of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when it entered
China. Singapore will not have a problem
retaining its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firstl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is an unstoppable
trend; secondly, Singapor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foreign elements. We have to cooperate
with countries around u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refore, to me, the n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dying in Singapore is unthinkable. ”

When the building is completed, our team will
not only have to pass on and promote loc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engage English and
Chinese-speaking young Chinese. We will also
reach out to new immigrants and stay in touch
with other races. On top of that, the new team
will also have to take care of a 900-square
metre event space, a 530-seat auditorium,
a small music hall and a reference room. We
won’t have a library since space is limited
and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it. The reference
room will display the latest newsletters,

Chinese Culture Will Not Perish
“Chinese culture will not perish. We can look
at it from two perspectives. From a larger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race and Chinese
civilisation have historically been through
many invasions by foreign races such as the
five nomadic tribes. The Chinese lost or almost
lost their regime during the Liao, Jin, Yuan and
Qing era, yet it has managed to pass down its

会理事长，须公事公办。”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dialects is a
loss to the Chinese grassroots culture , but we
can’t put all the blame on the Govern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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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艺术圈，接触艺术家，参与他们
的活动，那时处处有我的影子。”
朱添寿在艺术理事会的建树，引
起南洋艺术学院代表潘国驹、傅春安
来“敲门”。他回忆道：
“他们第一次找
我时，为了适应新环境，发展新加坡创
意企业，当时的常任秘书陈振南正指派
我重组艺理会，半途走不得，所以我没
有同意。6个月后，他们二度登门，艺理
会的改组工作已完成，我以一种功成身
退、迎接新挑战的心态，答应出任南艺
院长一职。那是2003年的事。”

华族文化不会消亡
他接着说：
“其实，在艺理会期间，
我觉察到我国要发展艺术和创意经济
有个问题。上面是艺术家，
下面是观众，
中间却断了层，原因是没有各类艺术专
业文凭（diploma）的人才。举办国际艺
术节活动，很多国外艺术家不满意我们

虽说是漫谈式，但朱添寿对许多深
层的问题，却有独到的见解。

其一，华族文化是不会消亡的。
“这可从两方面看。第一是大方

票看一场歌剧呢？是崇洋心态吗？我认
为不是。问题在于呈现方式，而不是崇
洋或语言本身。我们的演出后继无人，
缺少好的赞助，真的不行。年轻人看过

向，华族和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历经他

最好最高水平的演出，对地方戏难以产

族的侵略，如五胡乱华。在辽、金、元、

生兴趣。方言背后也是一种文化，老一

清时代，汉族政权灭亡，可文化还是传

辈接触过的方言流失了，年轻人从未听

承下去。总之，华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过，也就无所谓。能保存下来当然最

和再生能力，其他民族的文化最终都

好，保存不了也非方言的末日。我深信

被兼容并蓄，极大地丰富了华族文化

方言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我们不能把

的内涵。连基督教进入中国，也免不了

眼光局限于新加坡，还要看中国大陆，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明代士大夫徐

尽管那里的城市流行普通话，但广大农

光启和画家吴历都是天主教徒，而他

村地区仍在使用方言。”

们又能保存传统的中华文明。海外如
新加坡，华族文化也是没有问题的。一

其三，为民俗加文化分

则大陆的崛起，势不可挡，一则新加坡

“华族民俗中的文化内涵往往被

深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为了生存，我们

忽略了，华族文化中心会予以关注，并

必须与周边国家合作，维护区域和平。

给它加上文化分。譬如，我们纪念端午

华族文化的消亡对我而言是不可思议

节，但只能把端午节与吃粽子或划龙

的。”

舟联系起来。殊不知端午节的深层意

的舞台、灯光设备、音响等技术层面，
南艺在这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这是

唱词，为什么人们要提早整个月买高价

其二，方言与地方戏问题

义是爱国情操，如果要进一步挖掘的
话，因为端午节是为纪念屈原而设的，

我转入南艺的原因之一。原本打算做了

“方言的流失是华族草根文化的

屈原是中国诗歌的代表，所以这一天

10年，可以在62或63岁退休，没想到宗

损失，但地方戏的衰退不能完全怪罪

又是诗人节。我们是这样为民俗加分

乡总会蔡天宝他们会邀我转换跑道。”

于方言。我们听西方歌剧，也是听不懂

的。其他如中秋节和重阳节，都可以加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opera. We listen
to western opera and do not understand its
lyrics as well, but why are people willing to
purchase opera tickets a month ahead of time
just to catch a single show? Is this because of
an idolisation of foreign things? I don’t think
so. The problem is in its presentation, rather
than the idolisation of foreign things or not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Our operas
community lack successors and sponsorships.
This is unacceptable. When the young have
seen the crème de la crème of performances,
it is hard to get them interested in Chinese
opera. Dialect is a culture in itself. While the
old lost the dialect which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the young would not feel anything since

they have never heard of it. It would be great
if we can preserve our dialects, but it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even if we can’t preserve
them. I believe dialects will not disappear
because we should not limit our scope to
Singapore - there is mainland China, where
even though putonghua (standard Chinese)
is mainly spoken in its cities, many of its rural
areas are still using dialects.”

Festival was established in memory of Qu
Yuan, who is an icon of Chinese poetry, so
that also makes it a festival for poets. This
is how we could add cultural value to our
folklores. Similarly, we can also accord other
festivals such as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Chongyang Festival with a higher cultur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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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ve often overlooked the cultural essence
in Chinese folk customs - something which
the SCCC intends to look into and add
cultural value to. For example, we celebrate
Duanwu Festival (also commonly known as
Dragon Boat Festival), but we may not realise
its deeper meaning of patriotism. Duanwu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The SCCC may be the idea of SFCCA but the
word ‘Singapore’ in its name suggests its
unique status. The Government has endorsed
it at a high level and provided huge funding
support for its building cost, all of 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its national and local ident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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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秋节不仅仅吃月饼和赏月，它含
有对亲人的思念对团圆的期待，如果由
我来做，会把它带出来，这就是文化。
重阳节登高，但蕴含的文化意义是敬老

其五，新移民需有融入过程
“说到新移民、新国民，主要来自
亚洲国家，因为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
的差异，他们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

尊贤、发扬大爱和顾及弱势群体。给加

社会行为以及对事物的观点和处理，

分的民俗，远不止这些。”

都与我们有差别，引起国人的不适和非

事在人为，信心十足
其四，华族文化的本土性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虽是宗乡总
会提议成立的，但前面冠以’新加坡’
三字，说明它的不寻常身份。政府高姿
态认可并大力资助建造费，凸显它的
国家性和本土性，如舞蹈家严众莲在
传统舞蹈中融入其他种族的风格，新
谣洋溢的本地生活色彩，以及华乐中
的南洋风，都是值得传承和发扬的。本
土性也表现在生活习惯、社会价值观、

坡华族文化中心的重点是华族文化，强
调本土性，与大中华文化不一样，正如
香港文化异于台湾文化。新加坡华族
文文化中心与中国文化中心之间，不存
在矛盾，反倒是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议。其实，我们忘了，我们的祖辈、父辈

朱添寿侃侃而谈，两句钟一晃而

也是移民，从落后地区迁过来，当初的

过。他认识到言易行难，特别是现在的

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就是这个样子。现在

大环境，还有我们的语文教育、语文前

年轻人以为我们本来就这么文雅，这与

途。他说：
“社会上以英语为主，20年

历史事实不符。中间有个过程。文化的

整个教育和社会体制、价值观、做事方

冲突，第一代移民会比较明显，第二、

式是西方的务实和功利主义主导的。强

三代就不一样，逐渐形成一个国家。

调个人，大我精神不再，这是偏重经济

我个人觉得一定有个过程，应该让各国

发展的代价。华族文化中心不只要联系

新移民、新国民了解新加坡文化、社会

友族，接触宗乡机构、文化组织和艺术

规矩、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我是这样

团体，而且要吸引下一代讲英语的青

看待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

年，要与学校打交道，以不同方式传承

其六，与中国文化中心的关系

华族文化，处理好普及与提高、下里巴

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特有词汇上。譬

“位于奎因街，占地1352平方米，

如我们说‘粘线 qixing’, 大陆的人说

总建筑面积5680平方米的中国文化中

‘头脑进水’。我坚持保留并使用自己

心，将于明年初开幕启用，传播中华文

特有的语汇。几年前我在报章上发表一

化，展现中国软势力。其实，西方国家

篇文章，强烈主张 orchid 是‘胡姬’，

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在新加坡

而不用‘兰花’，就 是出于 这样的考

早有类似的文化中心，日本有两个，一

量。”

为文化基金会，另一为设计中心。中国

example, incorporating styles from other races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 the colourful
local flavour of xinyao and infusing Southeast
Asian elements in our Chinese orchestra
music, all of which are worth passing down
and being further promoted. Our local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reflected through our
lifestyle, social values, the way we think, our
etiquette and unique vocabulary. ”

and habits. Young people today may assume
that their ancestors were civilised but that is
not our true history. I think there has to be a
process for new immigrants to understand the
Singapore culture, social norms, its etiquette,
lifestyle and habits. This is how I see the issue
of new immigrant integration.”

“On the issue of new immigrants and new
citizen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some of their
habits and behaviour may have caused
complaints from some Singaporeans. But
we have forgotten that our ancestors were
also immigrants who had similar lifestyle

文化中心主要是推广中国文化，而新加

Mr Choo said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Our
society uses mainly English. For twenty years,
our edu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values
and the way we do things have been guided
by western pragmatism and utilitarianism.
We’ve placed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
and no longer put the community before
self.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focus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CCC will not only

人与阳春白雪的关系，把高雅的艺术转
变为大众可接受的版本。面对各项挑战
和多重困难，我爱引用一个经典说法：
道路是崎岖的，前途是光明的。事在人
为，我个人是充满信心的。”
执笔者为本刊编务统筹

engage other races, clan associations, cultural
organisations and art groups, but also reach
out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nglish-speaking
youths. We want to engage schools and pass
on Chinese culture in a different way. We will
put our efforts in popularising and raising
standards,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making sophisticated
art accessible to the masses.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but I always like
to quote the saying: the road is not smooth
but the future is bright.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I’m confident of that. ”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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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鱼尾狮的焦虑
2
╱ 文  : 朱崇科

015年2-3月我会在上海三联书店出

空）齐飞猛进、令人惊叹。毋庸讳言，在文化

版一本小书，题目就叫做《触摸鱼尾

上，由于开放包容和各色殖民者的轮番“洗

狮的激情与焦虑》，主要内容分为五个板块：

礼”，日后选择了国际语言——英语作为自己

1.旧调新谈——叫华文提升太沉重；2.新加坡

的工作语言，新加坡更是呈现出左右逢源，甚

文化及认同；3.狮城脉搏：感觉新加坡时空；

至东西通杀的便利和得意来。

4.教育省思与大学精神；5.狮城之外：透视纠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危机也并

缠。归根结底，其实想通过多个层面缕述当

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从文化上并未真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期间（2001-

正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不仅没有充分的主体

2005）的一些思考及其延续，补充纯粹学术理

性，而且总是得意于表面的类似于鱼尾狮的

性认识的不足，从而感性触摸新加坡，同时也

“上山下海”品性，但其实令人警醒的也可能

借自己的激情与焦虑互相映衬和反思。

是类似于蝙蝠的“左右不是人”——也即，双

关键词“焦虑”似乎说的已经很多了，我也

重边缘化危机。实事求是地说，新加坡有其

不想再重复自己，再谈下去似乎已经苦口婆心

存在的夹缝性特征（in-between-ness），原

乃至令人厌烦。问题在于，事实摆在那里，如

本也是利弊并存的。

果“不厌事实而厌写出”，的确又反映出某种

多语学习和保持的官方强调更多是平衡

心态的封闭乃至保守。那就不妨挂一漏万，继

了政治的纠葛和可能危机，但对于精深文化

续焦虑同时也辩证一把。

的传承作用不大（那需要真正的血液语言来

双重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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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比如新加坡就有不少语言学者开始顺
应上意，探讨如何把华文当成外语来教，或者

新加坡的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

是本末倒置，更强调教学法。孰不知一门语言

是交通要道，如今更是海陆空（尤其海运和航

的学习，对于外在来说，首先是环境习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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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在的学习主体来说，首先是兴趣；

另外，即使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我

角度来说，仪式也就是内容和精神，而

而对于学习内容来说，耳濡目染是必

们依然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完满：比

不是可有可无的载体。但另一方面，如

要的，同时真正的文化经典必然是艰

如，老有所养问题，还依然是“手一停，

何呈现出冰山一角底部的冰山根基恰

涩和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从此角度

口就停”吗？我们一直在强调面包黄油

恰需要更深切的吸纳和吐出。

看，目前新加坡的很多华文及所谓的双

的重要性，但同样是物质性，我们为何

文化学习更多还是流于口号，毋宁更反

很少强调美丽书本的物质性？更进一

映出焦虑的实质。

步，我们强调宗教种族的包容与互相尊
敬，但我们是否可以更包容可能会给我

逆袭之后，如何优雅？
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1978年11月

们带来不少麻烦的弱势群体？其实他们
也是优雅社会与否的试剂。

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当然有其独特
的部分，简单而言，比如潮剧，其完整
性和发 展 很可能已经 超 越了其发 源
地——潮汕地区的水准。问题在于，
这些存在依然是表演性较强的种类，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远远超过了此类

在和到访的邓小平先生讲话时面对邓

需要提醒的是，经济的腾飞远比

载体，如何修炼内功不仅仅是文化传

对新加坡发展的盛赞时指出，
“这只

文化建设容易和快速，也往往可以体

承的必须，更是克服双重边缘化危机

是在一个小国，很小的成绩罢了。所有

现出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的效益性。但

的唯一途径。

我们能够做的，中国也能做并且能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积淀

做得更好。因为你们有的是状元，你们

和优 雅社会的养成 绝 对需要更长远

有文人、知识分子。而我们都只是福

的坚守、更卓绝的付出、更饱满的尊

建、广东等地区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

重。中国大陆的很多城市可以在短短

代，没办法和你们比较。”

10-20年就变成发达现代城市甚至是

借用大陆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些词

国际大都市，但绝大多数城市（和市

汇来说，当年新加坡从一穷二白（饮水

民）如今都还没有解决排队问题、垃

都要进口）的艰难困苦中经过齐心合

圾问题，这个原本幼儿园应该解决的

力短期打拼即跻身于人均收入发达国

个人品性如今依然困扰着要实现民族

家的行列之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实现

伟大复兴的国度，想来真是吊诡重重。

了“屌丝”的“逆袭”——从收入上步
入了“高帅富”
“白富美”的行列。但我

文化的表演性焦虑

更关注的是，之后呢？好比童话里所说

我在中山大学给学生开设《马华

的“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幸福的生

文学》课程的时候曾经启发他们一个

活”，但之后呢？他们结婚生子了吗？

问题：一 个 处 于多元 种 族 文化 环 境

他们吵架冷战了吗？需要面对生活的

的华人 族 群如何呈现他们的华人性

琐屑和煎熬吗？

（Chineseness）？对于缺乏对中华文

新加坡曾经提出要建设“优雅”社
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美好而且
正确的方向。但同样问题也来了，如果
是凭借经济的急功近利谋取了上位，

化了解的异族来说，他们能够了解中华
文化的途径有限，而普通华人恰恰是通
过了文化的表演性来自我呈现——比
如节假日、丧嫁婚娶、戏剧舞蹈等等。

当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的时候，心中难免泛起一丝丝焦
虑，毕竟，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
者不在中国现场总有种被边缘化和置
身事外的无奈，但回到中国大陆教书，
才发现其实很多置身历史现场的人根
本不珍惜这种机缘，同时也有不少学术
不规范的诸多弊端。但这并不能真正减
轻我的焦虑，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学者，
我依然追求可能的完美。
上述的感受不是在为新加坡的焦
虑解脱和辩护，但实际上我们的确需
要破解焦虑：第一要立足自我，珍惜
新加坡自身的华族文化历史和传统，
我一直觉得新马文学及文化才该是新
加坡所有大学中文系的最重点领域，
但可惜今天为止研究的重镇还是台湾
而非资料最丰富的新加坡。第二，新加
坡要更强化对中华文化的直接汲取，
不要扯什么按照教外语的方式学习华
文及其文化，那样的话，无非多几个香

那么过于依赖经济的我们如何看待经

某种意义上说，仪式的存在是非常

蕉人和四不像，依然摆脱不了双重边

济中心的积极和腐蚀功能？我们知道，

复杂的，一方面，表面上看，仪式往往

缘化的危机。第三，新加坡要更开放、

对于个体和群体来说，对外的革命似

是画蛇添足的存在，尤其是对那些不

包容，如能够把亚洲的顶尖各类人才

乎相对容易，但一旦指向了自己——自

拘小节的人看来。但是，对于集体认同

荟萃在此，欣喜自然也就冲淡了焦虑。

我的反省似乎就难上加难。我们在经

和个体心灵的安抚功能来看，仪式感恰

济的高歌猛进和文化的厚积薄发之间

恰是一种必须，经由此道，他（们）获得

该如何平衡？

对某事物或认知的确认感和平静，从此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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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需焦虑
╱ 文  : 严春宝

华文华族文化生命顽强

文

以载道。华文和华族文化是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
“新加坡的华文

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本属二位一体：

和华族文化”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尽管它

作为一种语言，华文所承载的道，无疑就是拥

命运坎坷屡遭压制，但它却一次次地冲破了

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
“华文

重重羁绊奋力前行。历史上，
“新加坡的华文

和华族文化”不仅是构成新加坡多元文化中

和华族文化”曾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在殖

最重要的一元，同时，它也是组成大中华文化

民地时代，政府对于“华文和华族文化”一直

圈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新加坡华文和华族文

持漠视态度，任其自生自灭。早期南来新加坡

化的兴衰不止关乎新加坡的未来，亦关乎大

的中国移民胼手砥足奋力打拼，不仅在这个小

中华文化圈的未来前景。

岛上建立起了自己新的家园，也使中华传统文
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并曾一度建立起了除中国

以历史眼光看华族文化

之外、海外最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面对逐渐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尽管长期以来人们

生长壮大起来的“华文和华族文化”，殖民地

对“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族文化”一直心存顾虑，

政府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并试图加以控制，

然而，
“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族文化”不仅没有消

于1920年颁布实施了“学校注册法令”。学

失，甚至于还一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此，当

校注册法令一出，令华社错愕不已，当时，很

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新加坡的华文和华

多人都以为华文教育、甚至是华族文化的末日

族文化”这一问题时，我们就会发觉，以往人们

降临了。关于这一点，从当时华社激烈反对注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多虑了。如果能以发展的

册法令的的口号中即可体现出来：
“有这条例

眼光来探讨“新加坡华文和华族文化”的未来

实行，直接就是南洋无教育，间接就是南洋无

前景，我们就更毋需对它感到焦虑了。

华侨。”从人们把反对学校注册法令视作捍卫
“有教育与无教育之争”、甚至于上升到保文
保族保种的行动中，就足可以看出人们当时的
极度焦虑心情。然而，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
殖民地政府的行动，不仅阻碍和扼杀不了华文
教育的发展，反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了
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的完整华校
教育体系，攀升到了新加坡华文教育、亦可以
说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的巅峰。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伴随着“双语教育”
政策的一步步落实，以往横亘在英校和华校
之间的楚河汉界开始消失。伴随着英校生和
华校生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起来的，还有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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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本民族的文化保持一种适当的焦虑
是一件好事，因为正是出于对华族文化与华文教育消亡的焦虑与担
忧，才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先贤们不遗余力地热心于新加坡的教育与
文化事业。这样的焦虑当然是必要的，一味地过分焦虑与担忧，那
就大可不必了。

卫华文教育者们的焦虑和担忧。在维

化影响下汉语言整体水准大面积下滑

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孔教复兴运

护华教者的眼中，伴随着一间间华校

的整体趋势。我们只能说，历史再一次

动，就是发自民间、畅行于民间的一场

消失的，是华文教育和华族文化的逐

证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人

堪称规模空前的华族文化复兴运动。

步消亡。以南洋大学的被关闭（或如官

维护华校的抗争是失败了，传统的华

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所推

方的说法“合并”）为前奏，到1987年

校也的确是消亡了，但新加坡的华文学

出的、影响世界华人界的“儒家伦理”

新加坡的最后一间华校被关闭，这种

习和应用却依然倔强地存在着。据有关

教育运动，虽说运动的主导者是政府，

焦虑情绪可说是达到了顶点。从事实

方面的统计，在新加坡电视台的众多波

但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复兴运动，

上来说，华校的消亡的确是一个不容

道中，历史悠久的“第八波道”始终并

这其中又何曾缺少了广大的民意基础？

置疑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能稍微转

一直都是新加坡人的首选。这至少说

近年来，新加坡的众多宗乡会馆文教

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这又何尝不是英

明，伴随着华语在新加坡民间的日益普

社团等都逐渐加强了对华族文化的支

校的消亡过程？当众多原来根本就不屑

及，华语拥有了更加广泛和坚实的民意

持力度，展开了一系列的文教活动。譬

于讲华语的英校生被迫开口学、说华文

基础！因此，基于现实的考量，我们应

如出版文化刊物，如怡和轩的《怡和

华语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

该承认这样的发展趋势：在未来的新

世纪》、宗乡会馆总会的《源》等，就

解：华文在新加坡的基础变得更加广阔

加坡，我们不排除华文还会有继续进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良好的影

了呢？当然了，笔者并无意于否认，由

一步削弱的可能，但只要华语在，华文

响；再譬如南洋孔教会，近年来先后

于“双语教育”需要兼顾全面，这必然

就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因为“语”是

主办了“孝道征文比赛”、
“孝道文化

导致华文教育的内容也不得不变得更

“文”的根基，
“文”是“语”的升华，

营”、
“孝道文化晚会”、并颁发“孝道

加浅显、简单起来。如此以来，新加坡

只要华语一息尚存，华文就随时都会

奖”、主办“中华传统文化讲座”等等

人华文水准的普遍降低就不可避免。

有形成星火燎原的可能。

一系列活动，在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
同时，也达到了扩大和宣扬华族文化的

但笔者仍然认为，这虽然不利于华族
文化往纵深和高层次里发展，但毫无疑

真正的文化在民间

效果。

问，它却更有利于华族文化在横向面上

其实，真正的文化是在民间的。新

要说这几年来发生在新加坡的重

进行更为广泛的传播。在舍与得之间，

加坡最初的华文教育几乎无一例外都

大文化现象，恐怕非咖啡山坟场的挖

是来自于民间，从早期的私塾学堂，到

掘事件莫属。虽然没有办法具体统计

近代的新式华校，概莫能外都是华人社

咖啡山到底吸引了多少人的关切目光？

团宗乡会馆亲力亲为的结果。先贤们凭

它又牵扯了多少人的激荡神经？但愈

着对本民族文化的一腔热忱，不仅从无

来愈多新加坡人对咖啡山的关注，甚

到有地建起了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还

至迫使一贯保持强势作风的新加坡政

很显然，新加坡人华文水准的下降

曾将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复兴运动推向了

府也不得不放低身段主动对建设规划

并非只是一个孤例，它只是暗合了全球

一个又一个高峰。譬如，一百多年前发

做出表态说明却是一个事实。除此之

我们不能只看到“失”，有时候，也偶
尔需要适当地关注一下“得”。如果能
以华文程度上的部分降低换取华文在
更大范围内的推广、普及，这恐怕也不
能纯粹说它就一定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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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们亦不应该忘记了，每当教育主

了。像新加坡这样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移

从文化的层次上来看，它有高下

管部门针对华文教育有些许的小动作

民国家，以其自身的历史及其与中国之

之分。文化既不可能都是阳春白雪，那

时，都立刻会牵动起社会上众人敏感的

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相信就算是一个

自然也就有下里巴人。从高层次、高品

神经，使得华文教育一再成为街头巷议

对“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族文化”抱持极

位的文化角度来看，人们自然是希望多

的热门话题。正是这一股股来自于民间

端悲观心态的人，恐怕亦不会相信作

一些阳春白雪，但从普罗大众的角度出

的无形力量，一次次地影响了新加坡教

为新加坡人一种主要交际语言、娱乐语

发，可能更需要多一些下里巴人。这正

育政策的走向。所有的这一切都一再说

言的华语，有一天会突然在新加坡彻底

如当初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文言与白

明：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一直都是“见龙

消失。如此一来，那又何必杞人忧天，

话之争”是一样的，到底新加坡是要维

在田”蛰伏于民间的，一旦时机出现，

对“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族文化”而衍生

持一种曲高和寡化石一般存在、但却少

它就会立刻“飞龙在天”，成为一股不

出焦虑不安呢？

有人使用的高水平语文？还是推广一种

可忽视的力量！

从发展角度看华文的趋势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对“新加坡
的华文和华族文化”抱持一种焦虑心
态，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下里巴人所喜闻乐见而富于生命力的
大众文化？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
其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新加坡

一方面，由于“代沟”的存在和惯性思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它

继续维持强势的英语，那么新加坡人

维的习惯，在文化的传承方面，普遍地

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对于真正的老

华文水准的持续降低就是一个必然的

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一蟹不如

饕们来说，他们永远都是在抱怨“一蟹

趋势，如此一来，人们对“新加坡华文

一蟹！这正如当下的中国社会，当60后

不如一蟹”，但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

和华族文化”的焦虑状态也就会持续

和70后们纷纷抱怨80后的时候，80后

他们普遍更关心的显然并不是“一蟹

下去。譬如，前些年政府为小部分讲英

又何尝不是在抱怨90后？再如美国昔

不如一蟹”，而是一年更比一年高涨的

语家庭学生所提供的“华文B课程”，

日备受诟病的“垮掉一代”，还不是一

“蟹”的价格，是来年自己还能不能、

回想当初“华文B课程”刚刚推出之

如既往的承担起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成

还吃不吃得起“蟹”！

时，曾经引起了多少人的不满和担忧，

为领导今日美国的中坚力量？在这个世

最后，笔者不得不说，虽然从某种

社会上的热议程度恐怕一点儿也不亚

界上，永远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

程度上来看，对本民族的文化保持一种

于当初关闭华校时的热度。很多人担

倒在了沙滩上，但问题在于，在前浪的

适当的焦虑是一件好事，因为正是出于

心这种有语无文的“华文B课程”会蔓

眼中，却永远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从另

对华族文化与华文教育消亡的焦虑与

延、乃至于泛滥成灾影响到实施已久

一个方面来看，人们之所以动辄对“新

担忧，才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先贤们不

的“双语教育”。时至今日，
“华文B课

加坡的华文和华族文化”抱持一种焦虑

遗余力地热心于新加坡的教育与文化

程”的存在现状本身，已经证明了当初

的心态，也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求全

事业。这样的焦虑当然是必要的，一味

人们的焦虑和担忧如果不是多余的，

责备心理。就如同当初白话文运动刚刚

地过分焦虑与担忧，那就大可不必了。

至少也是多虑了。退一步讲，就算是将

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对那些坚持文言文

因为，焦虑会伤及脾胃，并最终危及

来有一天“双语教育”真的被“华文B

的保守人士而言，它何尝不是一次语文

到人的身体健康，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课程”完全取而代之，也毋需对新加

的自甘堕落？正如鲁迅小说中挂在九斤

坡的华族文化过分担忧，因为，任何一

老太嘴上的那句口头禅，真是“一代不

种文化的出现与存在都是与特定的语

如一代”！但历史证明，白话文的出现

言密不可分的，即，语言是文化存在的

不仅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消亡，更没

先决条件和基础。当今世界上，还有

有导致汉语言的灭绝。同样的道理，

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但这种有语无

我们也没有理由再去强迫现在的新加

文的状况并不影响其文化的存在，这说

坡学生回过头去阅读艰深难懂之乎者

明，仅仅依靠语言就足以传承一种文化

也的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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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好施
╱ 文  : 洪文祥

白手起家的拿督林金聪

拿督林是本地著名建筑家，他一上
任，看了（重修凤山寺）策划书后，就
有了一套清晰的思路，立刻率团到泉
州，把承包商敲定，返新后马上就动
工，重修工作才得以展开。

林

金聪原籍福建省南安诗山人，1930
年出生于新加坡，但是始终难忘前

辈南来谋生的艰辛历程。他的父亲本来在家
乡务农，无奈当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只好
举债买舟南下。直到30岁那年在狮城有了稳
定的生活后，才回乡下把婆婆接到新加坡奉
养，然后再回乡娶亲，前来新加坡组织家庭。
家父的勤勉和孝道，成了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林金聪共有16个兄弟姐妹，他系家中长
子。勉强在小学接受了2-3年的教育后，日军
南下，就被逼辍学，13岁开始为生活奔波。先
后做过菜农，小贩，卖过冰淇淋，也卖过炒
罗惹。到25-26岁入行建筑当小工（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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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工资是以日计算，每天$5.50，

一步一脚印地走了三、五年，不仅取得

这大厦地段原为先贤陈文烈所拥有，

有做有钱。身为长子，林金聪知道家中

丰富的经验，也赚取了事业发展的第

70年代林金聪邂逅其后人，同意出资

的需要，所有收入，除了留一点生活费

一桶金。从而对公司未来发展做进一

兴建15层楼高的大厦，六四分账。大

外，其余拿回家补贴家用。

步的规划，形成一个包括两间新公司

厦落成后，也成功开启了集团放手投

（永胜利建筑与新顺利事业）的庞大集

标政府工业地段，发展私人工业大厦

团。集团开始大规模投标政府组屋，几

之门，先后发展了位于沈氏大道的“新

十万到几百万元的工程，直至竞标几

顺利工业大厦”、芽茏的“升利工业大

千万的大型工程。林金聪心里明白，优

厦”、加基武吉的“顺利工业园”。集团

良的品质是事业成功最好的保证。集

更在乌鲁 班 丹及 武吉巴督 一带标下

团励精图治，推行机械化以提高生产

80多英亩的工业地段，分段发展成为

力。集团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成

综合型大厦，适用于办公、仓储和轻型

为高楼大厦建筑行业有力的竞争者。

工业的全新配套。

一跃成为早期建筑业翘楚
当了两年学徒，林金聪的勤奋努
力，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就熟悉了各种
建筑基本技巧。当他获悉汶莱的建筑
业需要引进外地劳工时，即毅然和弟弟
金盾一起到汶莱去，以日薪$10.00熟练
工人的技术，进入汶莱建筑业打拼。
三年后，林金聪由汶莱返回狮城，
开始做起包工，承办小工程。他萌起有
一天自己去竞标工程的念头，于是不断
认真钻研，尝试了解各种建筑材料的质

进军新马房地发展业

新顺利集团在马来西亚也有屋业
发展，譬如在巴株巴辖的顺利花园及

在建筑业有了成就后，林金聪悄

其他个别的项目。林金聪随缘和友善

悄地将目光瞄准利润更高的地产发展

的性格，在从商之余也种下了他与马来

行业，力求事业更上一层楼。1970年

地与价格，还有怎样协调配合各个环节

族群的友谊种子，柔佛苏丹颁给了他拿

集团在杨厝港买下一块十几英亩的土

督的荣衔。

的知识，然后蓄势待发。

地，兴建半独立式洋房。林金聪说，那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自治邦，民选

时新加坡房地产业刚起步，每幢面积

政府掌政，建国大业开始起步，一连串

3千多方尺的房子，售价不过3万多元，

公共与私人发展工程大大刺激对于建

但是利润还是可观的。

取自社会，用诸社会
白手起家的林金聪常说：“财富
来自社会，也要用于社会。”事业有成

筑行业的需求。林金聪感悟眼前的机

位于欧南路的“陈文烈大厦”是一

后，他不忘家父的遗愿，也回馈家乡的

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南利建筑公

座15层楼高的工业大厦，自70年代建

兴旺。1989年，和弟弟金盾回到中国诗

司，竞标政府组屋与私人工程。如此

成以来，已成为欧南路一带的地标。

山的故乡，出资兴建了“林利成小学”

Dato Lim Kim Chong – The Philanthropist
D

ato Lim was born in Singapore in
1930. The eldest of 16 siblings, he
only attended two to three years of primary
school before he was forced to drop out due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He began working at
13 years old and took up all sorts of jobs, from
a vegetable farmer to a hawker selling icecreams and rojak. He became a construction
apprentice between 25 and 26 years old.
Dato Lim learned the skills of the trade quickly.
When he learned that Brunei was bringing in
foreign labour for its construction industry,
he decisively moved there with his brother
28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Kim Toon. They began as skilled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worked hard. Dato Lim returned
to Singapore three years later and became a
contractor, taking on small projects.

The Group continued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went on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with
automation, becoming a strong competitor in
large building projects in the 1960s and 70s.

In 1959, at the dawn of Singapore’s nation
building, Dato Li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set up his own company – Lam Lee
Construction. The company eventually
grew to become a big group (including new
companies Eng Seng Lee Construction and
Sin Soon Lee Realty) within a span of a few
years and engaged itself actively in tendering
for public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With his construction business now on
track, Dato Lim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The 15-storeyed Tan
Boon Liat Building, located on Outram Road,
was developed by the Group in the 1970s
and has since become the icon of the area.
The completion of the building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oup’s foray into bidding
for government industrial properties, which

藉以纪念家父，并实现家父希望后代

学金”，每年以利息来颁发奖学金。有

思路，立刻率团到泉州，把承包商敲

更多人接受正规教育的宏愿。

鉴于银行利息越来越低，深恐利息不足

定，返新后马上就动工，重修工作才得

以颁发预期中的奖学金额，林金聪后来

以展开。”在2014年11月20南安会馆

决定确保每年要发8份大学奖学金，每

成立88周年庆典上，我国总理亲自颁

份3仟元，直接签发所需的支票。这些

发功勋盾牌给林金聪，表扬他多年来

宗派内争，会长林振民又不幸仙逝，一

年来，林金聪每年要发奖学金的金额

对南安社区与国家的贡献。

时群龙无首。在各方面拥护下，林金聪

高达2万多元，他先后开出15万支票存

林金聪同时也是多家社团，商团和

于1994年出任会长，团结了各方人马，

入林氏大宗祠银行户口，做为颁发奖

慈善团体的名誉会长或产业信托人，譬

为下来的会务发展奠下基础。从1994

学金之用。为了推动更多有意义的回

如德教会紫云阁阁长兼信托人、竹林寺

年至20 0 6年，林金聪连任大宗祠会

馈社会的公益善行，林金聪成立了一

管委会主席兼信托人、云山宫主席兼信

长。在他领导下，全体董事在内积极吸

个永久性的“林金聪基金有限公司”，

托人、福建九龙堂有限公司主席等等。

收新生力量，健全组织；对外积极倡导

把之前所有固定捐献或赞助的各慈善

他也同时在基层组织服务多年，深受

参与海内外宗亲交流。曾经多次组团亲

团体，民间组织等等，统一归由“林金

基层爱戴。除了获得柔佛苏丹封赐拿督

善访问过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的林氏宗

聪基金有限公司”负责。如此一来，

(D.P.M.J)荣衔，他也先后获颁英女皇员

乡团体，并于2006年在新加坡成功承

“林氏大宗祠拿督金聪PBM大学奖学

佐勋章(S.B.St.J）、官佐勋章(O.St.J），

办第11届世界林氏恳亲大会，林金聪被

金”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更能长久持续

以及新加坡总统 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

世界林氏宗亲总会敦聘为副理事长。此

造福莘莘学子。

(PBM)等荣耀。

新加坡林氏大宗祠是一间历史悠
久的宗团组织，根据大宗祠法律顾问林
清如的回忆，上世纪90年代大宗祠有

外，林金聪倡组新加坡林氏大宗祠宗团

林金聪一度出任新加坡南安会馆

理事会，定期开会，把新加坡林氏族群

会长，基于健康关系，他于2005年卸

凝聚成一股强有力的民间力量。卸任会

下职务，交棒予年轻的陈奕福。2012年

长一职后，林金聪被大宗祠董事会推任

底 陈 奕 福 接受 怡 和 世 纪访 谈 时，盛

为永久荣誉会长。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赞林金聪对南安族亲公益的贡献，特

20 07年庆祝林氏大宗祠80周年

别是推动凤山寺的修建。陈奕福说，

晚宴时，林金聪宣布献捐100万元，设

“林金聪是本地著名建筑家，他一上

立“林氏大宗祠拿督金聪PBM大学奖

任，看了策划书后，就有了一套清晰的

saw the construction of Shun Li Industrial
Complex at Sims Drive, followed by Sheng
Li Indusreial Complex in Geylang and Shun Li
Industrial Park at Kaki Bukit. The Group also
won the tender for a plot of land covering over
80 acres near Ulu Pandan and Bukit Batok,
where it developed a mixed-used property in
phases. The new property offered office space,
storage and light industry facilities.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s affairs. During this period
he also initiated the setting up of a council
that gathere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various
Lim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The
council held regular meetings, which helped
strengthen the unity between various Lim
associations, making them a strong force in
the community.

Dato Lim had not forgotten to give back
to society after establishing his career. In
1989, he donated funds to build a school
in his hometown, Nan’an, in memory of
his father, the late Lim Seng Lee. As the
Chairman of Singapore Lim See Tai Chong
Soo Kiu Leong Tong Family Self-Management
Association between 1994 and 2006, he
brought together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

In 2007, he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oundation after his name with a donation
of $1 million, offering scholarships using the
interests from the foundation. He later set
up Lim Kim Chong Foundation Pte Limited, a
permanent outfit to manage all his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Dato Lim once served as Chairman of Singapore
Lam Ann Association and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Nan’an clan, particularly in driving the
refurbishment of Hong San See, a historical
temple on Mohamed Sultan Road. For his
long-time contributions, he was given a
plague of merit by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who gave out the award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at its 88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Dato Lim has also given his time to many other
clans and associations. In addition to a D.P.M.J
bestowed by the Sultan of Johor, he was also
the recipient of various prestigi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S.B.St.J and O.St.J conferred by
Queen Elizabeth and a Public Service Medal
(PBM) awarded by the Singapore President.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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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光景
╱ 文  : 洪天发

侧写晋江会馆前会长林光景

作

为林家的第一个男孩，1940年他出生

一年的营业额几千万，在大士通道的一所宽敞

时，父母对他一定寄予最美好的期盼

的仓库，库存大量供应海事、建筑、制造业等

与祝福，他们为他取名“光景”。
只是世事难料，当他刚刚踏入青涩年华，

坡船舶物资商会的会务顾问。

父母却因为依恋故乡，1953年带着几个孩子

林光景的老友，前菩提学校教师，业余画

返回中国晋江深沪。他为着要完成学业，只

家陈庆隆说：
“我是看着他如何勤劳工作，刻

好独自一人寄居在新加坡的外婆家。父母不

苦学习，白手起家，从小伙计做到大老板的。

在身边的日子，他虽然被孤单寂寞困扰，但

虽然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也是一个非

揩干眼泪，仰起头来，勇敢地面对，比其他同

常念旧及重情义的人。”

龄孩子更早的学习独立生活，培养了刻苦奋
斗的坚强性格。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林老先生一点架子也
没有，衣着简朴的他，举手投足亲切和蔼，就

小学在崇正毕业，中学半途辍学。在战后

像家里的长辈。更有意思的，大部分的言谈

萧条，百业待兴的日子里，他瘦弱的身子，开始

对答，用的是闽南话，他还说：
“福建话怎么不

承受生活的捶打，磨砺。

可以？我们做生意，过生活一样不输别人。”

坐在我们面前的林老先生，已经是74高
龄，还能回忆起当年在巴刹做杂工的情景：
“你看我个子小小，一整天要帮忙搬椰子，破
椰子。那还好，有时要扛一大梭的香蕉 ……”
那时候，他杂货店，五金店都去帮忙，每
天起早摸黑，一个月赚几十元钱，在艰苦的
劳动中，他不唉声叹气，而是锻炼自己吃苦，
顽强的意志。

情系乡亲 关心人文
从少年时代开始，他远离父母的庇护，因
此，周围的人对他的关爱，点点滴滴都留在
他心间，教他倍感乡情守望相助，和衷共济
的可贵。
当年渡海南来谋生的华工，在本地以闽南
人居多，为了生活上的便利，同乡的人住在一
起，互相照应，互相帮助。这些幼时的记忆，

他在五金店干了16年，积累了丰富的经

无论是亲历，还是来自长辈的讲述，都给林老

验，却并没有为他积累足够的财富。当他结婚

先生留下深深的印记，他说：
“从我懂事开始，

为购买一所售价4千多元的一房一厅组屋时，

长辈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家乡的眷

月薪只有百多元的他，不符合月薪至少3百元

恋就深深地影响着我。”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的底限，还是靠老板替他虚报数目，才让他拥

他对服务社团如此的一往情深，对家乡故土

有自己的第一所房屋。婚后他准备出来创业，

如此的梦牵魂系。

首先想到的，就是和朋友合股从事五金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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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所需的各种管道配件。眼下，他也是新加

在他16岁那年，为了进修，他报名参加夜

创业之初，恰好赶上新加坡独立的大好时

校，同时加入校友会，这对他无异于打开一

机，他一步一脚印，把产业扩大到远洋航运配

扇新的门户，在那里他结识了交往一辈子的朋

件，与当时最先进的塑胶输油管线贸易。眼下

友，他阅读了受用终生的书籍。他参与交际，

他已是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公司

乐于助人的品性也开始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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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他事业有成，于上世纪的八十年

首先完成晋江会馆大厦的翻新。

头苦干。各种困难一一克服。翻新后的

代由蔡锦淞引入晋江会馆，很快就崭露

他接任会长时，会馆许多设施已陈旧

晋江会馆大厦，会馆办事处及活动场

头角，脱颖而出。1986年他出任康乐股

破损，在会馆前辈和全体执委的支持

所设在4楼，其余三层出租，解决了会

副主任，两年后推选为总务，接着担任

下，他挑起翻新的重任，从2004年初

馆的财务问题，为永续发展奠下基础。

副会长。2002年在众乡贤推荐下，出

破土，到2005年底竣工，工程按照计

他重视人文关怀，在他的推动下，

任第8届会长，连任三届至2008年止。

划顺利进行。因为会馆大厦是属于保

晋江会馆举办“鲁迅读书生活展”、
“晋

在晋江会馆这个平台，林老先生做

留建筑，许多旧档案，旧文物需悉心处

江人文展”、
“今日晋江摄影展”等。还

理，林老先生身先士卒，带着众执委埋

把每年举办的中秋节庆，提升为“种族

了几件深具意义的好事：

Lim Kuan Kang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 Kang Huay Kuan

B

orn in Singapore, Lim Kuan Kang
was left behind alone in Singapore

at the age of 13, when his parents and
siblings moved back to live in Jingjiang,
Fujian. He stayed back with his grandmother
to complete his studies and later to learn to
be independent at a very young age.
Kuan Kang completed his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at Chong Cheng School (now
Chongzheng Primary School). He dropped
out of secondary school and began toiling
for his living. He took up jobs at grocery and

hardware stores, making less than a hundred
dollars a month. He did not feel sorry for
himself. Instead he was resolute to remain
tough and resilient.
After toiling for 16 solid years life was still so
hard for him that his salary had not reached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to buy a $4,000
HDB flat to prepare for marriage. His employer
had to artificially inflate his pay sheet to make
him eligible to own a home.
Soon after marriage Kuan Kang set up a
hardware store with friends. It was from this

humble beginning that Kuan Kang grew up
as a respectable entrepreneur. Opportunities
arose when Singapore became independent.
Graduately Kuan Kang’s store, Weng Hock
Hardware Pte Ltd, expanded and became
suppliers of parts and equipments to various
industries, notably marine,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The company now
owns a big warehouse in Tuas.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stockists of comprehensive
range of hoses, hose-fittings, lifting hoists
and marine fire-fighting equipment. Annual
sales now run into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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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三代同堂庆中秋”，跨越种族与文

在别人看来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他对

丽得无法割舍的土地，难怪他要老友

化界限，四大种族同欢共庆。他说：种

朋友慷慨大方，有情有义；为人谦虚，

一再的把它绘入图画里。

族和谐庆中秋的主题更有意义，独乐

尊老敬贤。”

乐不如众乐乐。这个活动，从最初的两

后来他还代表晋江会馆，不止一

而最让与他有着超过一甲子交情

次 组团，带 领 会 馆的青 年团 返乡参

的陈庆隆忘不了的，是他的念旧，以

观。2007年他组织的一个百人庆贺团

及对朋友的重情义。他说：
“光景结婚

参加晋江市建市15周年庆典，还突破

除了晋江会馆，他也被推举担任多

时，我们的家境都不宽裕，当时我不理

框框的包括了30名不同籍贯的青少年

个社团的重要职务，如：新加坡宗乡会

世俗的禁忌，送了一个时钟给他，多年

学生，其中有18名《联合早报》的学生

馆联合总会理事，新加坡福建会馆理

来他一直挂在家里。后来他事业成功，

通讯员，甚至还有非华族的学生。这

事，新加坡林氏大宗祠名誉主席，新加

从小房子搬到大洋房，还是继续保留那

个被称作“青春的脸，寻根的眼”的活

坡长林公会名誉会长及新加坡中国商

个旧时钟。”

动，成为那个庆典的一个亮点。

三百人，到今天吸引了两三千人参加，
成为晋江乡亲引以为傲的品牌活动。

会理事等。他因此在2007年荣获政府
颁发公共服务奖章（PBM），成为首个
获得此荣衔的华社宗乡领袖。

值得结交的朋友
在许多故 人的心目中，林光景先
生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与他结识

“他得知我要开画展，为了帮我找

今天，林老先生基本卸下肩上的

绘画的新素材，百忙中抽空带我回到他

重担，企业已交由长子和长女主管。空

的家乡福建晋江，不厌其烦地开车跟
着我到处寻找适合入画的景点。我的
画展中，就有两幅晋江海港和他深沪
家乡的画。”

三十多年的张美昌先生——现任新加

远在1983年，正当壮年的林光景第

坡船舶物资商会会长对他推崇备至，

一次踏上故土，当他在那条既陌生又亲

说：
“光景兄大我18岁，我从他那儿学

切的土路上漫步，当他推开那扇古屋的

了很多东西，他做事脚踏实地，实事求

大门，当他与母亲、兄弟相拥，家乡晋

是，常能感召身边的人和他一起完成

江，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一片神奇，美

Kuan Kang is a keen learner. He would attend
night classes after work and take part in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alumni association.
He joined Chin Kuan Huay Kuan in the 1980s
and quickly rose to prominence. He was
elected Director, General Affair Section two
years later. 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 duration of 6 years(2002
–2008).

of the newly furnished building for its
administration and activities. The remaining
three floors were rented out. The rental
income goes a long way in providing the
association with a solid financial foundation
for long term development.

Many facilities in the association’s premises
had become obsolete when Kuan Kang took
over the post as chairman. He took on the
onerous task of refurbishing the building
with the support of association members.
Renovation work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and was completed at the end of
2005. The association kept the fourt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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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 Kang values racial harmony. It was Kuan
Kang who made the association’s annual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s a multiracial gathering. He is also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Singapore Lim See Tai Chong Soo Kiu Leong
Tong Family Self-Management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of Tiang Lim Association
as well a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SingaporeChina Business Association. He was awarded

闲时他最爱到新加坡的“老巴刹”，
与一帮老朋友喝咖啡聊天。
“满目青
山夕照明”，老人家尽可美美地享受桑
榆晚景。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PBM) in 2007,
making him the first clan association leader
to receive the honour.
Kuan Kang has led the youth group of
the association on numerous trips to visit
their ancestral hometown. In 2007, he
organised a group of a hundred members
to attend the 1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inauguration of Jinjiang City. The
visiting group included students and young
journalist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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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在移山倒海
╱ 文  : 辛

羽

中闽百汇零售集团执行主席李瑞庆

中

闽百汇商场的职工们，看见集团身

执行主席，竟能轻易适应截然不同的环境和

居高位的老总，在中国四处走动，即

条件。

便是乡下荒僻地方也一样轻松自在，都诧异
地睁大了眼睛，他们很难想象来自新加坡的

说着，李瑞庆先生笑了：
“其实我小时候
就住乡村，走泥路，捉泥鳅长大，什么没见
过？”
祖籍泉州安溪的李瑞庆先生，是岛国第三
代华人，1959年出生于樟宜。那时住处还是
一个小山头，他看着日本公司采用皮带运土，
运到南部填海。他说现在那里成了勿洛蓄水
池，他看着岁月在移山倒海。 当年他曾在那
里的华民学校念小学，中学转读英校成绩跟不
上，辍学出来做父亲的帮手，杀猪，送货，做烧
腊供应给餐馆酒楼。后来他也做过建筑，做上
手了承包一些水泥、抹灰的小工程。
那时的他就像岛国千千万万普通的年轻
人一样，过一天算一天。他万万没有想到，二
十几年后回顾，自己的生命轨迹，也经历着一
番移山倒海！

返乡之旅的机遇
1991年，过了而立之年的他第一次到中
国，先到广州交易会走走看看。他婆婆嘱咐
他顺道回去安溪故乡，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建
立了联系。
1993年，一个在家乡开小店做服装买卖
的亲戚想扩大生意，邀他加入。他觉得这是
一个机会，于是两人合资，在家乡开设了一家
占地400多平方米的小百货商店。当年中国国
内的百货零售都是国营，民营的百货商店很
少，开店之际相当轰动。也就是这个400多平
方米的小店，成了今天叱咤风云的“中闽百汇
百货”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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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说：
“当时店名就叫爱华。

消费领域受益。李先生表示，中国零售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员工的培训

选择安溪，因为是家乡，想为它做点什

业发展空间巨大，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

方面，中闽百汇固守自己的理念。在打

么。”

会看到市场饱和。

好基础设施的同时，更重视提高员工的

从那时开始，他潜心经营，稳步发

然而，中闽百汇并没有因此急于求

素质，他不惜重金同高校的 MBA 联合

展。1997年一座五层楼的百汇商场在

成，而是稳扎稳打，实实在在经营，踏

会合作，请来泉州华侨大学的专家教授

安溪县城矗立，正式营运，成为他迈

踏实实扎根。李瑞庆先生表示：
“做企

为员工开展各种培训。他还主动邀请质

出连锁零售的第一步。

业要知己知彼，要有自知之明，不能盲

量技术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查，

目扩张，片面追求数量。开一家就要

指出商场存在的问题，以资改进。他

做好一家。”

说：
“我要员工做的，不是因为 ISO 的

1999年新旧世纪交接之际，他在
泉州市区繁华的涂门街，创建了泉州
百汇购物中心，同年正式启用“中闽百
汇”的商标。

要求而达标，而是要学习先进的管理

核心价值观：
团结、敬业、忠诚、服务

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老百
姓的生活日渐宽裕，人们对日用百货的
需求日益扩大，中闽百汇的连锁商场一
家家的建立起来。至今已拥有总数13家
连锁商场。

中闽百汇商场有自己的经营理念
和模式。基本上集团的收入主要来自
于“自营”、
“联营”、
“出租”和“承
包”。对许多连锁店采用加盟的方式，
李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商号可以

经验。”
因此，在目前泉州地区百货零售业
在招聘员工时，只要曾经是中闽百汇
的员工就可免于参加面试，待遇也会比
其他同条件的员工优渥。由此可见中闽
百汇在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
“只要是
从中闽百汇出来的员工，不怕找不到工

2008年中国政府推动内需，城市人

加盟，但是思想无法连锁，一些加盟的

口越来越多，零售业有着广阔的前景。

连锁店，服务、质量、卫生等方面都下

此外，中国国务院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将

降了，对集团并非福音。他特别强调集

2011年1月20日中闽百汇在新加坡

年均增长13%，这意味着5年后最低工

团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团结、敬业、忠

凯利版挂牌上市，两年半之后，2013

资就会翻一番，人民的工资增加直接让

诚、服务。

年9月3日从凯利版升级至主板，成为

作，这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

Making his Mark

An Interview with Lee Swee Keng

L

ee Swee Keng was born in Changi
in 1959. He grew up practically on
top of a small hill where, from its unique
vantage point, he used to watch the Japa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digging on the hill
and delivering earth by conveyors to the
shores in the Bedok area for reclamation.
The hill has gone and is now the site of the
Bedok Reservoir. Swee Keng jested that he
had witnessed the earthshaking process of
our nation building.
Swee Keng was educated in Hua Mien Public
School (now Huamin Primary School), but
dropped out of secondary school because he
34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could not catch up with his English lessons. He
left school to help his father’s food processing
business. His father was then a supplier of
roasted meat to restaurants. He went on to
work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began to
take on small projects as a contractor.
In 1991 Swee Keng attended Canton Trade Fair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his ancestral hometown in Anxi, Fujian.
Two years later, a village friend invited him
to be a partner to set up a small supermarket
with a floor area of 400 square metres in their
hometown. Swee Keng agreed and put in his
heart and soul in managing and growing the

business. By 1997, a five-storey Baihui Store
was opened in Anxi County, marking his first
foray into the retail chain business.
Two years later, Swee Keng moved out of Anxi
and opened another store at the bustling
Tumen street in Quanzhou City. That year
also marked the first official use of his trade
mark Zhongmin Baihui . As the Chinese
consumers became more and more affluent,
the number of stores set up by Swee Keng’s
group also grew. The group has a total of 13
stores to date.
Zhongmin Baihui adopts a unique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model, while placing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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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在中国经营百货零售业务的新加
坡上市公司。

展望和挑战
“百货零售行业是一个复杂的行
业，”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触

长 线 却 是 一 个可供 逐 步 培育 市

从目前的20万平方米，增加至30万平

场的地方，比如集团在南京开设的商

方米，实现成为福建省领先的购物中

场，选址在亚洲最大的高铁站——南

心的愿景。

京南站。这也是2012年，中闽百汇走
出福建的第一个立足点，李先生认为
南京的经济水平高于福建，三五年后

地说，
“它不止要管理好人，物，还要

的发展，一定带来很好的效益。
“做长

协调好供应商和市场。”但它也有自己

线就像种果树，眼前花成本，无效益，

的优势，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

要浇水要施肥，许多年后才能有果子

件事，每人每天都要消费，即使经济持

摘。”

续低迷，对于业务的冲击也不会像其他
行业那么强烈。”

中国的百货零售市场固然大，但面
对的竞争也不少。就不说世界零售业的

中闽百汇的业务，主要做的是国内

龙头老大，美国的沃尔玛早已进军中

本土，中档的商品买卖。对于未来的

国，在厦门的商场附近，就不乏竞争对

布局，李瑞庆先生提出长、短两条路

手，如巴黎的春天和 ROBINSON 摩

线，齐头并进。

尔，还有台湾的大润发等。他们都远比

短线指的是选定地点好，人气旺的
地带，比如坐落在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虽然中闽百汇诞生于中国，在大陆
成长，但它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也在这
里挂牌上市。作为新加坡人，李瑞庆
先生为商场注入更多新加坡元素。除
了管理经验，企业文化，商场也已引进
了一些新加坡的品牌，如面包物语、美
珍香等，接下去，他计划把食阁的概念
带入中闽百汇。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中闽百汇财雄势大。但他也说：
“竞争
是好事，没有竞争是不会进步的！”

有便利的交通衔接，这样的店一开业，

他 坚 信，中闽百汇以“团 结、敬

马上有生意做，对集团的贡献可说立竿

业、忠诚、服务”的企业文化，定能站

见影。但它的发展潜能不大。这样的优

稳脚跟，发展壮大。他希望到了2016

越地点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年，集团属下的十几家商场，总面积能

importance in the quality of its staff. The
group spent generously i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MBA associations of tertiary institutes
and invited experts and professors from
Quanzhou’s Huaqiao University to train his
staff. They even initiated a visit by officers
from the Quality Technical Supervising Bureau
to his stores to pin point problems so that they
could make improvements.
Zhongmin Baihui was listed on the Catalist
Board of the Singapore Exchange on 20
January 2011. I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main
board two years later , becoming the first
Singapore-listed company that operates
department stores in China.

range products. On his future plans, Swee
Keng says he is implementing both long and
short-term strategies concurrently. For the
short-term, the group will select locations
that can bring in a ready stream of business,
although it remains a challenge to find such
locations. For the long term, the group will
look for locations with growth potential, such
as the store recently opened by the group at
Nanj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Asia’s largest
high-speed train station. Swee Keng believes
that as Nanji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a higher level than Fujian Province,
the store there will yield good returns within
three to five years’ time.

The main thrust of Zhongmin Baihui’s business
is in the trading of domestic and local mid-

Competition in the retail market is always
stiff. US megamart Walmart entered China a

long time ago, and the group’s Xiamen stores
face competition from bigger and wealthier
players such as Printemps China Department
Store (PCDS), Robinsons Galleria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RT-mart from Taiwan. But
Swee Keng is unfazed. He said, “Competition
is good, for there will not be improvement
without competition!” He firmly believes that
by 2016, the total floor area of Zhongmin
Baihui’s stores will increase from 20,000
square metres to 30,000 square metres,
realising the group’s vision of becoming a
leading retail store in Fujian Province.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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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21日，陈六使、连瀛洲陪伴英国殖民部大臣Alan Lennox-Boyd 与首席部长David Marshall 到裕廊山顶探视兴建中的南洋大学

乘长风义举共兴学
╱ 文  : 周维介

1953-1955年南洋大学募款笔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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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年7月26日，艳阳当空照，裕廊

存的自豪感，从此深深刻记在千万个心系母语

14英里半杂草丛生的偏僻山头迎来

承传者的心坎上。

了不曾有过的喜气。为着一所学府的动土礼，

1949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巨变，共产党

穿着整齐的一群人汇聚于此，当中那位修剪陆

在神州大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导致

军平头已知天命的汉子挥下铁锄，一个首创东

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封堵华校高中毕业

南亚华文大学的梦想便植根土壤了。这一锄，

生前往中国深造的通路，连带也使华校陷入

改变了这个南岛山芭的命运，更为数十年来颠

师资来源无以为继的困境。为了华教体系的

簸于途的华文教育发展掘出丁点希望。逆境求

存活，当地侨领萌生了创办华文大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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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决校址，稳住了第一步。接着，庞

募款第一步：

大的建 造与运作经费问题即时 摆 在

招收“南洋大学会员”

眼前。毕竟，政府无意拨款支助，每一
分钱都得由民间自寻出路。50年代严
峻的政治逆境，催化了“乞者武训兴
学”的精神，新马华社迅速凝聚了为南
洋大学筹款的强烈共识。在南洋大学
筹办委员会的领导下，新马华社全所
未有地动员了，义款纷沓而来，社会上
中下层通过种种形式集资解囊，这股精
神力量持续发酵了两三年的时间，刻记
了一个大时代暖化人心的温度。1956
年3月15日，那个长久荒芜的裕廊丘陵
地带，迎来了书韵墨香，开学礼如期举
行，一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化成了现
实。

带头的那人，正是当时福建会馆主席

政治环境，南洋大学的申办一起步便
遭遇重重阻力。当时有一种声音，只
要由创校多时的马来亚大学开办中文
系，华校的升学与师资问题便可迎刃而
解。但创办马大中文系的建议却步履蹒
跚，而南大建校日程紧迫，不能无限期
拖延。1953年，南洋大学最终以公司注
册的形式正式投入运作。
陈六使牵头下，福建会 馆捐出位
于裕廊一块面积五百余英亩的土地，

注册后，
“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便宣
告成立。它的首要任务，是全力开发新
马华人社会的精神与经济能量，确保
南洋大学如期耸立在这片土地上。它
的策略，是先动员马来半岛、新加坡、
砂劳越、英属北婆罗洲的中华商会，成
立该州南大委员会，再由它们联系所
在地的华人社团，建立辐射性的关系
网络。这种在不同城镇设立南洋大学委
员会分会的做法，广度深度兼具，层层
紧扣，使南大基金的筹募有效地从城市
渗透到乡镇。
多亏散布于各地的数十个南大委

有一段很长的岁月，我总是好奇

员会积极支持，以及华文媒体的高度

着像南洋大学这样不被政府支持的民

配合、凝聚共识，成功地让50年代的

办大学，为何能在富商巨贾、贩夫走卒

南大筹款活动掀起滚滚波涛。根据南

之间积累如此厚重的正面情感？何以

洋大学筹募记录，新马各地参与捐款行

当年会出现这种能量充沛的华社总动

动的华人公司企业有整八百家；宗亲地

员？人们又如何以实际行动呼应南大

缘组织超过三百个；公会、工会与联谊

的创办？当时年幼懵懂，或不在历史现

组织也在三百以上；华校不下百所；各

场的朋友，今日听闻南洋大学的坎坷种

型俱乐部近半百；寺庙逾数十间；文化

种，总觉得“隔”，对热火朝天的情感诉

组织三四十……华社的团体组织基本

求，模糊无感，那不过是个“很久很久

上动员起来了，为理想同唱一首歌，它

以前” 的故事。

所蓄聚的能量，绝对空前。

陈六使。
这一条路，艰辛崎岖。囿于当时的

1953年“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成功

南洋大学送走了21届毕业生之后

1953年3月19日，新加坡南大委员

关闭了。它弱冠而逝，成为历史名词也

会把“南洋大学基金劝募纲要”分别寄

有二十余年的今天，我与长者聊聊当

给全马来亚各州的中华总商会，吁请它

年社会动员筹款的情景，也都因着时

们为建立一座新生的华文教育堡垒，协

间的推移，情绪全速退潮。岁月，悄悄

助展开劝募工作。六七月间，新加坡、

沉淀了人们的记忆，南大募款的具体

槟城、雪兰莪、吡叻、柔佛、马六甲、森

内容，从立体变成了平面，浓缩在几句

美兰、彭亨、登嘉楼、吉打、吉兰丹、砂

概括性的句子里。我翻查了与南大相

劳越等地的南大委员会先后成立，一些

关的书册，搜索记录着当年募款的印

州属更迅速成立了州内分会（例如：吡

记，排比了50年代本地报章的新闻资

叻州有和丰、怡保、江沙、金宝、安顺

料，勉强呈现下列一幅南洋大学筹款

等分会），呼应这项华社大型教育工程

建校的老画面。

建设。四个半月后（8月5日），全马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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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代表汇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

第一届全马南大委员会代表大会召

顶限的款项。换言之，成为南大会员，

开首次会议，正式宣示创建南大，已经

开两天后，
《南洋商报》发表了题为《大

前后需支付六千元。这种募款模式公布

义无反顾。

学建设进行三要端》的社论，肯定了大

时，
《南洋商报》社论估计，以全马工商

会修改条文，把各州南大委员会的名额

界的实力，应该能招收到2500名会员，

从25名增加至250名，以强化大学的募

若达到这个数字，便可募集1500万元，

款基础工作是“天字第一号成就”，是

这对两千万元为目标的募集行动而言，

“非常高明而切于实际需要的一着”，

是务实可行的方式。由此可知，
“南大

它让更多社会关系网络强大的工商俊

会员”的招募对象，并非一般的市井，

彦参与创校的募集行列，
“可收十倍百

而是心怀华文情感的生意人。1966年

倍的效力”。

出版的《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特刊》

南大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殷商蔡桴
捐出一万元作为南大建校基金，另捐十
年经费两万元的新闻见报了。同一天，
报纸也刊登了太平华联中学学生为南
大捐献千多元的信息。隔日，南舜别墅
节省千元庆祝费用捐献南大、崇侨互
助社举行开幕典礼，把各社团、来宾、

所发表的“南洋大学会员名录”，
“南

社员的贺仪转献南大基金的消息传来，

招募“南大会员”，是当时新马各地

认捐情绪开始大面积扩散，不同角落不

南大委员会的重要任务。南洋大学的组

同层面的有心人紧凑回应，接下来的一

织章程规定，
“南大会员”分为团体与

两年里，报章上有关商家、社团或个人

个人会员两种，加入“南大会员”时先缴

“南大会员”中，有个人会员千余

捐款办学的义举，不绝于途。

纳一千元，再定时分期支付以五千元为

人，团体会员八百出，包括宗乡组织、

大会员”的总数近两千名。若顺利收齐
款项，可约达1200万元。

同业公会、学校、公司企业、私人俱乐
部与庙宇在内。其中以公司企业的数量
最多，其次是宗乡组织，约有超过两百

当年一波接一波小市民热血翻腾的触
动，掀起新马社会史无前例的正义风潮，
激情荡漾南岛晴空，激励着每一个维护母
族语文的灵魂，中下层点滴成流的心意，
成了多元的南大募款活动中，最为人津津
乐道的部分。

个会馆、同乡会、姓氏公会等地缘与血
缘组织加入行列，以六千元的高数额
捐款，表达了成千上万人创建南大的愿
望。这些宗乡组织，许多都是距离新
加坡颇远的城镇，例如砂劳越的诗巫，
沙巴的山打根，马来半岛的邦咯岛、
玲珑、实兆远、庇劳、安顺、江沙等。
“南大会员”名单中，有一组名字十分
亮眼――中学生组织起来了，加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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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员”的队伍。记录中的“槟华女子

许多富豪却默不作声，但平民百姓的义

4 0万美元，不是他所 保证的6 0万美

中学中学部1954年度学生”、
“吉隆坡

款毕竟杯水车薪，无法迅速实现南大的

元。其余的一些大商贾，包括中华总商

坤城女子中学学生”、
“中华女子中学

筹款目标，因此他呼吁有经济实力的富

会的主席在内，是完全不守诺言，分文

第一届毕业生”、
“南侨女子中学1956

豪们“有钱出钱”，积极呼应陈六使为

不出。”

年度高中毕业班”等等条目，透露了莘

南大乐捐500万的义举。作者观察到的

莘学子对人生前景的殷殷厚望。

这一现象，颇值得玩味：

60年后尘埃落定，参考当年南大筹
款的记录，林语堂的描述显然与事实有

“陈六使……个人出500万，在中

差距。草根阶层的捐款总额，并非如林

国私人出资办学的历史上实在是一种

氏所言“几乎半数是来自新加坡最贫苦

南大硬体建设得以顺利完成，得

创举，可是在这一震天价响过了以后，

的华侨”。就数额而言，草根阶层的义

助于以报效某校园建筑费用的乐捐方

我们眼巴巴地期待着同样的响亮的第

行义举，更大的意义在于凝聚了社会

式。报效建筑物，动辄需款数十万元，

二声，第三声……无数声，却寂然无声

的空前共识、壮大了建设南大的底气。

这需要心存教育的富者落力支持。根

了。这不但使百万……侨胞们失望，恐

据记录，除槟城林连登报效50万元建

怕陈六使先生本人的心里，也会闷闷

造南大图书馆外，电影业大亨陆运涛

不乐吧？照陈先生看来，像他一般有

贫穷落后的50年代，加入“南大

承担了29万5千元的理学院建筑费；华

钱的侨胞，全马有几百人，比他更有钱

会员”需钱六千元，对小民是个天文

侨银行报效25万建造商学院；胡文虎

的也有其人，为什么这几百人却噤若

数字，那至少是他们五六年的工资总

与胡文豹兄弟报效了双联学生宿舍一

寒蝉，不敢出声呢？”

和。我与72岁的路人甲闲聊此事，他说

对富者解囊兴学的议论

座共98个房间，建筑费22万5千元；马
来亚联合黄梨厂报效22万5千元建造
文学院；砂劳越美里商场杨利利号报
效校园灯柱铁管数万元。

尽管部分富人为南大捐了大笔款
项，但是史料中留存着另一份记录，批
判了富者吝于施舍兴学的心态。这份
材料，是与南大委员会闹纠纷、到任半

建造南大需要巨款。南大基金的

年便拂袖而去的林语堂校长离开新加

筹募过程，大商贾所展现的财力至关

坡后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共匪怎

重要。陈六使带头捐献500万之后，新

样毁了南洋大学》（ 发表于1955年5月

马华社中的重要人物如林连登、高德

2日的美国《生活杂志》。）

根、连瀛洲、李光前、陈永裕、陆运涛
等殷商，都捐出10万至50万的款额，
但南大要达到1955年筹款两千万元的

草根阶层的义举能量

那个年代一个普通职工的月薪大约是
六七十元；一碗面不过两三毛钱；巴士
车资五分钱起跳，三毛钱能从小坡奎
因街坐到裕廊大士村海边。当今，日挣
三四十元便列位低薪工友，但那年头，
捐一块钱简直就是奉献一天的工资。十
块钱大过牛车轮的年代，小学生捐款通
常是五分一毛地掏。尽管如此，微薄的
金钱数额却能激发热情、扩散温度。小

它如是评述当时吝于出资南大的
富商：

市民的捐款也许九牛一毛，但凝聚的精
神能量却异常饱满，这是南大募款运动

“大商贾一毛不拔—李光前和他

中留存的最珍贵遗产──三轮车夫义

的一帮人（其中若干人是南洋大学新

踏、舞女义舞、德士司机义驶、驳船工

加坡委员会的委员）在幕后对陈六使

友义载、罗厘司机义运、小贩义卖、球

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大用功夫，使他们

队义赛、艺人义演、歌者义唱、美发师

转而反对我。于是对我的冷淡的人日

义电、剃头师傅义剪、医师义诊、摄影

多，对学校的捐款日少，一些知道谁是

师义拍、说书人义讲……当年一波接

头子的商人们，已不复对捐款有兴趣。

一波小市民热血翻腾的触动，掀起新

至年底时，所募集的款项，不是以前所

马社会史无前例的正义风潮，激情荡

姜太公的文章，发表于南大募捐运

答允的330万美元，而仅是130万美元。

漾南岛晴空，激励着每一个维护母族

动开跑半年后。作者对贫富双边捐助南

并且几乎半数是来自新加坡最贫苦的

语文的灵魂，中下层点滴成流的心意，

大的热忱反差明显失衡而鸣不平。他直

华侨，踏三轮车的、理发的、街上的小

成了多元的南大募款活动中，最为人津

截了当指出，当下小市民积极反应，而

贩、店里的学徒。陈六使本人只拿出

津乐道的部分。

目标，需要更多新马富豪挺身而出、慷
慨为公。1953年9月5日，
《南洋商报》
刊登了姜太公的《有钱人应该出钱给
南洋大学了》一文，以富豪并未积极捐
款为话题，恳请他们大方解囊捐助南
大，反映了社会对富者献资办学有更
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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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南洋大学讲学的知名英籍华人

份的姿态，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壮举，

前所未有的涵盖面、涓滴成流的力量，

作家韩素音（Rosalie Matilda Chou）

人人都必须记住。”（录自胡兴荣《记忆

让暖意汇满江洋。

是南大创校的历史参与者，她在《My

南洋大学》）

House Has Two Doors》一书中描述
了她对民间热烈捐款的感受：

韩素音留住了历史丰沛的情感。

交通业全力为南大护航

而今当你翻阅史料，目之所触，是“华

1953至1955年的南大募集建校基

“1953年二三月间，全马来亚的

都牙野十二店员、百代时装公司车绣

金活动中，交通业的三轮车车夫、德士

70个华人团体和俱乐部都参加了这一

传习所、太平华联初中二乙、古晋篮球

司机、罗厘司机、舯舡（驳船）工友都

建校计划，南洋大学诞生了。所有的人

总会、三及鲜橙汁摊、春之英歌剧团、

没缺席。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却热烈

都捐了钱。百万富翁们捐了几百万元，

劳勿舞狮、吉隆坡师爷宫、中兴日报读

新加坡巴刹的小贩们每个人捐出一个

者、柴炭工友联合会、端芬梅氏书室、

星期的收入。有多少煎蛋饼、蟹肉和各

英红十字救伤班、龙泰茶室、公立三育

种面条报效给了南洋大学？新加坡和马

学校教员、汉中国术馆、桃源佛堂……

来亚的三轮车夫把三天踏车所得全捐

这类捐款记录时，脑海里映现的是怎

给了南洋大学，他们做出的牺牲最大，

样的画面？新马城市乡镇，胶林矿区、

因为他们那么穷。割胶工人也蜂拥前

街道弄巷、文行武当、阳春白雪或下里

来捐款。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永远也上

巴人，不分贵贱贫富，从容表达了对一

翻阅60多年来各种有关南洋大学

不了大学，但这是一种表示自己文化身

所华文大学的渴望。义款八方来，以

的书刊文图，三轮车工友的义举总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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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兴学大计，仁风义举，形成大
气势，让人肃然起敬。三轮车工友的
义踏烙印，更是根植人们脑海。他们义
踏，不只一次，也不限于一地。除了新加
坡，马来半岛的大城小镇，昔加末、巴
生、槟城、马六甲、怡保等地，三轮车工
友都踊跃出列，义踏为南大。

着显眼的位置，只因它象征了草根阶层

箱，替他补报了名。他感动，当下把早上

现建筑内的楼梯口摆着一座大钟。经

呼应建设南大的力量。众多三轮车工友

刚挣来的一元两角投入义箱，才踏骑而

过的次数多了，注意到它上头写着“新

的义行中，1954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

去。这是真实的故事，记录在南洋大学

加坡三轮车公会捐赠”的字样。这栋红

义踏是规模最大、最为轰动的一次。

浩瀚的创校史料里。

墙绿瓦的大楼，五六十年代是大学图书

那年4月20日，就读星洲聋哑学校

三轮车工友义踏，兴奋的还包括

馆，座钟守候大厅梯口，警惕莘莘学子

的九岁女孩陈文治大清早就捧着朴满

在奥云路（Owen Road）附近贩卖茶

光阴易逝勿蹉跎。校方的心意，是用以

上了她天天乘坐的三轮车。师傅先把她

水的印度摊主。他平日的顾客群里，少

昭示在学青年：
“本大学乃新马各地各

载往三轮车同业公会会所，让她将朴满

不了三轮车工友的身影。义踏日，第一

界人士贡献财力人力的结晶。念兹在

交给了公会主席，再送她到位于后港的

辆三轮车经过他档口时，他满心欢喜

兹，及时努力，以期不负各方父老之殷

学校去。这一天，是1577名三轮车工友

地投入6元钱；第2辆，5元；以后凡是

望”—这是1966年《南洋大学创校十周

心中神圣的日子，他们的车前插着“为

路过的三轮车，他都不忘把五毛钱投

年纪念特刊》校史简述里的肺腑之言。

南大义踏”的小旗，座位旁放置着供人

进箱子里。这是温馨的故事，南大草创

巍巍南大，千万双平凡的手塑造的教育

投入义款的铁罐，就浩浩荡荡出发了。

的章节里，异族同胞留下了一抹彩笔。

城堡 ，三轮车夫的心意汗水不能白流。

那一日，阴霾有雨，但人心暖和，三轮

南大关闭后，这座三轮车夫同仁捐赠的

车工友辛劳一天之后，45名中学毕业

大钟下落何处，已不可考。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南侨机工的
三轮车工友陈鲜，见到街上的三轮车
插着义旗、摆着义箱而心生异感。打
听之下，才知道是为南大义踏。他决定

生与中华总商会职员聚集于三轮车同
业公会，点算义款，共得2万1660元。

交通业工友叫人难忘的另一次义
举，是1954年8月由特示司机联合会、

加入行列，可是为时已晚。他郁闷着，工

1970年，我进入云南园就读，曾在

交通特示公会以及福蒲仙司机联办的

作人员看在眼里，悄悄张罗了旗子与义

行政楼当工读生。每周出入行政楼，发

德士义驶活动，有800名车主同意捐出

各界积极为南洋大学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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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驶日的车租，但不会向参与义驶的

合拍。它义运十天受到人们冷待，所筹

义舞活动，舞客反映热烈，共捐款5211

1999名司机收取租金。义驶日，司机

得的款项差强人意，仿佛是意料中事。

元。槟城的南大委员代表特地到现场

们胸前佩戴南大执委会赠送的徽章，
车前插着“为南大义驶”的旗子，分三
批出发，在大街小巷穿梭载客，把所得
捐献南大。

新加坡罗厘车主公会所办的十天
义运活动，共有300辆罗厘参与。主办
者每天安排30辆罗厘在会所前的马路
旁排列，等待人们租用。他们拉起布

馈赠锦旗留念，感谢她们为教育的奉
献。此外，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巴鲁市北
马舞厅的13名舞姝，与舞客共舞为南
大，筹得5964元；吡叻州安顺的快乐舞
厅为支持南大，全体舞娘穿着洁白舞服

许多富商当天都特意舍弃私家车、

条，旗帜迎风展，还安排一组南大进修

学生放弃巴士而改搭德士，朝向同一目

班学生到场协助登记工作。由于首日筹

标，为南大添砖加瓦。中正学生邓悦辉

款情况欠佳，这群学生认为“义运成绩

付了20元；俊源学校的两名小朋友各

欠佳是小事，但影响未来义款、冷落将

付了五块钱坐车上学；中峇鲁居民陈

来义举则非同小可”，于是即刻写了一

剃个头只需花五毛钱的50年代，理

明霞叫停了德士，掏出十元钱投入义

封公开信呼吁各界积极赞助义运，希

发师傅每天所得其实十分有限，然而理

箱，没上车就转身离去；砂劳越侨商朱

望有意租赁货车运货者优先考虑雇用

发手艺行业的师傅们，还是加入了为南

醒民赴港路经新加坡，得知义驶为南

插上义旗的车子。

大筹款的行列。理发院“义剪”、电发

大，特地乘坐德士游街逛市，大方付了
200元车资。

罗厘车司机的义 运共筹得 8 528
元。公会事后发表声明总结活动：
“这

为了搞活义驶氛围，提升士气，许

次的义运，如以捐款来看，可以说是失

多商家报效了汽油、汽水、甚至肥皂，

败的，但是我们认为大家不应该就此

让义士们倍感温暖，南大执委会颁发

对南大采取悲观消极的态度，以此借

了纪念银杯表扬为义驶表现突出的前

镜，再接再厉，重新大力掀起捐助南

五名司机。《星洲日报》把德士义驶的

大运动。”

新闻置于本坡版头条位置，打出“义
薄云天/特士司机义驶/博获普遍同情/

舞女义舞开出瓣瓣莲花

工友学生商人热烈赞助/外籍人士亦

人们的既定印象中，舞厅是纸醉

慨解义囊”的标题，刻记了义驶活动

金迷、夜夜笙歌的场所，在这里讨生活

的温度。这回筹款活动，共筹得3万余

的人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尊严，也不易

元。当年的德士义驶，不仅在新加坡举

赢得世俗的尊敬。但南大要逆势而上

行，马来半岛的德士司机也有过同样的

时，舞女们却正面呼应了社会殷切的召

活动。

唤。对营造一个教育事业的构想，她们

1955年10月罗厘司机的义运，比
三轮车与德士工友义踏义驶晚了一年

舞出瓣瓣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尘，展现
了洁净心灵。

有余。罗厘车主公会主席陈拔桶曾告

1953年，南大向社会筹款启动不

诉媒体，该会早已有意承办义运，却因

久，星洲舞女协会便于五月四日开始，

林语堂事件而搁置。他在宣布义运的

一连五天在天一景舞厅、南天舞厅、大

告社会人士书中这么说：
“自从林语堂

世界舞厅以及新世界舞厅联袂举行义

出任校长后……在火热的侨胞中浇下

舞，一共筹得了1万1960元。

下海陪舞，得6896元。

为南大义剪三千烦恼丝

院“义电”，是南大筹款活动中另一道
惹眼的风景。1953及1954年间，参与
义剪或义电一日的理发电发店，不少于
20家。成绩可观的，可筹得一万余元，
如南大理发院；剪出几百元的也不少，
小坡亚峇街九洲理发院、如切路丽丽
电发院、豪丽电发院、北京冷气理发
厅、南洋理发室，都引来热心群众，落
下三千烦恼丝，让义箱填满筑造教育
梦想的心意。

数百场文娱表演展现义心
1953至1955年这三年里，新马的
各类文娱艺术团体或宗乡组织，以歌
咏、话剧、魔术、点唱、管弦乐、舞狮、
地方戏曲或综合文艺表演等艺术形式
来为南大筹款的活动，推出了至少上百
台演出，由于它的娱乐性高，而成为极
受欢迎的募款形式。
在众多义演项目中，
“1953年全星
毕业生联合叙别会”于1954年3月为南
大筹募基金的义演，反响非凡，共筹得
6万余元。这个临时性的组织后来注册

了冷水，使到捐助南大的运动一落千

三个月后，义舞为南大又旋出感人

成正式团体，名为“星洲1953年度华文

丈。”这段告白，与陈六使同年2月在

的图案。8月8日，《南洋商报》刊登了

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

南大新加坡委员会会议上直指林语堂

消息，槟城舞女职工会一连两晚，在

会）”，并于1955年再度为南大基金义

事件已经对南大募款造成伤害的观点

莲花河市光舞厅与新春满园舞厅举办

演筹款。这次的规模比上一回更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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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媒体所给予的评价很高，所推出的
诗歌造型表演《南大颂》更是为时人所
津津乐道。艺研会的第二次筹款，有超
过5万名观众到场支持，共筹得8万余
元。总结艺研会的两次义演，所累计
的善款达14万余元之多。
当时为人们熟知的学生文娱义演，
还包括吉隆坡尊孔、中华、坤成三校毕
业班学生举行五晚的游艺会，吸引两
万名观众到场，为南大筹得18000余
元；槟城钟灵、槟华等十校联合义演筹
得16000余元；南大合唱团及康乐音乐
研究会义演得8177元；中正中学游艺
会，收获6707元。
学生组织的表演之外，民间艺术团

的电影院业者特别网开一面，为一座

翻阅记录，当年的体育义赛多得

体的义演，以平社的项目最轰动。当时

教育长城的诞生全开绿灯，允许年轻

不胜枚举。各州的南大委员会、宗乡

新加坡、柔佛与槟城的平社串联起来，

义工提着为南大募捐的铁罐子到戏院

组织、体育团体、校友会旅星同学，都

一连三天，在新加坡的快乐世界体育馆

现场劝捐，观众也热烈反应，让他至

曾落力举办各种大小赛事，锻炼身体

和大坡大华戏院公演京剧，义演门票连

今记忆犹新。

之余，同时达到为南大筹款的目的。例

同义卖特刊，共得6万余元。此外，湘灵

除了戏院通过放映影片行善，一些

音乐社为南大义演，筹集了3万元；国声

民间歌台或通俗歌舞团也不落人后，

音乐社义演，得一万余元。

赶上了为南大募款的热闹。记录中，像

会馆举办的义演也不少。新加坡

新加坡双喜歌台、凤凤歌舞团、欧阳

南洋客属总会属下的国乐部于1954年

红歌舞团；太平加冕歌台、槟城新娱乐

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义演两晚，舞台正

歌台、怡保银禧歌台、麻坡香岛歌台等

中挂着“艺术可以救国”的横幅，两侧

所募得的款项，都介于千元至七八千

立着“呼吁侨胞输财兴学，支持南大

元之间。

兰丹与登嘉楼华人体育促进会联办过
羽毛球、篮球与足球义赛；吉隆坡教师
公会拉队跨州打篮球友谊义赛；吉打、
关丹、峇株巴辖等地的南大执委会都组
织过不同球类的义赛活动。
由于当时华校篮球普及，因此以篮
球赛为南大筹款最受欢迎。随手拈来，
巴生体育界人士的篮球义赛、森美兰州

为国树人”的对联。群众反响热烈，捐
助了两万余元。冈州会馆、鹤山会馆

如，雪州惠安会馆举办过排球义赛；吉

体育健儿为南大洒汗水

旅星同学篮球义赛、香港北角与星联篮
球义赛、拉律峇登县篮球循环赛，都各

及星洲杂货行联办的“筹募南洋大学

除了文娱表演，体育义赛也是当时

基金游艺大会”，演出警世谐剧《未富

受欢迎的筹款方式，排球、羽毛球、篮

先骄》，由“本坡播音皇帝”李大傻导

球、健美、足球的成千运动员，都曾为

众多义赛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

演，也筹得近万元。在北马，吡叻琼州

南大洒过青春汗水。当时羽毛球总会

于“南大杯”篮球赛。南大杯由星洲中

公会也曾发起一元运动，与新南宝剧

会长黄金辉（后来曾担任新加坡总统）

华体育促进会的吴再兴与中华总商会

团配合义演，为南大募款。

当年曾对报界说：
“陈六使先生热心教

的高德根联合发起，邀请马来亚各埠

当时的电影行业也不落人后，大

育，倡办南洋大学，凡吾华侨，均需拥

篮球代表队来新加坡参加义赛，所有

华、金华、奥迪安、环球、璇宫、好莱

护，星羽总会乃拟邀请星马泰印尼及

球赛收入系数拨充南大建校基金。

坞等戏院都加入了为南大募集基金的队

香港等地一流羽球名将来星，为南大而

首届南大杯是个埠际篮球赛，参

伍，它们放映电影，把所得捐献南大，

义赛。”这番话，今日看来，可代表当时

赛球队来自新加坡、马来亚半岛、北婆

总数也有两三万元。路人甲忆述，当年

新马华人体育界对创办南大的态度。

罗州及砂劳越等地。球赛经费由商家

自筹得数千元的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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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少年》的捐款活动

翻阅60多年来各种有关南洋大学的书
刊文图，三轮车工友的义举总是占着显眼
的位置，只因它象征了草根阶层呼应建
设南大的力量。众多三轮车工友的义行
中，1954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义踏是
规模最大、最为轰动的一次。

为南大基金的义行中，世界书局所
属《世界少年》半月刊的募款行动值
得一书，因为它以少年人为对象，及时
推出机会教育，让青苗在成长的过程
中体会创办大学的艰辛。
《世界少年》于1954年开始，以一
年多的时间在该刊举办筹募南大基金
活动。该刊主编黄兮于第2卷开始发动
新马少年为建设南大捐款，持续到1956
年，前后一共33周，筹得款项1107元。

捐助一万一千元，余数由高德根填补。

设立，规模一届比一届壮大。从马来亚

这届篮球赛共吸引了21支（13男8女）

埠际赛发展为区域赛事，东南亚诸国、

州代表队参赛，于1953年8月22日起，

台湾、香港、南韩、日本等地都派队参

一连七天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男子

赛，使它成为当年盛大的体育赛事。南

冠军杯及纪念杯由陈六使捐赠，女子组

大杯的义款，主要来自门票收入与“名

奖杯则由高德根报效。

誉花”的认购。名誉花由各州南大委

《南洋商报》郑重其事，于首届南
大杯开赛两天后发表题为《为南洋大
学建设努力—13州市男女健儿大会新
加坡市》的社论；球赛结束翌日，又发
表了埃伦的《关于南大杯的几句话》
一文，为杯赛总结，说明了南大杯所受

员会负责推售，每朵50元。当时《南洋
商报》几乎天天都跟进名誉花的销售情
况，
“已售出162朵”、
“ 名誉花续售32
朵”、
“ 名誉花昨售34朵1700元”、
“各
州委员名誉花售花 330朵共得16500
元”等等大小标题炒热了人们的认捐

《世界少年》的编者以“寄小读者”的
形式发表《请青少年热烈赞助南洋大
学建校壮举》的宣言，呼吁少年们通
过附于该刊的“捐款格式表”，捐款表
达他们对建设南洋大学的支持。为了
取得更好的效果，《世界少年》制作了
纪念章表扬支持这项活动的青少年，
也把捐款名单刊登在各期杂志上。活动
结束后，由编者把总款项交给南大委员
会。南大接收义款后，以“南洋大学执
行委员会”的信笺致谢函，由高德根
签发 “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收据。

情绪。南大杯虽被定位为永久赛事，为

《世界少年》的筹款运动，得到马

南大筹款，但前后只举办了三届便无疾

来半岛各州读者的热烈反应，新加坡、

“南大杯”是组织完善、声势浩大

而终。在南大基金筹募记录上，南大杯

槟城、砂劳越、吉打、吡叻、雪兰莪、吉

的高水平区域赛事。它因南大筹款而

篮球赛所筹集的义款为23万6434元。

兰丹、马六甲等地的少年读者纷纷捐

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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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零用钱，或通过义写文章捐出稿费

中坚骨干不无关系。陈六使曾是《南洋

南大遭遇的困境打抱不平，处处显示

来达成心愿。

商报》的董事会主席。身为南大创办的

了对南大的厚爱。

说起《世界少年》的稿酬献南大，
也得提一提我翻读旧资料时，偶遇写作
者捐出稿费的新闻。例如1955年《星洲
日报》出版大型新年特刊之后，一些作
者合捐稿费70元作为南洋大学建校基
金；《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
的〈捐款人名录〉，有“九人稿费”（8元
5角）、
“卢斌义写”（7元）、
“《星洲日
报》副刊作者11人稿费（34元）”之类
的记录。区区数目，却钱小心意大，爬
方格子，稿费微薄，写作人尽绵力，让

灵魂人物，虽然他后来不再担任商报董
事长，但与商报主事者仍然关系密切。
南大筹办期间，
《南洋商报》社长李玉
荣，是殷商与慈善家李光前的胞弟。
《星洲日报》社长是知名殷商胡文虎，
是客籍社群领袖，也是11名南大筹组委
员之一。当时的南大筹备委员会，还罗
致《南洋商报》主笔连士升、《星洲日
报》主笔廖颂扬担任筹委会正副宣传
主任，负责创建南大的舆论工作与担
任智囊的角色。

南洋大学之名所以饱含社会温情，
因为它是社会众志成城的心血结晶。
自南洋大学创办的决定宣布后，《南
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前所未有地全
力配合、积极宣传，扮演了重要推手的
角色。那几年内，
“南洋大学”成了高
见报率的热门词汇，尤其是募款高潮
的1953至1955年，读者几乎每天都能
在这两家大报读到有关南大的建造进
度、筹款状况等信息。这期间，它们不
吝拨出版位刊登南大的消息，多的时

《南洋商报》社长李玉荣当时公开

候，一天有五六条，甚至出现一版三四

告白：有感于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决

条南大新闻的现象。连哪个地方的宗

心，他除了呼吁商报读者出钱鼎力支持

乡组织何时打算开会讨论捐助南大事

之外，
《南洋商报》“愿意以身作则，于

宜，华文报都事先预告。这种做法，有

自创办南大的构想上了华社议程

华文大学落成之日起，每年捐助10万元

效集中了华社的注意力，人们迅速凝

之后，本地华文媒体便显示了积极配

为经常费，以十年为期，共一百万元。”

聚共识，一砖一瓦铺垫了大学的根基。

合的意愿，尤其是《南洋商报》与《星

已故本地学人、南大校友王慷鼎

在募款课 题 上，《南洋商报》于

洲日报》，除了不吝刊登有关南大的讯

在《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一书

1953年3月31日发表社论《同情就是

息，还义不容辞投入宣传与动员社会

中指出，1953年至1959年间，《南洋

力量—珍视一华一元运动》，提到创

的募款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南大的

商报》所发表的与南大相关的社论共

办南大的消息公布之后，短短两个月内

建设。这两家华文大报对南大非比寻

63篇，《星洲日报》则有66篇。这些社

“声浪早已响彻东南亚，从香港到澳

常的爱护，与它们的老板是南大筹委的

论，从多角度为南大发展提呈建议，为

洲，从菲律宾到印度，所有华侨都希望

文化幡旗迎风飘扬，他们要撑起一所民
办大学的意愿，也还是美好的。

华文报是募款得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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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提早产生”。社论提到该报“传芳

启动后的一年内，民间捐款反应非常热

行校长职务，便与校董因财务支配权

录”的众多捐款者是来自不同领域的

烈。今日回阅当时的“传芳录”，许许多

等问题而闹矛盾。留任半年后，他领取

小人物，最令人兴奋。
“这些可敬可爱、

多的捐者名后，注明着几元几角几分微

了30余万元遣散费，离开南大。1956

可亲可义的读者，有的是在校求学的学

薄的款额：兴亚学校三年级丙组某某某

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发表了刘君

生，有的是商店的小职员，有的是遥远

一元、五角、一角；叶观粦刘观荣两先

惠的文章《成长中的南大与林语堂事

农村的亚答屋居民，有的是繁华豪奢

生各一元……某一天的“传芳录”旁，

件》，提到1954年底林语堂到任不久，

大酒店里的侍应生，有的是白头老翁，

刊登了一张清晰的人头照，照片旁白：

记者问他是否会到马来亚访问，策动

有的是年方五六岁的小弟弟小妹妹，现

广东大埔袁金雨（十一岁），献新年红

当地华社捐款时如是回答：

在这笔款项不过十万元左右，可是它代

包助南洋大学……华社的小人物，不

“不去，不去，南大请我来是做校

表十万个热烘烘的心。”

分阶层、不计年龄，纷纷解囊，虽微不

长，并不是找钱，虽然有些美国的大学

这 篇 社 论 赞 美了小 人物 的 无 私

足道，但心意盈满，南洋大学的高大形

校长也帮忙找钱，但我这个人就不屑做

心态，对劝捐教育有积极影响。社论

象，民间灌注的精神营养，实为中外历

这种事，侨众有钱么，就办南大，无钱

说：
“我们常觉得，世界上最使人佩服

史所罕见。

就别想办大学，办中学不就好了，抱这
么大希望做什么？”

的态度，莫若至诚至公。至诚动人，至

为了激发民间的捐款热情，两家华

公无所争。一举一动，都以大众的福利

文日报都不时在南大新闻出现的版面

这篇特稿还写道：
“林语堂言下竟

为前程，那么社会秩序就不难维持。”

上刊登一些与南大发展相关的口号标

做起不胜轻薄的表情，他继续说：
‘我

它认为，
《南洋商报》刊登的传芳录名

语，或黑底白字，或配上美工设计，为

没看过世界上有这么一间大学，要叫

字中，绝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入读南大，

这所民办大学造势，这种作法在当时

德西司机和三轮车夫出钱的，要想办

但是他们几乎都有“成功何必在我”的

绝无仅有。例如：
“南大创办的成功/就

大学只需要十个八个有钱人交出几千

信念，尤其是在南大创办之初就面对种

是给我们深造的机会”《南洋商报》；

万元办就好了，不然人多口杂，事情不

种阻力的时刻，
“南洋的舆论界应该自

“我们借着南大筹款机会/观摩各地华

好办……”

动地负起宣传的责任，一来要争取同情

侨篮球球艺”《南洋商报》；
“提倡篮

者的赞助，甚至要争取反对者的同情，

到任三个月后，林语堂与南大执

球运动 不忘南大”《南洋商报》；
“我

二来须脚踏实地，展开一华一元的运

委会的冲突不断升级。1955年3月，林

们别落人后/赶紧参加为南大会员/参

动。一元的数目虽小，但它的意义十分

语堂突然致函陈六使，要求他对不出

加南大会员/无上光荣的会员”《星洲

重大。”
《南洋商报》以社论形式发言，

席谈商化解双方矛盾一事表态。他当

日报》……它时时提醒着读者，为南大

支持与肯定小市民的捐献，最终使“传

天对媒体发表谈话：
“我所以不愤而

捐献，人人有责。

辞职者，是顾全三轮车工友对南大的

芳录”所代收的义款高达30余万元，有
效发挥了媒体的社会功能。

林语堂与南大筹款

热心支持，现在，我以为有力者已尽量
出力但有钱者未必已尽量出钱支持南

“南洋大学传芳录”通常两三天见

南洋大学发展史上，林语堂是个

大。我没有头家，有之，我头家是三轮

报一次，尤其是募捐运动于1953年3月

争议性人物。他于1954年10月抵新履

车工友，他们的钱是用血汗换来的。

南洋大学的成立，是阳光普照文明的大事，它装载着逆境求存的
时代写照，谱写着人类教育史上少有的动人乐章。这所大学，规模
小而形象高大，虽然只孵育了21届毕业生，区区一万余人，在海内外
却形象亮眼，备受瞩目，只因它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凝聚了华人社
会的志气，一石激出千层浪，展现了定点汇聚开花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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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相照 义举暖透人心
市井小民、郊野耕夫当年为南大捐
款的义行义举多如恒河沙数，赤心相
照，暖透人心。记录中读不完的故事，
不该因为南洋大学被拉上了闸门而遭
湮没。且看这些丁点付出，如何铸就了
逆风高墙的厚度──1954年，南洋大
学工地上为建校大业流淌汗水的两百
多名建筑工友，把一天的酬劳，无私奉
献；那一年，星洲各业工厂商店职工
联合会的两万三千名会员，也每人献
薪一天，盼望南洋大学在西部的土地
上作育英才；曾经，吡叻小城江沙的小
贩商业公会的义卖，因反应热烈，加码
那些有钱的人并不是我的头家，他们

幕，节约千元捐助南大；新兴利汽油服

再义卖一天；槟城渔夫捕鱼义卖；巴株

的钱不是用血汗赚来的，我可不为他

务站开幕贺仪911元、南大落成典礼，

安南的胶工摸黑义割；在一杯杨桃水五

们服务。”林语堂尊三轮车工友为自己

近64万5千元贺仪，都归入南大基金。

分钱的年代，协成甘蔗汁摊义卖了145

的老板，看来是借力打击以陈六使为
首的南大主事者。

为了支持南大，有人让喜事成双，
把婚宴、寿筵所收贺仪捐出。南大的

林语堂把南大问题闹得满天神佛

募款档案有这样的记录：黄奕欢令尊寿

之后，社会对南大捐款的情绪骤然降

辰贺仪4万余元；吴水阁令郎结婚贺仪

温。 陈六使在1955年2月7日南大新加

420元；庇拉陈家礼公子结婚节约200

坡委员会召开第5次会议时语重心长说

元……喜事添喜，积极为公益；丧事节

了一番话：
“本人提倡办南大时，有相当

哀，不忘南大事。南大捐款记录中，
“洪

把握，时至今日已有不同观感，惟有请

兆民令尊逝世节约3千元”；
“洪再泉令

教大家，如果说现在南大已办成功，毋

尊辞世节约两千，捐资兴学”；
“解生西

宁说南大从此失败，何以言之？校长

治丧委员会捐一千元”的字句，留下了

来星后，理应募捐更加顺利，更加热

社会对南大呵护的另一种暖意。

元；香港厂商在新加坡开展卖会，赶上
了热闹，加入了义卖行列；新山宽柔小
学的全体教师参与义教，捐出一天工
资……各行各业小心意成大事业的用
心处处彰显，让南大筹款的涓涓细流
汇成一片汪洋。
南大筹款最初的那两年，义款纷
沓八方来。街头讲古人义讲，不乏其
人。李集成在小坡二马路东南旅店的
后巷以粤语开讲两晚，收入悉数报效
南大。赌间口有五位潮州讲古人，也曾
对下层民众说书讲古，把所得捐献南

烈，事实上，最近反而沉寂起来。”言

为了让捐款形式多元化，南大委员

下之意，他认为林语堂校长与南大委

大。赌间口是草根地带，出入者多是生

会曾印制喜庆礼券，供热心人士购买，

活苦哈哈的老百姓，但面对创办大学

员会的关系闹僵，新闻频频见报，已

以这种公益方式捐助南大。有一回，我

的呐喊，他们正面回应。史料记载，一

经造成负面的社会观感，削弱了人们

查找资料，偶然发现怡和轩俱乐部购买

名沿街叫卖花生的潮州妇女，在那晚

认捐的意图。

这种礼券作为会员办喜筵的贺仪。仔细

潮语讲古会开始之前，便把当天所得四

观看南大礼券的设计，正中是醒目的南

元一角全捐了。赤足一身泥的老农夫陈

大地标建筑原图书馆图案，建筑两侧写

金贵，从老远的山芭搭公车到位于金融

南大筹款的形式中，团体或个人

着“喜庆”和“礼券”字样，下方左右是

区的亚洲保险大厦，亲自把宝贵的50

把贺仪捐给南大基金，也是常见事。福

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和财政高德根

元钱交到南大委员黄奕欢手上。这些

建会馆新厦落成仪式上，新马各界的

的署名。根据资料，怡和轩会员柯秋水

行为细节，镌刻着70年前淳朴人的真

现金贺仪5万余元悉数捐献南大基金；

为长子柯长源办婚事时，收到245名来

心诚意，建国前一代人的心语，在时间

巴生惠安公会庆祝七周年及新会所开

宾赠送的107张南大礼券。

长河里流失了吗？

贺仪赙仪不忘南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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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捐款人名录，遇见“南顺义校

写照，谱写着人类教育史上少有的动

说什么，复杂的故事她听不来，但对千

五元、培明学校十元、南同学校十元、

人乐章。这所大学，规模小而形象高

万人撑起的学府倒下，惋惜还是锁在

培明学校十元、禄华学校十元、育群

大，虽然只孵育了21届毕业生，区区一

眼神里。

学校十元、文选学校十元……“的记录

万余人，在海内外却形象亮眼，备受瞩

时，你能否感知南洋大学的筚路蓝缕？

目，只因它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凝聚

这些今人已见陌生、薄款捐助南大的

了华人社会的志气，一石激出千层浪，

小学，或许只是破烂的板屋学舍，它们

展现了定点汇聚开花的能耐。

南大是靠民间力量集资兴建的大
学，在一部汽车售价数百元的年代，
虽然倡议人陈六使一开始便认捐500
万元，牵动了华社全力与共的情感，华

究竟坐落于新马的哪个乡镇？它或已

母亲是文盲，只能书写自己的中文

社落力以实际行动支持，但一些认捐

卸下教育使命，关闭多年，却在上世纪

名字，但南洋大学在她心目中却形象

款额以分期方式支付，有者并未按期

五十年代赶上创办南洋大学的募集列

硕大。年少时，她得闲总会对我们说说

付款，因此南大经费始终处于紧张状

车，留下一丝让后人沉思缅怀的线索，

南大开幕的盛况种种，语气里尽是掩

态。1959年，陈六使发表的南大评议

你如何解读那年的铮骨寸心？

饰不了的快意。这所学府创办时筹款

会报告书透露，1958年五六月间，当

募捐的庞大社会动员能量，一生留存

时的立法院副议长林泉和有感于南大

在她的记忆里。即便后来南洋大学被

的良好发展，曾在报端主张政府资助南

南洋大学的成立，是阳光普照文

关闭了，我闲时想带她外出兜风，她居

大500万元，但事后政府只资助了38万

明的大事，它装载着逆境求存的时代

然首选重游云南园。兜了一圈，她也没

5千。官方资助款额杯水车薪，
“但由此

小结

引致社会人士以为政府将拨出巨款协
助南大，致捐款为之中断，而且认捐者
继续交款者为数极少，使南大在经济方
面受到极大的影响。”这是1955年林语
堂事件后，南大面对的另一次筹款热忱
下降的挫败。
在平民百姓热情洋溢的捐献背后，
南大筹款之路并非一马平川。它的筹
款曲线，波起波平，在南大主事衮衮诸
公心里，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南洋大学像夜空闪现的烟火，光
华绚烂，却稍纵即逝。校门关闭后，春
秋三十余度，尘埃已落定，但这曾经的
历史章节，依然在有海水的地方，为人
翻阅。余绪，仍轻轻荡漾。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1956年3月15日，陈六使宣布南洋大学正式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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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历代中美交往
与当代“夹心”的东南亚
中

国与美国之间较显著的交往，其实开

籍）的碉楼，现在也演变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始于至少一个半世纪以前。在日本明

织所认可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中美多年交往留

治维新前后，满清政府就曾派出“童子”到美

下一个亮丽的记号。记得几年前的一部拍的蛮

国去学习，开始为腐朽的满清社会带来些少摩

有血染艺术氛围的电影《让子弹飞》，即取景

登气息。美国与欧洲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传

于该些碉楼群中。

教、办学、救济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西
方崇尚科学的教育理念与现代的卫生观念。

设奖学金让中国学生留美深造

在十九世纪中叶，来自尤其是广东的大批

几乎就在美国淘金热潮同时所发生的、

劳工被“卖猪仔”到美国，为横越美国的铁路

席卷大半中国十几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其

建设与以淘金为先契的西部大开发立下汗马功

至少在起初的意识形态上也有浓烈的由西方

劳，死伤者不计其数，史称“华工血泪史”。这

（主要是美国）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色彩。多少

些堪比美国建国功臣者的后裔，大多在美国留

讽刺的是，在击败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举足轻

下发展，建立了在美国几乎各大小城镇皆有之

重的满清官员与将领，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亦

唐人街。他们之中有者发达后回到中国的老家

先后多次访美，受到热烈的欢迎。还记得我在

里建设格式中西合拼的住宅，让留在老家的家

美国念书时，唐人街里许多餐厅的一道镇馆名

人有栖身之所，如在广东省开平县（我妈妈祖

菜“左宗棠鸡”，据闻即起源于当时。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Modern
Sino-American Interactions and
a "Sandwiched” Southeast Asia
By Oh Ei Sun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Modern Sino-American
Interactions and a “Sandwiched” Southeast

Asia.

The more significant aspects of Sino-American
interactions commenced at least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Around the times of Japan’s Meiji Restora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dispatched young students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nging back with them
a sprinkle of modern breath in an otherwise decrepit
Qing society. American and European missionaries

also wandered around China to spread their teachings
and undertake relief work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brought about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s with
emphasi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modern
hygienic concepts.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ny labourers, especially
those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shanghai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toil on building the railroads which
straddle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hey contributed with
blood and swea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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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事件引发八国联军入侵

为崇尚国际社会主义，在中共仍在打

色极为相似：美国对以色列在中东的

中国而满清几乎不战而败后，从中国

江山时即千里迢迢的跑到刚长征完不

生存是毫无保留的强力支持的，但每

的角度来看充满侮辱性的庚子赔款，

久的当时“红都”延安去，与毛泽东等

当以、巴认真地进行和谈时，调解人几

其实在一小部分范围内还是有其积极

中共领导人促膝长谈，过后写成了一

乎都是美国；美国历任国务卿，从当

性的。因至少美国就把庚子赔款的好

本当年据说蛮受西方人瞩目的传记小说

年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当

一部分转化为让中国学生留美深造的

《西行记》（或称《红星照耀中国》），

下的克里（John Kerry），全都得充当

奖学金，造就了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积极

对西方人改变彼等对中共的负面印象

为中东和平进程来回穿梭传话的“小

贡献的好一批专家学者。如中国铁路之

颇有建树。在史诺墓碑上，叶剑英元帅

弟”（errand boy）。

父，勤工俭学毕业自美国耶鲁大学的詹

所提“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几个字是

天佑即为一例。

实至名归的。其他如史沫特莱（Agnes

美国一度实行所谓的排华法案，防
止过多华人移居美国。然而现代美国华
裔积极参政，著名的华裔政治人物有前
劳工部长赵小兰、前商业部长及驻华大
使骆家辉等。

Smedley）等，亦不辞劳苦地为中美民
间的理解而奔走。

七十年代后中美关系不断改善
在中共与国民党逐鹿中原时期，
美国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站在国民党

但在中共席卷中国大陆之际，毛
泽东写了一篇著名的短文《别了，司徒
雷登！》，
“送别”了当时的美国驻国
府大使，也让中美关系停顿了超过二
十年。五十年代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在日内瓦“不
甩”伸出友谊之手的中国总理周恩来、
美国支持台湾捍卫金门与马祖等，皆

而社会主义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

的一边，成为其强有力的后盾来抗衡

交流，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开

中共，但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共

始。我每趟到北京大学去公干时，如有

之间的可被信任的斡旋人。尤其是后

直 到 七 十 年 代 初，美 国 向 来 被

余暇，必会到未名湖畔的一个略被遮隐

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马绍尔（George

标为老右派的总统尼克逊（Richard

的小山丘上的史诺（Edgar Snow）之墓

Marshall），更是其中之佼佼者。这一

Nixon），在为抗衡苏联寻求新伙伴的

去凭吊一番，提醒自己中美的关系是不

点其实与美国在也纠缠了大半个世纪

前提下，高瞻远瞩，毅然首先通过所

比寻常的。史诺是位美国小报记者，因

至今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中的角

谓“兵乓外交”向中国探路。而在毛泽

West instigated by the Gold Rush. Many died
or were wounded. The descendants of these
unsung heroes who were comparable to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mostly chose to
settle d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ilt the
famous China Towns which can be found in
most American cities nowadays. Some of them
after becoming prosperous would go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in China and build homes of
mixed Chinese and Western designs to provide
shelters to their relatives. The fortified towers
in Kaiping, Guangdong (my mother’s ancestral
hometown) have since evolved into a UNESC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nd become
a symbol for the longstand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bestselling Chinese movie with sanguinely
artistic milieu was filmed there a few years ago.

across more than half of China also took
place, with ideology, at least initially, inspired
by primarily American-imported Christian
thoughts. What was perhaps ironic was the
fact that some mandarins and generals who
were instrumental in defeating the Taiping
insurrectionists, such as Li Hongzhang and
Zuo Zongtang, later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numerous times and were warmly welcomed.
I can still recall when I wa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e famous Chinatown
dishes was “General Zuo’s chicken”, which
supposedly originated then.

for example, converted some parts of the
war reparation into scholarships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nurtur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 prime example
was Zhan Tianyou, who was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Chinese rail, and who graduated
from Yale University.

At about the same time as the American Gold
Rush, the Taiping Revolution which sw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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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Boxers’ Rebellion triggered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troops into China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surrendered without
putting up a fight, the war reparation scheme,
though viewed by many Chinese as insulting,
nevertheless had its positive effects in at
least one small aspect. The United States,

让中美关系降至谷底。

The United States once implemented the socalled Chinese Exclusion Act, which prevented
massive Chinese immigration. But in modern
times many Chinese American take proactive
parts in American politics, with notable
political figures such as Elaine Chao who was
former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and Gary
Locked who was former Secretary of Labor of
commerce and ambassador to China.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cialist China started as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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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与奥巴马正演出一场“篮球外交”？

东积极回应下，前述的基辛格在外访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一日

的价廉物美的体面生活。在1989年的

途经巴基斯坦时假称不适，秘密赴北

千里。美国对华的大量投资在很大程

天安门事件后，中美之间的秘密外交，

京安排尼克逊访华。而过后尼克逊与毛

度上协助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中国

其实还是持续进行的。后来的美国军

泽东会谈的照片，更让世人看瞎了眼！

生产的货品，也让美国人享用了多年

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国

as the second and third decades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ever I visited Peking University
for work, I would try to find time to visit a
slightly hidden small hilltop grave by the
lakeside which belonged to Edgar Snow, just to
remind myself of the unusual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Snow was the correspondent for
minor American papers. Due to his fascin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he trekked to the
then Chinese Red Capital, Yanan, where the
then newly near-decimated Communists, tired
from the Long March, regrouped. He had long
conversations with Mao Zedong and other
senior Communist leaders, and collected his
observations in an allegedly much note book
Red Star over China which helped chang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of many Westerners
toward the Communists. The words “China
People’s American Friend” by Marshall Ye
Jianying, which were emblazoned on Snow’s

epitaph, were perhaps well deserved. Others
such as Agnes Smedley also tirelessly forged
the 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from Henry
Kissinger to Joh Kerry, all assumed the role
of “errand boys”, shuttling and conveying
messages for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hen the Communists were fighting the
Nationalists throughout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most circumstances stood by the
Nationalists, succouring them to counter the
Communists. Nevertheless, to a large exten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assumed the role of a
trusted mediator between the two sides. George
Marshall, who later became the 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was one such mediator. This
is similar to the role play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ongoing conflict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Israel unreservedly in its survival in the Middle
East. Yet whenever both sides got down to
serious negoti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lmost
invariably became the mediator. Successive

But when the Communists were poised to
overtake the whole of China, Mao famously
penned a short piece “Farewell, John Leighton
Stuart!”, ostensibly to say good bye to the
outgoing American ambassador to Nationalist
China, but in effect froz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 over the next twenty years. In
the 1950s, 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refusal to shake hand with
then Chinese premier Zhou Enlai, as well as
the American support of Taiwan’s defence
of Quemoy and Matsu, all brought the
relationship to a nadir.
It was not until the 1970s, when the traditionally
right-wing American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in order to find new internation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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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应对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各种形式的互动时，我们东
南亚国家起码应注意必须坚持不选边站，不过分亲美、也不过分亲
中。我们应清楚的让中国知道，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基于历史因素与
美国的深厚关系是绝对撇不开的，而且大多也欢迎美国继续在东
南亚的安全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不含糊的向
美国阐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非常实际，与中国有全面又大量的
商贸关系。

侦察机被迫降中国等事件，亦很快无

的军事对立。而当今中美之间，无论在

“域外势力的干预”、另一方也高调坚

损两国关系。

经济、文教、民间往来等多层次千丝万

持“通航自由”。的确，东南亚因地理

缕。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就如中国所

位置适中，不但位处东西方交通要道，

形容般，是“新型大国关系”，或如中

又因坐拥赤道南北的温暖气候，加上

国副总理汪洋所描述，是一对夫妻般

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所以自古以来虽

的关系，偶有争执，但最终重修于好。

不致成为东西方兵家必争之地，但至少

为世界第二。中美之间因此免不了有大

而看来中美这 对“夫妻”其中一

也是各路商贾与势力互动频繁之所在。

大小小的摩擦。但如把中美当下的关系

个“耍花枪”的焦点所在，即为东南亚。

比较成当年冷战时的美苏关系是不正

尤其是牵涉到多方争执领土领海主权

确的。当年美苏为意识形态而几乎完全

的南中国海时，中美之间的“你来我往”

千多年前，东南亚好一大片皆为印

没有有意义的交往，只有令人心惊胆跳

更是让人看傻了眼。一方面强烈谴责

度教文化所笼罩，从印度支那半岛以至

to counterbalance the Soviet Union, took a
farsighted move and probed China with the
so-called Ping-Pong diplomacy. When Mao
reacted positively, Kissinger feigned minor
ailment when passing through Pakistan and
secretly visited Beijing to arrange for Nixon’s
historic visit. The subsequent photograph
of Nixon meeting with Mao took the world
with storm.

financial crisis. Conversely, China’s economy
grew with near double digits, overtaking Japan
in becoming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Frictions inevitably ensu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however
incorrect to compare contemporary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with tha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n th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s had near zero interactions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only disturbing
military confron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day enjoyed
inextricable ties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ir intimate bonds can perhaps be best
characterized by the Chinese side as “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 or
as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described
more vividly as akin to a married couple who
make up after occasional quarrels.

it comes to the much contested South
China Sea. One side would be condemning
“interference of by extra-regional powers”,
while the other side would hail the importance
of “navigational freedom”. Indeed, Southeast
Asia occupies a cru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It not only situates at the major crossing
poi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but is also
blessed with optimal climate, fertile lands
and abundant resources. As such, it became
strife with interactions between merchants
and mercenaries throughout the ages, if not
outright a militarily strategic prize.

近年来，美国国力经历2008年金
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影响而大不
如前。反之，中国以近双位数的经济成
长，其总体经济实力业已超越日本而成

Since China undertook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o-American relations blossomed
tremendously. Copious American investments
helped China realize its modernization.
Chinese goods also enabled many Americans to
lead reasonably comfortable lives. Even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incident, secret SinoAmerican diplomacy persisted. Subsequent
mistaken bombing of Chinese embassy in
Yugoslavia by American warplanes, as well as
forced landing of American snooping planes in
China, also did not damage the cozy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American economy reced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onslaught of the 2008
52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Yet one of the focus area where this “couple”
parry with each other is none other than
Southeast Asia. This is especially so when

东南亚国家须坚持不选边站

More than a millennium ago, most of
Southeast Asia was under Hindu cultural
hegemony, from Indochina to the Malay
Archipelago. When Islam was spread to
Southeast Asia, it converted a large parts of
nowadays Malaya and Indonesia, as well as
the southern parts of Thailand, Cambodia and
the Philippines. But Hindu elements remains
deeprooted especially in Indonesia. Buddhism
also took hold of Myanmar and Thailand,
while Catholicism overtook Vietna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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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群岛莫不如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东

欧洲各国纷纷在东南亚各地建立根据

色。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不含糊的向美

南亚后，如今的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好一

地、桥头堡。英国以各种巧取豪夺的方

国阐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非常实

部分，还有泰国、菲律宾与柬埔寨的南

式割据了马来亚、新加坡与北婆罗洲、

际，与中国有全面又大量的商贸关系。

部皆改奉伊斯兰教，但尤其是在印尼，

法国人拿下了印度支那半岛、荷兰人侵

如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量，竟然

印度教的传 统文化元素仍然 根深蒂

吞了印尼列岛不等。菲律宾被西班牙殖

是中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两倍。而马

固。其他如佛教在缅甸与泰国、天主教

民多年，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又被对

来西亚早于美国五年，在1974年即与中

在菲律宾中北部与越南的落地深耕，皆

殖民运动相对不热衷、只在中南美洲划

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在地印证了东南亚文化的多元性。

了好几块战略要地的美国人割了过去。

东南亚多元文化共存的传统使我

而东南亚传统上与中国的来往，至

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国虽纷纷独立建

们坚定认为，本区域有足够的空间让

少可追溯至唐代。如在盛唐时古书里

国，但前殖民宗主国至少在文化习俗方

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既竞争又合作的

有关于“勃尼”的记载，应就是今日的

面的影响，还是相当可观的，如菲律

关系得以充分发挥，而如东南亚各国

汶莱或婆罗洲。在十五世纪时，中国的

宾的精英们都以崇尚美国文化为荣。

在这过程中得以有所裨益，那就更为

三保太监郑和七下南洋，途经东南亚

我认为在应对中美两国在东南亚

各国，广交友好，至今东南亚沿海各地

的各种形式的互动时，我们东南亚国

多有关于郑和舰队与当地亲切交往的

家起码应注意必须坚持不选边站，不

古迹或传奇事迹等，点点滴滴地展现

过分亲美、也不过分亲中。我们应清

出两地千余年的深交。

基于历史因素与美国的深厚关系是绝

开始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时，东南亚

对撇不开的，而且大多也欢迎美国继

同样地首当其冲。当年新近强大起来的

续在东南亚的安全领域扮演积极的角

northern and central parts of the Philippines.
These bore witness to the multiplicity of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themselves Malaya, Singapore and North
Borneo. The French overtook Indochina, and
the Dutch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The
Philippines was under Spanish colonization
for several centuries before being ceded to
the traditionally colonially lacklustr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ecame independent one after
another, but the formal colonial powers retain
considerable influences, at least culturally.
The Filipino elite, for example, mostly pride
themselves with affinity to American culture.

When Europe underwent the Renaissance
and started outward expansion to build
overseas colonies, Southeast Asia became one
of the prime destinations. Newly powerful
European countries built their staging points
in various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The
British under various pretexts carved out for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
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楚的让中国知道，东南亚大多数国家

在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

And tradit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t
least Tang dynasty. At the height of Tang,
mentions of “Poni” kingdom most probably
referred to modern Brunei or the island of
Borneo.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Admiral Zheng He came through Southeast
Asia at least seven times, forging new
friendships along his way. The various relics
and legends abou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ocals and Zheng He’s fleets testify amply to
the prof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理想了。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actions in various for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remain
strictly neutral and not lean too close to
either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clearly explain to the Chinese that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 close Southeast Asian
rappor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main
indestructible, and most of us welcome the
United States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gional

security matters.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also tell our American friends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mos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very pragmatic and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comprehensive and large-scale economic and
trad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 example,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is twice tha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Malaysia in fact established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China in 1974, five years earli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Southeast Asian tradition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emboldens us to
firmly believe that this region has ample
room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fully realize their competitive yet cooperative
relations. And i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an somehow benefit in the process, it will
be all the better.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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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叶鹏飞

极端主义铜板的两面
伊

斯兰国组织接连绑架在中东的欧美

者有可能再被利用而死灰复燃，成为随时对

国民，并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即时广

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定时炸弹。

播斩首人质的血腥画面，一方面挑衅西方世
界，另一方面召唤各地激进的回教徒加入其
圣战运动，起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政府除了加紧空中打击，暂时显得
束手无策。刚从伊拉克撤军的奥巴马总统，
被迫以军事顾问的形式，再次向伊拉克派兵。
后续战事会否升级，美国民意是否支持，都还
是大问号。
欧洲国家的烫手山芋，则是如何处置参

因此，一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圣战归国者，
采取了“反洗脑”计划，通过教士、社工对他
们进行思想改造，希望他们能迷途知返。但是
已经有学者表示，类似的计划成效甚微。基于
人权理念，西方政府不能拒绝他们重返社会，
可是若他们在观念上依旧相信回教激进主义，
则难保不会随时在本土从事圣战。亡羊补牢，
西方政府只能修法禁止国民出国参加圣战，
违法者的护照将被取消，失去回国的权利。

加伊斯兰国圣战后，要求归国的本国回教徒。
这些或不满生活现状，或因为错置的宗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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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激进主义并非新事物

怀，从互联网及社交圈子中接触到伊斯兰国

源自中东的回教激进主义并非新事物，只

的宣传，而“自我激进化”的回教徒（其中不

是异化的速度极快；最新的变种是攻城略地，

乏年轻白人），有些成为冷血谋杀本国同胞的

已经在伊拉克和陷入内战的叙利亚占有土地、

凶手，有些在目睹战场的残酷后，理想破灭而

统治人民，拥立共主（哈里发）的伊斯兰国组

打退堂鼓。但是，西方政府也担心，这些归国

织。他们专门以斩首异教徒，甚至不服从哈里

发的回教徒，来自我凸显“正统”。其祸

回教极端主义越走越极端，用原

的一面，但伴随其中的也夹杂了极端主

害之烈，主流的回教世界，连甚至同样

教旨主义合理化以俘虏为奴隶且公开

义的面向。通过与保守主义展开所谓

以激进回教为号召，在全球采取恐怖

买卖、厉行男女之防的做法，合理化

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而崛起

主义手段，全面对抗西方社会的卡伊

自杀炸弹客和斩首人质的暴行，某种

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

达组织，都无法接受。

意义上是对抗美国的刺激所导致。美

强调平等对待多元价值，瓦解了固有

国举世无双的军事科技实力，让战场

的传统价值体系，特别是宗教信仰、

上毫无胜算的回教极端主义，不得不

家庭伦理和两性关系。这种旨在否定

诉诸精神胜利法，犹如当年的义和团对

美国当权精英价值体系——以白人盎

抗八国联军一样。但是，回教极端主义

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为主

开历史倒车，试图建立中世纪哈里发乌

体——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发展到极

托邦的企图，并非仅是精神对抗物质而

致时，却堕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

已，更是对美国世俗主义趋于极端的意

因为当什么价值都被要求平等对待时，

识形态反弹——是两种极端主义相互

贵贱、美丑甚至是非都失去了判断的准

作用的结果。

绳，人们反而会无所适从，在“解放”

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近代回
教基本教义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埃及
伊斯兰学者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年至1966年）。他是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也是著作等
身的学者、教育家、诗人。他的著作《社
会正义》探讨回教的政治和社会角色。
虽然他对回教本身有诸多批判，但他最
大的思想敌人，却是美国的资本主义。

和“自由”后，对存在的意义产生高度

库特布在1948年至1950年留学美国攻

审视当今的美国社会，与库特布

读教育学，对美国的物质主义、个人主

当年所经历的简直判若两个世界。用

义、世俗主义、对暴力和性爱的放任态

西方自由主义的标准，二战后的1950

美 国 民 调 机 构 皮 尤（P E W）对

度，皆深恶痛绝。

年代美国社会，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天

美国宗教状 态 长 期追 踪的结果 发

堂。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鼓励及时

现，增长最快的宗教竟然是“皆无”

行乐的消费主义文化开始勃兴，但白人

（Nones）——因为他们在回答问卷关

至上的父权主义、清教徒式的性禁忌、

于宗教信仰和教派的提问时，选择“皆

大型教会崛起，却是社会文化的主流。

无”。这个比例从1950年占人口的2%，

这都是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反叛的对

增加到2012年的20%，人数高达4600

象。如果1950年代的美国已经足以让

万人。这群人以“无神论者”和“未知

库特布感到震惊，可以想象自1960年

论者”居多，价值观趋于开放，其中的

代后，社会方方面面日益“解放”的美

75%支持同性婚姻及合法堕胎。最关

国，自然更不见容于接受库特布见解

键的数据是30岁以下的美国人，有三

的回教徒了。

分之一属于“皆无”。

库特布眼中那精神空虚、缺乏宗教
虔诚的美国世俗社会，促使他对西方自
由主义的警惕，并坚定了他立足《可兰
经》教诲，反对美国和西方在文化上腐
蚀回教世界的信念。卡伊达组织头目，
策划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的奥萨玛，就
深受库特布思想的影响。奥萨玛对美国
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其思想渊源
同库特布对美国的批判有关。当然，美
国支持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扶持
中东独裁政权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加
深了这种仇视，并且逐步上升到回教对

自由主义极端的一面

的精神焦虑。

哈 佛大学 教 授 帕 特南（R o b e r t
Putnam）认为，这些年轻人不光是不参

抗不信上苍的美国世俗主义，一如亨廷

从人权运动、女权主义到今天的

加有组织宗教，他们基本上不参加任何

顿（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

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运

社会团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疏离于社

明冲突论”的境地。

动，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固然有其进步

会公共生活的一代，生活内容很可能属

在文化多元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主流价值的今天，不少在性解放、
酗酒、大麻合法化环境里成长的年轻白人，竟然发生自我激进化，
转而拥抱极端保守主义的现象，偷跑到中东加入回教圣战，甚至冷
血地砍本国同胞人质的头，其中所呈现出的、反映当代西方年轻世
代心灵状态空洞苍白的现象，个中缘由非常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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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孤独的原子状态。这种缺乏稳定厚实
的人际情感联系的滋润，把个人主义理
念推向极致的生存状态，是否容易让他
们对现实人生产生怀疑而自我激进化，
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

文化多元主义否定两性之别
主张多元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的
另一个极端表现，还在于否定了自然世
界的两性之别。在全球有12亿用户的面
簿，在今年2月14日更新了提供给用户

义当做“普世价值”，推销到全世界。
构成香港“占中”运动主体的年轻世
代，绝大多数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
伟大的“民主普世价值”而奋斗。全球
各地的年轻人，同样拥抱文化多元主
义，自信这等同于进步、开明的普世价

虽然无神论者相信，对人道主义和

的性别选项。现在除了传统的男/女，

人文主义的信仰，可以取代宗教所赋予

还有56种新的“非传统性别”可供选

的道德价值；可是道德源自宗教，本来

择。这个清单据说是咨询了著名性别

就是西方文明长期形成的文化基因。因

研究组织（GLAAD）之后的产物。用户

此，美国年轻人趋向“皆无”，在保守人

可以全凭自己的认定，来决定自己的性

士眼中不光是一场宗教信仰危机，同时

别，其中就有“无性别”（agender）、

也是一场社会道德危机。社会保守派

“雌 雄 同 体 ”（a n d r o g y n o u s）、

和自由派之间就价值观争议，而进行

“双性人”（bi-gender）、
“阴阳人”

了数十年的“文化战争”，进一步撕裂

（intersex）……林林总总，任君选择。

了美国人的价值认同，造成了某种程度

加拿大作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员

的价值虚无主义。个人的主观好恶，而

大麻合法化环境里成长的年轻白人，

斯泰恩（Mark Steyn）如此形容：
“在出

不是既有的社会客观礼仪准则，成为越

竟然发生自我激进化，转而拥抱极端保

色地完成了摧毁家庭这个社会基本构

来越多年轻人的道德判断依据。

守主义的现象，偷跑到中东加入回教圣

件后，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者正迈向摧

战，甚至冷血地砍本国同胞人质的头，

这导致了传统上被视为恒常的道

毁性别这个自然界的基本构件。”人们

其中所呈现出的、反映当代西方年轻世

德准则，沦为可以按个人喜好而自由

不得不问：同伊斯兰国组织所代表的

代心灵状态空洞苍白的现象，个中缘由

选择的价值观。同性婚姻合法化，在

极端主义相比，这难道不更为极端吗？

非常值得深思。

开放包容的大旗下，得到越来越多美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世人并不难

在这个意义上，极端主义的威胁并

国年轻人的支持，正反映了这样的大

指认出伊斯兰国组织所代表的极端主

非仅在中东的战场上，在世俗世界当道

势。2004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合法的

义，但是却不一定对建立在自由主义

的文化多元主义，同样会对社会的基本

同性婚姻；2014年，不但联邦政府承

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持相同

共识，构成相当严峻的挑战。自2009年

认同性婚姻，至今已经有34个州让同

的反感和抗拒态度。其中的原因，新加

开始的年度“新加坡粉红点”芳林公

性婚姻合法化。

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园集会，公开表达对LGBT的支持，参

更恐怖且反讽的是，从维护文化

Kausikan）解释得相当清楚。11月24日

与人数与年俱增，终于在今年引发宗教

传统的角度反对同性婚姻的观点，都

的《联合早报》，摘译了他在上海举行

界保守人士的反弹，号召信徒在“粉红

被贴上“bigot”（即存有偏见而心胸

的第二届淮海论坛的演讲。他说，自由

点”集会的同一天，穿白衣表达对传统

狭窄的反动人士）标签并予以口诛笔

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一个不顾

家庭价值观的维护。

伐——自认持有包容价值观而支持同

史实、狂妄和短浅的神话。比拉哈里所

因此，在警惕年轻人上网接触宗

性婚姻的人，竟然容不下反对同性婚

批评的，是西方把自己在18世纪所发展

教极端主义，出现自我激进化现象的

出来的政治哲学，尤其是民主制度，包

同时，也不能不关注极端主义的另外

装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他针对“民

一面。民主、多元、开放、包容当然都

主普世 价值”说：“我们没有理由相

是值得追求的好东西，但过犹不及，

信，这个进程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

“普世价值”的蛊惑性，恐怕比前者更

姻的观点；文化多元主义反而异化为
不容异己的文化霸权主义，自以为是地
否定一切反对它的价值观。这与宗教极
端主义者自认信奉唯一的真神，代表绝

值观。同性婚姻获得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认可，已经是全球很多社会的大趋势。
所谓物极必反，一个极端容易引发
另一个极端来平衡。文化多元主义强调
包容、开放、进步；以伊斯兰国组织为
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则要求单一道
德标准、保守、回归他们所认知的历史
传统。在文化多元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主
流价值的今天，不少在性解放、酗酒、

容易让人迷失。

对的道德和真理，并因此理直气壮地要

但不容否认的是，通过美国大众娱

把异端（heresy）消灭殆尽，不就是五

乐文化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软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十步与百步之别吗？

实力”，已经相当成功地把文化多元主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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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阔斧改革创新
╱ 文  : 李卓辉

佐科维国内外广受赞赏

佐科维总统认为，人民已厌倦
看到官僚上层利用贪污获得的金
钱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人民渴
望改变，印尼必须改变，而改变应
从领导人开始，从总统和政府部长
以身作则，带动全体各级官员实践
力行。

印

尼第七任总统佐科•维托托（Joko
Widodo)于2014年10月20日就职，

他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靠自己艰苦奋斗而
荣登国家最高职位的领导人。他将在今后5年
（2014至2019）领导和管治这个东南亚最大
的国家，它有2.5亿的人口，GDP在2013年已
跃升为全球第九。在2015年东盟三大共同体
实施后，有可能在4到5年内成为世界第六大
经济体，在亚洲和世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将从几方面介绍和分析佐科维新政
两个月来在国内外的改革和突出表现。

佐科维甄选内阁部长与众不同
佐科维以亲民、廉政和改革的新形象获得
广大选民支持走上总统最高宝座，其路程并非
一帆风顺，就正如孟子所说：
“天将降大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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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致辞中呼吁，东盟各国应合作解决海上争端，
“我们应确定让
海洋把东盟团结起来，不是分隔和分裂。”他指出，东盟各国应当集
中力量建设互联互通和海洋基础设施，共同进步，因此，东盟各国家
必须致力解决海上的纠纷冲突，
“这些纠纷如盗劫海渔、侵犯边境、
走私或疆界争端，都可以通过真诚合作得到解决。”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经贸发展仍然不

至11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

会有任何阻碍，相信互信互动、推进印

导人峰会，先后同中国主席习近平、总

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竞选总

尼复兴崛起仍然是大家的共同责任。

理李克强直接会谈，并向中印两国400
多位工商领袖发表招商引资讲话，见证

统时遭受对手用各种手段打击抹黑，用
金钱政治反击。7月9日决战日他仍以多

国际舞台大展身手

签订14项合作备忘录，引进中资二十多

数票胜选，但对手普拉博沃向宪法法院

佐科维竞选纲领中提出对外国际

亿美元。佐科维还乘高铁参观天津现

上诉，提出超过十大卡车“证据”企图

政治8项重点：
（1）积极中立外交政策，

代化海港和发电厂建设，盛赞中国发

扭转乾坤。最终宪法法院8月22日全

基于四大优先：a）保障国外印尼公民，

展基础设施快捷杰出。佐科维在北京

部拒绝对手3项控诉，裁定佐科维胜选

特别是妇女外劳权益；b）保护海洋和

首次会见了美国奥巴马总统、俄罗斯

而出任印尼第7任总统。佐科维于10月

陆地天然资源；c）提高生产力和国际

普京总统、日本安倍晋三首相等国际政

20日正式宣誓就职，东盟多国元首和中

竞争力；d）确保安全与主权。（2）停止

要，并在亚太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

美澳等大国派特使或政要、印尼各政党

外劳到那些没有立法保障外劳的国家；

演说，向亚太各国介绍印尼发展海洋战

领袖、包括对手普拉博沃将军都出席见

（3）支持巴勒斯坦完全独立，并成为联

略的投资项目，承诺将给予各国投资者

证这简朴隆重的就职典礼。

合国会员；（4）在国际贸易中加强生产

优惠措施。佐科维以英语发言，掌声雷

力与竞争力，在世贸组织中力争优势；

动，留下美好形象，这为他走向国际大

（5）坚持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涉及主

舞台奠下良好的基础。

佐科 维 就 职前，已指 派5人 过渡
工作组了解各部门工作和准备内阁人
选。他甄选部长与众不同的特点是：
（1）34位内阁部长，18位是专业人才，
16位分配给联盟政党要员，但都必须
廉洁奉公，没有污点纪录。（2）各部门
提名3位候选人在网上公开，让人民评
价，可反对并呈报其不当或贪腐行为。

权问题则寸土不让，必要时采取果断行
动；（6）南海争端须和平协商解决，确
保南海和平稳定；（7）印澳两国关系，
应通过外交协商建立互信，并在文化教
育领域加强互利双赢；（8）建立政治自
主和政府威信，提高国家声威和地位。

2014年 12月12日至14日，佐科维
从北京飞往缅甸首都内比都，参加东盟
峰会、东亚峰会和10+1、10+3、10+6
等系列峰会。佐科维是后起之秀，他具
体介绍了印尼建设海洋经济战略，号召
东盟三个共同体成立后，加强海洋联网

（3）佐科维将最后入选的80位候选

为落实其“政治自主、经济自立、

与经济合作，并尽快签署“南海行为准

部长名单提交“肃贪委员会”和“银行

文化特色”的方针，佐科维在内阁中起

则宣言”，坚决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交易分析中心”最后审核，调查有否涉

用了两名“虎将”出任外交部长和国防

他主张一切争端都以外交谈商友好解

及腐化或其他不当案件。（4）当选部长

部长。外长雷特诺是出生1962年（虎

决，反对南海发生武力冲突。他也重申

后必须放弃政党职位或企业领导高位，

年）的女外交家，经验丰富、立场坚定；

支持与中国和平发展海洋经济、产业与

全心全力为国家服务。

而国防部长廉米渣将军出生1950年

基础设施建设。

内阁虽没有华裔部长，但是林绵昆
被副总统卡拉委任为主要经济顾问，斗
争民主党整十位华裔国会议员，都可代

（虎年），是信奉苏加诺学说的虎将，
致力建设强大的海陆空现代化部队，
保卫印尼主权与安全。

11月15日至16日，佐科维总统途经
巴厘飞往澳洲布里斯班，参加20国集
团峰会，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

表华裔传达声音、表达意愿。许多华社

就职后不到3周，佐科维总统就风

总统布朗特，商讨印尼与欧盟加强经

领导都与总统有良好交流，今后华社

尘仆仆于11月8日首次访华，出席9日

济和科技合作。佐科维在峰会上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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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治理梭罗市和首都雅加达的改革和
廉政经验，要求大国联手支持印尼政
府反贪腐的措施，大力支援发展海洋
战略的新发展。

突击巡视全国穷乡僻壤，
包括烧芭荒地和边境小区
佐科维当总统后，仍保持其“突击
巡视”民间的作风，上任不到二个月已

超过一万公里，佐科维以惊人的毅力为
国家人民服务，令无数国民感佩不已。

与国会反对党博弈，
开始转败为胜

11月下旬和12月11日，佐科维总统

视察全国14个省份和数十个穷乡僻壤，

还先后简短访问了新加坡和韩国，会

先后突击考察了东南苏拉威西乡村、南

见李显龙总理和朴瑾惠总统。前者是

苏拉威西省海口、楠榜省渡轮海港、穷

私人性质，是到新加坡参加其幼子高

困农村，萌古鲁省滨海渔民、农渔传统

中毕业典礼。李显龙夫妇私下以简朴

市场、廖省棕榈地、烧林烟雾弥漫偏远

早点与佐科维夫妇亲切交流，非正式

村庄，中爪哇省警察学府和渔村、万鸦

谈到印尼烧芭烟雾和两国经济合作，

佬渔民区、苏南省体育运动场、电影节

据称佐科维特别要求新加坡协助印尼

活动、中爪哇泥石流灾难深重地、南加

印尼1945年基本宪法，是实施总

政府追揖大商家逃税问题。佐科维访

里曼丹哥达巴鲁市港口、北加里丹山达

统制，总统有绝对权力实施全国执政

韩国出席东盟韩国峰会纪念会，特别参

根滨海、并直接进入印马边界小镇和巡

管理，国会只有立法权、质询权和监督

观了韩国造船厂和高科技资讯工业，希

察西巴迪小岛，现场视察边境村民的窘

权。要弹劾总统的话，必须经过至少

望加强印尼的造船业和电子科技，为走

迫的生活现状。

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向宪法法院提

向海洋作出积极贡献。

推行各级官僚简朴作风，
反对奢华
佐科维总统认为，人民已厌倦看
到官僚上层利用贪污获得的金钱过着
奢侈豪华的生活。人民渴望改变，印
尼必须改变，而改变应从领导人开始。
总统和政府部长须以身作则，带动全
体各级官员实践力行。因此，新政府上
台，就通过官僚改革部长尤迪和国企

最令民众感动的，他是独立来第
一位总统亲自视察烧芭造成的严重烟
雾灾害。他乘坐空军直升机下到最荒
凉村庄与村民对话交流，并直接下令相
关官员必须坚决制止烧芭现象。总统对
军警政法各级官员强调：关键是要不要
或有没有决心解决烧芭烟雾问题，并不
是能不能的问题。只要大家下定决心、
坚决执行，坚持不懈落实，烧芭烟雾必
然会得以解决。

部长莉妮发布“精简行政”与“节俭生

佐料维也是独立以来飞到印马荒

活”的系列训令如下：1）各级政府从

山边境的小镇，看望乡民的第一个总

现在起不准招聘新公务员，为期5年，

统。看到有的屋子建在跨边界线中间，

对现有公务员重新整顿调动，同时废

没有水电食物，政府援助鞭长莫及，他

除一大部分重叠的政府机构；2）节约

立即下令省府必须全力实地做好救助

开支，减少奢华；3）禁止旅馆开会；

和改善措施。他也下令在印马边界建

4）政府官员实行简朴生活；5）削减官

立十个经济特区，以确保边境主权和

方出差预算开支。

推动边境经济发展，全面改进当地人

佐科维总统号召部长们“工作、工

民福利。

佐科维胜选总统时，反对阵营普
拉博沃组成“红白联盟”与其对抗，并
宣布将以多数席位控制国会领导层，
与政府公开对立，企图对总统的施政
提出质询，梦想有机会弹劾总统，推翻
民选总统。

出，然后由宪法法院在90天内进行调
查、公正审判。判决后再由国会向人民
协商大会提议，人民协商大会必须至少
有四分之三以上议员出席大会，并以三
分之二议员通过方可撤换总统。因此，
所谓弹劾实际上不可能，而国会要为难
佐科维政府，二个月来形势也大为改
变，看来佐科维总统的阵营是渐占优势
了。
国会里10个政党共有560席位。
今年10月初宣誓就职时，布拉搏沃领
导的“红白联盟”有6党派，即戈尔卡
党、大印行堂、国民使命党、公正福利
党、建设团结党和民主党，共有353
席，占63%。佐科维阵营则组成“强劲
联盟”，有4政党，即斗争民主党、民族
复兴党、民族民主党和民心党，共有
207席，占37%。国会刚成立，建设团
结党总主席涉嫌贪污，党内召开代表
大会推选罗米为新主席，罗米立即领

作，再工作”，从简朴生活开始, 在全

总统突击巡视还将持续进行。他已

导其政党39名议员投靠佐科维阵营，

国推行“精神革命”运动，在学校推行

宣布圣诞节将飞到最东的巴布亚与当

形成314对246席。接着，红白联盟最

“道德教育”，希望坚持不懈，当为国

地人民共同庆祝，然后风尘仆仆飞到

大政党戈尔卡发生分裂，党内青壮派

家持续性建设的核心基础，推动印尼

最西部的亚齐省参加纪念2004年亚齐

在阿贡拉梭领导下宣布站在佐科维总

经济复兴、和平崛起，成为海洋强国。

大海啸国际会议。东西奔跑，来回行程

统一边，要求解散红白联盟。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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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苏西洛前总统也指责戈尔卡的巴
克里背叛协议，企图反对苏西洛下台
前颁布的总统政令，因此，民主党也
表示要脱离红白联盟。如此一来，国
会格局大变，明年初国会再开会时，
佐科维阵营将处于优势，有能力击败
反对派，而普拉博沃的“红白联盟”，
可能会四分五裂，瓦解无形。

新政府成立改革工作组
大力肃清油气黑帮
佐科维总统竞选时承诺，上台后将
立即采取步骤，大力肃清油气黑帮，以
减少国家在能源方面的严重损失。新内
阁由莉妮担任国营企业部长和苏迪尔
曼出任能源矿物部长，两人肩负重任，
彻查相关油气企业和单位，致力扫除各
种牛鬼蛇神，但苏迪尔曼机智地作出决
定，宣布成立“治理油气改革工作队”，

厂；第三、买卖开发油气田贸易十分猖

在玉米增产工作，农业部采取的措

由印大经济专家费沙•巴斯利出任工作

獗，中间代理商耍弄手段，
“黑幕”重

施包括：供应分配优等种子；改善供应

队主任，工作队将进行调查、访问、质

重，有待查究；第四、津贴燃油走私案

系统和全力加强生产中心与肥料工厂

询、收集等积极活动，在六个月内向政

件层出不穷，也要追究。单单这一年多

之间的交通。

府提出建议。新政府上台后也立即对

内，津贴燃油走私案件超过十多宗，淡

三大石油机构，即国营石油公司北塔米

涉案者都有“黑帮”后台。

纳、油气上游机构和国家石油贸易单位
进行改革整顿。

新政府致力粮食自给自足

新政府团队早就指出：印尼的能源

佐科维政府决心在三年内实现农

问题，特别是油气部门，从上游到下

粮自给自足，不必每年进口大米和其

游，无处不存在黑帮操纵，造成国家财

他粮品，在11月19日宣布津贴燃油涨

富的大量流失。治理油气改革工作队负

价后，宣布明年节省的120万亿盾，将

有4大任务：（1）核查从上游到下游发

拨出50万亿盾协助农村兴建水利和改

给油气准字的程序；
（2）重审核有关经

进生产设施，积极提高农粮产量。农业

营油气业务的机构；
（3）加速修改关于

部有信心，2015年将能提高大米产量

油气的法令；（4）修改进行油气贸易的

5%、提高黄豆生产90%，而在2017年

程序。简言之，这是自苏哈托政权全面

达到目标，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控制油气机构后，对修修补补油气部门

政府特别重视增加黄豆产量，采
取下列多项措施：（1）增加2百万公顷
种地，由国营企业与私企联手经营；
（2）政府援助供应8万吨优等种子；
（3）每公顷供应肥料150公斤，总数供
给2百万公顷种地。（4）提高向农民购
买黄豆的基本价格，政府拨款给粮储
公司进行向农民收购，并控制进口黄
豆。（5）通过优等种子提高本地产黄
豆质量，以加强竞争力。

东盟中国在海洋合作中
携手走向繁荣

在稻米方面，农业部宣布将采取下

佐科维上月在缅甸首都内比都，首

列4项措施：（1）全面整修改造一百万

次参加笫25次东盟国家峰会，他在致

工作队开展核查和肃清工作包括了

公顷的水利灌溉；
（2）政府供应分发津

辞中呼吁，东盟各国应合作解决海上

数项关键性项目：第一、查究国家能源

贴2万5千吨优良稻种；
（3）供应津贴化

争端，
“我们应确定让海洋把东盟团

贸易公司（Petral)的运作和买卖价格；

肥给一百万公顷稻田；
（4）增加6700台

结起来，不是分隔和分裂。”他指出，东

第二，查究为什么20多年来不建炼油

拖拉机和翻种机器。

盟各国应集中力量建设互联互通和海

的一次大规模整顿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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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基础设施，共同进步，因此，东盟各

繁荣昌盛和人文和谐的海洋世界。印尼

础设施建设资金，大力实施九大优先

国家必须致力解决海上的纠纷冲突，

正积极研究，加强与中国合作，在合理

改革纲领。按照未修改的预算，2015

“这些纠纷如盗劫海渔、侵犯边境、走

使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

年全年收入约为1,793.6万亿盾，总开

私或疆界争端，都可以通过真诚合作

金的融资下，尽快兴建海上快速通道，

支达2,039.5万亿盾，赤字为245.9万

得到解决。”

解决全国物流的瓶颈，使印尼可在五年

亿盾，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

内成为区域的海洋中心。

为了争取全年经济增长5.8%，佐科维

佐科维强调，东盟地区的繁荣与

政府将立即提出修正预算，裁减不必

和平可以通过大力加强海洋合作来实

内阁秘书安迪指出，美国在本区

现，关于南中国海争端，他呼吁全部相

域的海洋有重要的利益关系，第七舰队

关国家都保持克制，落实《南海各方行

驻扎在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海

为宣言》并加快完成《南海各方行为准

域，因此，印尼海洋发展受到他们的密

则》谈商。

切关注，自然也有一定压力，因此我们

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必须坚决稳定

佐科维总统提出的新建议是高瞻

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和睦共处。

政局，简化手续，争取外资大量进入印

远瞩的，这与他宣誓就职时强调要致

对此，印尼科学院东盟研究学者强调，

尼，但总统必须避免其内阁部长采取

力把印尼建成海洋强国的战略是一脉

佐科维总统在亚太峰会上表示参与和

过于偏激的民族主义政策，还必须坚

相承的。佐科维的海洋发展、海洋经

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完全正确

决肃清贪污腐败，防止国家财富被官

济、海洋合作和海洋强国战略，都是以

的，印尼不应支持和参与美国倡导的

僚掠夺和吞食，集中有限资金全力建

和平发展与造福人民为原则，完全无意

“泛太平洋伙伴”（TPP),因为，海上丝

设，造福广大人民。

与任何国家为敌或制造海上争端，增加

绸之路将大力支持兴建许多新的基础

2015年是廉洁施政、积极改革的

区域紧张。因此，他在亚太峰会和东盟

设施，而TPP只是加强基础设施已良好

决定性年头，恰逢万隆亚非会议60周

峰会发表讲话，再三说明印尼是海洋国

的国家经济发展，对印尼不适合。我们

年、中国与印尼建交65周年和抗日战争

家，热诚欢迎先进国家和东盟邻国前来

相信，海上丝绸之路将为印尼海洋带来

胜利70周年，也是印尼共和国民独立70

投资，参与建设海上基础设施、建设海

繁荣、安宁和福利。

周年大庆，还是东盟三大共同体实施的

要的官僚消费开支，增加海洋发展、军
备更新、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的投资，
致力使经济增幅达至6%。

港和物流设备、建设造船厂、开发海洋

印尼和东盟各国，应当携手并肩，

黄金头年，可说是佐科维正福星高照。

能源、拓展蓝色经济等等。换句话说，

团结合作，在海洋发展中建立友好关

佐科维必须拿出大智大勇，全力克服国

印尼需要各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

系、积极建设基础设施，和平拓展海

内外挑战，加强与中国、东盟和所有邻

验，协助发展全面的海洋基建和经济，

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在蓝色大海中壮

国的团结合作。果能如此，印尼必将前

尽快成为海洋大国。

大成长，为广大人民创建美好的生活。

途无量，走向光辉美好的康庄大道。              

基于上述原则，佐科维总统一行在
北京会晤习近平主席时，很认真的探讨

2015年挑战与展望

了如何把印尼的海洋中心建设与21世

2015年即将到来，佐科维面临的

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联通，使印中两

严峻挑战主要是如何在国会通过修改

大国的海洋发展理念互通互联，建设

后的新一年常年预算案，争取增加基

作者为印尼资深媒体人士

最令民众感动的，他是独立来第一位总统亲自视察烧林造成的严
重烟雾灾害。他乘坐空军直升机下到最荒凉村庄与村民对话交流，
并直接下令相关官员必须坚决制止烧林现象。总统对军警政法各
级官员强调：关键是要不要或有没有决心解决烧林烟雾问题，并不
是能不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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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因“吞并”克里米亚，俄罗

见证了经贸、投资、能源、金融、高科技、人文

斯面临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实施的最

等领域近40项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

严峻的经济制裁和危机，中国龙对俄罗斯熊
不离不弃，在革命情感的催化下，两大国缔结
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确立彼此不可
替代的地位。

╱ 文  : 卢丽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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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合作 经贸创新高
在国际双边关系中，大概没有两国在种
族、文化和思维如此迥异的条件下，几经波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月中旬三天的

折却还能平稳发展，理性和务实地展望未来。

访问中，一口气签下近40项经济协议，将两国

尤其是我们不能忘记在1950年末期至1980年

的经贸合作引领到新的历史性阶段。双方签署

间，因种种原因，包括国际局势的影响，两国关

《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并

系曾经一度冷却。然而只要仔细观察，两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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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余温还是存在，还发挥重大的作

他 还 提 醒 世 人当下的美 满 景 象

不管怎样，中苏的经济联姻带来

用。过去两个感性的民族长久地吸取

——中俄贸易额去年达到近900亿美

的还是很多的好消息，促进多方面的

彼此的养分，尤其是苏联政治、科学、

元的历史新高，中国连续4年成为俄罗

发展，商机处处。例如俄罗斯反西方

文学、艺术、音乐和电影对几代中国人

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也已上升

制裁，出了一招西方食品禁令。俄罗斯

带来的积极影响，甚至还在半世纪前还

为中国第9大贸易伙伴；两国民众每年

农业监督署署长谢尔盖·丹可威尔特

通过中国知识界辐射到东南亚国家。

往来人数已达300多万人次。

即表示，中国准备替代美国与加拿大

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代

对于一个在俄罗斯教汉语的海外

向俄罗斯出售肉类产品。脚步之快令

作家王蒙在《苏联祭》一书写道：
“对

华人，中苏关系迈向新的里程碑，我亦

人乍舌，俄中第一届水果、蔬菜及肉产

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

深感它对俄罗斯人民学习汉语的热情

品展销会已在十月中旬于中国绥芬河市

文学，也就是苏联。”该书记录一个青

的提升。忽然间，前来询问学习汉语的

举行，吸引很多滨海边疆地区的企业参

年的时代见证，
“折射着风云变化，爱

新学生前所未有的增加，介绍学生的公

加，绥芬河口岸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

恋着伟大的祖国与邻邦”。大概没有第

司还催促我赶紧“回国”教学。

输俄果蔬肉食品集散地。

二个民族那么容易把这样的爱说出口。

前景看起来很好，两国的经济合作

中国也是俄罗斯海豚音歌手维塔斯先

肯定有利于国家发展，但是思维上的影

红起来的国度，他成名后首次回莫斯

响再加上局势的变化，会否让相对开放

科接受电视访问，年轻的驻俄罗斯中

的俄罗斯变得更加谨慎、封闭，甚至更

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告诉广大的俄罗斯

为专制呢？刚在国会通过限制外国媒

初，两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全费

观众，中国人有多热爱俄罗斯的文化，

体在俄罗斯只能拥有20%股权的消息，

派驻一万多名中国学生在当时的苏联就

把苏联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

震惊了媒体业，这会否将对解体后相对

读，主要攻读科学和工程科，以缓解新

成中国自己的民歌。脸不红，心不跳的

自由和开放，且有批判性的社会氛围带

中国建设对人才需求的燃眉之急。当中

爱着对方的文化，这也是中苏关系最

来停滞和压制作用，甚至吓走前来的海

师生结下的深厚情谊，青春学子艰苦的

亲密和鲜明的写照。

外投资家？

学习生涯和纯粹的建国精神等事迹可

重燃教育交流热潮
在教育方面，两国也似乎有爱火重
燃之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

歌又可泣。随后因中止计划带来的信

李克强访俄在中国媒体更被无限

即使我并不是当地的媒体人，我也

浪漫的解读为“长江与伏尔加河历史性

一直认为让人民作出公开和理性批判，

牵手”，
“亲密而自然”。李总理口中的

允许，甚至鼓励社会舆论国是的社会才

“患难见真情”来自“从两国人民在反

是一个有生命力和健全的社会。这反映

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到双方携手抗

了国家管理者在管制上的信心和和毫

击黑龙江流域特大洪水等自然灾害，从

不萎缩的坦荡胸襟。虽然俄罗斯一再

有鉴于此，除了一些公费生，这些

17世纪的万里茶道到当前正在实施的

强调不准备限制社交媒体的运用，但

年还是有中国学生自费前往俄罗斯学

油、气、电、路互联互通项目，两国人民

是眼看好兄弟如何管制国家，难免不

习，以较廉宜的方式留洋考取外国文

在岁月的长河中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会有所动摇。

凭。五年前，在我就读俄语的一间俄

息空白，导致中国差不多整整一代人
普遍弥漫一股即感激又缅怀的情绪。
这样在历史特定空间形成的情感枢纽
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取代的。

两个大国几乎占据半个世界的版图，若是处理不好，东西对抗和
猜疑只会加深和激化。希冀两国共同建立与西方和平对活的自信、
尊严、语言和软硬实力，西方可能会减少因中苏关系带来的极度焦
躁、妒忌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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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国立大学内就见证中国学生逐年

全长163公里。在这条高铁上，已经有

召开期间，各国政要在看烟花的时候，

减少，这些自费的学生毕业后也几乎没

来自中国北车的高铁车体等核心部件

普京把一条披肩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

有一个人留在俄罗斯，反而向往家乡蓬

和来自中国华为的信号系统。据悉，俄

近平夫人彭丽媛身上，后者优雅的接

勃的经济生机，年轻一辈有时还会对俄

罗斯有意建设2万公里新铁路，其中包

受，接着把披肩交给身旁的助手。事

罗斯有点鄙视的态度。然而随着中俄关

括5000公里高速铁路。 这无疑给中

件被西方媒体逮个正着，大做文章，称

系拉近，这样的情况肯定改变，以接纳

国带来无限商机。

为“披肩门”，过后信息在中国互联网

更多中国学生。

当两国热烈的交头接耳，冷眼旁

几乎被删除，可见其敏感程度。普京
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俄语媒体上表

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目前俄罗斯

观的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一直对中国

有两万名中国学生，约70%主修语言，

让步和妥协，俄罗斯仍是一个只偏重

中国教育部呼吁更多学生去俄罗斯修

输出天然资源却不事生产的国家。两

读工程课和高科技学科。对于那些不开

国的合作如果还涉及军事合作和区域

放给外国人的高科技和武器制造学科，

安全，更会让西方国家感到忐忑不安。

可否敞开大门也是值得关注的。在中

例如，日前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表示，

作为个人观感，我认为俄罗斯过去

国则有一万三千多名俄罗斯学生留学，

中国对与俄罗斯联合制造伊尔-114改

相对的对西方热切，对中国显得不冷

数字已逐年增加。俄罗斯教育部也准

进型支线客机表示出兴趣。他甚至表

不热，扭扭捏捏，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改

备加大力度鼓励中国学生来俄罗斯求

示在中方也需要这种飞机的前提下，

变。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两个大

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进平今年访问俄

俄罗斯将以崭新的技术平台基础上恢

国几乎占据半个世界的版图，若是处

罗斯时，表示已和俄罗斯协议将两国

复该机型的制造。该型客机能够用于

理不好，东西对抗和猜疑只会加深和

巡逻，也可用于军事目的。

激化。希冀两国共同建立与西方和平

交换学生的总数在2020年以前提高到
十万人。
将来，俄罗斯甚至会把中文变成普

出于对女士的尊重，认为引发的八卦
和不必要的争议是荒谬的。毕竟中苏
人民还是大不同的！

对活的自信、尊严、语言和软硬实力，

东西应和平对话，
减少猜疑和不安

遍教育的必读学科，这很有可能。2012

俄罗斯在西方背弃她时还有中国

年开始，圣彼得堡的第三十二中学是

对她不离不弃，大力推动经济合作，除

第一家将汉语纳入学分课的全日制普

了自救经济的颓势之外，也是实事求是

及教育的俄罗斯中学，该校选读汉语

的伺机引入投资，改变原料为主导的经

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短短两三年增

济结构，这对中国也是互赢，也给了中

加了三倍。

国企业不少商机。

学生不但大大增加，连中国的高铁

作为一个中立的海外华人，中国的

可能很快会开进俄罗斯。根据报道，

繁荣和稳健发展对海外华人来说是意

李克强总理出访，中国北车总裁奚国

义重大的。我希望两国在相互尊重和

华跟随前往，这是中国高铁列车制造

公平合作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长久

企业的老总首次随同总理出访推销高

以来的外交和民间友谊。然而就在中

铁。目前俄罗斯运行的高铁仅有一条

苏关系好不容易再度打得火热的时候，

为2014索契奥运会修建的连接奥运雪

两国思维上的差异还是值得注意和玩

山馆和奥运主场馆的索契高速铁路，

味。上个月在北京亚太经济组织会议

64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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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黄玉武

美国弗格森镇事件的
反思
2

014 年 8月9日在 美国密 苏里 州

后的抗议活动更是扩散到美国90个城市，甚

(Missouri)圣路易县的弗格森镇，一

至波及到了英国与加拿大。

位白人警察威尔逊(Wilson）射杀了18岁的非
裔人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过

在反思弗格森事件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
些背景材料。

后弗格森镇发生一系列抗议活动，圣路易斯警
方出动现代化的防雷装甲车，更以机枪指向示
威人群，一时间，小镇剑拔弩张，犹如战场。

• 弗格森镇约有2万1千人，白人占人口的
百分比由1980年85%降到2010年的29%，
非裔人占人口比率在相应年份由14%增加到

8月14日奥巴马总统发表讲话，呼吁对此
事件进行公开与公正的调查。弗格森镇旋即

69%。当地警员有90%是白人，6名市议员中
仅有1名非裔。

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整个事件在死者
下葬后暂时告一段落，案件亦随即交给陪审
团处理。11月24日警员威尔逊被判无罪，布朗
家庭与律师认为裁决不公。过后弗格森镇又
发生示威，商店被抢，车辆被烧。学校因此停

• 2013年该镇警所逮捕的嫌犯93%是非
裔，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美国其他同类型城市。
• 2012年非裔平均收入是33,000美元，
远比白人的57,000美元低。

课，多人被捕，弗格森镇一时间满目疮夷。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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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起因是思维，如果只有看到一个种族的缺点而忽略优点，
只看负面而忽略贡献，就难于避免偏见与傲慢。在一个多元种族的
社会里，各民族总不能一直认为自己的文明与文化比其他民族优秀。

• 在2007-2012年期间，非裔青年
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一倍。
• 据FBI统计，在2005-2012年间，
地方警察为“正当防卫或阻止暴力”每
年打死约400人。白人警察杀死非裔
的频率约为每周两次，每年约96宗。
• 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拥有枪械的
国家，全国约有两亿多枪支。
我们不能够根据上述情况就简单
下结论，认为美国是一个种族不平等的
国家。许多美国人一向认为美国是一个
自由、民主、平等与法治的国家。美国
的联邦法律更明文禁止在职场、学校与
社交场所发生种族歧视的行为。奥巴马
当选为总统以及其他非裔当了州长、市
长，甚至部长，也可以证明美国政治体
制具有任人惟贤和种族平等的务实精
神。从“水门事件”，克林顿的“丑闻”
以及一些政客下台都显示了新闻自由与
社会道德规范下美国的法治精神。然而

与技术水较低。当弗格森镇事件发生

美国、菲律宾与印度等，贫富悬殊的现

时，密苏里州圣路易大学历史系教授

象并没有随着执政党的轮替而改善，这

Dowden-White就直接指出这是一群

也许说明了民主制度的运行即使在良

生活于贫穷线下，学校教育与成绩相

好的竞选机制下也不一定能减少整个

对较差的群体。

社会的收入差距。这是因为自由经济体

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与技术创新进

制可以导致财富的集中，市场经济的运

程，根本没有为美国非裔族群带来什

转也可能会受到财富的操纵，并且催生

么显著的好处。受高等教育与拥有技

了一些利益团体，从而使所得分配不公

术和知识者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

的问题持续恶化，不易处理。

而一部份非技术的工作很快被发展中

选民的投票倾向也受到竞选宣传

国家的低薪工人取代。底层劳工工资

的影响。金钱、媒体和舆论导向、有限

更难增长，工作更加不稳定。一部份稳

的选择等等因素都会影响选举结果。

定的工作已被短期合同工所取代，工会

一些当选的国家领袖大选时都有吸引

会员比例也因此下降，从而削弱了工会

选民的竞选纲领，但在当选后，他们

通过集体商议（Collective bargaining)

所做所为却令多数选民失望。此外，

去改善劳动条件的力量。因此发达国家

投票率也会影响到民主选举的结果，

的许多底层劳动者在全球化过程中逐

在2013年弗格森市镇理事会选举中，

渐被边缘化。

非裔选票占大多数，然而全镇的投票

民主制度的局限

率只有12%。在非裔人口集中的东南
部，投票率仅有2%。究其原因，可能是

弗格森镇事件及其他类似现象又该如

很少人会否认，美国是一个民主国

何解释？那些反映美国体制的普世价

家。奥巴马当选后也的确为美国非裔底

值是否只是“政治神话”？或者这一系

层群众做了不少事，粮票，长期失业金

列现象只是说明在一个现代化社会，要

救济等政策都有利于美国弱势群体，

达到种族平等就是那么复杂与艰难？

包括非裔。美国非裔精英也积极参与

法律反映了公民行为的社会规范，

政治，包括民主与共和两大政党。在处

提供一个框架和准则让人民与执法机

美国社会的病症：

理弗格森镇事件中，一些非裔人士也

构共同参考，决定是非。然而“道高一

日趋悬殊的收入不均

呼吁示威者冷静，应该通过投票的民

尺，魔高一丈”。在诸多法规下，逃税、

主程序去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贪污与其他不合法行为仍然会发生。南

根据OECD 2011年的统计，美国

选民对政治缺乏兴趣；也可能是他们对
政治体制失去信心。

教育与文化政策必须到位

是发达国家中所得分配最不平等的国

关键问题是民主制度是否能有效

北战争解放黑奴已有150年，美国民权

家之一。美国的基尼系数(Gini-coef-

地改善民生与促进社会公正？在每人

法案到了2014年已通过了50年，1968

ficient)是0.477，比欧洲十七个OECD

一票与中下层收入的选民占大多数的

年枪杀非裔民权领袖马丁·路德的事件

成员国平均的0.30系数高许多。在美

情况下，我们可以假定当选的许多议

也将过去了近50年，但到现在，美国种

国 社 会里，一 般非裔 美国 人收 入 较

员与部长都会积极地为大部份选民谋

族之间的冲突仍不断发生，这不正说明

差，贫穷人口和失业比例较高，受教育

求福利。然而一些公认的民主国家，如

了法治的局限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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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文化政策面对的一项挑战，

业界、教育界、军队、文化表演和体育

而产生的冲突，正好也反映了这个社

是如何在促进种族间相互了解基础上

等领域都有非裔的参与。非裔在体育

会的确有“病”，必须接受“治疗”。美

去培育国民包容的心态。每个种族文

与文化方面的成绩令人侧目。一般美

国社会应该要有勇气和智慧拿出治疗

化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条件。每个种族

国人也会为非裔运动员的成绩感到骄

这个“社会综合病症”的方案，其他存

也因此有其独特文化、价值观念和风

傲。美国的白人对非裔网球女冠军威

在种族不平等的国家也是一样要找出

俗习惯等。各个种族的文化与价值观

廉斯的高收入与美国非裔对待微软总

适合他们的策略。因此对于美国人民

念可能相似，也可能千差万别，甚至互

裁比尔·盖茨的成就都能持正面的态

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还是有

为矛盾。各种民族的和睦共处就必须

度，承认“能者多得”。从很多这样的

选择的。他们可以编制出一幅达致种

要建立在异中求同，相互包容与彼此

事实看，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人不分种

族平等与社会和谐的路线图，也可以

信任的基础上。

族都可能，也可以分享共同的价值观。

选择继续现有的政策与机制。弗格森

从学前教育开始一直到大学，绝大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白人与非裔之间存

镇事件是否会再重演，规模是否会更

部分的学生的思想都相当开放，就如一

在文化的差异，也正因为过去的历史因

大，完全取决于美国人自身，特别是美

张白纸，在老师与家长的教导下去绘制

素和当下的分配不均，使种族不平等问

国的政治和社会领袖的智慧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对于美国历史的解

题长期都得不到较好的解决。

本文没有利用弗格森镇事件去批

读、非裔对美国发展的贡献，以及非裔

偏见的起因是思维，如果总只看到

评美国制度的意图；这次事件的起因

的文化与特征等等课题都会影响到其

一个种族的缺点却不能正视其优点，只

是枪支泛滥，警察超用权力，白人对非

他美国人成年后的“种族观”。幸运的

看其负面而忽略其贡献，偏见与傲慢就

裔的偏见，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制度性

是美国的大部分非裔与白人的宗教信

难以避免。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

因素？因为缺乏资料与讯息，本文无

仰相同，而且都大致上会认同美国文

各民族总不能一直认为自己的文明与文

法详细分析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

化。教师队伍与学生的种族比重，教

化比其他民族优秀。然而在一系列数据

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旨在指

材的内容的编选，课外活动的安排，文

与事件的影响下，偏见也会开始形成，

出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要创造一个

化节目的选择等等都是我们必须慎重

看不起非裔的潜意识并没有消除。譬如

多元社会的诸多挑战。我们暂时还不

考量的因素。

在弗格森镇事件发生后，美国一间著名

能预估弗格森事件对美国未来可能产

在多元 种 族 社 会 促 进 互信与包

的民调机构(Pew Research Centre)在

生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仍然

容时，面对的一项困难就是人的主观

一项调查中发现，有80%非裔认为种

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国家，奥巴马总统

性——人都会自我肯定，也都可能随意

族问题是重要的，而白人的比率只有

最近在国会反对声中坚持通过了移民

做出假设。任何种族都可能会认为自身

37%。有关社区警察的信任度的调查

改革的措施，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美国

的文化优秀得体，自己的宗教教义最富

也是“黑白分明”：白人相信警察不会

必须重视弗格森镇事件的影响，否则

理性。另一项令人担心的情形是一个人

过度使用权力的比率是74%，与非裔的

种族冲突事件将会不断地去撕裂美国

或一族群认为自己已经非常包容，很了

38%差距很大。在一部分白人脑海里，

社会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

解其他种族的文化与诉求。他们这样的

非裔就是穷，闹，粗鲁，教育水平低，犯

主观假定，为他们进一步了解异族制造

罪率高。对于一个自诩为最民主西方大

了无形的障碍，也扩大了彼此信任的鸿

国，这难道不是悲剧吗？美国现在存在

沟。我们希望学校能通过教育引导，政

的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说到底就是种族

府能透过艺术文化活动去纠正各个族

貌相(Racial Profiling)的偏见。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群的自我心态，避免让那些“假设”变
成阻止改善种族关系的绊脚石。

共识与偏见

弗格森镇事件的启示
弗格森镇事件将会持续发酵。美
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与不同种族将不可

在美国没有人会去怀疑非裔公民

能也不会都接受陪审团的判决。然而

对国家的忠诚。在政坛、政府机构、企

当一个社会经常发生种族间因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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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调色盘 台
让台湾选举变色

湾历来最大规模的选举活动在2014
年11月底举行，其结果不仅打破许

多人的眼镜，也带来许多值得解读的标志性
警示和意义。
执政的国民党在直辖市与县市长方面，总

得票率只有40.7%，疆域从十五座城池败退到
六座，其中六大直辖都会只保住了新北市一

╱ 文  : 陈迎竹

座；此消彼长，民进党加上无党籍的柯文哲
则勇夺十四席，出乎许多观察者意料之外。
这样的选举结果改变了台湾长期以来国

在台湾的政治发展历程中，知识界
的参与具有关键意义，除了直接投身
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也积极投入、创
建、支援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对社会
发展过程的成熟与茁壮非常重要，
这些团体在民主化前后涌现，至今
更加蓬勃。

民党拥有潜在稍多数支持者的现象，即使在
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这一现象依然存在。但
这一次，不仅反映出国民党的执政受到严重的
唾弃，也清楚看到选民的质量出现巨大变化。

国民党为何惨败
国民党的败选可以归纳为几大原因：
一：马英九因素。马英九上任六年的表现
中规中矩，虽然他和国民党各地参选人一再打
出“政绩牌”，但难以感动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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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马英九在选举年集中出现

变了选举活动的进行模式。《新新闻》

也适逢股市崩盘、传统产业陷入转型困

多项败笔，包括年初的太阳花学运，

杂志在评论台北市长柯文哲与落选的国

境，加上经济政策失误等因素，造成不

没有迅速处理好，拖延成为暴力收场；

民党候选人连胜文时就比喻，辅选的马

少人对民主化产生质疑。但学术界早有

此外，对付立法院长王金平，闪电出

英九是Web1.0，只能读，不能互动；连

人指出，政治与经济本来就不必然相互

手，却无法得到党内同志的支持，虎头

胜文是Web2.0，可以和选民互动；但

影响，否则的话，绝对集权的朝鲜应该

蛇尾，失败告终。这两件事严重曝露马

柯文哲已经进化到Web3.0，不但能与

是亚洲第一富国才对，把经济成果归诸

英九处事手腕的缺陷，不仅让自己灰头

选民互动，还能开放应用程式界面，让

政治体制的因，是一种不美丽的误会。

土脸，也留给社会乃至国民党的支持者

选民直接参与自己的选举提供协助。

很大的负面印象，在短时间到来的选举
期中发酵，重挫全党选情。

台湾公民社会的成长、茁壮

在台湾的政治发展历程中，知识界
的参与具有关键意义，除了直接投身政
治运动，知识分子也积极投入、创建、

二：候选人因素与政经僵局。马英

台湾是亚洲民主国家中少数相对

支援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对社会发展

九的上台本来给台湾人带来不少期许，

稳定的政体，选举过程高度透明与相

过程的成熟与茁壮非常重要，这些团

但几年下来的政治和经济并没有出现

对和平，从蒋经国在1987年结束威权

体在民主化前后涌现，至今更加蓬勃。

期待中的新气象，行政院长换了一个

体制，彻底走出两千年皇权政治之后，

他们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环保、妇

又一个，反而进入暮气沉沉的怪圈，这

仅仅一代人达到相当高的民主素质，

女、教育、政治、动物保育、农民权益

给媒体和政敌带来越来越多的话题，

与日韩同步，避免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等等全方位的课题，提出来自民间的主

包括马个人的小圈子性格等等，使得

荒腔走板、变形扭曲的现象，其中关

张，透过在野政治力量的协助与自由化

作为格局打不开。而最致命的，莫过

键之一，应该是国民的教育水平与公

的环境，对政府施政带来压力，迫使官

于台湾薪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
“大学

民意识素养。

方做出妥协，无法一意孤行，必须更关
注地方与民众的意愿。

生起薪22K”的话题延烧了一整年，执

除了在日据时期已经相当普及的

政当局任由媒体炒作，始终拿不出应

教育，台湾在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之

在这次选举中，另一个非常值得关

对的改革方案，实实在在打击了执政

后积极发展的教育体制以及大量知识

注的现象是，数百名年轻人参与基层

党的威信。而选举中的多个候选人依

分子的哺育下，二战之后的文化水平

（村里长、乡镇民代表、县市议员）选

然是国民党老面孔，或政治世家，这

一直领先东亚，这不但有助于它的经

举，有些甚至自组小党关心地方议题，

与已然摆脱陈水扁时代贪腐影响的在

济与文化教育发展，对于后来的政治

例如新竹就有人成立了一个树党，而成

野党和无党籍候选人一比，选民更愿

转型，也具有关键作用。延续大陆时代

立多年的绿党则越来越受到民众肯定。

意相信“换人做做看”。

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两蒋时代

三：选民结构。选后结果显示，这
其实才是这次选举极其关键的影响因
素。这次选举首投族（首次满20岁投票
年龄的选民）62万，占全体选民（1800
万）的3.5%，但如果计算35岁以下选
民，则达522万，他们也更积极出来投
票。这些选民的特征是全部在台湾党外

的台湾继续这项使命，结合台湾本土知
识界，为后来的政治改变创造了肥沃的
土壤。蒋经国后期的党禁与报禁解除，
除了是对长期的党外运动和台湾内外
压力冲击的积极回应，也蕴含他深切
的人格反思，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
时势的结果。

年轻人积极投入问政，一方面是不
满政经现状，另一方面与2014年初的
太阳花学运有密切关系，它唤醒年轻
世代的政治意识，不管支持哪一方面，
投入政治才能影响政策，决定自己的
未来。这些年轻人为政治带来相对清
新的感觉，有别于传统上依靠地方势
力借人情影响选民的运作方式，年轻世

民主运动的高潮“美丽岛事件”（1979

李登辉时代的一些作为具有深化

代更多仰赖亲身接触、说明理念去争取

年12月）以后出生，他们成长的岁月逐

台湾民主的意义（例如修正足以惩治

民众，动员与宣传则大量运用新媒体和

步摆脱了政治恐惧感，多了对社会与

异己、妨碍民主的“刑法100条”），却

志同道合的伙伴。估计这一革命性的形

个人权益的思考。近二十年来的网络潮

也因为传统秩序的裂解导致龙蛇混杂

式会在未来越来越普及，也将更深入影

流，更使得选民在定性定向、喂食式的

进入政坛，政客恣意滥用自由的政治

响今后的选战。

传统媒体之外，多了许多自主思辨、讨

体制，而削弱了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期

论和连接的空间，这在极大程度上改

待值，被视为“乱象”。民主化后的台湾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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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字获选
说明什么问题？

抗

“

“乱  

字在2014年《联合早报》“字

次是低通胀。产能过剩和低增长压抑了价格

述一年”年度汉字投选活动中

上涨的空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会出现

战胜竞争者，成功获选。这个结果说明什么

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第三，全球化趋势出

问题？为什么“乱”字在人们心目中能够占有

现逆转甚至倒退。虽然近年来没有出现大规

如此重要的地位？当今的世界真的很乱吗？

模的关税壁垒，但诸如“反倾销”诉讼等非关
税壁垒却屡见不鲜。不少国家中反对接纳新

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其实，世界经济目前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

流动设立更高的门槛。另一方面，限制国际间

转折点，走向新常态。
“乱”字之所以能够脱颖

资本流动、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这个新常态

在欧盟各国，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党近来也

的不安和不适应。那么这个新常态都有哪些特

获得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在台湾，
“太阳花

征呢？我认为主要有三大特征。首先是经济的

学运”成功地阻止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低增长。无论是日本、欧洲，还是中国和其它

在立法院获得通过。

新兴经济体，都进入了低速增长的轨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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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已成为主流民意，有的还为劳动力的跨国

新常态的三大特征有相互加强的

少。提高消费税虽然可以增加税收，但

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

作用。低增长减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

是它的累退性质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分析，当资本净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

机会，加强了反全球化的力量；低通胀

也使各国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慎重

时，资本持有者只需储蓄小部分资本收

和通缩使投资者趋向保守，低投资导

行事。第三，全球化使收入不平等在

益就能使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值不断

致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化的逆

许多国家加剧。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竞

扩大，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会

转也会阻碍经济增长，延续低通胀或

争加强使得政府更加注重效率；另一

不断挤压工资收入的比重。他预测，资

者通缩。

方面，财政收入的减少和社会福利开

本净收益率将维持在4%左右，而世界

支的增加使政府无法顾及公平。全球

经济增长率则会从2050年以前的3%

化也使资本拥有者可以利用避税天堂

下降到下半世纪的1.5%；如果不实行

逃税，进一步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最重

有效的平等化政策，21世纪将重现19

要的是，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

世纪财富与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的状

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没有有效的国际

态。皮凯蒂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向

间补偿机制，也没有世界性的福利制

承袭制资本主义倒退，越来越多人的

度加以舒缓。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使

主要收入靠财富继承而不是靠劳动创

资本主义再次“变坏”了。所以，全球化

新，致富靠的主要是“拼爹”而不是努

的冲击是新常态的第一个决定因素。

力和才能。皮凯蒂的著作引起了全世

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是对全球化冲
击的自然反应。目前这一波的全球化
浪潮始于上世纪70年代，并以中国的
改革开放，欧元区的建立，冷战的结
束，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和关贸总协定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以及世界贸易
组织的成立作为重要里程碑。然而，随
着全球化负面冲击的突显，人们对全球
化的热情已经大幅度下降。那么全球

界对财富分配、收入分配、资产累进

化造成哪些负面冲击呢？首先，全球

除了上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

化带来生产中心和产业结构的剧烈重

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中等收入职

组。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经济体参

位的减少。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

与国际生产分工，分别成为“世界的工

等收入职位的增加大大落后于高收入

青年人一般都会关注这些问题：走

厂”和“世界的办公室 ”，不少国家和

和低收入职位的增加，一些中等收入

出校门后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收入

地区由于企业的迁移和重组产生空洞

职位甚至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因为电

会不会逐年提高？和上一代相比，生活

化，大量工作职位消失，无法成功转

脑、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它改

会不会过得更好？皮凯蒂的预测使今

型的只能面临失业的厄运。其次，全球

变了信息收集、存储、查询、交流的方

天大部分年青人的美好愿望落空、令

化提升了跨国企业的谈判能力，但削弱

式，大幅度提升办公室自动化水平；它

他们自叹生不逢时。放眼欧洲，许多

了政府收税的能力。在企业外迁的威胁

导致管理结构的平坦化，大量减少中

国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要大幅度高于

下，各国政府被迫纷纷下调公司所得税

层管理人员的需求；它通过互联网产生

平均失业率。亚洲的四小龙也在经历

率和个人所得税率，财政收入因此减

“明星效应”，导致“赢者通吃”的结

转型的阵痛，年轻人难免要为自己的

果，扩大了全球化的影响。所以，信息

前途感到焦虑、感到不安。
“太阳花”

技术革命是新常态的第二个决定因素。

和“占领中环”应该都是这种焦躁不安

税、遗产税、避税天堂等重要课题的
兴趣和重视。

分别在台湾、香港的表现。新加坡人选

皮凯蒂呼吁实行“有效的
平等化政策”
最后，人口增长放缓也起了关键作

了一个“乱”字，除了眼睛看着乱，或许
自己心里也乱。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还
需要慢慢适应。

用。在日本、欧洲、甚至中国，人口增长
放缓使经济增长的速度缓慢下来。世

   作者为国大李光耀政策研究所教授

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50-1970
年的1. 9 %降 低 到19 9 0 -2 012 年的
1.3%。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了2030
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将会下降到
0.4%，回到18世纪的水平。按照法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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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宽松与经济成长
如
╱ 文  : 陆锦坤

何解决失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回顾美国2008金融海啸时，推行如此巨

是 所有国家政府都觉得棘手的问

量的货币供应给银行金融界实属不得已，是

题，当今的先进发达国家的政府更是如此。

没办法中之办法。原先的目的，就是要挽救美

2008年美国陷入金融海啸危机，联邦储备局

国金融体系不致崩塌，并重组金融体系，减

便展开几轮货币宽松政策来解决这危机，并

低金融海啸所造成的损失，并试图将部分损

特别声明在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六及通货膨胀

失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再者，从大量印钞

率达到百分之二时，便会逐步收回货币宽松

票，增加流动性，使经济活动得以继续，以换

政策并提高利率(注一)。日本也因经济不振，安

取时间来解决另外的经济成长与失业问题。

倍政府不得不追随美国，积极推行货币宽松

简言之，推行货币宽松政策之最终目的，就是

政策，来刺激经济成长，并希望藉此让日本

增加货币流动性让当时有可能破产的银行，

的通货膨胀率能提升至百分之一，以期解决

有足够流动性支持，令市场货币供应转移稳

二十多年来的通货紧缩困境(注二)。中国也为了

定，并以降低利率来鼓励商家向银行贷款进

要保持经济成长在百分之七点五，而推行短期

行投资；同时促进民间消费增加，以及增加出

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内部消费，同时促进流

口与公共开支等，期望最终能刺激经济成长，

动率，以解决银行资金流动性不足的困境。近

并降低失业率。

期的欧盟也忍不住要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希望
能解决自身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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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孟，便
是大力支持推行货币宽松政策之重要学者。

美国能成功的推行货币宽松政策来处理其金融危机，主要基於其
特有的国情所至，但也不愧是一种金融‘创新行为’。这也是令美国货
币学派引以为荣的意外成果。明显的，从美国这次成功的以货币政策
来解决其经济与失业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货币主义能与凯恩
斯经济哲学在解决经济危机实践中起一定的功效。

他不只支持货币宽松政策，更多次呼

不得不流入市场，但还是没有引起恶

的国情所至，但也不愧是一种金融“创

吁联邦储备局，应大胆大幅度加快货

性通胀。不过，少部分流到新兴国家

新行为”。这也是令美国货币学派引以

币宽松政策，以便达到经济成长及降

如中国、印度、巴西及越南等，造成这

为荣的意外成果。明显的，美国这次

低失业率。

些新兴国家强劲经济成长，市景虽一片

成功地以货币政策来解决其经济与失

繁荣，却同时引起通胀之趋势。

业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货币主

货币宽松未促进实体经济

在美国推行货币宽松的初期，欧元

义能与凯恩斯经济哲学(注四)，在解决经
济危机实践中起一定的功效。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却

区却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强迫欧元区各

不认同这货币宽松政策，并认为这会使

国政府降低政府赤字，并促其政府紧缩

不论是以理论或实践而言，美国货

通货膨胀恶化重现，也未必能支持经济

财政开支。结果整体欧元区经济成长不

币宽松政策，似乎已成为未来各先进

成长。这些反对者都认为，即使超低利

断下滑，失业率依然高企，终于彻底陷入

国，在思考采用解决经济问题时的上

率也不可能鼓励及推动企业增加投资，

通货紧缩困境。因此国际货币局与欧盟

策，虽然各先进国也同时面对难以逆

也很难让消费者多消费。因为在经济

央行在近期内改弦易辙，不断呼吁欧元

转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不过，从这次美

低迷，需求不足，及降低供求时、大量

应采取货币宽松政策，藉此刺激经济成

国货币推行宽松政策的经验与成果看，

的生产设施及厂房被闲置、劳动力大

长、降低失业率、解除通货紧缩。然而，

其依然似乎是解决失业问题最佳方法。

减致使失业率高企，哪还能提高消费

有碍于欧元区政治与经济结构各有差

同时，这过程也证实解决失业问题的难

能力？例如：当时尤其新加坡企业界，

异，尤其是目前各国民族主义高涨，要整

度，绝对不比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低。

都认为手持现金是最大的优势及最安

体一致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实在不易。

全，可避免被银行抽资的危险。
2008-2009年， 美国大力推行货
币宽松政策时

作者为本刊编辑顾问

美国能成功地推行货币宽松政策
来处理其金融危机，主要基于其特有

，大家都看准美元会

(注三)

大幅度贬值。但这6-7年来，让我们感

注一： 在2014年十二月份，最后一场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中，储备局决议

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国大印钞票却

维持基准利率在0-0.025%不变，但预测明年美国经济成长在2.6-3%，

没有令美元大幅度贬值，至今反而使

失业率可望由十二月份5.8%降到5.2-5.3%。由于近期油价跌势使其通

美元不断走强，也未带来恶性通货膨

膨走缓，预测明年通膨率将介于1-1.6%。因此，虽原有市场纷纷预测明

胀？其通货膨胀率依然未达到储备局

年初有升息之可能，现却可能延缓至2015年中，甚至2015年下旬。

所定下的百分之二目标，而总在百分之

注二： 经济学家Erving Fisher，对19世纪及20世纪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作出

一至二之间徘徊。其实，美国开始推行

观察与研究，认为通货紧缩是源自政府过度负债所至。目前日本负债率

货币宽松政策时，其储备局所抛出的资

是全球最高，超过其GDP的两巴仙以上。依Erving Fisher的结论，日本

金，大多数留到银行体系里，结果当然
不足以推动实体经济活动，就不会引来
恶性通货膨胀。当储备局见不到政策

陷入20多年的经济不景，似乎无可避免的。
注三：联邦储备局通过多印钞票，或透过账面所增加银行准备金账户内金额
来支付它所收购的政府公债或银行抵押债。

奏效时，便继续大量抛出资金及降低

注四： 凯恩斯经济哲学认为在经济不景时，政府可主动地干预经济活动，例如

利率，以迫使银行体系不得不寻找资

政府增加开支，以此作为向全体公民提供就业机会并使经济走向繁荣的

金出路。在这现实操作下，大部分资金

最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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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操纵利率
汇率的丑闻

林、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
20家银行也涉及操纵汇率。证据显示,这些银
行的外汇交易员（人数高达133人）串通起来，
操纵新加坡银行业协会的无本金交割远期外
汇（NDF）的报价, 操纵的目的当然是让他们
得以从中受惠。这牵涉到操纵三种基准利率
和汇率，它们分别为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

翻

开2014年11月份的《联合早报》，发
现有关于银行在金融市场的丑闻报

道特别多。

╱ 文  : 陈定远

令吉和越南盾三种货币。
然而，不知何故，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并没
有就它们操纵汇率的严重犯罪行为处以高额

首先是11月7日报载，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的罚款。其惩罚方式可谓别出心裁，规定它

(中央银行) 已经向20家欧美和新加坡银行返

们必须拨出额外的准备金，存放在金融管理

还了约77亿美元 (约100亿新元) 的款项。这笔

局，数额从1亿美元的额外准备金到12亿美元

款项是对这些银行因为涉及非法操纵汇率，而

不等，视其涉案的严重程度高低而定。额外的

惩罚它们必须在该局增加存放的额外准备金。

准备金存放为期一年，如果银行在这其间能完

第二条是11月12日的报道，欧美各国金融
监管机构对银行操纵汇率一案作出裁决，向
涉及作案的全球五大银行开出高达34亿美元
的巨额罚单。

善其监管机制，金融管理局当如数退还准备
金；如果一年后，银行仍未能妥善纠正，则继
续扣留其准备金，直至其表现令金融管理局
满意为止。这样的处理如同法庭处以取保候
审，或判决罪成后缓刑有点类似。

第三是11月17日，《联合早报》财经版刊
出一条新闻曰：富峰债券诉讼了结，苦主追回
2500万元，说的是有数千新加坡人被摩根士
丹利投资银行误导，投资债券，以致投资血
本无归。

同欧美的前例相比，这样的惩罚可说是
太轻了。对最高的额外准备金12亿美元而言，
倘若利息以年利率3%来计算，为期一年，其

第四条新闻报道了英国中央银行行长卡

损失也只不过360万美元而已；而对最低1亿

尼对于这些金融乱象的看法，并提出其治理

美元的额外准备金，其成本也只区区30万美

意见。这里限于篇幅，只讨论第一和第二条

元，比起欧美动辄就是以亿元计的罚金，似乎

新闻。

是小巫见大巫。

巨额的罚单

在新加坡，这20家涉案银行分别为：瑞
士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ING集团、美

读了第一和第二条新闻，让人感到困惑：

银美林、法国巴黎银行、华侨银行、巴克莱银

同是银行，又同是操纵利率和汇率的犯罪行

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瑞士信贷集团、德意

为，为什么欧美监管机构对涉案银行开出的

志银行、标准渣打、新加坡星展银行、大华银

是巨额罚单，而新加坡对涉案银行的处罚却

行、澳新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麦格理、

有所差异。

东京三菱日联银行集团、汇丰控股和德国商业

先看第一个发生在新加坡的金融丑闻。
话说在2012年，美英两国对操纵伦敦银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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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巫见大巫

银行。上述银行的排列乃按照其所牵涉到的额
外准备金大小来排列。

业隔夜拆息利率（Libor）的巴克莱银行处以

2014年12月，涉案银行由于“行为良好”，

4.5亿美元罚款之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通过

“监管到位”，已经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取回

银行内部调查也发现，包括瑞士银行、美银美

它们存放在那儿的额外准备金。该局称：
“这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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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银行已经完成了补救行动，加强了针

的而已，不过是冰山一角，肯定还有很

要有很多银行的共同合作，而如今利率

对基准提交和交易业务的企业治理，内

多仍藏在水下，也许永远不为人所知。

和汇率受到操纵，可见牵涉到的银行数

部控制和监督体系1亿美元的额外准备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于2012

目一定很大，参与的人员一定很多。

金”。这宗史无前例的金融操纵案，涉案

年公布了一些文件，透露早在2007年

银行高达20家，涉案人数则高达133人，

便发现有人为操纵基准利率Libor的

经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发落，这丑陋

迹象，他们曾通知英格兰银行, 请其设

的一章算是结束了。但人们不禁要问，

法改变每个交易日Libor的制定办法，

为什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银行操纵

可惜英格兰银行并没有采取行动，填

利率汇率的处罚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

补漏洞，以致基准利率继续被人利用。

第二个新闻刊于11月12日的报纸，

在新加坡的操纵个案中涉案的有

要面对的诉讼至少有七宗，单单美国汇

全球五大银行即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

133人，在欧美的确实涉案人数虽然

融及美国住宅按揭抵押证券的诉讼，

银行、瑞士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及花旗

没有公布，但也有数十人。涉案人数如

其罚金就可能分别高达24.6亿美元及

银行，同意接受美国、英国和瑞士金融

此之大，可见在金融市场里，道德缺失

16亿美元。据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透

监管当局开出的总共高达34亿美元的

异常严重，利益熏心，监管若没有到

露，他们也已发现瑞士银行的员工在

巨额罚单。其中，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位，使得贪婪的人有机会钻空子，饱其

贵金属交易市场中有严重不当的行为。

对五家银行总共处以17.7亿美元的罚

私囊。

一些银行也被指串通起来操纵黄金及

款，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则处以
14.8亿美元的罚金，不过瑞士金融市
场监管局只对瑞士银行处以1.34亿瑞
郎(约合1.38亿美元)的罚金。

已经发现的操纵利率和汇率的其
他案例还有：2012年6月，瑞士银行集
团因操纵Libor被英国监管机构罚款
15.3亿美元；同年12月，巴克莱银行也
因为涉及同类操纵，被当局罚款4.5亿
美元。就汇丰银行集团来说，它未来将

黄金衍生品合约的价格。欧盟竞争委

利率受操纵？
至于为什么操纵市场利率和汇率会
牵涉到那么多人？现以伦敦银行同业隔

员会已初步认定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汇丰银行和摩根大通三家银行涉嫌操
纵欧元利率衍生品价格。

经过长达近一年的调查，这五大

夜拆息率（Libor）为例来说明，就能知

以上种种，正如孟子所说：天下熙

银行被发现确实在操 纵全球外汇交

道操纵市场利率和汇率绝非易事。在

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原

易市场。外汇市场是全球交易规模最

伦敦，每个交易日的早上，为决定当日

来金融市场的建立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大、流动性最强的市场，每天的交易量

开市的Libor, 伦敦的英国银行协会请

的，然而，笔者认为，在今天的金融市

高达5.3万亿美元，伦敦作为全球最大

一组为数共18间的国际大银行报上它

场里，充满了贪婪，也许在金融市场里

的金融中心，其外汇交易量占全球总

们认为是当日的利率，英国银行协会

进行的种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破坏

量的40%。

然后会从报上的18个利率中，剔除最高

已经大于它对实体经济的贡献。

据报道，这个操纵行为是彭博社

的4个报价和最低的4个报价，再以剩下

监测到。2013年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的10个报价计算其平均值，于上午11时

伦敦外汇市场上美元对加元汇率波动

半将其交由路透社向市场发布。这是一

异常，首先是20分钟内暴涨0.57%，但

个制定得极其严格的定价机制，目的是

在随后一小时内又失掉近三分之二的

避免利率受到操纵，如要操纵利率，需

这是一个必须再进一步深入探讨
的课题，让我们进一步深思分析。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
企业管理学院教授

涨幅。类似这样的激烈汇率波动在下
来的日子里经常出现，这肯定不是简
单的市场供需行为所能解释的，里面
显然有人为操纵的因素存在。金融监
管机构于是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参
与操纵汇率的银行有上述五家，涉案
人员达数十人。
上面所述银行操纵利率和汇率的
例子，只不过是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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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与人民币直接交易
意义深远
新

加坡作为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

新元能与人民币直接交易，对新加坡来说

地位，去年可说是取得进一步巩固。

具有多层意义。最明显的效益就是促进经贸

10月底新中两国宣布市场久盼了的人民币对新

结付便利化。在没有直接交易前，企业若要兑

元可直接交易，不只承续双方之前推行的工业

换大量新元与人民币，都先要兑换成美元。

园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工作，也为日后开展发

直接交易就有利于形成人民币对新元直接汇

掘更多人民币投资功能铺路。由于这项重要安

率，将让中国企业和在中国的新加坡企业能

排的宣布时间恰逢香港“占中”事件延烧，不

更有效地管理外汇风险，降低企业的汇兑成

免引发各种遐想，新加坡或能在人民币接下来

本。长远而言，伴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

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离岸人民币和中国国内人民币的汇差有望进

中国去年10月28日宣布启动新元对人民
币的直接交易，并允许中国人民币合格境内

一步收窄，这意味着直接交易所带来的成本
节省也料将更为可观。

机构投资者（Renminbi Qualified Domestic

但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其实

Institutional Investor，简称RQDII）投资新加

更看重的是人民币与新元直接交易所能催生

坡资本市场的安排。双方同意在金融市场和

出的投资融资效益。自从中国2009年7月开

保险的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包括让中国金融

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来，除了发展贸易领

机构在新加坡直接发行人民币债券。

域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外，也在金融项下

其实早在宣布两国货币可直接交易安排
之前，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工作就已经在两国
政府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内

实施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促成外资在中
国资本市场交易的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RQDII、以及人民币跨境贷款等。

展开，获得商家企业的积极反应。中国人民银

也就因为这样，伴随两国货币直接交易同

行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苏州工业园

时宣布的RQDII，让新加坡成为中国境内机构

区内的企业在短短三个月内，向在新加坡的金

投资者的投资地，无疑是另一个亮眼的收获。

融机构进行了15亿人民币的离岸人民币融资。

尽管投资额度等一些细节安排还有待敲定. 新
加坡对RQDII有极高的期待，毕竟RQDII将能
分散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从而降低他们
的投资风险，同时新加坡企业也可通过这项
安排，从中国投资者获得人民币注资，两者都
可为新加坡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拓展
创新金融产品与工具的巨大潜能。
就以海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来说，这方
面的全球市场如今已经颇具规模且增长迅
速。根据信贷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估计，离岸人
民币债券发行金额就从2013年的3760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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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上升到去年首9个月4510亿人民币

协作发行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加坡

人民币业务方面的角色。约在两国货

的新高纪录。更为令人鼓舞的是，美国

单方面需求不足和人民币资金池尚小

币可直接交易的同时，新加坡10月底在

银行-美林（Bank of America-Merrill

有关，以致目前有意在新加坡发行人

北京就签署了由中国倡议，但欠缺美国

Lynich）研究行的报告指出，离岸人民

民币投资融资产品和工具的金融机构

的亚洲盟友加入的《筹建亚投行备忘

币债券市场已经不再仅仅由中资企业

和企业，必须优先考虑到引进海外投

录》，参与了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基础

发行，去年估计有百分之二十五（以离

资者的机制。无论是新加坡所配合两

设施建设银行项目，并支持中国国家

岸人民币计算）是跨国企业发行，而且

国货币直接交易所推出的人民币期货

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上倡导的

离岸人民币的平均限期也在拉长，将

合约交易，还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交

400亿美元丝绸之路基金，为沿线国

近一半是5年期或以上，显示企业对人

易，新加坡都有必要正视需求是否充足

家的互联互通项目提供融资援助，预

民币发债的信心逐渐增强，也相应反

的问题，而RQDII额度还有待确认的因

料这些步骤将有助于新加坡在亚投行

映出中国海内外企业对人民币国际化

素，就多少制约了新加坡对人民币创新

的运作和区域基础建设所带动的人民

进程的一种肯定。

金融产品与工具的开展进度。

币跨境流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据新加坡交易所表示，已经有近

事实上，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

事实上，新加坡在开拓离岸人民

100个离岸人民币债券上市，总筹资规

民币中心，正加快步伐拉大与新加坡

币的融资与投资功能方面并不全无优

模达960亿元人民币，其中去年9月由

在发挥人民币的投资和融资功能方面

势可言。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机制完善，

中国工商银行（ICBC）新加坡分行推出

的距离。除了去年11月17日实行的“沪

政治较为稳定，这个优势在沪港通去年

总值40亿人民币（约8亿2300新元）的

港通”（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

推迟开通期间就显得突出了。原定于去

“狮城债券”（Lion City Bond）就在

合交易所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

年10月27日开通的沪港通，后来就因香

新交所上市，最受市场瞩目。这款狮城

券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

港爆发“占领运动”而没能如期启动，

债券总共吸引来自香港、新加坡、台湾

上市的股票机制），香港还宣布几项促

直到11月17日才在北京获准下开通。

等亚洲投资者以及来自德国、意大利

进人民币投资和融资功能的安排和项

这起事件凸显出香港的优势不是绝对

等欧洲投资者的认购，认购额超过73

目，包括撤销港人兑换人民币额度上

的，尽管“占中”行动已经平息下来，

亿人民币，远超发行额，足可看出市场

限和人民币与融资上限，以及以人民

并没对当地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

对人民币债券的庞大需求。

币进行交易的亚洲商品期货合约等。

其间所呈现的香港社会裂痕不会很快
地消逝，因此新加坡在未来还是能凭

但必须指出的是，绝大部分的人民

更甚的是，其他离岸人民币中心也

币债券发行地仍然是香港，在新加坡发

纷纷推出各自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和安

行加上上市的人民币债券金额都远逊

排。作为欧洲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伦敦，

于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而且在

就发行英国首个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主

新加坡发行人民币债券至今都多倾向

权债券，也是全球首个在中国以外发行

总之，新元与人民币可直接交易，

以协作形式进行。就以工行新加坡分

的人民币主权债券。中国农业银行去年

对新中两国都大有裨益。新加坡作为中

行的狮城债券来说，其实共有三款发

8月初在台湾发行宝岛债，额度为20亿

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在东盟国家中作

行，除了一款在新交所独有上市外，另

人民币，使到中资银行在台湾发行的宝

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人民币国

岛债规模突破百亿人民币。

际化的进程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双

两款则在新交所和台北的证券柜台买
卖中心（GreTai Securities Markets）双

面对着香港的优势增强和其他离

重上市。即使是其他人民币投资产品方

岸人民币中心的急起直追，新加坡改善

面，也是偏向与其他岸外人民币中心合

人民币投资产品和融资工具的需求短

作。新加坡明年1月就将同拥有另一离

板以及人民币资金池规模不大的问题，

岸人民币枢纽伦敦的英国展开对话、

就显得刻不容缓了。幸好新加坡政府已

探讨两国如何合作发展以人民币为基

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正努力通过强化与

础的金融产品。

中国的经贸关系来增进新加坡在跨境

着其自身的各种优势，在拓展人民币
国际化所催生的融资与投资潜能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方货币可直接交易势必带来庞大效益。
随着两国借建交25周年的到来，相信
双方在人民币项目方面还会有更多合
作机会。（一人民币折合0.2117新元）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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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麟慰

从基本经济学
看整场“占领”运动
随

着铜锣湾的清场行动结束后，标志

济发展的根基，不过实践新制度时却不能急

着长达近80日的占领运动暂告一段

于一步到位，眼下不少国家因为过快的民主

落。整场“占中”运动的导火线是8月31日人

步伐而令到整体制度倒退；而利用“占领”方

大常委会对香港的政改方案「落闸」，学生及

法来争取民主，香港所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

泛民团体希望借着“占中”运动给予中央压

虽然多项数据反映占中对香港经济影响不大，

力推翻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重新政改咨询。

有些反而颇为正面（见表一），但它们并未反映

整个政改方案主要有三个重点： 一、1200人

一些重要的隐含成本（Implicit Cost）。成本是

的提委会由7%香港市民选出；二、每名候选人

经济学重要概念之一，略懂经济学的朋友也会

需得到过半数提委会委员支持；及三、最后只

知道成本不单是数字上的显性成本（Explicit

有二至三名特首候选人供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选

Cost），亦包含难以量化的隐含成本（Implicit

举。这无疑是一个富有筛选的选举制度，给予

Cost）。是次“占领”运动的影响虽然暂未体

市民选举的弹性较小，故激发香港部分市民不

现于显性成本之上，但法治的损害、信心的流

满，遂引发是次“占中”的行动。
笔者支持香港市民争取应有的民主制度，
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地方长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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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升了25%多，反观港股恒生指数

表一：「占领时期」的香港经济数据

却跌了0.8%（图一）。以往港股与内地

经济数据

详情

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第三季GDP同比增长2.7%，
  较第二季增速加快 0.9个百分点。

10月份旅客入境数据

10月录得521万旅客入境，按年升幅12.6%；
  来自内地的旅客人数按年亦有15.5%的增幅。

10月份零售数据

销货总值按年升1.4%，销货数量亦升4.3%。

楼价指数

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指数”由9月底的
128.1升至12月初的131.6。

汇丰香港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指数近4个月跌穿了50盛衰分界线，而且10月
“占领”时期的数据更由49.8跌至47.7水平

A股市场唇齿相依，如今两者大幅背
驰反映市场资金对香港的政治风险却
步，转移投向受减息刺激的A股市场。
读 者别 忘记 经 济 学 最基 础 的 成
本概念：
“机会成本”。占领者花了本
来可以做 更有建 设性事情的时间在
“占领”活动上，这些行为从经济学
观念上会令资源分配未能达至最优化
（Pareto Optimal），对社会造成无谓
损失（Deadweight Loss）。这些机会

图一：
“占领”期间恒生指数与上证综合指数表现比对图

成本以及无谓损失亦是难以量化，但
其损害性或比可以量化的显性成本更
为显著。
其实经此一役，笔者认为香港各界
都应该反思。首先争取民主的一方必须
要团结，撇下分歧，思考下一步部署。
香港民主步伐停滞不前，或多或少是
因为泛民主派各党派都怀着私心，各
怀鬼胎。若果要从建制派力量下争取
应得的民主必先要团结大众力量，取
得各界民心；是次“占领”的败笔就是
在于「失掉民心」。事件拖得愈久，受
影响的人就会愈多，民心必会转向；而

左轴：恒生指数
右轴：上证综合指数

且事件领导者亦缺乏大将之风，由头到
尾都由学生主导，
“占中三子”在这80日

首先，
“占领”运动间接挑起了市民

示指数近4个月跌穿了50盛衰分界线，

内出现次数廖廖可数，令人觉得“占领”

与警队之间的冲突，令部份市民与警方

而且10月“占领”时期的数据更由49.8

只是一场政治公关秀。香港市民是很实

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而且“占领”运

跌至47.7水平，反映商户对未来的营业

在的，在你不打扰我的情况下，又能为

动本身就是非法的行为，但有一部份

情况不乐观，以及投资意欲减少。商户

我争取民主，那他们当然会支持，这是

市民公然“占领”，这是挑战法治的权

担心“占领”会无限期持续，圣诞销情

正向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

威。法治是香港得以长期发展，获得

会受影响，而且就算“占领”完结，亦

但如今“占领”运动却为市民带来外部

投资者信心的一个重要基石及核心价

有很多不明朗因素。眼下旺角虽然已经

性成本（External Cost），民心必然流

值，法治损害无疑会令投资者信心却

成功清场，但每天的“鸠呜”团（普通话

失。笔者认为争取民主的一方要回归

步。代价之大何以量化，何以计算呢？

“购物”的谐音）游击战也对当区商户

理性，构思一个能够汇聚民心的方法，

再者，信心流失除了能在法治损害

带来滋扰，直接影响商铺人流。另外，

继续日后漫长的民主路。

方面体现之外，从商户的行为及预期也

从中港股市表现背驰亦能反映市场对

另一方面，这次运动不难发现一个

能略知一二。量化商户对未来经济信心

香港的信心流失。从“占领”日起计至

特点，就是整个运动都以学生及青年

的汇丰香港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

笔者执笔时（12月15日），上证综合指

人作为主导。这是政府需要注意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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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何愈来愈多青年人关心香港的
政治？主因不是因为通识科增加了他们
对政治接触的机会，而是因为年轻一代
对他们的未来感到忧虑。现今香港社
会贫富悬殊严重（坚尼系数：0.537）、
楼价高企，而且向上流动的空间不足，
通通都是令年轻人感到绝望的原因。
何泺生教授等人于2013年曾做了一份
有关香港社会向上流动性的研究，其
中（表二）实在值得我们深思（注一）。
1976年后出生的学位人士贫穷率反而
上升，而“上位”率与上一代相比却下
跌了不少；而且大学学位贬值，一般

及生活支出增加但回报却倒退的情况

个“青年舞会”等活动就想解决年轻人

非专科的毕业生的薪酬甚至比1997年

下，实在难怪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如此怨

的问题。

的有减无增，但这17年间香港中原城

声载道。所以政府必须要对症下药怎样

市领市指数(CCL)已升了62%，讽刺的

去解决此等社会问题，而非把年轻人问

是学费却有增无减。年轻人面对投资

题归咎于“通识科”或妄想单单举办一

作者郭玮旺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
客席讲师, 作者梁麟慰为卡顿书院金融系
讲师及研究主任

表二：不同年代拥有学位人士的贫穷率及“上位”率
年龄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出生

出生

出生

出生

出生

出生

21-25

7.26%

6.61%

4.25%

5.51%

8.08%

11.11%

(34.68%)

(21.35%)

(6.97%)

(7.09%)

(3.26%)

(6%)

0.7%

0.65%

1.08%

1.74%

1.73%

-

(54.28%)

(35.4%)

(34.48%)

(24.5%)

(27.83%)

1.05%

1.34%

1.87%

1.03%

(57.42%)

(62.81%)

(52.47%)

(52.64%)

1.89%

2.72%

1.58%

(71.83%)

(64.31%)

(67.58%)

1.86%

1.56%

(70.79%)

(74.62%)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1.83%
(77.2%)

＊ (  )内为“上位率”，贫穷率为低于当时香港收入中位数一半占所有劳工人口比例；而“上位率”则为高于香港收入中位数２倍或以上。

注一： L.S. Ho, K.W. Huang, and X. Wei (2013)：”Upward Earnings
Mobility on the Decline in Hong Kong? A Study Based on Census
Data,”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CPPS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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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键历史人物的
视野
每

每读史，总觉得关键历史人物之所

洲志》）和历代史志等增补为《海国图志》，向

以名留青史，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历

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科技发展的

史关节点上，这些人物的睿智、言论以及他们

情况, 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是这么大，

对时局的判断与预见，远远超越同时代人的

还有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这么多的

视野，而且历久弥新，至今看来，也没有过时

国家。林则徐结合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主

的感觉。

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议制造枪炮、轮船

在东亚近代化历史的进程中，中日两国是

和其他机器工业产品，加强海防、抵御外侮。

在同一起步点上的。两国都曾经有过一段长

林则 徐 辞 世 2 8 年后，1878 年，曾纪 泽

时期的锁国。两国国门的开启，都不是自愿的，

（1839-1890）奉旨赴英、法、俄任清政府驻

而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打开。

三国公使。曾纪泽在任职的八年半期间, 不仅

中国国门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签
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英国打开。13年
后，1853年，日本在 “黑船事件” (Kurofune
Raiko) 发生后，其国门被美国打开。

看到了外国的资本主义，也看到中西文化的差
别及政治制度的不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
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

中日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度，在经历此

曾纪泽使英期间，订购了“致远”、
“靖

重大事件后，不可能没有反应。他们都想到了

远”号巡洋舰，对中国新式海军的振兴寄予

“维新自强”。在实施此政策时，两国同时出

很大的期望。这两艘巡洋舰成了日后北洋海

现了一批极富远见的政治家。他们除了施展个

军的主力舰。

人抱负外，其实亦是两国国力的较量：日本经

北洋海军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具有

历明治维新，中国经历洋务运动。然而，由于

现代意义的海军。清朝创建与发展海军有一

国情迥异，在实施维新自强过程中，一个处于

个过程。当时的“海防”主要以防御自南方海

上升态势、一个处于下降态势，20余年后，逐

上入侵而来的敌人为其目的, 所以海军建设

渐拉开差距，两国国力开始易位。

的重心也置放于南方, 即呈现所谓“重南轻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个时代这批关键历史

北”的现象。

人物的事迹时，不禁肃然起敬。这些人怎么如

1870年中叶以后，在以往的西洋诸列强之

此聪明，如此有智慧。重温他们的言论，必可

中, 又增添了日本这个新敌人。用北洋大臣李

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鸿章（1823-1901）的话说：
“泰西虽强，尚在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
中国永远大患”。为了对付日本这个来自东方

林则徐（1785-1850）是近代中国睁眼看

海上的新威胁,作为近邻又是永久之患的紧张

世界的第一人。魏源（1794-1857）即是在他的

感，日本于是成了中国海军的假想敌, 也是建

嘱托下，将西方史地资料《四国志》（亦称《四

设北洋海军的推动力。李鸿章说：
“今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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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

(Ito Hirobumi  1841-1909)、木户孝允

从甲午战争起，“军事上先 发制

起见”，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对

(Kido Takayoshi 1833-1877)、山县有

人” 即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一直成为

中国的威胁。

朋 (Yamagata Aritomo  1838-1922)等

日本军队的传统。1894年7月25日，日

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成为明治维新

本偷击中国运兵船“高升号”；1937年

后日本的最高国策。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及1941年12月

1887年，曾纪泽卸任，回国担任
总理衙门大臣。他在香港《德臣西报》

7日“偷袭珍珠港”，用的都是不宣而

(The China Mail 1845-1974)发表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一局长小

〈中国先睡后醒论〉，引起很大震撼：

川又次 （Ogawa Mataji 1848-1909）

“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

提出《征讨清国方略》，其中提到：
“自

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

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

恃巩固之心”。《南京条约》签订后五

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

口通商，
“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

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

长 期 从事中国 近 代 海 军史研 究

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

行”。这就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

的年轻学人姜鸣，在最近出版的《甲

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

策，作了最完整的表述。

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

之吞东京（越南），始知欧洲人四面逼
近其地，势极形危险”。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
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会议的施政演讲中

战的伎俩。同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
全面学习西方，且在历史的关节点上，
善于抓住机遇，勇于主动进击，发扬首
创精神去书写历史，从而快速崛起。

社，2014年5月）一书中，引用了1876年
1月24日李鸿章会见日本使臣森有礼
（Mori Arinori   1847-1889）的一段

曾纪泽指出，1860年后，李鸿章

说：
“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

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今如他国再

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所谓

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他认

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

李（鸿章）问：你怎么看中西学问？

为：
“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

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

森（有礼）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

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

如若不保主权线与利益线，则国将不

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他七分仍系旧

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

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

样，已无用了。李（鸿章）问：日本西学

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这样

独立，独守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

有七分吗？森（有礼）答：五分尚没有。

的国家，不可称之为将亡之国。

线不可”。可见作为日本国策的以大陆

李（鸿章）问： 你们连衣冠都变了，怎

曾纪泽于1890年辞世。他没有想

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19世纪90

说没有五分？森（有礼）答：这是外貌，

到的是，他辞世四年后，甲午海战爆

年代初期，即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

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敝国上下俱好

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这只睡狮

成。

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

尚未睡醒！

历史总是令人感慨

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Mutsu
Munemitsu 1844-1897）是甲午战争
的策动者。他在1895年战胜中国后所

很有意义的对话，摘录如下（页 9）：

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沉
思道：久久自会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们后面继续的
对话：

我们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

写的回忆录《蹇蹇录》（1896年首版

的。日本是有备而来打这场战争的，这

问世，1929年中译本题为《日本帝国

森（有礼）说：据我看来，和约没

也是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的一个策略。

主义侵略中国外交秘史》,1963年复以

甚用处。李（鸿章）反驳道：两国和好

日本 野 心 家 和 思 想 家 吉田 松 阴

《蹇蹇录》为名,中译新本。蹇蹇，语出

全凭条约，怎能没用？森（有礼）说：

（Yoshida Shoin  1830-1859）是早

《易经》六十四卦之“蹇卦”。卦辞中有

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于国

期侵华理论的提倡者。他提出“得失互

所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指国

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

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主张在与欧美和

王的大臣忠心直谏，并非为己，而是为

（鸿章）说：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

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

公）中指出，当时日本政府确立的策略

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说：万国公

国。吉田松阴的这种主张，通过他开办

是：
“外交上居于被动地位”和“军事

法亦可不用。李（鸿章）说：叛约背公

的 “松下村塾”，影响了他的子弟。明

上先发制人”。陆奥宗光所说的这些谋

法，将为万国所不容。他还指着桌上酒

治维新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

划，反映出当年日本政客的不择手段。

杯打比方说：
“和”是和气，
“约”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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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
心有余力不足而已！”。回想10年前两
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观感，历史竟
是如此难堪和无情。
其实，真正有远见的还是法国的
政治家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
士德勋爵（清朝官方文书译作罗尔美
都 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来华谈判贸易失败后，回国时
途经圣赫勒拿岛(The Island of Saint
Helena)，拜访了在滑铁卢战败，被监
禁于该岛的拿破仑。他们之间的一段
谈话，很有意思。

曾纪泽，曾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

吉田松明，早期侵华理论的倡导者

束人心，如这酒杯，围住了，酒就不会

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

经历，认为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打开

泛溢。森（有礼）答：和气无孔不入，有

口参之。现虽经历中法战争，又开始努

国门。拿破仑评论说：
“要同这个幅员

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呢？”

力整顿海军，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

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

从他们对话中可以看出，日本 政

在法事甫定，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

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

治家信奉丛林法则 (The Law of the

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

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

Jungle，即自然界里生物学方面的物

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若此时日

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

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法

本与中国作战，是催其速强也。若平

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

则)，早将国际法看透了。今天我们反

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

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

思历史，要了解日本这些特征，才能更

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

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

好地与之相处。

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

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

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

阿美士德反驳说，
“中国在表面强大

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纸币，

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

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再

指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

看中国情形，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睡眠中的狮子。
“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

阿美士德首先讲述了自己在华的

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中
日两国各自代表自已国家利益的政治
家，亦曾彼此惺惺相惜。1885年4月，
李鸿章与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谈判

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

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撤兵问题，事后

中国国情，伊藤博文是不幸言中。

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推荐伊藤博文：
“该

10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1895

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

年3月、4月间，李鸿章前往日本，与伊

二百年后的今天，猛然穿越这段

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

藤博文谈判乞和。在第一次会谈时，

时空时，不禁要问：这只东方巨狮睡醒

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

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谈起中国的情况：

了吗？回想当年这批政治家的谈论与

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

“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李 鸿

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

章）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

公及早留意是幸”。

抱歉！”。李鸿章答曰：
“维时闻贵大臣

而伊藤博文也向日本政府报告：

（伊藤博文）纵论及此，不胜佩服，且

“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

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

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

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

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

目前时局，是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作者为本地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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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南治国

连士升的
文学遗产

缘 起
几年前，我尚在义安理工学院担任中文系
主任，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假义安理工学院
大礼堂举办连士升文集典藏版《回首四十年》
以及《少年美文》两书的发布，同时还邀请到
著名作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来和本地热衷
华文写作的青少年分享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
的心得。义安中文系师生参与了那次非常有
意义的活动的筹划和组织工作。讲座当天，有
超过1400名听众出席，使得那次活动成为本

连士升不仅见证了新马华人在经
历中国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马来亚独立和新加坡立国等
重 大 历史时 期 的复杂 起 落 的心路
历程和纠结莫名的身份焦虑，而且
也忠实笔录了这个剧变时代的声光
色 影 和自己作 为一 介书生 游 走 于
“穷”、
“达”之间的尴尬和漂移于
“入世”、
“出世”之间的无奈。

地近年来最具规模的文化盛事之一。
活动结束之后，我很有些感触：首先是连
士升的女儿连文思博士代表连氏家族结合
《回首四十年》和在座听众分享了连士升积极
勤勉而又谨慎低调的一生，让人对连士升先生
顿生敬意，《回首四十年》显然是连士升留给
后人的一份文学遗产；其次，连氏后人通过设
立“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鼓励新加坡年
轻人学习华文，持守华族传统美德，以此缅怀
先人，同时各自不断努力，在不同的行业里敢
执牛耳的实绩也给在座的年轻人上了生动精
彩、令人信服的一课，这同样是连士升在教育
后代方面留给后人的一份精神遗产。

84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怡
和
传
承
因为对连士升及其子女的感佩，我

集》（19 6 2）、《海滨寄简四·地 灵

时局中觅得了一家人的安宁。南洋少有

开始认真阅读连士升先生的全部创作，

集》（19 6 3）、《海滨寄简五·落 霞

北平时可以砥砺学问的师友，也断无

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在流连于连士升文

集》（1971）、
《海滨寄简六·孤鹜集》

藏书烟瀚的图书馆可资凭借，做学者这

学世界里的风景之同时，也省思他留给

（1972）、《海滨寄简七·秋水集》

条路显然不通。但从小就追求立名建

新加坡的是怎样的一份文学遗产。这就

（1975）、《海滨寄简八·长 天集》

业的夙愿依然蜷伏心底。他决定在工

是这篇短文的缘起了。

（2007）。

作之余，
“一心一意地向散文进军”。

生平创作
集学 者、报 人、作家及翻译家于
一身，连士升生于1907年，1947年南
下星洲，1948年任职《南洋商报》，很
快成为新加坡报界和文坛令人侧目之
“存在”。连士升在新加坡辛勤笔耕26
载，生前出版的各种著作、译作20余

三、人物传记4种：《西方英雄谱》
（1953）、《泰戈尔传》（1960）、《尼
赫鲁传》（1963）、
《甘地传》（1966）
四、其他散文集4种：《回首四十
年》（1952）、
《闲人杂记》（1955）、
《给 新 青 年》（19 5 5）、《南行集》
（1955）、
《春树集》（1960）。

种，涉及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

2011年，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隆

层面，可谓学养瞻富、著作等身。在这

重推出精装本《连士升文集》，共五大

26年间，连士升不仅见证了新马华人在

卷，计383万3千字，是迄今收录连士升

经历中国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作品最全的文集，集中呈现了连士升文

立、马来亚独立和新加坡立国等重大历

学创作的总貌。

史时期的复杂起落的心路历程和纠结
莫名的身份焦虑，而且也忠实笔录了那

报人视角

连士升从此和文学结缘，创作涵括游
记、传记、书信和随感杂记等，共计二
十三种。
连士升文学创作受他报人身份的
影响极大。从早期的游记，到中、后期
的书信集、名人传记，都和他记者身份
和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简括地说，他的
报人身份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即
为他提供了“报人”的题材、
“报人”视
域、
“报人”呈现技巧。
报人题材：1、因为采访第三届联
合国大会，他从记者的视角，用游记/
日记的形式记下了他实际的旅程和心
路的历程。2、对时局的关注，还有南
洋特有的地域及现实政治环境，也促

个剧变时代的声光色影和自己作为一介

连士升1947年1月南下星洲，视阈

使（也可以说是迫使）他全心关注印度

书生游走于“穷”、
“达”之间的尴尬和

开始“南望”；194 8年供职于《南洋

三杰，并不惜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完

漂移于“入世”、
“出世”之间的无奈。

商报》，从记者到总编辑，凡二十三

成泰戈尔、尼赫鲁和甘地的传记。3、他

连士升生平可以简略分为五个阶段：

年，1971年因病请辞。

的书简，即便是给朋友和家人的书简，

一、天生才俊（1907-1927）；二、京
派学者（1927-1937）；三、蛰居香港
（1937-1941）；四、隐居越南（19411947）；五、笔耕新马（1947-1973）。
连士升兴趣广泛，勤于笔耕，其创
作可以分为四大类型：

连士升青年时的志向，做学者的意
愿应该说大过做报人，但1937年的七
七事变搅乱了他的人生棋局，是年，他

都有明确的“载道”意图，每篇书简，
都在陈述一个关于社会、家国或贴近
人生的主题。

离开京畿，南下香港、越南，再南抵赤

报人视域：连士升看待社会和对

道边缘的新加坡，竟是一条不归之途，

待人事往往从一个记者、编辑和主编

这样的人生轨迹，大概是他自己也始料

的视域出发。

一、游 记 共 6 种：《祖 国 纪 行》

未及。在动荡中谋生存，他不得不凭借

报人呈现技巧：主要体现在主题

（1948）、《塞纳河两岸》（1950）、

自己燕京十年在国学、政治学和经济

明显、表达直接、语言晓畅和对事不

《地中海之滨》（1950）、《大西洋一

学方面的学养积累，在星洲的《南洋商

对人等方面。

角》（1950）、
《印度洋舟中》（1950）、

报》不折不扣地做了二十多年的报人。

《名山胜水》（1954）。

报人，对连士升只是谋生之手段；

道德文章

二、书信共8种：《海滨寄简一·物

南下星洲，凭着他对时局的把握，对中

连士升自幼浸淫于儒家道统，曾

华 集》（19 5 8）、《海滨 寄 简二·天

英双语的精通，还有他勤恳的工作态

国藩“廉、谦、劳”的修养准则和“专、

宝集》（1960）、《海滨寄简三·人杰

度，连士升很快立稳了根基，在纷乱的

恒、约”的治学指针对他影响尤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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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升在严格约束自己的同时，也对社

感性的体悟和理性之肌理。即便对其

而事实上，正是这种个人在时代

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

创作有些微词的文评家，在论及连士

面前的无力感，无时无刻不迫压着连

善意和中肯的劝诫。希望年轻一代能立

升散文的文字和风格时，也不得不承

士升，他需要发泄内心的抑郁，同时，

下远大志向，并切实地朝自己的目标努

认其文字的清新和表述之流畅，认为连

他也渴望能留下自己南飞星洲的“鸿

力，在治学、做人等方面勤修苦练，最

士升散文“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

爪”。他只能退守书斋，顽强地用一己

后立己达人，造福社群。

“给于读者的感受，就好像沙漠上的

之力，在赤道的边缘，在夜静人深之

一阵凉风，炎日下的一杯冰水。” 连士

时，用二十多卷的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寂

升创作的主要风格表现在三个方面：

寞与抗争。在他，这就是“无用之用”。

“文以载道”是连士升文学创作的
最大特色，也是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学创
作的一条主线。有论者认为连士升作品
的内容和思想“是贫乏的，空洞的，与
时代脱节”，是“被时代淘汰迂腐发霉
的东西”， 未免放言偏激。儒家道统要
求每个人都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为终极目标，虽然也不反对“穷

其一：真诚直面，不设心防
其二：文句清新，左右逢源
其三：说理透实，亲切近人

无用之用

现在看来，也许就是 这种“无用
之用”，成就了连士升人生之大用，以
及其在新华文学中的“大用”，谁说不
是呢？

结 语

则独善其身”，但更多的是鼓励人们，

“无用之用”，可以较好表述连士

特别是有志向的年轻人能达济天下。

升南来星洲的复杂心态，而这种心态，

连士升在动荡的时世里冀望年轻人涤

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终其一生，

荡浮躁，务实固本，当不应得咎。更何

连士升从未放弃自己匡时济世的宏愿，

况，连氏勤勉任事，乱世之中，屡图作

只是造化弄人，抗战之后，偌大中国，

为，毕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主张，所

容不下他的一张书桌，学者之梦破灭

以他的道德文章，不仅可匡时补弊，而

了。南下后，以“报人”为业，但这只是

且独具信服力，可作为年轻人道德修进

为“稻粱谋”，报 人显然不是连氏心

“出世”之间的无奈，以及其“无用之

的风标。新版的《给新青年》成为近年

志；当时的星洲，近乎文化荒原，既无

用”的人生策略，都反映了他作为那个

来本地比较畅销的中文书籍，不少中小

研究所需之藏书，亦难觅可以一起切磋

特定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前

学的华文老师都认为其中的很多篇目既

砥砺的同道，学人之路，仍是滞塞。夜

不久，连文思博士告诉我，北京大学

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鉴赏能力，又可以

深人静之时，连士升应该不止一次在青

出版社还将从2015年起，陆续出版连

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这正说明了连士

灯之下，掩卷长考，至于他思忖出了何

士升的政论文选，我想，连士升九泉

种人生途向，我们不得而知。 但百无

有知，当觉欣慰，因为他的母校北京大

一用是书生的感慨，他一定是有过的。

学— —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

升的道德文章在当今的社会仍然可以
传递一种正能量。

率性走笔
连士升散文也许还不能称为“才
子”散文，没有苏轼的那种“万斛泉
源，不择地皆可出”自发性，但综观连
士升的创作，以其报人对社会的敏锐

书生无用，这是连士升心底的悲
凉；这时，他想到了“不汲汲于富贵，不
戚戚于贫贱”的黔娄和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陶潜。既然兼济天下已非己能，他能
做的，就只剩独善其身了。

触觉，还有他颠簸一生的丰富感悟，他

连士升不止一次表露了他心底的

每每能从自己身边，从自己和读者的互

悲哀。在《闲人杂记》的后记中，他甚

动中发现写作的题材，然后辅之以厚实

至说书中收录的文章，
“并非是敝帚自

的国学和语文根基，开阔和比较的中西

珍，而是借它来证明我在赤道的边缘

视野，率性为文，敷句成篇，往往兼备

上浪费时间、浪费精神、浪费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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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笔至此，我们对连士升文学创作
的实绩，其文学创作的特点，即其特有
的报人视角、率性之文风以及文以载道
的写作原则应该有了简略的了解。作为
南下文人，连士升在南洋是一个特殊
存在，作为一介书生，其游走于“穷”、
“达”之间的尴尬和漂移于“入世”、

国的最高学府不仅依然惦念着他这位
从燕园毕业，最终流散南洋的学子，而
且是在以一种最好的方式来表达对连
士升作为一代学人的敬意与缅怀。中
国的文化界没有忘记连士升先生，新马
的文化界是不是应该更加珍惜连先生
留在身后的这份丰饶的文学遗产呢？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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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陈嘉庚的真精神
林连玉，当年南洋大学的创办，以及马来西亚

民族教育家的伟大，在于其事业背
后所树立的精神人格典范。陈嘉庚的
办学精神是新马华社文教事业的道德
泉源。从陈六使、林连玉，当年南洋
大学的创办，以及马来西亚华教之发
展，
“铁树开花”式的扎根坚持，陈嘉
庚的精神典范，一直是华教力量的重
要活水源头。

华教之发展，
“铁树开花”式的扎根坚持，陈
嘉庚的精神典范，一直是华教力量的重要活
水源头。
惟什么是陈嘉庚精神？自实用主义教育家
黄炎培说：
“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
只有陈先生”，新马华社（特别是分家后的马
来西亚华社）谈陈嘉庚，大抵亦皆以“毁家兴
家”、
“倾家兴家”来概括其办学精神。也因
而，大马民间办学，言必及筹款“出钱”。
陈嘉庚深具民族情操，其兴学办校的动机
是“救民救国”，非常单纯。1918年，他在筹办
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就指出：
“诚以救国既

╱ 文  : 安焕然

定

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1934年，陈嘉庚
此题目，虽有点“俗套”，却还得由一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之《实业及教育》中亦

则自我反省的故事说起。

指说：
“我办学之动机，盖发自民国成立后，

约莫七、八年前，接待一位厦大退休教

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

授，参访我任职的南方校园。我跟她说，南方

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

是大马华社的民办高等学府，为延续陈嘉庚

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

精神，所以我们学校的每一栋楼、每一间课
室，甚至每一棵树，都竖立了刻有捐助者名姓

然而，我想追问的是，陈嘉庚岂是一位只
会捐资而不知办学的平庸商人？

的牌子，以表扬这些善心人士对民办教育的
感恩之心。

一、厦大的映雪和囊萤

我滔滔不绝，老教授沉默不语。过后，她

先从办校的硬件建筑来窥探。陈嘉庚认

微笑的轻声对我说：
“如果是陈嘉庚，出了钱，

为，学校建筑需重视三件事。第一是地点之

他是不赞同放自己的名。”

安排，其次是间格与光线，第三才是外观。唯

不懂装懂。尴尬，羞愧。激发了我想要去
寻找陈嘉庚的真精神。

建筑之事，以“粗中带雅之省便方可也”。建筑
之费用，以“务求省俭为第一要义”。
厦大最初的校舍，原是邀请美国建筑商茂

陈嘉庚精神岂止“毁家兴学”

旦洋行的建筑师来设计。然而，陈嘉庚并没有

民族教育家的伟大，在于其事业背后所

采纳这位洋人建筑师的设计构图。他不赞成

树立的精神人格典范。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是

的理由，包括该原设计占地太多，妨碍日后运

新马华社文教事业的道德泉源。从陈六使、

动场的设置。二来，陈嘉庚不赞同进口昂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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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材料，而主张就地取材，选取福建本

数十只萤火虫，借由萤火虫的微光，以

说华教精神的活水源头来自陈嘉庚精

地盛产的坚固花岗岩，雇用闽南本土工

此照明读书。

神，我们有必要了解陈嘉庚办学理念

匠，提倡节俭而以实用为原则，却又要
极富融合、创新的美感。

把校舍命名群贤、映雪和囊萤，是

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陈嘉庚的用心良苦，寄托着办学者的教

陈嘉庚办教育，是从“实用主义”

早期厦大的校园建筑整体规划，

育理想，寓意于激励学生勤奋苦学，寄

出发的。亦即为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他

亦是陈嘉庚拐杖下的设计。他亲自督

托了民族教育工作者对莘莘学子用功

办学是希望能培养出有实学才干、有出

导，以步带尺，实地勘测。并在校园布

求学、成人成才的殷切期望。具有审美

路的人才。但这种真才实学的培养，并

局上，以“一”字形的建筑设计，依地势

和情感熏陶的隐性育人功能。

非盲从专攻数理科技的“功利”思维。

而建，布局对称，建构起第一批建筑楼
群，并在楼前宽地，辟建运动场和师生
课余休憩的园地，兼具实用与人文，强
调多元智能的教育环境营造。

实学致用的办学理念

的，还在于他超越了一些平庸校董只

陈嘉庚是正派之人。他办学，不图

注重建大楼的硬件建设及在乎个人名

虚名，亦不呼喊空洞教条的口号。如果

望的浮夸心态。陈嘉庚指说，学校能

陈嘉庚时期的厦大建筑，有学者
专家认为，那是他的南洋经验，中西文
化相互碰撞、杂交，融合的结果，建筑
的布局与形式，都寄托着他深情的教
育理想。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其建筑
楼群的命名。虽言厦大几乎是他独资
创建，但他从不以自己出钱办学而沽名
钓誉。在今天厦大西门入口处一排创建
年份最久的建筑楼群，其主楼，原有人
建议命名“嘉庚楼”。陈嘉庚不同意。又
有人建议用陈嘉庚胞弟陈敬贤之名，亦
被拒绝。最终采用了晋朝书法家王羲之
《兰亭集序》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的名句，而命名为“群贤楼”，藉以祈望
贤人群策群力，矢志办好厦门大学。
与“群贤楼”同排的“映雪楼”，亦
是出自晋朝典故。话说当时有位叫孙康
的年轻人，性敏好学，却碍于家贫，没
钱买油点灯，竟在冬天，借着映在雪堆
上的月光，努力读书。
“映雪楼”的命
名，是陈嘉庚最早拟定的，
“映雪”的
楼名还是他亲自所书。
另一栋校舍，则命名为“囊萤楼”，
是由其胞弟陈敬贤所题写。
“囊萤”典
出晋朝时人车胤，少时亦是家贫，不常
得油点灯。夏天的时候，竟以囊袋装了
厦门鳌园陈嘉庚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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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其办学理念之中，难能可贵

陈嘉庚办教育，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亦即为培养人才振兴实
业。他办学是希望能培养出有实学才干、有出路的人才。但这种真才
实学的培养，并非盲从专攻数理科技的“功利”思维。

否出成绩，第一当问教师如何？他认

道屏障的石刻，展露了陈嘉庚的世界

者，国人所读，不出四书五经……当日

为，
“教师如多方聘来，学生愈多，教师

观及其教育思想。其中包括小童生活

训蒙，着重道德。至于科学，如历史地

亦增聘足数，何难之有”？“（办学）独

的行为规范示意图，特别重视洗澡和

理之类，则付缺如，盖复偏守一隅，故

是师资一项，最为无上第一要切……聘

卫生观念。其旁尚有托儿所、小学、中

有所言，尽于‘天下’，殊不知有世界

好师资，刻不容缓”，
“而弟素以诚挚待

学至大学各级学校生活的示意图石刻，

各国。”

教师，又以优俸酬其劳”。

除了一般学校生活的写照，尤其突出实

这样的主张，不只是说说而已。陈
嘉庚向来关注教师的福利，并从精神

习课程的重要性。此外，他还强调各项
体育和课外活动。

也因而，在其墓园影壁另一面的
“博物观”，则刻绘有：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典礼、文教卫生体育题词、重轻

和物质上，给教龄长、贡献大的教师

事实上，陈嘉庚的言论，本就强

工业与矿山厂矿、谷物蔬菜药材花卉

以优厚的奖励。例如他曾为英语教师

调五育并重的全面发展人才教育。他

牲畜、交通机电舟车农具武器、历史国

陈大弼执教集美25周年举行庆祝会，并

说：
“（学校）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

内外战争及外侵、世界奇兽及海产动

恭献“良师兴国”巨型宝鼎一座及现金

他如智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

物、国内名胜风景及名贵古物、世界各

2万元。学校并规定，在校连续工作25

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

民族习俗与娱乐等十大内容。

年以上的教职工，可以休假一年，休假

注意与正课相辅而行。”他又认为“学

期间可到外地游历考察，如仍在校任

习环境，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学

职，则可得双薪。

风，良好的学风要靠纪律来维持”。希
望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培养优良品

鳌园的世界观
陈嘉庚的教育理念，还可在其集

德，认真学习，发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
义的精神。”

美的墓园：鳌园中探寻。集美鳌园，是

又，在此影壁的上端，则是镶嵌了

陈嘉庚生前所建的墓园。兴建于1951-

五幅地图。其中的四幅同排，即其家乡

1961年间，占地近九千平方米。园中共

同安地图、福建地图、中国地图，以及

有666幅精雕细刻的青石雕，不仅是闽

一幅同等大小的台湾地图。显示陈嘉

南石雕文化的代表作，而且每块石雕都

庚的爱乡爱（中）国情怀，也可窥探其

是他晚年深思设计的构图，希望墓园的

对台湾属权的关注之心。惟在这四幅

建成能让民众参观，并借此寓教于游，

地图之上，还有一幅更大的石板，上

寓游于乐，教育人们懂得什么是文明

刻世界地图。

进步。因而，鳌园的石雕构图亦是一部

陈嘉庚是拥有世界观之人。事实

反映陈嘉庚思想的百科全书，是全方

上，早在1923年，在《南洋商报》开幕

位体现陈嘉庚思维的露天博物馆。从

宣言中，陈嘉庚强调：
“夫文明国之所

鳌园巡礼，可以更深刻了解陈嘉庚的思

谓商者……凡诸商业上种种之原理，又

想及其内心世界的期盼。

莫不洞若观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

例如在鳌园集美解放军纪念碑的

1936年，陈嘉庚在新加坡道南学

南面，有一道影壁与陈嘉庚墓隔开。这

校三十周年纪念上的演词提及：
“前

博物观之下，则是陈嘉庚墓。让我
感动不已的是其墓旁围壁，则是一幅
幅“南侨回忆录”石雕。从下南洋、种
植黄梨橡胶，置厂轮运事业的开拓及
抗日南侨筹赈会的筹划，那是一页页
“南洋经验”的史诗，述说着一则则离
散华人的故事。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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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之外：
╱ 文  : 廖冰凌

许云樵与儿童文学
许

云樵(Hsu Yun-Tsiao, 1905-1981)，

爆发，所有活动陷入黑暗时代。马来亚地区的

祖籍中国无锡，生于苏州。20年代曾

华人儿童发展研究，一直都不是“当务之急”。

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和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辍

直到战后，特别是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的殖民

学后勤奋自学，1931年南渡南洋。许云樵一生

意图显著，先后提出“马来亚联邦”和“马来亚

以史学，特别是南洋研究最为闻名，研究成果

联合邦”计划，此举引起在地人民的猜忌与不

丰富。然而，正因为他在文史研究领域的卓越

满。另一方面，战争的经历使在地华人深刻体

成就，闪耀的光芒大大遮掩了他学术身份以外

会到家国认同与民族尊严的重要性，故在战后

关怀儿童的一面，使得许云樵所曾投入过的

急于灌输强调独立自主的观念给新生代。而

儿童文学编撰活动，鲜为人知。1946年，许云

崛起于战后的《马来亚少年》刊物，因应了时

樵应南洋书局老板陈育崧之邀，从暹罗南下

代的迫切需求，在许云樵等人的领导下建立

新加坡，除了担任《南洋杂志》的主编外，同

坚定明确的办报原则与方针，让该刊得以在

时也是二战后马来亚首份华文儿童刊物《马

日后茁壮成长，成为战后十年间最受欢迎的

来亚少年》的主编。在任期内，许云樵身体力

华文儿童读物。

行，以改编、撰写、翻译、采访等多种形式发
表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众多文章。

许云樵与《马来亚少年》

《马来亚少年》创刊于1946年，停刊于
1957年，当代人简称其为《马少报》，为马来
亚地区于战后由在地华人发行的华文少年儿
童杂志。《马少报》隶属于新加坡南洋书局的

战前，马来亚地区的南来华人对第一代

马来亚少年报出版社发行，许云樵是奠基时

的在地儿童问题关注不大。略可分为几个阶

期的主要编辑，直至第37期离开南洋书局为

段：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儿童教育与文艺活

止。《马少报》版型为8开，每期以一种彩色铅

动主要受到中国政治和文化运动影响；战前

字印刷，如：红、绿、黄、青、褐、黑等；全份通

数年，抗日意识主导华人文化界；太平洋战争

常含8版，偶有扩增版12页，如：新年特辑、儿
童节特辑、或大型演讲比赛讲稿刊登等。售价
为叻币一角。
据许云樵在编者栏的说明，《马少报》原
先准备以周刊形式发行，但可能是因为顾虑
到这份实验性质极强的儿童刊物之市场反应，
故在创刊时乃以月报方式出版。不料发行至第
3期，便于十日后再版以应市场需求，气势强
劲。自第7期起即应读者要求以半月刊方式发
行，自此更不断有读者来函要求改为周刊，足
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据许云樵和当时的营业
经理许苏吾之记载，该刊平均售量达两万份，
堪称风靡马来亚。《马少报》初期在马来亚
地区的营销范围便已非常广泛，在第17期的
“本报经售处”可见，包括星洲各中小学校

90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贩卖部、柔佛、马六甲、吉隆坡、槟榔

定居外，也有不少华人在南洋地区与

号和V二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死

屿、芙蓉、怡保、古晋、诗巫等地，代

当地人通婚，并愈加重视子女的教育。

伤失踪及被俘人数统计表〉和〈一笔惊

售书店达25间之多，同时在邻国暹罗

30年代，曾有部分知识分子提倡新式

人的数字〉等都出自许云樵之手。

也设有书店出售《马少报》。到了1950

教育，倡导新式的教育观念。办学稍有

年，在第73期中的“1950年本报销行

成绩，便因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而纷纷关

地区”显示，其销售地区除了新加坡、

注原乡安危，儿童教育事业搁置一旁。

马来亚外，更扩展至中国、越南、菲律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强制当地各校学

〈一间造 船厂里的财富〉、〈油漆 参

宾、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缅甸仰

习日语，导致许多华人子弟宁可放弃求

战〉、
〈一个为友牺牲的少年〉、
〈帼国

光、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这更说明了

学，亦不愿接受侵略者的同化教育。这

英 雄〉、〈大战中的小故事〉、〈永伴

《马少报》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造成许多失学孩童流浪街头，有的更误

“伏波”〉等等。除了抨击战争所带来

入歧途，少年犯罪率剧增。战争遗害与

的祸害，许云樵更重视为孩童进行心理

孩童失学的问题让人们意识到重振教

建设的工作。他藉由刊登大量的战争故

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面对身心饱受

事，选择突显人性光辉面的主题，如：

创伤的少年儿童，许云樵无疑是充满

友爱、互助、勇敢、善良、机智、坚强等

同情的；而满目疮痍的家园更急需全

等的人格面，希望小读者能从中得到正

民参与重建工作，此时，充满青春活力

面的信息，修复心灵创伤，早日振作，展

的新生代正是大人们寄以厚望的“建

现青少年应有的活力与精神。在第3期的

国公民”之化身。因此，如何在最短的

〈少年新义〉里，他更期盼拥有“少年

时间内将正面积极的价值观灌输到孩

精神”者可以勤勉奋斗，做些对社会国

童身上，让孩童的身心得以健康发展，

家有利益，对人类和学术有贡献的事。

《马少报》创刊的动机主要是为失
学少年儿童提供价格廉宜，内容健康的
读物，故读者群跨越的年龄层甚广，不
宜以狭义的年龄定义进行规范。据许
云樵在〈一个声明〉里的解说，
“这份
报纸的对象很复杂参差，从初小三年
至初中程度的少年都在内，程度相差
很远，不过我们还是侧重于年龄较幼
的读者”。因此，《马少报》的征稿题
材与体裁多元广泛，包括新闻、名人言
论、童话、故事、科学、常识、游戏、活
动、论说、文艺、传记、图画、笑话、通
信、南国风光等，并强调“以含有教育
意味者为佳”（创刊号）。

是《马来亚少年》的首要工作，亦是许
云樵所最看重的使命。
整体而言，许云樵对少年儿童的关
怀表现在以下几个编辑取向：

就连文学性质的文章，不管是自
创、改编或是翻译的作品，也主要取材
自战争大前方或大后方的情况。如：

2.通过刊载浅显而富教育意义的文
章，辟作文园地指导写作，协助解决失
学问题 。
在痛批日军的恶行之余，如何尽

在许云樵担任主编期间，《马少

1.通过战争题材的文章刊载，批判

快恢复社会的正常运作，是当时全马

报》首37期的栏目设计与内容性质包

战争之祸害，鼓励少年儿童勇敢振作 。

来亚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解决失学儿

括：编者的话、人物志/模范人物、论坛/

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新马人

童问题，挽救华人教育自然也成为《马

社论、少年新闻、少年园地、读者信箱、

民蒙受莫大苦难，对战争和日军的暴

来亚少年》草创期的重要任务。许云樵

漫画/连环图/画报、儿歌、游戏/儿童魔

行痛恨万分。战后，沉寂数年的文化事

在创刊号中便声明了这点。可见其主要

术/谜语/悬赏、推理侦案、小说/童话编

业复苏，这种悲忿之情首先表现在对

目的是解决战后失学儿童的学习需要。

译/神话/传说/笑话/诗歌/报告文学/游

日军侵略行为的深痛谴责方面。有关日

在多次的儿童节专辑中，《马少报》也

记、集邮消息/集邮特号、星洲掌故/马

军对所侵地人民的迫害，以及与战争相

刊登许多文章，一再叮咛读者要关怀

来亚风土读本/椰风蕉雨、英语讲座、

关的信息，高频率地出现在最初阶段的

失学的小朋友。

常识/自然科学知识、广播节目表，等

《马来亚少年》。如：介绍原子弹、雷达

此外，营业经理兼编辑同仁许苏吾

等。尽管《马少报》的内容主题涵概面

和战斗机的文章与图片，描写日军屠杀

更为文推广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度”，

甚广且杂，但却一致地反映出“关怀儿

行为的短诗，还有刊登日军投降书，以

认为那是一种“扫文盲的快捷方式”，

童”是许云樵最主要的编辑思想特色。

及〈八年抗战之战役与战果〉、
〈回忆

希望小读者们能将学校里所学的知识，

昭南时代的儿童〉、
〈二次大战死伤人

转而教授给没有机会上学的家人、邻居

口〉、
〈战后的文律Benut〉等等文章，

和朋友。为了推广自修学习，许云樵于

南来华人在过了拓荒期以后，随着

目的在于揭示并批判战争的丑陋。其中

第3期开始开辟“少年园地”，指导少年

生活稳定下来，迎接祖居地妻儿前来

〈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和幻灭〉、
〈V一

儿童写作，鼓励投稿。这一文艺创作版

建国壮志.关怀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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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一直占据每期《马少报》最多的版

半译半撰的文字风格诙谐幽默，内容主

评价〈少年航海家〉，这篇试作绝对符

页，十年如是，栽培了无数本土作者。

旨并不强调训示告诫，反而充满天马行

合儿童小说普遍应有的条件，包括故

空的荒诞想象，符合儿童读者的年龄心

事情节发展曲折刺激、语言文字生动有

智，因而极受小读者欢迎。

趣、人物形象塑造独特典型，以及叙事

许云樵也注意到英语学习的重要
性，为了提供华人孩童学习英语的材
料，特别增设英语讲座，亲自教导小读

许云樵也刻意在《马少报》上刊载

者如何辨别中、英词汇的使用。此举

各种专题文章，介绍儿童心理学、国内

获得许小读者来函表示感谢，可惜这项

外教育动态、生活常识等方面的文章，

专栏在许云樵离职后便不再出现了。

如〈儿童心理的模型〉、
〈寄母亲们〉、

3. 选择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质和阅

〈心理卫生与学校儿童〉、
〈学校考试

读兴趣的材料，宣扬现代化的儿童观。

问题〉、
〈一本教科书的成长〉等等。为

许云樵于辍学后勤奋自学，在无师
自通下对南洋史地研究有一番心得。加
上他南来后，曾在新、马、泰三地担任
学校教员，拥有约8年的教学经验，这
使他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和教育问题有
一定的认识。
尽管从未编过任何儿童刊物，但许
云樵在初任《马少报》编辑一职时，显
然广泛收集和参考儿童文学、教育心
理学等方面的资料，并有自己一套现
代化的儿童观和文学观。所谓现代化
的儿童观，是指强调以儿童为本位，关

了让儿童对马路安全有所认识，特设
了《安全专号》教育小读者。显然，这
些选材的目的是为了开拓儿童的视野，
培养其科学观、国际观，实践现代化的
儿童品格。
综上可见，许云樵虽然任《马少
报》主编仅两年余，37期的成果占该
刊总期数的五分之一。然而，许云樵的
编辑方向，却为《马少报》奠下扎实根
基，并程度不同地影响着该刊的发展。

新马儿童文学史上的许云樵

怀注重儿童于不同阶段的心理特质和

儿童文学在新加坡文学史和马华

教育需求之理念。许云樵在编辑《马

文学史上一直都是缺席的，特别是冷

少报》时，收录了各种形式的儿童文

战以前的情况。迄今，我们只能在零星

学作品和兼具趣味性、教育性的益智

的文献里头拼凑和想像半个世纪前所

活动，包括童话、传说、神话、儿童小

发生的文学现象或出版活动。而当中

说、侦探故事、科学知识、常识故事、

能够幸运地得以留名的作家和作品，

儿歌、新诗、猜谜、漫画、连环图、话

寥寥无几。最为人知者，仍是1963年

剧、电影编译、美工、儿童魔术、填字

写下《顽童闹学记》的谢倬荣。到底，

游戏、悬赏游戏等等，充分显示了他所

还有多少儿童文学作者和作品还等待

抱持的儿童观：尊重儿童的天性和身

着我们去挖掘？

心发展特质。

家〉外，许云樵也创作了〈千里飞行记〉
和〈空陆游记〉，两篇都是根据自己乘
搭飞机的经验写出来的。短篇小说〈千
里飞行记〉写小男孩因儿第一次随父亲
搭飞机的经验，情节设计较为薄弱；而
〈空陆游记〉则为游记体，记述他飞往
曼谷后再乘汽车返回新加坡的经过。这
三篇儿童文学作品，与许云樵留下的大
量诗作杂文相映，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此外，由许云樵亲自挑选、翻译和
改写的文学作品，在战后马来亚时期
扮演着译介外国儿童文学、推广及发
展本土儿童文学的角色，这点亦不容忽
视。在《马少报》中，许云樵经常以钰、
瑜珈、云或樵为笔名，改写或编译国外
的儿童文学作品。从这些亲撰或改译
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看到许云樵有
意识地调整抗战前新马儿童文学倾向
抗日题材创作的现象。在《马少报》初
创时期，虽可发现不少战争题材的文
章，但许云樵显然谨记儿童读物异于
一般成人杂志报刊，因此并未忽略选材
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这也反映了许云樵
对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概念的掌握。
在他改写或改译的作品当中，计
有：东南亚民间故事或神话传说、西方
童话故事、世界儿童名著、侦探故事、
游记和历险故事等等。这些故事对当

如果从作者知名度和作品传播量

我们很难想象一向严肃的研究型

来衡量许云樵和他的作品，以及他在

学者许云樵，竟然对儿童漫画、连环

编辑史方面的贡献，许云樵无疑应当

图特别感兴趣，每次刊登新译作时，都

纳入新马儿童文学史。因为，在他任主

会在“编者的话”一栏里特别向小读者

编期间，以亨利为笔名而写的一万七千

们介绍。这些由许云樵亲自编译的连

多字的中篇少年小说〈少年航海家〉，

环图，如：〈铁臂哪吒〉、
〈七侏儒闹农

共连载12期，在后来的读者反馈统计

场〉、
〈长脚学生〉、
〈恐怖的圣诞节〉、

中，入选当时“我最喜爱的一本书／一

〈小熊冒险记〉、
〈小人吸烟记〉等等，

部小说”。而从儿童文学的写作特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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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传奇性和悬疑性。除了〈少年航海

时处于物资严重缺乏且语文能力有限
的小读者而言，可说是他们认识外国
儿童文学的唯一管道。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遗产，让我
们得以见证这位举足轻重的中国南来
文史工作者，其对马来亚儿童读物与
儿童文学发展的参与和贡献。
作者为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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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历史与身份构建
╱ 文  : 谢燕燕

从南安会馆88周年
暨世界同乡恳亲庆典谈起

从

播迁南移，流寓星洲到在此安居乐

始铺陈叙述这段有关南安人到新加坡开芭、

业，繁衍后代，明明白白地以新加坡

谋生、落户、繁衍，乃至创业的故事，也很清

为家，走过200年风雨岁月的近40万名本地

楚故事中有哪些重要人物，以及有哪些精彩

福建南安族群，最近在年轻的会馆领导人陈

的历史桥段等。

奕福带领下，以信心十足的姿态，回顾了南安
人在本地的移民史。
一般会馆回顾历史的方式是找人编本纪
念特刊，在特刊内罗列董事或理事的人头照，

他一方面想借助特辑整理南安人在新加
坡的移民史，追溯和回顾南安人在新加坡的
足迹与功绩，也想趁机介绍南安人在新加坡的
最新发展，包括推介新一代南安企业领导人。

刊登一些会馆活动照，找人撰写几篇文章，
整理一下会馆历史，再加插作为特刊收入来

今年46岁的陈奕福，在华社领导圈中可

源的广告。南安会馆却是趁着会馆庆祝88周年

说是“罕见的年轻”。他39岁时就已经以代常

庆，以及第12届世界南安同乡联谊恳亲大会在

务主席领导南安会馆，特别是挑起国家古迹

新加坡举行之际，在《联合早报》推出20版的

凤山寺的重建工作。他的魄力，才干很快引起

“南安精神·魅力狮城”特辑。

华社注意，几年时间便迅速崛起。
不过他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具备了族群历

庆典特辑发扬“南安精神”

史观。陈奕福不仅熟悉本地南安人的历史，对

南安会馆常务主席陈奕福在提出特辑概

自身文化根源有深刻认同，更清楚这份人文历

念时，心中是有一份底稿的，很清楚要从何开

史的价值，完全明白它对构建南安人的身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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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会馆陈奕福会长在第12届世界南安同乡联谊恳亲大会上致词

同，加强自信心，以及凝聚族群所能起

梁天成，二哥梁美吉等就已经在马六甲

南安人不仅在新加坡的拓荒史上流

的巨大作用。少了这份清晰认知，断不

生活和发展事业，梁美吉还是马六甲青

过汗水，也在岛国被敌人侵占之际，不

敢拍板策划这样一份特辑。

云亭的第一任亭主，也是本地福建帮开

惜洒热血、抛头颅、为这块土地捐躯。

特辑从信仰文化、聚落文化、企业
文化、公益慈善、社会政治和艺术文化
等方面理出一个清晰脉络，详述本地

山鼻祖薛佛记的妹婿。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移民故事

拿梁后宙来说，他拓荒时展现大
无畏精神，在荒芭密林里与猛虎毒蛇
搏斗。这种精神后来延伸至捍卫家园

南安人在上述领域的传承与成就，当

南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

疆土上。面对日军的侵略，他毫无畏惧

然免不了要触及和讲述南安族群中的

的移民故事，例如晚清时期移居本地的

的站在抗日最前线，以致遭到日军残酷

杰出人物，并把祖籍地渊远流长的历

南安人中，出现过两位杰出的建筑商林

报复，一家35口遭杀戮。当时60高龄的

史与南安人在本地所开创的新篇章连

路（林云龙）和赵芳（赵翁）。英殖民地

梁后宙没有被这灭门之举击垮，继续

接起来，让本地南安人对自身历史有

时期留下的一些地标性宏伟建筑，包括

娶妻繁衍后代，今日后人超过500人。

个清楚和完整概念。

维多利亚纪念堂（今日的维多利亚音乐

这个时候整理南安人的移民史，还
得益于本地近年吹起的“历史热”。民

厅）、浮尔顿大厦、国家博物馆、前劳工
部等，都是由他们承建的。

白手起家的梁后宙塑造了南安铁
汉形象，而出生富裕，受过良好教育，
家庭事业皆有成的林谋盛，则以爱国

间文史工作者近几年的研究与发现，正

20世纪初，新加坡进入大事拓荒开

英雄姿态载入史册的本地南安人。林

好填补了历史中的遗漏与空白，例如大家

芭的历史时期，南安人的聚落文化开始

谋盛是林路的第11个儿子和事业继承

过去从古碑文中知道创建于1836年的国

展现其独特性，对新加坡的发展可谓

者，原本可以偏安一隅，却在国难当头

家古迹凤山寺，是以“梁壬癸为董总”，

功不可没。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例子是

时展现英雄本色，放弃个人安危投入

但对梁壬癸的身份，身世却一无所知。

开垦林厝港的大功臣梁后宙。他先是

抗日活动，最后为国捐躯。

新一代文史工作者不仅从梁氏族谱、各

替爱尔兰发展商启信和波斯裔律师南

种档案文献中解开梁壬癸的身世之谜，

马芝开垦那里的大片荒地，把密林变园

还在武吉布朗找到他与妻子、儿子、媳

丘，后来还在那里建立华人乡村聚落，

妇的家族墓群，让这段移民史变得更

发展了南和村与通和村。

具体和有所依据，不再流于抽象传说。

本地南安人中不乏像林谋盛那样
舍身就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铁汉与
金刚，他们包括侯西反、周献瑞、黄奕
欢、刘牡丹等。放在历史的角度看，他

梁后宙之后还有王可味、黄种行发

们这种胆魄与气概，与明末清初时，为

在推出南安特辑时，正好能把这些

展建设蔡厝港的南山村，北部则有个由

了反清复明建立水师，最后从荷兰人

新发现纳入其中，更完整的讲述南安人

南安炉内人组成的潘家村，东部淡滨尼

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可谓

200年移民史。早在莱佛士开埠前，梁

也有不少南安人足迹，包括目前只留存

一脉相承。

壬癸的家族，包括他父亲梁自树，大哥

在老一辈记忆里的张源春别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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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20 0年 移民史中，本 地南安

族通婚者，以致你可能在伦敦的街头碰

历史文化。一旦能把族群的历史变成动

人活出自己的精彩，他们对新加坡这

到一名貌似洋人，却依然姓陈的陈笃生

人的故事，便能借助这股地缘或血缘历

块土地的付出与贡献超乎一般人的想

后代，也可能在泰国某处遇到一位有贵

史的拉动力与热潮，吸引年轻一代加入

象，他们当中人才辈出，像南安人最引

族血统的陈家后人。

会馆，关键在于手法必须新颖合时宜，

以为傲的商界翘楚李光前，他不仅缔
造了企业传奇和担任新加坡大学首任
校长，还用前瞻性方式创建影响力极
为深远的李氏基金，福泽整个社会。这
种成功后不忘回馈社会的精神，并不限
于李光前一人，设立基金的南安人还有
李金塔、洪恩惠、卓顺发等。
本地南安人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卓
越表现，既有像潘受那样的国宝级文人
墨客，以诗词书法滋润和丰富我们的
文化底蕴与人文素养，也有能站在国
际舞台上的多元艺术大师陈瑞献等。
南安会馆通过特辑整理本地南安

对这些陈笃生后人来说，福建漳州
海澄、马六甲和新加坡都可能是他们的

中国的崛起正给本地会馆一种新

祖籍地。陈笃生后人每三年办一次大

的历史机遇。自中国改革开放后，靠地

型家族聚会时，会一起到新加坡、马六

缘或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本地会馆和

甲或福建寻根，为的正是这份可贵的

宗亲组织，筹办世界性恳亲大会的频

身份认同。

率越来越密。拿2014年来说，中山会
馆、潮州八邑会馆、南安会馆、惠安公

重构地缘历史，丰富个体生命
中国人重视祖籍地，强调的是不
要忘本。当一个人很了解自己的家族
渊源、宗族历史，清楚自己的根系，这
份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能丰富自己的
生命，让人不再感到生存的孤立无援。

族群的历史，让华社看到这个福建群体
确实有许多可着墨、可大书特书之处。
在近200年的开埠史和50年的建国史
中，本地南安人与新加坡的发展息息
相关，功不可没。
我虽非南安人，却在采访、整理南
安人的历史时，同样为其所动，开始体

话说回来，新加坡在建国过程中为
了构建和谐社会，曾有意识强调族群间
的共同性，尽可能淡化差异性，以致很
多年轻一代新加坡人，早对自己的祖
籍地毫无概念，充其量只知自己是潮州
人、福建人、广东人或海南人。

会到地缘历史原来可以是一股很强的

随着社会发展日趋成熟，新加坡人

拉动力，也开始明白中国人自古重视和

对身份认同不再模糊或模棱两可后，

强调祖籍地的缘故。

是时候鼓励大家回到族群和地缘历史

当然，祖籍地只是个相对概念，并
非一成不变。人们在漫长岁月里不断
播迁，移居他处后，便会出现新的开基
祖，产生新的祖籍地。陈笃生家族是最
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位开埠时期的闽帮

中”淘宝“，让族群的丰富历史与共同
记忆，丰富个体生命，构建身份认同，
增加自信，建立历史观。了解认识先辈
的垦荒史，还能从那份共同记忆中找到

会和海南会馆都主办了各种大型的世界
性聚会，大家都很讲究排场，地点都选
在狮城最新最炫的综合度假胜地或最
热闹市区，再也不是在会馆搭棚办流
水席。
不过华丽的场地与气派的排场，彰
显的只是会馆及与会者的财力与经济
实力，真正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产生深
远影响的是主办者所推出的节目与活
动内容，特别是做了那些在文化上有深
远影响和意义的事。
令人欣喜的是，本地一些资源较丰
厚的会馆，近期所办的一些大型活动，
不管素质或格调都有所提升。尽管会馆
在吸引年轻一代方面依然面对严峻挑
战，但只要稍微留意本地会馆动态，
应能感受到有些会馆正在努力重新塑
造自己，开始呈现一种新脉相。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某种精神力量，找到激励后人的元素。

领袖，祖籍福建海澄，他父辈下南洋后

新加坡建国后，会馆逐渐失去早

先到马六甲，陈笃生在莱佛士开埠后移

期的许多功能，有些人因此认为会馆

居新加坡，与儿子陈金钟、陈德源等在

是过时组织，好些会馆确实面对传承

这里发迹和繁衍后代。

问题，包括缺乏接班领导，难以吸引年

如今，他后人散居世界各地，当中

让人耳目一新，还要能触动人心。

轻人加入等。

有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英国人、德

会馆能做的一件事，便是组织和带

国人、泰国人、美国人等，当中也有与异

领年轻人深入寻根，挖掘和整理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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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
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失落

╱ 文  : 李慧玲

［2009年5月2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怡和轩联合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
毕业生协会及联合早报，假报业中心礼堂举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座谈会。时任联合早报
高级执行编辑的李慧玲作了《“五四运动”在新加坡的传承与失落》的报告，报告后来收录在
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出版《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中，以下是该报告的摘录——编者按。］

在

新加坡的官方历史论述里，对于中

展确实对新加坡华人知识界、文化界同样产

国近代史上重要并影响本地华人的

生重要的效应。新文学运动、新思想通过报刊

事件，较受重视的是结束中国封建统治的辛

迅速传播，学生关心时政、争取权益而走向街

亥革命，对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影响深远的五

头，以至积极投身政治活动，这些情景，新加

四运动少被提起。然而，五四运动及其后的发

坡华人社会在五四数十年过去后同样上演。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的爱国学生返校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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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陈独秀

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学

学生运动进行联系。2美国学者David

期学生的主导作用。当年五四运动的北

生（特别是华校学生）曾经扮演举足轻

Kenley的博士论文是《新世界里的新

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在是年5月26日发表

重的角色。然而，除了近年来极少的专

文化：五四运动与散居新加坡的中国

在《每周评论》里的一篇短文《五四运

着，主流论述一般只将1950至1960年

移民——1919-1932》，专门以五四运

动’的精神》，这样归结：

的学生运动简单概括为受共产党影响

动在新加坡为题，探讨既与中国认同，

或主使，将重点放在“结果”上——他

又处在海外完全不同境地的华人，如

们如何造成社会不安，而不是以学生作

何重新为自己和“祖国”的关系定位。

为主体进行探讨。到底这个群体的思想

本文并非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只

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

泉源是什么？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文学

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五四在新加坡

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

作品在新加坡华校学生之间广泛流传，

的影响，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而在五四之后的数十年间，不少中国作

我将先从当时在中国的五四运动见证

家南来，有的在学校任课，与学生直接

者如何看待五四为基点，探讨五四作为

接触。五四精神的社会影响如何？学生

学生运动的意义，进而了解它后来对本

又受到怎样的启发？他们当时参与学生

地学生的启发，再从“五四”作为新文化

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上，

运动、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曾经影

运动在新加坡报刊、文学方面的展现，

同样谈到五四的精神。他认为，五四的

响这个群体的五四精神在新加坡建国

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反响，看它如

精神是爱国救国，并进一步谈到当中两

后怎样演化？

何在不同空间与本地的情境结合后，呈

种和过去爱国运动不同的精神：一是直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与等待回答的

现自己的面貌。文章也将讨论在新加坡

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

问题。关于五四运动在新加坡的研究

独立建国、尘埃落定之后，原有的影响

并不多。崔贵强先生在1965-1966年

和状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发表的文章《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
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
线下，居然列队示威，作为正当民意的

在他看来，这次运动有三种精神：
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
族自决的精神。

尽管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并非史无前
例，但是五四运动当中学生、知识分子
的直接参与，在中国现代史上有重大的

运动的反响》1主要记述1919年华人

“五四精神”

意义。不论他们的政见如何不同，学生

的回应。其他学者在谈到五四运动在新

——从思想变革到社会改革

一心一意为救国而努力。著名学者Vera

加坡的情况时，多从文艺副刊的角度切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五四

Schwarcz认为，
“他们的知识与情感上

入，没有将它同1950-1960年代华校

精神”，学生与评论者如何评价五四时

的能量，都被集中在如何使中国富强，

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
响〉，《南洋学报》，20(1,2):13-18,1965-66

David Kenley,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抵御列强上。”
1

2

可以说，学生和知识阶层关心国家
大事，并且愿意挺身而出，尽匹夫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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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的抗议行动则专注于本地人的处
境。比如在1932年12月发生群众集合
宣称要纪念“广州起义”，但实际上许
多参与者情绪上更被要推翻具歧视性
的新加坡移民条例所牵动。这种逐渐
转移，在后来尤其明显。
先从1919年五四运动本身来看。
类似五四当日的事件，走上街头、抵制
日货、宣誓爱国的举动，在1919年的
新加坡也曾出现。崔贵强文章里对5月
4日到后来6月19日所发生的骚动，做
了详尽的叙述。文章说，当时中国各大
城市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抵制日货的
消息，
“经过海峡殖民地华文报章的渲
染，很快的便传扬开去，激起了华人社
《南洋商报》1923年开辟“新生活”副刊

会的同情，于是抵制日货运动也在海峡

的精神，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明显。而当

新加坡社会对“五四运动”的

时的情境是：他们一方面深切感受到

反响

中国受到了列强不平等的对待，另一
方面，也反躬检讨中国国内存在诸多问
题。他们的抗议不仅是一种不满情绪的
宣泄，也是对所存在的问题的担待。因
此，除了走上街头，他们通过办杂志和
进行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新知识，
批判旧事物。Vera Schwarcz在进一
步分析五四事件之后学生怎么从思想
上的变革进入社会革命时，提到学生
发现他们所要革除的陋习如何根深蒂

殖民地潜滋暗长了”。而6月19日，一群
学生装束的示威者，闯进牛车水的史密
斯街，捣毁当中的日货，后来工人也加

学生关心社会，并且将为之付出自

入其中，不仅商店成为目标，民宅中的

己的这种精神，通过五四当天的历史事

日制日常用具也遭殃。史密斯街与福

件和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获得宣扬。

建街发生冲突，导致警察开枪。除了牛

历史与文学，都让新加坡华校学生、知

车水，小坡武吉市（Bugis Street）、

识分子受到启发，而报刊是重要的宣

惹兰勿刹等也都出现骚乱。两天的骚

扬平台之一。就如杨松年博士在评论五

动，共两人死，八人伤，被控上法庭的

四对新马文艺圈的关系时说，五四运动

有130多人。

对新马华文出版的事业并没有带来迅
速的影响，它的影响是缓慢的、后发

新文化运动延烧新加坡

的。3我们看到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日子

上街示威抗议之外，五四运动作为

里，五四运动仍继续影响他们。但是，

新文化运动在新加坡的影响，也体现在

必须说明的是，五四的精神得到继承，

更多华文报章的出现及纷纷办起的副

不意味着真正的驱动力量与中国所发生

刊上，社会不公、妇女解放、个人解放

的事务直接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

等，是它们的重要主题。有国民党背景

些华人知识分子仍关心中国，并对之做

的《国民日报》在五四后关闭，一个月

胡适在谈到五四的影响时这么概

出回应，但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和事件，

后以《新国民日报》为名重新面世。在

括：
“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

逐渐也转化成以居住地为重心。David

10月1日的社论中，明确的谈到办报的

会及政治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

Kenley在论文中指出，尽管在中国大陆

主旨，其中一条是“要改良社会，鼓吹

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

发生的事件有它们的重要性，一些在新

教育，提倡实业”。《叻报》在1922至

固，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的思想变革
之呼吁无动于衷。这使北大的学生更
了解一般民众的态度，因此开始进行
社会调查，有些北大的讲师开始到农
村，并开办夜校，为工人授课。

无涉。从此运动以后，学生渐知干预政
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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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华文文坛》
  （新加坡 : 1989）

3

1923年开辟“文艺栏”，要发展自由讨
论，让各种社会问题，如华侨教育的

五六十年代新马华校生面对的处境自然与中国五四时期学生面
对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受到不合理、不公平待遇的感受却同样强
烈。因此，五四的历史、文学作品引起新马华校学生的共鸣，并且予
以他们力量。

改进等，得以自由讨论，作为社会的罗

产党高度肯定的鲁迅更是受到推崇。

历史、文学作品引起新马华校学生的共

盘。此外，《南洋商报》也在1923年开

他的横眉冷对，针砭时事，令当时的新

鸣，并且予以他们力量。

辟“新生活”。杨松年博士认为“在继

加坡华校生也将他看作精神导师，以

当时一方面是华校学生遭到不合

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封

他的作品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理对待，华校生作为一个群体有更加

当时的戏剧团体也很活跃。1954

直接的感受；另一方面，这样的不合理

年中正戏剧会在维多利亚剧院公演曹

使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关心国家社

这些副刊的文章，对社会不公、国

禺的剧作《家》，1955年，以中正校友

会的使命感在他们身上发生作用。在

际帝国主义、文化腐朽等猛烈批评。

为主干的艺术剧场成立，继承中国五

他们看来，导致不合理的是殖民地政

由于它们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越纯文

四以来的现代话剧传统，演出风格是

府。在太平洋战争后东南亚地区掀起

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副刊对一般

以现实主义为主。艺术剧场成立后的

大众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报纸传统的版

第一个演出《日出》（1955年），之后是

位和栏目。

《上海屋檐下》（19 5 6 年）、《家》

建礼教，讲求男女平等等问题上，它有
突出的表现”。

报章的形式既是受到五四运动影
响的体现，与此同时，它又是这个影
响的传播者。除了报刊之外，五四之
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以来占
据主流位置的作品，在新加坡华文知
识圈中，也起着重要的影响。鲁迅的
《祝福》、《阿Q正传》、巴金的《激流
三部曲》、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
雨》、
《日出》等等，都是五六十年代华
校学生的必读之作。五十年代活跃的好
几个学生在受访时，都谈到看巴金鲁迅
的作品。学生阅读之后，进而积极参与
创作，并且创办杂志期刊。尽管从太平
洋战争结束后到新加坡争取自治时期，
出现过封禁出版物的时候，但也正是这

（1959年）。1960年代中，是华校戏
剧活动的蓬勃时期，中正中学、华侨中
学、南侨女中、南洋女中、公教中学、
育英中学等等，都有活跃的戏剧活动。
学生毕业之后，组织校友会，继续参与
学校的演出，或者以校友会的名义演
出。50-60年代的校友会演出，占了华
语戏 剧演出的很大比例。5 剧场属于
群体活动，这些台前幕后，以及台下的

民族主义运动，当地人民都要自己当家
作主，新马也一样。而华校生政治上觉
醒早，中学生参与与殖民地政府进行抗
争，包括1954年为国民服役法令走向街
头，在新加坡独立前夕的政治浪潮中，
学生也卷入其中。他们对正在争取独
立自主的马来亚充满希望，并且把参
与这个建国的过程看作自己的使命。
翻阅那个时期华校的毕业特刊，或者
学校里学生办的刊物，这样的情绪非
常普遍。
“把青春献给祖国”以文章题
目出现，或者在学生刊物里，也成了学
生之间互勉的常用语。

学生，通过演出，所受到的感染更加直
接。他们本身的参与显示了中国五四以
来对他们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影响
也通过他们的参与再辐射出去。

华校学生的政治觉醒与社会参与

当时，学生自觉要奉献社会，学校
方面对学生的叮嘱，也将他们置身在
一个新兴国家当中，与整个社会的进程
分不开。比如中正中学一九五九年高中
毕业生的特刊，刊首语由校长王昌稚给
学生留话：
“尔者本邦自治，业已实现，

个期间，期刊出版最为蓬勃 。从这些刊

五六十年代新马华校生面对的处

建国大业，如日初升。诸生年富力强，责

物的内容、风格来看，受中国五四以来

境自然与中国五四时期学生面对的情

无旁贷。应如何站稳各人岗位，始足以

文艺思潮与形式影响的色彩颇浓。而

况不一样，但是受到不合理、不公平

完成光荣之任务，庶无忝所学，深盼三

在这个时期的作家当中，获得中国共

待遇的感受却同样强烈。因此，五四的

致意焉。”6

4
王连美、何炳彪、黄慧丽合编《新加坡华文
期刊50年》，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出
版，2008

5

郭庆亮、柯思仁策划，华艺节2010年“戏剧
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

6

4

中正中学高中毕业特刊，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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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华校学生为争取释放被捕老师陈仰成的请愿场面

1960年，中正中学校长刘豫吉这样

响，华校生将五四的精神在新加坡发
挥到极致。当时学生身处在一个大时

勉励毕业的学生：
“你们是幸福的一届，同时也是负
责最重大的一届，所以在这行将毕业
中等教育，踏上人生长征旅程的同时，
我将满腔的责任心一一分别赠送给你
们。我用沸腾的热情来灌溉你们、欢
送你们、鼓舞你们。我诚敬地期待你
们将雄心付给社会以种种福利事业，
维护正义；并将它们一步一步地推广
和普及。我希望你们热爱我们这个伟大
的时代，热爱社会，同人民的喜怒哀乐
息息相关，接受思想的改造来教育自己
和他人，从而去获得辉煌的新生命。”

7

代的意识是强烈而普遍的，而华校学
生又具集体感，参与不同的组织，并且
同学之间相互影响。华校生对社会的
关怀，远远超过当时受惠于殖民地政
府的英校生。8从高中生夜校为工人上
课、发生灾害时组织赈灾，到关心教育
制度的改变与新马的自治与独立，这些
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对参与改造社
会的自我期许有关。这种草根参与、
集体抗争，与英校生的精英体验大相
径庭。他们的积极进取在建国之初形成
一股力量，也是寻找对新兴国家归属感
的重要过程。如果回到罗家伦和陈独秀

时过境迁，学生现在“少谈理想”
五六十年代国内国外的历史条件
特殊：国外亚非拉学生学生在自己国内
与政府进行抗争，引发学潮，而学生直
接相互声援；国内则有华校生继承的
五四精神遗产。两者相结合，成为推动
本地华校生在政治动荡、争取独立和
权益的推动力。不过，新加坡独立建
国后，华校学生的社会关怀、政治参与
度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而随着他们的调
整和改变，以及新加坡的发展，原有的
精神在新加坡也逐渐式微。分析这份
历史遗产在新加坡的失落，有以下的
原因：

五四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所爱的是

所说的五四精神包括了牺牲的精神，那

首先，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

中国；传扬到了南洋一带，华校生把爱

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不少华校生不

亚后，如何发展经济，是新加坡所必

国主义转化为对马来亚的热爱。加上

计风险地为自己的理想、为相信国家应

须倾全力解决的基本生存问题。在国

当时其他亚非国家学生的独立运动影

有的前程而付出代价。

家独立、尘埃落定后，社会的力量都

7

刘豫吉，中正中学1960年毕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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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黛安教授在2007年2月3日圆切线主办的
公开讲座上从自己读书时代谈到华校和英 校
生的不同经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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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上。华校生

传统华校，中英文并重，让学生同时修

《呐喊》、
《彷徨》、
《野草》、
《朝花夕

和其他人一样，必须谋求生计。那些在

读华文和英文为第一语文。不过，尽管

拾》、
《中国小说史略》等书。”9

特殊历史时期曾经炽热燃烧的感情，

如此，随着时间流逝，整个社会趋势抑

回归理性的现实。

华长英，就算是特选学校，基本的华文

而另一方面，学校课程中对五四和
对五六十年代学生的社会关怀少有触
及，社会上对于五四在新加坡曾经发
挥的作用，几乎完全没有记忆。近半
个世纪以来，在新加坡基本上没有看

对于鲁迅的介绍，采用文学史评价
作家的方式，让学生认识鲁迅。而要认

掌握能力也日趋下降，更不用说连带语

识鲁迅，必然会触及他所处的时代和

文背后的文化知识。  

他所发挥的作用。而在那套课文中，多

文史教材，
“五四“时代背景流失殆尽

篇作品来自五四前后，对于五四的意
义，学生会反复被提醒，潜移默化的作
用难以估计。

到华校生对这段历史主动直接忆述的

现在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或者

著作，过去的许多刊物，早已中止。这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谈五四，大多数学生

个现象，与华校生的际遇有关。惨痛

都未必听闻。过去的20年里，为配合学

的经验与阴影，既让华校生不再发声，

生的程度、兴趣和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

在国家建立、蓬勃发展后相当长的一

的强化，华文课本一改再改。虽然一些

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

段时期，也让一些华校生感到幻灭，甚

五四作家的名篇仍获得保留，但是除了

的译作很多，都收在《鲁迅全集》中。

至否定自己的青春热情。这些当年在动

适应学生语文能力而有所删节外，编写

本文选自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荡的年代，经历殖民地社会的不平等，

课程的部门配合新的时代背景，也调整

从中国五四历史与文学中受到启发、以

了课文的作者介绍、课文的阅读角度。

知识分子自我期许，扛起建国理想与责

比较了80年代采用由教育出版社出版、

任的华校生，建立了多谈实际，少说理

林徐典编的华文为第一语文的课本，

想的国家后，多年来保持缄默。他们

和目前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所用的课

原来所继承的，也就在他们那一代中

本，就算是选择同一篇章，教学的重

间淡化、失落。

点也不一样。比如《一件小事》的作者

1970年代，当华文教育在新加坡

介绍:

这是现在高级华文课本的介绍方
式：

略有删节。
小说写人力车夫在他的车子撞倒
老妇女后，毫不迟疑地停下车子，帮助
那个妇女。作者赞扬人力车夫关怀别
人，为别人着想的高尚情操，也告诉我
们应该勇于反省。”10
这个介绍对鲁迅的介绍简单得多，
不仅小说内容有删节，语境也被略去。

最显着的标志——南洋大学发生许多

“鲁迅（1881—1936），是周树人

变化，乃至最后在1980年与新加坡大

的笔名，浙江省绍兴县人，中国近代最

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时，华校生不

著名的文学家。他早年留学日本，最初

无悲痛，但并没有十分激烈的反应。维

学医，后转而研究文学。回国后曾任

“巴金（一九〇四年— —），是李

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

北大、师大、厦大等大学教席，并致力

芾甘的笔名，四川省成都县人，现代

良好的条件，似乎是个人在建立新兴国

于创作和译述工作。他的著作很多，其

家中所能给予的最大贡献。

中以小说和杂文最为有名。他的小说主

此外，在独立建国的数十年间，新

题集中在反封建，反旧礼教，而替不幸

加坡的教育景观也不断在变化，最明显

的人们发出呐喊和带来希望；他的杂文

的就是华校生源减少，英校的华族学生

主要特点是：
“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

虽然需要修读华文，但是在各个科目中

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

只有这个语文科是用华文修读，同时是

都是讽刺社会的作品。他对于中国新

第二语文的水平。制度改变后，学生对

文学的发展贡献非常大，可以说是新

华文的接触少了。教育部在1979年设

文学的奠基者。他的著作和译述已汇

立了特别辅助学校计划，挑选了九所

刊成《鲁迅全集》。其中传诵最广的有

再看另一篇《繁星》。林徐典编的
课本这么介绍作者巴金：

著名的作家。他曾留学法国，回国后，
即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一般是以
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列强的压迫和侵
略为主题，文字流利畅达，作风朴素自
然，而且充满着热情，因此很受青年
林徐典主编《华文》第一语文第三册，（新加
坡：教育出版社，初版，1978年5月，1984年7
月第7次印刷），p64
9

陈常庆主编《中学高级华文》课本一下，（新
加坡：新加坡教育部课程 规划与发 展署及
教育出版社，初版：2003 年，重印：2003、
2004年）p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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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欢迎。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创

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转折，对于新

会说华语，但就实质而言，年轻一代整

作，已编成十四卷《巴金文集》出版，

加坡接受启蒙的华族而言，影响更多

体与中华文化圈疏离。这几年恢复增加

其中最为人传诵的有《家》、《春》、

面与深远。五四运动虽然反对传统，

对中国的了解，起点很低，而出发点也

《秋》、
《雾》、
《雨》、
《电》、
《火》和

但是却示范给学生“国家兴亡，匹夫

在于务实的经济利益考虑上，因而与

《憩园》等。”

有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担当。因为

中国的衔接、实际的认知更多是当代

语言、文化的关系，新加坡华校学生自

物质的中国、商品化的中国文化，不进

然直接通过中文出版物得到他们的精

入思想的层次。原本关心社会与自我奉

神养分，行动时也模仿了相关的形式。

献的理想主义逐渐失去了角色，文化思

现在官方论述中对五六十年代华校生

想的脉络近乎中断，所谓的“讲华语社

“巴金（1904——）原名李尧堂，

的描述，近于将他们等同于共产党的支

群”萎缩并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因此在

中国现在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

持者，是过于简单的概括。新加坡华校

建国前华校生从五四时期所汲取的养

说《家》，中篇小说《憩园》，随笔《随

生在动荡年代的社会参与，实际上有一

分和力量，在独立与经济蓬勃发展的

想录》等。

条文化脉络可回溯。

新加坡慢慢地消亡，原有的社会价值

11

同样的，文字介绍了巴金和他的时
代背景的关系。
现在的学生这么认识巴金：

本文写于1927年1月，现收入《巴金
文集》第8卷，文章略有删改。

新加坡独立、步入发展轨道的过程
中，国家的运作、制度也逐渐形成另一

这是一篇写景的散文，作者描述

套务实、偏重经济、商业、技术，向西方

了在海上航行所见到的夜空繁星密布

看齐，希望国家得以高效发展。另一方

的景色，也表达了作者思念母亲的感

面，语文政策的调整，使到华族在文化

情。”12

内涵方面也已经与过去不一样，尽管仍

观也被取代。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旧课本作者介绍的语言和评价，恰
恰也反映了编写课本那一代对五四时
期的作家的认识，反映他们所受的中国
现代文学史的影响。但是新课本的编写
者必须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曾经影响
一整代新加坡华校生的作家巴金。随
着教育制度和内容的改变，过去华校
学生吸收关于五四思想、接受熏陶的直
接来源因此也经历逐渐切断的过程。
因为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
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涵，它在不同时
期，新加坡土地上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华族仍把新加坡当作客居之处，他
们对中国形势、对五四的回应，更多是
出于政治身份的认同，是侨民对准备
回归的祖国的关心。但五四运动作为
11

林徐典主编《华文》第一语文第一册，p19

陈常庆主编《中学高级华文》课本一上校
生的不同经验。剧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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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虽然反对传统，但是却示范
给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
子对社会的担当。因为语言、文化的关
系，新加坡华校学生自然直接通过中文
出版物得到他们的精神养分，行动时也
模仿了相关的形式。现在官方论述中对
五六十年代华校生的描述，近于将他们
等同于共产党的支持者，是过于简单的
概括。新加坡华校生在动荡年代的社会
参与，实际上有一条文化脉络可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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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黄有光

宇宙之谜：
从达尔文到现在
如何缓解当今中国道德危机

最

近读完V.S. Ramachandran的The

这是Ramachandran在这一二十年神经学的

Tell-Tale Brain（Windmill Books,

一些重要发现下，显然的过渡乐观的结论。笔

London，2012)，认为是一本能够让读者收获

者认为，即使到31世纪，这世界之结还是不能

很大的好书。以笔者的经验，这是在几年前

解开。如果这世界之结能够通过科学来解开，

读D. Kahneman 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

至少也要等神经科学的发现比现在所知大百

[已经有中译本]后收获最大的书。笔者可以强

倍千倍之后。不过，笔者虽然不能解开这世界

力向读者介绍这两本好书。之间读了不少心灵

之结，却能够解开宇宙之谜！

哲学(philosophy of mind) 方面的书与文章，
很难说有收获。主要的收获可能就是可以向

达尔文对宇宙之谜的迷惑

读者警告说，千万不要浪费时间读心灵哲学

在 书 中 最 后 一 两 页（2 9 2 - 2 9 3），

方面的东西！[哈哈！但并不是只是开玩笑而

R a m a c h a n d r a 叙 述 达 尔 文 对 宇 宙之谜

已；90%是认真的。]至少，与其读心灵哲学，

的 迷 惑 。在 1 8 6 2 年 4月2 1日，达 尔 文 在

不如读神经科学。

London Illustrated News 上说，
“我深深

Ramachandran也有讨论一些有关心灵
（或‘自我’self）的问题。他认为（第247页）
在本世纪， 我们就可以面对科学最后的重大
秘密（mysteries）之一：自我的本质。笔者解

感受，关于创世（Creation）的整个问题对于
人类的智力而言是太深奥了，像一只狗在推
测牛顿的心思！只能让每个人希望与相信其
所能。”

读为，可以解开心灵哲学的世界之结（world

在1860年5月22日，在给Asa Gray的信

knot）：心灵或主观意识如何可能，客观存在

中，达尔文也说，
“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幸，我

或一 般化的物质 如何能够产生主观意 识。

不能说服自己相信一个仁慈与全能的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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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也完全不能满足于只观察

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非常神秘不可思议

物与有创造性的人，根本比怪异乱神还

这个奇妙的宇宙，尤其是关于人的本

的（deeply mysterious）, 如果不是完

不可能几百万亿亿亿……倍！

质，并断定所有的东西都只是粗暴的

全鬼魂似的 （downright  spooky）。

物质力量所造成（the result of brute

所有科学家，最多只是知其然，完全不

force）。”

知其‘何以能然’。

在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
是否能够帮忙达尔文解答其迷惑呢？

简单唯物主义的问题
只有双重无知的人，才能够相信
简单的唯物主义。第一，他必须没有经
历过，没有可靠地听说过，也没有读过
大量关于一些神秘现象（包括心灵感
应等）的报道。第二，他必须完全没有

进化论的问题

宇宙，在只有45亿年的历史的地球上
进化而来。笔者相信进化论，但是修
正了的进化论。进化的速度这么快，不
可能在非被创造的简单物质宇宙，在

140亿年前的一个大爆炸（big bang）

140亿年内完成。给定只有几百亿年，

而来的。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关

要进化到我们的高度，必须有特别快

于<气候变化与科学正直性>的公开

的进化速度，必须在为造就这特别快

信 [载于《科学》(Science), Vol. 328,

的进化 速 度而创造出来的宇宙内进

Issue 5979, 页689-90, 2010年5月

行。

认识。他的物理学必须停留于牛顿时

们的星球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地球

代。根据牛顿物理学，一加一等于二。

起源理论），我们的宇宙是在大约140

引力定理的公式，也很直观。这个世界

亿年前的一次事件中诞生的（大爆炸

很简单，像一块石头，可以本来就有，不

理论）’（方舟子翻译）。也有许多支持

必有创造者。

（甚至可以说是证实）大爆炸的事实，

小时30公里的速度走，列车上的汽车

只有140亿年的历史的非被创造的物质

是，我们这个怪异的庞然大物，是在约

7日] 上说，
‘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我

被所有科学家接受的相对论，列车以每

不能相信简单进化论，相信人类在这个

在‘知其然’中的一 个重 大要点

关于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的一些基本

然而，根据已经被大量事实证实，

如果相信科学家的大爆炸理论，就

包括宇宙在膨胀、大爆炸残留的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氢与氦在宇宙间的大量
存在等。因此，笔者接受大爆炸理论。

对我们是庞然大物的宇宙，实际
上只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小宇宙。由
于被创造出来能有高度进化速度，因
而须要有相对论与量子论的怪异的性
质。由于是被创造出来的，像钟表，怪
异也就不怪了！

宗教界说法的问题
创造我们这个小宇宙的创世者（或

以每小时20公理的速度同向走，汽车

然而，如果我们的宇宙只有140亿

称上帝），又从何而来呢？有些宗教认

相对于月台上静止的人的速度，不是30

年的历史，很难相信能够随机进化到

为上帝是自在永在，本来就有的。这说

+ 20 = 50公里，而是49.999公里。你开

人类的高度，尤其是其主观意识与创

法不但等于没有回答问题，它本身就推

车（或坐火箭）高速（不论多么快，即使

造性。一年有不到3千2百万秒，140

翻了创造论的基础。一台钟必须有制造

是0.9 光速；根据相对论，物质不能够

亿年有不到45亿亿秒。即使加多二十

者，如果说这台钟是一个能自动制造这

达到光速）往北走，我开车高速往南

多倍成为一千亿亿秒，其秒数也只有

台钟的机器制造的，则这机器比钟更复

走。同一个光子（不论是向北或向南）

10的19次方。组 成生物体的蛋白质

杂，更不可能是本来就有的！同样地，

的速度，对你与对我是完全一样的。

由氨基酸组成。氨基酸组成的多肽链

如果我们的宇宙不可能没有制造者，则

这么怪的相对论世界，还可以用长

（polypeptide chain）有超天文数字

能够制造我们的宇宙的上帝，更不可能

度随速度而变小等来解释（但不能解

（10143）的折叠自由度。[相比一下,全

是本来就有的！与其相信一个能制造钟

释为什么会这样变，变到使光速对任何

宇宙的所有基本粒子的数目,也没有超

的机器，是本来就有的，不如相信钟本

坐标恒等），而我们宇宙的量子现象，

过10的几十次方.] 折叠方式错误会造

身是本来就有的。同样地，与其相信能

则怪到连量子物理学大师，物理学诺

成功能失误或病变。即使不是随机，而

够创造宇宙的上帝，是本来就有的，不

奖得主中的佼佼者Richard Feynman

是极快速（例如每秒十亿次）尝试每个

如相信宇宙本身是本来就有的。因此，

都认为，如果你（包括量子物理学家）

不同的折叠方式，也要有比宇宙自大爆

说上帝是本来就有的，是不能接受的！

认为你理解量子物理学，那你肯定不

炸以来几百万亿亿亿亿亿亿……倍的时

这是一些宗教（不包括佛教）的致命弱

理解量子物理学。Ramachandran 也

间，才能找到正确构成蛋白质的折叠方

点。笔者替这些宗教免除这个弱点，回

认为（第292页）像量子这些构成物质

式。要随机进化成为有主观意识的动

答创世者的来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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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者是在大宇宙的漫长岁月中

以前靠传统道德，后来靠共产主义

在等，都须要从新研究。地狱与天堂、

以比 地 球的进 化 速 度慢 几千万亿亿

道德。文革摧毁传统，雷锋运动迫使人

来世报应等，虽然还不能够说肯定存

亿……倍的缓慢速度进化而来的。由

们弄虚作假，摧毁最基本的道德基础

在，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何况根据“帕

于有漫长的时间，可以进化到超越我们

（真诚），三大运动（反右、大跃进与文

斯卡的赌注”（Pascal’s wager），信

许多倍的高度，加上科技的功能，达到

革）加上改革开放摧毁共产主义信仰，

有而实无，没有损失；实有而信无，损

能够创造140亿年前的大爆炸的高度。

形成道德真空。在这种大环境下，独子

失可能是地狱与天堂之别。宁可信其

女政策加强只考虑自己，不关心他人的

有，不可信其无。损人利己，不但于心

倾向，使道德水平大滑坡。

不安，还可能有更重大的今世与来世

读者可能会问，大宇宙又从何而
来呢？笔者对 这 几乎 不能回答 的问
题，也有无隙可击的答案；详见拙作

中国要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但要依

《宇宙是怎样来的？》，复旦大学出版

靠在经济与军事上的硬实力，还要有包

社。此书用五个非接受不可的公理，

括道德在内的文化上的软实力。要使社

论证上述‘进化神创世论’。[英文文

会和谐，人民快乐，软实力的重要性更

章刊于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加重要。其实中国政府对这也有所认

for Astrophysics 的科学家主编的

识，因而已经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等，但

Journal of Cosmology, 2011.  http://

作用不大。对于只信简单唯物主义而

journalofcosmology.com/Quantum-

不信共产主义的人，很难让他们提高

Cosmos113.html ] 这是（非简单的）唯

道德水平。如果他们转而信仰宗教，可

物主义的极致，因为论证了上帝也是物

能比较容易，但是，很难让简单唯物主

质或客观存在进化而来的！

义者信仰上帝。进化创世论逻辑地论证

原来不认识笔者的敖平教授（华盛
顿大学物理系教授，上海交大物理系长

创世论，使原来是简单唯物主义者也能
够合乎逻辑地相信创世者。

的报应。道德水平低下的行为，是否须
要更加避免？因此，对进化创世论的宣
传，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们道
德水平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人民与政
府都是有利的。
几个月前，读到联合早报6月7日言
论版上，旅居新加坡的中国投资分析
师孙喜的文章《中华复兴，宗教或不
可缺》。6月9日，中国资深媒体人赵灵
敏也说，
“精神危机才是中国当下最大
的危机”。
孙喜说，
“人类在精神层面，还是
普遍需要有所寄托的，不论是诉诸于
宗教，抑或其他信仰。早在新加坡建

江学者）读了拙作《宇宙是怎样来的？》

笔者不是在批判唯物主义，笔者是

后，邀请笔者到交大给讲座与研讨会，

唯物主义者。有心灵（主观感受），但最

并 于2014年6月27日举行的讨论拙作

终是物质（广义的，包括能量等任何存

《宇宙是怎样来的？》的天则书品（北京

在）。没有物质（东西），何来心灵？我

天则经济研究所）中，以ppt评介拙作。

思故我在。笛卡尔这句话被批判为唯

读者可能也会问，创世者为何要创

心，实在是冤枉。必须先有物质存在的

造出140亿年前的大爆炸？老实说，笔

我，才能够进行思维，才能够有心灵现

者也不知道，但猜想创世者是 获得了研

象。因此，从我在思维的事实，可以推

究金，作了一个试验。相对于我们的能

论出，物质的我也是存在的。这是多

文章还结论说，
“只要坚持政教分

力，创世者几乎万能，但并非真正100%

么唯物呀！拙作《宇宙是怎样来的？》

离基本原则、善于平衡各教派势力和

全能。大概是仁慈的，但未必100%。这

是唯物主义的极致，证明创世者也是

能够解释为何‘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幸’。

物质存在进化而来的。

帮助缓解道德危机

国之初，李光耀先生就英明地意识到
宗教对于一个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
意义。他曾多次表示：
“与其什么都不
信，不如有个宗教信仰……我一向尊重
教会……我鼓励人们要有信仰，因为不
管是信神或是信仰别的宗教，都有助于
抗拒不良风气和使人产生回归惑。”

强化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
就无需太担心，自己的执政地位会受
到正统宗教的威胁；相反的，一个具备

笔者批评的是简单甚至幼稚的唯
物主义，认为我们的宇宙是本来就有

上述观点不但回答宗教界与科学

的，没有创世者。既然简单的唯物主

界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调和进化论与

义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大爆炸是被

创世论，调和科学与宗教，对构建和谐

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小宇宙是为了能

社会将有重要贡献。还能够帮助缓解中

够快速进化的产品，那么，很多以前我

国当今重大道德危机。

们认为是迷信的东西，包括灵魂的存

了优良的宗教和道德约束力的中华民
族，反而可能会将复兴大业推动地更
加稳固、更加持久！” 值得人们三思。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Winsemius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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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

断 想
╱ 文  : 章良我

在

新加坡河口不大的区域范围里，竖

向独立五十周年的新加坡共和国的历史陈述

立着两座莱佛士爵士的雕像，一白

一样，突然变得多元而略显嘈杂了一点。

一黑，如果没有建筑物相隔，两座塑像也只
不过相距一箭之遥，是在召手互见、呼唤相
闻的距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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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接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
“建国”一词变得显贵了起来，一时成为岛国
语境里一个几乎被使用到泛滥程度的词组：

这本来就拥挤的地方，因着旧建筑的增建

从几年前最早的“建国总理”，到时下最为国

和新装置的添设，越来越显得拥挤，就像走

人挂在嘴边的“建国一代”。然而，岛国华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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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经历反殖独立、投身时代风暴的一代人相继谢世，
作为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国人，也越来越想了解历史到底长得是
什么模样。而过去简单教科书式的对历史的叙写，显然已经不
能够满足信息时代年轻读者的求知欲，回答不了他们心底升起
的问题。

字却少见有叫“陈建国”、
“蔡建国”、

终于，经过一阵手脚忙乱，待自裁

从某个大人物的到来而开始的思维，

“林建国”等的；概凡“建国”云云，

自剪的服装穿上身来，过了些许受人

由此岛国的故事常常沦为个人或小团

从不见得是一种植被于岛国草根的民

赞赏、恭贺讨喜的日子后，少年郎终于

体的奋斗史。

间说法。

长成了壮年汉，一伸腿、一投手，又露

凭着世界范围的文化历史资料，后

每一个新加坡人心中都有一个一

出了肚脐眼。看来旧时裁剪的衣装又

人艰难拼凑着发生在纪录之外传说之

九六五年，若非亲生经历，就是听身旁

得改造，才能避免今日今时提衿见肘

中的历史的蛛丝马迹，努力地将我们

亲朋长者话语中曾经谈起过的，或者

的尴尬。

关照历史的视野扩大、将我们关心人

是从书本上读来的。

五十年后，亲历反殖独立、投身时

文的触觉放大。

处在文明时代，人类都有衣衫遮

代风暴的一代人相继谢世，作为新一

人类对自然及自身的认识不可能

羞。每一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也都

代成长起来的国人，也越来越想了解历

一踘而就，初认识、再认识，甚至推倒

有一件用以文饰的衣装，地区历史叙

史到底长得是什么模样。而过去简单教

前人的论断重新认识，人类的知识也

述不失为人类自己为自身裁剪的一套

科书式的对历史的叙写，显然已经不能

就是在此正反合的顺 序中螺 旋 般地

华服。

够满足信息时代年轻读者的求知欲，回

上升的。

新加坡作为一方生命水土，自她
孕育以来，一直在生长。随着这块土
地的变迁，在此土地上人民的劳作和

答不了他们心底升起的问题。

2015年， 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

即使以千年不变的宗教为例，这
样的人类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式的进
化上升也是屡见不鲜的。耶稣死后升

成长，由荒岛、变渔村、再港口、且城

世人普遍称赞我们国家上下是讲求

天，使徒们开始建立基督的教会，初期

市、终立国，体魄在不断长大、人口在

实际的一群。也许我们是天生的怀疑论

400年一直处于被犹太人和罗马政权

连续繁殖、文化在进步多元、思想在

者，不相信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会承载

的迫害之下。到公元三世纪末，罗马皇

开放演变。

有什么超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会与

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并宣布基督教

生俱来就拥有天佑吾国吾民的宗教信

为罗马国教。

时移势迁，她身上的这件原先用
来遮羞的草衣，先是变得不合身了：于
是抛弃愚昧时代的蓑衣，用手工纺织

仰，在起步时也缺乏条件孕育“想一万
年太久”的历史浪漫情怀。

公元四世纪末，罗马帝国东西一分
为二，基督教也就有了东正教与天主教

而成的七彩蜡染裁剪成一身合体的新

不止一次地，年轻的国人被再三地

之分，此分裂正式发生于1054年。尽

衣。虽曾经试着想著一袭西装大衣，

提醒着岛国的脆弱，就好像这个国家就

管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就灭亡了，

从头至尾，礼帽革履，稍觉不妥；又跃

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产物，而埋葬在武吉

其后的一千年罗马天主教却一直统治

跃欲试找来上好的裁 缝制成一套中

布朗等处的先人坟墓遗骨，终究是挡

着东正教之外的其他教会，并逐渐走

古的唐装，试装时却始终有不合身的

在国家建设道路上的障碍物，必须清

上追求物欲享乐、精神腐败堕落的邪

感觉。  

除。我们似乎业已已经习惯于历史是

道。1453年，神父马丁路德起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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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前进。冷战业已结束。新加坡也从第三世界步入第一世界
国家。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已成历史，之所以还被喋喋不休地提起，
一定有其原因和现实的需要。

罗马天主教，使教会精神重新回到使

当整个世界正朝向无管制的自由

纸还以“昔日政敌聚首一笑泯恩仇”为

徒时代。这才有了今天被称为基督教

市场经济迈进时，当百分之一的人拥

题作了报道。官方代表当时作了如下

的新教，其实它是抵抗罗马天主教的更

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并挟持着全

感言：
“无论是敌是友，是盟友还是对

正教，抑或也是一种“修正”的结果。

部人类踏上无节制的贪婪与物质享乐

手，也无论个人的信念和理想是什么，

我们的华族祖先在命运之舟将他

的不归路时，世人重新醒目，回到现实

你们都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作出了贡

的理智中来。

献。透过你们的声音来讲述这些故事，

们的人生载到当初这个荒岛时，他们一

这本书已经记载了你们为协助奠定今日

面想到的是报答神明冥冥中的恩典，建

新加坡作为资本经济网络上的一

庙设坛、祭谢上天，一面祈祷自己可以

个节点，不是脱离世界体系的一个孤

在此立足，子子孙孙，长生不息。他们

岛。岛上居民追求平等幸福生活的勇

仅仅几年而已，当时制造的祥和

不会故作精明地判断自己的文化一开

气向来就不缺乏，当初他们祖先跨海

气氛却被2014年年尾一场接一场的大

始就不会在这里存活，还堆砌词藻建

前来，多少抱着这样一个平实而美好

雨给冲跑了。

立逻辑试图说服他人这是命中注定，

的理想。

还是趁早改个活着的方法。

新加坡的基础而经历的奋斗和牺牲。”

时代在前进。冷战业已结束。新加

挟着工业革命的成果、优人一等的

坡也从第三世界步入第一世界国家。殖

我们的历史往往重视个人奋斗式的

大英帝国的统治，虽然征服了岛上的一

民主义、共产主义已成历史，之所以还

叙写，难免对后世未来的评说夹带悲观

大批殖民政府的子民，但是第二次世

被喋喋不休地提起，一定有其原因和现

论调。我们以前不愿说起先贤，不敢或

界大战的洗礼与战后民族主义国家的

实的需要。

不愿提到辛亥革命与我们的干系。我们

一一诞生，却大大催化和激发了与岛

的思维方式偏于实用，于是历史的重提

沉浮共存亡的岛民当家作主的决心。

成为时令的点缀也就不稀罕了。建国一
代成为时下国人的口头禅，又有多少人
为了其中的往生者提议献上国人对他
们的致敬？
寸有所长，微能见著；岛国弹丸，
天下系舟。没有历史的大格局，小船终
究航行不远。

1819年，东印度公司的职员
莱佛士“发现”新加坡
两百年前，在大英帝国国运如日东
升的年代，莱佛士开始计划开拓新加
坡；五十年前，在美国作为西方自由世
界的代表的岁月，新加坡独立建国，成

新加坡人民寻求独立当家作主人
的道路不只是从1965年开始。

临更大的挑战：国际恐怖主义，全球
化和信息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大小
变革和人与人通讯互动的崭新方式，
以及在此条件下，种族主义的余灰随

历史新起点

时仍有复燃的可能。

2014年快要结束时，美国总统奥

我们不能忽略历史，因为这有关我

巴马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

们国民的身份认同；我们也不能过于纠

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相继宣布两国

缠历史，放眼未来岛国才能团结进步。

外交关系将恢复正常。这是继1979年
中美建交、1989年柏林墙倒塌及随后
苏联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之
后的国际重大事件，人类东西两大阵
营因为美苏冷战而持续半个多世纪的
对立，终于走入历史。

为百万狮城儿女自己的共和国；今天，

2009年9月8日，
《白衣人》一书出

东方巨人中国稳步走向世界第一，狮

版发行，当年执政党不同派系的盟友或

城岛国也开始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对手相聚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次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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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下的岛国作为国际都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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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语解文
╱ 文  : 辛

都

仁

说现在有了双语，双文（化），

“双文”更是虚无缥缈，跛脚的“双

比起从前，不知要好多少。果

语”和“双文”真能产生什么神奇的

真如此，God Bless Us!

“双文化”吗？或曰我们拥有学者专
家，精通双文化，复欲何求？朋友听了，

但是，耳边正传来子孙二人的对

噗嗤一笑，美国、中国、日本都有自已

话。

的双文化人才，也不一定拜双语之赐，
孙 ：明 天 老 师 说 要 带 我 们 去

言下之意，双语与双文化不必有内在

Library, 下午 Three O’clock 才回来。

联系。日前邂逅我国一位文化实践者，

子：那我 After Office 去载你

他更干脆说英语英文一样可以推广双
文化，这么说，那我们的双语不是形

孙：Too Late! 我还有很多 Lesson

同虚设吗？罪过罪过。话说回来，既然

要做。

已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推动“双语”，

子：Headache 呀 Headache, 我

就该实实在在一视同仁，若是还想发

的妈！

展“双文化”，那么华族的文字着实丢

不知道这够得上双语的资格吗？

不得。西方汉学家除了掌握本国语文

至少从前父子不会这么说，也许他们

之外，都精通华族语文。华文本来就

那个时代太落后了。或曰：这些是低能

是华族的母语，怎么说也没有理由不

儿，我们的精英不这么说的，但我听见
精英把“杀鸡教猴”提升为“教猴子杀
鸡”，把 match-making (做媒）理解
为“生产火柴”。1980年代“新加坡华
校”沦为历史名词后，英校一枝独秀。
三年树木，已有可观，卅年树人，就
“争气”了得。大人先生别有乾坤，用
心不可谓不良苦，课程的一改再改，分
流合流截流的一变再变，优中劣学校排
名一夜间都成了好学校，但双语的杂烩
性、肤浅性似乎坚守阵地，绝不退让。
从前是华校顺应潮流，华语之外，还
学英语，虽说英语勉强过关，但华语几

借助本族的文字去学习和了解本族文
林书香隶书作品

是在社会付出“华文低落”的代价后，
也把英语真正学到手呢？我想大家心
中都有一把尺。只是没想到，机关算

化。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千百年前的
古诗，写法、读音、字义与今天拉得这
么近，朗朗上口，这在世上真找不到第

尽，大人先生也会栽跟斗，而且以栽跟

二个例子啊。双文化之一的华族文化，

斗为乐，至于语不语，文不文，谁也管不

就是如此神奇、富于魅力的。人们宁可

了。可怜无奈父母、莘莘学子！

无视和放弃眼前树上的仙果，而一心

华校的缺位，换来先天不足、后天
失调的双语，但毕竟还是双语，难怪有
人要挺身歌功。说他一厢情愿，说他哑
子吃黄莲，但仍不失有功之臣的身姿。

指望抓住镜中影、水中月，这委实是一
件很费解的事。世上不会有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也绝没有无字之文。文字与
文化是不可切割的，讲华语与讲文化是
两码事。若要华族子弟掌握华族文化，

乎无懈可击。那时英校只学英语，英语

只不过，要从当下的双语状态，趦

无疑须从家庭、学校、社会着手，让孩

也是顶呱呱的。如今的双语教育，是在

趄进入双文化的境界，真的需要某种

童、学生、青年识字知文，但这需要政

英校的基础上增加一科华文，照理说也

特技，某种精妙的魔术。怎么个变，却

府的努力、政策的推动、社会的配合。

只能期望学生的华文，和当年华校学生

是费思量的。这里头有“文”有“化”，

否则，响雷无雨，河深无水，双文化也

的英文一样，落了个“勉强过关”而己。

文以载道，春风化雨，要有双文化的

只能落个仰天长啸，颓然委地的命运。

不同的是，当年华校学生，至少把母语

沃土，种子才能滋生、成长、开花、结

学到手。今天的以英带华的学堂，是不

果。现在“双语”都还在挣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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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被压迫的迷思
╱ 文  : 胡爱妮

前

任官委议员张黎

机会，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衍日前受 邀在欧

以及其它基本需求。其中，

盟驻新加坡代表团的世界

就业权也是重要的一环。因

人权日以国际人权专家的

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

身份演讲。不少公民社会人

的机会改善自身境遇，从而

士致函抗议，并在她发表演

追求有尊严的生活。对性少

讲时展示彩虹旗和标语，以

数 族 群的歧视不但 戕害同

示无声抗议。

志们的身心健康，也是对人
权的践踏。家长无法接纳同

她曾在2007年在国会

志孩子，也威胁到和睦的家

中对刑事法典第377A条文

庭关系。

的辩论中，强烈地反 对废
除这项法律条文。当时，她

我们的社会对同志群体

在国会中以“将吸管塞入

还有很多误解和偏见。这需

鼻孔”这样的字眼形容男

要更多的社会舆论，来打破

性之间的性行为。纽约大学

这些偏见。可以预见的是，

法学院曾经邀请张黎衍开课，引起该校

有性别平等教育法，确保同志学生和教

恐同言论一定会被质疑和挑战。我们

师生强烈批评。学生们也集体杯葛她开

师不会因为性别、性别特质、性别认同

需要认清怎么样的言论和举动才算是

的课，以致申请听她授课的学生寥寥无

和性倾向而遭受歧视和欺侮。性别平

压迫。一般主流的言论平台都是以异

几。张黎衍因此辞去了纽约大学的客座

等教育法特别要求校方积极协助处于

性恋和顺性别1为中心，其它性少数课

教授职位。

不利处境的学生，改善他们的处境。

题都会被边缘化。言论自由是双向交

张黎衍曾经是官委议员，也曾获奖

新加 坡 并没有任 何 法 律 确 保 同

学金到哈佛和剑桥深造，目前是新加坡

志群 体不会面临教育和就业上的歧

国立大学法律系教授。纽约大学的教职

视。2012年，本地一个心理辅导机构

并不是她的全职工作，更不是她唯一的

做了一项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六十

收入来源。可是她却在人权日的演讲中

的同志曾经遭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歧视

说自己因为发表反同志言论而丢失工

和欺侮，而曾经受到欺侮的人，也更容

作，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所以自己

易萌生自杀或自我残害的念头。同志学

才是遭受压迫的对象。

生在校园里不愉快的经历，也会影响他

当她说自己受到压迫时，我不知道

们之后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通，任何人有发言的自由，但其他人也
有反驳的自由。如果你占据了主流言论
中的话语权，你应该更有责任去聆听少
数人的声音。如果你相信一群人比另一
群人有更多权利，如果你相信一些人需
要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入狱，你绝对不是
一个人权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国际人权
专家。如果你从来没因为自己的性取向
或性别认同而面临歧视和暴力，你就不
是在这方面遭受迫害的对象。

她有没有考虑过许多同志在成长过程

我们可能对人权的概念有些模糊。

中遭受到的歧视、欺凌和暴力，还是她

人权绝对不是鼓吹极端个人自由的概

选择无视社会中这样的不公义。不少研

念。它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究显示，同志青少年的自杀率比其他同
龄人高。许多国家都已经认可同志青少
年的处境比其他同龄人更为艰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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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是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的缩写，指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
我在文中用同志泛指LGBT人士。

1

1  
顺性别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性别认同和出生时
的性别是一致的，是跨性别的反义词。

社会一致化特征的后遗症
╱ 文  : 刘安安

经

过半个 世 纪的岁月，新加坡

商人上错车、下错站、铩羽而归的失败

善，譬如地铁环岛线的全面通车等，而

从发展中国家，变成亚洲四小

者为数不少。早期大陆就有个顺口溜

软体心件服务设施，诸如方便华族乐

龙，并脱颖而出成了四小龙之首。如今，

这么形容这三个地方的商人— —“香

龄人士的华文告示牌的诉求就拖拖拉

更上一层楼，步入发达国家之林，羨煞

港人无情，台湾人无恥，新加坡人无

拉。还有，国际旅游景点的文字说明

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以及世界上的发展

知”，连李敖大师都掺和一角，毫不客

也独尊英文，自家不谙英文的乐龄国

中国家。新加坡的成功要素之一，众所

气公开的说：
“新加坡人笨”。主因之

人去游玩，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

周知，是拥有一个廉洁清明及务实有为

一，是成也“一致化特征”，败也“一

只有咋舌的份。此外，这也完全忽视

的政府领导班子的长期执政，顺势而

致化特征”。

了庞大中国旅客的潜在需求，一举可

为，配合“天时、地利、人和”之的优势，
创造出长治久安的格局及经济佳绩。

在世界全球化的大潮流之下，我
国“一致化特征”的优点，在多元化面

多得之事也视而不见，固步自封，反应
超迟钝。未能“先知先觉”已属遗憾，
“后知后觉”尚可加油，
“不知不觉”

其中“人和”这一环节，威权时代

前，变成了缺点给暴露出来。诸如：自

的政治领袖有意识地将各种族的多元

以为只凭一招一式就可以闯天下，结

意识形态稀释及减弱后，再经年累月、

果成了娱乐圈笑话的翻版——“我好

处心积虑地塑造成一种一致化的“大

傻，好天真”。一般典型的男人只知工

我模型”，并为“大我模型”注入一致

作赚钱，知识面狭窄，更欠缺人文素

个人完全赞同广告人吴淑芳的看

性的思维形态、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

养，人生失衡，被海外见识广、阅人多

法，被“一致化”的 全 体国人，上至

元素，最后凝固成广告人吴淑芳所谓的

的女士们笑话，成了没有生活情趣的

精英份 子，下至平民百姓，是时候去

新加坡人独具一格的特点及特质，姑且

“经济动物”。

“卸下认知”（unlearn）和“重新认识”

名之为“一致化特征”，每个个体犹如
被贴上标签般，一开口就昭告天下自
己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

尤为严重的是，连精英份子也患
上“一致化后遗症”，在对事对物的认
知上，也出奇地一致，不善于脑筋急转

拜“大我模型”之注模成功，政府

弯，不利我国朝向更开放与多元的方向

在推行各项建国计划、施政方针上，取

前进。就以地铁服务作为例子来说，有

得了“人和”的便利，摒除了向前迈进之

关当局一直再强调硬体服务设施的改

就有问题了。因有关民生大计之事，忽
悠不得，缺乏弹性及包容性的作法，是
要付出政治代价的。

（relearn）。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反思
新加坡“ 一致化特征”的时候到了，一
来这才符合及有利我国朝向更开放、更
包容之多元性社会的道路前进，二来可
弥补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下不足之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路的杂音、噪音及障碍，故能够比别人
快步向前冲，并且一直保持领先的优
势，走在人家的前头，可谓占尽了先机。
有句老话说：
“一物有利必有弊”。
论语更有句话曰：
“过犹不及”。
“一
致化特征”带给了我们好处，但它亦
带来了“后遗症”。不是有邻国人民
批评新加坡人老爱用“一致化”的标
准套在他们的头上，并且加以评头论
足，好像我们的那一套是放诸四海的
标准，教他人受不了。中国改革开放初
期，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商人皆抡着
去搭中国的经济顺风车，结果是我国

其中“人和”这一环节，威权时代的政治
领袖有意识地将各种族的多元意识形态
稀释及减弱后，再经年累月、处心积虑地
塑造成一种一致化的“大我模型”，并为
“大我模型”注入一致性的思维形态、行
为模式、价值取向等元素，最后凝固成广
告人吴淑芳所谓的新加坡人独具一格的
特点及特质，姑且名之为“一致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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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徐李颖

关于德国的
心灵鸡汤和反鸡汤
前

一段时间，中国的微博、微信里流传

在1868年，李鸿章麾下的部队就购买德国的

着几篇极力赞扬德国人种种优点的

钢炮，并聘德国人当教习。蒋介石对法西斯德

文章，使读者对德国这个民族的敬仰之情油

国的神速崛起赞赏有加，主张学习德国的军事

然而生，充满了励志的正能量，引得众人纷纷

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

转发。事物总是这样物极必反，追捧过热，必

德国汽车企业率先进入中国，德国汽车在中国

然会有人站出来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泼

就是品质和奢华的象征。2004年，德国制造业

一桶冷水。这不，一篇“德国没有那么多心灵

又领先进入中国的高铁项目。在老百姓的日用

鸡汤”的文章又占据热门头条。

品里，西门子电器、双立人刀具，都深受崇拜，

狂热过度必然不是什么好征兆，反“心
灵鸡汤”的人出于一片好意，急着告诉大家真
相。在这一捧一杀的回合里，我们得以窥得中
国社会的某种集体潜意识。

关于德国的鸡汤网文此时突然风行神州
大地，其实有着令人悲哀的现实根源。关于德
国的每一勺鸡汤，都戳中了中国人的伤痛。这

正如反文开篇所说：随着中国人对美国的

些鸡汤文，无非是夸赞德国建筑牢固、遵纪

认识，迷信美帝的人已经不多了，德国成为新

守法、路不拾遗、热爱阅读（传统纸本书籍）

一轮偶像。各种网络交流平台上吹捧德国的

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民族做事认真、

文章以铺天盖地之势涌出来，作者斥责说这些

尊重他人和法律、有大智慧不谋小利。这样的

文章“篇篇充满了用根本不客观的言论煲出来

品质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最缺少也最迫切渴望

的心灵鸡汤”。作者痛心疾首地要以一个知情

的。伴随经济发展而迅速发酵的社会弊端：贪

老移民的立场打破国人的迷思，让大家认清事

腐营私、钻营谋利、法不责众、弄虚作假……让

实：这鸡汤根本没有鸡，全是水！

中国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每个人都在翻

其实，德国成为中国人的崇拜对象，已经
有些年头了。中国人哈德，始于洋务运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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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造”就是精致、坚固、耐用的代名词。

滚的浊浪里沉浮，渴望着一点新鲜的空气、片
刻自由的灵魂。

全感。家园的意义不应该只是一个吃喝

人反倒心安理得了。被德国人激励得

睡卧的场所，它更应该是温暖、安全的

心潮澎湃、立志恢复民族优良品德的

避风港。当外国人当年残留的半截下

上进人士则深受打击，经受着偶像坍

水道依然在呵护普通百姓的生命，而

塌的失落和遗憾。

国人新造的华丽家园差点淹死全家的
时候，对外国人的感激和对国人恨铁不
成钢的爱恨交织成一种复杂的情绪。
鸡汤文还提到德国人特别尊重法
律和规则，比如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
说如果半夜12点还有人在空旷的路上
等红灯，那个人肯定是德国人。反鸡汤
文就说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这样的事
比如网上盛传青岛不怕暴雨，完全
得益于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
造的排水系统。据说德国人还留下了

只会发生在颤颤巍巍的老人身上，在冷
风瑟瑟的深夜，德国人肯定是自如地跑
来跑去的。

其实，德国不是天堂，德国也有犯
罪率，有人乱闯红灯、有人酒后驾驶、
有人鸡鸣狗盗，也有离婚、失业、党争
种种社会问题。可是德意志民族依然
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
在中新刚刚建交的时候，中国人对
新加坡也有着类似于对德国一样的崇
拜情结，那时的新加坡在中国人的心目
中是一个天堂一般所在，令人神往。随
着交流的加深，经商和旅居国外的中国
人越来越多，对南洋月亮的盲目崇拜已

油纸包的更换零件，历经一百多年，拆

笑话明显在嘲笑德国人的呆板和

经被理性的认识所取代。中国人开始认

开后竟然“锃亮如新”。反鸡汤文反驳

迂腐，但中国人显然对这样呆板和迂

识到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繁荣

说，青岛市排水管理处早就辟谣了，德

腐的德国人充满了好感。呆板和迂腐

之下也有小市民的各种纷扰和纠葛，廉

国造排水系统残留不到三公里，还不

意味着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和简朴单

洁高效的政府也难免被老百姓们抱怨。

到青岛市区总排水系统的千分之一。

纯的人际关系。在规则虚设、情大于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中国人对新加坡社

“油纸包”更是子虚乌有。

法的社会，普通百姓已经生活得非常疲

会的高度赞赏和学习，这种赞赏和学习

倦，如果人人都有一股呆腐气，生活会

更加理性和客观，少了狂热，多了一份

不会简单了许多呢？

稳重和深刻。

人门突然缅怀起“德国造”的排水
系统，大约与2012年7月12日，北京遭
遇61年来最强暴雨和洪涝灾害的伤痛

鸡汤文说德国的地铁里很少有人使

相信中国人对德国的认识也会经

有关。那一天的暴雨造成79人遇难，

用手机上网，大部分都捧着一本书静静

历从狂热到冷静客观的过程。可是，

陆空交通全部瘫痪，整个城市陷入一

地阅读。反鸡汤文嘲笑说这应该是以前

捧杀的回合，必然还会在我们的社会

片汪洋。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国人在哀

的情形了，现在的德国火车地铁上比比

生活中继续轮回着。下一个目标是谁，

痛中充满了质疑：为什么国家的心脏、

皆是看iphone、ipad和Kindle的人，玩

并不重要，也无关对错。这样的追捧

一座飞速建设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竟然

游戏、刷脸书什么的都很正常，恐怕

和棒杀，反映的不过是整个社会最真

如此脆弱不堪？是天灾还是人祸？如

只有老年人才会在地铁里翻纸书了。

切的渴望和需求，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

果不能保证普通市民的安全，再多流
光溢彩的高楼大厦、豪华建筑又有什
么意义？中国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薄
弱不堪充满担忧。

被德国人的严谨、自律反衬得相
当自卑的中国人，看到这里，压抑的心

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灵终于能够喘口气了。原来偶像也有
堕落的一面。有人热衷于塑造偶像，有

屡见不鲜的豆腐渣工程、片面追

人努力地打破偶像。中国人对德国的

求经济效益而罔顾人民生命安全的地

吹捧无非是渴望偶像身上的严谨、自

产商，以及令人发指的食品安全问题，

律、诚实，吹得越过头越显示我们的

都让中国人对“国产货”彻底失去了信

饥渴；非要打破偶像的人看不惯国人

心。而网传的德国高质量建筑让国人看

崇洋媚外，必须告诉大家偶像也不比

到了对生命的尊重，感觉到了久违的安

我们好到哪里去。这样一来，堕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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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本土电影业把把脉
的放映范畴从数码到3D（三维）不等，邵氏、
国泰、嘉华、荣华等院线经营有素，目前也出

“国家”固有资源、有力量，但归
根结底电影是门创意事业，靠的是电
影工作者本身的自觉、领悟、才艺，与
本身的运筹帷幄。

现专放独立制片的影室。当然，还有电影节。
影片制作方面，近年来年产七、八部，质与量
属于稳定起步的阶段。这些，都得来不易。
但某些人喜欢把今天的新加坡，比喻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认为假以时日，
我们也能成为东方的好莱坞，其实事情并没
那么简单。电影业与一个地方的政经人文、天
时地利是分不开的。想想，今天我们的电影制

为

庆祝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本地电影

作，有香港当时的自由度吗？是否具备一个对

工作者将在2015年内推出廿四部电

声影文娱有强烈要求的社会？电影业者能否

影，这是一则喜讯。但电影是娱乐，是文艺，

经营得法？如果没有，那表示我们仍须努力。

也是商业运作。因此，若不把综合的整体因

如何制作雅俗共赏、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素包含在内而谈电影业，那就犹如瞎子摸象，

这是个永恒的课题。且让我们先把注意力，

说不出个所以然。

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和

试看上一期《怡和世纪》介绍的“大梦无

电懋（国泰）两家电影公司。因为自始至终，两

敌”座谈会，三位导演——台湾的魏德圣、齐

家公司的运作是跨越国界的，从香港、台湾，

柏林和马来西亚的周青元，尽管心中都有大

到新马以至菲律宾，整个东南亚区域都在电

梦，都有自己想拍的电影，而命运之神也不无

影人的胸廓之中。

眷顾，但就他们从进入影圈，到筹划、集资、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邵醉翁等四兄弟

拍片，之后是发行、排期、文宣、首映礼……，

便从上海移师到香港拍片。但由于影片内容

皆是绞尽脑汁、步步惊心的状况，便知电影业

素质问题，他们的“天一”公司遭受恶评与抵

的庞杂。

制，发展并不顺利。1927年，三哥邵仁枚与六

何谓本土电影？有一种看法，是把“在新

弟邵逸夫以流动放映车的方式到新马各处跑

马拍摄实景”的片子也归纳在内，香港光艺制

码头。从1928年开始，邵氏兄弟不断收购新马

片公司1957年拉队到南洋拍摄的粤语片《血

的戏院和设立称为“XX世界”的游乐场，十年

染相思谷》《唐山阿嫂》和《椰林月》，因而

间建了110间电影院，开创娱乐王国。

得到本地电影资料馆的重视。作为电影史料，

邵逸夫创立香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是

这些影片是珍贵的，但谈论“本土电影”，我们

在1957年。2014年初，邵爵士以一〇七岁高

似乎仍应把定义放在本地人拍摄的，
“由本土

龄辞世，后人统计邵氏出品影片超过一千部，

孕育的电影出品”上面。

古装片、武侠片尤丰。邵氏出品，每部片都有

放映业的经验不能忽视
新加坡“电影业”中的发行与放映环节，刻
下可说十分发达，已臻第一世界的水平。影院
114  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一定的商业回收。这应该归功于邵氏兄弟早
期那三十年的放映生涯：从各种影片的映期
长短当中，他们已紧紧把握了东南亚这片广
阔土地的观众口味！

找寻适当土壤，因地制宜
电懋董事长陆运涛1915年生于吉
隆坡的大富之家，求学时代曾到剑桥修
读文学及历史。爱好摄影，多次到沙漠

氏在惹兰安拔士的片厂，请了印度导演

指“华人语言”，包含港台“国语片”，

来导马来古装片，也用港式喜剧包装，

也包含粤语片、厦语片等。易水的电

捧马来演艺奇才P. Ramlee成为巨星，

影实践，是六十年代初在本地拍摄的

都是划时代的创举。

《狮子城》和《黑金》。也许是造物弄

旅行，拍摄雀鸟生态，蔚然成家。陆氏

本地亚洲电影资料馆最近传出消

家族的业务很广，包括银行、锡矿、地

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已把在新加坡拍

产、酒店等，电影业方面自然是以整合

摄的九十一部马来经典影片，列入世界

于1956年的电影懋业公司（电懋）所摄

记忆工程的一部分。

本地的“华语电影”画上休止符。
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中，本地才出
现中侨集团综艺机构斥资摄制的三部
华语片。已故的中侨老板，是经营中国

制的影片为代表。
电懋和邵氏是激烈的竞争者，互相

人吧，拿督陆运涛不幸去世，让国泰在

制片业在新加坡命途多舛

百货和放映香港“左派”影圈及中国

挖角，不遗馀力。陆运涛有“文人”作

应当指出，邵氏和国泰在南洋摄

电影的林日顺先生。综艺三部曲的前

风，为拍好片舍得出钱，旗下明星都各

制的马来影片有辉煌的一页，但两家

两部— —即《一家之主》和《荒唐世

有造型，也曾请作家张爱玲写过十个剧

公司对本地华人文艺圈，也予以相当

家 》，皆 有 赖 香 港 左 派 影 界 的 支

本。1964年，陆运涛参加在台湾举行的

的器重。1995年以九十高龄辞世的蔡

援。1976年的《桥的两岸》，编导与演

第十一届亚洲影展，
飞机失事身亡。后

文玄先生（本地诗人、作家，笔名柳北

职员便完全出自叻坡本土。本片曾代

人把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着重发行与

岸），便曾于1936年受邵氏之聘，担任

表新加坡参与亚细安影展。

影院业务，制片业趋于沉寂。

中文部经理，直到1973年退休为止。

美国影视学者伦特（John Lent）

退休后，他出任邵氏机构董事。任职邵

在《亚洲电影业》一书的新加坡篇章

氏公司期间，他曾主编公司的刊物，编

中，特别提到这三部华语片，并说它们

写剧本，拍过十六部马来影片和数部

的拍摄具有显着意义。

有人说邵氏是因势均力敌的对手
骤然失去，而对电影业兴致索然。不
过从实际上看，邵氏在七十年代末期
转向电视业，主要还是看上新媒体的

国语片。

七十年代，本地的“英语源流”电

商业潜能。当然，两大龙头偃旗息鼓，

新生代学者许维贤在《电影欣赏学

影人其实也跃跃欲试，并在1973年为

却也为香港电影释放出一个百花齐放

刊》中，曾为文讨论新加坡国泰机构的

纪念巨星李小龙而拍成黑帮武打电影

的时代，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最值得今

华裔导演兼发行人易水，1958至59年

《血指环》。可惜的是，那时候并无演

天我们深思的是：

在《南洋商报》影艺版落力提倡的一

艺分级制度，当局以“血腥暴力”的理

个概念：
“华语电影”。这里的“华语”

由，全面禁止《血》片的公映。影片拍

其一，邵氏与国泰都是民间业者，
不靠“国家”支持，各以私人企业的方
式，建立人材吸纳、片厂制度、技术引
进、创作方针、发行推广、宣传策略、
演员培训等的“一条龙”体制。这是值
得钦佩的企业家精神。
再者，邵氏与国泰都在新加坡拍
摄马来影片，在香港拍华人电影。这表
示，
“因地制宜”的因素很重要。香港
没标榜什么双语、双文化，但它是华人
影业荟萃，粤语片、国语（华语）片、厦
语片、潮语片摄制的总汇。
两家公司拍的马来影片，数目到底
有多少，统计不详，一说有三百多部。
总之，业者找到了适合拍片的土壤。邵

《唐山阿嫂》剧照

YIHE SHIJI Issue 25  115

怡
和
艺
坊

怡
和
艺
坊
成后却没人可以买票来看，当然血本

励本地电影人拍摄短片。然而，电影委

几近二十年的沉寂，令人眼前一亮。有

无归，本地电影人承受了一道难以磨灭

员会是个“穷衙门”，不可能资助拍摄

观众说，想不到新加坡的组屋夜景，在

的“血”的教训。

剧情片，直到媒体发展管理局成立之

大银幕中如此迷人。

19 81年，本 地拍 成以 武 打女星
为主角的《联邦女警官》（Cleopatra

后，才建立起通过审批剧本资助长片
摄制的制度。

邱金海并非“一片导演”，昙花一
现，而是执着地继续摄制“艺术”影片

此外，国营电视机构新传媒设立的

的电影人。他积极传授电影技艺，也带

星霖电影公司，因常邀“外才”合作而

动了本地电影进军国际电影节的一股

饱受批评。然而，要是“外才”选得对，

潮流。2005年的《伴我心》为法国康城

本地电影是受惠不浅的。比如编导《真

影展瞩目，2008年的《魔法阿爸》也入

有 论 者 认 为，吴 作 栋 总 理 掌 政

心话》（范文芳、何润东主演，1999年

围金棕榈奖的角逐。

（1990至2004年）期间，成立了新闻

上映）的尔冬升，是日后获得香港金像

及艺术部，而在该部主催下，1998年

奖的实力导演。

Wong），一时璀璨。但如英谚所云，一
尾孤燕，成不了一个春天。

“国家”只能从旁推动

“好电影”因素，不在方言与否

4月成立新加坡电影委员会，推动了本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国家”固

出身“民间艺人”的梁智强，因电视

地电影业的进展。说起政府推广文化

有资源、有力量，但归根结底电影是

上搞笑行动的过去而备受非议。但这些

艺术，其实更早时便已开始了：1977年

门创意事业，靠的是电影工作者本身

年来，本地只有梁智强电影才有基本的

主办第一届国际艺术节，1979年成立

的自觉、领悟、才艺，与本身的运筹帷

上座率，只有梁智强制作才称得上具

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是出身本

幄。关于这点，新加坡两位文化奖得

有“电影业”的苗头。

土的朱晖。

主——邱金海和梁智强，应该都各有

电影委员会成立时，本人为尽国民

贡献，实至名归。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梁智
强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无可否认，很多

义务，忝为创会委员之一。就事论事，委

邱金海为已故银行家邱德拔幼子，

时候是为媚俗而走了冤枉路。但他曾

员会最大贡献，在于为新加坡订定一套

赴澳洲悉尼学电影，回国后于1995年

毅然担演郭宝昆作品《棺材太大洞太

包括版权法的电影法制，明确支持电

拍摄了剧情片《麺薄仔》。对此片我们

小》，成为华语大舞台演出全场独角

影节等运作，并以拨款资助的方式鼓

无须吹捧过度，但它确有其时代意义：

戏的本地第一人；也曾向伊朗电影购买

侧看
新谣
╱ 文  : 黄宏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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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年11月8日参与了晚晴园

紧接纪念歌曲，再与同伴们以新谣

主办的文化飨宴，与伙伴张

身份登场，此时台下情绪一时转入另一

家强、周选礼、刘锦祥弹唱了由笔者

种高昂。不管是邓淑娴、洪邵轩或最后

作曲、蔡志礼作词，专为纪念辛亥革命

压轴的吴锦发，不管天空是否已飘起了

100周年写的两首歌曲“且看我们”与

细雨，台下观众仍撑起雨具，时刻随着

“那年”，唱出了改变民族命运的历

他们熟悉的旋律，高高地挥舞着手、

史事迹，唱出了我与蔡教授对此一事

摆动着身躯热烈的齐声回应，场面激

件的共识：在纪念伟人孙中山先生的

情、温馨、感动！尤其进入新谣点唱时

同时，绝对不能忘记当年一起为国家

段，气氛更是被推向另一波高潮，直到

民族付出生命、青春、幸福的其他无名

唱完最后一首歌，曲终，人潮依然久久

小人物。

不愿散去。我看到他们眼中的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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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拍摄本地版的《跑吧，孩子》。

建话拍片，得心应手，但《钱》接下来的

似有心灵感应，讲到这里，《联合

没上电影学院，但梁智强懂得见贤思

几部片，他写了文字剧本，敦请香港的

早报》消息说，
“奖不完”的新锐导演

齐的道理。

专业演员来念成广东话对白，出来还是

陈哲艺，与制作人黄文鸿，成立了长景

白开水。同理，电视上用标准华语配音

路电影工作室（Giraffe Pictures）。两

的《钱不够用》，也惨不忍睹。

人要栽培海内外具潜力电影人，包括

影评人说得 不错，梁智强《小孩
不笨》系列和《新兵正传》系列之所以
创下卖座记录，因为电影触及新加坡
家庭普遍关注的课题：教育分流和国
民服役。
如今看来，1998年上映而缔造六
百万元票房记录的《钱不够用》，的确
是本地电影业的分水岭。它扎扎实实
地告诉我们，无论条件如何薄弱，只
要“好电影”的元素拿捏得对，观众就
会投你一票。
那么什么才是好电影的元素？当时
有些人一窝蜂地说，卖座是因为梁智强
不顾限令，片中大胆用了超量的方言
（福建话）挣来。时至今日，梁导本身
也对“方言”两字迷信起来，有点走火
入魔，以为多用方言便可拍出好片，这
是值得警惕的。
语言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差之毫

本地印度裔导演K. Rajagopal ，开拍

只有高素质，才会被尊重

淡米尔语等语言的影片。这意味着，由

在新加坡，如果光有梁智强出品

本土孕育的电影业，有可能更上层楼。

才有人看，这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本

凭处女作《爸妈不在家》赢得康

地具有潜能、可以导出好片的年轻电影

城金摄影机奖及台湾金马四项大奖的

工作者，近年不断涌现，本地观众不

陈哲艺，是2013年的国际影坛风云人

应忽略他们。而新加坡电影也只有在

物。然则，《爸妈》本地票房不过百万

百花齐放，高素质作品源源而出之下，

元，反映一般观众不为得奖才华所动。

才会被人尊重。

这里鄙人想做点温柔提醒：有史以来

试想，
《钱不够用》叫好也叫座，导

的本地电影，《爸妈》或许是引起最多

演郑德禄是不是应有第二次机会？记

有关少儿心理、天伦维系、时代怀旧等

忆所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校园影片

课题深入讨论的一部。

《纯爱手册》（Teenage Textbook）、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2 0 0 6 年 的 人 文 电 影《美 满 人 生》
（Singapore Dreaming）、近年的贺
岁片《笑着回家》、跨国卡士的新潮文
艺《他她他》，都是很有巧思的作品。
这里牵涉的独立电影工作者，都不应

厘，失之千里。梁智强用本身熟悉的福

停下来。

我看到曾经的青春在他们脸上依然焕

腆地在台上唱着各自的歌曲、木讷地

认识。但由于性格使然，一直无法适应

发、飘曳着⋯⋯那夜完场宵夜时，与同

说着话。没想到的是，才几年光景，大

台前的表演生活，没两年，又躲回幕后

伴们聊起都有共同的感触：不管是台前

伙竟然由早年的羞涩，渐渐唱出后来

写自己想写的歌曲，继续以广告摄影

幕后，不管是台上台下，新谣，确实是一

被认同的大气候。

为全职工作，少与圈中人来往、少问流

代人浓烈的共同记忆——难于忘怀 。

笔者是迟至89年的新谣节，主办

行事。所以对于这个时代的热潮，有幕
后到台前的多方感受，也有偏离核心的

遥想84年在电台新谣发源节目“歌

单位由于找不到《万种风情》的代唱歌

韵新声”开始发表创作时，脑袋里想的

手，经由大伙的怂恿、鼓励后才硬着头

只有一样东西：只想悄悄、安适的躲在

皮，发抖地上台演绎自己的这首创作。

印象中，当初的新谣不是来来去

录音室分享歌曲就满足了。当时一直都

经那一夜后，再由BMG唱片公司出版

去只有几个人的游戏。新谣在巅峰期，

不敢参与公开的演出活动，一直只想

了《野人的梦》与《笨鸟的表白》创作

全岛共有一百多支新谣小组，大大小

轻松坐在台下，乐滋滋的看着大伙腼

专辑，才正式被推向台前的行列中让人

小的演出不计其数，整代人参与其盛，

另一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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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鼓吹，青少年追捧。时至今日，新

上到出口处前的平台，找了个噪音

《趁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那般情怀》

谣再度被炒热，想起当年那批人，总

稍小偏右的单人座坐下。待心情安定

的黄国梁（那些年笔者不敢上舞台），

有些好奇：他们还聚在一块唱歌吗？他

后，我再一次重新的一边看着舞台上的

那是一位至今最想见却仍然没有机会

们还记得当初写歌的目的吗？那可是一

表演，一边看着观众亢奋的互动。夜越

见着的新谣人，跟我渊源如此之深，

个讲究旋律、要求歌词言之有物、创作

深，我越黯然发现，我已经Out了！我必

却阴差阳错，就是不曾碰过面；想起了

动机单纯、追求真性情的年代啊，尽管

须承认，我已经认不出音乐了！我多想

90年，代我演唱《童言故乡》的冠军歌

后来大家选择的方向与人生际遇不尽

再听听她最初的声音，再看看那朴实

手——郑君心；想起十多年来，每个周

相同。

无华的弹唱，就像当年刚出道时，极为

末都聚在一块玩闹，如今却远在天堂

欣赏的周华健、张学友，但这一切似乎

的黄元成；想起突然间从朋友群中蒸

已经过时了，他们已经不再唱歌了，他

发不见，经常被我取笑坐着扫帚出入

们都在表演着歌唱。

的巫婆黄惠祯（她的紫薇斗术造诣极

2014年7月6日《我们唱着的歌》书
城新谣分享会的前一晚，与三位好友出
席了首场由天后在新国家体育场举办

高），真的很想再能见到她，再看看她

的演唱会。挺过了大约六七首歌曲后，

那是一个不禁会让人回想当初新

我从贵宾席几乎是落荒般往出口处逃。

谣的绝佳位置。从高处往下看，像是

那近乎要夺人命的强劲低音节奏，一波

从云端看人间：热闹与冷清只在咫尺之

又一波的直击心脏，我听不到歌声、分

遥，眼前的璀璨比较当年的清纯，是如

辨不出个别的乐器，我只听到一团噪音

此的近又如此的远，我想起了那群唱着

向我轰来，我只见到炫目的彩光以及好

自己的歌的人，想起了那个年代的一些

《我们唱着的歌》隔天，朋友传来

多的人在台上跑来跑去。

朋友； 想起了86年的新谣节帮我诠释

当天人群沸腾的照片：依恋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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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会飞的扫帚。就不知多年后，这些
爱唱歌的朋友们，换作在今晚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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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Out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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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情的投入。看完衷心的感谢单纯的

何子石。当年的“心电台”、司马哎呀

也会提早败亡。所以，真正爱它的人，

主办单位，让时光重回到最初的时刻，

（陈炜轩）、林明文、吴佩琪、黄进福或

就请容许做事的人都能获取应得的回

直觉得观众还在深深的爱着新谣，整

一些只知其人不知其名的观众朋友，就

报，千万不要内耗而丧失发扬的机会；

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似乎还在守候

因为他们，新谣才得以有幸摇至今日，

反过来，若是得益者继续玩弄情怀、

着，期待当年的激情再次被激发燃烧。

才有一种哼唱时叫你我都会感动的情

贪婪且无视支持者的经济能力以及大

绪在翻滚。

方向的意义，那历史也会自然唾弃他们

新谣是无法复制的，我们已经没有

!

的成就，谁都无须感到不平衡！

太多时间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了，我们不

新谣于我，等同于中文，它能重生，

能再自己抛弃自己了。除了缅怀、除了将

也既是这语文的复活，对我来说，这是

就个人而言，新谣只是那些年的一

歌谣的薪火传承下去以及相互支持外，

一个历史契机，生为这一代人，生为一

种音乐现象，错过了它的年轻朋友，也

新谣人是否更应当要好好的将这些朋

个因为懂中文而能自在存活下来的人，

无需为此感到遗憾，每个年代都应该有

友们给记下来呢？别忘了他们不只是一

看到这景象，只有欢欣、只有安慰。

它自身的精彩，不一定要依附在新谣身

群掏心掏钱的衣食父母，他们更是陪着

无论是不是无意的商机引发了历史

我们一起唱过年少情怀、一起度过青春

契机，或是时势造就了英雄，我想说的

岁月的兄弟姐妹。

是，我们这代人迟早都会一一离去，而

也许长期在边缘游走，意识不到

时机却是不等人懊悔后会再重来的事

“老大”的存在，或是所谓的“家长”

情；如果有人利用商机富裕了自己，只

之分，总是自然的理解“新谣”不属于

能算是个人的小成绩，若是能利用这

任何人、也属于任何人。有些担心一

契机，影响及改变中文的学习态度，那

旦有了这无谓的意识形态后，一代人

成功的意义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后人看

的美 好 情 怀也许又会落入 无谓的遗

到的不只是财富累积的能耐，更是一位

憾中。除了台前一群叫得出名的“孙中

华校生不可旁贷的文化责任！这话可能

山”外，其实还有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幕
后推手更应当让人记下来的。他们曾
经或现在还在一心一意的为着新谣默
默奔波、推动、承传着。 趁今夜想起，

说大了一点，但对一位只懂得给意见，

上才算是一种成就、才能被认同。现代
的年轻人应该走出新谣创造出自己这
时代的音乐文化，就像当年的新谣，谁
都无法料到若干年后，它会是一个时
代的音乐图腾。年轻一代的朋友若是
真要记住新谣，那就承袭它单纯、创
新、分享、共乐的精神吧。最后还有一
点点个人的小小寄望—— 无论怎么样
变化，请别忘了中文的优美！

作者为本地音乐制作人

能力、智慧却有限的我而言，这话，确
实是焦虑的肺腑之言——别辜负了这
大好的历史契机！

赶紧写下他们的名字以表心意：“歌

虽然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

韵新声”的林子惠、彭秀梅、彭远青、

做事时若有太多人为的干扰，多好的事

就个人而言，新谣只是那些年的一种音乐现象，错过了它的年轻
朋友，也无需为此感到遗憾，每个年代都应该有它自身的精彩，不一
定要依附在新谣身上才算是一种成就、才能被认同。现代的年轻人
应该走出新谣创造出自己这时代的音乐文化，就像当年的新谣，谁
都无法料到若干年后，它会是一个时代的音乐图腾。年轻一代的朋
友若是真要记住新谣，那就承袭它单纯、创新、分享、共乐的精神
吧。最后还有一点点个人的小小寄望— —无论怎么样变化，请别
忘了中文的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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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蔡澜谈吃及其他
蔡

澜这次（2014年11月23日）来新演

天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连着头条新闻报道

讲，讲题是“人与人沟通的方法”，可

此事，在此不赘。

是媒体关注的还是他对新加坡美食的看法，
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的记者，追着他访问，希
望弄出点事。媒体么，都是这样，就怕没事。
其实几年前，蔡澜就曾批评狮城美食“有
形无味”，并指吉隆坡的食物比新加坡食物
好。一石激起千层浪，蔡澜的批评引起不少新
加坡人的反弹声音。

如他常夸的就有如切路上售卖马来食物的
Glory、海南二街的逸群鸡饭、厦门街的潮州
酒楼发记。他对新加坡的马来菜和印度菜较
为肯定，觉得相对还能保持原汁原味。
下飞机的当天中午，考虑到下午演讲的
场地在华侨中学，我们本想就近去旧马场吃

之后蔡澜接受电台名DJ林安娜的访问。

意大利餐（Valentino），但蔡澜坚持不去，他

访谈中，蔡澜表示，他说了真话，可是，小器的

说：
“要吃意大利餐去意大利吃呀。新加坡

新加坡人却只肯听讨好的话。

人在吃上不像香港人舍得花钱，所以食材很

对于自己被反驳，蔡澜说：我到了这个年

难保证从意大利空运过来。”于是，我们转移

纪，就要讲真话，讲真话真的很不容易，因为

至亚当路小贩中心，蔡先生点了四五样本地小

一讲就会有一些怕输的人要来批评我。做人

吃，除了一家印度摊位的羊肉他觉得还可以，

就是要讲真话 ，我储蓄了几十年，现在可以

其他都食而无味。

讲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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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蔡澜对新加坡美食也有赞叹的，譬

蔡澜以前的谈吃文章，三番五次提到厦

这次蔡澜来新，再度掀起话题，因为他批

门街上的潮州酒楼“发记”，夸它是“全球最

评新加坡的猪杂汤不正宗，像猪肉汤。那几

好的餐厅之一，许多老潮州菜谱都被东主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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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豪先生固执地保存下来，如今即使

不像广东烤乳猪的芝麻皮。最惊艳的

蔡澜是个念旧的人，对早年美好

去到汕头，也难找到同样的水准”。看

是两道甜品，大概为蔡先生所特制，皆

滋味的记忆，想必是他今天评判食物

了这样的文字，难抵诱惑，我和朋友

下猪油冰糖，凝聚了老时光、老口味和

好坏的标准之一？不仅食物，包括一

曾去发记尝试，失望。其他朋友去了，

老韵味。吃一口，醉人的。

些包装细节他也很关注。一次我和朋

同样失望。倒也不是说发记不好，但因
为蔡先生的赞美太高，于是有了落差，
与“全球最好的餐厅之一”的评价不甚
相符。
这些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反正我是
把发记抛诸脑后了，厦门街倒是常去，
进的是另一头“茗香”的门，茗香的福
建菜，不错。

一桌人吃得心满意足，蔡澜也开
心，笑着说：以后谁说发记不好，我就
和谁打架。
是啊，在这桌菜面前，我服了。

友带他去吃肉骨茶，老板娘看见蔡澜
来了，特别拿出一包好茶。蔡澜看了却
说有纸包的那种吗？我们这才去拿白
新春茶庄的老式包装。蔡澜说，这种
包装，有两层纸，先把茶叶摊开，大的

一周后，那天同桌的一位好友，又

整的茶叶挑出放在一张纸上，碎小的

订了一套同样的菜（仅去掉烤乳猪）。

茶叶放另一张。然后将碎小的放在茶

想知道蔡澜不在场水准如何？发记到

壶底，大的压放上面，这样，倒茶时，

底是不是一个人的“蔡”馆？李老板当

就不会有碎末出来。我们一边看蔡澜

这次蔡澜在新的最后一晚，潘国

然认得我们上周和蔡澜一起来的，假

示范，一边听讲，学了一招。

驹教授设宴“发记”，招待蔡澜和倪亦

借的“虎威”犹存。当晚，除了西刀鱼和

靖（倪匡和亦舒的弟弟）等人，我有幸

鲳鱼新鲜度略微逊色，其他都很好。另

叨陪末座。餐前，我对蔡澜先生说，很

外，最后的甜品肴肉糯米，看上去不够

多人看了您的文章去发记，都觉得不

滋润，老板眼力好，马上说，
“他们忘

怎样，是不是只有您来才好吃。他笑笑

了浇汁”。又去补浇。我明白，不是“忘

说：
“十个手指头有长短”

了”，通常为了健康，最后又油又甜的

是不是蔡澜来了，真不一样 ？真
的。那餐的菜单是：卤水花生、潮式
西刀鱼生鱼片、苦瓜扣肉、炊鹰鲳、北

浓汁都免了。
又过了几天，我的朋友三度去发
记，吃后告诉我：味道不如第二次。

蔡澜说，世界上最好吃的莫过于母
亲做的菜。
“比如有一道生腌螃蟹。我
觉得只有我妈妈才能做出那么好吃的
咸螃蟹。先到市场买膏蟹，回家洗净，
壳拆掉，淋上酒，再浸泡酱油里，酱油
量是三分之二，其余的三分之一是盐
水。早上浸，晚上才吃。吃之前，撒上
用瓶子压碎的炒花生，还有醋。整道菜
的特色是：酸甜苦辣。这道菜现在很少
有人做了。”

葱海参、鱼胶汤、烤乳猪、炒粿条，及

李长豪先生，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

两道甜品：反沙芋头、肴肉糯米。说实

厨师，但我们在和他聊天中发现，他的

说到蔡澜的母亲，老人家非常有个

话，每一道皆好，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

兴趣已经渐渐转移到鲍鱼的养殖和贸

性，开朗幽默，喜喝白兰地，三天一瓶。

的一餐。那条大鹰鲳，足有三斤重，李

易上了，不再甘心当一名厨师。他现在

蔡澜告诉我们，有一次倪匡来新，和我

老板用古法炊，潮州人的炊，就是蒸

以玩票的心情开餐馆，菜的水准难免

们一起吃饭。母亲拿出一瓶白兰地，倪

的意思。用大火，五六分钟即可蒸熟。

起伏不定。发记是可以更好的，只要李

匡说：
“伯母，我白天不喝酒的。”蔡澜

李老板有绝招，他在鲳鱼的两面橫割

老板把心思全放上。这让我想到日本寿

母亲巧妙回答：
“现在巴黎是晚上。”

三刀，头部一刀，中间一刀，尾一刀，割

司之神小野二郎，捏了一辈子寿司，别无

结果大家都喝了。仿佛有了白天喝酒的

至见骨。再把两根汤匙放在底部的身和

旁骛，对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我们只有

最好理由。

尾处，让整条鱼支起，以便蒸气穿透。

赞叹。拉面、寿司、味噌、和菓子，他们

蔡澜形容：
“蒸出来的鲳鱼，背上的肉

带着宗教般的虔诚之心，把这些食物

翘起，像船上的帆，加上芹菜的绿、酸

做到尽善尽美，美食在日本人心目中就

菜的黃、冬菇的黑、辣椒的红，煞是好

是“道”。电影大师小津把拍电影类比于

看。”那天炊出来的鹰鲳确实如蔡澜所

做豆腐，可见“手艺”在日本之被尊重。

言，像帆，漂亮极了。最关键的是一点不

李长豪先生，鲍鱼买卖别人也会

腥，无比鲜甜。北葱海参浓情，苦瓜扣

做，但您那一手出神入化的潮州菜，别

肉蜜意。潮州烤乳猪独特，皮是光的，

人做不来的。

蔡澜是个享受派，大概从她母亲
那里得到不少遗传。能吃喝玩乐过一
辈子，应是前世修来的。
作者为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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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真是好地方
难忘的晋地文化历史之旅
╱ 文  : 雨

人

石

说山西好风光，我说山西好地方。好
风光让你流连忘返，好地方使你沐

浴在历史和文化的春风之中。游毕山西，始知
那原是3000年前周武王次子叔虞的唐封地，
他儿子夑继位后，才把唐改名为晋。那里出过
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声名赫赫的
武将关羽，一代美人貉婵，大文学家柳宗元，
国民党大将阎锡山，共产党名人薄一波、徐向
前、华国锋等。
山西地处黄河中流，华北西部的黄土高
原，呈竖立的长方地带。位于太行山以西，故名
山西，但太行山以东却不是山东，而是隔了一
个河北省。西边黄河自北向南流淌，与陕西为
界。北邻内蒙古，南边隔着黄河与河南相望。
我们一行20余人，由怡和轩牵头，华运旅
行社精心安排，在这片陌生的土地前后转悠七
天，完成一次愉快之旅。大家不仅开了眼界、
益了心智，而且有了不一般的体验和感受。

五台山：开启心灵与感悟之旅
第一天我们取道广州飞抵山西省会太原
时，已是华灯初上，导游安排到市区一家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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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亚于茅台，却入口不烈，味道香醇。人谓先
有汾酒，后有茅台，一温一烈，各具特色。席间
我们还初尝名不虚传的山西陈醋。

用餐。面食是山西餐桌上的一大特色，不但名

餐后旅游车开往下榻酒店。因为每天都

称各异，烹饪方式也多种多样，店主还特地让

是早出晚归，除了住宿和早餐外，领略不到五

我们亲睹刀削面和拉面表演，但见面团在利刀

星级酒店的更多好处。第二天一早，我们朝

下，如雪花般一片片飘落，俄尔又见大蛇盘缠

五台山进发。这山顾名思议是五座带有平台

似的面条，表演者左拉右扯，力度适中，姿势

的山组成，但车子在笔直的高速路和逶迤的

优美，面条由粗变细，成了不折不扣的面线，

山路奔波三个多小时后，其实还停留在山谷。

由于水分挥发殆尽，遇火可燃，够神奇的。席

五台山是以文殊菩萨道场闻名的佛教第一名

间大家品尝团友赠饮的30年汾酒，酒精浓度

山，这里有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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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群，大多建在半山。远近是环立

五台山现存寺庙47间。当天我们走

筑风格十分别致，庙宇狭长陡峭，屋顶

的五座大山，却不见平台。导游说，五

访有皇室寺院之称的黄庙菩萨顶, 之

铺以黄琉璃，墙身和柱子色彩斑斓，殿

台山幅员辽阔，总面积逾2800平方公

后在剧院观赏独具一格的情境剧《又

脊中央安放鎏金铜法轮，神像或肃穆或

里。哇！将近5个新加坡大，到了这里，

见五台山》。第三天上午离开五台山之

和蔼，文殊菩萨骑在狻猊之上，头向一

才发觉自己实在太渺小了。进不进庙宇

前，参观另一处重要寺庙——龙泉寺。

边，腰部倾侧，头发散披，形象生动。菩

已显得不那么重要，立于五台山下，浮

菩萨顶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

萨顶给人的感觉是金碧辉煌，气派非

想连翩。既然这里曾容纳过上百间庙

-499），重修于唐宋，辉煌于明清，清

凡，精致讲究，却不俗气。这里可以看

宇，我们岂能不虚怀若谷，感悟文殊菩

顺治13年（1656）改为喇嘛庙。它占地

到康熙亲题的“灵峰胜境”和“五台圣

萨的聪慧德才？眼前的一座座山体，宛

约9千平方米，依山而建，自上而下，有

境”牌匾，也读到乾隆皇帝在御碑留下

如巨人的身躯，坚如盘石、强劲有力，令

108级台阶，象征把世间108种烦恼都

汉、满、蒙、藏四种文字，讲述寺庙的

人肃然起敬！

踩在脚下。当年它是帝王参拜之处，建

历史和皇帝参拜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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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出菩萨顶，我们向《又 见五台

果，无不匠心独到，或庄严，或逼真，或

女官像六尊，侍女像三十三尊，全为宋

山》剧场走去。面前的白色屋顶剧场，

玲珑剔透，或巧夺天工，堪称石雕建筑

代彩色泥塑。晋祠和我们将要参观的

乍看仿佛起伏的波涛，细观又如一页

艺术的珍宝。从石阶底部往上望去，牌

双林寺，于196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

页经书，当代得很。观众穿越时光隧

楼仿佛浮于天际，给人一种置身仙境之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才逃

道，来到室内情境实验区。区内有各

感。参观寺内天王殿、大雄宝殿和后人

过一劫。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大多数寺

式各样的戏台，每台二三演员，呈现不

制作的神像后，我们走下台阶，沿着一

庙的神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圣母邑

同故事，或夫妻不和、或邻居争吵、或

条弯道找到龙泉。也许经过岁月的变

姜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之女，嫁给

病房生活、或学生困惑，形形色色。吆

迁，龙泉威风不再。但见一个小棚子覆

武王，以国母之尊，驾临其子叔虞的领

喝、尖叫、哀求、奸笑、谩骂之声，此起

盖着一口小井，泉水盈满，冷冽清爽。

地。圣母凤冠蟒袍、盘膝端坐。其他塑

彼落，俨然人生百态，每一台戏又如一
件件行为艺术。它们令你突然醒悟：平
日生活就是如此喧闹、低俗、乏味。随
即，观众进入可容纳1600人的剧场中
心，面对360度全景旋转舞台。剧情以
五台山的佛教典故、仪规为创造基点，
讲述人生的故事，并不限于阐释佛理。
床铺是舞台上的主线，与演员一道，演
绎无穷无尽的时间，生于斯、憩于斯、

告别五台山，我们折回太原方向。
下午参观醋文化园，近距离接触并了
解山西陈醋的历史、制作和种类，亲尝
上乘陈醋的滋味，来到气味刺鼻的酿
造间。团友中有人花费近二千新元，购
买几大罐老陈醋。至于更久远的陈醋，
因长时间挥发，已呈膏状，食者却步，却
适于入药。

像分立两侧，都是经过匠人精心制作，
人物体态、服饰、发髻、表情各异，切合
每人的身份、职务、性格、情感，可谓刻
画入微、维妙维肖。晋祠园内如“卧龙”
般的周柏，年代久远，和汩汩长流的难
老泉，与人物彩塑并称三绝，确实让人
大开眼界。

乔家大院：北方民居建筑明珠

梦于斯、乐于斯、悲于斯、病于斯、死于

旅游车仿佛也“醋醉”似，摇摇晃

山西文化之丰富多彩，叫人目不暇

斯，其实都在一念之间。剧作家王潮歌

晃行进在一段破损的道路上，朝太原西

给。第四天，从太原出发，直奔祁县号

创作此剧的出发点，是把佛教视为文化

南25公里的古迹晋祠走去。晋祠专为供

称“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乔家

的一部分。她说，来到五台山，
“更多的

奉周武王（约公元前1087 - 前1043）

大院。现存的乔家大院是乔致庸的故

不是参观寺庙，不是朝山拜佛，而是思

次子、晋国开国元勋叔虞。但是，现在

宅，名曰“在中堂”，占地8724平方米，

考人生”，观众应庆幸“自己在短暂的

晋祠更引人注目的却是圣母殿内摆放

外观如城堡，三面临街，墙高逾3米，庭

人生岁月里，能尊敬时间、尊敬生命本

的圣母 像一尊，宦官男像三尊，男装

院深深——六大院、二十小院、313间

身、尊敬他人、更尊敬自已”。有谓佛
法即“活法”，但愿《又见五台山》一
剧, 能开启心灵，过美好人生。

晋祠：受保护的重点文物
当晚在寒气袭人的五台山友谊宾
馆住宿，次日（第三天）登攀始建于宋
代，前身是杨家将家庙的龙泉寺。导游
说，五台山诸多寺庙中，仅普化寺、南山
寺和龙泉寺三间，以精湛的石雕而闻名
遐迩。龙泉寺胜景是矗立于108级石阶
之上的汉白玉牌楼，由山西民间艺人胡
明珠花了6年（1916 - 1922）时间镌刻
完成。牌楼刚劲挺拔，雄伟壮观，通体
布局严谨，佛像、蟠龙、鸟兽、花卉、珍
“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乔家大院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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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洪祠大槐树明代移民基地前，各地移民后裔，近年来纷纷至此寻根祭祖。

房屋，错落有致，鸟瞰构图如“囍”字。

联所揭示的：
“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

颇有来历的寺庙，珍藏大量明代或更

乔家大院始建于乾隆年间，几经重修和

品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早大型彩塑，被誉为“瑰宝双林”或

改建，于同治初年（1862）由乔家第四

然而，清廷腐败，外敌入侵，乔家深受

“中国古代雕塑博物馆”。穿过山门，

代掌门人乔致庸在旧址基础上完成扩

其害。可贵者，乔家给后世留下这栋有

前方天王殿分立的四大金刚，身高三

建，并注入大量人文因素，当中就有雕

“北方民居建筑明珠”的大院。财富有

米余，雄武有力、浑身是劲，分别手握

梁画栋、艺术砖雕、珍贵牌匾，如大门

如断线的风筝随风飘逝，但文化却像

琵琶、宝剑、蛇、伞四种法器；他们的

上方的“福种琅嬛”，即为慈禧太后所

攥在手中的风筝线那样，代代传承，再

脸部表情尤为突出，双目圆睁，瞳孔以

赐，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来乔家做客

创辉煌。这大概就是乔家大院留给后

黑琉璃表现，更显夺目，那种威严和

时留下篆书对联墨宝：
“损人欲以复天

人的重要启示吧。

镇邪力量，简直无可比拟。释迦殿内盘
坐于莲花台上的释迦牟尼佛，面部丰腴

理、蓄道德而能文章”，实际上也是乔
致庸人品的真实写照。他因兄长早故，

双林寺：古代雕塑博物馆

而微露笑容，左右站立的“大智菩萨”

少年弃学，以德经商，胆略过人，建立

如果说乔家大院让我们对晋商另

文殊和“大行菩萨”普贤，一位手执经

起互联互通的商业金融资本王国，鼎

眼相看，那么接下来的平遥古城之行

卷，一位手执莲花，眉清目秀、神态安

盛时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余

加深了我们对晋商历史的认识。在进入

祥；殿内渡海观音侧身单腿盘坐于红

处，富甲一方。1877年山西大旱，他还

古城之前，我们顺道参观有“中国古代

色莲瓣上，散发温馨的女性风度，在

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为后人所称道。

雕塑博物馆”之称的双林寺。它原名中

波涛汹涌的背景下，由16尊者护持，普

作为晋商代表人物之一，乔致庸十分

都寺，始建于公元571北齐武平二年，

渡苦海。罗汉殿则陈列18尊立罗汉，

重视教育和修德。他为后代营造良好

距今已有1400年，至宋代才改名为双

据专家考证，皆为宋塑风格，其形象之

的人文环境和学习环境，并以身作则，

林寺。寺名与佛经的一段记载有关：说

奇特、名称之古怪，有别于其他寺庙，如

手不释卷，待老师如上宾，勉励子孙尊

是佛祖涅槃双树之下，圆寂升天，四周

“多言罗汉”、
“哑罗汉”、
“醉罗汉”、

师重道，轻视功名利禄，如屋内一副对

双树顿开白花，谓之双林入灭。这座

“胖罗汉”、
“大头罗汉”、
“病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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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千佛殿内自在观音或称水月观音高

楼，俯瞰古意盎然的民居、店铺，楼宇，

过的乔家大院，晋商曾经发挥过的影响

2.5米，坐姿奇特：右脚翘起，曲置于

一一分布在纵横有序的街道两边，把

力，不可谓不大。

坐垫上，左脚下垂，踩在地面莲叶，面

我们带回到久远的明清年代。1997年

部圆润清丽，有东方女性的风韵。她

联合国教 科文 组 织 颁予平遥古 城

的身旁立着一尊1.6米高的韦驮像；在

“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理由是它“展

地——洪洞大槐树。公元1373至1417

古代匠人塑造下，这位天将握拳挺胸、

示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

的五十年间，史籍记载过山西18次移

浑身是劲、目光坚定、显现一副刚毅果

宗教的完整画卷”。站在古城上方，极

民潮，从当时相对安定富庶、人口稠密

敢的个性。韦驮破例走出天王殿，与自

目远眺，耳边传来导游的话音：
“古城

的山西，向曾遭天灾战乱肆虐、人口骤

在观音并列，一刚一柔，别具匠心。菩

总周长约6公里，城墙高12米，观敌楼

减的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

萨殿的千手千眼观音，也是难得一见

72座，垛口3000个。如今显得特别壮

苏、湖北、陕西、甘肃移民，有的双手被

的。观音脸如净月，心如平湖，26臂向

观的四面大城楼，是清康熙于1703年

反绑，要方便须由押送士兵解下绳索，

外伸展，高低前后，错落有致，令人叹为

增建的。”步下城楼，行走于方圆2.25

现在那一带包括临汾的公厕，都写着

观止。不同殿堂的主旨雕塑身后，还有

平方公里的城区，意识到古城可贵之

“解手场”三个大字，据说与当年的移

极为精彩的壁塑和悬塑，人物体积要小

处，在于一切如旧，不造作、不粉饰，

民潮有关。离乡背井的农民，被官府集

得多，呈现佛经故事、神像和供养人，

自然而朴实。这里是数万居民世代生

中到驿道必经的大槐树四周旷野，登

总体彩塑不下2000尊。双林寺的神像，

活之所，店铺依旧，只是货品改，衙门

记发放，场面悲凉。导游说几百年后，

既有宗教的一面，更有人性的一面，酷

如前，已成观光点。明清时期的票号，

这里被辟为大槐树公园，纪念曾经发

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某些题材，说明东西

鼎盛时多达22间，现今巳荡然无存，

生的移民潮。虽说见证此事的古大槐

方高端艺术原本就有相通之处。

只留下最具代表性的“日升昌号”旧

树或死或残，最年轻的第三代大槐树

址，三进式，面积约1600平方米，辟为

不过百岁，但近年来中国各地移民后

中国票号博物馆。
“日升昌”票号创办

裔，纷纷回到这里寻根和祭祖，时代之

当天傍晚，旅游车驶至平遥古城

于道光四年（1824年），为跨地区的商

变迁 ，莫甚于此！我们这些海外华人，

外，大伙改乘电瓶车入住城内古色古

业经营和支付模式服务，专营存款、放

不知经过多少波移民潮，才来到今天。

香的麒麟阁。古城的游览安排在第五

款、汇兑业务，分号扩及山东、河南、

国家认同已变，文化血脉却永存，如同

天，晚上我们在城外剧场观赏也是王

辽宁、江苏、日本、俄罗斯等地，是中国

奔腾不息的黄河。我知道，我们离黄河

潮歌编导的《又见平遥》情境剧。这

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联想之前参观

壶口瀑布其实不远了。

平遥票号：中国银行业的雏形

个前奏来得适时，王潮歌艺术地让我
们感受到晋商的坚毅、冒险和牺牲的精
神、团结互助品格和侠义心肠。故事凸
显中国银行业先驱 ——平遥票号和镖
师至死保护血脉的一段血泪史。全剧
的艺术处理，包括平遥的婚俗、镖师的
英武、女子的依恋、魂灵的回乡、独苗
的拯救，幕幕震撼人心。但是，形成于
2700年前，到了明洪武三年（1370年）
重筑扩建，此后一直保持原貌的平遥古
城，更能唤起我对这段真实而沧桑的文
化历史的无限遐思。
行旅的第五天，我们一早就伴着阵
阵凉意和晚秋晨光，置身于平遥古城
《又见平遥》大型实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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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过后，又开始往南的长途四轮
跋涉，目的地是临汾附近的明代移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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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手告别黄河，用过午餐之后，可
要赶回太原，车程5个小时。怡和轩的
旅游团队，尽管兴趣不尽相同，但都
能互信互助，友谊第一。每到休息站，
热情的导游总会弄来开水，让大家品
尝热腾腾的咖啡。团友中不乏“粮食
供应商”，饼干、坚果、香蕉、巧克力，
应有尽有，朵颐大快。旅游车上，欢声
笑语，有讲故事的，有唱老歌新曲的，
耳福匪浅，旅途的疲惫，尽扫而光。回
到太原，又是夜幕低垂。一觉醒来，整
装待发。途中还安排到超市购物，有大
个子的骏枣、可即食的平遥牛肉、有益
健康的苦荞茶、坚果等，一名团友还
抱走一包沉甸甸的沁州小米。无论走
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

壶口瀑布：生命的呐喊
第六天，我们从晋中的“花果 之
都”临汾出发，全程一个半小时，就可
听见黄河在咆哮了。与其说：
“不到黄
河心不死”，不如说：
“ 到了黄河心才
动”。我崇敬山西东边的太行山，也向
往山西以西的黄河。在历史上，壶口瀑
布不知见证过多少事件：中国古籍《尚
书》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第一次提
到“壶口”这个地名；金代将领史杨贞

到那里，看见人们满载土特产而归，我
对土地的神奇和奉献，总深有感触。

风啊，马啊，你伴着黄河水，忽上忽下，

七天的晋地文化历史之旅，终于划

忽右忽右，猛吹狂舞，轰轰然，疾疾然，

上句号。回程的班机腾空而起，太原被

是的，不论何时，还须发出“保卫家乡、

抛到后头，渐渐从视线中消失……我不

保卫黄河”的豪言壮语！我在黄河边上

禁喃喃自语：山西真是好地方。不错，

奔跑，忽而上前与耍腰鼓吹唢呐的陕北

更多的中原文化宝藏，正待有心人去发

表演者共舞，忽而爬上土坡居高临下，

掘。再见，山西！

忽而近看黄河，眺望远山，兴奋不己。
高处涌来的急流、轰鸣的水泻声、溅到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身上的水珠、镜头摄取的彩虹，此情此
景，着实令人“心动”。

抗击蒙古大军失败后全家投河殉节；
李自成起义军自陕西一侧飞渡壶口攻
取明朝重镇平阳；十万捻军踏冰过河，
在壶口攻陷清军强大的防御工事；抗
日战争初期，阎锡山二渡黄河，在壶口
上游的克难坡设防。俱往矣，数风流韵
事，还看《黄河颂》。1938年9月，诗人
光未然在此写下著名诗篇《黄河颂》，
后经冼星海谱曲，于次年3月诞生了脍
炙人口、流传至今的《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

七天的晋地文化历史之旅，终于划上
句号。回程的班机腾空而起，太原被抛
到后头，渐渐从视线中消失……我不禁
喃喃自语：山西真是好地方。不错，更多
的中原文化宝藏，正待有心人去发掘。
再见，山西！

在咆哮”，哪里是什么瀑布，那是生命
的呐喊——苦难时抗争，高兴时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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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刘玉生

一日绍兴，千年叩访
中

秋过后，我和一群平均年龄七旬以上

量，仅凭詹师傅一己之力完成，的确是件可以

的老同学相约去绍兴旅游。我20年

夸耀于子孙的壮举。

前游过绍兴，这次是故地重游。
尽管有思想准备，但绍兴的变化还是出乎

进在大街小巷里。第一站是蔡元培故居，我们

我的意料。高大明亮的动车候车大厅代替了昔

虔诚地拜谒了这位仰之弥高的中国近代教育先

日昏暗狭小的火车站，主要市区林立的商厦代

驱。接着是王羲之故宅和陈列馆，我们流连于

替了嘈杂的旧市井，成片的小区代替了斑驳古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和乾隆三希堂三件稀

旧的宅院，通衢大道代替了寻常巷陌。城市广

世珍宝之一的《快雪时晴帖》之间，聊发了一

场葱郁的林木掩映着错落的亭榭古塔，仓桥

回思古之幽情。从那出来，詹师傅带我们到题

直街石板路旁老店铺眩目的光照焕发着现代

扇桥，侃侃地讲述了王羲之如何题扇济贫，让

的商业气息。20年奋然前行，绍兴用自身的

一位老妪一文钱也卖不出去的扇子顿时成为

沧桑巨变演绎着今天中国每一座城市相同的

百钱难求的珍品。再下来是蕺山，观文笔塔，

故事，呈现着几乎雷同的风貌。在我为变革给

讲越王勾践食蕺草除口臭的故事（勾践被俘

这座城市带来的巨大进步和福祉而欣慰的同

时曾尝食吴王夫差的大便）。在带领我们游

时，不知为什么隐隐地有了些怀旧的意绪。

览的过程中，他又要跑前跑后地关照我们这

人真的很怪，因穷而思变，又因变而迷惘。

帮不太守纪律的老资格的游客，又要自告奋

一大早，我们这群人在酒店门前正为何去

勇地帮几位资深拍客挑选角度，还不时地帮

何从而莫衷一是的时候，一个小老头夹着一大

我们拍集体照。拍照时他总爱用有点夸张的

本厚厚的相册笑嘻嘻地走来。他说他姓詹，是

绍兴官话赞叹“好极了！”
“棒极了！”不知是

蹬三轮车的师傅，知道我们是外地游客，建议

在夸奖我们这群老头老太太，还是夸奖他家

我们坐他的车观光。他一边兜售，一边打开相

乡的山山水水，抑或夸奖他自己的摄影技术。

册，里面有剪报，一张是游客寄到报社的表扬

的确，在他卖力的指点下，那只有中国画才能

信，一张是表扬他公民意识的专文。大部分是

表现的江南风情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桥与

他自己拍的风景照，照片有些发黄褪色，但每

水，山与人家完美、和谐、无法复制地结合在

一张都像古越老城的水墨丹青。我们很快明

一起，伸向天边。

白了自己到底在等待和寻找什么。经过一番
讨价还价，每位的车资由原来的100元优惠至
85元，所到之处差不多涵盖了所有重要景点，
时间不限，只求游客尽兴。在詹师傅的安排
下，五辆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三轮
车聚集到酒店门前，另外四位师傅的神态模
样与其说像詹师傅一样精神，不如说更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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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师傅的统领下，我们小分队欢快地行

参观尚德当铺的高柜自然联想到鲁迅小时
候家道中落经常出入当铺的窘迫，而走进钱业
会馆一定要说道说道越商百年的传奇。只是詹
师傅到底不是专业导游，他绍兴官话里反复提
到的“币”
“币”我们怎么也猜问不出为何物，
但坚信它一定是当地人心目中的稀罕之物。

迅故乡走来的乡党。詹师傅得意地说，他组

当我们临近一条深巷时，一股醇郁的酒香

织过90多人的团队乘坐他安排的车队游览全

扑面而来，见证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真理以及

城，其壮观的场面被记者拍了照，上了电视，

驰名天下的绍兴老酒穿越时空的功力。和大多

成了当天绍兴城家谈巷议的头条见闻。我想

数中国人一样，我们了解绍兴酒始于也止于早

浩浩荡荡45辆三轮车队，没有借助政府的力

年课本里的上大人孔乙己先生，却从来没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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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越王勾践觞饮韬晦、箪缪劳军、壶

不是为时尚而来，鲁迅不是时尚。最使

儿女都劝他别干了，但他就是割舍不

酒兴邦的伟业，而激发女士们争相购买

我震惊的是我的三轮车工小赵师傅不

下：不为钱，就是喜欢。他说大禹治水

以劳先生的冲动的则是越酿工坊玫瑰

仅也能象詹师傅一样对绍兴的人文典

至绍兴为止，最后埋在绍兴。所以绍

露无法抗拒的魅力。

故如数家珍，而且能大段熟诵鲁迅作品

兴有史以来就是风水宝地，从未有过

原文。天知道绍兴的文化底蕴有多深。

大的自然灾害，没有台风，没有地震，

到达城市广场和仓桥直街交汇处，
詹师傅极力推荐我们坐一次乌篷船，使

参观沈园时，下起了蒙蒙细雨，我

我们相信不坐乌篷船绝对是对三乌文

们在风荷与细柳中穿行，仿佛穿越在历

化（乌篷船，乌毡帽，乌干菜）的无知

史的风烟之中。在我身后，小赵师傅背

和失敬，也就枉来了一次绍兴。我们分

起了那两首绝唱千古的《钗头凤》——

坐在三条船上呼朋唤友相互拍照，象鸟

陆游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唐琬

儿一样快乐，有谁去理会荒村古渡天涯

的“欲笺心事，独语斜阑”，谁说不就

飘泊的意境。

在这正拂面的柳风烟雨之中……

没有泥石流，没有大旱，没有大涝。有
的是卧薪尝胆的历史和让他敬畏的祖
先（他的祖先一次次引领了中国的文
化），他喜欢把这些说给五湖四海的朋
友听（包括中国人眼中老外们）。我想
起他蹬车上坡和讲解兴奋时挥汗如雨
的样子，而他却始终乐此不疲，始终没
有改变。千百年来，他和象他一样的绍

然而，同样是经过人工精心修葺，

抵达西园，雨还在下，衬着一湖烟

参观鲁迅故居仍使我们有朝圣一样的

水，一摄像师正在为一位模特拍古装

心情。对我们来说，鲁迅不仅存在于我

照，轻风拂过，衣袂飞举，我们邂逅的

们的精神里，他也在我们现世的生活之

不知是“越女天下白”的古代版还是

中。虽然今日之百草园、菜畦、石井栏、

现代版。

泥墙根、三味书屋已非昨日，但闰土、长
妈妈、豆腐西施们的幽灵始终徘徊在
我的身旁，如影随形。

兴人凭着这份执着和担当，托举着这
座诺大的城池，使它无论是变革还是
持守，都同样精彩。
最后一站是博物馆，里面收藏着石
器时代以来的无数瑰宝。博物馆门前有

一天的观光快要结束，我再次想
到绍兴的变与不变。变化，无处不在，
不去说它吧。不变的是什么？倒真有

时间已是午后，鲁迅故居以及周边

点说不太清。我想就从身边的詹师傅

街道里的人群已然熙熙攘攘、摩肩接

身上解读吧。詹师傅说他今年 6 5岁

踵，其中大部分是青年。我相信他们

了，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老伴和

一组雕塑。一只巨大的勾践宝剑矗立大
地，直指长天。剑中央垂下一枚苦胆，
剑下方铺满坚硬的薪柴，不象床榻，象
一条薪火相传的漫漫之路。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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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孩子

这样一个孩子，不上课的日

更多时，你要忧虑的，是如何停住他

她急着和孩子爸爸商讨。孩子爸爸

子，只要不是 端着书本（看

的嘴巴，让他走出他的故事。他当然知

自来性格内向，也不把孩子社交能力的

书聚精会神），不是吃着东西（嘴巴在

道放低声音，也或多或少注意周围的事

缺失太放在心上，将来他总会懂得的。

用着），基本上他都在讲故事。即便洗

情。但是，当你带他旅游的 时候，是希

他以为。她气结又无奈。孩子每每谈起

澡、上厕所、刷牙，亦或睡眼朦胧。故

望他看更多的景致，而非沉浸于自己的

学校的事情，无非是被老师批评了，被

事内容堪称广博，天文地理，古今中

想象中。可是，很难。他的选择总是，要

外，近到周边一个岛，远到九大行星；

么读书，要么讲故事。

人物更是不拘一格，或历任美国总统，
诺奖科学家，也可能是胖虎大雄哆来
A梦。所用语言随机，要看他刚刚放下
什么书本。若读罢英文书，接下来的
故事保准英文版本，且不同人物不同
语调，煞是有趣；假设读罢的是中文
书，好吧，故事几乎就成了少儿版的评
书联播。
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有个特点，运动
中进行。技术上来说这不难，却显然需
要一心二用或者相当的平衡能力。怎
么说呢？他原来有个踏板车，本来是
个简单的玩具，却成为了他长达一年
之久的“故事大篷车”。一天的多少时
候，一年的多少故事，就在踏板车滑来
滑去中永远地写进了成长的记忆呢？

同学嘲笑了，无他。听上去，老师和同
学的言辞已足够刻薄，孩子依然一副
无关痛痒的样子。情形堪忧，她自然

这是一个聪慧的可爱的帅气的孩

是愁肠百结。往往，在回复了第N条老

子。仅仅这样，这样已经是她的梦想。

师的投诉短信穷尽道歉的词语时，亦

但她知道他不一样。从二岁开始之后

或敦促几十次孩子放下书本去吃饭／

的一切，一直到现在，他们都知道。

洗澡／睡觉时，她会歇斯底里地举起

一些专家朋友也知道。比如三岁时候，

了巴掌，带着震怒时难免的严苛，你要

熟识元素周期表，小学生的逻辑图形

气死妈妈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别的

难不住他，四岁的时候《春江花月夜》

孩子一样？孩子爸爸渐渐见识了她斯

朗朗上口，五岁时英文水平相当于澳

文内里中狮吼的一面，越发不以为然。

洲国家英文母语孩子七岁水平，而数
学，早已高过了九岁孩子前百分之三
十的水平。小学二年级时，读烂了中学

日子显然一天天地崩溃着。
直到一天，一位资优儿童教育专
家朋友对她说，一只猎豹被关在动物

的各科可以找到的课本，网上课程最

园是怎样的？没有奔跑的空间和自由，

喜欢Khan Acedamy 的化学讲座，对

你可以想象那种苦闷吗？你只想到让他

神经学和免疫学的相关视频和文章欲

在平常的班里，和普通孩子一样成长，

罢不能。

看似在保护他的童年，你可有想到他的
孤独与苦恼？你是妈妈，你是最可能帮

没人知道。但一个画面将无法在她的

这些，注定了孩子其他方面的“与

脑海里消逝：那个帅气的小男生，行

众不同”。一方面，他根本无法融入正

进中的小身体，灵巧的疾行转弯，稚气

常的课堂节奏，坐不住、调皮、好动，

一晃儿两年。

的声音飘啊飘。后来踏板车旧了、不安

几乎让所有的老师头痛；另一方面，他

在写这篇文字时，孩子在读书，等

全了，扔掉的一个星期，他讲故事的时

敏感、胆小、忧虑未来，别的孩子不想

会儿一定是拍着皮球讲故事。场景依

候总是缺了点什么， 满屋子走来走去

的问题他会想，比如过去有过那么多战

然。不一样的是，他在一点点改变，虽

后，选中了一个皮球。于是，你懂的，现

争，未来会不会发动战争？有可能在哪

然缓慢，但是很积极地。他考进了高才

在的故事，在不时夹杂的皮球的砰砰声

里发生，以什么形式？大学在英国读可

班，新的学校一定会带给他不一样的东

中，更加铿锵了。

以，但那里的气候显然不适合居住，诸

西。重要的是，她修读相关的教育学课

和这样的孩子上街，有喜有忧。喜

如此类。当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理解

程，并一起努力地实践，和孩子一起快

的是，你不必担心什么东西会吸引得他

他，于是，他是年级成绩最好的，名字

乐地成长。这一次，孩子的爸爸也参

流连不舍，无论美食还是玩具，他不是

却永远在表现不好的红名单上。上学，

与了。是的，你猜得不错，她就是我。

木然，而是看了之后，通常没有拥有的

成了最他不喜欢的事情；还有，他几乎

兴趣，最多时也就是留意多几眼罢了。

没有朋友——他甚至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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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的那个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怡和轩120周年纪念文集》
征稿启事

怡

和轩在甲午战争烽火中诞生，历经两个甲子，今年已达120岁高龄。董事
部决定举行纪念庆典，有关详情已向各位会友汇报。

为了配合纪念庆典，怡和世纪编委会决定出版《怡和轩成立120周年 纪念
文集》。编辑部希望这是一部反映时代跫音、留存共同记忆的集子。论年龄、出
身、经历，怡和轩会友汇集了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代表性人物，是新加坡社会
不同进展时期的典型写照。因此，编委会决定向所有会友（包括任何关心怡和
轩的社会人士）征稿。举凡铭心记忆、人生感受、肺腑心声，文稿在500字左右，
都在欢迎之列。倘若任何人士选择口述，编委会准备随时采访。截稿日期为2月
28日，文稿采用与否，编委会保留最后的决定权力。

怡和世纪 欢迎各界
投稿：
有关时事、财经、历史、文化、人物或地方介绍、人文建设的题材。文章以1200字
或2000—2500字为宜。对任何被采用的文稿，编委会保留删减、编辑权力。
批评：
若对本刊任何文章有意见，请以短文提供不同看法，篇幅以500字为宜。
惠赐广告：
本刊发行量已达5,000本，在会员间与新加坡各界广为流传，在本刊刊登广告，
商业效力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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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外联谊会来访

2014年11月4日，厦门市海外联谊会会长黄菱女士一行6人来访
怡和轩俱乐部，怡和轩主席谢万森及同仁热烈欢迎。

谢万森主席（左）与黄菱会长（右）
       交换礼物。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成立一周年纪念晚宴
暨陈嘉庚精神奖颁奖典礼

2014年12月21日，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成立一周年纪念晚宴暨陈嘉庚精
神奖颁奖典礼。（前排部分宾主为精神奖颁奖礼大会主席林玉堂（右4）、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联合主席陈凯希（右5）大会主宾新加坡陈嘉庚基金
主席潘国驹教授（右6）、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联合主席陈友信（右7）、
新加坡怡和轩副主席林清如（左2）、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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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宾潘国驹教授发表
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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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会友山西之旅

近30余位怡和轩会友去年10月间完成了一趟山西的文化之旅。他们取道广州飞抵太原，畅游五台山、晋祠、双林寺、
乔家大院、红洞大槐树、平遥古城及壶口瀑布（详细报道请阅《山西真是好地方》一文（页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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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守道
在狮城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由中华总商会先贤发起成立于
1914年，初定名为实得力孔教会（海峡Straits之音
译），1949更名为南洋孔教会。总商会有九位会长
（廖正兴、林秉祥、陈德润、薛中华、林义顺、薛
武院、李伟南、林庆年、李光前）曾先后担任过孔
教会的会长或董事。成立至今，孔教会一直致力于
弘扬儒家思想，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民素质，促
进社会和谐。近年来，通过开设儒学课程、举办人
文讲座、孝道系列活动、颁发奖学金等，赢得了良
好的社会声誉。2014年，正值百年华诞，本会全体
同仁将齐心协力，再创辉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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