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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护照   心灵签证

经历过多少风雨飘摇、万马齐喑的岁月，怡和轩终于在

欢度成立120周年之际，迎来千帆竞发、万木成春的大时代。

怡和轩曾经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

色，独立建国后怡和轩有了不同的社会功能，	以传承和弘扬

华族文化为己任。4月18日怡和轩举办盛大晚宴，共申庆祝。

席间主宾颜金勇部长在讲话中强调，“怡和轩仍然是时代的

弄潮儿，不仅是新加坡商界精英交流商讯的平台，也是新加

坡文化人士施展抱负的舞台，在这里，怡和轩的会友们一起为

新加坡社会的稳定、文化的促进和经济的繁荣不辞辛劳。”

新加坡建国前后，怡和轩先贤在塑造国家认同与培养国

民意识方面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关心的是近在眼前

的新加坡社会。然而，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

可能只顾自扫门前雪而能独善其身。文化的进程与提升，必

须力求面向世界，跨越政治与国界，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

提供不懈的动力。

随着国际间冷战的结束与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正发生

前所未有的改观。“华人世界”、“全球华人”、“文化中华”	

一时之间成了时髦语汇。借120周年大庆的东风，怡和轩与联

合早报联办一场以《全球华人的最新挑战与契机》为主题的

大型讲座，意义深长。主讲人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

指出，中国已不仅是一个世界工厂	，也是世界市场，全球化带

来华人世界的经济奇迹。如今，“大家关心的是，在丰厚的经

济基础上，还能不能更上一层楼？”于是，我们进入“全球华

人3.0”最新阶段，“呼唤文化中华力量的崛起，凝聚全球华人

的社会智慧，早日开启文艺复兴新时代。”

讲座凸显全球华人面对的挑战：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政治内耗？如何冲破环保危机？以及如何化解分离主义裂

痕的危机？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契机是：如何加强文化中华的

凝聚力？如何吸收全球文化的最佳遗产？还有如何探寻自

身的发展途径？

从华人世界出发，重中之重是文化中华。全球华人散居

世界各国，就国家层面来讲，我们持有不同的护照，但正如

邱立本所指出：从文化凝聚力来看，我们都有一本共同的护

照，那便是文化中华的护照，护照上盖着的是心灵签证。有

了这样一本护照，便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怡和轩俱乐部走过

的历史，不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终于豁然醒悟，为什么主讲

人以为，怡和轩的先贤陈嘉庚、南侨机工和一些抗战先烈，	

“其实都是全球华人的先驱”。

讲座主持人新加坡报业集团华文报前总编辑林任君

谈到讲座的意义时指出，“今天的怡和轩立足在已经建国	

50年的新加坡，虽不再以中国为效忠对象，仍然放眼整个华

人世界，要在超越地域和政治疆界的文化中华里扮演一个角

色，贡献一份力量，延续它的光辉历史。”他认为讲座“有助

于提高新加坡文化中华的能见度”，这话是值得玩味的。唐

王湾诗云：“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中华民族崛起之

当下，透过怡和轩的风云、沧桑与转机，展望未来，我们难道

不应该对华族文化在新加坡的前景多一份信心，对中华文化

在全球的复兴多一份期盼吗？

编委会

文化的进程与提升，必须力求面向世界，跨越政治与国界，
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不懈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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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人的
最新挑战与契机

开场白

林任君：怡和轩在庆祝成立120周年之际，

举办这个以全球华人为关注点的演讲和座谈

会，可以说是和它的历史一脉相承的。120年前

怡和轩成立的时候，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

与那个时代的其他许多南洋华人团体一样，它

的认同对象既是南洋、也是中国，关心中国是

配合怡和轩成立120周年庆典，怡和轩与联合早报于4月17日举办了一场以《全球华人的最新

挑战与契机》为题的专题演讲。主讲者邱立本为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他过后现场与前新

加坡报业集团华文报总编辑林任君及现任香港《明报》总编辑钟天祥展开对谈。素负盛名的

三位文化界领军人物就全球华人的现状纵横论述，深入浅出，不失为一顿品味超高的文化盛

筵，	以下为他们的谈话实录。

	编者按

╱	整理		:  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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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Late 1980s

Today, I’m going to look at the changes of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late 1980s, 

because that was also a period that marked 

the advent of globalisation. When Yazhou 

zhoukan debuted in 1987, it featured an 

emotional picture on its cover - the scene of 

the first reunion between the first batch of 

Taiwanese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in Xiamen, 

China, after 40 years of separation. The 

reunion was one of several goodwill gestures 

by Chiang Ching-kuo during his final years as 

Taiwan President. He had lifted previous bans 

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media before allowing 

retired soldiers and civil servants to visit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I n conjunction with the Ee Hoe 

Hean Club’s 1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the Club organised jointly 

with Lianhe Zaobao a symposium on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which was held on the 

17th April 2015 at the SPH auditorium. The 

symposium was conducted in Mandarin and 

the speakers included Yau Lap Poon, editor-

in –chief of Yazhou Zhoukan,Hongkong, Lim 

Jim Koon, formerly editor-In-chief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s Division,SPH Singapore 

and Chong Tien Siong, editor-in-chief, 

Ming Pao,Hongkong. Below is an extract 

of the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by Yao Lap  

Poon.

their relatives in mainland China. That was a 

dramatic move at that time, in which blood 

ties had transcended physical borders. There 

were also other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global landscape during that period, includ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all 

of Berlin Wall, and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was sweeping across the world.

What is globalisation? It is process of free flow 

of capital, talents, and skills. In his book “The 

World Is Flat”, Thomas L. Friedman, journalist 

of The New York Times, no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talents, and skills. 

The relevance of his message is evident in 

retrospect.

理所当然的、而对处于水深火热的祖国

进行各种形式的援助甚至被认为是责

无旁贷的。因此，在二战时期，怡和轩

成为陈嘉庚先生号召新加坡以至东南

亚华人为中国展开筹赈运动的基地，

也成为南侨机工队誓师北上协助中国

抗战的出发点。

秉承这个传统，今天的怡和轩立足

在已经建国50年的新加坡，虽不再以中

国为效忠对象，仍然放眼整个华人世

界，要在超越地域和政治疆界的文化

中华里扮演一个角色，贡献一份力量，

延续它的光辉历史，因此我觉得怡和

轩举办这个活动以庆祝成立120周年，

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的联办单位《联合早报》也是

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文化机构，而且是

一家在华人世界中有很高声望和影响力

的华文报纸。怡和轩和《联合早报》的

合作，不禁让人想起70多年前，早报的

前身，尤其是《南洋商报》，协助怡和

轩和陈嘉庚展开大规模抗战宣传，在华

人世界所发挥的巨大影响。今天的情况

当然已经不同，今天这两家历史悠久的

机构携手合作，有助于提高新加坡在文

化中华中的能见度，让这个小红点能在

华人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一份软力量。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亚洲周

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作为讲座嘉宾。

《亚洲周刊》也是一份对海外华人具

有影响力的刊物。邱立本是我们所熟

悉和敬佩的资深媒体人与媒体同行，

对于本地华文文化界来说，他其实也

不陌生。2008年，他与南方朔先生一起

来新加坡，参加新加坡华文新闻业基金

与通商中国举行的名人演说系列。我恰

好也是那场座谈会的主持，今天重作冯

妇，深感荣幸。

邱立本出生于香港，中学毕业后负

笈台湾，在国立政治经济大学毕业后又

到美国留学，获纽约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硕士学位。他曾任加

州大学亚美历史研究员，也曾在香港

大学当兼职教授。他的新闻工作经验

是非常丰富的，曾在台湾和美国各家报

纸任职。1990年他回到香港担任《亚	

洲周刊》主笔，1992年出任总编辑至

今。目前可说是世界华文媒体年资最

久的总编辑。

这些年来邱立本先生对中港台以

及国际问题都作了深入观察和研究，

时常对两岸三地的政治社会文化发表

非常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评论。他通

过主编的《亚洲周刊》对文化中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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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被中国网民

于2006年、2008年和2012年，推举为

中国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那么，

这位百名以内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怎

么看待中国近年来各方面的惊人发展

以及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怎么看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世界格局

的重大改变对全球华人带来怎样的挑

战和机遇？

香港离中国大陆很近，但是现在似

乎离中国很远。立足香港的邱立本，可

以近距离观察中国，也可以抽离身份

解读中国。而且他住在香港，还可以把

视野看到整个华人世界。那么处在这

么一个若即若离的环境，这位具有敏

锐观察力的资深媒体人，看到的是怎样

一幅恢弘的画面？怎样独到的风景呢？

这是我们大家所好奇的。我们就拭目以

待，等候他给我们一场精彩的分享。

八十年代末发生的变化

邱立本：诚如刚才林总所说，香港

离中国很近但有时候也离得远。作为

在香港出生的一个媒体人，对香港未

来的发展，香港的角色，自然非常关

心。其实全球华人的命题，可以说在挑

战奇迹。今天在新加坡来讨论这个题目

特别有意义，因为新加坡正是全球华人

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它能以有限的资源

建设成一个国际化都会。

成立于120年前的怡和轩、我们的

先贤陈嘉庚、南侨机工、还有一些抗战

先烈，他们其实都是全球华人的先驱。

但是我今天聚焦过去三十多年新

的“全球华人”现象，也可以说是“全球

华人1.0”概念的开始。那是八十年代末

出现的巨大变化——全球华人社会的

巨变，与全球化浪潮同时出现。二战后

的冷战结构被推翻，各地华人社会之间

难以往来的巨大冰块被融化。1987年

底《亚洲周刊》创刊，这份创刊号的封

面刊登的是第一批台湾老百姓在与亲

人分开快40年后，终于相见在厦门的

动人场面。这是蒋经国在位最后几年

开放党禁和报禁，准许某些老兵和老

百姓回去探亲的举措。同时，马来西亚

也在九十年代之初，开始放宽华人回到

中国大陆探亲，打破南洋与神州大地在

冷战期间的无形围墙。亲情融化了政治

的疆界。刚好那时候国际上也正在发生

巨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柏林围墙的

推倒，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

全球化的理念是什么?	它其实强调

了资金、人才、技术的自由流动。《纽约

时报》记者Thomas	L.	Friedman的书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追寻很多商品与服务的价值链，发现资

金、人才和技术自由流通的最新发展。

九十年代初，一位台湾朋友在香港

第一次见到认识大陆朋友，他就说：	

“原来你是共匪”。这是台湾社会长期

对大陆面谱化和妖魔化的结果。恰恰

When a Taiwanese friend of mine first met 
a friend from China in Hong Kong in the 
90s,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was, “So, you 
are a gong fei (communist bandit).” This 
was a consequence of Taiwan’s long-term 
stereotyping and demonization of mainland 
China. Yet, it was also during that same period 
that many mainland Chinese and Taiwanese 
young people were falling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They said the world is flat, so is love. 
During that time, cross straits develop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influx of capital, 
talents, and skills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into mainland China, creating 
a brand-new economic landscape. What 

began as family ties had evolved into political 

exchanges and subsequently an overflow of 

business relations, which would become the 

main conduit for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to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Suzhou Industrial Park played 

a major role at that time.

I had met many Taiwanese businessmen 

during my reporting trips 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They all felt 

strongly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were severely 

handicapped by Taiwan’s small workforce and 

consumer market.  It was only in mainland 

China that they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grow to a global scale.  In Taiwan, a factory 

may hire a few hundred to a few thousand 

workers, but in China, one may hire tens 

of thousands. Foxconn’s China factory, for 

instance, is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with over 

a million workers.

Let us now look at pop-culture, something 

that is familiar to everyone. There used to be a 

common saying among the Chinese that went 

“Listen to old Deng (Deng Xiaoping, the late 

Chinese leader) by day and listen to small Deng 

(Teresa Teng, the late songstress) by night”.  

Pop-culture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took the mainland by storm at 

邱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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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很多大陆和台湾年

轻人谈恋爱。他们说世界是平的，感情

世界也是平的。当时台海两岸的发展景

观是：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资金、人

才和技术涌进中国大陆，开创一个全

新的经济面貌。那是从亲情开始，演

变成政情的磋商，以至商情的动力，商

情成为全球华人社会的主旋律。新加

坡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当时便起

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我去珠江三角采访台商，

他们有很深刻的感觉，发现台湾企业

在宝岛的发展，由于劳工规模和市场

的规模小，很受限制，但在大陆则是以

倍数飙升，让他们感觉有机会成为世

界规模的企业。在台湾开工厂最多只能

聘请几百到几千人，在大陆可以是数以

十万计。今天富士康在中国建立全球规

模最大的代工厂，制造iPhone，雇员便

超过百万。

再看看大家熟悉的流行文化，八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老百姓自我调侃：

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

邓——邓丽君。那时候，香港、台湾和

东南亚的流行文化，风靡神州大地，

综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总是大家一

起唱着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许多

台港东南亚熟悉作家的作品，也在这

时进入大陆的阅读视野。还应该特别

提张爱玲，因为一直到九十年代，大陆

官方认为她是一个汉奸，因为她前夫

是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府任职，但

是自从夏志清在美国著书《中国现代

小说史》大力推荐她的作品，张爱玲

就逐渐从台湾到香港到上海以至全国

各地都红起来了。

开启全球华人2.0时代

从1988到2008年的20年，是全球

华人1.0时代。但从2008年开始，进入

了“全球华人2.0”的时代，形势逆转，

从过去台港与东南亚社会影响大陆，

到大陆开始资本与文化输出。

北京举行奥运会是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的外汇储备达1万9000多亿美元。

那一年也发生金融风暴，中国投入4万

亿人民币的投资。还有中国的高铁建

设突飞猛进，2004年开始技术水平不

断提升，直到今天中国高铁是世界最

长，超过2万公里。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高铁系统足以

在全国建立一日的生活圈。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突破，改变了中国。中国大陆的

文化开始向境外输出，如《后宫甄嬛

传》连续剧的广受欢迎便是一个指标。

它还有英文版，在西方社会也受关注。

2012年以来，中国的综艺节目如	

“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和最近

的“奇葩说”，都在香港、台湾和东南

亚华人观众群里赢得好评。新加坡歌

星陈洁仪也参加了“我是歌手”比赛，

很受欢迎。

这些现象说明，中国大陆已开始向

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提供资本和

文化的输出。中国已不仅是一个世界

工厂，也是世界市场，跃起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现在已跃

升至历史上最高峰。如果以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衡量，它

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以国内

生产总值来看，它仅次于美国。

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最大汽车生产

国，也是最大汽车消费国。还有些数据

值得一提：如高铁里数全球第一，还争

取输出到非洲、美洲、欧洲和东南亚。

此外，中国钢铁产量不仅超过美

国，还是美国产量的6.6倍。但是，钢

that time. Evening entertainment shows would 
often close with a sing-along song written 
by Lo Ta-yu, an influential songwriter in the 
80s. Meanwhile, literary works of well-known 
authors in the region were also beginning 
to find their way into China’s reading circle.  
I should mention novelist Eileen Chang, who 
up till the 90s was considered a Chinese traitor 
because of her ex-husband Hu Lancheng, 
a literary figure with a bad reputation 
in China due to his collusion with Wang 
Jingwei’s government . However, Chang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famous across Taiwan, 
Hong Kong, Shanghai and the rest of China, 

after renowne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and 

scholar Hsia Chih-tsing featured her writings in  

his book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 New Phase For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two decades from 1988 to 2008 

marked a definite  phase for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tides were chang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08 – China was no longer 

a recipient of overseas influences, but was 

exporting its own capital and culture. The 

Beijing Olympics was a case in point. There 

were also several noteworthy phenomena 

during this period. First,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reached $1,900 billion RMB. 
The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and 
China invested 4 trillion RMB  to boost its 
domestic economy.  Meanwhile, it was also 
breaking new ground in its high-speed train 
technology since development began in 2004. 
Today, it has the longest high-speed line in the 
world, covering more than 20,000 km. Western 
media reported that China’s high-speed train 
network is extensive enough to form a one-
day living circle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Between 2008 and 
2015, the highlight of globalization was the 
export of Chinese culture, as indicated by the 

popularity of the period drama series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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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发展也有很多负面效果，北京严

重的雾霾便是因为河北省是主要的钢

铁生产基地，而这也刺激中国要发展

绿色经济。

中国申请专利的数目，也是全球

第一。

不过，全球华人社会的关注点，尤

其是对大陆的关切，还在于中国是否只

是个财大气粗的经济体，软实力有没有

长进？大家关心的是在丰厚的经济基

础上，还能不能更上一层楼？

中国大陆不能绕过去的是人权和法

治方面的改革。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在

这些方面的经验，能给中国大陆带来何

种启示？对于大家更留意的人权与法治

问题的进展，有些人还很悲观，美国学

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今年初

便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最终会瓦

解。不过，另一方面，英国学者马丁·雅	

克(Martin	Jacques)	则认为中国最终

会取代美国主导全球。

2015年，是“全球华人3.0”的开

始，呼唤文化中华力量崛起。在文化中

华的层面，我们如何凝聚全球华人社

会的智慧，呼唤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早

日来临。

全球华人面对的挑战是，怎样超越

西方模式的政治内耗，怎样冲出环保危

机，怎样化解分离主义裂痕的危机。

此外，香港的形势，台独势力的发

展，也引起全球华人的关注。不可忽视

网络的力量，对推动权力透明化的作

用，但网络上的霸凌也是个问题，它常

把少数派力量夸大了。港独和台湾太

阳花运动也正在影响网络的生态。无

论怎样，全球华人社会是全球最强的

网络力量，如果按网民数目包括大陆在

内计算，全球华人的网民是全球最大的

网络群体。	

全球华人现在拥有的契机是：怎样

加强文化中华的凝聚力，怎样吸收全球

文化的最佳遗产，超越中西之别，从而

寻找创新的发展路径。

从全球观点来看，从历史上来看，

目前全球华人可能是全球范围内拥有

最多资源的力量，无论从资产与人才来

看，都是一股不断上升的力量。

后来居上与创新形成后发优势

究竟全球华人的优势是什么呢？后

来居上与创新所形成的后发优势，都在

不同领域出现，也善用规模经济代码力

量。阿里巴巴、淘宝网，腾讯、微信等的

迅速壮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充分发挥

人口红利的因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和一带一路的推行，全球华人经济的

展望有望更上一层楼。回想公元2000

年，记者报道中国高铁新闻时，北京还

在研究要采取日本、德国还是法国的系

统？后来就发现中国融合了三个国家的

高铁的特色，超越前进，数以十万计的

中国工程师，把外国的技术汇聚起来，

发展出自己一套有专利权的系统。今天

中国的高铁系统的成就，就是一种后发

优势的成果。

全球华人另一个后发优势就是台

湾的健保制度。欧洲的运作就是差

了一个系统，美国今天的健保制度看

来还是不大成功。台湾的健保制度从	

90年代开始推行，涵盖很多项目，包括

看眼睛和牙齿。很多拥有美国籍、住

在美国多年的台湾朋友，宁愿放弃美

国护照，回台湾享受医药福利。老年人

都特别重视医药福利，这也是一个后

发优势的例子。

另外，新加坡的组屋和公积金制

度、学者也认为是重要的后发优势。

他们指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经验，但

是都没有那么成功。香港媒体便曾讨

Gong Zhen Huan Zhuan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It even had an English version, that  

gained attention in the West. Since 2012, 

Chinese entertainment programmes such 

as The Voice of China, I Am a Singer and the 

recent talkshow Qi Pa Shuo (literally translated 

as Freak Talk) have garnered good reviews 

across Hong Kong,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er Kit Chan participated 

in I Am a Singer and received great reviews 

for her performance, even though she did not 

win in the end. 

These trends have shown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begun to  export its capital and culture 

to Taiwan, Hong Kong, and other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China is no longer the 

world’s factory but also the world’s market. It 

has leapfrogged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of China has reached a 

historical high. Its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has also surpassed the US to becom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while its GDP is now second 

to the US.

However, what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concerned about, particularly in regards to 

mainland China, is whether China is a mere 

wealthy but uncivilised economy, and if it 

has achieved real progress in its soft power. 
They wonder if China can achieve more, 
other than a sound economic foundation. 
China cannot sidestep human rights and 
legal system reforms even as it embarks 
on other reforms.  Can China draw any 
inspira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Some critics 
remain pessimistic about China’s progress in 
human rights and legal reforms. In an essay 
published earlier this year, US political scientist 
David Shambaugh predicted the collapse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Others like British 
academic Martin Jacques thinks that China will 
ultimately overtake the US and rul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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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香港不少大学毕业生，月薪只有	

1万2千元港币，但租房子却需要花上	

8千元港币以上。从制度建设的后发优

势来看，新加坡组屋应该是全球华人的

一大特色。

再看看全球华人的经济圈，他们创

造的全新价值链，已把网络经济与实体

经济结合起来。微信虽不是最早诞生的

社交媒体，还在What’s	App之后，但

是它的界面设计一般认为要更人性化。

阿里巴巴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之前美国

有亚马逊，可是总体来看，现在阿里巴

巴所创造的价值比亚马逊和E-trade

合起来还要高。

In 2015, we should strive for a new era of 

cultural renaissance by amalgamating the 

wisdoms of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Our 

challenges are to move beyond a western-

styl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nfighting; overcome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resolve issues arising from separatist 

factions.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also 

watching closely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pro-independence 

development in Taiwan.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in pushing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from the authorities. 

Cyber hegemony is a problem, as it often 

exaggerates the voices of a minority. Hong 

Kong’s pro-independence and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s are also changing 

the ecosystem on the Internet. Whatever the 

case,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have 

the strongest network in the world. They have 

the most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including 

those from mainland China.

Late-mover Advantage

What exactly is our edge over others? The 

academia calls it the late-mover advantage, 

as epitomized by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online shopping portal Taobao, who benefited 
from the economies of scale, as well as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Moreover, wit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One Belt, One Road, 
global Chinese could look forward to an even 
better economic outlook. In 2000, when I 
covered the story about China’s high-speed 
train construction plans, the country was still 
deciding if they should adopt the Japanese, 
German or French systems. It subsequently 
copied from all of them and had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engineers intergrate 
the technologies to develop China’s own 
patented system. So, China’s high-speed 



怡
和
专
题

10 	怡和世纪第二十六期

有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汪滔，在香

港科技大学毕业后，回深圳创立制造

无人机（Drones）的大疆公司，只是几

年光景，产量已超过全球市场的一半，

在硅谷集资也是数以百亿美元计。所

以全球华人经济圈非常厉害。

我们再看看人才的网络，新加坡人

何耀明就当了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

代表新加坡人才的输出。全球华人的国

际化人才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台

湾的林书豪在美国的发展又是一个好

例子。全球华人文化圈所创造的软实

力，也可以最近上演的好莱坞卖座电影	

《狂野时速7》为例，导演温子仁便是

马来西亚人。新加坡歌星孙燕姿在大

陆和其他华人社会都很受追捧。新加

坡的歌星从陈洁仪到电影导演陈哲艺

和梁智强，都是软实力的例子。其实，

随着全球华人社会在经济上的强大，

发展软实力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在学界，半年前有一本很重要的

书出版，是具有总结意义的书，台湾中

研院院士、台大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

著的《高思在云》，这位学者在美国学

界也很有名气。他对中国国力的分析，

颠覆了西方学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

的发展有很多优势。如按照中国目前

的轨道，中国不仅经济实力十年内会

超越美国，还在创造一个更有效率与

更竞争力的社会。他指出，中国的共产

党制度其实有制衡机制来防止权力滥

用，也有自己的纠错功能，尽管这个制

度还有很多纰漏，也才会出现了薄熙

来、周永康和令计划这样的人。他说，

中共是一个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政党，

能发挥强大的领导力量。

他的看法在西方也有响应。写《世

界是平的》美国作者托马斯曼还说，	

“让我们成为中国一天”。(Let’s	Be	

China	For	A	Day)，他的意思是说，在

美国社会里，明摆着的内耗太多了，所

以如果美国可以当上中国一天，美国就

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学界开始反思发展模式的优劣

组成美国两党制的政党，基本价

值观一样，人们原本以为选哪个党都

一样。但是最近十几年，两党制却发

展成内耗的机制。美国学者法兰西福

山（Francis	Fukuyama）对此深恶痛

绝，他创造了一个词叫“否决权政治”	

（Vetocracy）来形容美国的民主政

治——不管对错，只要否定对方的一

切，搞政治就是要把对方干掉。他认

train system is another result of late-mover  

advantage. 

Another example of a system which benefited 

from late-mover advantage is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that was rolled 

out in the 90s. Even as Europe and US are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ir own systems, Taiwan has 

managed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ystem 

that covers many aspects such as eye and 

dental care. I have many Taiwanese friends 

living in the US who would rather give up their 

green cards and return to Taiwan in order to 

enjoy their health benefits. After all, the elderly 

care most about their medical benefits. This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late-mover advantage.

In addition, scholars consider Singapore’s 

housing and central provident fund policies as 

important examples of late-mover advantage. 

Other countries, they noted, have implemented 

similar policies but to less success. Hong 

Kong media have reported that a university 

graduate in Hong Kong may earn a salary of 

12,000 HKD, yet has to fork out 8,000 HKD 

to rent a place. Singapore’s housing policy 

is a good example of gaining a late-mover 

advantage in policy building.

Let us now look at the economic circle of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They have created a 

brand new value chain that intergrates both 

cyber and physical economy. Wechat, for 

example, was created after Whatsapp, yet its 

interface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more 

intuitive than its predecessors. Alibaba, too, 

is another classic example. It might have 

come after US’s Amazon, but has created a 

much higher value than Amazon and E-trade 

combined.

There was an important book published half 

a year ago by Taiwanese scholar Professor 

Chu Yun-han called Gao Si Zai Yun 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summary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book, Chu noted that 

从1988到2008年的20年，是全球华人1.0时代。但从2008年开
始，进入了“全球华人2.0”的时代，形势逆转，从过去台港与东南亚
社会影响大陆，到大陆开始资本与文化输出。2015年，是“全球华人
3.0”的开始, 呼唤文化中华力量崛起。在文化中华的层面，我们如何
凝聚全球华人社会的智慧，呼唤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早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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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本来是要制衡，防止

权力滥用，到头来却变成什么事都办不

了，不断内耗，政府要停摆。所以，他在

半年前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崩坏》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指出，美国的发展路径出现了巨大问

题，其实不存在全球复制的普遍性。

以前都认为英美制度是理想的社

会制度。从朱云汉和福山的著作可以看

出，学界从中国崛起与美国发展发现了

强烈对比，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华人的力

量，已有新的契机。过去全球学界普遍

认为，国家要现代化，政治要昌明，潜

台词是必须学习英美的政治，认为那

是理想的制度，否则便是落后的、专制

的、腐败的。			

不过今天学界现在开始反思，关键

不在意识形态与如何选举，而在于有良

好的管治（Good	Governance），便能

追求经济繁荣及社会平等。新加坡的

经验是否也带来启示？像美国学者福

山所说，很多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其实

很叫人受不了。法国的火车站永远是肮

脏的，到处有人大小便，又脏又臭；意

大利自来水不能喝，倒垃圾都被黑社

会垄断，水源污染很严重；西班牙公路

盗贼如毛，治安不靖；希腊的税收有三

分之一是永远收不到的，因为政府能力

不行；在美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遭人开

枪扫射，每个人都有枪。当然美国最糟

糕的还包括种族矛盾问题。

在西方过去的传统智慧看来，社

会只要有民主，有权力的制衡，就可以

有现代化政府，但它现在却露出百孔

千疮。

相反的，全球华人社会现在能以中

国的经验提出一个命题：现代化是否只

有一条路径？走英美的路径，底下可能

埋有很多陷阱？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是：

虽有很强大的力量，是否就足以开辟出

另一条更合理的、更有人情味的、更能

照顾到所有人的路径？

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全球华人能

创造出一个既繁荣、又能迈向社会公

正的机制吗？

全球华人的后发优势是怎么一回

事？该怎样理解后发优势呢？

如果创意只是去模仿和抄袭英美

西方国家现成的成果，这样的心态就很

难持续发展。中国大陆这些年以来，就

像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

程里，进入市场经济，释放很大的创造

力，也面对很多的问题，但还是要坚持

市场开放，不把国门锁起来。

在网络上，虽然中国人不能上

Facebook，却有微信we	chat。人才

方面，不能低估中国人传统对教育的

重视。中国新一代的优秀人才，大都能

掌握中华文化、中文和英文，很多在高

中或大学阶段就到西方深造，因此都能

接受比上一代更好的教育，乃至全球最

好的教育。从人才的培养来观察，中国

大陆和全球华人的素质会越来越高，包

括专业上的对比。在美国学界教书的教

授朋友指出，在美国常春藤系列大学的

学生名册里，用电脑搜寻姓氏，就会发

现中国姓氏最多，这说明中国留学生是

最大的群体。

中国人敢于尝试也敢于争取

另一个值得注意到的趋势是，中

国人敢于尝试也敢于争取。中国大陆

社会有一种冲劲，有人用权力“饥渴”

的群体来形容他们。相对的，台湾青

年强调追求“小确幸”，即小小确定的

幸福。“小确幸”是日本小说家村上春

树的名言，就是说人生不用追求什么伟

China has many advantages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economic power would surpass the US 

in ten years if it were to continue on its path. 

According to him, it is also not impossible 

for China to create a more humane society 

that also takes care of the interest of more 

ordinary people. He wrote that despite its 

many loopholes that produced corrupted 

offcials such as Bo Xilai and Zhou Yongkang, 

China’s Communist Party system does contain 

mechanisms that prevent the abuse of power.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80 million 

members in the Communist Party who can 

provide a powerful leadership. His views are 

supported by many in the west. A US scholar 

even said, “Let’s be China for a day.” What he 
meant was the US society has been burdened 
by too many internal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the country would make much more progress 
if only it would become China for a day.

Reviewing Development Models

In the US, people used to think it didn ‘t matter 
whom they voted for since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at make up the country’s two-party system 
share the same basic values. However,  the 
two-party system has evolved into an in-
fighting system in the recent decade or so.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Francis Fukuyama 
calls it “vetocracy” – in which politician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eliminating opponents than 

achiev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The system 

that originally served as a check and balance 

of power has becom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caused a government standstill. Hence, in 

his book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published half a year ago, Fukuyama wrote 

that the development path taken by the US 

is hardly universal.

US and UK’s political systems used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ideal for societies. But 

the works of Chu and Fukuyama have 

revealed that scholars have noticed a stark 

contrast betwee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S. China’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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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东西，只要确保比如喝了一杯可口

的咖啡就感到很满意了，但也在台湾社

会被批评，这只是胸无大志的借口。

在美国的留学生界，目前的许多基

础学科，港台学生都不学，只有大陆学

生愿意一头埋进去。中国大陆背景的

学术精英是人才辈出，很多都已成为一

线教授。那些60后、70后、甚至80后的

教授为数都不少。港台的人才较少见，

大家都为此感到焦虑。

香港大学毕业生月入万多元港币，

很多没结婚，三四十岁都没有老婆，都

是宅男，在家对着电脑就行，显然父

母也就没机会成为空巢老人。一个香

港朋友说，他非常羡慕新加坡，有组屋

住，大学毕业不久就能住上面积800到

1000多平方英尺的房子，他们觉得新

加坡的生活比香港好多了，应该去新加

坡发展。香港很多人一家四口只是住在

400平方英尺的房子，那是非常窄的空

间，因为房地产价格飙升得很厉害。

但是，我来到新加坡很多朋友就

跟我说，他们很羡慕香港，新加坡什么

话都不能讲，香港多好，马路都可以睡

上75天。这就是“隔家饭香”的心理。

大陆年轻一代对台湾是比较羡慕

的，青年作家韩寒访问台湾后，写的	

《太平洋的风》，就把台湾说成一个非

常神奇的岛屿，路不拾遗，非常有人情

味的社会。很多台湾人也引以为豪。另

一方面，台湾也有人对大陆很羡慕，大

陆有大工厂大企业，高中生都能成为巨

富，这在今天台湾是不可能的。台湾的

企业领袖都是年纪比较大，如张忠谋

83岁，郭台铭65岁。台湾没有马云、王

军、没有小米手机，没有年轻企业家。

全球华人内部的彼此羡慕，焕发了

奇特的“异地对比”，其实具有正面意

义。全球华人社会，属于不同层次不同

国家，彼此长期的比较，会产生某种正

面效应，比如说香港就在思考为什么

地产发展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向新加

坡学习兴建组屋？新加坡则在看台湾与

香港的情况时，会反思人权和法律是否

有改善空间？全球华人在互相比较的时

候，其实就在交换生命的碎片，也都在

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探索是否可以超

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全球华人社会

的未来，它的光荣与梦想，就系乎你和

我的共同努力。

对话部分

各地华人群体存在差异

林任君：在邱立本的精彩演讲里，

他用长镜头显示了全球华人社会三个

时代的发展，也用广角镜让我们看到

了目前的全景，使我们对中国的发展，

它对全世界产生的冲击，以及对全球

华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等，有一个比

较全面的认识。

我这里提出一个可能比较微观的

问题。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是：“全球

华人”并非一个整体，各地华人社会并

不是同质的。无论从世界观、政治理

念、经济利益、社会形态等各方面来

看，中国大陆和港台以至海外各地的

华人社群，其实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差异，有些时候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因

此，中国的崛起究竟给全球华人带来什

么挑战和契机，我觉得是因地而异的，

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中

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它是受到中国和各

地华人所处的国家的不同友好程度的

关系，以及这些国家的民族结构所制

约和影响的。

and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have come 

to a new turning point. There’s an important 

revelation here: There used to be an unsaid 

rule that modernization and a thriving 

government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a country 

models itself after the US and UK political 

systems - the ideal systems. Otherwise, it 

would be considered backward, autocratic 

and corrupted. But everything should work 

out as long as we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the US and UK. Yet,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is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US’s 

development today.

The academia is beginning to think that the 

key to a prosperous economy and social 

equality is not about ideology but good 

governance. Would Singapore’s experience 

provide any revelation? As Fukuyama said,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in many democratic 

nations have become unbearable. Rail stations 

in France are always filthy and stinky because 

people piss and poop everywhere; tap water 

in Italy has become undrinkable because its 

water source is heavily polluted by garbage 

dumped illegally by the mafia; robbery is 

rampant on the highways of Spain; and you’ll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be shot in the US 

since everyone  carries a gun. And worst of all 

-  it has racial problems.

Western scholars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re must be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order for a society to be democratic. This 

is a modern political ideology that has been 

built over a century, yet its numerous flaws 

are manifesting now.

On the contrary, in view of China’s experience,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can 

now question: Is there only one way to  

modernization? Aren’t the UK and US models 

flawed? The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now 



YIHE SHIJI Issue 26 	13

怡
和
专
题

因此，我认为各地华人对这个挑战

不会有一种整体性的回应，也就是不会

有一种所谓“全球华人”的回应。例如，

新加坡这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它的

视角、它的整体利益考虑、它的处理和

回应方式，肯定就会和其他华人占少

数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对外关系、包括

与中国的关系上，新加坡必须尽量减

少华人色彩；新加坡参与的苏州工业

园区、天津生态城与可能在今年确定

的第三个国家级合作计划，其实都是

政府的行为。

至于其他国家的华人的回应方式，

会因为华人所占的人口比率、与其他民

族的关系，以及所在国与中国的关系等

等，有所不同。除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

外，它们与香港、台湾这两个地区又肯

定大不相同。

is: We may be a powerful force, but is that 

sufficient to create a new model that is more 

reasonable, more humane and takes better 

care of everyone? The key is, are we able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builds a fair and just 

society?

The Fighting Spirit of  
Mainland Chinese 

Another trend to note is the fighting spirit of 

Mainland Chinese. There is a vibe in mainland 

China society which some people describe as 

“hunger”. My editorial department conducts 

job interviews with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masters degree holders regularly. We meet 

about 50 to 60 candidates every year and 

among them,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are the most eager to demonstrate and talk 

about their qualities. There was a Chinese 

fresh graduate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who came to my office and wouldn’t stop 

speaking to me in English. She wanted to 

show off her English standard, and she was 

actually not bad. Last week, I ran into an old 

friend in Taiwan.  He said since half a year ago, 

Taiwanese have started to pursue something 

called “little but certain happiness”. This was 

a famous phrase coined by Japanese novelist 

Haruki Murakami, who said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pursue greatness in life, as long as 

one is certain to enjoy a good cup of coffee. 

He seems to expound the virtues of having 

no ambitions.

A professor in Fren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o returned from the US lamented that 

he had no successors. Many foundation 

disciplines that are shunned by Hong Kong 

and Taiwan students have all been lapped up 

by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Many elite 

scholars with mainland Chinese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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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与中国大陆观点不一

钟天祥：我是以海外华人身份看香

港人与中国人的异同。海外华人与中国

人是同文同种，黑头发、黑眼睛、黄皮

肤，但是我们拿不同护照。香港人肯定

是中国人一份子，他们在政治上强调

一国两制，很多观点跟大陆不一样。香

港人与大陆存在历史文化的问题，首先

他们执着于讲广东话。我的同事曾警告

我，你在香港就一定要讲广东话，千万

别讲普通话。第二是他们非常执着于

繁体字，比台湾人还要坚持。不过，香

港人爱自由，那里是全世界最多示威

的城市，我记得去年到香港工作，刚下

飞机就加入一场有一万多人参加的示

威。示威没什么好大惊小怪，每年香港

约有7000场示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也尊重个人隐私。由于所住房子平

均都是四人挤400平方英尺，因此社交

活动请客都是到茶楼饮茶。

香港人一般给人感觉比较功利。不

过，他们与新加坡与吉隆坡人相似的是

守法，比如买东西会排队，过马路会根

据交通灯指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在

中国大陆就有点不同。我在北京和上海

都领教过有人不排队的习惯。虽然这些

是小事，却是潜意识里守法纪的表现。

从全球华人角度来看，守法本来是理所

当然，却存在差距。

这使我想到，中国政府不久前在十

八大四中全会高调提出的“依法治国”

口号。有人说现在提出依法治国，难道

说中国以前没法律？当然不是。中国在

改革开放后一直都主张依法治国，这次

再提出来，是与“中国梦”有关。中国梦

是习近平2012年提倡的理想。它有一套

系统，要使到中国未来成为一个强国，

其中一个目标是在2049年也就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全民进入小

康社会。也就是说，从中国1980年开始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来，中国已形成

的3亿人口的小资社会，接下来中国准

备在下一个30多年要翻五倍，使得另

外12亿人口也进入小康。这是一个非

常革命性的改变，需要一套法治观念，

司法必须公正。

这个中国梦的说法是否能实现，无

疑关系到中国给大家带来的信心。举个

例子：我最近从上海坐高铁去南京，90

分钟就抵达，途中经过苏州、无锡和

常州，每个城市迅速间就能交往，这个

高铁系统是成功的。新加坡与吉隆坡

也计划在2018年建高铁，两个城市之

间乘火车原本要7个小时才能抵达，有

高铁只需五分之一的时间。香港的高

铁经过很多争议，终于在2009年开建

了。上星期我跟一名议员吃饭，他说香

港的高铁本来要在2015年建好，现在

又延期了，最快2018年才能完成。一

条从深圳到九龙的高铁不过26公里，

却好多年都建不成。如果建成了，据说

每天能载10万人到香港来，一年的旅

客量就是3000多万。香港游客量2014

年约6000万人次，百分之八十是中国

人，十有九个是自由行。香港半年前开

始发生年轻人以暴力手法驱赶中国游

客，这便导致游客减少，香港一些行业

陷入萧条，酒店业和零售业都受到严

重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只是

文化上的差异。

香港有些人现在感觉很恐慌，特

别担心2047年到来后，香港50年不

变的承诺是否还会延续？香港会否保

留一国两制？香港还能保留目前模样

吗？香港的2047与中国2049中国梦的

have emerged and quite a few have become 

top-notch professors. Many of them were 

born in the 60s, 70s and 80s. Similar talents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are much fewer, 

which is a cause for concern. It is not wrong 

to say that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that 

you can find all kind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life.China has so many 

people 

Hong K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fetch a 

salary of more than 10,000 HKD. Many remain 

unmarried even until their 30s and 40s. They 

are all Zhainan (domesticated males) who 

enjoy spending all their time in front of a 

computer at home.  Obviously, their parents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becoming lonely 

folks in an empty nest. A friend from Hong 

Kong said he is envious of Singaporeans 

because they can buy HDB flats and are able 

to afford a flat of 800 to 1000 square feet soon 

after graduation. They feel that they should 

work in Singapore because life in Singapore 

is much better tha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s in a mess now. It is not uncommon 

to find a family of four living in a 400 square 

feet apartment, which is a very narrow space, 

because property prices have been soaring. 

However, when I’m in Singapore, many of 

my friends will tell me that they are envious 

of Hong Kongers because they can’t speak 

freely in Singapore. Look at Hong Kong, they 

say, people can even sleep in the streets for  

75 days.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Young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are envious 

of Taiwanese. In his essay titled “Winds 

of the Pacific”, Han Han, a young Chinese 

writer, painted a mystical picture of Taiwan, 

describing it as an island where people are 

honest and full of kindness. He is not far from 

the truth, though, and many Taiwanese are 

proud of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ese 

are envious of mainland Chinese, because 

China has big factories and enterprises. 

Even high-school students could become 

millionaires, something which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in Taiwan. The wealthiest persons 

in Taiwan are at least 65 years old, like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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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仅仅相隔两年。2049对中国大

陆来说，特别是90后，肯定是个重要的

年份。我也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着中国

梦的实现。但是，香港90后的年轻人却

感觉到2047会是个噩梦。

我们都有一本文化中华护照

邱立本：中国崛起在台湾和香港都

引起负面的焦虑，觉得台湾和香港的机

会变少了，大陆人抢走很多这些机会。

台湾人的自由和所重视的价值会被剥

夺，所以与香港占中运动的共同点就

是“惧中”的心态。

分离主义的存在是事实。我刚刚讲

到语言方面的论述很重要，我自己便深

有体会。香港强调讲广东话，与新加坡

的方言问题不一样，因为香港讲广东话

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从幼稚园到大学，

都是以广东话教授中文，跟新加坡、马

来西亚、台湾和其他华人地区不一样。

广东话的普及性香港是独家。其实也是

因为香港从来没进入华语世界。

其实，用方言教书是中国传统，朱

熹讲课是讲福建话，孔子用的是山东

语，每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用方言传情

达意。中国讲官话是从清末民初开始。

直到现在，香港许多团体和政治组织都

拒绝讲普通话，拒绝用普通话教中文，

语言观点基本与台独人士的表现一样，

已经是一种政治表态。他们与新加坡

不一样的是，也比不上新加坡，新加

坡每个人讲自己的方言，福建话、客家

话、还有好多方言，但学中文都要学会

华语（普通话）。香港很多年轻大学毕

业生是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的。你跟他

讲普通话，他摇头说不懂。语言在香港

已政治化。

刚才林任君先生提起国家认同问

题。我们肯定新加坡、马来西亚是独立

的国家，台湾也不少人认为自己是一个

独立国，香港也有人宣称要独立建国。

国家虽不同，全球华人仍有共同特色。

从文化的凝聚力来看，我们坐在这

里的三个人，口袋里掏出来的护照也许

不一样，在座人也持有更多种护照，但

是我们都有一本共同护照，那是中华

文化的护照，盖上心灵的签证，是中华

文化凝聚力的表现。也许在国际上、

法律上、有不同国家的认同，但是我们

有一样的文化人格，一样的唐诗宋词，

一样的孔子老子庄子，也有共同的历史

记忆。我们忘不了南侨机工，忘不了他

们对中国近代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讲文化中华，或者是民间中

华，是认定它具有力量，能推动全球华

人社会3.0进入政治整合，追寻人权法

治，进入4.0时代。

中国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林任君：邱立本提文化中华提得很

好。我在开场白中也提到文化中华。如

果我记忆没错，最早是杜维明教授提

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这是一个涉

及国家的称谓。几年前，郭振羽教授在

《联合早报》发表文章，阐述了文化中

华的含义，并建议以“文化中华”取代	

“文化中国”。我希望《联合早报》、	

《亚洲周刊》和《明报》以后能继续	

推广“文化中华”的概念。

来到全球华人3.0的叙述，我还有

个问题要请教邱先生。你刚才引用了

很多论据包括外国学者的评述，似乎

隐隐约约都在指出中国模式的建立与

推广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中国模式

的建构与推广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Gou Tai-ming. Moreover, Taiwan does not 

have Ma Yun (founder of Alibaba), Wang 

Jun (chairman of China’s Poly Technologies); 

neither does it have Xiaomi smartphones 

(China’s smartphone brand) nor young 

entrepreneurs. 

Such a sense of envy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can be positive.  As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each belong to countries 

of different levels, persistent comparisons 

among themselves could produce a positive 

effect. For example, Hong Kong has been 

reflecting on why their property market has 

come to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Singapore, 

meanwhile, should think about improving its 

human rights, legal and justice systems. We 

exchange pieces of our lives when we compare 
with one another. We are all looking for a new 
way forward, a new path that should move 
beyond the western model. The outcome will 
depend on how we work together.

We Share a Cultural Chinese Passport

The rise of China has caused much anxiety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whose people feel 
that many opportunities have been taken 
away by mainland Chinese. The Taiwanes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reedom and values 
that they have long enjoyed may be robbed, 
a mentality that is similar to what triggered 
Hong Kong’s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 

sinophobia.

We can’t deny the existence of separatism. 

The language issue that I just spoke about is 

quite important as it is something that I know 

deeply. Hong Kong’s insistence on Cantonese is 

different from Singapore’s issues on dialects, 

because the use of Cantonese in Hong Kong is 

a structural issue. Cantonese is the medium for 

instruction from kindergarten to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unlike Singapore, Malaysia, Taiwan 

and either Chinese regions. The wide use of 

Cantonese is unique to Hong Kong. This is also 

probably because Hong Kong has never had 

to use Mandarin before.

Indeed, it is China’s tradition to teach in 

dialects. Confucian scholar Zhu Xi taught 

in Hokkien, and Confucius himself taugh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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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国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否

则就很难推出中国模式。你在香港近距

离看中国，能观察到中国是否已进入一

种稳定发展的状态吗？这种发展态势

能持续吗？如果不能，就很难在这个

时候提到中国模式的建立与推广了。

习近平是非常强势的领导人

邱立本：中国自己没提出模式，是

海外学者提的，也有争论，有人便认为

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从朱云汉

教授的研究来看，他也没提出中国模

式，却认为中国有独特的路径来达到

现代化。他强调，到达现代化的理想，

不是靠一条路，可以有不同的路径，这

是学界许多分析的共同看法。

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观察，我觉得

中国大陆的确面对体制上的挑战，这

个挑战就是权力的传承缺乏制度化，

政治含有不确定性。过去几年来发生

的薄熙来事件、令计划事件，让人感觉

到他们没办法在权力的传承上透明化

和制度化。这是中国政治的软肋和盲

点，非常危险。但是有很多中国政治

学者辩护说，中国内部有很多机制能

发生作用，所以薄熙来也好，令计划也

好最终都被摆平了。虽然惊涛骇浪，却

是有惊无险。

习近平的强势能维持多久，他的接

班人是谁？他离任后，谁有能力给他维

持这种强势？他的强势基本上已超越

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追过邓小平，因

为邓小平掌握权势后年龄已经相当大。

他们认为习近平是以毛泽东为学习对

象，是非常强势的领导人。因此，他怎

样找来一个接班人是很大的问号。关

键还在他所拥有的权力会与既得利益

集团彼此怎样妥协，怎样找出一个大

家不见得满意却可以接受的人物。确

实中国政治发展从权力传承来看，是

存在隐忧的。

香港报刊百家争鸣各持立场

钟天祥：中国权力传承的问题，我

们在香港是特别关心和关注的。香港

媒体与新加坡非常不一样，香港现在

有16家中文纸面媒体，12份是收费报

纸，4份是免费报纸。收费报纸的读者

占了三份二的总量。在总数500万名的

读者里，基本上还分成左中右报纸的

读者。所谓左中右，就是定位在中国

的报道和观念为区别。《苹果日报》和

《东方日报》是打对台的，它们针对的

是大众市场，刊登各方面的新闻，对中

国的报道也很多。可以说，站在右边的

报纸是《苹果》，左边的是《东方》，

此外还有站在中间位置的《明报》、	

《信报》、《经济时报》和其它最左边

的左派报纸。左派报纸的市场非常小，

占读者总人数不到3%。从总体来看，香

港媒体对中国政情的报道是很多的，比

如在香港机场书店卖的书刊，展示的报

道大陆的书本便特别多。

《明报》对中国新闻的报道非常

慎重，我们的新闻强调据实报道不偏

不倚，观点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社评

要力求持平。我们走的是中间路线，如

果《苹果》走的是3点钟路线，左派是

9点钟路线，我们《明报》就是12点钟

中间路线。因为香港读者大多数是向

右倾的，所以我们还是徘徊在12点和1

点之间。我们报道新闻时会多方面求

证，不过未免还是会受到新闻制造者的

误导，但是在社评方面我们就坚守持平

的立场。特别在去年10月开始我担任总

编辑后，虽然我们强调是不偏不倚，但

是在社论还是有自己的立场，那就是香

港作为一国两制的特区，绝对不能主张

港独，也要坚持法治。关于中国政坛和

中国官方政治的复杂错综，我的体会

是：中国政治的水池，水确实太深了。

整理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Shandong language. Practically every region 

in China communicate in its own dialect. The 

use of an official language only began in late 

Qing dynasty. Until today, many communities 

and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in Hong Kong 

still refuse to speak or teach the Chinese 

language using Putong Hua(Mandarin). Their 

stand about language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aiwan’s pro-independence activists and 

has turned into a political stance. However,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compare with their Singapore counterparts. 

Singaporeans are still able to speak their 

own dialects – Hokkien, Hakka, among many 

others. Many young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Hong Kong cannot speak Putong Hua at all. 

If you speak to him in Putong Hua, he will say 

he can’t understandit. Language has become 

politicized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re independent 

nations. Taiwan considers itself an independate 

state, while there are pro-independence voices 

in Hong Kong. Despite coming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do share certain unique qualities. We are 

culturally cohesive because we share a Chinese 

culture - a passport to each other’s world.  

All we have to do is to embrace each other. 

We may identify ourselves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we also share the sam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cite the same Tang and Song 

poems, study the thinking of Confucian, Laozi 

and  Zhuangzi, and share a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We shall not forget Nanqiao Ji 

Gong (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Transport 

Volunteers) and their great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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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语统一”到“汉语为桥”

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文

的实用价值日渐提升，海外中文教育

市场也逐步扩大。2006年起，美国大学理事

会（College	Board）开设“中国语言和文化”

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供高

中生选修。2013年，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在《未来的语言》（Languages	for	

the	Future）报告中列举了今后二十年英国最

需要的十种外语，普通话位列第四。中国政府

也积极利用并努力塑造海外汉语学习趋势，于

2004年开始在全球推广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通常由当地高校承办，其中不乏世

界名校，而当地政府、社团和企业等亦参与合

作。孔子学院在十年间已覆盖全球126个国家

和地区，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渠道和传播中国

文化的窗口。

“统一战线？”： 
孔子学院的尴尬处境

不过，对汉语教学的需求与对孔子学院

的认可之间，似乎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中文教

学得到普遍重视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其中的

角色却时常显得尴尬。一方面，中国政府能为

海外中文教育提供可观的人材物力支持；而

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的公益性和政治敏感性，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外国

政府远非教育资源的理想来源。面对来自国

外批评，中国官方努力泰然处之，但在教师签

证、合作协议、项目拨款等具体问题上，却又

不得不承担起利益攸关者的角色——毕竟，

像孔子学院这样高调的重大项目投资也受到

中国国内民众的检视。诚然，以驻外机构推广

本国语言文化并非中国首创，而以语言教育和

文化交流为起点增强国家软实力也并非新的

外交手段：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	

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歌德学院

（Goethe-Institut）、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等都是中国政府参照学习的对

象。但是，孔子学院的合作性质却带来了新

的问题。这个被认为是承载了中国政府的政

治价值和外交目标的机构如何能与全世界的

╱	文		:  马思睿

孔子学院的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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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府、公私机构无缝对接，成为媒

体与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不仅有

人担忧中国共产党是否已将“统一战

线”工作做到自家学校和孩子身上；而

且，即便承办机构受惠于孔子学院搭

建的平台，却也受制于师资、教材、经

费等实际问题造成的瓶颈。优质教育

资源的缺乏让孔子学院的师资力量和

教学效果受到质疑，从而更难在政治

上脱敏，陷入尴尬境地。

然而，在讨论“反孔”是否缘于冷

战思维和麦卡锡主义之余，同样值得

关注的是一个与孔子学院核心功能和

日常活动息息相关的话题，即语言教育

本身隐含的权力关系。语言教育，尤其

是标准国语教育，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推行，都曾经伴随着不同语言社群之间

权力关系的转变。语文的标准化和统一

化往往伴随民族主义觉醒和民族国家

的构建；而统一语言可以凝聚人心、

塑造认同，却也可能剥夺权利、伤害感

情。回顾中文在亚洲近代史上的变迁

和遭遇，便可一窥语言与政治间耐人

寻味的纠葛。

国语运动： 
标准语言的权力暗示

清末二十年，为挽救民族危亡，有

识之士致力于推动普及教育。而汉字

繁难、文言不一，被认为是普及教育的

最大障碍。一场旨在智民强国的“切音

字运动”拉开了语文现代化的帷幕，

意图将繁复的汉字书写简化为平民易

识的拼音新字，以“言由目入”，得“声

入心通”。根据口语所造的拼音文字

易于自学，只需数日便能读写，口头文

化遂成这场运动的核心。一时间，大

量方言拼音方案纷纷出台。然而，庚子

之后，“国语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中

国之大，不同方言之间“彼此不达”，	

各地“畛域日分”。而语言不一，声气

不通，“感情无由联络”，何以培养爱

国之心？民众无有爱国之心，中国又何

以立足？方言切音字虽能快速提高国

民识字率，但却不利于语言统一，甚至

可能破坏“书同文”这个长久以来维

系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时，方言和

官话切音字对不谙彼此的人群来说均

无法实现“声入心通”。在民族主义情

绪的推动下，以文字统一语言和以标

准读音统驭各地口音的方案最终为民

国政府采纳，中国亦有了书同文、语同

音的“国语”，各地语言也就此“降格”

为“方言”。

虽然改变口音尚需时日，但语言与

国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已牢牢确立。

民族主义波及之处，即便身处海外，

华人亦称中文为“国语”。到了20世纪	

30年代，海外华侨国语教育也多参照中

国国内标准进行，加之中国政府的积极

扶持，华文教育和中国内政的关系更加

紧密。然而谁曾想到，国语、国族和国

家之间的联系从此既是力量之根，也

是灾祸之源。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国语的凝聚力和约束力不仅掩盖了始终

存在于海外华人群体中的身份认同的多

样性，而且引起了所在地政府的警惕。

以东南亚为例，英法荷殖民政府以及

暹罗政府均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收紧

了华侨教育政策，限制中文教学时间，

并强制学习当地或殖民政府的国语。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运

动风起云涌，语言再次成为塑造国家认

同，确保政治忠诚的焦点。中文不再拥

有“国语”的称谓，在许多地方，甚至丧

失了除家庭生活之外全部的生存空间，

也失去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便

一个人说的话在中国仅仅是“方言”，	

但只要它不是当地的国语，就意味着政

治上的可疑。语言与政治认同、政治忠

诚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敏感，以至于任

何国家都无法对语言事务坐视不理；	

而语言与个人情感、个人生存之间的关

系又是如此天然，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在

国家处理语言事务时置身事外。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曾深入分析标准

化语言的形成和影响，指出官方标准

语言的“合法性（legitimacy）”及其

主导地位通过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行政和公务员系统）得到固

化。我们不自觉地欣赏某种口音、认可

某种表达，甚至认为其他表达方式是	

“不正宗”甚至“错误”的，都是这种

语言支配地位的体现。而语言是交流

的工具，语言间的支配关系归根结底是

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这正是人为语

言推广运动所造成的剥夺感的来源，若

以武力与枪炮作为支持，那便是肉体与

灵魂的双重压迫。20世纪30年代英国

语言学家查尔斯	•	凯	•	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创造的“基本英语”被林

语堂批评为帝国主义之工具，二战期间

日本强制在朝鲜推行日语教育和“创氏

改姓”，朝鲜民众拼死抵抗，均反映了

语言在权力关系中的象征意义和其塑

造认同的强大力量。同一片土地上，何

种语言以何种形式成为“国语”并非

自然和必然的，而是阶段性的，甚至偶

然的——如果切音字运动当年博得政

治领袖的同情，今天的中文恐怕将是

另一番面貌。而唯一不变的，是所有人

都必须接受执政者对“国语”的定义。

然而，方言和国语、甚至不同时期

的不同版本国语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

会随着国语的确立而消失。中国许多

地区都流传着类似的故事，说民国初

年本地话曾以一票之差输给北京话从

此错失成为国语的机会；亦或是曾几何

时的“官话”就是本地话。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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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表达了对本地语言情感上的认同，

更有一种对国语和方言之间隐含等级

关系的不甘——你的语言和我的语言

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不同面向，为何如

今你的说法成了“标准”，而我的却不	

“正确”。在东南亚各国，语言与政治

忠诚、民族关系之间的纠葛，又让多

少生命与灵魂牺牲于强制甚至残酷的

国语统一运动之中。迄今为止，仍有华

人为中文教育权利奋斗着、坚持着。而

且，即便华语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教

学过程中又该遵循何种标准？汉语拼

音和简体字、注音符号和繁体字的分

野背负了多少政治负担，仿佛两个语文

系统和两个政权一样无法共存，稍不留

神就会触动敏感神经，引起认同危机。

汉语为桥： 
打破羁绊，和而不同

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高潮已经过

去，语言教育的权限在东南亚各国也

放宽不少。民族国家的构建让语言政治

化，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形成的挑战又

让语言重新回归文化继承和个人发展，

减弱了语言与政治认同之间的联系。我

们学习英文时很少想到英国政府是否

正对我们的语言进行着殖民统治，而

讲华语也并不意味着认同中国——即

便历尽艰辛保留下来的华语教育，塑

造的也是作为所在国一部分的华族认

同。国语教育也许曾让老一辈经历了

艰难的适应过程，但已获得了下一代

感情上的认可。而在外语教育中，不论

是学习外国语言还是教授外国人本国

语言，市场和经济因素早已超越了外交

和政治需要成为首要考虑。在这种背景

下开设经由中国政府授权的孔子学院，

教授“标准现代汉语”，使用简体字和

拼音，能产生怎样的政治含义，又意味

着何种权力关系？

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马歇尔·萨

林斯（Marshall	Sahlins）担忧孔子学

院会在全世界造就一批中文“半文盲”

的学者，无法读懂北京政府直接控制

之外的文献资料，他们对中国的认知

因而受制于北京政府。而乔治华盛顿

大学的教授爱德华·马科德（Edward	

McCord）则认为采用简体字是学习者

自愿的选择。即便掌握中文与认同中

国并无直接关系，即便出于学术或兴

趣学习繁体字和文言文的人并不会因

为孔子学院的存在而改变初衷，关于

语言标准的争论本身即说明语言教学

依然面临着沉重而敏感的政治暗示。

在英国孔子学院的课堂上，老师要求孩

子们唱一首中文歌曲，当地华裔学生带

来祖父母教的粤语歌，却被老师判为不

合要求。年轻的教师志愿者基于自己在

国内的生活经验解释传统文化，又与海

外华社传承的习俗相左，引起华裔学生

的困惑和疑问。许多年轻一辈华人的确

是出于自愿转向普通话学习，但以粤语

为通用语的华人社群却担心这种趋势

会造成华社分裂；而老师下意识地将华

裔学生当作中国学生对待，更让学生感

到孤立。比起学习简体字是否意味着在

重大政治问题上认同北京政府的立场，

如何处理中文与中国文化内部丰富的多

样性，如何定义标准与正确，以及如何

摆脱“同化”语言学习者的沙文主义心

态，才是孔子学院面临的更普遍且更现

实的挑战。

还记得两年前我初到新加坡，在街

巷食阁听到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感到熟

悉又陌生，亲切又新奇。那时，我尚未

反思过“中文”二字的意涵，只是自然

地认为普通话有标准和不标准之分，

按照标准表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后

来结识马来西亚华人同学，听闻独立

中学的存在；又学习东南亚历史，了解

华人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始知语言的

习得并非总是理所当然，而“标准”的

确立往往体现着权力关系。一国之内，

推广“共同的语言”自是为了方便沟

通，塑造认同，而何种语言将成为“国	

语”，何种版本将成为“标准”，非标

准的语言又要面对何种命运等诸多问

题，远比“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Speak	Well.	Be	Understood.”、	

“爱国说国语”这类口号所表达的要

复杂得多。世界之中，对外推广本国语

言固然有助于增进交流，加深理解，

但外语和国语之间的紧张关系却让帝

国主义和政治渗透的阴影挥之不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身份的标识；语言

也是政治的资本，权力的工具。在全球

化的今天，语言更应是沟通的路径，理

解的桥梁。

历史上，作为“国语”的中文曾展

现过强大的凝聚力；如今，普通话和简

体字真正的生命力却在于“连结”各不

相同的人，而非“统一”他们的认知。孔

子学院既为推动汉语走向世界而建立，

则须了解标准语言形成的历史，了解它

可能带来的困扰，让它摆脱“统一”的

暗示和“同化”的压迫。如此，汉语方

能如孔子学院所言，成为多元文化沟

通理解的桥梁。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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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更谱新篇章
怡和轩成立120周年纪念晚宴特写

今年是怡和轩成立120周年纪念，俱乐

部举办一系列活动，高潮是4月18日

假丽思卡登大酒店举行的盛大晚宴。晚宴主

宾为我国卫生部部长颜金勇先生，出席贵宾

包括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何亚非先生、

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段洁龙先生、新加

坡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

振泉先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天

宝先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先生及

怡和轩俱乐部顾问黄鸿美先生。晚宴筵开八

十余席，海外嘉宾、新加坡团体代表、怡和轩

会员及各界好友近千人盛装出席，共襄其盛。

除了怡和轩主席谢万森、主宾与嘉宾致

词以外，席间穿插的文娱表演美不胜收，包括

雄壮的24节令鼓（华侨中学鼓队）、女生独唱	

（周明伦、苏怡文）、舞蹈等等，在觥筹交错

的节庆氛围中，所有宾客，无论旧雨，还是新

知，其乐融融。

为了让本次庆典更具纪念意义，怡和轩俱

乐部精心编撰了《百舸争流——怡和轩120周

年纪念文集》；当天晚宴过程中，还特别邀请

主宾颜金勇部长为该纪念文集主持了简约而

隆重的发布仪式。

╱	文		:  李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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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万森主席感谢会员、各界人士
的支持

宣布捐献10万元赞助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

在致欢迎辞时，谢万森主席说：

“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请

允许我对怡和轩俱乐部120年来的足

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于1895年，是新

加坡较早超越帮派和籍贯、而且具极

大社会影响力的豁免注册的社团。怡和

轩的第一位主席（当时称总理）林推迁

先生是马来亚钨矿大王，也是当时的英

国殖民当局任命的华人参事局参事。

1923年林推迁逝世，陈嘉庚接任

怡和轩主席，改革创新，振兴会务。其

后的二十多年里，林义顺、李俊承也曾

出任怡和轩主席，他们和陈嘉庚一道，

大大地提升了怡和轩的影响力。1937年

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主

席，成为整个南洋抗日救亡活动的总指

挥，当时南侨总会的办事处就设在怡和

轩俱乐部三楼，怡和轩俨然就是整个

南洋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司令部”。

在陈嘉庚离新之后，陈六使、高德

根相继担任怡和轩的主席，鉴于战后

时局的变迁，他们开始关注本土，为新

加坡华人争取公民权，也为新加坡的华

文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1966年高德根

逝世之后，孙炳炎执掌怡和轩，一直到

2001年，他以怡和轩主席和中华总商

会会长的双重身份，积极推进新加坡

的工业和商业发展，也为怡和轩的会

务鞠躬尽瘁。

最近十几年来，在前主席黄鸿美、

林清如的努力下，把怡和轩会务推向

另一个高峰，不仅完成了会所的重建，

而且基本实现了怡和轩弘扬先贤历史，

传承优秀文化的转型。受各位董事和会

友的信任和推举，我于2013年接任怡

和轩主席至今，为怡和轩的进一步发

展略尽绵力。

怡和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

要感激许许多多为怡和轩的发展作出贡

献的先贤们，没有他们的付出，怡和轩

是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历史。今天的怡

和轩门户开放，大步向前，各界有识之

士和不同领域翘楚，相继加入，他们认

同怡和轩历史，以及怡和轩所代表的先

贤精神。对许多会员来说，怡和轩仍是

商业资讯、文化教育的交流重要平台。

今天的新加坡国泰民安，今晚的庆

典场面温馨感人，除了要感恩前辈们的

付出，感谢各界人士的出席，这里我也

要对为这次庆典出钱出力的怡和轩会

友们表示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怡和轩的会务顾

问、名誉主席、董事和广大会员的热心

慷慨的捐助，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们就

筹到了可观的数目。这些善款，除了用

来承办庆典，也会用来支持俱乐部的

开销和各种文化和社会公益活动。我

们决定，拨出10万元赞助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的筹建工程。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筹委会主席

蔡振祥以及庆典筹委会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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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不辞辛

劳，仔细筹划，使得我们的庆典热烈隆

重，也让我们能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在历史长河中，120年也只是弹指

一挥间，回首过去，怡和轩纵横捭阖，

敢为人先，所有的辉煌，所有的成就，

皆成过往；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相

信怡和轩能继往开来、与时并进，谱写

出更华丽的新篇章！”

颜金勇部长：

把怡和轩的核心价值发扬光大

为一个更优雅的新加坡继续做出
贡献

颜金勇致词（摘录）：

“在新加坡，很多人对“怡和轩俱

乐部”并不陌生，因为它曾经在新马、甚

至整个南洋的华社中享有崇高地位，因

为它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

过重要角色，也因为它至今仍是得到新

加坡华社、商界和文化界一致认可的、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社团。

社团的发展是不能脱离时代大潮

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怡和轩在

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搏击长空，成

为南洋华侨筹赈抗日的大本营，而后，

在反殖民运动中，怡和轩为新马华人争

取公民权而奋斗，到现在，怡和轩积极

弘扬文化，积极服务社群，成为新加坡

文化版图中的靓丽风景。120年来，怡

和轩始终贴近时代脉搏，它的过去是

辉煌的，它的现在是璀璨的。

今天，我们一起庆贺怡和轩走过

120周年，我想特别强调三点和怡和轩

紧密相关的价值观。

首先是关心社会，报效国家。

怡和轩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从中国角

度看，它经历了满清末年、孙中山创建的

民国，一直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新加坡本土看，它经历了英国殖民、

新加坡自治，一直到新加坡独立。不管

从何种角度，不管在那段时期，怡和轩

始终关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始终为

国家建设尽心尽力。到现在，怡和轩仍

然是时代的弄潮儿，不仅是新加坡商界

精英交流商讯的平台，也是新加坡文化

人士施展抱负的舞台，在这里，怡和轩

的会友们一起为新加坡社会的稳定，

文化的促进和经济的繁荣不辞辛劳。

其次是饮水思源，回馈社会。

华族有一句谚语叫“饮水不忘挖井

人”，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饮水思

源，回馈社会。怡和轩的很多先贤都是

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新加坡立国之前，

很多人饮水思源，他们的源头是大洋彼

岸的中国家乡，他们成功之后，不忘桑

梓，为家乡的发展出钱出力。新加坡独

立后，他们关心的是近在眼前的新加坡

社会，为自己的宗亲、自己读书的学校和

自己所在的社群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刚才，谢万森主席宣布为新加坡华族文

化中心捐赠10万元，这正是怡和轩回馈

社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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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重视教育，弘扬文化。

重视教育和弘扬文化一直就是贯穿

怡和轩的一条主线，是怡和轩的核心价

值观。从早期陈嘉庚的倾家兴学，创办

华侨中学、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到后

来的陈六使的登高一呼，创办海外华

人的第一所大学，到现在，怡和轩连续

多年为中小学颁发“华文书籍奖”，怡和

轩会友出任不少学校的校董会和校友

会的主席或董事，怡和轩始终把兴办教

育视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怡和轩经常举办各种高水准

的文化讲座，把怡和轩会讯提升为定

期出版的新加坡颇有影响的杂志—— 

《怡和世纪》，这些都是怡和轩“重视

教育，弘扬文化”的精神的延续。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政府的

领导和规划，但也需要各种社团的支持

和配合。新加坡在不断发展，不断进

步，我相信怡和轩也能紧跟时代，把怡

和轩的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和本地

的其他社团一起，为一个更富足、更和

谐和更优雅的新加坡继续做出贡献。

最后，我真诚祝福怡和轩俱乐部

永葆青春，活力无限！”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何亚非
先生:

希望怡和轩为新加坡的国家建设
及中新友好往来，做出新的贡献

何亚非致词（摘录）：

“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

社团之一，怡和轩俱乐部自创办以来

就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党

无派、关心民族、关心国家”的精神，与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紧密协作，致力于争

取华族福利、为中国捐资赈灾、资助文

化教育并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为

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及中新关系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知名爱国侨领

陈嘉庚、陈六使先生都曾担任怡和轩主

席。俱乐部在他们的领导下，带领东南

亚华人社会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同时，

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总

部，踊跃投入到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

伟大事业中。新加坡独立后，怡和轩俱

乐部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对社区及

慈善福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也继续成为新加坡华社杰出企业家和

社会领袖的聚集地之一。会员们不仅

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还在新加坡各

会馆、民众联络所、医院、学校、基金

会、慈善团体等任职，突破了地缘、血

缘和业缘的华社传统联系纽带，为新

加坡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设发挥了独特

的作用。在此，我向你们表示由衷的

钦佩和深深的敬意。展望未来，我也

衷心地希望怡和轩俱乐部再接再厉，

继承秉承先辈遗志，为新加坡的国家

建设、华族福祉及中新友好往来，做出

新的贡献。”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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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社群公民组织AWARE

推动社会关注女性权益
信。由于协会即将进行大翻修，职员们都在

忙着整理物品，会议室显得有些凌乱。就在

迎接新开始的前夕，林淑美和笔者坐下来，畅

谈协会的过去与未来。

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后，一些人在评价

他的功绩时说，如果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

天的新加坡。这句话用在AWARE上也相当

贴切，协会当年成立，多少也与李光耀有直

接的关系。

1984年，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因新加坡生

育率迅速下跌而感到担忧，并发现生育最少

的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为鼓励这群条

件优秀的女性多生孩子，政府当时制定一项备

受争议的计划，让大学毕业的妇女在住屋和孩

子入学等方面，享有优先待遇。

高学历女性是计划的最大获益者，但许多

人却觉得被冒犯，站出来高调反对这项政策。

一群高学历妇女为此举办题为“女性选择，

女性生活”（Women’s	Choices,	Women’s	

Lives）的论坛，强调女性自己主宰命运的权

益。在AWARE负责研究工作的黄丽嫣（64岁）

就是当时参与论坛的其中一人。

黄丽嫣指出，政策歧视学历低的女性，也

介入高学历女性的隐私。她说：“大学毕业的

女性不需要政府来告诉她们，应该如何对待

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关于不分学历的平等待遇和女性自主权的

讨论，在论坛结束后持续燃烧，后来她们到处

寻找怀抱相同理念的组织，但辗转一年寻寻觅

觅后，发现当时社会上并没有特别关注女性权

益的公民社会团体，因此决定自立门户。1985

年11月，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应运而生，由一

群高学历女性带领组织，为各种背景的女性

谋取公平待遇。　

与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执行董事林淑

美进行访问，约在协会的大本营是

很自然的选择。协会的办公室设在杜佛弯第	

5座组屋底层，周围其他单位主要是杂货店

和咖啡店，来往的人多是住在附近的年长居

民和附近学校的学生。协会那扇鲜红色的木

框大门在这环境里，显得特别抢眼，也有些

格格不入。

AWARE 成立的背景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的英文名称叫

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简称“AWARE”也有“知道”、“意	

识”之意。多年来，一群受英文教育的本地女

性就在这扇大门后面，制作许多面向决策者的

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同时为遭遇家暴和性侵

等问题的女性，提供辅导和法律咨询，通过各

种渠道，推动社会关注女性权益。

今年50岁的林淑美，从2010年起担任

AWARE执行董事。蓄着短发的她以英语接受

访问时，言辞间流露一种女强人的积极与自

╱	文		:  林心惠

林淑美（左）黄丽嫣（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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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的过程　　			

AWARE名称里，强调“行动”与	

“研究”。协会最初主要专注于研究，

发表的报告包括1987年的《大众媒体

中的女性描述》、2008年的《职场性

骚扰研究报告》，以及前年针对暴力的

调查分析。采取的策略是从政策和法

律下手，从这个层面防止家暴、性侵等

问题，并利用大量的知识支持观点，让

组织的话语更有分量，提高公众意识。

不过从1990年起，AWARE逐渐转

型，开始提供援助服务。林淑美表示，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来是有这

个需求，性侵和暴力受害者在寻求援

助时却投靠无门，协会因此设立了妇

女援助热线。后来，协会逐渐增加法

律咨询、辅导、暴力受害者扶助计划，

还有性侵援助中心。去年，AWARE也

成立离婚互助小组，帮助考虑离婚、正

在办理离婚手续和已经离婚的妇女聚

在一起，让她们互相倾诉心中苦楚，交

换法律讯息和鼓励的话语。“这方面的

服务让我们更有公信力，人们也比较可

以接受。”

林淑美说：“另一方面，这也能让我

们掌握实际个案的资料，与研究的部分

形成互补。我们不能待在象牙塔内发

声，这个组织是真真实实地在帮助妇

女，而不只是推动变化。”

2009年的“夺权事件”

近年来，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团

体积极在公共舆论空间发声，使新加

坡社会变得更多元热闹。但社会变得

更多元之后，各群体也采取更高调的

行动表达立场。像是在图书馆撤下涉

及同性伴侣题材的儿童图书一事中，

支持和反对阵营各执一词，一群家长

甚至带孩子到国家图书馆外阅读被禁

书籍，以表抗议。此外，支持同性恋群

体恋爱自由的“粉红点”（Pink	Dot），

也令一些维护传统家庭体制的回教和

基督教团体感到不满，发起“穿白衣”

活动与之相抗。本地女性间在这股浪

潮中，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她们除了

在背景、族群和语言上不同，对宗教和

同性恋等课题的观点也产生分歧。这

种分歧正是2009年“AWARE夺权事

件”的导火线。

当时，一群来自同一个教会的妇女

认为，AWARE倾向支持同性恋，背离为

妇女争取权益的使命，而决定参加协

会执委竞选，掌舵转换AWARE发展方

向。然而，她们顺利当选后，却引起旧

领导团队的强烈不满。她们因此召开

特别大会，发动不信任动议。经过长达

7小时的马拉松会议，多数出席的会员

通过不信任动议，迫使刚上任的执委下

台。这起风波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轰

动，前后闹了大约两个月，最终随着旧

执委重新掌权才逐渐平息。　　　　

林淑美说，她们在危机解除后仔细

反省问题，找出了许多组织上的缺陷。

例如，管理团队并没有有效的监管机

制，除了几名文员，其余人员都不是全

职性质，多数人都只能利用全职工作

以外的时间进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导致协会整体运作无法达到专业化水

平。她说：“我们当时请了一名顾问来

帮我们。顾问访问了二三十名会员，得

出的结论是我们得找个执行董事，然

后把监管与管理团队区分开来。我们

原来只有一个执委会，但如今分成董

事会和秘书处。”

放弃专业，林淑美出任执行董事

协会如今有大约500名女性会员和

10名男性会员，核心团队全都是全职

人员，共16人，林淑美便是其中一名。

但在全职加入AWARE之前，林淑美自

认，自己其实并不是踊跃参加协会活

动的活跃会员。在家中三姐妹排行老

大的林淑美原本是一名律师，后来投

AWARE
Watchdog for Women's Rights in Singapore

I n 1984,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the Graduate Mother Scheme, which 

gave mothers with university degrees financial 

benefits and priority school placement for 

their children. However, the policy was so 

controversial that many of its intended 

beneficiaries rejected it, calling it discriminatory 

and elitist. Many women went on to organise 

a seminar themed “Women’s Choices, 

By	Lin	Xin-hui

Women’s Lives” that emphasized on the 

importance of a woman’s rights and autonomy.  

A year later, a number of them went on to 

form the 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 better known by its acronym AWARE.

30 years on, AWARE is now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Singapore. 

As its name suggest, the organisation focuses 

on research work at its onse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research, so when we want 

to advocate for something, the action must be 

supported by research,” said Vivienne Wee, 64, 

one of AWARE’s founding members and the 

current head of its research and advocacy arm.

But over the years, it has also branched out 

to provide support services to help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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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商界，同比她晚出生5分钟的孪生妹

妹一起创办科技公司，为法律界提供

软件服务。

她对女性潜力和能力的自信，来

自她的成长环境。林淑美父母育有三

个女儿，父亲因此成了家中少数群体，

母亲是富有冒险精神的职业妇女，在

1970年代电脑还未盛行的时候，就搬

了一台回家，自习如何编写电脑程序。

她说：“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让我觉

得自己也很有能力。”

林淑美后来上学也念女校，校内

没有男同学，凡是都得靠女学生亲力

亲为，锻炼她们培养独立坚强的精神。

求学时期的她也擅长打球，最拿手的就

是壁球，还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林

淑美笑道，后来有不少男生上前下挑战

书，她总是喜滋滋地欣然接受，然后轻

松地将他们打败。

再后来，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考取

法律文凭，当了律师，还获得美国政府

提供的富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

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公共行政硕

士课程。她的成长岁月还算是顺意，但

以律师身份到AWARE为遇到家暴等问

题的妇女提供法律咨询时，才发现有许

多妇女的情况同自己大不相同。她们的

人生中的选择非常有限。

她说：“许多妇女遭遇家暴，但她

们已有两三个孩子，所以觉得就算被丈

夫打，为孩子留下来是正确的做法。这

是1990年代的情况，让我体会到她们

选择很有限的困境。但同时，她们展现

的勇气，以及对家庭的奉献精神让我感

到佩服不已。”

除了给予法律咨询，1992年加入

AWARE的林淑美当时也曾策划活动，

以及参与起草前官委议员苏英医生

（Kanwaljit	Soin）1995年在国会提出

的家庭暴力法案。但过了一段时间，她

逐渐退出AWARE团队核心，鲜少参与

协会活动。就在她把生活重心转向事

业时，备受争议的夺权事件发生了。

“人只有在差一点失去的时候，才

会发现原来某些东西是非常珍贵的。”

林淑美说，这次风波令她决定重新积

极参与协会工作。风波虽然导致协会

陷入低潮，却也成为迫使她们将组织

专业化的契机。AWARE在过后的一

年里迅速改变组织结构，建立专业化

的团队，林淑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

为协会的第一任执行董事。

工作重心——家暴与性侵

从2010年掌舵至今，AWARE在林

淑美领导下，在各方面做出许多改变。

领导团队一分为二加强监管、从兼职

改为全职经营协会、推出更多援助服务

和推广活动，并为支撑扩大的规模，更

积极地透过捐款运动、企业培训和年

度晚宴等活动筹款。林淑美说：“筹集

经费不容易，但我们善于发挥创意，还

有很尽心的董事会。协会资产在2009

年只有大概40万元，但现在已经达到

260万元。”	

在新加坡，男性与女性在教育和工

作等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益，但妇女

遭家暴和性侵，在职场上被男同事性

骚扰的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这也因此

成为AWARE的工作重心。但许多人不

知道的是，协会除了推出研究报告和

为妇女提供援助服务，其实多年来也

在幕后接触政府单位，敦促官方做出

改变，加强对妇女的保护。这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

林淑美指出，以前一些性侵受害者

到警察局报警时，发现负责记录案情的

警员没有敏感处理案件，有的问些无关

紧要的问题，有的甚至不愿把受害者描

facing issues like divorce,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ssaults and harassment. These include 

a women’s hotline, legal clinic, counselling 

and a care centre for sexual assault victims. 

Through such cases, serious problems are 

identified and used in its advocacy work. “We 

don’t want to speak from an ivory tower, it 

gives us cred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said 

AWARE’s Executive Director Corinna Lim. 

“This group is really helping women, not just 

advocating change.

Lim raised the way police officers handled 

sexual assault cases as an example. AWARE 

observed that when sexual assault victims 

made police reports about 20 years ago, 

investigation officers failed to handle the 

cases sensitively. “Some asked irrelevant 

questions, and (the victims) got so upset. The 

police officers wouldn’t even write down what 

they said in the report.”

Many victims sought AWARE’s help, and the 

group subsequently met up with the police 

many times on this issue. After years of 

lobbying, the police gradually adjusted its way 

of handling such cases, and even work closely 

with AWARE, referring victims to AWARE for 

counselling on a case-to-case basis. 

50-year-old Lim became AWARE’s first 

Executive Director in 2010, after the 

organisation underwent an overhaul in 

wake of the 2009 saga, when a group of 

conservative Christian women attempted to 

take control of AWARE. She was no longer 

an active member by then, but the coup 

eventually prompted her to leave her work 

in legal industry to lead AWARE. “You don’t 

realise how precious something is until you 

come so close to losing it,” said Li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aga, Lim said they 

looked in the organisation’s structure to 

pinpoint its vulnerabilities. “A consultant 

came in and spoke to 20 to 30 members. The 

suggestion was to get a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have a good team in place.” The result was 

forming a secretariat to run the organisation 

and a separate board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executive committee. While the saga sa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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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内容写入报告，于是向AWARE求

救。协会因此开始与警方合作，通过定

期会议提出协会收到的案件，再由警方

进一步调查警员处理案件的手法。在这

个过程中，AWARE也积极向警方提出

建议，帮助当局改善处理案件的方式，

更敏感地对待性侵受害者。经过大约

20年的努力，警方和AWARE如今在性

侵案件上紧密合作，一方负责调查执

法，一方提供辅导和倾诉管道，形成相

辅相成的关系。

和性侵和暴力相比，职场性骚扰则

是比较近期才出现的问题。AWARE在

2000年代初期向500名妇女展开调

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女性曾在工作上

遭遇肢体或言语上的性骚扰，有的甚

至受不了频密的骚扰而辞去工作。然

而，性骚扰存在许多灰色地带，我国也

没有明确对付性骚扰的条例，使制止性

骚扰的工作困难重重。林淑美说，她们

找了人力部多个部门，向他们讲解性骚

扰的严重性，也曾找过外交部长兼律政

部长尚穆根，尝试争取他的支持。政府

后来虽然没有制定一个专门对付性骚

扰的法令，但律政部去年颁布了防止

骚扰法令，并获国会通过。该法令专门

对付欺凌、网络骚扰和性骚扰等问题，

人力部也将向企业发出行为准则，职员

遇到性骚扰问题时，雇主必须迅速处理

有关投诉。

在国外，女权主义者擅长使用各种

高调而张扬个性的手法，表达女性的

自由与自主。这包括名为“荡妇游行”

（Slut	Walk）的街头活动，以及最近

在西方世界掀起的“解放乳头运动”，

也就是不穿上衣和胸罩，打赤膊上街。

然而，这类型手法却也备受争议。相

比之下，AWARE主打的女权主义品牌

显得较为温和。林淑美等人谈她们对

AWARE工作和各种妇女课题的想法

时，没有夸张的辞藻，也没有激进的观

点，紧贴着新加坡社会的许多重要课

题，强调的核心理念是选择的自由。

“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变成是
多余的”

	 以近年来在社会上引发不少

激烈讨论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

别者(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简称LGBT)课题为例，	

AWARE向来持明确的支持立场，并表

示性取向是个人的选择，必须得到尊

重。同样的，对于回教妇女戴头巾的

课题，在她们看来，问题关键并不在于	

应不应该戴上头巾，而在于妇女是否有

详细考虑，自愿作出决定。林淑美说：	

“我们尝试成为具有包容性的女权主

义。”

30年前，新加坡的生育率开始下

滑，AWARE在反对政府干预妇女私生

活的声浪中成立了。30年后的今天，新

加坡生育率依然令人担忧，但社会风气

已改变许多，女性在社会各方面有杰出

成就，男女平等也进入主流舆论空间，

成为许多国人坚持的理念。然而，要彻

底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林淑美意识到，

前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接下来

AWARE的其中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帮

助单亲妈妈获得平等待遇，尤其是在

申请组屋方面。

一个妇女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不

会遭遇家暴和性侵、也不被歧视和物化

的社会，虽然还是有些遥远，却也是个

值得期待的理想。对于未来，林淑美有

个很特别的愿景，虽显得有些自相矛

盾，却也再贴切不过。她说：“希望有一

天，我们会变成多余的。这可能是个很

奇怪的愿景，而且虽然是许多光年后的

事，但这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dramatic change – and subsequent reversal – 
in power, Lim is thankful for that episode. “It 
served as a wakeup call for us, and gave us a 
second lease of life.”

Previously ran by members on a part-
time basis, AWARE now boasts over 500 
members and around 16 full-time staff on its 
professional team. AWARE’s financial health 
has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restructuring. It has over $2.6 million in its 
coffers now, compared to about $400,000 in 
2009, according to its financial reports. Funds 
come mainly from donations, grants and 
Crystal Ball, its annual fundraising gala dinner.

In 2012, the parliament passed amendments 
to the Evidence Act, repealing a rule on the 

evidence of character in rape cases. The move 

signified a victory for AWARE, which had 

earlier argued that the rule made it possible 

to discredit an alleged sexual assault victim 

through her sexual history. More recently, 

the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was 

introduced last year after much lobbying from 

AWARE and other experts. The Act makes it 

possible for victims of sexual harassment to 

seek legal recourse, the Ministry of Manpower 

will also introduce an advisory on workplace 

harassment for employers, said Lim.

As Singapore’s society mature, more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 

suffering from domestic violence, acrimonious 

divorce and sexual assaults receive more help 

than before, but new issues such as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have surfaced. Many single 

mothers also face difficulty in securing public 

housing due to prevailing housing policies, an 

issue which AWARE is advocating for change.

Its vision is that of a Singapore society free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ironically, 

one without itself in the picture. “One day, we 

hope to become redundant,” said Lim. “A funny 

kind of vision but this would be the ultimate, 

which is still light years away.”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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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外表温和的习近平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

的强人特质，他对国际、国内事务具有深刻的

认识并且愿意承担巨大风险，实施他所认为

国家必须进行的政策变革和反腐败调查，而

这一点是习近平掌权之前政治观察家们所普

遍未能预料到的。当时国际观察人士大多认

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改革开放时代一

代比一代衰减，习近平也会沿袭这一规律，拥

有比他的前任更加有限的权力，各种改革措施

也会因为利益集团的阻碍而继续陷入停滞。从

目前习近平对权力的运作和政策的推行来看，

习近平是一位大大不同于他的两位前任（江

泽民和胡锦涛）的中共政治领袖，他具有非

常独特而鲜明的执政风格，他是中国真正的	

╱	文		:  陈    刚

2 012年中共18大的召开确立了习近平

在执政党和军队领域的领袖地位，此

后不久，习近平又顺利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这位在1953年出生的政治人物正式成为拥有

13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全面接掌

中国的党、政、军大权。他曾被新加坡已故总

理李光耀先生称为“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

人物”，但在激烈的党内竞争中，他一直显得相

当低调，外界对习近平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如

今，中国已进入“习时代”的第三个年头，中国

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在他的领导下发生了

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结合今天习近平主导的大

规模反腐、全面改革和“一带一路”的大手笔

外交，可以发现李光耀对习的预见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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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改变者”，带来了政治、经

济和外交领域的“新常态”。

铁腕“治党”，刀口对向党内

习近平的对内执政风格，可以用	

“严”这么一个字来形容。习近平提出

的“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今天中

国的政治“新常态”。在“老虎苍蝇一

起打”的高压态势下，习近平掀起了改

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反腐浪潮，自	

18大以来已有约百余名部级以上高官

落马，包括对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

苏荣等四名国家级领导人进行的调查，

创下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反贪新记录。习

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反腐运动要“老	

虎”（副部级以上高官）和“苍蝇”（中	

低层官员）一起打，数据显示，这场愈

刮愈猛的反腐风暴把更多精力放在了

打“老虎”身上，尤其是打“大老虎”身

上，中共官场原先默认的“刑不上（政

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免于调查”

等潜规则正在被一一打破，中国的高层

政治进入“人人都有可能被调查”的政

治新常态。这种情况在习掌权之前的

很长时间里是不可以想象的。

习近平“铁腕”风格直接指向了党

内的既得利益者，敢于对“自己人”——

所谓的政权维护者动刀。2014年1月到

12月，中国检查部门就调查了4040名

处级干部和589名局级干部，远远高

于2008年到2012年平均每年2635名

处级干部和190名的官员调查数量。

配合此轮反腐运动的还有对各级官员

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务用车（“三

公消费”）的严格限制和严厉处罚。仅

2013年全年，就有近2万名各级官员因

违反这些规定而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其中因违规使用公车而遭受纪律处分

的就达5千多人，还有9百多人因违规举

办场面豪华的活动而被处分。

习近平的改革精神

习近平具有大无畏的改革精神，

而这种精神部分源自他的父亲——习

仲勋作为中国改革先锋人物的言传身

教。从目前中国国内的政策走势来看，

习近平大力反腐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

推进当下已举步维艰的各项经济和社

会改革。由于中国始于30多年前的改

革开放政策目前已进入“深水区”，	

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对进一步的改

革开放存有很大抵制，不通过严厉的反

腐运动，很难推进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共超预期的反腐败

之后带来了超预期的改革成果。在大力

反腐的同时，习近平利用建立起来的

党内权威，坚决推进各项长期议而不

决的改革措施，这些政策大多体现在	

18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如果没

有强人政治，很难想象许多政策能够冲

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在短时间内得以实

施。习近平如今被视为邓小平以后最强

势的中共领袖。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目前已经深陷囹圄，很难再发出声音。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基本上

是建立在不断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之上，

比较大的改革包括1978年11届三中全

会之后开启的改革开放、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以后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中

国为配合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

做的和世界接轨的改革等。这三轮改革

极大激发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力，把

中国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利益

集团日趋固化、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

杂化等内外部因素，中国经济改革没能

继续沿着原有路线图顺利推进下去，直

接导致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缓

慢。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

危机，中国更是暂时停止了包括压缩

产能、房地产和土地改革、金融改革、

环境治理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而是

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稳增长和大规模刺

激政策上，甚至出现了政府对经济干

预加剧、“国进民退”的倒退，大量的

利益集团寄生于官僚体制内部或与官

僚体制密切相连的利益链条之上，阻

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由于改革的

缺乏，中国的环境问题、腐败问题、产

能过剩问题、消费与投资的比重问题、

外表温和的习近平具有一般政治人物
所缺少的强人特质，他对国际、国内事务
具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愿意承担巨大风险，
实施他所认为国家必须进行的政策变革
和反腐败调查，而这一点是习近平掌权之
前政治观察家们所普遍未能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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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

问题乃至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问题，

在相当长时间里不仅没有按照“和谐

社会”的理念得到改善，反而有恶化的	

趋势。

从中国政府过去提出的各种改革蓝

图可以看出，国家在很多领域的改革都

存有大量历史欠账，明显滞后于现实形

势发展的需求。如果再不奋力推进这

些改革，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社

会的稳定可能会受到很大威胁。

在产业经济领域，人们所普遍关注

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

须进行下去，否则和国有企业相连的低

效、腐败和垄断问题很难得到根治。在

财税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的税负

应该进一步降低，房产税收应该增加，

这样才能刺激民间消费，抑制房地产过

热现象，平衡消费与投资的比重。在金

融领域，人民币国际化和与之相联系的

利率、汇率改革必须加速，否则很难适

应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日益重要

的投资国的新形势，以及很难适应民间

经济力量对资本的渴求。在庞大的事业

单位改革上，本来应快速推进的基于市

场原则的人事改革、福利养老等改革也

在长时间停滞后最近刚刚得以启动，尽

管如此，仍面临巨大阻力，如果没有这

些改革，一方面人才自由流动不能在事

业单位里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在国企里

出现的低效、浪费等问题可能会在事业

单位里变得更为严重。在社会领域，敏

感的户籍改革始终举步维艰，严重影响

着中国真实城镇化的进程、人才的自由

流动以及社会公平等。即便政府宣称中

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实际上

到2012年，全国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

比重仍只有35%，很多人长年在城市工

作，但却在身份上仍属于农业人口，在

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面临诸

多困难。所有这些领域在没有改革突

破的前提下，都可能触及危机集中爆

发的临界点。

习近平上台之后，全面深化改革得

以推进。他本人不仅亲自担任“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而且在自

贸区改革、金融改革、计划生育政策

调整、土地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医疗

和教育、体育产业改革等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中国的“一胎制”、金融管

制、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都出现了

明显的政策松动。最高领导层在中国改

革停滞、经济减速、“国进民退”的形势

下，果断启动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其魄

力和勇气令世界其他想改革又不敢改

或改不动的主要经济体汗颜。习近平

的改革方案将在金融、实业、人口、环

保、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对未来中国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一个容易被人

们忽略的方面是这次改革可能对中国

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官本位”思想的

重大冲击，这不仅会对影响中国政治进

程和行政体制变革，更重要的是，革除	

“官本位”是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

场经济以及和国际接轨的基本前提，将

会成为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革

命，影响千千万万普罗大众在择业、婚

姻、生产、消费等方面的价值观。习近

平主导的改革决定不仅明确提出了破

除“官本位”观念（《18届三中全会决

定》第十六章）、扫除身份障碍、逐步

取消学校、医院、研究所的行政级别，

而且几乎在各领域的改革措施中，都

贯穿了破除“官本位”的精神和理念，

如果严格实施，将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

和政治架构产生深远积极影响。

习近平的强势外交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外交政策基

本上是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

为”的外交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中国

外交风格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保持了低

调、平和和克制的特点。然而，自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国力

在世界体系中的快速上升和超级大国

在国家综合国力大幅上升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再次由“柔”变 
“刚”，应是可以预料之事。然而，领袖个人在外交风格转换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习近平执政元年，无论在对内反腐、重启
改革还是在对美庄园外交、周边事务方面都展现出果断、坚决和强
势的鲜明风格。在这种强势领导人风格的影响下，中国加快了外交
风格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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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中国的外交风

格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在周边敏感领

土争端和一些具体国际事务上采取日

趋强硬的对外态度。2013年随着以习

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全面接班，中

国逐步完成这种风格转换过程，正式开

启强势外交时代。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之初所

提的“中国梦”目标，其实是中国国家

战略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化表达，

是中国在整体国力上升、其他传统强

国地位相对下降的条件下所提出的新

战略目标，这种目标与邓时代所强调

的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国

际环境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对外战略定

位更多是被动的、以国内议题优先的，

而“中国梦”具有强烈的对内和对外抱

负。与之前主要强调国内治理的“和谐

社会”、“三个代表”等目标对比可以发

现，“中国梦”既强调国内建设和人民

富足，也强调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史、在

国际体系中的重新崛起和获得大国应

该享有的国际尊重和地位。

围绕着“中国梦”的正式提出，中

国外交实践再次迈过了一道关键的分

水岭，开始向更为强势和高调的方向

转变。2013年，在日趋升温的南中国

海和东海领土（海）纠纷中，中国政府

采取了一些新的策略，改变了过去相当

长时间里“搁置争议”和淡化纠纷的态

度。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举措，中

方不仅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东海大陆架

的延伸应划界至冲绳海槽，更在数月

后首次划设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

识别区”。无论在南中国海还是东海，

中国军方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增加了在

这些区域的活动和存在，尤其是中国

首艘航母——辽宁舰南下南海格外引

人注目。更具有全局意义的是，中方在

当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上成立

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成为领导人协调

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政策与执行并

落实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的最高机构。在

一个低调外交、一切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年代里，领导人并没有迫切需要来设立

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伴随着国

际形势变化和外交风格转换，中国可能

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和外交问题，

这种机构就显得必要，国家安全委员会

将在贯彻最高领导人强硬风格和个人

意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习近平继“中国梦”提出之后，再

次推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全

球大战略，震惊了世界。为配合“一带

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主导构建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致力于创

建世界经济和金融新秩序以及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急

需的资金。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

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不

仅包括大量亚洲国家，而且涵盖了除美

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习近

平的外交新战略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积

极响应，远超西方观察家的普遍预期。

应当讲，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

养晦”外交策略是与中国当年较弱的

经济实力和较低的现代化水平有很大

关系的。在国家综合国力大幅上升的形

势下，中国外交再次由“柔”变“刚”，	

应是可以预料之事。然而，领袖个人在

外交风格转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

容忽视。习近平执政元年，无论在对

内反腐、重启改革还是在对美庄园外

交、周边事务方面都展现出果断、坚决

和强势的鲜明风格。在这种强势领导

人风格的影响下，中国加快了外交风格

的转变过程。

如果把中国的对外战略放在一个

更为久远的历史框架去看，就会发现追

求大国荣耀、尊严和国际影响力始终是

中国国家战略的主要内容。在古代中国

的东亚“朝贡”体系被列强打碎、中国

自身也沦为落后与衰败之后，国家和

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屈辱之中。

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未能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

主义情绪，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中

国逐步恢复国际舞台上政治大国的地

位，但由于经济上的制约，中国未能从

根本上改变积贫积弱的状态，因此强

势外交未能得以持续。邓小平的“韬光

养晦”实则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目的

在于以退为进。然而，一旦时机成熟和

实力允许，中国必然将重返强势外交。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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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入主白宫的胜算
自4月12日希拉里毫无悬念地正式宣布

加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潜

在可能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开始却步，但共

和党候选人的阵容却有所扩大，除弗罗里达

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在接下

来的周一如期宣布加入共和党候选人的行列

之外，惠普的前CEO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也在5月4日正式宣布加入到2016年

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来。

一如预期，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的希拉

里一出场便成了共和党候选人的众矢之的，更

有“基金会”的丑闻被继续炒作和发酵升级。

那么希拉里入主白宫的胜算究竟有多大，尤其

是她的参选和成功将怎样影响在美的华裔，下

面将从她的对手、策略、优势和劣势等几个方

面来进行一下分析预测。

对手

先看民主党候选人。

目前考虑加入竞选的有前弗吉尼亚参议

员吉姆·韦伯（Jim	Webb）	和前罗德岛州长

林肯·凯菲（Lincoln	Chafee），两人都成立了

总统竞选研究委员会探讨参选的可能性，另

有消息说，前马里兰州长马丁·奥马里（Martin	

O’Malley）也在考虑是否加入竞选。而颇受公

众瞩目的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从目前看参

选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因为希拉里很难打败，

二是一旦拜登不能获得民主党提名的话，将

会成为历史上在总统期满不参选的情况下，

在位副总统首次不能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副总

统，另外他的年龄也将是一个不利因素，到新

总统宣誓的2017年1月20日拜登已年满74岁。

显然在众多的民主党候选人中，强势的希拉里

无疑是最有可能当选的热门，她正式宣布参选

后再没有民主党候选人“挺身而出”就是一个

最明显的预示。

再看共和党候选人。

目前已正式宣布加入竞选的有得克萨斯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肯德基参

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前面提到的

罗里达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惠普前CEO卡

莉·菲奥莉娜，目前预计其他可能加入的还有

威斯康星、新泽西和路易斯安那等的州长，

不过这些候选人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声望都

有局限，成为民主党提名的可能性均不高。而

被认为是共和党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前弗罗里

达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尚在观望中，作

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的次子、第四十三任总

统的弟弟，他的优势不如希拉里，但可能遇到

的阻力却和希拉里一样，即遭到不喜欢家族政

治的选民的反对。所以从共和党目前已有和可

能的人选来看，虽人数众多但却群龙无首，将

很难和希拉里抗衡，因此也就难怪不论爆出	

“什么门”，希拉里在民意调查中始终保持最

高的支持率。

竞选策略

希拉里用来说服选民的口号将是“繁荣

和稳定中产阶级、增加劳动家庭的机会”，她

将从增加家庭收入、扩大儿童早期教育和让

高等教育更支付得起的角度入手，这对选民

虽很有卖点，但听起来和奥巴马在2012年的

竞选口号颇有几分神似，容易被对手将其与

奥巴马捆绑在一起来攻击。

在移民政策上，希拉里在竞选中呼吁任

何相关的法案都应当包含能够让已在美国境

内的目前没有持有合法身份的人口最终能够

获得“全面、平等公民身份”的路径，她的这

种态度将很受非法移民人数众多的拉丁裔

和华裔等的支持。目前为止她的一些举动也

证实了她对华裔选民的重视，上周在旧金山

╱	文		:  心路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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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行程中，希拉里意外现身一间中

国城茶室，在那里与华裔市长李孟贤	

（Ed	Lee）会面长达一小时。

优势

希拉里最大的优势是经验和知名

度，从第一夫人到纽约参议员，再到

第67任国务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3位

女性国务卿，律师出身的希拉里的从

政经验十分丰富，不仅在美国政要中

的人气遥遥领先，就是在海外也享有

较高的支持度。

希拉里竞选的另一个优势是资源

丰富，这包括资金、人脉等多方面。从

目前募捐的情况来看，希拉里几乎得

到所有支持民主党的财团支持，再加

上至今在美国颇受欢迎的丈夫——前

总统克林顿和其人脉的支持，希拉里

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女人，希拉里的韧性和判断力

更是有目共睹的。从克林顿在任时的	

“出轨门”被弹劾，到2008年竞选民主

党提名输给奥巴马，后来又不计前嫌成

为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在这些

大大小小的波折中所展现的能“超越政

治”的风度很令人赞赏。她在奥巴马第

一任期结束后功成身退的决定也证实

了她非凡的判断力，既给自己积累了光

环和经验，又与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糟糕

政绩撇清了关系。

在美国两大党严重分裂的今天，希

拉里所具备的妥协能力是助其当选的又

一筹码。在其丰富的从政生涯中，希拉

里被广泛认为是与国会、商界和世界领

袖都能合作的人物，这也是希拉里竞选

团队希望美国选民看到的她与奥巴马

之间的不同。希拉里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总统的可能还将为希拉里争

取更多女性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在目

前登记的女性美国选民数量已超过了

男性的情况下。

劣势

邮件门

不久前发生的“邮件门”事件凸显

了克林顿夫妇长期以来在机密信息管

理上的不透明，作为2016年总统大选

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希拉里将无法回

避“为什么在删除所有邮件的同时清

空服务器”等一些非常难缠的问题。

捐款门

责问“邮件门”的声音未落，“捐

款门”爆发，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

林顿所设立的基金会被曝接受包括沙

特、阿联酋等国家的千万美元捐款，这

些国家曾因女权问题饱受批评，这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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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代言人的希拉里不能不说是一

场挑战，怎样才能不因此颠覆自己所

持的保护女性权益立场将会非常考验

希拉里的智慧和周旋能力。

俄罗斯和中国的名字也卷入“捐款

门”的丑闻。俄罗斯《真理报》2013年

的一篇名为《俄罗斯核能征服世界》

的文章除详细描述了俄罗斯国家原子

能公司（Rosatom）接管加拿大铀矿

公司的运作，并声称俄罗斯铀壹公司

（Uranium	One）曾将大量现金转入

克林顿基金会以寻求美国政府机构支

持，其中包括铀壹公司董事长向克林顿

基金会的四次捐赠，总额达到235万美

元。此消息一出共和党炸营，2012年美

国总统大选中败给奥巴马的共和党候

选人罗姆尼直接谴责彼时的国务卿希

拉里被俄罗斯“收买”，看来希拉里竞

选中有一番艰难的解释要做。希拉里

此前也曾被曝收中国公司的贿赂，美

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月报道说，克

林顿基金会于2013年曾接受过一家与

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辽宁日林建筑集

团约200万美元的捐款。美国的竞选

捐款法律禁止外国机构或个人捐款，

但是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克林顿基金

会，但却依旧有人质疑，如果外国捐款

流入克林顿基金会，总统是否将会为一

个外国商家、外国政府或者外国的个人

提供便利。	

报税门

克林顿基金会承认在希拉里担任

国务卿期间基金会的财务报告中有关

外国政府捐赠的项目上有“错误”，尽

管报税表上基金会总营收数字正确无

误，但却错误地把外国政府的捐款跟

其他捐款混在了一起，尽管该基金会

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有关信息，但这有

可能在希拉里的竞选过程中变成一个

政治问题被反复质疑，有批评人士认

为从2009年到2013年希拉里担任国

务卿期间克林顿基金会的运作可能有

利益冲突。	

天花板效应

身为女性、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

一位女总统是希拉里的优势，但这也

可能是一柄双刃剑，美国的政界素难

突破“白人男性”的天花板，铁腕如撒

切尔夫人的希拉里能否像奥巴马那样

破除这个魔咒，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怎么处理奥巴马总统

奥巴马总统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

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物，怎样做才

能和奥巴马划出界限而又不冒犯其支

持者，对希拉里来说将是另一个不小

的挑战。同时对奥巴马的“疲倦效应”

可能也会波及希拉里，尤其她曾任奥

巴马的重要幕僚。

如何定位前总统丈夫

前总统克林顿可以是希拉里竞选

的重要财富，但定位不当的话也可成

为巨大的包袱，2008年竞选中发生的

灾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最近

据克林顿自己说会在希拉里竞选中退

居“后台做顾问”，不过两人的女儿切

尔西已走到前台，最近登上ELLE杂志

的封面来给自己母亲助阵。

综上所述，不论优势也好劣势也

好，目前希拉里的民调支持率毕竟在

所有的候选人中是最高的。据Real-

ClearPolitics网站统计，60%的被访选

民说将在民主党候选人的投票中支持

希拉里，在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中遥

遥领先。最近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也

发现，50%的受访者对希拉里有好感。

尽管如此，希拉里面临的依旧是一场硬

仗，因为总统竞选就像世界上最长的一

场工作面试，在紧张快速激烈角逐的节

奏中不出差错将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

过奥巴马总统却对希拉里充满信心，昨

天在评论希拉里即将正式宣布竞选总

统时奥巴马总统明确断言：“只要拿出

最好的自己，她就很难打败。”

希拉里最终是否会成功问鼎白宫，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很多美籍华人

在思考是否将选票投向希拉里的时候，

更多的在设想希拉里一旦问鼎成功将

会怎样影响华裔利益和美国的对华政

策。针对中国希拉里的作风素以强硬著

称，1995年以美国第一夫人的身份参

加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时就曾

猛烈抨击过中国的人权纪录，后来担任

参议员时也多次指责过中国的人权问

题，甚至以此为由呼吁布什抵制北京奥

运会的开幕式，国务卿任职期间希拉里

曾于2012年中美峰会前不久批准盲人

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大使馆避难，这些

都是希拉里对华强硬政策的范例，想

必当选总统之后对华的态度只会更加

强硬。但在美国国内，希拉里一向以关

注少数族裔、儿童、女性和家庭闻名，

她在华人小区知名度颇高，竞选团队

中也有一些华人，此次又把竞选总部设

在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	

那里距华人聚集的曼哈顿华埠和布鲁

克林八大道都非常近，证实了她对华人

选票的重视，也是华裔通过投票方式争

取主流社会重视的绝佳机会，对提升华

人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为《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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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还是和解：
        敢问路在何方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几大文明板块的交

汇处，即俄罗斯文明、中华文明和日

本文明，再加上长期主导该地区政治、安全、

外交走向的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由于历史

的原因，在该区域留下了大量悬而未决的历史

和领土问题。迄今为止，只有中俄之间已经完

成了领土勘界。而纵观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

无论是牵涉的领土争议面积、历史纠葛和利

益重叠程度都远远比其他东北亚国家之间的

领土纠纷更为错综复杂，然而却为什么又最

先得到了比较完善的解决？其他诸如日韩的

独岛问题（即竹岛问题）、日俄的南千岛群岛

（即北方四岛问题）和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不

但无法达成搁置的共识，反而近年来越演越

烈，呈逐步升级的趋势？

╱	文		:  李小彤

中国中原文明最强盛时期，也就
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由于中韩两国在文化上的同源
同宗，中国的强大从来不是朝鲜半
岛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半岛稳定和
发展的基石，正是中国中原文明在
历史上和近代的几次衰落时期，直
接导致了外部势力在半岛的入侵、动
荡和殖民，这一后果几乎导致了朝鲜
半岛的人民亡国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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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中俄两国领导人基本上

在历史和领土争议问题上一贯保持了

高度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两国政府在各

自国内都处于比较强势的领导地位，最

大限度地引导和管理了各自国内的民族

主义情绪，使得领土问题始终停留在理

性的轨道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为区域

和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的强大从来不是朝鲜半岛
的威胁

另一个主要国家韩国近年来在国际

上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安全上依靠美

国，经济上与中国发展广泛合作，这一

政策为韩国近年来获取了大量的实际

利益。回顾历史，中韩两国曾经数次出

自于自身共同安全的考量，联手抵御来

自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其中包括了

唐朝的时候，日本在自身完成了国家统

一之后，趁朝鲜半岛出现的军阀割据的

局势，朝鲜半岛被分裂为新罗、百济和

高句丽三个国家，企图通过与百济形

成联盟，来实现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

力，该行动遭到了当时唐朝政府的坚决

回应和铲除。后来在明朝时期，日本完

成自身国内改革和国力再度膨胀之后，

再次尝试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尽管当时

明王朝自身处于极大的内部危机中，仍

然派出军队再一次挫败了日本领土扩

张的企图。即使在国力极度孱弱的清

朝，对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入侵，仍然

派遣部队入朝参战，只是后来因为国力

不济，最终战败从而失去了朝鲜半岛这

个安全屏障，这一结果最终导致了日本

首次实现了踏足欧亚大陆，实现了在朝

鲜半岛的殖民扩张。在随后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日军以朝鲜半岛为基地大举

入侵，导致了东北的丧失和随后大半个

中国的沦陷。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安全向来与

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近年来由于

韩国政府出自于培养民族自豪感，韩国

包括北韩的政治精英都极力淡化这些

历史，把自身描写成抵抗外来侵略的

主要力量，淡化中国历朝历代对朝鲜半

岛的文化、政治和区域安全的影响。近

年来，这种文化上的去中国化有着愈演

愈烈的趋势。

有一点是不容否认和需要提醒韩

国的知识精英正视的是：中国中原文

明最强盛时期，也就是朝鲜半岛历史

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由于中韩两国在

文化上的同源同宗，中国的强大从来不

是朝鲜半岛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半岛稳

定和发展的基石，正是中国中原文明在

历史上和近代的几次衰落时期，直接导

致了外部势力在半岛的入侵、动荡和殖

民，这一后果几乎导致了朝鲜半岛的人

民亡国灭种。

二战后日本被美国所实质占领，而

随后由于韩战和美苏冷战序幕的拉开，

使得日本成为了冷战的战略前沿和工

业品生产基地，日本再一次被融入西方

国家市场体系，在经济上迅速崛起。随

着日本在经济领域的崛起，与过往历史

中发生过的情况一样，由于该民族内生

的扩张性的因素推动，突破和平宪法制

约，成为正常国家，成为了日本政治精

英目前最高的国家理想和政治诉求。

日本文明里显著的向外扩展属性

日本国民集体意识中长期存在着

国土和资源危机意识使得日本文明具

有显著的向外部扩张属性。这一扩张

性导致了历史上数次在朝鲜半岛的冲

突和战火。领土问题的本质是资源分

配问题和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历史问题恰恰可以挑动日本年轻一代

选民的神经，对于日本政治家来说，无

疑是最好的民粹主义题材。

外交从来就是内政的延伸。在日本

政府面对内政和外交的重重困境，寻求

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突破，一般的读者

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安倍政府这一

政治冒险是出于转移这些国内外矛盾，

和政府目前承受的执政压力。这样的提

法确实可以解释部分的问题，但无法解

释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度已经

大于对美国依赖，并且该发展趋势并

有逐年强化的事实，日本政治精英不

会不明白主动挑起和升级这一历史和

日本国民集体意识中长期存在着国土和资源危机意识使得日本
文明具有显著的向外部扩张属性。这一扩张性导致了历史上数次在
朝鲜半岛的冲突和战火。领土问题的本质是资源分配问题和国家未
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历史问题恰恰可以挑动日本年轻一代选民的
神经，对于日本政治家来说，无疑最好的民粹主义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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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议题，带来的外交和经济冲击，除

非他们认为，挑起这个历史问题和领土

争议所获取国家综合利益，会超过由此

所带来的损失。

中国是东北亚的主要国家，对区域

的安全和稳定一直以来发挥着重要作

用。对于目前在东北亚发挥最大影响

力的美国来说，中国国力的快速成长

无疑给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造成了现

实的威胁，日韩两国对华的经济依存

度已经大于对美国的依存度，中国取

代美国成为东北亚地区发挥最大影响

力的国家已经是时间问题。如果中日

两国乃至东北亚人民达至完全的谅解

和合作，最大的得益方无疑是该地区的

人民，这一结局无疑会把美国这个外来

势力完全排除在东北亚之外，成为利益

损失的一方。因此在中日两国之间保持

一定的紧张度，符合了美国的国家战略

利益，这就是目前中日矛盾和潜在冲突

的根本国际外部原因。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地理边

界和利益边界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国势

强大时，国家的利益边界将会超越地理

边界，反之，国家的利益边界将会收缩

到地理边界之内。中国国力的强大，

必然使得利益线超越地理边界向外扩

张。全球化让世界各国的利益线互相

重叠，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有着太多

的共同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

果失控，美国将会不得不与中国发生

正面冲突，那同样不符合美国利益。

因此，对于中日关系问题上，美国政府

既希望中日两国之间存在这一定程度

的张力，也不愿意看到矛盾上升到冲突

的层面，导致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恶化。

在历史问题上，美国的主流精英与

东北亚各国持相似的立场，多次在不同

场合表达了对安倍政权迷惑不解的态

度。目前看来日本政客试图在历史问

题上开历史的倒车，更多的考虑是整

合国内的各股力量，以巩固目前执政集

体的领导地位，以求外交上的突破。目

前看来，安倍内阁出现了近年以来罕见

比较稳定的执政环境，这一政治目的已

经基本达致。

新中国成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不少

小规模的战争，这些冲突对后来的内

政和外交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作

用。1962年，中印军事冲突造成超过

40年的该区域和平安宁。1969年，中

苏之间的珍宝岛战役，面对强大世界

霸权--苏联，中国敢战、能战，且不落

下风。从后来解密的外交文件中，这一

战却让西方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支

可以牵制苏联的重要力量。这些局部的

冲突极大提升了中国在西方世界中的战

略地位和价值，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

了基础，并使中国突破了当时内政和外

交困境，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开创了国

际空间，也奠定了日后融入世界，改革

开放的基石。

中国被迫针锋相对

如果遵循这些历史经验和逻辑的

推理，同样处于相似的内政、外交和发

展困境的日本政府，明知通过自身的能

力无法实现对历史翻案，以及对争议领

土进行排他性占有，仍然拒绝承认战争

历史责任和领土争议，并且强行开历史

的倒车和挑起领土争议，唯一的解释

是日本政府企图借助这些事件，通过

对与东北亚各国的历史和领土问题的

摩擦和升级，既可以缓和国内的内部

矛盾，又可以实现自身在美国全球战

略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提高，以期获

取美国在和平宪法上对日成为正常国

家的松绑。

对于目前处于深化市场改革攻坚

阶段和制度变革关键阶段的中国新一

代领导集体来说，国内亟待解决的问

题众多，远远未到将这些周边国家领

土纠纷摆上议事日程的时候。特别是

目前国内由于分配问题，矛盾突出，一

旦外交上示弱，将会引起民意的强烈

反弹，影响到政府的执政威信；对于日

方在这历史和领土议题方面频频出牌，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敏感的问题上，

不得不采取有别于八九十年代隐忍的

态度，被迫采取针锋相对的外交策略。

日本的政治精英是否考虑过，中国

同样处于结构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

时期，一旦国内的改革和经济转型出现

重大挫折，导致社会动荡，如果遵守将

国内危机向外部转移的逻辑，这些仍然

存在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将是最好的

转移国内矛盾的题材。因此，理智的日

本政治精英应该充分地意识到炒作这

些议题潜在的风险和收益。

从目前局势的发展上看，日本政治

精英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显然存在着

战略误判。由于目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和

社会现状，历史和领土问题即使会在各

方的努力下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总体上

导致这些问题升级恶化的驱动因素没

有根本上改变。因此在没有外来显著的

制约因素加入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美国

对日本进一步在这历史和领土议题政

治冒险的管控，显然是不足够的，更何

况出于美国自身东北亚战略利益的考

量，在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的紧张度，符

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北亚

局势的发展，特别是中日之间关系缓和

是暂时的，持续紧张的局势将会是未来

几年东北亚各国与日关系的主基调。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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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治破窗令人担忧
香港回归以后绑架富豪的惊天大案已经

良久未闻。6名内地悍匪，他们涉于4

月25	日在西贡清水湾豪宅行劫及绑架，共掠

去3000万元港币财物及赎款。匪徒当晚潜入

一间独立屋豪宅，掠走200万元港币财物，并

掳走一名29岁女子，向户主勒索2800万元港

币。户主报警后，依绑匪指示，于飞鹅山交出赎

款，肉票其后获释，绑匪则带同赎款乘坐挂假

牌白色本田七人车高速逃逸。涉案匪徒从内地

来港，全部操普通话，绑架案轰动香港全城。

遭绑架的女子年约29岁，居住在清水湾道

豪宅，是香港连锁服装店Bossini创办人、“针

织大王”罗定邦的孙女罗君儿。

被誉为“针织大王”的时装品牌Bossini	

（堡狮龙）创办人罗定邦1996年8月去世，其

罗氏家族资产数以十亿元计。罗定邦上世纪

50年代由内地来港白手兴家，初期与友人合

办纺织厂，1975年成立罗氏针织，因炒卖成衣

配额发家，与丽新集团的林百欣、万泰制衣的

田元灏及肇丰针织的方肇周，当年被称为香港

制衣业的“四大家族”。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一名疑犯试图通过罗

湖口岸返回大陆时被香港警方抓获。随后，另

外5名绑匪也相继被中国公安抓捕。而匪徒收

取的2800万元港币赎金，则去向未明。

绑架掠财，为何死灰复燃

公开绑架掠财、枪击抢匪在回归前有所

闻却也不多见，但近来，多年未见的香港惊天

大案不断出现，均为回归以来闻所未闻。一个

多月前一名男子佯装顾客进入尖沙咀北京道	

43号一家钟表珠宝店铺内，要求选购手表。

当职员取出手表后，该男子取出一枝黑色半自

动手枪向店内一名职员开枪，该男子然后劫走	

9只手表(总值约550万港元)，沿北京道往汉口

道方向逃去，至海防道失去踪迹。开枪抢劫的

劫匪已经20多年未见，今天又出现了。

后来该名劫匪和同伙在深圳落网，其后又

出现6名绑匪作案，这在香港回归以后的十八

年也是头一回听说。早前，1996年5月23日傍

晚香港惯匪张子强犯案，案情轰动，他绑架了

香港首富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的长子李泽巨；

╱	文		:  纪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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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张子强重施故技，绑架香港第二

首富新鸿基地产主席郭炳湘，最终在内

地落网，判极刑。

如此大案在十八年以后再次发生，

香港接连出现枪击、绑架的惊天大案，

匪徒还可以安全走脱，匪夷所思。不得

不令人往更深一层思考，究竟香港社会

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强盗匪徒又

对香港如此有兴趣？

就在6名绑匪作案还没破案，豪宅

区治安令人忧虑之时，绑匪禁锢罗君

儿及收赎款的飞鹅山，虽有警方连日搜

匪及搜证，但山上一幢市值近两亿港元

独立屋，在三天后的凌晨亦遭贼人入

屋企图犯案，幸防盗警钟发挥功效。

现场是飞鹅山道六号一幢三层高

独立豪宅，凌晨三时许，男女户主被防

盗警钟惊醒出房查看，发现有人影走

动，检查下见一个窗被撬毁，怀疑贼人

潜入爆窃于是报案。警方调查相信贼

人由后山潜入花园，撬开窗户期间触动

防盗警钟，事败空手逃去，证实没有财

物损失，警员带同警犬搜捕但无发现。

黄大仙议员谭美普关注西贡及毗

邻地区接连发生绑架与爆窃案，指由

于飞鹅山密林满布，匪徒容易藏匿，加

上居住人口较少，轻易成为盗贼下手

爆窃目标，她希望居民注意门窗保安，

就算有警报系统及保安看守，住户仍

需要高度关注，以杜绝贼人乘虚而入。

另外，她亦会要求警方加强巡逻，减少

有关罪案。

已侦破的抢劫大案的匪徒都来自内

地，令人直感香港和内地的融合让省港

奇兵又有作案的冲动。香港属异地，有

罪犯以为违法犯罪容易，心理规范约束

几乎为零，容易产生肆无忌惮犯罪的念

头，以为犯案后回到内地就可以逃之夭

夭。可以预料，类似内地人在港犯罪的

机率会提高。

另一个原因是香港大环境的变化，

香港回归十八年来，这个社会最有核心

价值的法治精神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伤

害。无论你有千百个不愿意，也必须面

对为抵制水货客而驱赶游客的粗暴，

对这个城市不能动摇的法治精神带来

影响。当法治环境遭到破坏，会影响人

对自己的行为约束，一旦暴力成为家常

便饭，香港法治流失的蝴蝶效应、破窗

效应都随之而来。

破窗效应（Broken 	 w indows	

theory）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由詹

姆士·威尔逊及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刊载于The	Atlantic	

Monthly	 1982年3月版的一篇题为

Broken	Windows的文章上，论及环境

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就会

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破窗效应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

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

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

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物内，如果发现无

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

又或想象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如果

无人清理，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

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

丢弃在地上。	

想一想，内地人有随意乱窜马路、

随意扔烟头、吐痰的坏习惯，而到香

港就会有所收敛；而香港人习惯讲秩

序守规则，但到了内地却入乡随俗也

跟着乱窜马路，道理就在社会的窗户

破与未破之间。

法治精神流失酿恶果

一直讲法治有秩序的香港，有些人

变得随心所欲了。香港学者马超，于尖

沙咀枪击抢劫手表案发生后在《环球

时报》撰文《香港法治精神流失酿恶

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她指“没有制

约的社会，必定恶魔丛生”，当时的惊

示却遭到一些港人的漫骂。在随后的

响应文《香港法治流失的破窗效应》

中马超指“香港法治被破坏的连带效

应是可怕的”。

香港政改引起的社会纷争，学生

罢课示威，甚至殴打警察，冲击政府机

关，砸毁政府大楼，社会秩序破坏尚未

落幕，称内地购物客为“蝗虫”的“扫	

蝗虫”运动掀起新一潮，屯门多处被喷

上“滚出香港”、“支那蝗虫”、“光复

屯门”及“卖国贼”等侮辱性字句，屯

门时代广场爆发的示威者与大陆购物

者的暴力冲突又以多名警员、市民等受

伤收场。连续几个周日的反水货客的	

“光复”行动愈演愈烈，从上水、屯门、

沙田直接杀到闹市中心尖沙咀捣乱。示

威者指骂拖着行李箱及说普通话的小

女童一家、踢跌市民手持的手拉车，亦

有市民疑被推倒在地；另有示威者冲

入珠宝店指骂顾客，有人更以铁马封

路等，让整个香港社会一直充斥暴力

气息，怨声载道，浮躁不已，和谐安全

的香港没有了。

虽然，我们还不能以为出了一两个

惊天大案就认为香港的法治已经破了

窗，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多月内接连

发生二起回归十多年以来闻所未闻的

刑事大案，社会背景正处转型时期，

社会分裂、派别矛盾、本土主义粗暴

抬头，不断冲击法治，绝对有理由为香

港法治破窗担忧。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评人



自至少2007年以来，美国与欧洲经济的

持续不振和由亚洲经济的相对持续

活力，令许多人对亚洲的崛起充满乐观，甚至

扬言亚洲应该领导世界。为了更好的展望亚

洲的前景，应对亚洲的现况与潮流有所了解。

在大多的情况下，国际上讨论亚洲时，主

要还是以东亚为主轴，甚至延伸为“亚洲太平

洋”。这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东亚的经济发

展突飞猛进，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亚洲其他

地区的光彩，这也许对后者很不公平，但在现

代功利社会里，坦白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二次大战后，战败的日本在极短的时间

里从废墟里再次站了起来，成为近代亚洲的

首个经济龙头。不久后，韩国、台湾、香港与

新加坡这亚洲四条“小龙”也逐渐抬头，成为

亚洲经济表现的佼佼者。再后来，马来西亚、

印尼、泰国与菲律宾这四条亚洲“小虎“也开

始咆哮，成为世界贸工体系的新成员。但1997

年的一场亚洲金融风暴把一众小龙、小虎几乎

皆打得人仰马翻。好几十年辛苦建立起来的

经济成就，有者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当时泰国

经济几乎沦落至此）、有者被瓜分的支离破碎

（印尼经济可谓一例），更有者被金融风暴的

后遗症折磨至今（如马来西亚股市就至今未能

爬升至1997年以前的水平）。而更早前，日本

经济也陷入滞涨（stagflation，即成长停滞、

物价继续高企），一直延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至今。

S ince about 2007, the relatively less than 

startling performances of 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es as well as the continued 

vibrancy of Asian economies has prompted many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rise of Asia.  Some even 

proclaimed that it would soon be Asia’s turn to lead the 

world.  Nevertheless, in order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Asia’s future prospects, it is perhaps necessary 

to better understand some of the contemporary trends 

and realities in Asia.

Under most circumstances,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on Asia tend to center around East Asia, with possible 

extension into “Asia Pacific”.  This is mos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modern times, the specta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 has largely overshadow the 

hues in other parts of Asia.  This is admittedly unfair 

to the latter, but is only to be expected in a modern, 

materialistic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 defeated Japan rose 

from its ruins in a short span of time, and became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booming Asian economies.  Shortly 

thereafter,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of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lso danced their 

ways up to become best performers among Asian 

economies.  Later, the four “Little Tigers” of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also roared 

themselves into the world’s most fruitful trade systems.

Unfortunately,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udely 

pulled the rug from under the Dragons and Tigers.  

Economic successes assiduously worked up over 

many decades disappeared almost overnight.  This 

was indeed what happened to the then tattering Thai 

economy.  Some other regional economies, such as 

that of Indonesia, were torn apart and overhauled.  

Yet some other Asian economies still suffer from the 

aftershock of the Crisis.  The Malaysian share market, 

for example, has yet to sustainably regain its pre-1997 

levels.  And earlier in the 1990s, Japan has mired itself 

in what has come to be called stagflation, with stunted 

economic growth exacerbated by continuously rising 

潮流汹涌话亚洲╱	文		: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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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欧美也未能得以幸免于

10年后的另一轮环球金融危机。美国

过于倚重于金融衍生品、华尔街主导

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几乎濒临崩溃，即

便是美国政府出手救市，其经济所受

到的重创已是无法挽回了。至于欧洲，

一向金融松散、入不敷出的个别国家，

如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

班牙等，彼等的国名字母更是极为不

光彩的被排列为”欧猪”各国，需要如

德国等理财较为严谨的欧盟大国出手	

打救。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东亚的另一条

巨龙	-	中国	-	赫然崛起。中国自其改革

开放以来，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当然

令人刮目相看。几年前中国经济整体规

模业已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而且当下如采取购买力平比的标

准来说，甚至有直追与超越美国之势。

中国近来所推动的亚洲基本设施投资

银行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在在

的奠定了中国在亚洲的领导风貌。

当然，在东亚（也可说包括东南亚）

的灿烂光芒的周边，亚洲的另外组成部

分也还是颠颠簸簸的走着自己的路。人

口直追中国的印度，经济表现仍然原地

踏步。毗邻的巴基斯坦，不时在宗教、

极端化与国家现代化之间挣扎求存。而

中东各国，因天然资源使然而富裕者仍

旧不肯开放封闭的社会文化；其他有者	

（如叙利亚）直接陷入内战、有者军阀

横行（如阿富汗）、有者严重的治安问

题（如伊拉克）使到外资裹足不前。茉

莉花革命（也称阿拉伯之春）也许送走

了一些独裁者，但看来也迎来了好一些

极端主义者。

五股潮流相互交错

在如此复杂的大环境、大背景下，

亚洲当下的状况或可从五股汹涌的潮

流相互交错间来略见一斑。

第一股当然是亚洲最强大的经济

潮流。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在短

期内看来的确还需扛起作为世界经济	

“火车头”的重担，但这吃力的角色还

能持续多久，也是值得疑惑的。亚洲

未必能从举世经济不振的大势里独善

其身。在这环球经济千丝万缕的现代

社会里，如此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经济的疲惫已开始

流露出来。即便在中国，我们已看到所

谓的“新常态”经济成长。在日本，安培

经济学的三只箭里的首两只，即财政刺

激与货币宽松已然射出，但制度改革的

prices.  This bleak outlook has lingered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Yet ev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could 

not excuse themselves from another round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decade later.  A 

Wall Street economy heavily steeped in 

deri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was faced with 

almost systemic collapse in a series of Domino 

crashes.  Not even the strong helping hands 

of the US government were able to retract the 

huge traumas inflicted upon the US economy.

As for Europe, individual financially less than 

prudent and fiscally spendthrift countries 

such as Portugal, Italy, Ireland, Greece and 

Spain found their country initials grouped 

unceremoniously into the “PIIGS” group of 

breadbasket cases, requiring the urgent help of 

their more economically disciplined neighbors 

such as Germany.

At the same time, we witnessed the sudden 

emergence of yet another regional giant, 

China, which has seen tremendous economic 

growth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go. By now 

China has surpassed Japan to b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o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basis, some have even argued 

that the siz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comparable to or even surpassing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fres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One Belt One Road”, China is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its Asian leadership 

in its own ways.

Nevertheless,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otherwise 

“glamorous”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many other Asian countries are also prodding 

their own arduous steps along a difficult path.  

India, with a population size comparable 

to that of China, has yet to stimulate its 

essentially stagnant economy.  Neighboring 

Pakistan teeters gingerly between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s to Middle Eastern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ome which found enormous 

wealth from natural resources have yet 

to open up their conservative and closed 

social culture.  Others, such as Syria, found 

themselves wallowing in civil wars.  Yet some 

others, such as Afghanistan, were overrun by 
rampaging warlords.  This is not to mention 
those, such as Iraq, which are plagued by 
chronic safe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All 
these problems make these parts of Asia no-go 
areas for many foreign investors barred those 
with huge risk appetites.  The Arab Spring 
sent off a number of brutal dictators, but in 
their places saw many theocratic extremists 
as replacements.

Keeping these complex Asian environments 
and backgrounds in mi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Asia could perhaps be glimpsed 
from the fast-paced interplays between at 
least five large trends.

The first is, unsurprisingly, Asia’s strong 
economic trend.  It would appear that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Asia, especially 
East Asia, would still have to shoulder the 
heavy burden of being the locomotive for 
the world economy.  But it is doubtful as 
to how much longer this role could be 
sustained.  Asia could hardly extricate itself 
from the worldwide economic slow-down. 
This is next to impossible in the inter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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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仍然乏善可陈，整体经济成长当然

也就差强人意。

况且，即便是时有可为的亚洲经济

表现，其泡沫化程度也每为人所诟病。

亚洲各国节节上升、持高不下的地产，

未必是实体经济的最佳表率。而股市

的越炒越高、当局的积极市场干涉，

也未必是促进长远实体经济的最佳手

段。另外，亚洲的所谓高速经济成长，

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庞大的。大

规模的环境污染与食物安全问题不时

爆发，也期待着更持续性、更系统性

的解决方案。

第二股是牵涉到亚洲战略层面的

潮流。亚洲好一些国家鼓噪不安的国

民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彼等在

相互交往时的更为冒进，从而引起一定

的矛盾。中日之间就二战历史的歧见与

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日韩之间就殖民历

史与独岛主权的争议、中国与一些东南

亚国家就南中国海的领土海域争端，以

及印度与巴基斯坦无休止的克什米尔

的主权争执等，都为本区域带来潜在

的不稳定因素。印度与印尼这两个原

先充满希望与期望的人口大国，在经

历了多年的几乎自动驾驶式的领导后，

皆迎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领导人，然而

彼等到底是痛下决心欲大刀阔斧的进

行改革，还是也终归沦为民粹式的大英

雄，也还是言之过早的。美国的重回亚

洲或“再平衡”，以及其与中国实质上

的别瞄头，几乎无可避免的促使亚洲好

一些中小国家小心翼翼的“选边站”。	

在如此紧张对立的亚洲形势下，军备竞

赛一触即发，各国纷纷在武器装备上争

先恐后的推陈出新，长此下去，对区域

和平的后果堪忧。

亚洲当下的第三股潮流是有关人力

（demographic）的，即人口少子化（或

称老化）与年轻化在经济建设程度不

同的亚洲国度里的同步发生。在一些

较发达的亚洲国家，生活素质的优化

造就生育率的急速下降，人口逐步老

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另一些较落后

的国家里，人口几乎无节制的增加，大

量的年轻人口超越了经济所能支撑的

工作数目，所以为家庭与国家制造了沉

重的福利负担。在此两种人口模式里，

日益萎缩的某些年龄层皆须“养活”另

一些日益庞大的年龄层，造成所谓的

跨世代公平问题。亚洲国家也因此必

须建造更多用来照顾年老无依或年幼

无技者的基本设施。

亚洲当下的第四股潮流是关系到

社会和谐的，即越来越巨大的贫富鸿沟

把社会无情地分化。在好一些亚洲国

modern society. To a large extent, a tired Asian 

economy could already be seen.  Even in China,  

a “new normal”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become the order of the day.  In Japan, the 

first and second among the three “arrows” of 

Abenomics have been launched, namely fiscal 

stimulus and monetary easing.  But the political 

will for meaningful structural reform remains 

wanting, and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thus 

suffered accordingly in the doldrums. 

In addition, even if Asian economic performance 

could be considered satisfactory, its high 

degree of “bubbling” tendency remains to be 

worrisome.  The ever skyrocketing property 

prices may not be the best manifestation 

of Asian economic performance.  Similarly, 

opportunistic rallies in the stock markets and 

active public sector market making may not 

be the best way forward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Moreover, 

Asia is paying a costly price for its so-called 

high-speed economic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food safety concerns erupt from time to 

time, and are awaiting more systematic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

The second large contemporary trend 

observable in Asia is perhaps that involving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Rabid nationalism 

in some Asian countries inevitably leads to 

more assertive attitude in foreign interactions, 

thus giving rise to some degree of conflicts.  

China and Korea are still separately embroiled 

in protracted confrontation with Japan 

ove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s as well as  

sovereignty over certain islands.  China and 

a few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lso have 

conflicting claims over territories in South 

China Sea. Pakistan and India have also not 

resolved their occasionally explosive claims over 

Kashmir. The list goes on.  All these potential 

crises present latent instability to Asia.

India and Indonesia, two populous and 

aspiring economies, after having undergone 

in essence decades of auto-pilot economic 

leadership, recently welcomed their respective 

popular new leaders.  It is however too early 

to tell if they would indeed undertake the 

desperately needed drastic reforms to jump 

start their economies, or would instead 

degenerate into populist and jingoistic  

heroes.

The United States’ rebalancing or pivoting to 

Asia and in reality its subtle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in this region practically propel 

some small or medium Asian countries to 

have to “choose side”.  In this tense Asian 

strategic environment, arms race can easily 

be triggered, with countries rushing head over 

toes to push out more powerful weapons.  

In the long run, this does not bode well for 

regional peace.

A third large Asian trend could be said to 

be demographic in nature.  It concerns 

aging and conversely abundantly young 

population growths in Asian countries with 

differing degrees of economic achievements.  

On the one hand, in more developed Asian 

countries, improvement in living quality 

causes shrinking birth rate.  Population aging 

is thus exacerbated.  On the other hand,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rapid rise in population 

size gives rise to large number of youngsters 

who exceed the number of job capable of 

being produced by the local economy.  The 

families and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is 

thus burdens with heavy welfare expenses.  

Within both these population models,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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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国民生产总值与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即测量国民收入差距的

一个系数）几乎同步增长，所以整体上

国也许富了起来，但其民却可能继续在

穷困中挣扎。无他，大多的劳动群众辛

勤奋斗，却每每未能公平分享劳动的成

果，因后者被把握在少数根深蒂固的

社会精英手中。劳动群众们所面对的

反而是低微的工资与高涨的物价。传

统上的城乡发展与生活素质差距，已

然蔓延到城市里的不同角落的落差。

这一点，在如马尼拉、孟买等贫民窟与

巨富华厦排排坐的城市，尤为显著。也

许，目前几乎唯一能制止此等明显社会

差异沦为社会动乱的因素，可能还是所

谓的“次就业”（underemployment），

即拥有某种程度的技能者，未能施展其

专长，而需屈就一些较低技能要求的工

作，以便得以糊口。

diminishing age groups are essentially 

required to support some other ever expanding 

age groups, crystalizing what may be call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deficit. At the  

least, Asian countries would have to fork out 

more expenditures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to take care of both the senior citizens as  

well as the youngsters with little skill.

A fourth large Asian trend has to do with 

socioeconomic harmony, and that is an 

expanding wealth gap dividing Asian society.  

In many an Asian country, GDP and Gini 

coefficient rise hand in hand.  As such, 

although as a whole a country may be 

categorized as well to do, a large portion of 

its population may still struggle in relative 

poverty.  Many toil tirelessly but may not be 

able to enjoy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r, as the 

latter is often owned by the entrenched social 

elite.  The masses instead face low wages and 

inflating prices.  

Conventional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iving quality has spread to contrasting 

livelihoods in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city.  

This is especially conspicuous in cities such 

as Manila and Mumbai / Bombay, where 

luxurious mansions are situated a stone’s 

throw away from shanty towns.  Perhaps 

the only factor that is preventing such 

ostentatious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from 

generating social unrest is the unenviable 

phenomenon of underemployment, whereby 

those with a certain level of competency could 

not apply their skills but instead have to resort 

to lower-skilled jobs to make a living. 

But perhaps the most worrying Asian trend 

is that concerning ideological radicalization.  

There are those who consider religion 

to be the main cause of extremism or 

intolerance. I am however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aforementioned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trends have at least equal if 

not more prominent influence in this direction.  

In a macro-environment inundated with 

socioeconomic injustice, a dreamy pursuit of 

“ideal” goals, coupled with abstract hate of 

the others, may still present very powerful 

self-comfort persuasion.  

This sort of extremism and radicalization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a lot to do with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They would well 

be international or intercultural in nature.  In 

this modern world where sophisticated social 

media could handily linked up previously 

incommunicado corners of the world, the 

propagation of extremism and radicalization 

is understandably made easier.

In more extreme manifestation, individual 

hate mongers participate in violent terrorism, 

with lethal consequences for all.  The recent 

rise of ISIS in Syria and Iraq, as well as its 

followers joining up from across Asia and 

upon returning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either 

localizing terrorism or recruiting further for 

ISIS, should sound ample alarms in otherwise 

somewhat peaceable modern societies.

With these five large trends coalescing with 

each other in Asia, a somewhat problematic 

immediate future cloud be forecast for Asia.  

But careful and realistic solutions of these 

problems could ultimately usher in an even 

more dynamic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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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激化最令人忧心

但亚洲最让人忧心忡忡的，还是

第五股有关意识形态激化的潮流。有

些人认为宗教信仰乃极端主义或不容

忍思维的主要肇因，但我觉得至少以

上第三与第四股的当下潮流，也是不

可忽视的推手。在社会经济极为不公

的大环境里，对虚无缥缈的“理想”目

标的追求、以至对他人的抽象仇恨，

还是极有心理上的自我安抚能力的。

这类极端主义与激化思潮，不一定与

民族主义或爱国意识有所关联，有些

甚至是跨国度、跨文化的。在一日千里

的社交媒体轻易联系之前通讯困难的

世界各个角落的便利环境下，极端主

义与激化思潮的传播更是无往不利。

更有甚者，个别充满仇恨者者更参与暴

力恐怖主义，滥杀无辜。近年来伊斯兰

国组织（ISIS）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崛

起、坐大，以至来自包括亚洲各国的

追随者纷纷奔赴中东“参军”，如幸存

而回国，则在当地传播恐怖主义，或协

助伊斯兰国组织的再行招兵买马，实为

现代安宁社会之一大警钟。

在亚洲的这五股当代潮流的冲击

交融下，亚洲在短期的未来未免显得问

题重重。但如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还

是可衬托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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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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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华校的
黄昏岁月

华校，曾经是新加坡教育的一面鲜明旗

帜。它像缚不住的波浪，逆境里幡扬

文化浪条，沁凉了海岛千万华人的心田。百多

年来，不论是殖民地统治或独立建国阶段，华

校在新加坡的发展都受到不同形式的阻力。

二战以前，殖民地当局把华校视为方言学校，

吝于发放津贴，任由华校自生自灭。战争结束

后，殖民地政府一反常态，颁布了许多条例管

制华校，同时加大扶持英校的力度，使英校人╱	文		:  周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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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迅速增长，扭转了劣势。独立以后，

民选政府定调了英文作为工作语文的

地位，现实利益成功发酵，有效收缩了

华校的生存空间，华校陷入了花谢果

凋的宿命里。

殖民地时代华校的生存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近半个

世纪的时间，殖民地政府不鼓励不支

持也不禁止的态度，迫使华校逆境求

存，竟也开出灿烂的花朵，创造了一段

辉煌—当时华校学生人口高达七成左

右，大比重超越英校生人数。战后，世

界格局生变，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

大意识形态左右着全球政治生态，殖

民地当局意识到所受的威胁，于是加

码管制华校。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

国政权易帜，国民党退守台湾，英国殖

民地政府推出了法令，想方设法遏制

华校的发展。

1950年，殖民地当局推出《十年教

育发展计划》，不久后更以“华人喜爱

英语”为由，出台了《五年教育补充计

划》。执行该计划的殖民地官员菲士比

（Frisby）自此积极发展英校，扩大宣

传、提高英校的津贴金额。当时政府

计划平均每年兴建14所英校，地点扩

展至全岛郊区，甚至直接在华校附近创

办英文学堂，比邻竞争，给华校的生存

制造压力。由于财力悬殊，政府英校的

钢骨水泥建筑让华校的板屋建筑相形

见绌，草场的质量与设备的完善也形

成明显的反差。以裕廊乡村区为例，当

时孺廊学校一篱之隔，是设施完善的

文礼英校；醒南学校旁侧，是钢骨水泥

的裕廊英校。

二战后华校学生人数虽有增长，

但速度却不及英校。1950至59这8年

间，英校人口从不及5万人跃升至14万

3733人。1954年，英校学生人数首次

超越华校，多出2027人，领先了一个百

分点。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

华校人数开始以超过10%的幅度落后

于英校，这正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

生踏入社会的年头。自此以后，这个

差距迅速扩大，华校正式进入了风飘

雨摇的阶段。

独立后生存空间加速窄化

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成

为独立国家。没多久，反对党势力几

乎尽失，国会独沽一味的历史于焉开

始。1968至1980年期间的四次国会选

举，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都囊括所有席

位，而且绝大部分议席是在没有对手的

情况下取得。一党独大的强势局面终于

形成，创造了政策法案在国会不遇阻力

的通畅环境，原本备受争议的语言文化

议题，自此渐归沉寂。



怡
和
追
踪

46 	怡和世纪第二十六期

独立后，政府在凝聚各族人民、共

同建设国家的前提下，除了明确英文、

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是官方语文的

法定地位，也确认了英文作为行政语文

的地位。英文成为工作主导语文，使家

长意识到它在这个新兴国家打点生活

的重要性，感知它直接影响着学子的谋

生，是学生离校开启职场大门不可缺的

一把钥匙。这种现实威力，给母语源流

的教育运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对一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岛国，

独立带出了尖锐的生存问题。一开始，

政府便斩钉截铁地把解决失业问题与

教育紧扣密钩，认为工业化必须引进

先进的工厂、技术管理与市场知识，因

此教育首当其冲，必须扮演职业技术

训练、工程与工商管理的培训要角，

这“意味着英文更广泛的使用”，为了

生存、凝聚国民，政府别无选择。在这

种价值观主导下，英文的地位更上层

楼，牢固而不可动摇。独立后那几年，

官方反复强调英文是岛国生存的关键

要素，“华校生英文不好没出路”之类

的陈述不时出现于政治人物言谈中。李

光耀在一次演讲中说：“华校生普遍英

文不强，是谋生最大问题，不把英文搞

好，以后很难适应国家的需求”――华

校生英文欠佳，一时间成了政府的忧

虑与负担。

政策支配了人们的选择和方向。一

场激烈的政治拔河之后，越来越多家

长选择了英文教育。即使是华校背景

的家长、华文文教工作者，包括华社精

英，逐渐倾向于把子女送进英校。独

立后华校的大面积萎缩，明显地与建

国蓬勃的朝气背向而行。面对萧条的

局面，1966年3月26日，中华总商会、

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华校联合会

以及学生家长组织聚首磋商，于5月	

2日联手推出“促进母语教育宣传”，	

250所华校以及约300华团宣誓支持

这项行动，尝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

厦之将倾。

“母语月”吁请华族家长重视母

语，把孩子送往华校就读，让母语教

育继续在建国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当

时10万张宣传海报在250所华校、180

间民众联络所以及全岛的咖啡店广为

张贴；华社领袖通过报章、电台、电视

台向华族家长发出强烈挽救母语的信

息；通过演讲、征文比赛努力激发人们

对母语的热情，却得不到本土华人热

情的回应。以英文作为工作语文的既

定政策，让母语月运动显得回春乏力，

无法挽回华校的颓势。

末代华校生态

1972年以后，华校几乎以每三年锐

减10％的速度枯萎。1975年，华文小学

新生只占约20％；到了1978年，华校已

经摇摇欲坠，全国学生人口中华校仅存

11.2％，已经不成气候，华校来到了强

弩之末的阶段。

翻阅尘封的数据与资料之后，我们

可以拼凑出一个画面：1978至1980年，

是末代华校的善后年头，华校无语立

斜阳，残云零落，关闭或转型，摆在各

校董事会衮衮诸公面前，而抉择其实

很简单，但无可回避。

1980年，教育部出版的《List	of	

Schools	and	Educations》显示，那

一年新加坡已经没有纯华文源流的政

府小学，中学则只剩育明中学一所。辅

助学校（government-aided	school）

方面，90所华小，只有57所维持着纯

华文源流的状态，另37所已向华英两

种语文源流的学校过渡。辅助中学方

面，继续走单一华文源流的只剩4所，

其余18所则已转型。

那些酝酿转型的学校，引进了英文

源流课程，在一校之内兼容两种语文源

流，这是华校结束前的过渡形态。例

如当时的蔡厝港、加冷、蒙巴登、立化

等政府华文小学，添加了英文源流课

程，以维持学校的学生人数。生存条件

欠佳的学校，只有倒闭一途。这类学校

以小学为多，多半位于地理上偏远的乡

村区。一些市区内的学校，也因竞争能

力不足而带着蹒跚步伐走进历史。锺

南、洛阳、强华、青云，培德、维新等校

都属于这种情况。资料显示，这类学校

结束的时间较早，大约在七十年代初期

便关门大吉。根据当年任职教育部行政

署的老华校生周全生忆述，这类偃旗

息鼓的学校，有些是因为在市区重建

计划下，简陋老旧的住房受建造新组

屋的影响，必须大量拆除，致使生源断

绝，只好关门停办。

除了直接关闭，当时的华校还有两

种不同的求存方式，改头换面继续在教

育舞台上发光散热。少数生存条件较

好，由会馆或社团组织打理的华校，虽

也面对收生欠佳的窘况，但在教育部的

建议下，放弃原来的校园，迁往人口稠

密的地区，重新安家落户。这类学校，

都得以保留原来的中英文校名以及“辅	

助学校”的身份。例如：菩提（Maha	

Bodhi	School）、光华（Kong	Hwa	

School）、弥陀（Mee	Toh	School）、

擎青（Kheng	Cheng	School）、培青	

（Poi	Ching	School）等校。

另一类非政府华文小学在黄昏日暮

之际，知大势不可挽，与教育部对话后

同意放弃原有的操作模式，让原本的	

“公立学校”变身为“政府学校”，以

争取保留原本的中文校名，但英文校名

则一律改以汉语拼音拼写。例如“公立

孺廊学校（Joo	Long	Public	School）	

接受成为政府学校之后，名称变成：孺

廊小学（Rulang	Primary	School）。	

末代华校选择这条路的为数不少，	

今日的联华、克明、大侨、工商、裕群、



YIHE SHIJI Issue 26 	47

养正、育能、裕华、树群、启发、光洋等

约三十所政府学校，其实前身都是传	

统“公立”华校。它们在无法抵挡的

大潮中，变了身、留下躯壳，好歹聊胜	

于无。

一些华校命途多舛，好不容易留

住了中文校名，流转二三十年，它们又

重临生源短缺的现实，必须与他校合

并求存。这一次，由于种种因素，古老

的校名终遭淘汰。1933年由温州会馆

支持创办的侨南小学，于上世纪七十

年代以用改成政府学校为条件换得中

文校名的保留。但这个沿用了80年的

老名字，却于2013年因生源短缺必须

与另两所学校合并，而校名不保。消息

见报后，舆论广泛关注，前高级政务次

长钱翰琮对媒体发声：“侨南的历史

比新加坡共和国还悠久……我们不应

该抹杀掉历史，校名更改之后，历史

就会被遗忘”—历史，在现代社会中

轻如鹅毛，一阵宣泄之后，去名的意志

仍坚定如铁。

1979年，当华校沿着轨道走向历

史、华社中人心情低落之际，政府宣布

了“特选学校”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计划――为了在新教育

体制中保留华校精神与特色，政府挑

选了9所具有悠久华校历史背景的中

学，为它们提供额外的财务支助，让

小六离校会考中最优秀的百分之十毕

业生到这类学校升学，修读同是第一

语文水平的英文和母语，希望他们在

这种文化背景里，能更好地掌握双语，

也能传承备具特色的华校价值观。这	

9所特选中学是：华侨中学、南洋女中、

德明政府中学、立化中学、公教中学、

圣尼格拉女中、海星中学、圣公会中学

和中正总校。2000年，南华中学被增选

为第10所特选中学；2012年，南侨中学

也名列其中。由于官方规定的高规格入

学条件，加上贴着华校背景的标签，特

选学校颇受市场青睐。

除特选中学之外，其他二十余所华

校背景的中学都转型为统一源流（英

文第一语文，华文第二语文）的政府学

校。在特选新标签上市之后，原来口碑

不错但未雀屏中选的学校对家长与学

生的吸引力大不如前，收生素质不免下

降。华文中学队伍里的礼逊、黄埔、海

星职业女中等校，最终还是在教育版

图中失去踪影；原来的中华女中与南

侨女中为了扩大生存空间，去除校名中

的“女子”二字，同时兼收男生。

于此同时，政府也以同样的标准，

遴选了十所华校背景的小学成为特选

学校，这包括：南洋、道南、培群、爱

同、菩提、万慈、光华、公教附小、圣尼

格拉女校、海星附小。若干年后，再增

添南华、宏文与培青小学三校。

特选学校登场了，毕竟还是以英文

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本质上已非华校，

但对华语社群而言，却是荒原暗夜里的

一豆亮光、暮霭沉沉时分的一缕清凉。

它，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安神作用。

《吴庆瑞报告书》的精神

1978年8月，吴庆瑞副总理领导了

一个委员会，负责探讨新加坡教育制

度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半年后，	

《吴庆瑞报告书》发表了，指出当下教

育制度的三点不足。一是高等教育的严

重浪费；二是现存双语制度效果不彰；

三是学生读写能力低下。

《吴庆瑞报告书》的重点内容之

一，是建议统一新加坡学校的语文源

流，规定母语只作为单科学习，其他科

目全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吴报告

书》明示：“今后几年演化出来的新教

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著地位，而

母语程度稍有降低的制度”。

《吴报告书》出炉后，吴庆瑞副总

理被委兼任教育部长。他带着一组名

重一时的系统工程师入主教育部，部

署于各大部门，展开雷厉风行的改革行

动。许多高管瞬间被迅速调离教育部，

或遣往学校任教，或安插在次要部门；

有人连贬数级，一夜之间灰白了头发。

强势的行事作风，让府衙内一时间人

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阵人事上的

大风吹，被调离教育部的各品官员，人

数之多，实为少见。斯情斯景，走过那

段岁月的圈内人必然印象深刻，个中滋

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句点终究是要画上的。进入八十年

代，华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向消亡。

数年之间，多数华文小学因报读者寥落

政策支配了人们的选择和方向。一场
激烈的政治拔河之后，越来越多家长选
择了英文教育。即使是华校背景的家长、
华文文教工作者，包括华社精英，逐渐倾
向于把子女送进英校。独立后华校的大
面积萎缩，明显地与建国蓬勃的朝气背
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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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陆续拉上了校门。步入1984年，

曾经学生数以万计的华校，仅仅招得

学生23名。何其荒凉啊！社会以罕见

的沉寂，回应这段太阳落山的岁月。华

校终于水源枯竭，政府决定让已在籍

的学生继续华小课程，并宣布自1987

年起，新加坡不再有不同语文源流学

校的划分。

末代华校教师与学生的际遇

末代华校教师与华校生最后一段

岁月的苦涩心情，不易对人说清楚讲

明白。华校终结的棘手问题之一，是

后期华校高中与南大毕业生受训为华

文教师的机会因华校的衰败而大受影

响。1974年以后，南大中文系普通学位

毕业生申请进入教育学院受训成为华

文教师的机率很低，其他院系毕业生

的录取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了。

1977年，教育学院停办了华文源

流“非大学文凭班”课程，意味着华

校高中毕业生当华文教师的通路已遭

切断。那一年，教育学院只开办了华文	

“大学文凭班”，录取了区区十来名大

学中文系荣誉班毕业生受训为华文老

师，普通学位的申请者则全军覆没，其

原因与正规学校的华文教师过剩有关。

直到1981年，教育学院才再度开办华文

大学文凭班，破天荒招收了一百多名学

员，华文教师的香火始得以为继。这时

间点正是南洋大学关闭后的一年，许多

当时已年过三十，在社会各角落沉默生

活着的历届南大毕业生，赶上了这趟特

殊的招生列车。

教育学院中断华文教师培训，使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华文教师队伍出

现了高龄化现象。当时华文教师的平

均年龄约在50以上，30左右的华文教

师可说是凤毛麟角。

华校系统的没落，不仅造成华文教

师岁数偏高的问题，也出现华文教师严

重的冗员现象。八十年代华文教师过

剩，是华校大面积萎缩造成供过于求

的局面。教员大量过剩致使人心惶惶、

情绪低落，形成低气压。为了安排过剩

的华文教师，教育部鼓励学校接受开办	

“华文补救教学计划”的建议，只要推

行这个计划，教育部便增派额外的华文

老师前往执教。

华校萎缩致使人员过剩，受影响的

不仅是华文老师，数理史地等科目的华

校教师一样受到强波冲击。面对着前所

未有何去何从的局面，路在何方？这群

教师内心忐忑，心理上极其压抑，精神

上不免消极，这是华校走向消亡的末代

岁月，很少受外人感知的情感挫败。

当时华校数理与史地教员如果要

继续教学原来的科目，便得面对英语

教学的挑战。教学媒介语的改变对许多

华校教师而言是严峻的考验，教育部的

解决之道是提供短期英语速成班，协

助这群教师提升英文水平，以应付新

环境。急就章式的短期课程效用毕竟

有限，有人一开始便选择放弃，有人尝

试接受，但经过层层心理煎熬，最终多

数人放弃教学原有的科目，选择使用自

己熟悉的母语改教华文（第二语文）。

这批非语文科背景的华校教师转教语

文科，同样必须越过重新受训的门槛，

也是个压力不小的调整过程。毕竟教

学内容与方式天壤有别，由理转文，尤

其是面对第二语文水平的华文科，心理

上必须重新适应，挫折感在所难免。

即使是华校里的华文老师，也在这

个冲浪过程中被撞击得东摇西晃，他们

一样得调整心态，告别传统华校教导文

言文选与古典文学的岁月，改而教学内

容与要求完全迥异的华文（第二语文）

科目，面对“淡如开水“的白话文与文

化层次不同的要求，师生之间在教学

上无法产生文化共鸣，不免若有所失，

时不我予的感慨，油然而生，文化乡

愁，涌上心头。

1982至华校系统正式终结那几

年，由于人少班小，不成气候，末代华

校小六毕业生毫无选择地直接被分配

到英文中学就读，薄弱的英文基础使

他们遭遇了无法为外人道的心理压力

与挫败，一些人半路掉队，一些苦苦

支撑，默默承受着转型的语言压力。

年少青涩，不解世情，他们被挫败了，

但当时未必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

懵懵懂懂半途跳车落地，举目观望，四

野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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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最后一批因会考英文成绩

欠佳的华校高中毕业生，经教育部整

编安排，于80年到初级学院进修一年，

专攻英文，以便年终重考，尝试创造申

请进入国立大学修读的条件。我曾与

这批学生长期接触，感受到他们在末

代华校日暮时分的处境。他们之中，极

少数闯关成功，多数人跨越不了英文门

槛，很快便无奈地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末代心情，墨痕文迹于今不易寻。

本土华文作家张挥对华校师生的遭遇

极为关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便

以这类素材创作了大量小说，《再见.老

师》《45.45会议机密》《十梦录》以及

近期出版的《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

等小说集及时留住当年华校师生在新

加坡教育生态圈的伤痕往事，记录了

教育巨变过程中华校师生面对命运不

公的失语境况——华校教师当年面临

转科、过剩、必须以英文填写报告处

理行政事务的无力感，以及英文优先

环境里一些校长矫枉过正限制师生使

用华文的态度。

南洋大学的黄昏

南洋大学经历六十年代风起云涌	

的学潮之后，校园平静了一段日子。	

1973年，云南园平湖波澜再起，教育	

部政务部长蔡崇语宣布，翌年起“南

洋大学将配合新加坡大学统一招生原

则”，同时也将停止在马来西亚招考新

生。这个有悖于南大创校精神的决定

即刻引发彼岸华社的强力反弹，认为

这种做法无异于切断了南大来自马来

西亚的生源，也辜负了大马华社当初积

极参与筹款办学的殷殷盛意。

1974年，当局决定成立“联合招生

委员会”，共同办理南大与新大新生入

学事宜。庭院飘落叶，慨然已知秋，南

大将出现重大变化，端倪已现。接下来

的几年，南大在招生、教学媒介语以及

校长人事等方面先后发生重大变化，

终极目标是改变它的华文大学标签。

1975年，教育部长李昭铭被委兼

任南洋大学校长，南大进入了全面英文

化的阶段。这年开始，除中文系之外，

其他院系全部改用英文教学，用意是

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李昭铭校

长在是年的第16届毕业典礼上说：“我	

们不能在感情上过于留意与南大传统

有关的事物，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那些阻挠发展的因素都有必要加以铲

除。”经过二十年的拉锯，南大被带上

了不归路。原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里

直白：“李昭铭受过华文教育……他的

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政治的风向，扭转了南大作为华文大

学的进程，它的文化身份，备受冲击。

吊诡的是，李昭铭仅在位一年有余便

挂冠而去。

1977年8月的毕业典礼上，南大理

事会主席黄祖耀宣布了任期仅仅一年

的吴德耀代校长辞职的消息，南大进

入了末代岁月没有校长的日子――出

身政府部门的常任秘书陈祝强被委为

南大秘书长，他带领数名高级公务员

组成行政团队，掌管末代南大的校务。

1978年，政府决定加速南大的英

文化，成立了联合校园，让五百名南大

一年级新生直接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

园上课。南大裕廊校区顿时人口大减，

大量宿舍空置，笼罩着末代荒凉的低

迷气氛。

作家卡夫在《悲情意识与意象手法

纠结的张挥方式》一文中对末代学子的

遭遇有具体的陈述：“比起很多人，我

算是个侥幸的‘幸存者’。我有学弟因

为讨厌越来越重要的英文，后来索性

不考不读，到工地去当建筑工人……后

来，我进入的不是联合校园，也不是南

洋大学，而是全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前三年的求学里，

我们这些因为体制改变，首当其冲的末

代华校生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求‘活’。

我有两年都需要补考英文一科才能升

班。我的一位同学就只因为英文一科一

直无法及格，最终含恨离开肯特岗。我

另一位转自南洋大学政行系的‘变流’

讲师，上课时也常被学生当面取笑、纠

正他那发音不准的英语，第二年我们

就不再听到他的声音。”

前路茫茫，扁舟一叶归何处？路人

甲是末代王孙，南洋大学最后一届毕

业生，现年59，计划本年底提早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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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七十年代，一则描述南大滥收生的

新闻见报，三四名南大录取生的高中会

考成绩被公布于报端，让人心有戚戚，

百感交集……这些不愉快的经验、觅职	

的挫败感，长期在南大人与华社里窃

窃宣泄，没有在媒体上漾出圈圈涟漪。

1979年，华文教育出身的劳工部长

王邦文在国会辩论《吴庆瑞报告书》时

表达了华文教育社群的心情与隐忧：	

“对于一些曾经和华校有密切关系的

人士来说，传统华校在我国的消失，

就像一粒苦丸难以下肚，他们会有一

种若有所失和十分遗憾的感觉。他们

甚至会担心，华人的语文和文化是不

是最终也将随着传统华文学校的消失

而消失……”

他忆述就读联合校园的日子，犹如处

身于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多数大

学生心感茫然、希望不存、理想走失。

由于转换了教学媒介语，终日奔走于

武吉知马联合校园与裕廊南大宿舍十

六公里的车程里，心无所属，所谓课

余生活其实就是刻苦翻查英汉词典应

付课业的转码日子，单调乏味，前景

难卜，就别说遨游书山探索知识的乐	

趣了。

形势发展至此，南大离关闭校门，

只差最后一里路。1978年第19届毕业

典礼上，蔡善进教育部长表达着一段

熟悉的说词：“南大毕业生找工作遇

到较大的困难，最大原因是英文未达

到雇主要求的缘故。”

就业困境，确实是南大毕业生一路

来的梦魇。即便1968年政府承认南大

学位之后，南大生在职场上始终遭遇歧

视，一些毕业生无奈地收起大学文凭，

以高中资历在职场上屈就应付生活。七

十年代，英文海峡时报曾经头版头条报

道南大生充当巴士售票员的消息。我毕

业于1973年，男生多半披上军装履行国

民服役，班上的四十余女生申请公务员

职位，只有四人获聘，其余铩羽而归。有

一段长时间，政府的制服单位（关税局、

移民局、监狱部门等）与人民协会的组织

秘书职位，华校背景的职员比率可观，只

因英文大学毕业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某年我遇见大学学长，他笑谈自己所在

的监狱部门，称得上是个“华校生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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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的最后一程下山路并不迂回曲

折、荆棘满途。联合校园概念推行不及

两年，关闭南大的指令下达了。政府与

南大理事会往来三两回合，全剧和平落

幕。时值1980，岛国经济全速起飞，迎

来了四小龙的赞誉。关门的那段日子，

我多次回返云南园，人去楼空，景象犹

如震后瓦断残垣，文学院办公室附近，

桌倒椅翻、地上纸张垃圾横陈。我在清

冷的廊道上，捡拾了《王赓武报告书》

油印本和《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典礼

特刊》，遗物一般带回来搁置书架上。

移步南大山头的图书馆，从二楼回廊内

望，室内图书散落一地。那层楼藏收的

尽是理科书籍，一大半是中文版本，看

来是无人问津了。三楼的狼藉情况大

致相同，文学作品、经子史册横躺于地

板桌下，那是仓皇辞庙的狼狈？没有了

文化尊严，认真的斯文扫地。

南洋大学学术与行政人员被并入国

立大学后，许多南大人的情绪也滑落低

谷。由于纳入了以英文为主导的语言环

境，心理上极度不适应，职位上的安排

更令他们心生二等公民的感觉。一些

学术人员进入国大环境之后，觉得待

遇欠公，或无法克服英文教学问题，很

快便选择离开，到他乡异地另谋出路。

至于原南大行政人员，更因为两所大

学原本的人事编制有别而没有受到妥

善的对待，薪金上长期滞留于二等员

工的状态。

1978	年，毕业于新大中文系的路

人乙刚服完兵役，完成教育学院的师

资训练而被公共服务委员会聘用，这

时却接获大学老师来函，推荐他前往

香港大学修读语言学硕士课程。面对

华文没落的萧瑟，他深怕辞职深造将

找不回好不容易得来的那碗中文饭，

思前想后，终于放弃。

总结

梳理华校静默失语的晚景资料，我

们发现1979是个重要的关头――这几

年华校的种种颓败景象陆续浮现之时，

《吴庆瑞报告书》宣读了终结语文源流

学校的判词，母语成了各民族的第二语

文，撩拨了母语支持者的失望情感。此

际，我们观察到当局多路并进，适时出

台了种种与华文相关的举措――特选

学校贴上了华校特质的标签、讲华语

运动打着取代方言的旗号双双吸住了

人们的眼球――当负面的情绪面迎诱人

的烙饼，这纯属巧合，还是一套技巧地

舒缓情绪的政治平衡术？尺在心中，人

人一把，它没有标准答案。

华校，是岛国难得的文化品种。百

多年来，华校走的是一条曲折艰辛道

路，设若缺乏“武训兴学”般的办学热

忱，不可能在殖民地政府任其自生自灭

的心态下抽芽茁长，在频密的风雨中一

步一脚印，逐步编就了一个完整的华校

系统。华校以简陋的校舍起步，尽管良

莠不齐的师资削弱了教学效果、微薄的

薪金致使良师难求、落后的学校管理观

念让主事者有志难伸……但是一所所

华校就这样伫立在岛国的土地上，人

们以热忱化解困境，以惊人的意志筑

起教育的长城。

随着星移斗转，这个系统最终还是

坍塌了。一切，早已尘埃落地，华校人

无须自困悲情。只是雨歇天青之后，历

史情节应该留下，厚重情感也当留痕，

供人复习与反思。没有了华校，社会仍

旧往前发展，职场与社会上曾经长期

存在的歧视，会随之淡化淡忘。以后

华文的斤两，在各人眼里便有了不同的

重量，追求与弃舍，成了一道选择题。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本文照片由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提供

华校，是岛国难得的文化品种。百多年来，华校走的是一条曲折艰
辛道路，设若缺乏“武训兴学”般的办学热忱，不可能在殖民地政府
任其自生自灭的心态下抽芽茁长，在频密的风雨中一步一脚印，逐步
编就了一个完整的华校系统。华校以简陋的校舍起步，尽管良莠不齐
的师资削弱了教学效果、微薄的薪金致使良师难求、落后的学校管理
观念让主事者有志难伸……但是一所所华校就这样伫立在岛国的土
地上，人们以热忱化解困境，以惊人的意志筑起教育的长城。随着星
移斗转，这个系统最终还是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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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精神任重道远
怒海悲歌的启示

印度洋东面再次刮起持续的怒海悲歌，源

自缅甸西部的罗兴亚人一船船流浪在海上，投

靠无门，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几经波折

才得到暂时的栖息之地。

罗兴亚人追溯自己的历史达数千年之久，

经历多个来自西亚和南亚的民族融合过程，

今日面貌接近南亚的孟加拉人，主要信仰伊

斯兰教。然而在独立后的缅甸，由于宗教与

政治原因，罗兴亚人长期遭到排斥，无法取

╱	文		:  陈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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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缅甸公民权，数十万人口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无国籍族群之一。美国《外交政

策》杂志指出，持续数十年没有解决的

罗兴亚人悲剧，主要源头正在于以佛教

徒为主的缅甸从英国独立之后，不愿将

信仰伊斯兰、肤色不同的罗兴亚人纳为

国民的一员。

最新这次的悲剧，源于三年前缅甸

政府的迫害手段变本加厉，在这场被国

际舆论称为长时间的种族灭绝行动中，

除了有计划地削弱其民族生存空间，包

括流离失所、挨饿、精神恐慌、教育、生

育和结婚等限制，到最后摆在罗兴亚人

面前的是死亡或逃亡的二选一局面。一

些国际舆论甚至指向象征缅甸人权与民

主运动的翁山淑枝，质疑她对发生在该

国的人权问题一直保持缄默，甚至为了

不得罪佛教徒为主的选民而纵容缅甸

民族主义发酵。然而支持她的人却辩

称，在民族主义的现实面前，民主象征

人物也不得不低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独立的国家

超过一百个，如果仔细检视历史，可以

发现很多国家其实没有做好进入现代

民主国家的准备。这些国家在被西方

帝国主义控制以前，大多处于部落或

王国性质，例如非洲和亚洲，散布很多

以种族和语言为基础的国族，他们的

信仰包括传统宗教，也有早期传入的

回教和基督教。这些经济和政治属于

部落式或王族式的国家，很多并没有

固定的疆界，几乎都靠原始信仰和天

然族群纽带凝聚在一起，部落间的关

系徘徊在和平与杀戮之间，极不稳定。

由于知识与技术大多落后，面对来

自工业革命后发展神速的欧洲国家，这

些部落和国家很快就被征服。1884到

1885年的柏林会议，14个欧洲国家聚

首商讨如何瓜分非洲，就是个典型的历

史事件，会议中硬生生将非洲领土以直

线切割，无视其族群、语言文化等天然

疆界，其后遗症危害非洲至今。

大宪章的意义

今年是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

在全球化浪潮滚滚的时代回顾这一历

史，意义特别深远。

大宪章（Magna	 Car ta，或the	

Great	Charter）被公认为代表人类现

代政治与法制文明的标志，它签署的那

一年，东方的成吉思汗部队攻下金国中

都（北京），成吉思汗的孙子、元朝开国

皇帝忽必烈出生。而这一段时间，伊斯

兰教在中东已经取得领导性的宗教地

位，并且进入北印度次大陆，建立多个

苏丹王国。铁蹄的强弱决定了国家版图

大小与政权的绝续。

当时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也不

例外，很多时候，百姓甚至贵族的命运

取决于君主的性格，甚至国家命运也因

君主的好恶而出现起落。这一年，英国

贵族终于对暴虐、独裁、好战的约翰王

忍无可忍，集体兴兵，但却不是推举一

人取而代之，或上演弑君戏码，而是在

伦敦郊外逼着约翰王签下一份文件。

一共63条款的这份文件，意义最

深远并至今留存在英国法律中的是第

39条，强调所有“自由人”都有权利获

得公正以及公平的审判，在法律之外，

他不应被剥夺权利或财产，或被监禁、

驱逐，或遭暴力对待。当然，“自由人”

在当时的定义是比较狭窄的，但这条款

后来的意义已经扩充涵盖所有个人。

这一条款对于经常虐待百姓和贵

族的约翰王，用意在捆缚其施展恶行

的双手。但它对后代世人迈入法制社

会其实发挥了关键的历史意义。它否

定了政府可以未经公开独立的司法审

讯而逮捕和关押犯人的权力，无论这

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其目的在斩断

非理性的人治统治现象――人治可以

指个别统治者，或少数人的寡头统治

集团――凡有此作为者，皆可视为触犯

现代法律原则。

大宪章在随后十年几经修订并重

新颁发，其最大意义是确立一个原则：

即把国土之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国王，

都置于法律之下。今日现代国家朗朗

上口的“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即源出于

此，也是法制国家无不奉为圭臬的最高

原则。影响所及，第39条的精神不但被

纳入美国和其他重要国家的宪法条文，

也成为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以

及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的主旨条文。

新兴国家的治理困境

在二战之后的去殖民化浪潮中，一

个残酷现实是，殖民统治者因各种原因

离开殖民地时，很多殖民地――特别是

非洲地区――并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与

人才继承一个等待凝聚与建设的现代

国家――不是每个殖民主义者都留下

足够成熟的政治经济体制。

殖民主义主要是透过政治控制结

合杀戮吓阻的手段，达到本国的利益。

在此引述笔者几年前一段文字：“研究

者指出，不同的殖民主义者手段各异：

荷兰专注于商业利益的猎取、葡萄牙

和西班牙则同时关注传教，英国的实

体和制度建设与传授又比法国多……

但无论何种风格，中间都不免流血和

屠杀的发生，而这些流血事件也会在

殖民主义者的叙事中成为必要之恶，是

完成历史大业的合理过程。……（二战

后）国家意识的萌发也让殖民地人民相

信他们可以治理自己，摆脱殖民主义者

的剥削。但独立潮一方面是民族自决的

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却成为野心家变身

新殖民主义者的机会。后殖民主义理论

的研究指出，第三世界争取独立建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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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多是殖民统治教育出来的当地

精英，在思维和政治性格上，其实深受

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即便不是主流

精英，也在殖民过程中，掌握了相当的

统治与压制技巧，在控制文化程度普遍

不高的民众方面，游刃有余。”

殖民者在统治过程中，为便于以

少御多，以小御大，往往利用殖民地内

部矛盾施行“以夷制夷”，最终造成当

地无限的后遗症。最显著例子是荷兰

在卢安达的统治，加深胡图族与图西

族之间的矛盾，终于在独立后爆发胡

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清洗。殖民地独

立后普遍教育程度的低落也是政治经

济长期无法上轨道的主因，例如刚果

1960年脱离比利时独立时，1400万人

口中只有16名大学毕业生。

拉近点来看，在帝国主义殖民之

前，西亚阿拉伯世界，南亚次大陆，以

及东南亚很多地区，在内部政治上均

处于王国、邦城、部落之类的状态，这

些状态与现代民主宪政制度有着极大

的差别。

虽然在殖民主义过程中，这些地区

的精英经由向殖民主义者学习、吸收了

现代国家的一些治理方式，但由于历史

背景的迥异，很多精英其实不能体会西

方宪政体制背后的理性逻辑，因而在取

得独立之后，并不把民主宪政视为务必

遵守的崇高目标――虽然几乎每个国家

都制定了宪法，也把民主或共和挂在国

号之上。

这么多国家的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归

纳为几种：非洲成了军阀混战的杀戮战

场，土生土长的军人以军事能力掌控国

家，一些执政者杀戮本国人尤甚于殖

民时代。他们对国家资源的掠夺侵吞

甚至不让殖民者专美，并且因为了解西

方国家现代银行体系，遂打开自己洗

钱的通道。

第二种情况是阿拉伯世界，继续王

权统治，或民主选举，在某种意义上实

现了民族自主，富饶的石油资源也使人

民免于穷困，但人民政治权利仍然受压

制，尤其是女权。

另一种情况是独立运动伴随高度

理想性，但当时世界主要思潮不外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类，一些国家

所选择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后来证

明无法有效治理国家，最终只能诉诸

强权压制手段。这种情况普遍见于亚

洲社会主义国家。

别只对民主与法制虚情假意

国家建设比较好的情况当然也有，

经济成长，人民相对富裕自由。但少数

的“新殖民者”色彩表现在某种文化语

言及族裔的“霸凌”，这情况通常出现

在族群多元社会，色彩浓淡不一。

新兴国家出现治理困境一直是个

政治学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上

面所说这些民族“被迫”进入现代化

民主政治体制却未能顺利适应有关。

过去很多论述总爱将新兴国家成功与

否和民主挂钩，但成功失败都可以找

到各自的案例，因此显得矛盾。其实一

个政治体或经济体的成败原因复杂，

越来越多的论述也倾向将经济成败与

政治体制脱钩。

进入互联网时代，必须切实面对的

是，专制式或“内部殖民式”的威权统

治方式，已经越来越无法持续。随着知

识和理性的提升，人民对个体自由权利

更为重视，对国家体制是否合乎公平正

义也更加关注，宪政体制的充分实践变

得愈加迫切。

如果相信大宪章所揭示的法制与

民权是应该也值得追求并普及的价值

观，因为它保障个体免受国家暴力的

非法侵凌，它让统治者的权力置于司

法之下，真正实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的远古理想，那剩下的问题就是：

新兴国家和民族在迈进新世纪之际，该

制定什么步骤，让国家真正走上司法独

立、遵从法制的最终理想，而不是只要

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好处，却对法制与

民主政治虚情假意。就这点来说，大宪

章的精神传播，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新兴国家出现治理困境一直是个政
治学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上面所
说这些民族“被迫”进入现代化民主政
治体制却未能顺利适应有关。过去很多
论述总爱将新兴国家成功与否和民主
挂钩，但成功失败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案
例，因此显得矛盾。其实一个政治体或
经济体的成败原因复杂，越来越多的论
述也倾向将经济成败与政治体制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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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坚持“唯才是用”的治国理念

执政前与敌对党的激烈斗争，使得建国总

理李光耀很早便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在

他的回忆录里，李光耀对于政治对手以及深受

左派思潮影响的华文教育群体的人才济济，表

露出钦羡而畏惧的复杂心理，这对他上台后的

政治理念影响深远。从他时刻留意吸收身边

的人才，以及把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和行动

党的流程高度体制化——即为国家与执政党

培育精英，输入新血，又同时阻断对手吸纳

人才的能力——生动地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

敏锐及高瞻远瞩。

李光耀在1971年的一篇经常被后人引用

的英语演说中，对当时国家治理的状况直言

不讳：“在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服

务的杰出人才、法定机构的主席及其高管，已

经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出细节并付诸实践。这

些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校。新加坡是个

唯才是用的社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功绩、努

力与良好表现升任高位。他们是一群紧密联

系并协调有致的坚强核心。如果这300人同乘

的珍宝机坠毁，新加坡也将解体。这反映了我

们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领导层之微小。

我们必须，且我们必将之扩大。”

这种对治国人才近乎偏执的态度，贯穿

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也成为了治理新加坡的

关键理念。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

的结尾时指出，新加坡要减少失败的风险，

就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包括“唯才是用，尤其

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然

而，李光耀对于人才的认定，也同其政治理念

一样的务实，包括必须“学以致用”；但他对	

“用”的理解，则显得过于片面。

知我罪我的
     “唯才是用”政策╱	文		:   叶鹏飞

《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第22章“共和联

邦俱乐部”，记录了他在1966年与加纳总统恩

克鲁玛的一顿晚宴：“出席者有一些他的高级

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

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

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

典文学系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

生。恩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

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以农业为生

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

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这种对待人才的务实——批评者形容为

短视狭隘——的态度，在建国后的最初二三

十年，不但保证了新加坡党政体系的活力，也

决定了教育体系的基调。其成功之处是在于

政府通过奖学金制度，把成绩最好的学生吸

收到体制内——公共服务奖学金、武装部队

奖学金、警察部队奖学金，并以象征最高荣

誉的总统奖学金——为国家栽培和储蓄了大

量人才。这些优秀生在海外（主要是英美）顶

尖大学留学，学成后加入公共部门及军队、警

察，逐步成为这些部门的领导者。表现出色、

忠诚可靠并有意愿者，还被行动党吸收为从

政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乃至于最终出任制

定政策的内阁部长。

奖学金制度的特点，在于其做到了唐太

宗所谓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

这意味着政府及行动党得以在人口不多的新

加坡，近乎全面地垄断社会俊杰，阻断了反对

势力壮大的潜力；对于国家而言，尤其是独立

后的最初二三十年，它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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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综合起来，吸

收及善用人才，为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新加坡公务员队伍有效、

廉洁且声名远播，“唯才是用”政策功

不可没。比如，总部位于香港的政治

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ERC），2012年

评比亚洲公务员体系，新加坡继续名列	

第一。

应当说，李光耀对网罗人才为国服

务念兹在兹且身体力行，是新加坡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加坡政府在他

退居二线后保持高效运行，政治过渡

平顺，与国家体制内人才济济不无关

系。1971年共乘一架珍宝机的“300

壮士”，在李光耀退休时，散布在内阁

团队、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

法定机构，乃至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

约六成的政联公司的精英人才数量，恐

怕已经可以坐满一个机队了。

“唯才是用” 
与新加坡的精英体制

“唯才是用”政策的成功有目共

睹，但遭到批评也在所难免，其中引

发较大批评的是政策实施背后的精英

主义心态。比如，在上述政府奖学金

得主当中，具备上珍宝机资格的其实并

不多，他们才是决定新加坡命运的极小

数。获得政府奖学金凭的是高中的成

绩，那些在大学毕业时成绩特优的得

主，才会被吸收成为“行政服务官”。

根据管理公务员队伍的公共服务委员

会官方网站介绍，他们是公共服务的

核心，由常任秘书、副常任秘书、法定

机构主管等顶级公务员组成。

行政服务官系统延续自英国殖民

地政府制度，李光耀认为，他们的品

质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成败。他在回

忆录里记述了与两名印度公务员共进

早餐的经过——他们是英国殖民印度

时高标准录取的“行政服务官”，其中

一人缅怀殖民地时代，数百名“行政服

务官”就足以代女皇政府把4亿5000万

印度子民管理得井井有条。李光耀不无

感慨地评论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不

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

来决定谁进入名校或顶尖大学”。他

说：“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

是从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	

一个印度平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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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个顶尖的英国公共服务行列。……

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

准，同时导致公务员之间的沟通水平

下降。”

因此，李光耀对新加坡“行政服务

官”水准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们不

但是治理新加坡的核心团队，也是行

动党从中吸纳候选人入阁的主要人才

库。一旦成为“行政服务官”，这些精

英公务员会被赋予普通公务员所没有

的训练与工作机会，一般到30岁出头

就已经被委以重任，薪金也比普通公

务员优渥——常任秘书级别的官员年

薪至少100万元，资深常秘更可以获得

近200万元。他们在壮年退休后，则仿

效日本精英官僚的制度安排，大部分继

续到政联公司出任高薪职务。李光耀相

信，为了与私人企业界竞争这些出类拔

萃的精英，高薪是必要的手段。当然，

高薪也可以确保他们对体制的忠诚。

为了筛选出这些精英，整个教育体

系越来越偏重于考试与分流，通过成

绩甄别出同龄孩子当中最聪明的5%。

筛选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的高才教育计

划（天才班）开始，层层淘汰。对于天

赋异禀的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只

要能在学校考取好成绩，就有可能成

为收入丰厚又享有社会地位的高官，

从此改变命运。但是命运可能取决于

一分之差的残酷现实，对于普通的孩

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和体制内的老师，

都变成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惨烈

竞争。教育理念显得被分数主义所主

导，课外补习则迅速茁壮，在2014年

成为年值11亿元的产业。

这套精英制度，在网络时代公民

意识普及之际，开始面对李光耀所担

心的“民粹”压力。公务员本来就比私

人部门相对要有“铁饭碗”；顶级公务

员的高薪，加上他们基本上自毕业后

一直到退休，只要不犯法，就终身享受

国家的优厚待遇，生活无忧，自然会被

质疑不知民间疾苦。另一个重要的副作

用，是经历层层残酷竞争上位的精英，

会把自己的高薪与地位视为理所当然，

而忽视了公共服务乃至从政的社会义

务。这种“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矛

盾，更因为部长加薪问题而持续成为

困扰新加坡政治的关键课题。

李光耀1985年3月在国会中，与

当时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激烈辩论

部长加薪。李光耀坚持政府必须防止

私人企业用高薪争夺顶级公务员，且

吸引在私人企业界的人才从政。1994

年，从总理改任资政的他干脆在国会

动议，采取一套计算公式，试图一劳永

逸解决部长薪金的争论。在历次的辩

论当中，对于从政及公共服务涉及的	

“牺牲”，以及用金钱衡量政治与公共

服务会否导致异化，成为正反两方交锋

最激烈的地方。

后李光耀时代， 
新加坡如何“唯才是用”

李光耀把高智商等同于精英的单

向定义，以及把高薪当做吸引他们从

政唯一动机的假设，在他从总理位置

退下后一直引发民间的激烈议论，并困

扰着后续的政府。他坚持精英高薪的立

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不幸的是，他把精

英局限在一流脑袋，并假设高薪足以保

证精英不腐败的看法，在2008年华尔

街金融危机时遭到了严厉的检验。至

今逐渐形成的共识认为，席卷全球的

危机之所以爆发，全是华尔街金融高

管不负责任的贪婪心态所致。投资银

行高管利用高薪招揽名校毕业的顶尖

人才，发明各种难以监控的有毒金融

产品，通过全球化网络销售出去，使得

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李光耀在2007年

4月访问澳大利亚后接受媒体访问，为

部长高薪辩护时还说：“你必须支付市

场价格，否则人才将加入摩根斯坦利、

雷曼兄弟或高盛集团，然后你只剩下

无能的人（从政），你的损失将是以数

十亿元计。”

“唯才是用”政策，确实是新加坡

成功的关键因素，李光耀对吸收人才

的重要判断，至今依然有效。可是，政

策背后的精英主义思维，尤其是李光

耀对部长高薪的坚持，却推高了民众

对高官的期待。任何政策上的失误，	

“官无所值”都会是舆论批判背后隐

约的心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

对公共课题的理性辩论，也让政府与

民众之间出现一道情感鸿沟。李光耀

所提倡的“唯才是用”政策，会继续是

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如果政

府在2011年大选后主动给部长减薪是

一种征兆，他想一劳永逸用高薪解决

治国人才不易延揽的想法，恐怕还将

面对检验。

作者是本地新闻从业员



怡
和
思
维

58 	怡和世纪第二十六期

外国友人来访时，常会不约而同地称

赞新加坡很了不起，在短短50多

年，便能从第三世界的贫乏升至第一世界生

活水平；言谈中更显露羡慕新加坡国民平均

所得已达到5万多美元的水平。对此，我则很

不踏实地扪心自问：“真的是如此吗？”。从

人文素质、工业科技、社会福利以及政治环

境等项目来比较，我很难相信新加坡已经与

瑞士、北欧及英美等国并驾齐驱。目前，我国

国民有80%以上住组屋，而申请组屋的家庭

总月入是不能超过8千新元。同时，全国职总

的会员年均所得也只约2万美元，但我国国民

平均所得的正式数据却是5万多美元；这数差

荣景背后的隐忧╱	文		:  陆锦坤

我们是否曾深思熟虑，缺乏优质的
强势政府带领欠缺独立思考与批判
能力的人民的最终结局会如何？除此
以外，我们有没有检视一下，多年来，
要是我们的教育真正重视培养独立
思考与有批判能力的学生，今日我们
就不该有此隐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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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显现出国民阶层中贫富的差距。如果

通过实地观察，就国人之文化素养，道

德自律及民主实践而言，我们一般人的

文明程度似乎尚处于“半开发”状态，

这哪可能是第一世界水平？

虽然如此，新加坡人民仍能享有一

个国泰民安，经济繁荣与和谐的社会，

更是南亚及亚细安地区的佼佼者。这只

能显示我们的政府治国有方。

不论从报章杂志或网络信息，得知

新加坡在国际创新排名的调查中名列

前茅，令笔者心中不免好奇；个人觉得

创新概念，除了行政管理的思维创新，

更应有工商业产品的创新，来提升经

济效益及生活品质的新方式。然而，在

新加坡国内所主办的任何商业展览会，

鲜少看到属于本地公司创新的产品品

牌；在本地或国际市场中也少有扬名

国际的新加坡科技产品品牌企业。事

实上，我们的确也没有像德国、中国、日

本、韩国或台湾一样，能主办独属本国

的商品交易展览会。

当然，这也许可能是因为技术虽已

研发成功，却尚未商品化，有待导入市

场。另一项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尽管

员工薪金有所提升，但生产力的提升仍

远落后于薪资的提高。这代表我们尚无

法有效率地提升竞争力。因此，虽然目

前我国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依然名列

前茅，但事实上，我们是仰仗政府的高

效率管理及经营，来弥补民间竞争力

的不足。是故，上述的所谓的创新、竞

争力、第一世界的生活素质、高国民平

均所得等等之荣誉，都应归功于新加

坡有一个非比寻常的好政府。

然而，习惯于仰仗高效率政府的新

加坡人，也因此都担心后李光耀时期的

新加坡，是否能继续发展？能否保持这

些卓越的荣誉与优势。

其实，对我国政府现今采取的精英

制度管理（强势政府V弱势人民）所面

临的危机，早在八十年代建国总理李

光耀便感到忧虑。他曾坦率举例说：	

“新加坡人才非常匮乏，如果把整个

新加坡社会中，最高职位及最能干，对

新加坡发展起绝对作用的三百多人（意

指政府高层）都集中于一架客机上，而

不幸地倘若此班机坠毁，则整个新加坡

也就崩盘瓦解了。”

虽然早在30年前建国总理李光耀

就如此前瞻性看出问题，但为何经历30

多年后，我国依然只能靠着极少数的精

英来支撑整个局面？况且，万一在后李

显龙时代，政治环境停留现状而精英

领导却开始变质，如：脱离民意，缺乏

了解民生问题，甚至缺乏专业能力来

解决技术困境难题，或傲慢、官僚与自

满，那么我们全国五、六百万的百姓岂

不遭殃？时至今日，我们是否曾深思熟

虑，缺乏优质的强势政府带领欠缺独

立思考与批判能力的人民的最终结局

会如何？除此以外，我们有没有检视一

下，多年来，要是我们的教育真正重视

培养独立思考与有批判能力的学生，

今日我们就不该有此隐忧吧？

在建国初期，当时的执政精英鞠躬

尽瘁，对国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

这种为国为民无私的精神，确实是让

人肃然起敬。但他们是凭着其领袖魄

力，与在工作岗位上所展现的能力与

执行力，我们才尊称他们为精英人物。

而不是像今日，取决于读书考试成绩

优越，取得奖学金，即便在他们尚未

开始工作之际，便赋予他们“精英”的

称号，并为其安排一条直达精英领导

层之工作生涯路径。这种享有特权的

现象，让人感到十分不齿与不公平。因

为在17~18岁尚在就学时期，便预定其

未来的终身生涯规划，如此不平等的

机会，恐怕抹煞掉将来真正在工作岗位

上发光发热的人才。同时，这种预定精

英制度，极易产生“傲慢、官僚、自满”

的文化心态，对这些优秀年轻人会有

负面的影响。

在此，我不禁想到美国股神巴菲

特所言：企业走向没落的ABC，傲慢	

（Arrogance）、官僚（Bureaucracy）、	

与自满（Complacency）。而对政府层

面而言，何尝也不是如此呢？

作者为怡和轩名誉主席、本刊编辑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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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啰，哈啰，万隆！”

  万隆精神能否天长地久
今年是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有91个国

家的首长或代表参加了4月19日至24

日在印尼举行的纪念会。纪念活动的最高潮，

但见印尼总统佐科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等亚非各国领袖齐聚万隆

市，步行至60年前亚非会议的会址，向当年参

与万隆会议的先辈致敬，为历史接风洗尘。

二次大战后，各殖民地掀起了争取国家独

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新马两地的反殖民运动

也渐入高涨。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两极格局，美

苏冷战日益加剧。1954年美国创议了《东南亚

条约组织》，旨在把冷战带进东南亚的民族解

放斗争，引起新兴势力的不满与不安；当年新

加坡大学生为文抨击该组织为侵略性组织而

酿成的“华惹风波”，记忆犹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印尼、印度、巴基

斯坦、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和缅甸的领导

人，发起召开一个没有殖民地国家参与的亚

非国家大会，探讨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首

届亚非会议（亦称万隆会议）于1955年4月

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成功举行，参加会议

的共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大会

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了以	

“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为亚非国家建立和发

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

1956年新马年青学生应邀出席在万隆

举行的亚非学生会议，带回来《哈罗哈罗，万

隆》这首充满万隆情结的印尼爱国歌曲，歌

声常年回荡于岛国各角落，包括殖民政府的

╱	文		:  林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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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啰，哈啰，万隆！”

  万隆精神能否天长地久

监牢里。亚非会议的成功举行大大助

长了新马两地的独立运动。

万隆精神与不结盟运动

亚非会议催生了国际间的不结盟运

动。1961年9月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埃及总统纳赛、印度总理尼赫鲁为首

的25个国家首长在南斯拉夫聚会，提出

了不结盟的主张，正式形成了不结盟运

动。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

盟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各国人民维护民

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

自成立以来，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

内外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大力支持与巩

固新兴国家的政治权益，也同时在东西

集团之间发挥了缓冲作用，在保卫世界

和平方面做出贡献。然而，经济援助

或发展从来就不是这个组织的聚焦所

在。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无不经济

挂帅，不结盟运动因此失去了继续存

在的价值，各成员国的重心都纷纷转移

到了经济领域。后来国际出现的各种经

济平台，在为新兴国家争取经济利益方

面，发挥着比不结盟运动更大的作用。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也正式成为

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但她一向被认

为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

万隆精神也好，不结盟运动也好，对

独立后的新加坡一向就不显得那么贴

切。《联合早报》在其社论（2015年	

4月24日）坦诚指出，“我国从50年前

独立之初便采取跟大多数亚非国家不

同的新思维，一方面积极利用西方主

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带来的好处，吸引

外资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在成为发

达国家之后，尽一份全球公民的力量，

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风雨沧桑60年

面对汹涌澎湃的反殖民主义势力，

亚非会议前后殖民主义的形态随着变

化。老牌殖民国家尽量安排把政权移

交给那些愿意长期守护在宗主国势力

范围内的自我标榜的民族主义者，直

接间接削弱亚非集团的实力。当年英

殖民地主义者决定把北婆罗洲部分地

区并入由其主导的马来西亚计划，印

尼的苏卡诺总统就直指该计划为新殖

民主义的产物。

苏卡诺原是亚非会议的倡议者，也

是一个坚贞的民族主义分子。他尝试

在国内各种不同政治派系贯彻“和平

共处、求同存异”的亚非会议核心价

值，倡议了“纳沙贡”理念（即民族主

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存），希望

把回教世界纳入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

中。对外他指责西方帝国主义者垄断

联合国，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决意另

组新的国际中心。1965年他在一场普

遍被认为是由美国主导的政变中被拉

下台，从此印尼在很长时间成为美国

在东南亚的另一个盟友。

与此同时，殖民统治的后遗症相继

在新兴国家导致宗教与民族冲突。塞浦

路斯的民族矛盾、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三

次战争、至今爆发了六回的以阿冲突、

为期8年的两伊战争等等，都与殖民

者长期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段分不开。

冷战结束，单边主义超强大国更

是横行天下，为所欲为，自诩可用炮弹

输出自制的民主。失败的伊拉克战争、

失败的阿拉伯之春，制造了一发不可收

拾的伊斯兰教国的恐怖行径。面对这一

切，亚非集团束手无策，就连联合国也

起不了作用。难怪印尼总统佐科威这回

也得响应当年的苏卡诺，大声呼吁改革

联合国和国际金融体系，以便彻底落实

万隆精神。

万隆精神的新时代意义

60年的风风雨雨，时移势易，万隆

精神是否能与时代再续前缘？

去殖民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全

球化的今天，除了“和平共存、求同存

异”，亚非新兴国家更应强调的是“共

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方向。经济全

球化，单极霸权不能一直独领风骚，一

个多极化的格局取而代之。美国、俄罗

斯、中国、日本和欧盟都想建立自己的

力量重心，之间公开或潜伏的竞争虽然

会为亚非集团的凝聚力带来压力，但也

会带来更多的契机。

当年周恩来出席亚非首届会议轰

动一时，面对的是不少疑虑、敌意眼

光。这回习近平的到来，绝大多数与

会者充满希望与期待。中国的崛起是

世纪大事，习近平自然成为纪念庆典

的焦点。他路经巴基斯坦，重手锁定	

“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

济走廊，表明了“一路一带”势在必

行，也展示了中国崛起将为周围国家带

来发展和繁荣。5月14日习近平亲到西

安迎接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接着中

印签署了300多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中国清楚表明同等重视与印度和巴基

斯坦的友好关系。

习近平呼吁亚非国家通过建立新

型国际关系加强合作，他说，发达国

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应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他在纪念大会大力颂

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提

出推动亚非合作、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

的目标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

界对中国强势崛起的疑虑，也赋予万隆

精神新的时代意义。

印尼外长列特诺在会议期间指

出，“亚非会议所有成员国家以目前所

拥有的资本，可以成为世界上继续发

展和决定性的新兴力量。”然而，这股

新兴力量必须要能建立互信、坚持通

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万隆精神才能

发挥正能量，亚非国家才能实现“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费同比下滑2.2%，铁路货运量下降10.1%。虽

然第三个指标——银行新增贷款在当月有所

抬头，但这是在货币供应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出现的增长。4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已经降至49.2，为一年来的最低位。	

房地产仍低迷，但最坏时刻已经过去 

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仍是今年

中国经济的最大拖累因素。为了加强对楼市的

支持，政府降低对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款要求

并下调房地产交易税。	

这些措施应该有助于稳定房地产下行趋

势，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但是房地产市场

多年上升周期很可能已经结束。鉴于小城市存

在供应过剩状况，我们认为，总体而言中国楼

市的下行趋势将会延续两到三年。

中国版量化宽松与美国或日本版并无
二致 

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愿意等待时机为

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我们清楚看

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全力打击腐败

的行动旨在巩固政权，而这也是成功完成结

构性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为了

稳定经济和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中国已经

开始实施.一些促进增长的政策，尤其是宽松

货币政策。	

截止2月底，中国央行已经将基准贷款和

存款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随后又实施了

上述下调首付款的措施。在4月中旬，央行又

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00个基点，

并将县级银行等农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额

外下调100个基点。这是自2008年11月（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以来最大的降准幅度。我们

从中国版量化宽松中
获利
今年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依然令人意

外。瑞士在取消瑞郎与欧元汇率底

线之后，在近期发行了全球首个收益率为负的

10年期主权债券。俄罗斯卢布在西方持续制

裁之下对美元仍飙升近30%。在我们所处的

地区，中国内地股市反弹至7年来新高，MSCI

中国指数年初至今已经上涨23.2%,相比之下

标普500指数、欧洲斯托克50指数和MSCI亚

洲（日本除外）指数分别上涨3.1%、13.7%和	

10.7%。中国经济的好转是否足以支撑这种惊

人的涨幅？还是说存在某种魔力？	

增长动能再度走软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不足以解释

股市展现出的活力。1月至3月期间，GDP同比

增长仅为7%，是2009年以来最慢的季度增

速，且明显低2014年7.4%的增长水平（24年	

以来最低的年度增速）。今年第一季度，工业	

产值增长也骤降至6年来的最低水平，对中国

商品的海外需求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多帮助，

出口在年初实现15%的增长之后，在3月份萎

缩15%。四月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显示经济反

弹乏力。	

这反映出需求疲软、行业供应过剩问题恶

化，通缩压力也在继续攀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通胀率在	3	月份放缓至	1.2%，而生产者

价格指数（PPI）通缩则进一步加深至4.6%。	

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通胀指标的

下降代表实际融资成本的上升，虽然中国央行

已经采取了一些货币宽松措施。央行行长周小

川表达了对于价格水平的担忧。	

与此同时，李克强指数（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喜欢用来衡量中国实际增长动能的三个指

标）也描绘同样暗淡的局面。3月份，电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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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此次降准将释放1.3万亿人民币

的资金，抵消流动性供应紧缩导致的

资金外流。我们预计央行还会进一步	

降息。	

除了这些措施以外，中国也在拓展

政策银行的角色，增加对这些银行的

资本和流动性支持，使它们能够向长期

社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更多资金，例

如改造贫困地区、改善供水系统和铁路

系统等。近期，国务院批准了包括国家

开发银行（国开行）在内的三大政策性

银行的改革计划，以增加它们的资产负

债表规模和贷款额，并由财政部或中央

银行直接注入资。一年前，央行通过

三年期抵押补充贷款（PSL）计划，向

国开行注入1万亿人民币，利率为4.5%	

（当时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为6%）。

目前，政府计划再次增加央行对国开行

的直接流动性支持，新的PSL规模很可

能提高至1.5万人民币，而利率则与期限

为3-5年的国库券（3-3.5%）相似。	

我们认为，这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

创新组合属于中国版量化宽松（QE）。

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等其他经济体则是

通过购买政府资产来达到这一目的。在

这种发达经济体QE中，央行的资产负

债表通过向商业银行购买债券而急剧

膨胀（或者即将急剧膨胀，比如欧洲

央行），最终可增加货币基数、支持价

格并刺激经济活动。	

而中国版QE则是利用央行的资产

负债表，通过政策性银行来达到更有

针对性的货币宽松目的，进而为主要基

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预计中国的量化宽松将有助于维

持基础货币供应，通过政策性银行为目

标项目提供低成本融资，并降低负债累

累的地方政府的再融资压力。这将使商

业银行注重增加对其他生产率高的经

济领域的贷款。鉴于中国存在的严重

通缩压力，避免经济硬着陆需要实施

这样的直接量化宽松政策。	

不要错失中国量化宽松 

很明显，我们面临着一个有趣的状

况：中国经济越疲软，政策支持就可能

越强劲，从而能够激励投资者信心。这

种下行保护（一些投资者将其称为“中

国卖权”）几乎成为公众的一致预期。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和海外上市中国

企业的股票在近期内很可能进一步上

涨，目前海外上市企业的股价较国内

上市同业公司折价30%。当然，中国股

市的急涨会加大近期内的下调的压力

和幅度，投资人仍然做好风险控制和

投资的分散。

诚然，目前中国国内股市的牛市行

情可能并非完全归因于基本面。但是，

我们认为政府希望蓬勃发展的股市能

够成为一个更广泛的企业融资渠道，

为更多企业提供额外的资金来源，从

而进一步削弱国有银行扮演的角色和

减缓银行系统杠杆累积的速度。因此，

中国股市的大趋势在调整中仍可能会

进一步上升。	

目前来看，海外投资者主要持观望

态度，我们认为他们尚未完全了解中国

版量化宽松的价	值，进而错过了这场	

“盛宴”。当然，投资者是否能够在“盛	

宴”结束前全身而退则是另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	

虽然我们仍建议对中国股票保持

谨慎乐观，但是我们有选择地进行投

资，看好在海外（如香港）上市中国股

票中专注于国企改革的主题，例如IT、

电商、保险和医疗保健以及基础设施

建设相关行业。对于房地产板块，尽管

总体估值颇具吸引力，但是我们仍专注

于对一线城市有较高敞口的开发商。	

作者为瑞银北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

此文件仅旨在提供数据讯息，并未考虑

到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财政状

况或需要。尽管本文件中所载的所有信

息和意见系从瑞银认为诚信可靠的来

源处所获得，但瑞银不会就该等信息

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

示的保证。此文件并不应被视为是针

对任何交易之招揽、建议或邀约而构

成任何形式之法律行为。此文件任何

内容并不限制或约束其它特定邀约之

个别条款.	瑞银明确禁止在任何司法

管辖限制地区中进行商品销售推介或

由不符法律规定之人员进行销售或推

介或提供相关商品。某些投资工具和金

融服务受法律限制，因此可能无法在全

球范围内自由提供。本文件所提供的信

息、意见和价格仅限于其发布之时，现

行的信息、意见和价格，可能会在毫无

预警之下即会发生变更。本行无义务更

新或保存最新的资料。UBS及其关联

机构、董事、高级职员、雇员和/或代理

人均明确免予承担与本资料全部或部

分内容或其中所含任何信息的使用相

关的或因此产生的部分及所有责任。	

©UBS	2015。本行三把锁匙的标志和

UBS是UBS的注册和未注册商标。版

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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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洲国家的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的筹建工作出现转机，意向创

始会员国的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加。截止到

2015年4月15日，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

创始会员国，其中包括14个欧盟成员国。来自

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方主要经济体

的支持，意味着亚投行赢得了重要的国际声誉

与合法性。亚投行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全球

金融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几年

这一趋势还将不断加强。

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战略考量

欧洲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看似突然，但

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全球治理、地缘政

治、规范传播以及经济利益等多方面的考量。

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

在全球新一轮的战略布局调整中，欧洲是

坚定的多边主义者。战后，欧洲凭借欧共体、

北约和欧安组织等多边机制，促进地区的稳

定、发展与繁荣。相对于欧洲，战后亚洲的安

全秩序主要建构于双边机制。在制衡美国单边

主义、构建多极世界的愿景中，欧洲强调多边

主义，中国强调多极化。虽然中国参与了大多

数国际和地区多边组织，但是在对外政策实

践中，北京更倾向于双边机制。欧洲长期鼓励

中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亚投行的建设，成为一个契机。

在欧洲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中，亚投行更多

地被视为全球治理的一种进化，标志着中国多

边主义议程出现转折。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

系近年来受到新兴经济体的批评，特别是中国

领导的金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早在几年前就已作出决定，赋予新兴经济体

更多的投票权，得到欧盟国家的支持，但是美

国国会至今拒绝批准这一改革方案。鉴于中国

的经济实力在现有的多边机制中无法得到充

分的体现，欧洲人对于中国寻求多边主义替

代模式的做法表示同情。

在筹建亚投行之前，中国已多次尝试建立

新型的多边主义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金

砖国家等。与上述相对封闭的治理体系不同，

亚投行的架构更为开放，面向全球所有国家，

提供了一个更为积极与建设性的议程。亚投行

的治理架构越多边，对华盛顿体系构成的挑

战就越有力。

地缘政治

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美国战略重

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在欧洲国家对外政

策中的重要性得到提升。2009年德国黑黄联

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
动因与影响╱	文		:  刘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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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明确指出，鉴

于亚洲快速增长的重要性，亚洲在德

国对外政策中具有优先地位。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亚洲

的安全、稳定与发展对于欧洲具有重要

的意义。亚投行关注基础设施投资，意

味着国际发展合作的一个重要转折。世

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的贷款覆盖多

个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被忽

视。如果亚投行能够推动亚洲道路、

铁路和通讯设施网络的建设，将赋予

该地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全球经济

也会从中受益。

关于中国借助亚投行项目转移国

内过剩产能的议论，欧洲人处之泰然。

一方面，运用发展援助实现战略优势，

是国际援助的普遍做法，这一点无可

厚非；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经济调整失

当，引发经济危机，全球许多国家都

会受到冲击。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出

口市场，德国等欧洲大国对于中国经

济的波动非常敏感。德国智库近期提

出，德国需要审视中国在中亚地区提

出的区域合作模式，可以有选择地参

与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外，欧洲

和德国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和运输项目，

也可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适当	

整合。

在中德关系与中欧关系的讨论中，

德国智库近期提出变革国际协调体系，

探索中欧合作新的领域。鉴于西方主导

的国际体系走向式微，欧洲国家认识

到，未来中国将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

与政治规则的制定。为了应对21世纪

的挑战，针对自由贸易、金融市场、气

候变化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需要制

定新的安全、环境与风险规则，欧洲必

须有选择地、谨慎地参与中国主导的发

展政策机制。	

规范传播

华盛顿为亚投行设置障碍，除了影

响力竞争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中

国领导的多边机制可能削弱西方设定

的标准。世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遵循

积极条件性的原则，美国质疑中国能

否采取同等高度的贷款发放标准。基

于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

投资经验，西方人担心，亚投行在中国

的领导下会放松环保和社会标准，忽视

良治的原则，通过为其他国家政府提供

替代性的选择，稀释积极条件性原则

的约束效应。因此，从这一角度说，西

方国家必须远离亚投行。

但是欧洲人认为，西方国家只有申

请加入亚投行，才能从内部规则的制

定方面对这一机制施加影响。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均表示，之所以急

于加入亚投行，在于渴望与其他创始

会员国共同努力，建立一个遵循治理、

安全、贷款与采购政策最佳标准和实

践的机构。

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的建构中，

美国人重视领导权，欧洲人注重规范

传播。关于亚投行的治理规范，欧洲

人的立场可以归纳为两点：一、在贷款

发放标准方面，亚投行应遵循世界银

行的标准，国际发展银行在这一领域

不应相互竞争。二、在实际操作层面，

国际发展银行现有的机制缺乏效率，

未来亚投行可以在简化贷款程序方面

有所作为。

作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可以享

受相对较高的投票份额和影响力。域

外创始会员国作为小股东，仅凭一国之

力，很难对亚投行的治理施加影响，但

是几个欧盟国家可以通过联盟的形式

组成合力。

发展银行的地区化

欧洲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反映了

地区发展基金的一种新常态。随着美

国主导的国际发展基金体系的式微，

多边金融体系的结构改革出现两种新

的发展趋势：一、发展项目的资金支持

更多地由本地区承担；二、域外国家加

入地区发展银行，通过获取少量的份

额，表达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筹建亚投行，是亚洲寻求华盛顿体

系替代机制的又一次尝试。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曾提

出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但是

遭到美国的反对。2000年，东盟国家

与中日韩签署《清迈协议》，建立区域

性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允许参与国

在货币波动期间相互获得紧急贷款。

但是这一机制更多地只是停留在纸面

上。亚投行的建立，有助于减少亚洲对

于华盛顿体系的依赖。

在地区发展银行的建设方面，欧

洲具有丰富的经验。欧洲现有两个多

边发展银行：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投资

银行（EIB）和位于伦敦的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EBRD），后者面向域外国家

开放，共有64个成员国，包括美国、日

本和韩国。5月15日，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表示，有意与亚投行进行项目合作。

该行行长苏玛-沙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强调，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的许多成员国都希望吸引来自亚投

行的投资。

经济利益

经贸关系是欧盟成员国对华政策

的基础。欧洲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的

根本动因，是经济利益。亚洲是一个

巨大的出口和投资市场，欧洲不愿做

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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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率先宣布申请

加入亚投行，参与意愿明确。对此，英

国有充分的理由：首先，英国希望借助

中国的力量加强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希望伦敦金

融城成为人民币国际市场的枢纽，来往

中国的资金流能够推动英国金融业的

发展。其次，英国政府一直寻求与亚洲

发展紧密的经贸联系，探索投资与增

长的经济机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战略，有助于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第

三，作为创始会员国，英国有望获得相

应的影响力，从亚投行内部参与塑造

这一多边金融机制。

德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决策，看似

受到英国的鼓舞，实际上也是长期战略

考量的结果。早在去年秋天，德国智库

就提出参与中国的发展与区域政策，建

议德国加入亚投行。因为亚投行可以满

足亚洲能源与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需求，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发

展，而实力强劲的德国工业有望承接

来自亚洲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欧债危机以来，南欧国家经济增

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大利、西

班牙等国选择加入亚投行，也是看好

由此带来的各种经济发展机遇。意大

利智库指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转

向东方，加入亚投行意味着巨大的合

作机会：意大利必须基于自身的国家

利益，寻找诸如中国这样正处于工业化

进程的重要合作伙伴；意大利拥有高新

技术，加入亚投行，有助于意大利在全

球层面发挥作用；如果意大利成为中国

的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也有助于解决当

前国内的经济问题。

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意义与
影响

欧洲国家不顾美国盟友的警告，申

请加入亚投行，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

革、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发展、欧盟在

世界中的角色以及欧盟内部分歧的管

控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欧盟成员国加入亚投行，赋予这一

机构重要的合法性，动摇了全球的金融

架构。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追溯到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主宰全球经济

的时代。在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两个机构的总部

均设在华盛顿：前者形式上由欧洲人领

导，后者由美国人主导。随着新兴经济

体的崛起，原有体系已无法反映世界经

济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

很久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

家寻求与华盛顿体系进行抗衡。北京多

次要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包括投入巨

大的外汇储备，承担更多的责任。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进行份额改

革，但是收效甚微。由于美国不愿放弃

控制权，致使改革陷于停滞。亚投行的

建立，是中国另辟蹊径、拓展新的金融

体系的一次尝试。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围绕亚投行问题的博弈，暴露出美

欧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分歧。美欧的经

济社会发展模式不同，对社会和经济

正义的认知存在分歧。本轮全球金融

危机肇始于美国无节制的金融创新，最

大的牺牲品却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

在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增长模式和危

机干预手段方面，美欧处于竞争态势。

3月，英国率先宣布申请加入亚投

行，这一举动非同寻常。当时，北京正在

努力劝说澳大利亚和韩国加入亚投行。

英国的支持，有助于北京推进谈判。欧

盟国家的积极参与，带动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盟友先后倒戈，使美国和日本陷入

孤立的状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首要目的是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

作为回应，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

略，加强欧亚大陆的联系，受到欧洲人

的欢迎。迄今为止，欧盟委员会没有在

亚投行问题上作出任何表态，但是欧洲

议会主席舒尔茨明确表示，支持欧洲国

家加入亚投行。

虽然美欧在亚投行的议题上出现

分歧，但是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的破裂。美国与欧盟是全球范围

内融合度最高的两大经济体，经济总量

约占全球的一半。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

经济体，欧美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

分歧。受到窃听事件的影响，美欧政治

互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出现波动。但是

总体来说，美欧关系处于良性发展的状

态。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国家在安全

问题上对于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

美欧关系目前最大的看点在于跨

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

判。欧美自贸协定能否成功签署，关系

到世界经济在跨大西洋地区与跨太平

洋地区的平衡与竞争。随着全球金融

危机的演变，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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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增多，美欧利用“跨大西洋伙伴关

系”牵制中国的意愿有所加强。

欧盟内部分歧的管控

综观欧盟成员国对于亚投行的反

应，欧盟内部分化为两大阵营：包括英

法德在内的15个成员国宣布申请成为

创始会员国（匈牙利最终未能进入意

向创始会员国的首发名单），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与另外13个成员国至今没有

表明态度。欧盟成员国对于中国倡议

的立场分歧，表明欧盟在这一重要议

题上缺乏协调。

《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共同外交

与安全政策更多的一贯性和可见性，在

国际层面，欧盟的行动本应得到强化。

但是金融危机之后，部分国家受制于糟

糕的财政状况，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

政策难有作为。债务危机导致欧盟机构

和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成

员国之间缺乏共识，欧盟管控内部分歧

的能力遭到削弱。

债务危机也影响到欧盟对外政策

的可信度。欧盟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减

弱，主动性消失。在国际金融治理领

域，欧盟一直是规范议程的制定者，

现在部分成员国却陷入金融救助的被

动地位。

在亚投行的议题上，欧盟内部目前

仍然存在协调的空间。迄今为止，没有

一个欧盟国家对于亚投行表明反对立

场。尚未澄清立场的13个欧盟成员国，

理论上仍然可以以普通会员国的身份

申请加入，最终决策取决于资金成本

和政治成本。与欧洲大国不同，许多欧

洲小国不愿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唱反

调。如果美国转变立场，这些国家也会

调整政策方向。此外，还存在一种可能

性：如果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亚投行达

成合作，将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和美国间

接参与到亚投行的多边框架。

结论

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首次在创建

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中展示领导力，并被

全球所接受。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欧洲

国家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欧

洲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表明亚洲在政

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并由此

产生机制性的后果。

资助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高度复

杂的任务，亚投行下一阶段关注的焦

点是规范与标准的制定。亚投行的建

立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亚

投行的领导者必须提出相应的原则，包

括给予投资者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多的

可预测性。欧盟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旨在从内部对这一多边金融机构的塑

造施加影响，包括治理机制、项目标准

以及与现有多边机制的互补等。对于

欧洲人来说，申请加入亚投行只是博

弈的开始。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

筹建亚投行，是亚洲寻求华盛顿体系替代机制的又一次尝试。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曾提出建立一个亚洲货币
基金组织，但是遭到美国的反对。2000年，东盟国家与中日韩签署
《清迈协议》，建立区域性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允许参与国在货币
波动期间相互获得紧急贷款。但是这一机制更多地只是停留在纸面
上。亚投行的建立，有助于减少亚洲对于华盛顿体系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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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拆除的南大礼堂内进行，照片后有华侨影

室印章。不错，当时所领的，只是理学院生物

系的“普通学位”文凭。文凭领取之后，一路

走来也是磕磕绊绊迂回曲折的命途。但不知

怎的，每当遭遇挫折，就会想起这个一生人

只有一次的场合。想起黄校长浓眉底下坚定

的笑容、期许的目光、诚挚的握手，心中就会

燃起无比的自信。

多年以后，我才为自己的这种感觉找到答

案。报馆中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是1980年

南大关闭（或曰与新大合并成国大）之际毕业

的。那时就读的南大，是武吉知马的联合校

园，原来的云南园校舍一片荒芜，像癌症末

期的母亲，奄奄一息，等待归天。最令这位校

友难受的是，那时的南大并无校长，由一位公

务员暂代，毕业文凭由他签署。

南大校友听我说，我的文凭是黄丽松校长

签的，顿时满脸艳羡，斩钉截铁道：“这才是一

张‘真正’的大学文凭！”

黄丽松在《风雨弦歌》中说，掌校三年半，

他竟然是南大服务年资最长的校长。南大在

创校十四年内，有十一年没有实质的校长。	

（创校人陈六史经过“林语堂事件“的教训，

五年内没聘校长，之后每任校长的聘约都只

有一年合同。）而在黄氏之后，继任的薛寿生

教授只做了两年，李昭铭博士也只当了一年。

最后由教育部派去一位高级职员，以秘书长

身份接管南大。

黄丽松回忆，离职以后，他对南大所知不

多，但据闻学生人数曾直线下降：离任之际，

有二千三百学生；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

时，已减为七百五十人。

黄丽松眼中永远的南大

南洋大学前校长黄丽松，2015年4月8日	

于英国辞世，享年九十四岁。消息传

来，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徐冠林形容，黄校长	

就任的三年半，是南大“唯一比较平稳的时

期”，也是南大的“鼎盛时期”。报章上，与黄

校长曾有交往的资深学者们，都大力推崇他

对南大的贡献。

黄校长是于1969年2月应聘到南大履新

的，至1972年9月，回到母校香港大学，成为

港大第一位华人校长，一任十四年，并留校服

务至退休。黄丽松为什么会到风雨飘摇的南大

掌校？三年半之中，怎么使得这所东南亚大专

学府学风鼎盛、气派万千？许多人都想知道。

高中毕业后曾经得南洋大学“收留”，后从

黄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笔者，深感当年承

受的恩泽！为饮水思源，从国大中文图书馆借

得黄丽松回忆录《风雨弦歌》（童元芳中译，

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再三捧读，不揣

谫陋，为大家解开黄校长与南大的一段因缘。

执掌南大三年半，年资最长  

首先请原谅我的敝帚自珍，公开这张1969

年5月24日的毕业典礼照片（图1）。典礼在现

南大校友听我说，我的文凭是黄
丽松校长签的，顿时满脸艳羡，斩钉
截铁道：“这才是一张‘真正’的大学
文凭！”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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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教育工作是生命中重要篇章

从回忆录中透视，黄丽松本身有一

段非常特殊的求学经历：小学和中学，

都就读于父亲黄映然在香港创办的民

生书院。一名曾在华人创办的学校中

受教育的学子，能于1938年考获奖学

金入读香港大学，再获奖学金到英国

牛津大学获化学博士，到美国芝加哥

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已是“民间办学”

一个极其正面的例子。尽管，黄丽松认

为，民生中学之强调中文教学，亦曾付

出相当代价。

黄丽松是位自由基（free	radicals）

化学专家。1951年，他任教设在新加坡

的马来亚大学化学系（新加坡马大是

1949年由莱佛士学院和爱德华七世医

学院合并而成）。1957年马来亚独立，

吉隆坡创立马大，黄丽松于1959年到

此，先后任化学系教授、理学院院长

和署理副校长。黄氏原来的志趣在于

教学，为世界培养化学专材，但从马大

代校长、到应聘出掌南大的经历，让

他逐步担当起全职的教育行政工作。

回忆录中，黄丽松表示，一生中母

校香港大学是他服务最久的，也令他

最满意。但新马两地的教育工作，却也

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当年，	他与

校长欧本海姆教授从头做起，为新国家

（马来亚）开垦新大学。巧的是，撰写

回忆录之际，从前在吉隆坡的同事和

学生设立了一个“黄丽松基金”，以认

可他四十年前将自由基化学引进马来

亚的贡献（自由基化学对橡胶与棕油工

业非常关键），令他又惊又喜。

对于曾经掌校仅三年半的新加坡

南洋大学，回忆录大量着墨，称它为	

“独一无二”：这是连计程车司机和三

轮车夫也曾做出捐献的大学。殖民地时

代，新马的华文中小学都是自力更生

的。1953年，富豪陈六使捐出五百万

元，而陈当主席的福建会馆则捐出四百

多英亩（笔者按：应为五百多英亩）的

地段，成立南大。黄丽松指出，创校人

陈六使办学的初衷，让自己感同身受。

然而，1968年底，黄丽松准备应聘

担任南洋大学校长的消息，却“在朋友

间引起了惊恐”。朋友们认为，他舍弃

马大终身职位，接受一合约聘，对他

有损无利。更严重的是，南大自开始就

是争议多端的学府，困难重重，财政有

问题，学生有问题，欠缺的却是有效的

行政管理。黄氏本身也认为，改革一所

现已存在但却出了轨道的大学，要比创

立一所新大学任务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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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转念一想，“相对这不利

的前景，不能不说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迎接此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的

挑战，与其名所代表的一切，并非绝无

成功的可能。”

对改组后的南大充满信心

				黄丽松指出，1969年初，他走进

去的南洋大学，与十年前他以魏雅聆

报告书委员之一的身份访问的南洋大

学，很多方面已有不同（书中魏雅聆误

植为魏雅玲）。这时，陈六使已辞去南

大执委会的职务。在此之前，执委会与

政府达成协议，既保存了南大原来高

等学府的身份，也肯定了财务上的支

持。协议同时包括了大学重组的计划，

要大学照章实施。

其时，黄丽松认为南大的重组工

作已上轨道。1968年5月大学毕业典

礼上，教育部长曾宣布，新加坡政府正

式承认南大学位。“南洋大学这才脚踏

实地，真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迈向新

的目标。”														

政府既作出承担，民间捐献热潮已

趋平静，但财务来源稳定，而李氏基金

等机构的捐输也十分慷慨。建大楼，设

立电脑中心，计划中的亚洲文化博物

馆、研究院内的亚洲文化研究所……

皆已上道，乐观的情绪，反映在1969

年5月24日毕业大典黄校长的演说中。

当然，改组虽然进行，争议是仍旧

存在的。学制从四年毕业的美国制，改

为三年毕业、一年荣誉班的英国制。另

外是1969年，新加坡政府已采用了一

个新政策，就是以英文为全国中小学

数理科目教学媒介；而大部分南大理

科毕业生都进入中学教书，须作相应

部署。这在某些“民族教育”倡导者眼

中，是把南大变质为一所英文大学，或

成为另一所马大。

据笔者这些年来的观察，觉得新加

坡华校英校的“争议”其实不单是一个

教学语文的问题，而是师资、设备、学

府环境、国际声誉的巨大差异。时至今

日，教学语文统一了，“每间学校都是

好学校”也仍只是一个理想。同时，所

谓“双语并重”，是需要心胸宏伟的教

育家去经营，也须注入庞大资源的一项

艰巨任务，不是说说就可以的。

当时的黄丽松校长显然也看到了

这些“争议”，但他在回忆录中指出，

这对南大并不是个大问题。南大的数

理教科书基本上已是英文写的（笔者

按：文、商学院其实也大致如此），从

外地留学回来执教的校友英文也不成

问题。事实上，对本身业务内的英文，

新加坡一般华校出身者的读和写都能

掌握，只是口语、对话因缺乏磨练的机

会而产生困难。

黄校长接受建议，成立了南大语文

中心。固然，中心设立的初衷只为同学

们“补习英文”。但中心也教华文，这使

得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学生

到来学中文。此外，中英文都有把握

的校内同学，也到中心补习，学会了日

语。南大语文中心成了个国际品牌，这

是黄校长“无心插柳”衍生出来的一

个小成就。

情理兼备的治校风格

黄丽松的治校思维，可说是情理

兼备。对于海外华人靠自己力量办学，

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是极为认同的，甚

至抱有崇敬的态度。另一方面，经过了

港大、牛津、芝加哥这些著名学府的熏

陶，则让他从理性上深切认识到，一

所能够立足国际的健全大学该是什么

样子的。

“虽然‘象牙塔’时常受人批评，

大学有时应该是一座‘象牙塔’。大学

必须是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独立思考的

出世场所。”这是他在1969年南大毕

业典礼致辞中的话，至今已成为名言。

到任之后，黄校长锐意创立研究

院，让南大成为完整的大学	。他认为，

南大虽是所新大学，但到了1969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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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几个相当强的系。尤其中文系和

数学系，都能开办研究院的课，也能独

立做研究。校长把研究院的开办归功

于创始院长林春猷教授。他忆述，药

理学专业的林教授出身燕京大学和剑

桥大学，在新加坡马大时曾与自己有

同事之缘，港大退休以后，乐意来南大

帮忙设立研究院。林教授“不要薪资，

也不要酬金，只拿些车马费而已。”

（黄丽松当年写回忆录，是为了感

谢一生中给予他养育、教导、帮助、扶

持的人。同时也为了意外事故身亡的爱

妻李威。回忆录所得收益，拨作为纪念

亡妻而设立的“黄李威基金”用途。）

黄校长认为，南大早前建立的校外

考试委员制度，重要性应该加强。南大

的教学团队，很大的比重是其本身的毕

业生，年轻有为，但经验上有所欠缺。

校外考试委员不仅有助于成就与维持

较高的教学水平，对校内的年轻教师

而言，又可以成为他们的研究顾问。

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当时请来

的校外委员包括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杨振宁教授。

另一努力目标，是增进南大国际地

位。黄校长指出，早年林语堂离开南

大时对大学的公开谴责，以及后来的

多种委员会报告书，都严重影响了南

大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内各大学眼中

的声誉。“对此复兴中的南大，对教职

员与学生以及许多支持南大的人公平

起见，部分也为提高他们的士气，我觉

得需要有一种自觉的努力去修正因此不

幸而造成的形象。”

同时，南大也应在东南亚区域以及

英联邦的大学家族内担一责任，而不能

如一向所行地自绝于外。1971年，南大

获准参加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以及

英联邦大学协会。过后，校内不仅主办

了若干区域性的会议，也积极参与两个

协会主办的国际活动。不难看出，南大

的国际地位提高，对于毕业生的留学出

路大有帮助。

1972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

问新加坡，时间关系，只能参观一所大

学。她选择了南大。黄校长在南大行

政楼设午宴，招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

贵宾。笔者目前也正在思索，1969年，

南大生物系可以从英国请到学术地位

颇高的正教授安·约翰逊担任系主任，

或许也不简单。

并校决定让他感到失落与茫然

诚然，黄校长对南大最关怀的，

就是它的学生了。他不时为同学们“献

艺”——显露他的小提琴演奏才华。

（1994年退休，黄氏与妻随儿子到英国

定居，最大嗜好是学习制作小提琴。）	

傍晚时分在云南园散步，他也每每停在

半途与老师或学生交流。

1969年就任时，南大已产生了十批

毕业生，黄校长敏锐地观察到：“我曾

去过许多大学，但是没有发现一所大学

有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

如此支持的。因为他们的母校，是在高

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

与长大。是这个母校给了他们一生中唯

一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风雨飘

摇的廿五年之中，南大毕业生约有百

分之十二到海外留学。对黄校长所做

的一切，他们岂能无动于衷？离开南大

前的许多送别会中，令校长大受感动

的是在学生楼举行的一次。“晚会结

束，我准备离开时，发现来参加晚会的

学生已排起队来，形成一个人链，从山

丘上的学生楼一直排到我家房子矗立

之处的另一座山丘的脚下，以便一个一

个跟我说再见。我高兴地与他们每一位

握手，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的

手，这样好几百只手。以前没有，以后大

概也没有……”

1972年，黄丽松接到香港大学的

邀请，希望他能成为港大第九任校长。	

他念及要离开南大“如此尽心支持我

的教职员，以及不同于早期那种焦躁

不安，而恳切与我们合作的同学们”，

一时踌躇起来。然而，回香港，可以和

父亲以及其他家属团圆，而他也将成为

母校创办六十多年来第一位华人校长，

实为华人之光。同时，他计划在南大五

年任期中所要推动的，大部分均已付诸

实行，而大学也似乎在各方面都上了轨

道。于是毅然接受港大之聘。

回香港后，职务繁忙，没什么时间

继续关注南大的发展。直至1980年某

天，新加坡一大报突打电话来询问他

对于南大与新大合并成立新大学的看

法，才知悉南大的停办。接着，教育部

长兼新成立的国立大学校长陈庆炎到

香港找黄氏一谈，而他也乐意为新大

学献策、祝福。但尽管如此，黄丽松仍

在二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

“虽然我相信新加坡政府必有

将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理

由……但对合并仍难免感到悲哀，对

南大如此这般地烟销火灭，也感到无

可奈何的失落与茫然。对数千校友而

言，此一打击更是带来伤痛和失望。

虽然我听说新加坡的南大毕业生协会

倒是支持并校决定的。”

南大如果有黄丽松继续掌校，是否

会办得更好？这是个假设的问题，没有

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黄校长当年为

南洋大学尽心尽力，绝对不是为了只想

它多活十年八年。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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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15日阅报，惊悉黄丽松教

授在伦敦遽辞尘世。马、新、

港杏坛上空一颗巨星殒落了。孔子说：	

“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礼记•檀

引》）。这个噩耗传来，像触电一般，使

我怔住，我的心深深沉浸在悲恸之中，

惆怅良久。

黄丽松教授是著名的科学家，尤邃

于有机化学。曾任南洋大学和香港大学

校长，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代校长；他教

学和治校都取得卓越		的成绩，受到学

术界高度赞赏。他出生于汕头，生长在

香港，港大毕业后，赴内地广西大学执

教。在二战结束时，他获得英国的罗

氏基金会奖学金，负笈英国牛津大学

深造，考获化学博士学位。继后他往美

国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

跟当时深负盛名的卡拉士教授（Prof.	

MS	Kharasch）一起工作两年，从事对

影响自由基反应的各种因素，作深入研

究。在研究期间，他似海绵般汲收最新

的科学知识。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

国权威学报《有机化学学报》（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上，获得化学

界广泛赞誉。

黄丽松教授从小聪颖，少年时就

表现出不平凡的才华。他治学严谨，学

殖深厚，读他的论文，不得不赞叹他头

脑的睿智，思维的精密，他细心做出结

论，其真知灼见，智慧光芒，透过文字

符号闪现出来。

他为人谦和、自牧，与人相处，没有

高深莫测的模样，更没有自命不凡的派

头，或傲视群伦的作风。他的父亲是香

港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幼承庭训，承传

中国传统文化，并学习孔孟礼仪。他总

是一派和气；文质彬彬，谦让有礼，不

忮不求，有鸿儒气象。

黄丽松教授因在化学以及在掌治

高等教育的成就，先后获得3个理学

博士学位。他做过三所大学的校长,分

别为吉隆坡马来亚（1965），南洋大学

（1969）和香港大学校长（1972）。

对南洋大学的贡献

黄教授担任南洋大学校长近4年，

其主要的贡献是：（一）建立研究院以

提高南洋大学的学术地位；（二）提高

南洋大学的国际地位，他为南洋大学

争取到两个国际协会的会员资格：即

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与英联邦大学协

会（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参加了国际高等学府协

会之后，不但在南洋大学校内不时主办

一些区域性的会议，同时南洋大学也积

极参与以上两个协会的其他活动。这不

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也从整体

上推进了南洋大学的发展。

毕生难忘的送别聚会

在《黄丽松回忆录》一书中，黄校

长提到最令他难忘的是南洋大学学生

缅怀前南洋大学校长
黄丽松教授

为他送行的那一幕。他说：“晚会结

束，我准备离开时，发现学生们已排起

队来，形成一个人链，从山丘上的学

生楼一直排到我家房子矗立之处的另

一座山丘的山脚下，以便一个一个跟

我说再见。我高兴地与他们每一位握

手，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

的手。从前没有，以后大概也不会有。

这是我在南大最受感动的经验。这美

好的感觉，至今依然鲜明得像昨天才

发生的一样。”

黄丽松教授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

他有精深的教育理念和独到看法。他

对教育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对大学精

神有独特的价值判断和坚定的信念。

他更是科学界的一位勇于探索，敢于

开拓的科学家。

黄丽松教授在南洋大学任校长不

足4年，但是，他为南洋大学的向善向

上发展，倾注的心力与智慧，以及他的

长者和智者风范，永远铭记在我们的

心中……

如今，令人万分悲痛的是，黄丽松

教授已名列仙籍，哲人其萎，永诀千

古，一代师表，典范长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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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南大情
 怀念父亲黄奕欢

父爱如山，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父亲

亦如是，父亲给予我的爱，更多的像

是把我当作温室里培育的花朵，永远为我创

造最温馨舒适的环境，铺平成长前行的道路，	

毕竟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华族社会服

务。回忆起先父看似平凡实不平凡的一生，更

多的印象是他为南洋地区的一生。

前些日子在机缘巧合下，有幸再度昂首信

步云南园，漫步在这已经是完全现代化的世

界知名的大学城，心中感触无限。虽说少部

分的纪念性旧建筑景观依旧，但更多的是因

应需求而急速窜起的教学大楼与师生宿舍，

就如世界上所有的一流大学一般，时时警惕

着与时并进。走进食堂用餐，感受着来自世界

各地不同族群的学生，早已超越当年创校时单

纯地为南洋地区华夏子弟提供升学教育的目

标。无论在硬件的环境、设备及补助教材上，

抑或是软体的师资、研究项目等都属名列前

茅。令许多当初参与建设南大的先辈们都深感	

安慰。

建立南大的背后推手

先父黄奕欢也有幸参与了南大的建设并

成为建立南大的推手之一，令我深感荣幸，深

深地引以为傲。犹记得年幼时，二战才刚结束

不久，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亦关起了大门，致使

广大南洋地区莘莘学子失去了师资的来源，同

时也升学无门。此外，英殖民政府大力推行英

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试图割断华人

华侨的文化认同感，一直令星马一带华侨各界

忧心忡忡。此时的父亲与六使伯、潘受叔、德

根叔等先辈早已为华社的前途而时常聚集怡

和轩会所，研讨各种华社事件，商议华社前途

及排解华社纷争。

为突破华夏子弟的学习困境及在南洋地

区传承中华文化，诸先辈几经议论决定首开

先例，在星洲创办一所中国以外全面性的华

╱	文		:  黄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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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学，以满足当时南洋社会各界的

需求，于是于1953年由六使伯出面登高

呼应，诸先辈便开始马不停蹄的进行建

校工作。父亲与连瀛洲等华侨领袖，不

辞辛劳多次前往同是英属的马来半岛

及婆罗洲等地，进行宣传与演说，积极

号召当地华人商贾募捐置校，终于获

得华侨社会的认可。事原本就意义重

大，因此很快就获得星马各地区华人的

积极响应，建校的呼声日益高涨，终于

促成了南洋大学的创立。

自我懂事以来，印象中父亲总是把

我带在身边。可能是二战后的那个年

代，社会治安不良，骚动、罢工、拐带与

绑票事件层出不穷，父亲又已是社会上

小有名气的活动家，母亲去世后身为家

中独子的我更是寸步不离父亲的身边。

每天放学后都会被父亲接到怡和轩，

看着忙碌的父亲与六使伯、德根叔等

许多叔伯辈时时忙着开会讨论各种事

项，心底不免有些许的抱怨。而常常看

见他们开会时神色凝重的表情，让我

也只能静静地在一旁做自己的功课，

累了便在会所睡觉，有时候醒来夜已

很深了，才跟着一脸倦容的父亲回家。

但在没有开会的时候，那些叔伯们都

会轮流地陪着我玩，父亲也尽量地争

取时间与我沟通交流，这成为我童年

最快乐的时光。

父亲出生于旧时中国南方的一个穷

乡僻壤，成长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大

时代，由于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从小也

没读过几年书，但这并没有打击他立志

出人头地的意思。眼见乡民为争取三餐

温饱，纷纷飘洋过海南下打工，而后汇

款回来盖房养家成了村中小康，幼小的

心灵很是羡慕，于是便在十三余岁时说

服父母让他过番打工。当时年幼且身

无分文的他便敢敢向“栈间头家”赊了

船票，只身南下落脚于俗称南洋的新加

坡。开始时寄身于杂货铺里当学徒，从

事各种杂役工作。由于做事态度认真，

生活克勤克俭，慢慢地积累了他的第一

桶金，并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与声望，

对于同乡及华社的关怀与支持他从来

不落人后，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早年南来

的成功华商，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

王国。父亲曾告诉我说：“我是个简单

Memories of Huang Yi Huan 
By	Ng	Eet	Hiong

M y profound fatherly love had not only 

nurtured the most ideal upbringing 

environment for me, but had also painstakingly 

paved my growth.  To the best of my memory, 

my father had devoted almost his entire life 

to serve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 was having a leisure stroll in Yunnan 

Garden Campus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cently.  Although it was not 

my first visit, a myriad of thoughts emerged 

from my mind.  The well preserved historical 

monumental landscapes, coupled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buildings 

and dormitories, reflected a modernized 

world-renowned university.   It  ful ly 

exhibited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with other worldwide top 

universities.  While dining in the Campus, 

one could feel the diversity of ethnic groups 

of worldwide stude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When 

Nanyang University(Nantah) was founded, its 

original objective was to provide education to 

students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Its 

successor,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as now developed to be a university with 

world-class facilities. The founders of  Nantah  

should  feel gratified.

My father Huang Yihuan was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Nantah , which always 

makes me feel honored and proud. During 

my childhood, as I could recall,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 great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had lost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due to China’s closed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aggressively promoting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 and discriminating  against Chinese 

education. At that time, my father, together 

with other Uncles, like Tan Lark Sye , Panshou  

and Ko Teck Kin used to meet at the Ee Hoe 

Hean Club to discuss and deal with problems 

fac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fter much discussi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decided  to establish Nantah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My father and 

others travelled all over the places to raise 

fund for the proposed university.  Support 

for the proposal was so overwhelming that 

Nantah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n in a 

few years’s time.

After World War II, social unrest, strikes and 

kidnapping were prevalent.  My father was a 

low profile social activist while my mother 

passed away at my young tender age.  As the 

only child, my father cared for me much and 

kept me close to him.  Almost everyda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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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也喜欢简单朴素的生活及简单的

环境，人需知足才能常乐。”

只要能力所及， 
应为“大我”服务

但从小耳濡目染中国与南洋地区的

民生环境及民族疾苦，因此创立一个思

想自由，互相尊重不分贫富一视同仁，

各种族和平共存的社会，早已萌芽于

心中，他不是达官富贾，只是一个普通

的平民百姓，本应过着平淡的生活。但

本着对华社的生存和前途的责任，他不

能只顾全个我，只要能力所及，对于社

会大众特别是对于华侨社群，当尽己之

力而有所为，为“大我服务”的精神似

乎根深蒂固地在他脑海里。因此南大

school, he would take me to Ee Hoe Hean Club 

where my father and other uncles were busy 

with meetings. Most of the time, I did my 

homework alone without disturbing them.  

Sometimes I would fall asleep, and went home 

with my apologetic father after I woke up at 

late night.  When there were no meetings, the 

uncles would spend time playing with me, and 

my father took every possibl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me. This was the happiest time in my 

childhood.

My father was born in an obscure village 

in southern China and grew up in an era of 

social unrest.  Due to poverty, he had not had 

much education.  However, his perseverance 

prevailed over these severe conditions.  While 

witnessing other villagers going overseas 

for work and remitting money home, my 

father became envious.  He persuaded my 

grandparents to allow him to follow suit. At 

the age of 13 he got a ticket on credit and 

sailed southwards. He started work as an 

apprentice at different places. Being diligent 

and thrifty, he soon accumulated his first 

bucket of gold and built up his social network.  

H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erve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ich helped him  to establish 

his business enterprise.

My was a simple person and wanted a simple 

life.  However, having witnessed all the 

hardships faced by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he began to long for the advent of a free and 

just society . He always had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t heart. Eve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tah, he would still 

devote himself by making contributions and 

serving as a member of the governing  board.  

Nantah had educated and train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My 

father’s humble contributions to Nantah made 

his life extraordinary.

Nantah alumni and former Dean, Mr. Zheng 

Fenxing, has mentioned that the spirit of 

Nantah will exist forever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 The foundation and 

bilding  of Nantah is not only the epitome 

of my father’s life, but also great pioneering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t that time.  My father had 

spent his life time  for the community,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As his son, it makes 

me deeply pro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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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956年开学后，父亲并未因此而功

成身退，相反，事无大小，父亲亦必躬

亲料理以求完善。他曾任南大理事会

常务理事外，尚兼财政等职位，为南大

及新马各界培养了千百人才而奔走疲

劳，不遗余力，鞠躬尽瘁而后已，造就

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而今南大创校六十周年即将来临，

诚如校友也是学院院长郑奋兴博士所

言“南大依旧是南大”，南大精神将永

远存在所有华社心中。推动南大的创

立和发展不仅是父亲光辉一生的缩

影，也是在那个大时代星马人民的机

遇，父亲毕生为乡、为国、为社会、为教

育服务任劳任怨的精神，遐迩同钦。也

让身为人子的我为他深深地感到自豪！

小弟才疏学浅文难成章，但在许多	

南大好友的鼓励和督促下，勉强成文恐

难登大雅之堂，为此深感惭愧，笔末不

足之处尚望诸翁见谅。

陈六使创建南大的两位重要伙伴

和战友，文有潘国渠主持校务，各项

实务有黄奕欢协助联络，马新两地华

社，对华文教育的发展同样做出重大

贡献。

作者为怡和轩俱乐部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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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一声雷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陈六使于1948年接替陈嘉庚当了怡和

轩主席。

接任后，他发出“马来亚（当时新马一体）

是“吾人之故乡”	的豪言，开启华人在居住地

落地生根和产生本土意识的新时代。

1950年，陈六使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

建会馆主席。他秉承陈嘉庚的风范，大力赞助

本地教育事业。他领导的福建会馆大力募捐教

育基金，扩建道南、爱同、崇福三间小学，并重

建南侨女子中学。他还以身作则，捐助马来亚

大学（新加坡大学前身	）新币30万元，足见他

对不同源流教育是一视同仁的。

陈六使对教育和公益事业的热心，显然受

到陈嘉庚的影响。陈六使与陈嘉庚同是福建同

安人，家境贫寒，小学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小

学免费就读。后移居新加坡，曾在陈嘉庚橡胶

公司工作，主僱关系密切，待陈嘉庚如父辈。

后来自立门户，事业有成，紧随陈嘉庚为公益

当仁不让。1936年，陈嘉庚集资16万元购买胶

园，以其收益作为厦门大学基金，陈六使随即

捐助5万元。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时任树胶公会主席的陈六使，以公会名义捐

献129万元，支援抗日。1938年，他出任陈嘉

庚倡组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南洋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新加坡区代表。1939年，

集美校友展开筹款活动，筹得新币30万元，

陈六使个人就就捐出15万元。1942年1月新加

坡沦陷前，陈六使遵照陈嘉庚的嘱咐，把国

币7000万元汇入中国，以备战后集美复校及

福建省复兴经济之用。	

然而，陈六使一生最伟大的贡献，是他带

头创建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1953年筹建南

洋大学的决定，正是由他在怡和轩第一次宣

布的。50年代以前，南洋一带华校的师资和

华校生的深造地要依靠中国。新中国于1949

年诞生后，英殖民地政府阻断了这方面的联

系，本地区华文学校须另寻师资来源并为华

校毕业生另谋出路。

1953年1月6日，他在福建会馆理事会上

强调成立华文大学的必要性：“如果不合力

改善，因循敷衍，则马华文化在二、三十年后

将被淘汰及消灭。”	这就是陈六使创办南洋

大学的时代缩影。

╱	文		:  王如明

陈六使与林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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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创办宣言所揭橥的四大宗

旨，凸显南大的创办合乎时代和社会的

需要。这四大宗旨包括：为中学毕业生

广开深造之门、为中学培植师资、为本

邦造就专门人材、为适应人口增加及

经济发展的要求。

南洋大学创校历程崎岖而艰巨，陈

六使以其惊人的毅力和韧性，带领团队

闯过一道道难关。1953年1月23日，他

率先宣布捐献新币500万元，号召华社

以自身人力和物力，创办一所高等学

府。他还以福建会馆主席的名义，承

诺捐献裕廊一块面积520英亩的土地

作为校址。福建会馆董事李光前也慨

允认捐实收义款总额的30%。陈、李

二人登高一呼，如同平地一声雷，轰动

新马华社。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华

商联会带头公开支持建校的各种社团

多达279家。那年5月，建校筹备委员

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定名大学为	

“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

并邀请学者及文教界人士共同筹划建

校事宜。5月5日，筹建中的大学以“南

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名义获准注册，

随即成立“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推

举陈六使为主席。他在7月26日举行的

南大奠基典礼上慷慨陈词：“我们是

在这块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

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

存。”1954年，新马两地募捐运动波

涛汹涌，各界慷慨解囊，大小义款源

源而至。打工仔捐出一日所得，小贩

义卖，三轮车夫义踏，德士义驶，理发

师义剪，舞女义演，涓涓细流，汇成巨

川，寸积铢累，众志成城。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举行简

单而隆重的开学仪式，3月30日在校内

举行升旗礼，正式上课；云南园里，莘

莘学子如沐春风，弦歌不绝。南洋大学

落成典礼，于1958年3月30日举行，是

日通往云南园的道路，从武吉知马七英

里延伸到裕廊路，长达十余英里，万人

空巷，人们怀着爱护民族教育和支持南

洋大学的炽热之心，从四面八方涌来。

落成典礼由顾德总督主持，他称赞华人

社会对教育事业的热心，使创办南大获

得成功。陈六使在致词中强调南大教学

媒介华英并重，以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

交流、友谊及合作为宗旨。

南大成长的艰难，毫不亚于创校

的过程。陈六使为了维护南大、改进南

大，也为了争取南大学位受承认，和确

保南大的大学身份不变质，殚思竭虑，

用智出谋，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和

凛然不屈的精神。南大于他，犹如自己

的骨肉，爱护备至，仁至义尽，呕心沥

血，忠贞不渝，赢得广大民众的尊敬

和爱戴。

他曾对新聘的校长林语堂寄予厚

望，没想到这位学人的办学理念与南大

的创校背景、宗旨和现状南辕北辙，双

方闹得不可开交。1955年，陈六使为了

不加重大学的财务负荷，自掏腰包，用

新币30余万元打发林语堂和他的随从

离开，南大继续走其自力更生之路。大

学先修班于6月15日借华中和中正中

学正式开课，标志着南洋大学已作好

启航的准备。

“树欲静而风不止”，此后尽管南

大上下齐心协力，在学术上不断提升，

但暗箭明枪，不利南大的言论、政策

和报告书，从殖民地时代、自治时期，

马来亚时期和后马来亚年代从未间断

过。随着陈六使公民权的被褫夺，华

文教育陷入重重的困境，南洋大学于

1980年走入历史，已是不可挽回的人

为结局。

尽管如此，南大和南大学生的整体

表现，并未辜负社会的期望。当年大学

门户开放，采用美国学制，广招学生，

内中不乏优秀人才。在短短的24有生

之年，培育数以万计的南大儿女，其中

有默默奉献的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会

计师、国会议员、生意人、基层领袖等。

也有许多南大生从云南园走出去，奔赴

世界各地深造，以优异的学术成就为母

校赢得无上的荣誉。

事实说明，南洋大学的诞生，是历

史的必然，而她的终结，如同华、巫、

印中小学的终结，是政策的必然。政策

的必然只能去除南大的躯体，历史的必

然却使南大精神奇迹般地延续下来，并

不断发扬光大。

反观陈六使负重忍辱，炼就石中

金、石中钻，一副铮铮铁骨。当历史岁

月淘尽泥沙后，金钻愈益金碧辉煌、光

芒四射；硬骨头化为不朽的南大精神！

已故蜚声国际的文学大师韩素音，

对陈六使发出的肺腑之言，是后人应该

时刻铭记在心的：“我们要饮水思源，

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一个很伟大

的人，就是陈六使先生。”	

作者为本刊编辑顾问

本文参考南大校友的相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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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先驱林连登
二三事

提起林连登，或许有人会联想到林连

玉，不过知情的人却不会把他们的

名字连在一起。虽然他们同时在教育领域活

动，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人；即便他们同样发扬

华文教育，也各有不同的想法。

林连玉（1901-1985），是公认的第一华教

斗士。他的斗争和遭遇可歌可泣。晚年的落寂

并没有遮盖他死后放射的光辉。

林连登（1870-1963），是白手起家的富

豪。他在49岁那年才介入教育，领导兴建韩江

小学（1919年）；更在80岁高龄时再度出手兴

建韩江中学。因此韩江与林连登的名字一起

长存。

林连玉和林连登并非志同道合

1958年3月，教育部规定华校初中毕业生

必须经过升学考试及格，始可升入高中读书。

韩江中学董事长林连登对此有所不满，致函教

总，要求华文教育三大机构（马华、董总和教

总）负起交涉的责任。

教总主席林连玉为尊重林连登的地位，也

就在同年4月6日召集教总工委会议决：“教总

不赞成初中升高中必须考试及格”。

后来林连玉说，刚当选马华总会长的林苍

祐同意在6月1日举行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会

议，以讨论考试的争议。

就在消息公布后，林连登提前在5月下旬召

开董事会议，认为交涉未有成效，也就议决：

韩中的初中毕业生如不参加升学考试，就不得

升入高中一年级。林连玉对林连登态度的转变

有所不满。他说，首先反对升学考试的是林连

登，后来屈服的也是林连登。

抑有进者，在事后有两名韩中学生对林连

登的转变有所质疑，也就招致林连登大怒，立

即把他们开除。

其实，这时候杨邦孝（时任马华宣传主任）

已经向教长佐哈里交涉，把争议摆平，佐哈里

同意参加升学考试只是测验性质，不阻止初

中自动升高中。

╱	文		:  谢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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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令林连玉对林连登始终耿

耿于怀，虽然他们的名字看似兄弟关

系，实则各有不同的看法。也因为这

样，林连玉和林连登更无法为华校形

成“双剑合璧”，他们之间存有解不开

的心结。因此提到林连玉，人们不一

定会想起林连登，他们是不能相提并论

的。（参阅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下	

集），第45-52页）

创办韩江  功标青史

但是如果你把林连登和韩江连起

来，其意义就十分深远了。因为有了林

连登才有1919年韩江小学的成立；更

因为有了林连登才有1950年韩江中学

的创立。以致在千禧年时，董事会创办

了韩江学院，成为全马独一无二的完整

教育体系的三校并立的学府。今日韩江

现址的32⅓依格的土地已成为桃李春

风的园地，突显出林连登个人的伟大。

韩江小学是在中国“五四”运动那

一年（1919年）创立，意义显得不同凡

响。最初韩小是在潮州会馆内上课，后

在会馆毗邻购地兴建韩江小学，但因地

方狭窄，学生日益增加，又不敷应用。

在新教育法令下，当韩小必须转变

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也就一定要搬

迁。于是就在原有的韩江中学毗邻盖

了一间可收容超过千名小学生的新校

舍。这座新校舍在1962年落成，符合

了教育法令的规定。

今天的韩江小学，因受教育局规定

的影响，学生不得超过千名。因要照顾

附近的六间华小，如果过多学生涌进韩

小，则附近的华小将缺乏新生。这种为

照顾大局的安排，韩江同人没有异议。

屈指数来，再过四年就是韩小迎

来百年创校庆典，标志着韩小已完成	

“百年树人”的长征，未来还有更长的

路要走。

无可否认的，林连登在后期是把更

大的心思放在韩江中学方面。这间中学

本来在1939年计划兴建，因为泰国政

府禁止华校的存在，小学生无法进入

华文中学，林连登决意创办中学兼收

容泰国华裔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来的计划

停顿下来。战后潮籍人士恢复韩小，

并在1948年劝服林连登献地办中学。

林连登以董事长的身份在1950年7月	

15日为韩江中学主持奠基礼，在致词中

不忘提醒时人及后来人。他这样说：	

“今日奠基礼，树人万万年”。此后7月

15日成了韩中的校庆日。

这种豪情显示林连登对教育的执

著与对其前景充满信心。为了打破纪

录和让人刮目相看，林连登把办中学

当成大学来办。

林连登的博士迷

1951年下半年，林连登一口气请

了五位博士到韩中掌校和执教。他们

是庄泽宣（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在联

合国教科文机构任职）、熊叔隆（美国

康乃尔大学化学博士）、黄尊生（怡保

人，法国里昂大学历史博士）、何永佶

博士及严元章（伦敦大学哲学博士）。

庄泽宣任校长，严元章则当教务主

任。林连登在后来又多请了两名博士，

他们是黎东方博士及方学李博士。在

林连登的眼里，要么就办一流的中学，

让人难望其项背。林连登迷信博士和

教授，他认为聘请博士不但可提高韩

中的知名度，也可让人知道他是非一

般的富商。

虽然如此，林连登似乎对每个博

士校长都有意见，也就造成他们的服

务期限不出两三年。庄泽宣任职只两

年，第二任校长是熊叔隆博士。两年

之后（1955年），他应聘到南大执教。

继熊叔隆之后，是黄尊生博士出任第

三任校长。他为韩中校歌写词，也为韩

中立校训：“笃于文行”。而他对韩愈

的佩服更是五体投地，他在校歌中颂

扬韩愈，希望韩中的“文风远绍昌黎	

（韩愈）。”

1957年黄尊生离开韩中前往台湾

文化大学执教，林连登另请方学李博

士继任校长。不到一年双方起冲突而

闹上法庭，方学李在获得数万元的补

偿金后被解雇。

向陈六使“商借”教授掌韩中

林连登与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交情

好，于是转而向陈六使商量“惠借”汪

少伦教授于1959年执掌韩中。

汪少伦是军人出身（任师长），曾

任中国的教育厅长，学历硕士，1955

年已在南大执教。基于林连登有功于南

大，陈六使也就答应汪请假一年。没想

到汪少伦后来当上瘾而决定不走，直到

1962年才离开韩中。

林连登与陈六使都是献身教育的

商人，在南大筹办期间，林连登一口气

捐了50万元予南洋大学，以兴建古色古

香的图书馆。在其建筑前面墙上曾刻有

林连登捐献50万元的铜牌，刘玉水则

捐25万元。今天这座建筑物已被改成	

“华裔馆”，不再是昔日的图书馆了。

虽然林连登也出任槟榔屿南洋大

学筹委会主席，但他从未过问南大事，

而是与陈六使建立私人交情后，得以

向陈六使借人才。这段杏坛佳话，也证

诸昔日在韩中执教的博士后来也走向

南大，其中佼佼者当推后来出任南大教

育系主任的严元章，他也在后来升任南

大文学院院长。

由此可见，韩中与南大从一开始就

有师资的交流，而促成交流的人正是

陈六使与林连登。林连登于1963年以

93岁高龄逝世时，陈六使则不幸被剥

夺公民权，并于1972年逝世。

作者为马来西亚资深时事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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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森其人其事

宋森(1878-1952)，字华献，别字木林。清

光绪四年，诞生于广东省鹤山县昆东乡平冈村

谷岭坊。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经商，家境

颇宽裕。因此，宋森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

在私塾里学习四书五经和史传等儒家经典，

从而奠下扎实的文史知识基础，确立了儒家传

统的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人生价值观。1898

年，在康、梁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他摒弃了封建

科举，接受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选

择“教育救国”的道路。1905年，清政府正式

宣布废除科举制，同时在广州开办两广初级

师范简易科，宋森考入该校，成为第一期学

员。1906年，28岁的宋森毕业于两广师范，

在省内中学及师范传习所任教一年，即由同乡

华侨宋衮儒引荐，到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

宋森是早期新马华侨教育的开拓者之

一。1907年至1915年，他担任新加坡养正学

堂／学校校长，在新加坡组织英属华侨教育

总会，任治事部部长。1915年回国考察。1916

年，应陆佑之邀，再次赴南洋办学，出任尊孔

学校、坤成女校校长，任职到1919年。在这

期间内，发起组织雪兰莪华侨教育总会，出任

会长，创办过人镜白话剧社。宋森积极从事社

会活动。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

他领导华侨抵制日货，被英殖民当局逮捕，拘

禁三个多月后，被递解出境。

养正校长宋森的功绩

养正学校的前身为“广肇养正学堂”，清

光绪三十一年(1905)3月6日为广帮侨领赵沛

堂、黄莆田、宋子佩、陆寅杰、吴有胜、林维芳

等人所倡设，后经粤商踊跃捐输，即以二万元

购得大坡柏律(Park	Road)民房第十三号至廿

三号十一间，用作校舍。购屋事完竣后，惠州

邑侨请求合办，众议允许，遂改定校名为“广

惠肇养正学堂”，盖取“易经”“蒙以养正”之

意。1907年正月廿二日，举行开幕仪式。当时

学生仅百人，分为高初两等上课。养正学堂创

办初期时，聘陆敦骙为首任校长。他又聘鹤

山同乡的知识分子宋森、宋衮儒、陆吉甫到校

宋森与养正学校╱	文		:  叶钟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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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1908年9月，陆校长辞职返国，

宋森继任校长。民国成立后，改称“养

正学校”。

实利主义的教育方针

宋森是战前养正学校历任校长中，

任期较久，而又颇著声誉的一位。宋森

致志教育，深感国难当前，需才孔亟，

凡所负教育之责者，应高瞻远瞩。他视

事后，即扩展课程。1911年，他增设英

文科，并遵照学部行章，减并学科为五

科，以期学生易于领悟。1912年，该校

学生已达一百五十余名。1913年添设

商业科，增进学生的谋生技能，并培养

勤俭耐劳的学风。1914年附设半日学

班，以备学习英文之华人子弟，得以补

习母语。又附设夜学，让各贫民子弟及

年长失学者入校肄业。1915年增设女

子教育部，后因故停办，另由热心家出

而接办，即南华女校。

据当年养正校友英以权回忆道：	

“老师们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

校长宋森先生。母校在他的主持下，校

务是蒸蒸日上的。他毕生从事教育，没

有一天间断过。在养正的几年间，他对

学生是孜孜不倦的训导他们。他不仅是

学生的良师，而且是他们的诤友。学生

则把他当作自己的家长一样地敬爱他。

他启迪了学生的知识，同时也激发了他

们的爱国心。他提倡国货，在学校举行

宏伟的国货展览会，展示由祖国厂商所

出产的工业品，使学生以及同侨怀念着

祖国。在当时，这样的展览会是创举，

曾经轰动了当时的华社。”

举办华人制造品及学校成绩展览会

养正学校遵循传统，每届孔圣诞

辰，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俾让各界人

士参观。1913年9月27日，该校在展览

会中所陈列作品，分为文字（包括国文

及英文），手工及图画成绩陈列所，吸

引不少观众。

1914年10月16日及17日，养正学

校破天荒举办华人制造品及学校成绩

展览会。当时正值欧战爆发，战云密布

之际，工商界因受战争影响，呈现疲

乏现象，因此对于征集展览会作品的

兴味，殊为冷落。幸赖各工作人员不辞

劳苦，多方罗致，始得完成此创举。展

览会的宗旨，为陈列华人制造品，藉以

唤起爱国心，挽回溢外之利。至于所陈

列学校成绩作品，包括文字、图画、手

工等，是为表扬各校的特长，促进教育

的进步。在展览会开幕礼上，总领事胡

惟贤及董事梁文甫均发表演说，对祖

国实业之大势，展览会的得失，有所发

挥。南洋英属华侨教育总会总理陈赞

朋，则阐述外国富强之道及中国贫弱

之故，说明补救之道。

展览会过后，对推展国货的销售，

颇有功效。养正学校，再接再厉，于

1915年10月2日至5日，一连四天，举

办第二次华人制造品及学校成绩展览

会。据主办当局宣称：“这个展览会是

为工艺学业比较竞争之场所，亦各界

事业扩张之广告之临时机关，其规模

之大，可想而知。”

鼓励学生发起组织储蓄银行

1914年4月，养正学校高小二年级

学生李启华等人发起组织学生储蓄银

行，原因是上一年高小年级添设商业

科，此举可以令学生掌握基本商业知

识。据该校“学生储蓄银行简章”规

定，实备资本400元，分为800股，每股

收银五角。凡属学生，皆可参股。所有

股本存于殷实商号。新加坡华校之附

设学生储蓄银行者，实始于养正学校，

据悉，南洋工商补习学校迟至1923年

才设立学生银行。

组织学生游艺团白话剧

1915年10月间，养正学生组织游艺

团白话剧，为学校筹款，以扩建校舍，

并作为社会教育的辅助。最初游艺团曾

致函广东岭南学校及南武学校，征求剧

本，惟因不适合当地演出，乃自行编纂

三本：即《毒妇现象》、《善恶有报》、

《假狗案》，特假松柏街新舞台开演，

剧情不涉及言情荒诞等。登台演出者皆

为高小毕业生，并须得到家长父兄的允

许。但这个演出却遭受驻新加坡总领事

胡惟贤发表其〈意见书〉，大肆抨击，认

为怂恿学生演剧，有伤风化，违背教育

原理。这引起宋校长为文加以驳斥。

其实，养正学生以前曾粉墨登台，参与

吉隆坡振武班在新加坡的演出，为广惠

肇留医院筹款。当年耆英善社在牛车水

梨园为筹款救灾演剧，养正学生亦有登

台穿插表演。由此可见，宋校长对于戏

剧活动的推动，不遗余力。

社会活动家

宋森校长对于社会公益，非常热

心。为了建校或救灾筹款，常常沿门

劝捐，终日风尘仆仆，埠上市民视为

教育界的创举，自有校长以来，未之有

也。1909年9月4日，报载日本帝国侵

凌中国东北，在他鼓励下，养正学生于

放学后，将平日所购日货，携往珍珠山

脚大操场，付之一炬。

1912年5月14日，为广州殉难诸烈

士成仁周年纪念，星洲各校及侨团假小

坡同乐园举行追悼会，宋校长在会上发

表演说。同年9月，宋校长受邀在星洲

书报社演讲。10月20日，在商务研究

所致词，主题为振兴国货，挽回利权。

宋森是一位极富开拓进取精神的

教育家，在新马两地华侨教育史上，作

出重大的贡献。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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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土地上的奇葩
中亚哈乌吉三个斯坦国记游

各有渊源。而且所闻、所见、所思、所悟，五味

杂陈、五色缤纷、五音灌耳。剪不断，理还乱，

真个心有余而力不足！

文化浸润  历史反思

回顾中亚，决非铁板一块。其间有沙漠绿

洲、雪山翠湖、荒原沃野、奇特地貌。有先民，

有外来者，更有先民文化和外来文化；有碰

撞，有战争，更有交流融合，连绵不断。滔滔

行万里路，身历其境，我喜欢。神游其

间，以文代步，我也喜欢。但是，此

番要给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三个斯

坦国留下一二亮点、梦幻往事、感觉流淌、零

碎记忆，	却是几经周折的。不仅因为国度陌

生	-	朋友说，斯坦而已，有什么好看？语言

不通	-	突厥语演变而来，第一次痛感英语至

上的无力；历史纠结	-	时间跨度，犬牙交错，

难辨方向；文化繁博	-	大熔炉里，脉络不一，

╱	文		:   雨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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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背景是先民粟特文化，外来

波斯文化，突厥文化，阿拉伯文化，中

国历朝文化，西辽（契丹）文化，苏俄

文化等；近景是突厥汗国（7世纪），萨

曼王朝（9-10世纪），喀喇汗（黑汗）

王朝（11世纪），金帐汉国、察哈台汗

国（13世纪），帖木儿帝国（14-15世

纪），哈萨克汗国（16世纪），布哈拉汗

国、希瓦汗国（17世纪）、浩罕汗国（18

世纪），苏俄占领时期（19-20世纪）。

三个斯坦国，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脱

离苏联而独立。在时代和社会大熔炉

中锻造，终于崛起为民族国家，有明确

的疆界、主权、身份、特征和面貌。多亏

马来亚南大教育基金会的妥善安排，让

大家有机会涉足这片土地，感受这个纯

然不同的世界，一路沉浸在视觉享受、

文化浸濡、历史反思、心灵震荡之中。

先前并不知道哈萨克斯坦国土面

积高居世界第九位，达277万平方公

里，约等于马来西亚的8.6倍，比新加坡

则不知要大多少倍。它像一片不规整的

大蚕叶，横亘在俄罗斯亚洲疆域以南。

南部毗连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东面与中国接壤。人口1700万，以

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为主，各占56％

和27％。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500年的

卡萨人，属斯基泰文明。我们曾在旧都

阿拉木图国家博物馆见过出土的头戴

尖顶金冠的首领模型，十分英武。后有

丝绸之路的商业活动，匈奴、突厥的迁

入，阿拉伯和蒙古的入侵,		回教的传播

和普及，地区内回教王朝的频繁更迭，

直至16世纪，哈萨克人才建立世界上最

后一个游牧帝国，但终在俄国的觊觎、

渗透和颠覆下遭并吞。

独立后建新首都

	哈萨克斯坦的新都阿斯塔纳和旧

都阿拉木图，分别是我们这次旅程的

首站和末站。在阿斯塔纳，我们目击

哈萨克斯坦建国后，雄才大略的总统

纳札尔耶夫如何费时17年打造一座崭

新的城市,	吸引了70万人口入住。飞抵

那里，已是华灯初上，回望夜晚的机场

大厦，灯火通明，蓝色的穹顶，衬着青

绿色的圆形正厅，两边隐隐约约是延

伸开来的过道，别有一番异国风味。

次日，导游带大家参观兴建刚5年、	

68米高的东正教堂，外观庄严肃穆、内

部正面布满圣像，色彩斑斓，穹隆和灯

饰金碧辉煌，圣歌委婉悦耳。之后，我

们被带到建于2012年的亚洲最大的哈

兹勒苏丹(Hazzret	Sultan)	清真寺，入

内前男女皆须脱下鞋子，女的还要披

上带头罩的外袍。圆柱穹隆，壁龛罗

立，厅堂宽敞，气势非凡。壁上的马赛

克花草图案，淡雅而精巧。清真寺四角

各立一座尖塔，高耸入云，整体设计富

现代感。市内还有象征生命之树、以不

锈钢和玻璃为材料建成的瞭望台，高	

97米，上方呈枝桠状，环抱一颗圆球，

象征太阳、生命与希望。此外，也浏览

了阿斯塔纳少年宫和美术馆，发觉少年

儿童的活动间色彩娱人、装饰优雅，美

术馆展示的作品风格多样、品味不俗。

所有这一切，凸显了这座新城市的宗教

和谐、重视审美、开放和进取。

	与阿斯塔纳相比，旧首都阿拉木

图的景致截然不同。这是苏联时期重

点建设的“苹果城”，历史悠久，人口

160万，交通拥挤。这里林木青翠，天

山陪伴，阳光灿烂。旅游车行驶于凹凸

不平的公路上，颠簸近300公里，穿越

干旱的荒原，才开抵察岩(Charyn)	峡

谷。队友迫不及待，疾步趋前，先睹为

快嘛。站立在峡谷上方，仰望对面山峦

起伏，或裸露不同颜色，或长着绿树、

矮丛，山体在阳光的照射下明亮有别，

赏心悦目。越往前走，景致越奇。一座

座“古堡”和“高楼”，赫然矗立谷底，

一路延伸。那是经历了1200万年的风

化作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鬼斧神工。

这条特有地貌深入地底150至300米，

长2公里，最后一一被定格在我们的

手机和录像机的镜头里。观光2小时，

往返9小时，但车程的艰辛，抵不过满

眼的福气。之后游大阿拉木图湖，队友

分乘三辆小型旅游车，盘山而上，直达

海拔2800米的山坳边。绿树盎然，俯

瞰小家碧玉，湖水湛蓝，残冰待融，阳

光从白雪皑皑的天山照射过来，映衬

满湖的翡翠。坡地叠石嶙峋，登高望

远，心旷神怡。湖对岸小径逶迤，导游

说步行约二百公里就可到达邻国吉尔

吉斯斯坦，这话勾起一段遐思，当年唐

僧师徒行色匆匆，想必无暇欣赏这绝佳

的湖光山色吧。

在哈萨克斯坦察岩峡谷体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二公里 

长的“古堡”、“高楼” 赫然矗立于深数百米的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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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人物帖木儿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哈萨克斯坦南

面，有锡尔、阿姆二河川流而过，史称

河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国土面积44万	

平方公里，沙漠、半沙漠隐藏在荒原尽

头。但我们所到的首都塔什干、古城

布哈拉和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地处

绿洲，自古是富庶之地，人烟稠密。今

日乌国人口近3000万，乌兹别克人占

85%，俄罗斯人、哈萨克克、塔吉克人

和维吾族等130多个民族，合起来仅占

约15%。因为与中国接壤，古代丝绸之

路很早就经过这些城市，张骞、法显、

玄奘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地位突出，

主要因为它拥有一位灵魂人物，那是

14-15世纪大帝国的缔造者——帖木

儿（Emir	Timur,	1336	-	1405）。他是

突厥化蒙古人（一说突厥人），一生征

战40余载，所向披靡，被誉为那个年

代最强大的武力，他所建立的帖木儿帝

国，版图遍及西亚、南亚和中亚。乌兹

别克斯坦于1991年脱离苏联独立后，

大力宣扬帖木儿的丰功伟绩。在拥有

210万人口的塔什干，我们参观一座美

轮美奂楼高三层的博物馆，里头展示

大量文物和精美图画，系统地呈现帖

木儿帝国的宫殿、音乐、征战、建设、

狩猎、市集、学堂、天文、喜庆、吟诗等

场景。人们在博物馆陈述的帖木儿格

言中，认识到他是一位杰出的建国者、

军事家、经济家、外交家、学问家。博

物馆附近还有一处帖木儿广场，在巨

大的红褐色大理石上，竖立着帖木儿

骑在马背，上身挺立右手伸展，策马驰

骋的英姿。在塔什干，导游第一时间

带我们参观“无畏”（Courage)	纪念

碑。1966年4月26日，一场大地震对塔

什干造成严重破坏，30万人失去家园。

纪念碑建于1976年：黑色大理石的立

方体基座，凿出黑白相间的裂罅，象征

地震的撕裂。另一面刻上时钟，固定

在地震发生的时刻：5时23分。基座上

并肩站立一对男女，面对灾难，坚毅沉

着，男子跨着大步，女子保护依偎在肩

上的小孩，体现苏联时期高扬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离开塔什干前，我

们在考斯特-伊姆	(Khast	Imom)	广场

的可兰经陈列馆，见到帖木儿于14世纪

带至撒尔马罕的乌斯曼（Usuman)	可

兰经，规格为70x60公分，两页并列阔

120公分，用鹿皮纸书写，是回教世界

中仅有的庞大而完整的可兰经。与此相

对比的是，另一个房间陈列一件仅大拇

指大小的可兰经袖珍本，展品一侧注明

书写者姓名，年代（2009）、何处人（塔

什干）、城区、地址和门牌，如此细心，

说明他们不仅对作品的重视，也是对作

者的尊敬！

如果说哈萨克斯坦兴建新首都以

凸显独立新貌，乌兹别克斯坦则以重

塑帖木儿的形象，从历史中寻觅现代

立国之本，塔什干的独立广场增强了

寺院古城布哈拉

5月24日离开塔什干，乘摇摇摆摆

的老式螺旋桨客机来到乌兹别克斯坦

第三大城市、人口约25万的布哈拉古

城，第一印象是机场不让拍照。布哈拉

一字源于梵文，意为“寺院”。我们下榻

的酒店，就在古城内，圆顶、长方竖墙

开了尖顶拱门的清真寺,	比比皆是，不

禁令人忆起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南	

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

酒店步行到池塘边的餐馆，但见树荫

下桌子绕池而列，坐满用餐的人群，气

氛祥和欢怡。路旁小公园有一尊铜雕，

是关于驴子与阿凡提的故事，当地人

纷到铜雕前拍照，他们的穿着不俗，女

的一口金牙，花枝招展，十分欢迎我们

上前合影。乌兹别克人的率直、友善与

热诚，处处可见，他们的快乐指数，远

在我们之上。但是，游过布哈拉，真不

能把它当成一般旅游景点，那是一个

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回教到来之

前的漫长岁月当地统治者曾建立城堡；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独立广场修建的人性化“哀伤母亲”大型纪念雕像。

这种感觉。春天降临，广场披上

绿装，空气格外清新。游客三五

成群，走在宽阔的石板路上，望见

高耸的褐红色花岗岩基座上，安

着偌大的球体，刻有乌兹别克斯

坦的地图轮廓，象征国家的独立和

新生。球体取代原先竖立在那里高

25米的列宁雕像，去苏维埃化的意

图显而易见。1999年，卡里莫夫总

统下令修建人性化的“哀伤母亲”

纪念碑，碑前设有长明火，纪念为

祖国自由与独立而献身的先辈。

但是，苏联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

的历史，仍受到尊重和纪念。当年

五十万乌兹别克斯坦公民远赴他

国，抗击希特勒军队的入侵而捐躯

沙场，他们的姓名密密麻麻刻在木

雕长廊一扇扇活动的小木门上，让

人翻动、哀思和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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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盛行后，清真寺、皇陵、经院不下

千座。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如雅克城堡

（5世纪）、萨曼皇陵（9-10世纪）、卡

扬宣礼塔（12世纪）、卡扬清真寺（16

世纪），见证了中世纪中亚建筑的优异

成就和领先地位；历史悠久，本土色

彩浓厚。雅克城堡（The	Ark)	原是布

哈拉统治者及家属的砖砌堡垒和居所，

几经毁坏和重建，一再迭加，形成18米

高的丘冈，内有宫殿、国库、官吏住所、

兵器库、监狱等，城墙曾遭苏军炮轰，

部分残缺不全。萨曼皇陵	(Samanid	

Mausoleum)	外观呈立方体，被半球状

的圆顶覆盖，象征地球和宇宙，墙厚1.8

米，以波斯人发明的火烧砖建造，细看

砖块叠合完好，据说是以骆驼奶为和泥

液浆，砖块拼接精巧，上面的图案清晰

有序。这座皇陵已屹立千年，是中世纪

中亚建筑艺术的典范。建于公元1127

年黑汗王朝的卡扬	(Kalon)	尖塔也是奇

观之一。塔高47米，呈锥形，底阔，自下

而上渐小，顶部是圆筒形的悬楼。最奇

特的是塔身有14道装饰带围绕，每一道

都是靠砖片砌成图案，道道迥异，变化

有致。显然，从设计、施工到完成，皆

出于一名建筑师之手，即使精微之处

也是风格一致的。它能保存至今，一说

成吉思汗当年被精湛的技艺所震慑，

未下令摧毁，另一说附近居民以土掩

埋，尖塔遁形，逃过一劫。400年后建

成的卡扬清真寺，采用精美的蓝砖，是

对砖块进行磨光和上釉，以达到马赛

克的装饰效果。清真寺长127米、宽78

米，有288个双层顶壳的楼顶组成主体

建筑，凉台广阔，风格开放，可同时容

纳12000信众，气势磅礴，令人观止。

不一般的撒马尔罕

	旅游车开出布哈拉，一路巅簸，好

不容易才抵达相距270公里的撒马尔

罕（Samarkand）。这是乌兹别克斯坦

第二大城市，人囗约40万，这些都不足

以让人刮目相看。重要的是，早在公元

前139年，汉代张骞已远道而至，他称

之为“康居”，公元628年，时值贞观

三年，玄奘来到“飒秣建”，即撒马尔

罕。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异

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穑各

植。林树翁郁，花果滋茂……（其人）

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中国

的造纸术便是从撒马尔罕传至叙利

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意大利、法

国、北美等地。更惊人的是，大约700

年后，这里诞生了举世无敌的帝王帖木

儿，他的诞生地撒马尔罕也因此成了帝

国的首都。来到这里，你才算真正看到

帖木儿的身影并感受到他的影响力。

	1212年成吉思汗兵力横扫欧亚，

却未能长守，仅给儿子留下封地，无

甚作为。可是，帖木儿却叱咤风云，能

攻能治，允武允文，几代相传，威振中

亚。撒尔马罕古城中心的列吉斯坦广

场（Registan)	，正面矗立帖木儿帝国时

期一座乌鲁伯经院，建于1417-1420，	

其外墙的几何图案以马赛克装饰，两

侧是宣礼塔，给人以稳健壮严之感。

左侧为季里雅-卡利（Tyilia-Kori)	经

院，建于1646-1660，以镶金见胜，右

侧为施尔-多尔（Sher-dor）经院，建

于1619-1636，外墙上方两端各展示一

只黄狮，明显乖离回教不崇尚动物图像

的忌讳，叫人百思莫解。它们是中世纪

培养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学校，格局讲

究，中央是一个大广场，三座建筑鼎

立，宏伟壮观，气势恢宏，足见那些年

代执政者对教育的重视。乌鲁伯是帖

木儿之孙，既是统治者、诗人，又是天

文学家、哲学家，他曾亲到经院授课，

这里是他统治期间推广世俗科学思想

的中心。我们还参观了乌鲁伯天文台博

物馆，了解中世纪帖木儿帝国的天文学

成就，亲睹原先为安装六分仪而在离地

面建成的深11米宽2米的斜坑道。当年

该天文台编制的新天文表和发展的天

文学基础理论，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列

的。它测定的1018颗星辰方位，是希腊

天文学家希巴之后的最精确的记录。

帖木儿帝国的实力

	帖木儿帝国的实力，从清真寺和陵

墓的建造中可窥知一二。帖木儿为心目

中的继承人、他的孙子穆罕默德·苏丹

建造的，后来也安放他自己的遗体的

古尔-艾米尔（Gur-Emir)	陵墓，其造

型、色彩、穹隆独具一格，被誉为中亚

建筑瑰宝，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陵墓

内也安放另外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的遗

体，乌鲁伯和帖木儿的宗教老师也安葬

在这里。另一处取名沙赫静达（Shakli	

Zinda)	的青色调子建筑，中央走道两

侧共计有13间装饰精美的统治者及家

属的墓室，有一间安葬外人，是一名建

筑师，足见他们对人才的重视。这座陵

墓最受崇敬的安息者，要数先知穆罕默

德堂弟库桑（Kusam	ibn	Abbas)，传说

他是在7-8世纪从阿拉伯前来传教时

殉难于撒尔马罕，陵墓意为“永生之

王”，显然与库桑有关。我们一路走去，

越往前越感神秘，墙面装饰愈加繁褥，

调子也愈加沉重，主体部分建于11-12

世纪。穆罕默德十分欣赏库桑，他曾留

话：“库桑在性格和相貌上，比其他任

何人都更像我。”

撒尔马罕古迹中，最具传奇和浪漫

色彩的，莫过于比比哈努姆（Bibi-Kh-

anym)	大清真寺。传说帖木儿的王妃为

了给远征的丈夫一个惊喜，下令建造前

所未见的巍峩清真寺，但建筑师因爱上

她，故意怠工，王妃急了，他要求一个

热吻，才愿意加快工程。王妃急中生

智，取出几粒染上不同颜色的鸡蛋说

道：女人就像这些彩蛋，看起来不一

样，剥开后都一样，并同意赐他几名

宫女。建筑师不吭声，取出两个杯子，

一杯装水，另一杯装白酒，说道，它们

看起来都一样，但一杯平淡无奇，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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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入口热乎乎的，叫人兴奋。王妃最后

勉强接受他的请求，谁知建筑师情不自

禁，吻得太猛，留下难以消除的吻痕。

帖木儿从印度班师回国，比比哈努姆清

真寺如期完工，但建筑师的越轨行为难

逃他锐利的目光，被下令处死，并通告

所有女性此后戴上面纱。乌兹别克籍

男导游苏拉讲完故事后，还幽了一默：	

“其实，那时这位王妃已是高龄60多

岁的老太婆了。”这座建于1399-1405

年的雄伟的清真寺，绝对是帖木儿晚

年有意以它炫耀帝国的功勋，同时也

要把当时的建筑艺木提升至新的高水

平，傲视整个中亚地区。虽然展现在面

前的是早已坍塌，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

重修，工程远未完成的庞大建筑群，但

其高耸的外墙、双重拱门和内部广阔空

间，不能不把我们带回到帖木儿帝国昔

日的辉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为了建造比比哈努姆，帖

木儿从伊朗和印度招聘大批优秀建筑

师，并调动95头大象搬运大理石。“建

筑以蒙哥儿式清真寺为范本，设计意图

不仅要继承伊朗传统，而且是他称霸世

界的象征。”清真寺厅堂还保存一座大

理石阅经台，可翻阅阔2·3米阔的可兰

经。导游随后让我们进入后方禁区，

那是一个什么景象啊：一边是三面矗

立的高墙，支撑着广阔的穹隆，裂罅处

处，摇摇欲坠！另一边已坍塌不堪，只

剩下残桓断壁，偌大的广场布满碎石，

无语对着苍天，这是时间和地震留下

的沧桑，让人联想起帖木儿帝国时代

的国威。

前往伊塞克湖途中 

从塔什干飞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斯凯克，大约一小时。吉尔吉斯斯坦

国土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是新加坡的

280倍，境内山峦起伏，平均海拔2750

米。人口560万，与新加坡相近，吉尔

吉斯人占66％，乌兹别克人14%，俄罗

斯人10%，其他民族如维吾尔族、乌克

兰族等占10%，也是多民族、多宗教国

家。公元前201年，史记称吉尔吉斯人

为“鬲昆”，两汉、魏晋南北朝、唐朝，

都提及吉尔吉斯，但冠以不同名字。元

代称其为“吉利吉思”。吉尔吉斯人原

本世代居于西伯利亚南部、伊塞克河

上游的盆地，先后受过匈奴、鲜卑、柔

然、突厥、回纥、契丹、元察哈台汗国、

帖木儿帝国的统治，15世纪后半叶形成

吉尔吉斯民族。16世纪受沙俄压迫，迁

至现址。清代部分领土归属新疆，19世

纪中叶被沙俄占领，后成为苏联一部

分，1991年独立，70％人口信奉回教，

余者为东正教或天主教徒。

旅游车一早从比斯凱克跌跌撞撞

驶向伊塞克湖。吉尔吉斯斯坦其实紧

挨着哈萨克斯坦，伊塞克湖位于天山

南麓，因其气候适宜，风光旖旎，过去

是苏联人的渡假胜地，如今是哈萨克

人的最爱，与新疆的伊犁隔山相望。伊

塞克湖地处雪山脚下，终年不结冰、养

在深闺，知人不多。车子川行在天山与

伊塞克湖之间的狭长的荒原上，山体色

泽的多变，山麓挺立一排排落尽叶子的

树木，直指蓝天，像站岗的高大战士。

另一边房舍散布，林木杂生，给荒原透

露些微生气。最难忘的，是途中拐入崎

岖不平的山路，颠簸摇晃，大有“蜀道

难”之慨。越往前走，景色越佳，好不

容易来到格里哥列沃卡（Grigorevka)	

峡谷。那真是一幕幕奇景：山间温煦

的阳光和湿润的春风，把山岭，树林、

绿地染成奇妙的色调，异国风韵，妩

媚无比。更有一条溪涧，像银光闪烁

的练条，流淌其间，清澈见底；水中分

布大小花岗岩卵石，踩在上面，俯身戏

水，清冽透肌，仿佛捏一把天山冰雪。

远处羊群点点，近处马儿徜徉，小径

三几牧民骑马踏行，不知是人在图中，

还是图在人心中？

不久，我们从一处世外桃源，蓦

然跌落在广漠荒凉的“乱石岗”。那

可不是等闲之地，几万年前的石器时

代，先民聚穴而居，狩猎、捕鱼。劳动

之余，用单纯生动的线条，在岩石上

勾勒出人啊、牛啊、羊啊，蛇啊，狼啊，

太阳啊……的图像，经过冰川活动、

风化作用、时间侵蚀，留下千干万万大

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头，或立或蹲，

或卧或跑，呼唤那远古悠远的岁月。

其实，考古学家没有忘记乔尔蓬阿塔

(Cholpon	Ata)	的先民们，他们在周边

挖掘，把石器时代珍贵文物保存在附

近的小博物馆内。

吉尔吉斯斯坦天山脚下的“乱石岗”，里头有数万年前先民留下的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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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日出在湖滨

回到车上，一路上忽隐忽现的蓝

天翠湖，正向我们招手。终于到了度假

村，匆匆用餐，放好行李，大伙儿快步

沿林荫路朝湖边走去。伊塞克湖文静

得像一个少女，笑靥迎人。浩缈的湖

面，波浪不兴。伊塞克湖海拔1688米，

长178公里，宽60公里，深700米，状如

横放的锯子，右宽左窄，面积6232平方

公里，典型的“高山出平湖”，装得下约

10个新加坡，怪不得号称世界第二大高

山湖。我们赶上日落时分，伊塞克湖面

对队友们七嘴八舌的赞美，羞得满面赧

红，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	“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用来形此时“暖湖”

的容颜，恰当不过。次日天刚蒙蒙亮，

寒意袭人，巳有队友立在伸向湖面的长

廊，守候日出。伊塞克湖睡态慵懒，朝

霞仿佛怕惊醒酣睡的少女，迟迟未迸出	

一抹红光。乌黑的天边渐被朝曦渗透，

黑中有亮，亮中带黑，五光十色。俄而簇

拥一片红日，彩霞向两边漫开，太阳终于

抬起头，红彤彤的；霞光，蓝天、白云、

湖面、雪山、林木渐渐交融一处，日出

的交响乐奏起了，伊塞克湖终于醒了，不

是慵懒，不是羞涩，那叫做容光焕发！

依依不舍告别美丽的伊塞克湖，

我们朝比斯凯克进发。途中匆匆参观7

世纪前的巴拉萨滚(Balasagyn)古城废

墟，浏览11世纪建立的原高45米，因地

震坍塌，如今重修成25米的回教尖塔；

它孤立在荒漠之中，唐陈子昂在诗中

所写的“念天地之悠悠”，是贴切的写

照。车子终于驶抵号称“山脚下的地

方”的比斯凯克，它人口近百万，是苏

联刻意经营的绿色城市，海拔800米，

树木青葱，尤其是公园和广场，规整大

气，都带着浓郁的苏维埃味道。这里的

国家博物馆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建

筑虽旧，气派不凡。高大的展馆按不同

年代陈列吉尔吉斯斯坦文物，石器、石

雕、铜像、乐器、饰品、地毯、挂毯、服

饰，不一而足，但最显眼的，莫过于第

三层齐墙高的青铜浮雕，以革命、战争

为主题，充满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激情。

列宁广场易名为阿拉图广场，他的巨大

雕像已转移，让位给吉尔吉斯斯坦史诗

中的骑马戒装、气宇轩昂的民族英雄马

纳斯(Manas)。但是，比斯凯克对历史

还是尊重的，列宁经典手势的雕像屹

立广场后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坐交谈

的雕像也能看见，苏联反法西战争胜利

纪念日还大张旗鼓地庆祝。在马纳斯广

场，青年手执旗幡，正配合音乐彩排街

头舞蹈，准备于5月7日在纪念反法西斯

胜利七十周年庆典上展现身手。	

尾声

这次中亚文化之旅全团共77人，

分成红蓝两队，空路、公路、铁路齐派

用场，往返何止万里！我们所属红队

38人推迟两天，于4月21日飞抵哈萨克

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逗留一天，随即转

入乌兹别克斯坦，游览首都塔什干、布

哈拉、撤马拉罕，再回到塔什干，前后5

天。4月28日从塔什干飞往吉尔吉斯斯

坦，在首都比斯凯克过夜，次日一早乘

旅游车前往300公里外的伊塞克湖畔

度假村。次日离开，重返比斯凯克，沿

途观光。然后续程二度进入哈萨克斯

坦，在旧都阿拉木图逗留三天，5月4日

乘夜晚机返回吉隆坡。

5月1日晚，我们与先行的蓝队39名

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和美国

的南大同学和亲友，在阿拉木图下榻的

拉马达饭店联欢。老友旧地重逢，庆幸

别来无恙，热烈握手相拥，如明代诗人

杨慎所描绘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今天下事，都付笑谈中。”联欢晚会上

学长语重心长，团员歌声嘹亮，笑声弥

漫，掌声如雷。大伙儿高歌《传灯》：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每一盏灯，

是一脉香火；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继而沉

醉在《友谊万岁》歌声中，“生平良伴

不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友谊万岁，

举杯欢饮，同声歌颂，友谊万岁”，歌

声把晚会推至高潮。红蓝两队尽欢而

散，揣着“行万里路”的难忘经历，各

奔前程，期待将来的再次“携来百侣”

同游！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伊塞克湖畔观日出，沉浸在霞光、蓝天、白云、雪山、湖水交织的乐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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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是多年来心灵向往之地，总有些

什么仿佛不具原因却又缭绕不去地勾

着思绪，终于有机会前往，融化在她沉厚丰盈

自然淳朴的古迹风情里。

一路棕榈园碧色连天

清晨七时许，车过柔佛海峡，正日出东方，

海天如画。如诗般的初日，自对岸那郁郁森森

堤岸林带间缓缓升起，粉红色晕满蓝灰天边

有印象派水粉画的感觉，仿佛好温柔的深情

张开了怀抱双肩。

过关，就在踏上这片疆土那一瞬，有欢欣

的簌簌电流自脚心酥满身心。随意裸露的土

黄赭赫，亲切了大自然原本颜色，不禁也倏然

化解了心本色。

倚在车窗前，快速公路两旁一望无际的棕

榈园碧色连天，不同于原始森林苍莽神秘，晴

阳之下依平川山势平铺开去的连天绿意，更

多体验如青春无畏的蓬勃生命力。傲然挺立

的翠色千重，如严阵以待威武守卫这土地的

青甲兵士，庄严而肃穆的宣誓所有权。起伏

绿意依偎绵延山峦，苍莽迤逦直向天边云端	

去。

郑和庙保障幽冥数百年

中午时分进入马六甲城区，悠悠古韵扑面

而来，一溯数百年。相传公元1396年因战祸自

苏门达腊辗转至此的拜里迷苏拉王子，打猎途

中在一棵树下休息，决定在此歇息之地建立帝

国，并以所倚靠之树命名为马六甲。

这片618年前传奇立国的土地，自无而有

自简陋渔村到贸易良港。窄狭街道弯直有度，

低矮建筑新旧错落，无论是经岁月洗礼漂白

暗灰的颜色，还是弧线勾连淡然耐看的文化

流韵，都令人心古雅。

当导游说我们正经过本地花园，一开始并

未真正领悟他不带笑容的幽默。直到看得认真

了，才明白沿公路左岸，整面山岭漫坡而上，树

下浓荫里芳草萋萋间，这里那里参差错落的义

山墓冢。正安睡着早期华人一代代移民先贤。

生前开垦，去后安眠，是家园也是墓园，这即

是中国山，又名三宝山或者三保山。自1405年

至1433年	跨越永乐与宣德年间，历史上轰轰

烈烈的三保（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则无

疑与马六甲的发展繁华息息相关。

今日长眠在中国山的先贤英灵，凝聚了多

少传奇故事	…	。车已然停在郑和庙三保堂

前，白灰粉墙橘瓦屋顶一重兼半宁静院落，背

倚中国山苍苍翠竹庭前临百态生动俗市街景，

小小空间恰如两个世界的分隔见证。

下车第一眼即被不夸张的中式飞檐兼融

本土风格建筑所吸引，飞檐横脊上堆堆叠叠

五彩斑斓的花鸟雕塑描摹绘画，屋瓦片片竖

排排倾斜披垂，想象得出雨天里溪溪水流檐

前潺潺。简单一面漆色暗沉深赫襄红白云纹

花样细间格的木窗，也将民俗胜过艺术。香

烟袅袅，正堂神位大伯公桌下伏虎爷，才明白

何以郑和庙被称为福德祠。三保庙不供奉郑

公三保，一说因郑公本为穆斯林，而伊斯兰教

不奉有形神，却又似乎不具完全的说服力。

四方院落一角有座青灰塑像，雕刻波涛帆

船云絮鸥鸟画图的青灰底座之上，盛年男子官

服佩剑英武挺立，朗眉极目剑穗迎风，那炯炯

一望即望出千顷碧海波涛滚滚。塑像未注名讳

亦不设香火供品，想来英名无需缀物早已深种

人心天地。出正门左转，越过一棵青苍古树，

铁栅栏蓬住的汉丽宝井。文献记载郑和曾护送

中国公主汉丽宝嫁给马六甲苏丹满速沙，苏丹

将三宝山赐给公主及五百名随从居住，并下令

在三宝山建造宫殿在山麓各处掘井取水因而

行游马六甲

╱	文		:  王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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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生锈的铁栅之下，依然看得到井

水清清。清清井水映出人面影，想来曾

经有怎么样的身影曾经晨昏早晚在这

井沿汲水，再沿山路而去婀娜炊洗。汉

宝丽公主与苏丹王渡过恩爱岁月，当年

随嫁而来的五百名随从与本地族群姻

缘繁衍，华巫混血后裔男称峇峇，女称

娘惹，后来逐渐扩散至东南亚各地，娘

惹文化则又是一页生香摇曳。

娘惹餐 多元文化互生妖娆

随众入住香格里拉，散发冷金属

质感的华丽浮雕，色泽璀艳的抽象壁

饰，蛇形蜿蜒任意伸展的无靠背长沙

发，以及黄赫相间如水纹交错的软柔

地毯，浓郁的摩登设计与现代气息。

伫立满窗海景，马六甲海峡恬淡如一

匹青白绸缎，飘渺的为透明玻璃再挂

一层远纱帘，是我为公事服务的空间

所在。而我寄身的寝室，则满眼人烟，

十六层俯视一排排规划有度的美丽屋

顶，以及伸向云烟远方的街市风情，正

是黄昏晚餐时分。

	晚餐是娘惹的约会，美丽夕阳下

乘车前行，仿佛满窗都是娇娆笑容的

深浅丽影，生香摇曳的娘惹文化已令

十指拈香心凝香。自马六甲称属大明

郑和下西洋以来的华族移民，祖籍多

以福建广东海南沿海居多。华族与马

来族联姻的女性后裔娘惹，但是这名

字就已经柔艳极了，秉承“男主外，女

主内”的中华传统，一力担当蒸煮烹饪

衫裳缝绣生孺养教门庭交往之责，凡

洗涤炊饮恩爱情长点点滴滴，皆为中华

文化与马来文化兼与交融互涉璀丽，从

而衍生了娘惹文化。

无论是低胸衬肩剪裁合宜、花鸟鱼

虫精工刺绣的娘惹衫裙，还是缤纷鲜

艳颗粒晶莹手工细腻美轮美奂的娘惹

饰珠鞋，都是娘惹文化里绚烂迷人的

部分。而身穿艳丽娘惹服脚踏精致饰

珠鞋的婀娜娘惹，在数十种香料排陈

的厨房里，以传统中国烹饪法与马来香

料完美结合，创制出甜酸辛香系列美食

的熏辣场面，亦令餐如秀色。这种将中

国食材的鲜润内敛与马来料理的刺激

奔放巧妙调和的娘惹菜系，不但见证了

华巫两族美满联姻，更代表了香浓馥郁

丰饶浪漫的热带风情。

作为东南亚最早的华人移居城市，

品尝娘惹菜食当然是马六甲最正宗。

那间叫做“亲切”的娘惹餐厅，在望见

那疏枝掩映的匾额之前，我从来不知

道“亲切”一词是如此的亲切。当众人

已经鱼贯落座我却独自看不够那六菱

拼凑暗花彩玻璃的门与窗，那清幽简洁

编花盘绕的竹座椅，那盏盏不同却又盏

盏妖娆的迷离吊灯。而那分明正隐于某

处魅惑注视的文化之眼，让我以为悠长

岁月里已然修炼成精，子夜时分便脱生

出一位位靡丽美人的前朝娘惹，亦仿佛

嫣然飘游在夜光中。

清香扑鼻，最先捧上来的是最寻常

的白米饭，却不寻常的以青青肥厚芭蕉

叶掩在竹篓里，热气熏然植叶香里绿白

相映竹影漏漏的诗意，来不及沁在思绪

里，盘盘盏盏已经在浅浅轻轻地叮叮当

当里，奇异浓香里魔术般的聚凑一道道

惹人垂涎在眼前。匙叉筷著之间一时找

不到语言来形容，口舌之间的重烈浓

郁，汤汁食材辛甜辣靡兼容蓬发的香

气一瞬间淹没味觉的醉，幸有白米芭

蕉原味的清清，虽然清清终也又夹裹

到激烈的浓艳里，却仍自在味觉的性

感里留一眷纯。

文化街 古意流连不尽

风吹廊下暗红灯影，仿佛薄纱衣裙

正裹着盈盈脚步，走在夜色里又禁不住

回首频频。凡所异地迁徙融合者，谁又

不曾珍藏一怀或深或浅的娘惹呢？耳

边轻轻，上一年新传媒制作电视连续

剧《小娘惹》主题曲《如燕》的萦萦旋

律里，马六甲河月色如画。而多年来于

夜色月色的钟情，颇有一夜重似一夜

一月更迷一月的沉疴。河间乘船，远近

一派灯火阑珊，水浪延开两岸光影里，

最意外是阑珊遮不住那水气里的微臭

泥腥，剥到璀璨世界真面目的真实感

觉，让人无保留的微笑。



怡
和
游
记

90 	怡和世纪第二十六期

停船上岸正临文化街，不由自由被

夹裹进摩肩接踵的人流里。前方不动

后方推挤迎面而来已乱流，热烈里身

身热汗是那一夜的文化街。两旁边摊

摊连连，各花色的古物玩意里，看见

艳丽的鸡毛毽子以及保留树杈原形的

木弹弓，如再历童年的惊喜诧呀。月光

与灯光交辉，雪白橘黄里，街边高处建

筑雕画的古意流连不尽，舍了人流是因

为远远望见“福建会馆”几个金漆大字

之下高高门槛，终于给了腰酸腿痛骨节

散架最优雅的理由。

坐在高高门槛之上，闭目感受这况

味，久久不愿睁开。中华文明里许多古

朴醇质的成份，反在国门之外寻踪迹，

当年飘洋过海而来，某种意义上也是

彼时代印记的珍贵封存。灯火辉煌之

中，雕梁画栋檐宇巍峨的马六甲福建

会馆，恢宏气势与精雕细刻相映，古朴

典雅与富贵华丽兼具。“福履所绥无远

弗届，建兴长耀于众有光”的主对联文

动暗香，暗香分披处踏进门槛只见厅堂

高敞梁柱幽邃，天福宫供奉妈祖娘娘

共祖先牌位香烟袅袅孝悌醒人。

那一晚差不多是熏晕归来，为文化

也为风尘，为所有眼见实体也为漫想

无边，为肉身的累也为思绪的醉。子夜

已过，枕被如雪灯盈火，人幽微。满落

地窗一望无际明灭璀璨的城市夜景，

连同室内地毯的水波纹图案也映到窗

外，似真似幻一直幽深进浓蓝的遥远

星河去。

古城门  见证血雨腥风

心是要向海边去，虽不晓得路，但

酒店房间远望，方向应该不会错。满

街巷空无一人，甚至见不到为晨起亮

灯的窗，在这不可求的寂静里恣意欣赏

马六甲城的睡模样。沿途满眼皆楼舍，

皆四五层规划整齐的小型酒店，一样的

建筑格局漆成赤橙黄绿，斑斓招牌但

不夸张。未花心思去仔细认字，于我而

言，那就叫红楼、绿楼、蓝楼、紫楼才

最美。左转再左转，闻到水气息，小路

尽头弯过去沿马六甲河岸迤逦慢跑。

晨曦渐白，轻揭起昨夜桨声灯影里

的神秘，那一道道通向水边的木栅，退

了波潮裸体停泊的载客船，以及木纹的

水车横跨的桥梁，璀璨光影尽褪去安

静睡在黎明里，黑夜白昼如此不同。右

转弯不知名的小公园古树葱茏，拍了天

光依然黑魁魁的照片，喜欢这向天盘结

的枝叶茂盛。街灯下马路边有了清洁女

工弯身的背影，也许是此地最谦逊的主

人。蜿蜒某博物馆檐下，豁然迎面的是

圣地亚哥古城门，在日出未出黑夜未去

之间，悲凉沧桑又厚载傲然。

作为马六甲最深刻的精神象征，圣

地亚哥古城门见证了血雨腥风兴衰更

替。与马六甲城息息相关的郑和下西洋

辉煌创举之后，大明王朝更确切说是东

方世界海上霸权日渐衰落，而以超过半

个世纪之后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

新大陆为最伟大标志的西方世界垄断

了大航海时代。此后数百年间自西班

牙葡萄牙到荷兰再到法国英国的海上

强权更替，都在马六甲留下深刻烙印。

那一晨黎明中圣地亚哥城门块垒苍苍

花饰绮丽，倚靠圣保罗山欲滴青翠，墨

蓝天空雪白灯影里凝眉回忆。

清晨中的圣地亚哥城门自有朦胧

沉静的美，仿佛仍在五百年沉梦里。想

象当年依山而建地势险要的法摩沙堡

雄踞一方宏伟壮丽，日出清晨会是怎样

一番沸腾瑰奇，而圣地亚哥城门不过是

它胸前一缕衣襟，坚固优雅的设计，繁

复精美的雕饰，灰飞烟灭的浩劫中苍

凉遗立。当天下午曾有机会再回到圣

地亚哥，散去朦胧一览无余真切面对，

斧凿刀刻粗狂苍劲又优美婉转的纹饰

残迹，风化裸露的褚红褐海绵状铁质

陨石闪耀在阳光下，自拱门走进四方

体空间，四方风霜墙体一地剥离漫砖，

伤痕累累却坚不可摧。以及周围铜铸

炮台百年风骨，魂魄峥嵘。

抚摸沧桑会迷失片刻，这是一座城

市的故事一山城堡的故事一匹城门的

故事一个清晨的故事，还是一个世界的

故事一颗心的故事？人说这城门下有一

条地道直通圣保罗山，真想走一走。若

真去走一走，会否就此迈入另一方世界

空间，怎样的柴米怎样的衣衫怎样的语

言文化怎样的信仰爱情怎样的与谁相

遇？生命中那些幸福寻觅痛苦接受刻

画如石亦沉淀如歌，经风化的风华里

依然历历绝美，是否淋漓了心的颜色。

为此喜欢把圣地亚哥写成，圣地亚歌。

圣方济像  圣保罗教堂

在悠悠黄昏里，经过开满花朵的篱

笆，经过山脚下苍苍古木掩映了房舍通

红栏杆金灿的马六甲建筑博物馆，遥望

远方圣保罗山端那些壁立遗址，便越发

不敢停息脚步。

山路阶阶，阶阶有故事。山，原有

最理所当然的本名马六甲山，又称西

山，文献载十五世纪，满刺加国王拜里

迷苏拉曾将明成祖赠送的金龙文笺勒

石树碑在山之巅。而继葡萄牙殖民者

阿尔布却库在马六甲山建造法摩沙堡

之后，1521年葡萄牙贵族兼船长杜阿

尔特·科埃略因在南中国海风暴中奇迹

生还，为感谢神恩在山顶建造教堂供奉

圣母，是欧洲人在东南亚修建的最古老

的教堂，也成为当时葡萄牙人的宗教圣

地，安宁象征。

圣方济传教士之名在马六甲百年

流芳，除了为现在教育奠基之功，更因

他一生与此城堪称奇异的际遇。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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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是奉罗马教廷钦遣最早来到东方传

教的耶稣会士。他于1542年抵达印度

果阿开启东方传教生涯，1545年抵达

马六甲，并在此后岁月中将之当作前

往印尼、锡兰、日本、澳门及中国传教

之旅的基地。

作为整息下榻之地，天主之母堂静

静迎送他风雨来去。不幸的是，这位拥

有“传教士的主保”及“东方使者”美誉

的圣方济，于1552年12月在中国广东省

外海上川岛传教途中因病辞世。鉴于其

临终遗言，圣方济遗体在上川岛短暂埋

葬后被运往果阿安葬，途经马六甲时在

天主之母堂停放，后安葬于教堂墓地

长达九个月之久。相传九个月之后准备

续程果阿再行开棺，圣方济遗体依然

不腐，众以为奇，遂割下其右手送回欧

洲检验，而缺失右手的遗体则于1554

年抵达果阿安葬。每年11月旧果阿便

仿佛从睡梦中醒来，人声鼎沸空巷皆

空，为期九天的宗教活动以圣耶稣教堂

举行的纪念圣方济大弥撒为最高潮。

无边畅想之外，历史重回马六甲。

随着1641年荷兰取代葡萄牙殖民马六

甲，天主之母堂隶属荷兰归正会，更名

为圣保罗堂，继续作为荷兰人的主教

堂。不过鉴于战争中已损毁严重，荷

兰人另觅他处建造基督堂。新基督堂

于1753年落成之后，圣保罗堂便改作

世俗用途，成为马六甲防御工事的一

部分，内堂则成为荷兰人的墓园。行至

半山处，被一条红叶低垂绿篱巴的小径

吸引着走过去，才发现原来小径两旁漫

坡上下被一丛丛枝叶匝地掩映的，竟然

是一座座被岁月风尘落了土灰色的西式

大理石白漆墓冢。

英国殖民者于1824年	占领马六甲

之际，圣保罗教堂的塔楼已完全毁于战

火，英国人遂在教堂前面另建塔楼，虽

然新的塔楼与原有建筑的沧桑本色对

比鲜明，但于往来过客而言这种对比的

本身也已是沧桑的一部分。不过圣保罗

堂未再回复宗教的安静，而是被用作英

军的武器库及火药库。作为眺望马六甲

海峡以及马六甲城的制高点，这里也曾

是英国人举行升旗礼之地，因而也被称

作升旗山。只是升旗山的名称未能延续

开来，殖民之旗便已徒然坠地。风雨更

迭的圣保罗堂历经荒草蔓生离乱废弃，

直到马来西亚政府重新修复成为马六

甲名胜之地，与圣地亚哥古城门废墟、

荷兰总督府以及其他历史建筑分别成

为马六甲博物馆的一部分。

马六甲纪念圣方济的方式显得纯

然朴素。除却山下建于1849年的哥特

式圣方济教堂，1952年当局在圣保罗

教堂的废墟前竖立圣方济·沙勿略的

雕像，以纪念他到东方传教四百周年。

纯白大理石雕像祝圣一天之后，即被一

棵轰然倒下的大树削断右手，当局原有

再行修复之意，而最终从善于天然。所

以山下一路行来，雪白的圣方济雕像在

午后夕阳下悠然矗立，短须长袍微微垂

首，仰望他便仰望到云天遥远。左手握

于襟前，衣襟流线，右手断臂微微举起

姿态自然，仿佛未因风雨未因树折，仿

佛断了倒反而是最好的安排，而信徒们

则相信这就是神迹。黄昏的悠然里，数

百年无声流过，我不敢说自己是否接纳

了神迹在心，但却以为这是一方精神超

越了肉体与实体的传奇所在。

站在山顶四望，一边厢是葱葱绿

意之外红房屋顶之外淡青海洋之外蓝

白云天，世界如此简单。另一边厢则

是漫坡平铺下去的茵茵绿地之间重檐

必现，晚风中排开美丽玉兰花瓣般优

雅的殿脊曲线波浪，仿十五世纪马来

风格全木结构建筑的原马六甲苏丹皇

宫。当年苏丹因战败流离客死异乡，现

在这座依山势檐脊高翘的重叠殿宇已

成为文化博物馆。其实这座宫殿距离

圣地亚哥城门不过五十米远，朦胧的

清晨微曦里我曾经隔着木栏凝注，那

黑魁魁一迭复一迭檐宇起伏在天幕之

下的前朝往事。而今自山顶俯望，另一

重时光角度另一番体验感受，世界又

是如此耐人寻味。

山顶上那些苍翠虬雄的大树，且

不问粗邝枝干遍身麟披无言见证烽烟

半城，单就低垂扑地又直向天昂，朽

枝与新枝并生枯叶与鲜叶齐长的蓬勃

生命，亦令我独对良久深深感动。而

这样的苍苍古树却只是圣保罗教堂遗

迹	-	那些赭红与灰白风化斑驳的高高

伫立的断壁残垣，微不足道的点缀而

已。教堂屋顶已不在，四周倚立的那

些巨大沉重深刻族徽花饰生平纪念的

青石墓碑，沧桑里注入森森之气。站

在虽凸凹粗糙但昔日铺筑痕迹整齐依

旧的赤红砖地仰望蓝天，仿佛世界就刻

意这样缺了一个洞，以让阳光月光更肆

无忌惮地照射进来。

平常人家  令人留连

黑漆古旧的全木窗，内一层竖方条

黑漆木窗格，再内一层黑方框白玻璃，

最内半截红绿窗纸糊住下半端，这就

是马六甲寻常街边寻常人家的寻常窗

口，那种美法，直逼得我屏气凝神。

喜欢那全木窗全无设计笨笨的古拙样

式，一扇开而一扇合，开着的那一窗内

侧，金楷体凸纹刻写了“日永”两字。

果然，那一瞬间的惊喜，当看到翻开的

窗内金楷凸刻了“春长”，却又因着这

惊喜勾起更多的好奇——想来旁边另

一方窗户的另外两扇也必定有玄机乾

坤。不能抑止的猎艳渴望驱使着，终于

又蹑蹑了再去拉开，一边嵌“西昭”一

边嵌“东明”。那个午后的街头，我闭

上眼睛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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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第一天抵达时，午餐后街边小

息的情景。马六甲苔痕依依参差错落的

老街上，这样随意的旧时光特有文化真

可谓滥滥觞觞，譬如沿着深浅街角随便

一带灰白粉墙上，赫然毛笔书写了“第

廿九届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

且不说这么宏大的题目写在这么曲折

的街巷，单就字体古朴行云在楷隶之

间，墨色深浅有度，流畅晦涩拾趣，并

下端签名及朱红用印，真看的人心怡

舒畅。更莫论随便谁家竹木桌凳散摆

门前，莫论咖啡小店廊外吊灯堪品玩。

当然最喜欢的还是我费心冒险去开

合的那些窗，真想把那整面窗一格不落

地买下来，装回自己家来东明西昭，却

也明白纵然当真买了，快节奏下怎么也

悠慢不成这一窗日永春长。而这样的窗

在马六甲文化街真比比皆是，不但更显

清雅正义字韵文风，且凭添了商家揽生

客聚财水的喜庆意气。马六甲街边，店

开诗书富贵间。全不似那夜热闹，早清

晨的文化街又称鸡场街悄然寂静空无

一人，这已是最后一个清晨，早餐后即

将踏上回程，所以脚步飘移在缓急之

间，多了流连。

看不够两旁老建筑门窗简洁，各具

情趣雕花纹饰雅。我叹息暗褐、赭红、

沉灰甚至全黑这些凝重颜色，竟然在

这老街古店用的那么随意自然，毫无

消沉压抑的颓废之气，反觉谦逊谨守

的低调之美。

似相识，秦叔宝尉迟恭两门神执

斧肃立在福建会馆，大门却紧闭严严，

一路脚步经过更多大大小小的宗乡会

馆，凡华人聚集处会馆林立，是世界各

地唐人街共有的实景风情。某种意义上

马六甲文化街也是会馆一条街，潮州会

馆、雷州会馆、海南会馆、咏春会馆比

邻而据，都是地缘相亲，而徐氏祠堂、

西河堂林氏大宗祠等则属姓氏亲缘。

想当年过番客远涉重洋，也许只有一卷

铺盖一担双肩，再怎么艰难，只要找到

所属地缘亲缘的会馆组织，烙热的乡亲

宗亲便可帮忙安介宿食生计，未来或许

就是一片艳阳天。

有限的清晨无限遐想，文化街不是

开满丁香的雨巷，却结着比丁香更加馥

郁的颜色芬芳。那些下为店铺上居室的

双层建筑，那些门窗阁段壁脊檐宇之上

随心所欲堆砌攀爬的花鸟雕饰姹紫嫣

红任意泼洒的斑斓生气。那中西合璧

十字架下小教堂安详宁静，观音庙早

经声香烟袅袅。一街跑尽再转回，马

六甲最具盛名三叔公广告牌，郑和下

西洋街心雕塑那迎风破浪的檀杆帆船

下，沐浴文化街缤纷文化。说再见，虽

然未能寻到传说中的地理学家咖啡馆

却也已经两肩落花。

磷磷古桥水潺潺，与文化街一桥相

隔的红屋广场，行一步而跨百年。其实

抵达第一晚已经在行驶的巴士窗边，远

望她子夜灯光下碧是碧得翡翠晶莹红

是红得玛瑙暖润的一见倾城，却仍然

特别保留住直到最后作马六甲最温暖

的拥别。灿灿亮亮的晨阳自马六甲基

督教堂起伏对称的凸线圆弧顶缘穿射

过来，在小广场维多利亚立柱上散射万

点璀亮，撒满钟楼一旁传奇马六甲古树

翠绿叶子风里明媚……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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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文报业 
发展与前景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一直对印尼群岛各

部族发生积极的影响。华侨华人长期

参与各地族群在经贸，农工和社会文化交流活

动，形成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印尼报业发展，不论是主流印尼文报业或

华文报业，也同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在荷殖统

治印尼时代，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华

商有识之士首先发起和组织出版印尼文（当时

称为马来文）报纸与刊物，受到印尼社群与土

生华人的热烈支持和欢迎。

中华民族主义兴起，推动印尼华侨华人

在群岛各地日益觉醒。1900年吧城（雅加

达）成立中华会馆，随即促使报刊纷纷出现

和中华学校在吧城、茂物、万隆等市如雨后

春笋般创办，为印华文化教育的成长开启了

崭新的阶段。

二十世纪初期，印尼华侨华人成为创办当

地印尼文日报和华文报业的先锋，这在亚洲来

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篇章。

 华人办报与时局发展息息相关

回顾印尼历史，荷兰殖民统治印尼群岛

300多年（1619—1942），前200多年除利用

华侨华人与当地部族进行艰苦劳务以夺取香

料和农产品外，从来未在当地开展文化和教

育建设，使绝大部分居民处于落后愚昧状态。

华侨华人在印尼各大市镇日益增多后，1775年

在吧城建立首间义学“明城学院”教导四书五

经，启动了海外华侨文化教育。进入19世纪，

印尼吧城出版过基督教教士主编的华文《东

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较后土生华人开始定期

出版马来文《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通

俗章回小说，推动了土生华人积极分子主动出

版周刊和日报。

历史上，华人办报都是与政治时局发展

密切相关的。在1886年以前，印尼群岛的报

纸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者及其代办出版的荷

文报纸，为荷殖上层社会服务，其中吧城有

10家，泗水有3家，三宝垅也有3家。从1855年

╱	文		:   李卓辉

1965年9月30日政治变天，苏哈托政权反共 
反华，全部华文日报被禁止出版，结束了约六十年
的历史使命。1966年9月，苏哈托政权允许出版双
语的《印度尼西亚日报》，由国家情报局负责主持，
华文报业走入黑暗阶段整整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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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5年，印尼才出现第一批以马来文

出版的报纸杂志，先后有16家，但由于

读者少和没有广告，都是出版一年或短

期就收盘。

1886年12月24日，泗水华商蔡全

禄（Tjoa	Tjoan	Lor）以高价标得荷兰

人拥有的最大印刷馆和其荷文日报	

《东星》报，标志了爪哇华人开始进军

报业和印刷业，准备在文化事业与欧洲

人一较高低。同一年.，西爪哇华人领袖

兼作家李金福也在茂物收购荷兰传教

士印刷馆，开始印刷学校书本和出版

报纸《栢达威新闻》。

华商蔡全禄家族控制荷文《东星》

报后，是印尼华人报业转向中华色彩的

先锋。此前，印尼报业都被荷兰人或教

会集团控制，报道偏重欧洲人利益，完

全没有华人声音或新闻。从1887年1月

份起，蔡全禄直接扭转《东星》报方

向，有75%新闻和文稿都与华社有关

联。1887年7月15日，《东星》改名《泗

水之星》，突显华人报纸色彩，有华人

重要节日都在封面以鲜艳颜色印刷，如

1887年9月1日，以黄色印刷出版，其他

华人大节日改印红色、青色或蓝色，使

该报在华社销售量显著上升。后来，吧

城出版的《栢达威新闻》也模仿其方

式，在1896年春节时用粉红色印刷出

版，广受欢迎。

蔡氏家族经营掌握《泗水之星》

报，从1886年到1924年才停刊，历时

38年，经营成绩突出，凸显了华人经营

报业大有特色，为以后华人先贤积极办

报做出了重要典范。

因此，各市华商纷纷创办报纸，如

1888年，华商叶源和在吧城创办马来

文报纸《光明》；1899年，华商施显

龄在三宝垅创办马来文报《爪哇之光

报》；1900年3月，华人黄财兴在吧城

创办马来文《华文与其他语文周刊》

专辑；1901年，杨齐祥在西爪哇苏加巫

眉创办马来文周刊《理报》（Li	Po）；	

1902年，柯万丰在三宝垅创办《综合

新闻》；1903年4月，华人柯福英和陈

金木在泗水创办《泗水日报》；1905

年，蔡珠昌在梭罗创办华马文双语周刊	

《译报》（Ik	Po）即把中华文化与讯息

译成马来文传达不懂华文的土生读者。

这一系列进展，推动各地华人写作者热

心出版小说或翻译中华通俗文艺作品，

以简朴印本在各大市镇传销，根据法国

女学者苏梦尔研究，这一阶段的印华写

作者和新闻传媒成员多达八百多人，

保存的各种马来文作品有三千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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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报与政治斗争路线

印尼华文报业是在二十世纪初年

诞生的，从一开始出版就明显出现两

条路线的政治斗争，并一直延伸到以后	

60年的发展进程。

1905年到1910年，印尼华文报业

主要是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支持

同盟会致力打倒满清，建立共和。当

时，一些海外保皇派报纸如《南洋总汇

报》、新加坡《天南新报》等，为清朝政

权和康有为的保皇思想服务，同盟会同

仁就出版《中兴曰报》等报章与对方进

行笔战，争取华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

动。1908年，由同盟会成员田桐主编的

第一家华文报纸《泗滨日报》，在东爪

哇泗水出版，田桐亲自写社论和新闻，

宣传孙中山为推翻清朝开展起义的革

命学说，号召华侨团结，支持革命，并

刊登一些揭露荷印殖民主义者的文

章，成为当时印尼群岛最敢说话的日

报。1910年，《泗滨日报》主编在报上

发表“南国篇”，揭露荷印黑暗面貌，

田桐因此被荷印政府污蔑为干涉当地

政治，被驱逐出境。

同时，吧城华侨书报社（同盟会单

位）出版的《华铎报》和中爪哇三宝垅

书报社出版的《爪哇公报》华文报，都

先后在1909年出版，宣传打倒满清政

权的革命思想，强有力地打击了康有

为保皇派对部分华侨的影响。（当时，

康有为保皇派与清朝派驻印尼的特使

相互呼应，对一些华侨还有影响力。）

在华商创办的马来文日报中，也围

绕着亲中国、亲荷殖与本土民族主义

路线的三大方向的政治斗争。当时，从

1910年到1930年代，华侨华人分为三

大政治流派，最有影响力的是《新报》

集团，以朱茂山、洪渊源为核心，坚决

站稳中华爱国主义立场，维护华侨权

益和发展华文教育，与亲荷兰殖民者

报章公然对立。亲荷兰当局的华人报

章为《商报》，核心人物为侨生名流简

福辉、潘良义、郭裕和等，他们多数为

受荷文教育的土生华人上层，支持荷

兰殖民政策，但赞成与中国继续保持

商业与文化联系。第三派是支持印尼民

族主义的侨生华人精英，代表人物为林

群贤、柯厥忠、陈遴如等，主要报纸是	

《新直报》，大力宣传土生华人应认

同“印尼人”概念，把印尼当为祖国，而

反对《新报》把中国当为祖国。

上述三大政治流派的斗争，贯穿

在从1910到1935年数家华人创办的马

来文日报内，一直到中国开展全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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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各派华人才联合起来，全力进

行筹款救助中国难民，积极支持抗日	

运动。

华文报业全力捐献参与抗日战争

1921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印尼

华文报章壮大发展，也同样形成了两种

类型的政治路线。

首先是吧城发行量和影响最大的

《新报》集团，在1921年2月21日推出

华文版《新报》，宣扬中华文化和爱国

主义，推进华社团结进步，改善华人福

利。该报大量报道华人社团、华校和

华商讯息，刊登中国特约通讯，抗日战

争爆发后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

者暴行，受到广大华侨的支持喜爱。在

泗水有《大公商报》，创刊于1922年，

该报重点报道当地商情，国际金融和

中国及侨乡消息，立场稳重，后由张实

中出任主编，积极宣传抗日，推动爱国

兴学。在棉兰，有《南洋时报》（1922—

1928）、《新中华报》、《苏门答腊民

报》和《苏岛日报》（1922），在三宝

垅有《三宝垅日报》（1923—1927）。	

望加锡有《锡江日报》等，都是华文爱

国报章。

第二类是中国国民党各地支部主

办的报纸。最大的为孙中山支持的	

《天声日报》，1921年3月1日创刊，国

民党同仁吴心辉、吴伟康等主持。1927

年吧城国民党支部又出版《民国日	

报》、三宝垅国民党支部创办《中南时

报》，望加锡支部主办《民声报》。这

些报纸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民族立场，

有两位社长和十多位主笔编辑被荷殖

当局驱逐出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部印华

报章，不分左右，联合团结抗日，支持

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赈救祖国难

民抗日运动”，全力号召华人捐款，支

持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印尼华侨华人

不但捐钱捐助医疗药品，还有大批青年

返回祖国，参军抗日，奉献宝贵生命。

	不论是《新报》、《天声日报》和其

他华文报业同仁，都为反抗日军侵略做

出了光辉的奉献。报业领导人也因此在

日军侵占印尼后，遭受日本侵略者逮捕

扣留，在集中营度过了3年6个月的残酷

黑暗岁月。其中有近二十位华商还不幸

在扣留营被迫害死亡。

战后华文报业蓬勃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印

尼宣布独立。华文报业同仁走出集中

营，立即投入新阶段的文化教育领域

战斗。不过，随着中国国内政局剧变，

新中国成立，旧国民政府退居台湾，印

尼华文报章出现了红蓝两个鲜明对立

的阵营。

战后华文教育兴旺发展，群岛各

地纷纷成立华文学校，到1957年华教

走向蓬勃顶峰阶段，全印尼拥有1875

间华校，连偏远的伊利安（巴布亚）和

东蒂汶市镇都有华校积极培育年轻一

代，学生多达近50万人。

际此黄金机遇，印尼华文日报也走

向顶峰发展阶段，据1957年统计，全印

尼共有18家华文报章，其中有6家是战

后复办的，另12家均为这一时期新创

办的。由于受中国政治影响，这18家报

章分为拥护新中国、亲台湾及标榜中立

的三类日报：

拥护新中国的有8家，雅加达为	

《新报》华文报、《生活报》，泗水为	

《大公报》，棉兰为《苏门答腊民报》、

《民主日报》和《华侨日报》，望加锡

为《匡庐日报》、坤甸有《黎明报》；	

亲台湾的也有8家，雅加达的《天声日	

报》、《自由报》、《中华商报》，泗水为

《青光日报》，棉兰有《新中华报》、	

《兴中日报》，望加锡有《侨声日报》，	

坤甸为《诚报》；	标榜中立的有二家，

泗水的《华侨新闻》和棉兰的《苏岛时

报》。

18家日报，全国销量每日超过30万

份，是印尼华文报业最辉煌的时代。但

为时不久，1958年4月17日，反华的印尼

中央战时掌权者纳苏迪安将军颁布命

令，关闭所有亲台和亲新中国的报章，

随后军队还接管全部亲台报馆，其领

导人全部被逮捕或驱逐出境。1958年

5月23日，11家华文报纸（亲新中国为

主）被批准继续出版，但到1959年10月	

又被禁止发行。

1963年，印中关系好转，有4家华

文日报被准许发行，分别为《首都日

报》、《忠诚报》、《火炬报》和《革命

火炬报》。泗水《友谊报》也随后出版

发行。到1965年9月30日政治变天，苏

哈托政权反共反华，全部华文日报被禁

止出版，结束了约六十年的历史使命。

1966年9月，苏哈托政权允许出版

双语的《印度尼西亚日报》，由国家情

报局负责主持，华文报业走入黑暗阶

段整整34年。

民主改革时代， 
华文报业艰苦经营

1998年5月，印尼民主改革运动推

翻苏哈托专制政权，华人社会地位和建

设贡献获得肯定，开展中华文化和教育

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平崛起

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给印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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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报刊杂志出版带来了良好发展的黄

金机遇。从2000年起，群岛各地先后

出版了十多家华文日报和杂志，但由于

读者缺少和经营困难，先后有8家日报

被淘汰，只留下5家报纸和一些地方报

维持出版发行。

从2000年到2012年，先后被淘汰

的报纸有泗水的《龙阳日报》、雅加达

《和平时报》、雅加达《新生日报》、

棉兰《华商报》和《棉兰早报》、泗水

《诚报》、雅加达《印华邮报》和《世

界日报》。

2014年印尼改革后第4次举行全国

议会民主大选和总统直选，斗争民主党

和其候选人佐科•维托托取得胜利，标

志着印尼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

段。印尼与中国迈进全面战略伙伴新关

系，印尼华文传媒也揭开全新的篇章。

原来，印尼华文日报全国性的有5家，

即《国际日报》、《印尼星洲日报》、	

《千岛日报》、《印尼商报》和《讯	

报》，地方报纸棉兰有三家，即《印广

日报》、《好报》和《讯报》，巴厘岛有

《印尼巴厘风采》。但在2014年10月

20日佐科维就职总统前3天，首都雅

加达一份全面站在新印尼立场的华文

传媒《印华日报》正式出版发行，以全

新面貌在全印尼各地传播大改革时代

的华人声音。《印华日报》一发行，就

在群岛各地广受欢迎，展现旭日东升

的闪亮光芒。

由于苏哈托时代，全面进行反华，

关闭华校和查禁中华文化，印尼华文

教育断层超过了35年，造成绝大部分

华族不能阅读华文，给华文报业带来严

重的经营困境。因此，华文报业面对了

下列多项困难：

读者群下滑：年老读者日益减少，

中年人多不能读报，年轻新一代对读

报没有兴致。如何扭转局面，是一项

严峻挑战。

商业广告受限制：华文日报70%	至

80%靠红白喜丧广告，商业广告有限，

造成惨淡经营，亏损度日。

报业人才短缺：本土新闻工作者

不多，编写人才须依靠来自中国的新

秀，但他们对印尼实况了解不深，有待

提高。这影响内容质量。

群岛地方辽阔，发行和资讯网络

困难重重。印尼岛屿多，地方广，交通

不便，如何克服是一项中长期的挑战。

未来前景

中国全方位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大

的和平发展国家，给亚洲，特别是东盟

和印尼带来了新活力和新能量，也给华

文日报经营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有充

分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

出来＂到印尼投资发展、交流合作，越

来越多的印尼友族和土生华人热心学

习与掌握华文华语，印尼群岛的华文

报业发展前景十分亮丽；只要我们认

真经营管理，不断改进内容，精益求

精，与国内外中资机构加强合作交流，

与东盟各国同业互助互利，印尼华文报

业必能克服挑战、不断向前迈进、发展

壮大，走向崭新的康庄大道。

作者为印尼资深媒体人士

中国全方位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大的和平发展国家，给亚洲，特别
是东盟和印尼带来了新活力和新能量，也给华文日报经营发展注入
强大的动力，有充分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来＂到印
尼投资发展、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印尼友族和土生华人热心学习
与掌握华文华语，印尼群岛的华文报业发展前景十分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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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新加坡拉
想象与真实

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李光耀这

么说：“新加坡百年后还会存在吗？

我不是很肯定。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百年后还会在。但新加坡直到最近，

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不仅仅是新加坡的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新加坡的过去，我说的

是莱佛士到来之前的新加坡的历史也一样充

满不确定性。

没有确凿的历史遗迹，也没有确实可靠

的历史记录，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	

“新加坡拉”还是想象多于真实，传说胜于历	

史。

╱	文		:   河洛郎

史籍叙述的是历史时间发生的细节，地

图则是记录历史空间的细节。新加坡国家图

书馆最近举办了一个地图展，有系统的展出和

介绍许多早期珍贵的东南亚和新加坡地图，

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这些地图认识到早期东方

和西方人怎样绘制新加坡。这些早期东西方

的地图，为我们勾勒当时的“新加坡拉”的历

史空间，即使它所勾勒并不是很清晰的身影。

大航海时代绘制的世界地图

在大航海时代的绘制的世界地图虽说已

经逐渐摆脱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

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海事图，1654年果阿出生的葡萄牙人安祖.佩雷拉绘制。地图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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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古希腊罗马经典地理“托勒密地理

学”（Ptolemy）的影响，但是这些地

图呈现的新加坡还是概念模糊，猜测

与想象多于实际的体验，“新加坡拉”

可以是马来半岛南端的海峡，也可以

是岛屿，或是半岛的南部的海角或港

口，甚至指的是整个半岛南部，莫衷

一是，反而是新加坡附属的岛屿白礁

（Pedra	Branca）（我们好不容易才

从马来西亚手中争取回来），在这些地

图出现的一致性、准确度和显著性都

比“新加坡拉”高。白礁不单单出现在

西方地图上，还屡屡出现在中国的早

期的地图如“郑和航海图”、《顺风相

送》和《海针图》等，一个鸟不生蛋的

小岛在这些地图显示的重要性比“新

加坡拉”高，这说明了什么？值得我们

去进一步探讨。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在高利润

的香料贸易驱使下葡萄牙探险家达迦马

（Vasco	da	Gama）绕过非洲的好望角

到达印度，从此打开了东方香料之路，

里斯本成为欧洲贸易之都，冒险家寻

金者纷纷进驻，同时它也成为人们搜寻

新世界的情报中心。为了保护海外贸易

的利益，葡萄牙严禁新地图外传，1502

年意大利人康迪诺（Alberto	Cantino）

从里斯本偷运一张地图给意大利的

费拉拉公爵（Duke	of	Ferrara），这	

就是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康迪诺

世界地图》（Cantino	Planisphere）。

这张地图的重要性在于打破了西方人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形成的地球观，

吸收了达伽马和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航海新发现，地图的绘

制上不再单纯依据古希腊哲学和数学

的推理而更多地依靠实地考察，一个更

接近真实的世界开始被大家认识，非洲

大陆到印度的地理有了较明晰的呈现，

非洲东西海岸直到印度西海岸，沿途许

多地方都被绘上葡萄牙国旗，向世人宣

示其主权，少数地方则绘上新月旗，显

示这些地方是伊斯兰教国度，不过印度

以东的亚洲和东南亚则较为粗略，基

本上还是托勒密地理学时代的遗产。

这张地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西

洋中部画上一条为平息葡萄牙和西班

牙因地理新发现的纷争而划定的分界

线，界线以东属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界

线以西则归西班牙所属，是为托德西

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新加坡在这张地图处于什么位置

呢？很幸运地我们两个亲密的邻居苏门

答腊和马来半岛都被勾勒出来，亚洲大

陆延伸至赤道而成半岛形状的左边，有

一个长条形的四边形是苏门答腊，这个

延伸到赤道的半岛就是马来半岛，半岛

的末端被涂上绿色，其上的西岸标示为

马六甲（Malaqua）,末端尖角处被标示

为Bargimgapara，根据本地一位学者

彼得•波兹伯格（Peter	Borschberg）

推测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新加坡拉”的

记音的讹变，假如这个说法可以成立的

话，这个名称就是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地

图上的新加坡名称。

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的 
东南亚地图

满剌加（今马六甲）在十五世纪已

经成为东南亚马来世界的贸易中心，各

国商人云集，他们来自于西边的印度、

波斯、阿拉伯，东边的中国、琉球、暹罗

以及来自于马来群岛的苏门答腊、爪哇

和摩鹿加群岛，基于满剌加重要的商业

战略地位，葡萄牙人早已觊觎，1511年

阿布奎（Alfonso	Albuquerque）占领

满剌加，建立了里斯本、印度、中国及

香料群岛的商业链。1519年为西班牙王

室效劳的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带领舰队横渡大西洋寻找

通往香料群岛的航线，虽然麦哲伦本

身最后因为在菲律宾遇难而不能抵达

目的地，不过他的船队最终在1521年

抵达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

西方的地图绘制在葡萄牙人和

西班牙人相继抵达香料群岛之后，

对于亚洲和东南亚的部分也越发

清晰起来，一幅由意大利人贾科莫

（Giacomo	Gastaldi）绘制于1563年

的东南亚地图，有一个接近新加坡本

名的名称出现在地图上，不过它是被

标示在马来半岛南部的海域，名称是	

新加坡水道不单单是东西方海商和殖民地
主义帝国香料和丝绸贸易船只往返的交通要
道，也是各个殖民地主义强权较劲的战场，新
加坡拉想独善其身过其安宁的甘榜生活已不
可能，她被卷入这场殖民地主义强权较劲的漩
涡中也是必然的，这就是新加坡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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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e	Cim	capula，C是意大利文缩

写，可以是capo（角）或caminho（通	

道），从这幅地图的标示的方式来看，

如果是“地角”，它会直接标明，如

Capo	pulocampoa，所以这里指的应

该是通道（Caminho）而不是地角，因

此C	de	Cim	capula说的是新加坡拉

通道。这幅地图由于是采用铜雕印刷

技术，线条比起以前木刻技术更为细

腻，陆地边沿的暗影也使画面更为突

出，字迹也清晰有致。纵观整幅地图，

比起之前出版的地图有很大的进步，

马来半岛的地名除马六甲外，增加了

Muar（蔴坡）、Solongor（雪兰莪）、	

Calutao（吉兰丹）等，并在这些地名

旁附上城堡图示，表示这些地方是个

人口较多的聚居地。不过它还是有显

著的错误，如在蔴坡河位置把半岛横

切为两块不相连的土地，这是同时期

地图的通病；另外把加里曼丹岛称为

Iava	Menore（小爪哇），爪哇称为Iava	

Magiore（大爪哇）,显然地这部分地区

还不为西方人所熟悉。

新加坡拉是作为水道而被 

西方人认识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西方绘制

的世界或东南亚地图有关新加坡的指

称和位置林林总总，不过它多数时候

都被当作一个海峡或水道的名字出现，

例如荷兰人伊萨.特里安（Isaak	Trion）

绘于1740-84年的地图，只在马来半岛

南部海域标示Stretto	of	Sincaporea	

（新加坡海峡）。1675-80年间荷兰人

Johannes	Jansscrius绘制的苏门答腊

地图，只标示白礁，新加坡海域被简

单地称为Nieuwe	Straet（新海峡）和

Oude	Straet（旧海峡）。

即使在海峡的指称上，新加坡的

四条水道，即柔佛海峡或称地不佬海

峡（Selat	Tebrau），旧海峡（在新加

坡岛与圣淘沙岛之间），新海峡（在圣

淘沙之南）以及新加坡南部岛屿与峇

丹岛（Pulao	Batam）之间的新加坡海

峡，名称也经常张冠李戴，Oude	Straet	

Sincapour	（旧新加坡海峡）、Selat	

Booro（布洛海峡）、Nieuwe	Straet	

Sincapour（新新加坡海峡）、Detroit	

du	Gouverneur（总督海峡）常被交替

应用。

新加坡拉位置的在地图的标示 
不一而足

新加坡有时候也以地名的指称出

现在地图上，不过它被标示的位置有时

在半岛南端，有时在半岛南部的东岸，

有时则在西岸，不一而足。例如荷兰

人费德利（Frederick	de	Wit）在1670

绘制东方印度地图（Tabula	 Indiae	

Orientalis）,新加坡被称为Cincapura

标示在半岛南端东岸。在1661年罗伯

特（Robert	Dudley）绘制的地图，新

加坡被置于半岛南端东部的海角，称为

C	Sincapura（新加坡拉海角）。左罗科

斯（Jodocus	Hondius）1606年绘制的

地图以Sincapura的名字置于半岛南端

西岸。更有甚者是阿伯拉罕（Abraham	

Ortellius）绘制于1588-1612年间的地

图，这幅地图新加坡被称为Cingatola，

与其他同时代的地图最大的不同就是

“1604年印制的荷兰传单，标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 

    海上第一次虏获的战利品.”

东南亚地图，1563年意大利人贾科莫绘制，标示新加坡为水道 C de Cim cap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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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Cingatola置于蔴河的河口，并且以

建筑物的图标显示，说明这是有相当人

口聚居之地，与上述贾科莫的地图犯上

同样的错误，从蔴河河口直到彭亨河河

口为界，整个马来半岛被分割为两个部

分。这是早期地图中第一次看到把新加

坡标示拥有相当人口的聚居地，显然的

它是把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在蔴河河

口委任萨曼拉（Shahbandar）管理的

蔴坡误为新加坡拉。

新加坡拉名称的多样性

进入十八世纪后，新加坡岛的身

影明显增多地出现在地图上，它虽在

多数的时候被称为新加坡拉，不过有

时也被误称为Jatana，Jatana是马来

语Ujong	Tanah记音的讹变，Ujong	

Tanah（地的尽头）这个应该是指柔

佛（Johor	）的地名在旧地图上也指

新加坡；部分地图则称新加坡为长岛

（Isle	Panjang），不过长岛在一些地

图则是指圣淘沙岛。在意大利人格拉

科莫（Glacomo	Cantell）1683年绘

制的地图新加坡被称为Sincapura	I，	

白礁称为I	Pedra，I是意大利文Isola的

缩写，意思是岛屿，不过两者的位置都

不正确，新加坡岛被画在苏门答腊旁边

而白礁则被置于离新加坡甚远的东部

的一堆群岛中。英国人约翰林谢（John	

Lindsay）1795年绘制的马六甲海峡

海事图新加坡本岛标示为Sincapore，

除了常在地图见到的白礁，还标示了

几个新加坡附属岛屿，如圣约翰岛（St	

John	I），Governor’s	I（总督岛），今天

的圣淘沙被称为Toly，乌敏岛则被标示

为Selat	Booro（布洛海峡）。1775年法

国人杰安（Jean-Baptiste）绘制的地

图中新加坡岛清楚画出并标示为L	de	

Jatana（Ujongtanah），小字注明oude	

Saincapour（旧新加坡拉）。

十七世纪两幅最详细的 
新加坡拉地图

虽说新加坡拉本岛常被标示是在

十八世纪之后，不过十七世纪初却有两

幅地图不但新加坡的地名被正确标示，

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标示了岛上的一些地

名，其中一幅就是绘于十七世纪中叶

的“马六甲及新加坡海峡海事图”，绘

制者安祖.佩雷拉（Andre	Pereira	dos	

Reis）出生于印度果阿（Goa），为葡

萄牙海军舰长，应该来过马六甲及新

加坡一带，这幅地图除了标示新加坡

拉（Sincapura）本岛，也在今天新加

坡河河口位置标示Xabandaria，即马

来语萨曼拉（注*）（Shahbandar），显

示新加坡当年驻有萨曼拉，也就是所

谓的“港务官”。除此之外它还标示了

三个地名，第一个为Careito	Veiho，词

义不明，第二个是Barieras	Vermel-

has，应该就是后来新加坡地图经常

见到的Red	Cliff（红岸）,也就是今天的

Tanah	Merah，第三个应该是Tanjong	

Tanhir。			

另外一幅地图的绘制者艾勒迪

亚（Manoel	Godinho	de	Eredia），	

1563年出生于马六甲，是一位葡马混

血人，在马六甲及果阿受神学教育，他

是一位优秀的海事测量师和绘图者，	

1607年德国人德奥多雷刻制，描绘的是发生于1603年10月11日荷兰和葡萄牙在新加坡海域的海战新加坡旧海峡手绘图，1680年不具名的英国人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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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好的观察力，著有《马六甲的描

述》（Declaracam	de	Malaca）一书，	

这幅手绘于1604年的“新加坡及其

周围海峡地图”就收在这本书中，

图中今天的柔佛被称为Vjon tana	

（Ujongtanah），也画出今天的圣淘沙	

岛及布拉尼岛（Pulau	Brani）,但是没	

注明地名，在新加坡岛与圣淘沙之间

的海域称为旧海峡，圣淘沙南面的	

海域被称为新海峡，它还列了五个新	

加坡地名，其中三个还沿用至今，可

说是新加坡最早的地名，依次排

列为Xabandaria（Shahbandar），	

在新加坡河河口处、Tanjon	 Ru，

即今天的Tanjong	Rhu（丹戎禺）、	

Sunebodo，即Sungai	Bedok（勿洛河）、	

Tanamen，即Tanah	Merah（丹那美拉）

以及Tanjon	Rusa，这个地名位于今天的

漳宜（Changi），不过已经不再使用。

三百年前新加坡地理景观

弥足珍贵的是1680年一位不具名

的英国人手绘的彩色地图，它以经纬

度标示了今天岌巴港口和圣淘沙之间

的海道，除了标示海道各处的深度外，

新加坡本岛和圣淘沙岛都绘上绿油油

的树林，可见当年新加坡人烟稀少。在

今天的拉栢多公园（Labrador	Park）

位置绘有当年航海地标的巨石，称为

Lot’s	Wife，本地马来人称为启航石

（Batu	Berlayar），很可惜这巨石在

当年扩建港口时被砸毁了。在今天直

落布兰雅（Telok	Blangah）处绘有房

屋，显示当年这里有马来人的甘榜聚落

（kampong），离甘榜以东不远处有个

三角形的鬼岛（Pulau	Hantu），也绘有

甘榜聚落。圣淘沙岛除了绘上青翠的树

林，也绘有疏落的房屋，临近的布拉尼

岛则绿意盎然没有人烟，这幅地图难能

可贵之处就是为我们留下三百多年前

新加坡的人文地理景观。

新加坡拉的不同拼写 
皆源自SINGAPURA

上面提及的地图，无论它拼写为

Sincapura，Cincatola，Sincapour或

Saincapour等等，还是围绕着新加坡

拉的拼写，它们以不同的拼音呈示只

是因为或是葡萄牙人、或是荷兰人、或

是英国人记音的不同或是讹变而已，它

的词源都是来自于Singapura。可见，

早期西方人对新加坡的认识，普遍上还

是以新加坡拉这个名字为主。一些史书

提到的淡马锡（Temasek	或	Tumasik，

中国史籍称为单马锡）则从来没出现在

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中，可见淡马锡已经

废弃不用。

新加坡海域 
是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

从这些地图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

当年的西方航海家对新加坡的认识是

从航海通道开始，人烟稀少的新加坡

拉并没有普遍引起他们很大的关注，

新加坡拉在十四世纪初短暂立国后就

没落为人烟稀少的甘榜聚落，直到莱佛

士的到来才重新被唤醒。虽然如此，新

加坡海域作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道，

从来没有被忽视过，从一幅德国人绘

于1607年的地图描述发生在新加坡	

东部海面的一场海战就可为例，作为老

牌殖民地主义帝国的葡萄牙先后两次

在此被新崛起的殖民地主义帝国荷兰

打败，一次是发生在1603年2月，一艘

满载中国货物的葡萄牙船桑答.卡达里

那号（Santa	Catarina）在新加坡东部

海域被荷兰劫持，这些货物过后在阿

姆斯特丹拍卖会上取得惊人的利润；

另一次就是这幅图所绘的发生在1603

年10月的海战，在这场战役中荷兰人在

柔佛王朝的协助之下也以少胜众，打败

葡萄牙。这幅铜雕版地图标示的海战地

点是Rio		Batasabar，意为峇达沙巴河，

其实这是柔佛海峡，此海峡经常被早期

的航海家当做河流。Batasabar应该是

Batu	Sawar之讹，在柔佛河的上游，为

旧柔佛王朝的所在地。

新加坡水道不单单是东西方海商

和殖民地主义帝国香料和丝绸贸易

船只往返的交通要道，也是各个殖民

地主义强权较劲的战场，新加坡拉想

独善其身过其安宁的甘榜生活已不可

能，她被卷入这场殖民地主义强权较

劲的漩涡中也是必然的，这就是新加

坡历史的宿命。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注一：	Shahbandar这个词源自于波斯，原意是港口的港务官，当年印度洋的

沿岸的港口都委有萨曼拉。这个词传来马来群岛之后，词义也有一些变

化，税金的官员称为萨曼拉，满剌加王朝委任管理各个族群的头人也称

为萨曼拉，多默.皮列士（Tome	Pires）在其著作《东方志》（The	Suma	

Oriental）中就述及满剌加有四个萨曼拉，一个负责古吉拉特人，一个

负责爪哇人，一个负责华人及琉球人，一个负责吉宁人。巨港被明朝当

作海盗的华人陈祖义也自称为萨曼拉，中国史书称为蕃舶长，尤中国市

舶官。	

注二：	本文提到的地图，都可在国家图书馆8楼的地图展看到，这个名为“黄金

与香料之壤-东南亚与新加坡的早期地图”的展览，将展至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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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兴国的启迪
日本成为科技强国是现代的事，培养热

爱科学的民众，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

要经验。上世纪初爱因斯坦访日，日本民众对

科学那种难以理喻的热情，就让这位大科学

家吓了一大跳。

日本的教育系统已能独立培养出 
尖端科学家

在历史上，日本的科学技术长期落后于中

国。根据美国人肯德尔·亥文著的《历史上100

个最伟大的发明》，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

造纸术和指南针入选，日本人则交了白卷。而

且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影响了世界，在当今国

际知名大学的课堂上和重要学术会议上经常

被提起被引用，日本则乏善可陈。

可是，现在日本在科学技术上则获得了质

的飞跃，就拿国际上最高的科技大奖来说，日

本本土培养出的学者迄今已有20人获得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诺贝尔奖。其中，在本世纪开始

这短短的十几年，日本人就有9位获得科技类

诺贝尔奖。而且日本人在数学上的表现也很突

出，菲尔兹奖是数学界的国际最高奖，日本

迄今已有3人获得，在世界各国中排第5名。

日本人甚至还能够向科学技术最发达的

美国输出诺奖获得者，在美国的诺奖获得者

中，有两位是在日本接受研究生教育并做出

获奖成就的，后被美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挖

走。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被三个日本科

学家包揽，其中的中村修二虽加入了美国籍，

然而他获得诺奖的成就是在日本做出来的。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中，有19位是

在日本接受本科教育，还有17人是在本国获

得博士学位的。这说明日本的教育系统已经

具备独立培养出尖端科学家的条件。而科技

╱	文		:   石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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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独

立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思想家

和大科学家。那么，日本的成绩是怎

样获得的呢？

天皇皇后在皇宫隆重接见爱因
斯坦

一个国家要成为科技强国，一个极

为重要的因素是：拥有热爱科学的民众

以及推崇科学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

值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的秘诀之一

就是走群众路线，首先培养大众对科

学的热情。就让我们从百年前爱因斯

坦访问日本谈起。

日本是唯一邀请过爱因斯坦讲学

的亚洲国家。爱因斯坦在上个世纪初提

出了新的宇宙观，让人们对时空有了完

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他的理论轰动了

整个欧美科学界。然而，因为爱因斯坦

所提出的相对论太抽象，不要说对于一

般的民众，就是当时的许多大科学家也

难以理解这种相对论思想。用爱因斯坦

的话来说，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科学家

能真正理解他的理论。

尽管爱因斯坦的理论影响力巨大，

但因为无法通过实验来证实，诺贝尔奖

委员会迟迟没授予他这项代表科学界

最高荣誉的大奖。后来，一批世界知

名的科学家向诺奖委员会提出，如果

你们再不授予爱因斯坦诺奖，那么这

个奖项的信誉将在世界上大打折扣，

甚至会成为科学界的一件耻辱。就是

在这种压力之下，诺奖委员会才决定

把1921年的物理学奖颁给爱因斯坦。

可是爱因斯坦获奖一波三折，因为当

时有知名的德国物理学家出于种族歧

视而坚决反对，诺奖委员会就把爱因斯

坦当年获奖的声明压下来没有发布，一

直拖到翌年才宣布。

爱因斯坦虽然在欧美名声大噪，然

而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加上亚洲国家

缺乏现代科技传统，所以东方人大都不

太了解爱因斯坦为何许人也，更不清楚

他的相对论的意义。然而远方的日本人

却春江水暖鸭先知，率先认识到爱因斯

坦的价值。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他们

就派高级官员到德国求贤，请爱因斯坦

到日本讲学。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对

亚洲的唯一一次访问，他途经多个亚

洲国家，停留过巴勒斯坦、新加坡、中

国上海等地。

日本是以国家元首级的礼节来接待

爱因斯坦的，他们的天皇和皇后在皇宫

里隆重接见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还多

了一个其他外国元首也享受不到的礼

遇，就是当他来到皇宫时，那里已经聚

集了数以万计的自发到来欢迎的群众，

为他欢呼喝彩。爱因斯坦是侨居德国

的犹太人，那时候德国排斥犹太人的

气氛已经很浓了，所以，爱因斯坦对自

己在日本受到的礼遇有些受宠若惊，而

且也被日本民众追星的痴情逗乐了。他

跟一同到来的太太讲：“世界上没有活

着的人配得上这种待遇。我担心我们

是骗子，最后会坐牢的。”从爱因斯坦

的话里可以看出，日本人是把爱因斯

坦视为比各国元首地位还高的人物。

日本人对科学的“怪异狂热” 
吓了爱因斯坦一跳

爱因斯坦不虚此行，他在日本的讲

座大获成功，也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回

报。他在东京的第一场讲座，就有近

2500位民众买票出席，接下来又在多

个城市举办了讲座，几乎都爆棚。日方

按照门票的收入给爱因斯坦提成，最

后总共给了他2000英镑的酬薪。这个

数字在当时来说可是笔巨款。按照当时

的汇率，1英镑兑换2美元多。那时物理

学诺贝尔奖一年一人获得，爱因斯坦得

到了3万多美元的奖金，现在每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金则是100多万美元。也

就是说，爱因斯坦在日本讲学五周，共

获得5000美元左右的报酬，相当于今

天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全额的五分之一

左右，大约是20多万美元。

日本民众对科学的热情也独树一

帜，可以说到了难以理喻的程度。爱因

斯坦用德语演讲，然后被翻译成日语，

在东京的第一场演讲，一共持续了四

一个国家要成为科技强国，一个极
为重要的因素是：拥有热爱科学的民
众以及推崇科学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
价值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的秘诀之一
就是走群众路线，首先培养大众对科学
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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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爱因斯坦感到于心不忍，他

认为自己的理论本来就抽象难懂，加

上语言交流障碍，简直就是在折磨听

众。所以他决定压缩下面演讲的内容，

结果第二场缩短为三个小时。可是演讲

结束后，爱因斯坦觉察到日方主持人的

脸色不对头，一打听才知道，第二场演

讲的筹办人被骂了，听众抱怨为什么缩

短了演讲时间。爱因斯坦恍然大悟，日

本人原来如此另类！所以他为了让听众

满意，在尔后的演讲中尽量把时间拖

得长一些。日本的听众也不在乎听懂

了没有，他们只觉得自己掏钱买票，越

多欣赏一会儿这位魅力四射的科学大

师就越划算。

日本人为爱因斯坦如痴如醉，他们

的一些怪异行为也让爱因斯坦夫妇吓

了一大跳。爱因斯坦来到东京的第二

天，一大早他和夫人爱尔莎推开阳台

的门迈出阳台，楼下街区突然响起群

众的欢呼声，这让他大吃一惊，原来宾

馆外的大街上站了一千多民众，他们已

经在那里守候了一夜，希望能够一睹这

位科学巨星的容颜。在一百多年前的日

本，科学已经如此深入民心，也就不难

理解日本今日的科技成就了。

日本之行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

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日本人温和而谦

逊，能够深刻领会美和思想。

在爱因斯坦访问日本h过后不到30

年的时间，日本有了零的突破。1949

年，京都大学的汤川秀树获得了物理学

诺贝尔奖。这说明一个道理，拥有了热

爱科学的群众基础，谁获得诺贝尔奖也

许是偶然的，然而产生世界级的科学家

则是必然的。

爱因斯坦与中国擦肩而过的原因

在中国，五四运动喊出了“科学

救国”的口号，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

认识到了科学对国家民族前途的重要

性。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事先

得知爱因斯坦访日的消息，就通过中

国驻德大使馆向爱因斯坦正式发出邀

请，希望他能顺路来北大讲学。1922

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从中国驻德使

馆转来的爱因斯坦的回信，信中爱因斯

坦欣然同意访问日本结束后，到北大做

两个星期的访问，并提出了很高的酬金	

要求。

蔡元培通过多种努力终于筹集到了

足够的资金，他和北大这边热切盼望着

爱因斯坦的到来，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

作。可是到了1923年元旦这天，蔡元培

收到了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自日本的

信，告知他把计划访问中国的时间用在

了日本讲学，因为下面还要去西班牙等

国访问，取消北大之行。蔡元培和北大

师生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结果，爱因斯坦与中国擦肩而过。

他在往返日本的途中，两次经过上海，

但是两次加起来不到三天。后来蔡元

培还亲自到欧洲邀请爱因斯坦，他的

诚意也没有感动爱因斯坦，邀请这位

科学巨星讲学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我认为，爱因斯坦不来中国讲学的真

正原因，恐怕是他第一次路过上海时

的观感，觉得那时中国尚无对科学感

兴趣的群众基础。爱因斯坦在他的旅

行日记里，就有类似的表达。

在爱因斯坦眼里，那时的中国民众

尚不具备科学意识，不会对他的理论感

兴趣。假如爱因斯坦去日本之前没有经

过上海，没感受到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

现状，他也许会在蔡元培的盛情邀请

之下来到了中国。然而话又说回来，如

果没有一个热爱科学的群众基础，仅

仅有民族精英如蔡元培者，即使爱因

斯坦到北大讲了学，又会有什么效果	

呢？

危机感是促成日本人对科学狂热
的催化剂

造就日本民众对科学狂热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日本人强烈

的危机意识，	日本人科技世界领先，

远超亚洲其他国家，然而他们的国民

还保持着这样的反省精神和自我警觉，

真令人感叹！

其实，在乔布斯的创业过程中，苹

果公司的好几个核心技术发明都是日

本人做出的。比如，iPod的芯片就是日

本东芝公司发明的，乔布斯用1000万美

元买来了这项专利，该产品挽救了苹果

公司的命运，为乔布斯人生最后十年辉

煌打下了基础。

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看得见的，意

识上的差距则是难以觉察的。然而如果

不缩小意识上的差距，技术上的差距不

仅不会缩小，甚至还会扩大。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博士（1999） 
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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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哉！先生蔡
蔡元培故居瞻仰漫思

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

1919年5月3日晨，天色微明，一辆马车辘

辘地往北京东城方向急驶而去。车内坐着时任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此时，他心急如

焚，只因他得知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即将

签署。他要赶往东堂子胡同，去见北京大学

校长蔡元培。通报时任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

的内容，商量对策。

蔡元培听了汪通报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于

是急召部分学生代表来他家商议。夜幕降临，

小胡同里进出蔡家的人影绰绰，蔡家一夜灯火

通明。第二天，即5月4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爆发

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东堂子胡同75号是见证了“五四运动”

的宅院，这里点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星

之火。

去年6月，去北京大学开会。会刚结束，心

里就急着要去瞻仰蔡元培先生故居。

问了几个北京人，都说不知道蔡元培故居

在哪里。有的年轻人更问：蔡元培是谁呀？这

使人感到时代的隔膜和悲凉。后经一位北大

教授指点，总算很顺利地就找到了。

东堂子胡同靠近东长安街，它一端是东单

北大街，另一端是朝阳门南小街，从此大街走

进去，细细长长的小胡同，蔡的故居现在门牌

是75号，民国时的门牌是33号。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居，300多

平方米建筑面积，1917年——1923年蔡元培

担任北大校长时租住于此。他的住房在里面

第三进。

和北京其他名人住宅不同——郭沫若、梅

兰芳、老舍等都拥有自己的房权，而蔡元培一

生未置产业。他在上海的故居也是学生们送他

的，他基本没住，直到1940年在香港病逝。

灰瓦顶、红木窗框的普通平房，展览所

示为客厅、书房和卧室。旁边另辟有一个展览

室。书房、卧室家具整齐而朴实，犹如他一生

的为人。

在平房门前小院落的左侧，有一座蔡元

培先生像。黑色大理石底座上是用洁白色大

理石雕的半身像。后面灰黑色墙上是毛泽东

写的对联：“学界泰斗，人民楷模。”望着这

白色大理石半身雕像，心中升腾起这样两个

字：“高洁”。

╱	文		:  乐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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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洁”，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人

品和成就。他做过教育总长的高官，做

过北大校长，又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

学者，但他一生勤俭，在教育部成立初

期，他去总统处领取印章时，只是乘坐

人力车往返于教育部和总统府之间。

1912年的7月10日，第一届全国临

时教育会议召开，蔡元培担任主持人，

并在会议上致词。四天之后，孙中山退

位，袁世凯上台。蔡元培因为不满袁世

凯独揽大权，拒绝与袁世凯为伍，主动

辞去教育部长职务。

看回当前中国纷纷扰扰的金钱世

界，那些口吐莲花却不为老百姓谋福

利，只想拼命往上爬，拿着纳税人的钱

却不保护人民，而是干着男盗女娼肮脏

勾当的贪官们，这些败类的低下和蔡先

生的高洁境界真是天壤之别。

办北大的十六字箴言

租住东堂子胡同期间，正值担任北

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甫上任就提出“囊

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的十六字箴言作为办学思想。他

的理想是把北大改造成中国人的“精

神家园”。

同时他抱定宗旨，要改革北大学生

的求学观念。1917年1月9日，他在就职

演说中说：“我来到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是希望学生不要再有读书做官的思

想，而是树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

地的信念。二是想仿效世界各大学通

例，追求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

今天我在这里，是真心来和大家商量

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要把北大这所最

高学府，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认

为，大学之大，不在于校舍恢宏，而是

学术气度的广大。我以为首先应该有思

想自由、学术至上的学术气度。我们的

北大应该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

意识的批判者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放眼望去，如今中国的大学，多少

已经办成了学店？不少大学生包括一

流大学的学生把读书做官当作理想，

全然不考虑如何做人，做一个有大抱

负大气度的人。而当今中国大学的掌

门人校长、院长，又有几个有蔡元培那

样的胸襟和境界？

蔡元培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

他既是独树一帜的教育家、学者，

也是真正的民主斗士，他对抗过清廷、

袁世凯、北洋军阀，也对抗过蒋介石，

一生中多次被通缉，但为了实现救国

理想，最终毫无所惧，把自己的一生

贡献给追求自由、民主以及科学和教

育事业，那种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和

开拓创新的治学智慧，都令人仰慕，值

得我们学习。

灵魂高洁的学界泰斗

瞻仰了故居，又仔细看了展览内

容，逐渐认识到，要真心了解蔡元培，

还得从他家乡绍兴谈起。那片土地给了

他一颗报效国家与民族的赤子之心。

绍兴是位于浙江东北部的一座城

市，北边毗邻杭州的钱塘江，美丽的

浙北平原囊括其中。西南边多为丘陵

地形，苍茫的会稽山横亘其中，层峦叠

嶂，占据绍兴一半以上面积。著名的

香炉峰、秦王峰就在会稽山西面，其东

北面则被平原地势所覆盖，水网密布河

道纵横，典型的江南水乡。

绍兴地灵人杰。历史上一直以“文

物之邦”著称于世，直到晚清的2000

多年历史里，曾出现过无数出类拔萃

人物。春秋后期的越王勾践，为领导越

国人而“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让自己转弱为强，终得偿

所愿报仇雪耻，战胜吴国完成复国大

业。绍兴更是文人墨客聚汇之地，东

晋著名文学家谢灵运、王羲之等都曾

在此生活。唐朝，绍兴出现了著名诗人

贺知章，宋代则有爱国诗人陆游。明

清时期更是人才辈出，著名诗人徐渭、

散文家张岱、历史学家章学诚、医学

家张景岳、书画家赵之谦、画家任伯年

等，风云一时。

近代绍兴还出了伟大文学家和思

想家鲁迅！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

老北京时期，北大校门口卖豆腐的也

有老北大的书卷气，常常自豪地对那

些小青年们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

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

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

你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

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

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

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

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这

段记忆非常生动朴实，且带着地道北京

味。把鲁迅和蔡先生两个伟人的人格魅

力表露无遗。

故居的展览室还详细介绍了蔡元

培的学术成就。他除了担任北大校长之

外，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近代

教育学和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一

生著作甚丰，有《中国伦理学史》《蔡

元培教育论著选》《玄圃论学集：熊十

力生平与学术》《美术的起源：学术讲

演录》《孑民自述》等数十部著作。称

蔡为“学术泰斗”，可说毫不为过。他

有这样的学术成就，跟从小努力读书，

打下深厚基础有关。

有这样的记述：清末时，绍兴首富

徐树兰建造了古越藏书楼，这个藏书

楼的建成和开放被认定为中国古代藏

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重要标志

性事件。年轻时的蔡元培就曾进人古

越藏书楼校勘徐氏兄弟所创作的《绍

兴先正遗书》。他当时的主要职责是

充当伴读，并且为徐氏校对书籍。在藏

书楼工作时期，蔡元培几乎读遍了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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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万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都经过他

亲笔批注。蔡元培的女儿就曾见过蔡元

培在古越藏书楼批注的一部《管子》和

《墨子》，或用红笔或用墨笔，在书页

上写得密密麻麻毫无空隙，而这样的

书还有很多。	据说蔡元培还曾为古越

藏书楼亲手书写一副对联：“吾越多才

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这幅对联

曾悬挂在藏书楼的门厅里。

蔡元培17岁考取秀才，曾两度游学

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

法国大革命的思潮。他和鲁迅一样，

对中国社会及陋俗，对中国的“国民

性”有透彻观察和了解。所以，他和鲁

迅，一个是要通过教育，一个是要通

过小说、杂文，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通俗地讲，就是要改造中华民族每个

人的“灵魂”。

蔡先生和鲁迅的灵魂都是高洁的，

让人反观自己灵魂中的污垢，用蔡先生

和鲁迅先生的精神来荡涤。

捧一颗鲜红的心来， 
不带半根稻草离去

走出故居，天已向晚，街上的华灯

一盏盏亮了。漫步在普通北京人住的

胡同小巷，狭窄密匝，人间烟火扑面。

此次北京之行的收获，不是什么华丽虚

饰的开幕式和内容空洞的研讨会，而是

瞻仰和参观了蔡元培故居。

对于蔡先生，心中有很多赞语，但

自感笔拙，忍不住摘抄几段名家品评，

以飨诸君——

傅斯年评价蔡元培：“蔡元培先生

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

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

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

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

国之气象已亡矣！”

黄炎培评价蔡元培：“有所不为，

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

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

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

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

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

心传窃奉终身。”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

蔡元培：“在蔡先生身边，感同风光雾

月，如沐春风，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

象，他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爱戴，完

全是他的人格的感化。”

曾任北大教授的民国名士王世杰在

《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蔡先生为

公众服务了几十年，身后却极为萧条，

死后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寸土地，医

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无法付

给，就连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

生代筹的……捧着一颗鲜红的心来，不

带半根稻草离去。”

港台学者金耀基这样评价蔡元

培：“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

的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叶，蔡元培

先生可以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

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颂扬他的文

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谤则

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

人中极少数的例外。”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评论蔡元培：“拿世界

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

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

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

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

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

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

不出第二个。”

　　作者为资深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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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星汉绝对称得上一代传奇人物。他曾

在“金三角”叱咤风云而被美国悬赏

三百万美金通缉，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将他称

为“东南亚海洛英教父”，“读者文摘”则封

他为“鸦片将军”。实则罗星汉身材中等，老

年之后更是慈眉善目，言语谦恭有礼，很难让

人将“鸦片将军”跟他联想在一起。

而且，罗星汉一生经手鸦片不知凡几，但

他自己从不吸食。他说，“连纸烟我也不吸，酒

也不喝，就是打打（高尔夫）球，打打麻将”。

鸦片，对他而言，就只是商品、生意。

退隐后一直卜居于仰光市豪宅的罗星汉，

二零一三年七月六日晚间因腹泻引发心肌梗

塞去世，享年七十八岁，结束了多采多姿、大

起大落的一生。

罗星汉平时素重养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打高尔夫球，所以都是近午

才约访。罗星汉多年前曾因心脏问题而动过手

术，但身体一向还算硬朗，家里也有护理人员

随侍，此次骤然过世，确实让亲友大感意外。

罗星汉亲友表示，当晚罗星汉吃了一碗鱼

汤面，不料引发严重腹泻，送医后罗星汉拒绝

打点滴，而且认为腹泻小事，也不愿留院休息，

坚持回家休养。回家之后可能因为身体虚弱竟

引发心肌梗塞，家中又欠缺急救专业人员及设

备，一时间抢救不及而去世。

一代枭雄竟因一碗可能不太洁净的面而

丧生，思之令人惋叹。但罗星汉一生的精彩绝

伦，并不因为他死得平淡无奇而逊色。

罗星汉祖籍江西，一九三四年出生于缅甸

北方邻近中国的果敢，缅文名字叫“畏蒙”，他

的中文名“罗星汉”，还是在就读于国民党九

十三师残军在果敢开办的反共军事学校时取

的，其实当初取的是“罗兴汉”，颇符合国民

党军当时要“反攻大陆”的心理状态，后来才

改为“星”，是何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罗星汉的祖上跟几乎所有果敢人一样，都

是南明亡国之后的孤臣孽子，罗星汉的祖上据

传是永历帝身边的一名副将，传到他这一辈刚

好是第十代。

罗星汉自小胆识过人，很早就展现出领

袖特质。他从果敢官立小学毕业后，就进入

当地由国民党残军开办的反共军事学校学

金三角传奇人物罗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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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首批毕业的二十二名学员均被授

予少尉军衔，罗星汉是最小的一个，年

仅十四岁。

毕业之后，罗星汉进入果敢杨氏土

司所属的武装自卫队担任分队长，后来

成为土司杨振材的妹妹、人称“杨二小

姐”杨金秀所率领的马帮队长，还曾因

为带领人员星夜突袭，救出杨二小姐

而声名大噪。也有传言指称他和杨二小

姐有亲密关系，不过杨金秀晚年受访时

曾亲口否认。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厉行禁毒，

使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百万烟民丧失

了鸦片来源。在这个情况下，与中国云

南气候、水土相同，所制成品与云南名

货“云土”质量相若的果敢，就因缘际

会成为重要的鸦片产地。当时，罗星汉

亦顺势率领马帮在缅甸和泰国之间贩

运鸦片，后来也在此期间，他娶了云南

耿马人张小菀为妻。

胆识过人的		罗星汉接着自立门户，

在果敢地区办起了武装护镖，专门替鸦

片商人长途贩运充当保镖，因为果敢地

区是当时缅北主要的鸦片集散地，他的

镖局生意越来越红火，个人势力就越来

越大，不但拥有数千匹骡马的马帮从事

毒品贩运，还自建海洛因提炼工厂，建

立起产销网路，进而成了金三角地区第

一代“鸦片大王”。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一直认定

罗星汉与其子罗秉忠于一九九零年代

成立的“亚洲世界（Asia	World）”集

团刚开始时根本就是个幌子公司，实

际上在做的还是毒品生意。

《金三角鸦片交易纵览》一书作

者伯提尔•林特勒（Bertil	Lintner）就

指出，罗氏父子利用“亚洲世界”做幌

子赚了大钱，用来支撑当时的缅甸军政

府，缅甸军政府则投桃报李，许以罗氏

父子许多政府大工程，如此鱼帮水，水

帮鱼，“亚洲世界”才能在很短时间内

茁壮成缅甸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现在，“亚洲世界”拥有六万多名员

工，是缅甸五大集团之一。

林特勒的前述说法并非空穴来

风。	“亚洲世界”经手的都是大项目，

譬如仰光国际机场、仰光港口营运、建

造公路，以及中、缅合资穿越缅甸、从

印度洋直达云南的油气输送管道，皎

飘深水港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遭缅甸总统登盛叫停的密松水电站，

都是“亚洲世界”参与的项目。

密松电站叫停，很多人都认为是

中、缅关系生变的结果，其实一位知

道内情的人指出，登盛当时以“民意”

为理由叫停，但实际上是他与副总统

之间斗法的结果，“缅甸，什么时候会

倾听民意了？”。

另外，罗氏父子与缅甸军方的关系

确实很好。譬如缅甸前独裁者丹瑞大

将于二零零六年为爱女办了一场让人

侧目的豪华婚礼，据称罗氏父子就是

主要策划者。

仰光当地华人也说，罗星汉位于仰

光市警卫森严高级住宅区内的豪宅，当

年是准备建给总理钦纽。结果钦纽于二

零零四年遭丹瑞大将罢黜、软禁，罗星

汉就接收了这座住宅。

罗星汉依附当权者，早就有迹可

寻。

一九六零年代，果敢原土司杨振材

反抗缅族军政府，军政府所采取的对

策则是“以果制果”，利诱罗星汉组织

自卫队与果敢革命军对抗，聪明过人

又识时务的罗星汉立刻应允，领导军

队击垮果敢革命军，革命军首领杨振声

退入泰国，另一支彭家声的军队则退入

中国。这是罗星汉首度展现出其军事长

才，也是他依附权威之始。

罗星汉并非只知蛮干的一介武夫，

他也娴熟谋略，甚至能因此不战而屈人

之兵。把国民党残军驱离“金三角”，	

就是一例。

当年国民党军大陆兵败后由云南溃

至“金三角”，一度控制着“金三角”的

鸦片生意，也成了“金三角”第一支以

军护毒、以毒养军的武装贩毒力量。

其时，缅军无力对付国民党军，于

是又沿袭当年利用罗星汉对付果敢革

命军的老方法，采取“以华制华”，罗星

汉则乘势献策，由他出任从事鸦片生意

的“孟洞公司”老总。

罗星汉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先以

利收编国民党残军的大批人马进入孟

洞公司，孤立部分不愿归顺者，接着他

建议政府拉拢支持国民党军的地方武

力，许以利益、官位，进一步切断国民

党军与地方的关系。

一切就绪后，罗星汉亲自发信给

剩余的国民党军，“我奉命追剿你们，

但我不想发生冲突，希望你们马上离

开”。就这样，前后一个月，事情就解

决了。

自此之后，罗星汉就称霸“金三

角”，后来名闻遐迩的大毒枭坤沙（张

奇夫），算起来，还是他的后辈。罗星

汉和坤沙两人先后在“金三角”称雄，

但若论起传奇性及个人的智略，罗星

汉则远在坤沙之上。

六、七十年代，罗星汉和坤沙在缅

北各据一方，也偶而驳火，两人后来都

被缅甸政府招降，软禁在仰光。坤沙到

仰光之后，直至病逝都没有更大作为，

而罗星汉则放下鸦片，率领儿女改做生

意，再创人生高峰。

二零零七年十月坤沙去世时，仅是

一个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囚徒。罗星汉

去世时，则是坐拥亿兆家财的超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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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人领袖，去世次日政府官员和企业

家纷纷前往吊唁，境遇之别不言而喻。

罗星汉算起来只有小学毕业，但他

很重视教育，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始

终如一，本人也甚喜阅读。

一九六八年时，后来成为“果敢

王”的彭家声获得中国支援反攻并占领

果敢。罗星汉当时采取焦土政策，强迫

果敢人民迁往腊戌，焚烧果敢新街，使

得现今腊戌成为果敢民族大本营。罗星

汉当时还在腊戍建立了果敢反共军校，

自任校长。

其实，罗星汉一九五六年小学刚

毕业就当上了果敢县大东山区教育组

长，负责二十多所学校。一九六五年时

缅甸排华，关闭华校，罗		星汉却另辟蹊

径，以果敢前进委员会名义向缅甸官

员提出发展地方教育的要求，理由是	

“国家中心文化要维护，民族固有文化

要保留”，向缅甸政府提出发展地方教

育的要求，兴办“果文”学校。

缅甸政府承认果敢人为缅甸的	

“果敢族”，所以就同意了罗星汉的	

“民族固有文化要保留”建议，允准兴

办果文学校。其实，这世界上哪里有什

么“果文”，“果文”根本就是华文，华

文在缅甸得以香火延续，缅甸华文教育

堪称东南亚的佼佼者，就是罗星汉当年

头脑灵活、偷天换日的结果。

另一方面，罗星汉也以腊戍为中

心，每年指挥两次运输量在200吨左

右的鸦片倒卖，收入甚丰，总利润额

在六、七百万美元之间，鸦片生产供销

的“一条龙”经营方式，也是在罗星汉

手中建立。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罗星汉的大

名不仅威震金三角，而且成为当时闻

名世界的大毒枭，更变成了西方媒体

报道中的“鸦片将军”，美国也悬赏捉

拿他。对于这一点，罗星汉总是轻描淡

写地说，“美国人要怎么说，就随他们	

吧”。

罗星汉经营毒品生意使得缅甸政

府遭受来自国际反毒的压力，再加上他

的部队未解决缅共在北部山区割据的

问题，缅甸政府遂翻脸决定解散他的

部队，罗星汉坚决不从，带领部队退入

泰国，后来在国际合作之下，罗星汉于

一九七三年在泰北被诱捕后转交给缅

甸政府。缅甸政府判其无期徒刑，关入

恶名昭彰的仰光英盛监狱。

当年判决的理由是“叛国”而不是

贩毒，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贩毒是缅

甸政府默许的。罗星汉在狱中也颇受礼

遇，有自己的牢房，还可以开小灶，并有

军情局的一位专责人员陪伴他。

在狱中的罗星汉也并未闲着。他上

书当时的总统尼温，建议由他协助招降

各路少数民族叛军，结果获得采纳。罗

星汉也不负所托，计划执行成功，立下

功绩，终于在一九八零年时通过大赦

获得释放。龙回大海的罗星汉又开始

翻云覆雨，从经营毒品的老行当，累积

资本后慢慢转型为正当的生意，终于

成为一方巨贾。

过世之前的十多年，罗星汉其实

已是退休状态，平日不大见客，“亚洲

世界”也完全交由罗秉忠打理，但只要

有客来访，离去时，不论尊卑，他一定亲

送至门外，颇有老一辈江湖人物风范。

罗星汉晚年甚为低调，办学却不

遗余力，特别是在上缅甸腊戌、果敢

一带，声望很高，很受爱戴。他一生大

起大落，有过无数头衔，但他最爱的，

就是“缅甸果敢民族文化总会永远荣

誉主席”，熟识他的人，也都称他为	

“罗主席”。

总体来说，罗星汉对果敢地区有五

大功绩让人感念。一、号召果敢族搬迁

移民到怒江西岸，扩大生存空间，让果

敢族落地生根。二、	一九六五年缅甸

发生排华事件，学校全部收归国有，华

文学校也遭到下令关闭。罗星汉则运用

智慧将“华文”改称为“果敢文”，“华

人”转称为“果敢人”，瞒天过海骗过缅

甸中央政府，使得“果敢民族文化（实

际上就是华族文化）”得以保留承继，

华文在缅甸得以香火延续。三、大力发

展果文学校，总计果敢文教会属下有八

十四所学校，老师有一千多名。四、罗

星汉投资修建了腊戌—木姐公路。这

条全长一百八十多公里的公路是缅甸

北部通往缅中边境的重要通道，也是

中缅边境贸易的最主要通道。更重要的

是他积德行善，因为修路无利可图，靠

收三十年过路费根本收不回投资。五、

一九九八年罗星汉出面组织云南会馆，

成为凝聚缅甸华人的重要民间组织。

更有趣的是，缅甸中央政府很忌讳

民间团体，所以各地云南会馆都是巧妙

地“寄生”在庙宇里的单位，也益见罗

星汉通情达变，确有过		人之处。

对于前半生的大毒枭生涯，罗星

汉在晚年反思中不讳言确实对社会有

危害，但仍不忘强调当时要以果敢人

的生存放在第一位，“为了生存，其他

的事情皆可不顾”。他也多次强调自己

是“第一个提出禁毒”的地方领袖，多

次在果敢老街公开焚烧毒品，并请国

际组织和国家领导人参观。

纵观罗星汉的一生，他机变灵活，

能够认清时局发展而及时调整策略来

顺应强势的一方，聪明地避免没有致

胜把握的冲突，从而获取利益，扩张力

量，进而取得成功。

罗星汉曾评价自己“我只要想着是

合理的，我就去做，也不遗憾。		我的性

格是敢作敢为、敢想敢做，我认为这

是我一生最大的长处”。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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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吴小保

华裔作家吴彼德
的马来文小说

新加坡曾是新马两地重要的文化中心。

然而，自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当

时曾以新加坡为中心的马来文坛，开始逐渐

转移到吉隆坡。随着马新分家，更多的马来

文人移居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马来文坛渐趋

沉寂。

另一方面，新加坡马来人也由于马新的

分家成为境内的少数族群，就政治或教育上

来讲，他们在一个多元的社有了不同的定位。

在一个新的文化、经济与政治结构里，马

来文学渐渐失去其对异族的吸引力。举个例

子，早年活跃于马来文坛的吴信达（Goh	Sin	

Tub@Akbar	Goh）后来也舍弃马来文学，改

用英文写作。

吴彼德作品的马来人属性

然而，吴彼德（Peter	Augustine	Goh；

本名Goh	Mei	Teck，笔名有Peter	Augustine	

Goh,	PenasionalGemala，伊斯兰名为Iskan-

dar	Goh），一位于马来西亚出生，后移居新加

坡的华裔作家，却逆流而行，由始至今在新马

两地积极地参与马来文学创作。

吴彼德于1975年涉足马来文坛，作品包

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儿童文学等，

出版著作颇为丰富。虽然身处新加坡，却常

跨海投稿到马来西亚，或在当地出版作品。

瓦哈阿里（A.	Wahab	Ali）在为吴彼德的

一本小说集《桥之旅》（Titian	Perjalanan）作

序时指出：“那些不太留意作者姓名的马来读

者，在阅读这本小说集时肯定会备感亲切。这

份亲切感源自于这本集子中的问题意识、角

色、伊斯兰宣教、道德与人性，乃至是艺术的

融合的细腻度，让我们真正地感受到了他的

马来人属性。”

显然地，且不谈吴彼德在文学表现上如

何（就个人看，因过度强调伊斯兰教义，反

忽略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他如何透过创作

回应其身份？他小说中的马来人属性与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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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异？他的华人属性又与华人有何	

不同？

简单地说，从社会文化范畴看，马

来人（Melayu）在时间长河中经历了多

次的变化，但万变不离三大支柱，即伊

斯兰、马来语文与马来习俗。

马新两地的马来社群，基本上都坚

持与捍卫这三大支柱。在马来西亚，宪

法明文规定马来人必须习惯说马来语、

奉行马来习俗与信奉伊斯兰。无论如

何，这个定义表面上略过了血缘因素，

然而实际操作是另一回事.在马来西亚，

由于马来人享有特权，人们因此担心宽

松的族群疆界将会导致马来人权益轻

易地与其他族群分享，故此在实际操作

上边界是被僵硬化了的，亦即无法透过

改教、奉行马来习俗等而轻易成为马来

人。任何质疑伊斯兰作为马来社群三大

支柱的做法，都会在马来社会掀起强力

反弹。赋予异族穆斯林以马来人身份，

也会引起马来社群激烈的讨论。马来人

身份除了是个文化共同体，同时在一定

的政治环境下，与血缘的条件产生了某

种程度的张力。

相对于此，华人属性在很大程度上

（主要是马来西亚）是按照马来人这一

他者的身份的对立面而建构起来的。换

言之，华人被认为必须是非穆斯林、捍

卫华语、奉行华人习俗（例如吃猪肉、

喝酒、赌博）。而任何与此相悖者，往

往会被族人投以异样的眼光。

吴彼德如何以创作回应身份认同

在这样的马来人属性与华人属性

之间，吴彼德这个处于其中的作者，如

何以创作回应身份认同，就值得我们

关注了。

纵观吴彼德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可

以说是从世俗走向宗教的书写轨迹。

早在1977年出版《不相识也就不相爱》

（TakKenalMakaTakCinta）和《让茉

莉花开》（BiarMelatiBerkembang），

其作品都没有显著的伊斯兰色彩，亦

无宣教意图。

然而从1981年开始，《未完之旅》

（KembaraBelumBerakhir）、《启示

的季节》（MusimPenyedaran）、《窗

前的黄昏光影》（SeberkasCahaya	

Di	JendelaSenja）等，大致上都不断

地重复同个宗教救赎的主题：主人公

的堕落—因某事受到启示——接受或

不接受宗教的拯救——承担果报。

在世俗化的书写时期，可发现吴彼

德多受西方价值观的洗礼。例如角色、

家居、私人空间皆以英文命名，故事中

的角色或喜欢或并不完全抗拒西方流

行文化与音乐等。然而，如上所述，从

80年代起，其作品越来越马来-伊斯

兰化。这背后也许跟世界范围内的伊

斯兰复兴运动有关联，但在此且从略

不谈此脉络。

我们知道，吴彼德是以华裔身份身

处于马来语言文化圈子，他以怎样的方

式去展现它对马来人属性的关怀？如果

华巫关系在新马存在着张力，他如何避

免、消解这种张力？

在一定程度上，吴彼德透过了“威

胁论”来展现其对马来人的关怀。这	

“威胁论”不是指华人对马来人的威胁

（反之亦然），而是顺着其他的路径，

例如开辟一场东西文化的冲突、或者强

调道德危机感，乃至强调伊斯兰共同体

等，将自身包装成道德书写，在道德的

范畴下容纳其马来人属性，从而消解了

现实社会中所可能存在的族群张力。

例如，《哥哥》（Abang）（收录	

《启示的季节》）讲述弟弟通过信件的

往来，劝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逐渐失

去对伊斯兰信念、并打算娶洋人为妻的

哥哥莫忘传统。弟弟在信件中反驳哥哥

引用西方思想为自己辩护的观点：“权

利是自由，而自由也是一种权利。但是

一个没有规矩或法律约束的权利与自

由，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弟弟见哥哥的马来-伊斯兰特质逐

渐被西方价值侵蚀，感到极为担忧：	

“有时候，当我看见哥哥折叠好并放

在衣柜里的马来服装，以及挂在墙上

的宋谷帽，我就会很激动。因为如果

哥哥还是现在这个态度，看来在未来

这一切都将会沦为装饰。我感到很遗

憾，哥哥！”

小说中马来人属性的威胁源头，并

非来自国内的其他族群，而是西方的	

“不良文化”。这样的书写策略至少有

两个效果，首先符合马来社会（主要指

马来西亚）主流思想，以对抗西方文化

霸权为己任。其次，在一个比较广大的

范围内——东方人，找到了安置自己对

马来人属性关注的空间：脱离了具体的

种族问题框架，使得马来人属性与华人

属性不会因此而陷入矛盾与张力中。

其实，吴彼德也并非没有去处理

种族关系的题材，例如在《晚风吟唱》

（NyanyianAngin	Malam）和《大树》

（Pokok）（分别收录在《桥之旅》与	

《被打扰的心》（Hati	Yang	Terusik）	

就是处理族群对立、和解与冲突的问

题，只不过他把历史与政治抽离，在一

个虚构的时空里，叙述被虚构出来的

族群的故事。换言之，是在一个去历

史化、去脉络化的情景下开展故事，因

此也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去探讨这

个议题。

这样的书写策略，与一些马来裔

作家可能有很大差异。例如，被称为

新加坡最成功与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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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马卡萨（SuratmanMarkasa）在	

《回归古兰经》（KembaliKepada		

Al-Quran），含蓄地透露出他认为是自

己族群面对的问题。

在该小说中，罗斯玛（Rosmah）因

为无法在新加坡找到发展机会而到澳

洲去，并与米高（Michael	Abdullah）成

立家庭。罗斯玛的父亲，穆扎法（Haji	

Muzafar）劝女儿回国发展，并尝试说

服女儿依靠他的人际关系，在国立大

学里寻求教职。但这却不被女儿认可。

小说结尾时，罗斯玛接到父亲的来

信，信中附录三封简报，报道穆扎法作

为一名马来政治人物在不同场合的言

论：一、高呼捍卫马来文化/传统舞蹈；

二、呼吁人们回归《古兰经》与圣训的

教导；三、强调国民整合的重要，建立

一个涵盖各族的新加坡文化与舞蹈。

然而，这样的鲜明主题从未在吴彼

德的作品中出现。显然，他透过绕过马

新两国内部的具体的种族问题，透过在

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寻找共同点、衔接

点，让他得以成功地觅得自己对马来

人属性关注的依存空间。

吴彼德如何处理其华人属性

以上我们基本上已经理解，吴彼

德小说中对马来人属性的关怀、其书

写的策略与位置。下来的问题是，作为

一名华裔穆斯林，他又如何处理其华

人属性？

伊斯兰无论在马新，一般上被认为

是马来族的宗教，而不被认为在华人属

性之内。已故马华诗人游川《青云亭》

一诗，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那毗邻的清真庙宇

当年一同见证过历史事迹

如今越发老气横秋了

祷声激昂如昔

声声唤醒穆民团结合一

不像我老态龙钟香火寥寂。

（《游川诗全集》）

青云亭象征华社，清真庙宇则象征

马来社会，两者对比下，带出诗人对华

社老态龙钟、香火寥寂的感叹与危机

感。然而，这样的决然二元对立，尽管

有其书写策略上的意义，却无益于促

进种族间和睦相处的关系。

吴彼德的《扰乱的黄昏》（Sen-

jaBerkocak）、《光明》（Cerah）（分别

收录在《启示的季节》和《桥之旅》）	

和《海中珊瑚》（Karang	Di	Tengah	

Segara），都是在书写华裔穆斯林的困

境，尝试把被社会认为二元对立的伊斯

兰与华裔连接起来，并反驳皈依伊斯兰

等于放弃华裔身份的公式。

例如，在《海中珊瑚》的陈阿福

（Tan	Ah	Hock）本是个无宗教信仰

者，后来接触伊斯兰并在深入了解教义

后，决定皈依为穆斯林。当其母亲知道

他这个决定后，激动地骂道：

“你要变成马来人，要抛弃传统

与习俗！因为你要娶马来妹，所以愿意

做出这些羞家的事。你真的是忘记了大

伯公！”母亲斥骂道。

“妈！我不是要变成马来人。我

还是华人，只是宗教不同罢了。”利端

（按：陈阿福教名）尝试说服母亲， 

“伊斯兰是世界性的宗教。你看中国，

不也有很多穆斯林吗。难道他们也被

标签为马来人了吗？”

在吴彼德的小说中，皈依者虽然都

会被家人岐视，但他们都不肯放弃自己

与家人的关系，而希望家人能够接受他

们华裔穆斯林的身份，在此当中展现了

主人公的孝顺、注重家庭观念等传统

华人的价值观，借此强调伊斯兰与华

裔，乃至马来人属性，三者之间的共通

性与谐和关联。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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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来，本地书业前辈们口中，都津津

乐道着一本当年再版了将近三十次，

在新马也畅销了二十年的香港小说——《思前	

想后》。这让笔者高度好奇，很想知道此书为	

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作者“俞远”到底是

谁？

探寻之下，发现这位生平著写三百多万字的

作家俞远，原来是曾经领导长城、凤凰、新联电

影圈，1963年率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来演出，人

称香港左派电影元老的廖一原（1920-2002）。

2014年5月，遗孀汪云女士编著的《思

前·想后——廖一原及其时代》（以下简称	

《廖》书）面世，显示这位关键人物身上，装载

了香港和新马不少共同的文化记忆。

注重“演出效果”的小说家

《思前想后》是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

的，1955年出第一版。笔者从国立大学中文

图书馆借来一读的版本，印行于1971年，那是

第廿三版。“俞远”，是廖一原众多笔名之一。	

香港左派电影元老 
廖一原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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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读后感详见副文，本文主要透析廖

一原的生平。

廖一原生前表示，《思前想后》再

版二十多次，售出四万多册，说是代表

作也无不可。除香港外此书还远销新

马和菲律宾，香港有人商议将它拍成电

影，菲律宾提出要改成话剧。但廖先生

没说下去，相信这些倡议都没下文。

其实在新加坡，五十年代“反黄

运动”时期出现的作家田流，倒曾把	

《思前想后》编成四幕话剧上演，剧

本在1962年由本地文风出版社印行。

笔者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私营有

线广播丽的呼声,或曾以此书播读华语

天空小说。

《思前想后》的畅销，可以让我们

联想到廖一原是位很注重“演出效果”

的小说家。成为影圈领导人物，也一样

稳扎稳打。他坦承，长、凤、新的资金

并不充裕，影片必须叫好也叫座，公司

才能生存，不能孤芳自赏。

夫人为他编书立传

汪云女士编著的《思前·想后——

廖一原及其时代》，由香港汇智出版

有限公司印行。笔者在网上看到出版

预告，便委托本地商务印书馆，邮购

了此书。

这是本纪念文集，收有汪云对“老	

师”和“爱人”所写的个人回忆；廖氏

1997年给香港电影资料馆所作的口

述历史；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张家伟

撰写《充满困惑的左派电影元老廖一

原》三篇长文。并辑录了香港政界与社

会闻人、著名影人以及廖氏亲友所写的

挽文与感言，廖一原出品及监制影片一

览表等。

事缘汪女士曾把有关廖一原文学

与电影的藏品七百多件，捐赠香港中

文大学。2005年9月，中大为此主办了

一次“藏品展”。笔名小思的中大教授

卢伟銮认为，既然文物有了归宿，汪女

士不妨把丈夫早年的经历也写出来，

以便给他留存一个完整的记忆——这

是《廖》书的由来。

的确，汪女士记述中，有关1945年

她在云南泸西省立师范学校就读时，初

遇从香港到来的班主任廖一原老师，并

为逃离父亲安排的“封建婚姻”，随师

经过贵州死亡公路，辗转南下到香江，

及后结为连理的经历，有惊有险有情有

义，是很好的电影素材。

从教育工作到文艺创作

原籍广东新会的廖一原，出生于香

港仔对开的一个岛屿鸭脷洲。小时赴广

州就读教会学校，正值1931年“九一八

事变”，老师向同学们宣扬爱国思想。

这一熏陶下，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家

抗敌协会的活动，并报读刚在香港创办

的中国新闻学院。

抗日战争爆发，廖一原本来想当

一名战地记者，但未遇机缘而大志难

成，于是成为中国内地的一名教师。

和平后的1946年，他重返国际新闻

社香港分社，次年转任侨联中学教务	

主任。

从1951至56年，廖氏任香港《文

汇报》社务委员会委员及编辑主任。	

《文汇报》这段时期，他与同事以“黎	

于群”的联合笔名，轮流撰写短文，

在该报的副刊上发表，后结集出版了

四卷。

2002年2月廖老逝世时，香港立法

会议员、“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现已

故）曾在《明报》上撰文回忆，廖一原

在侨联中学编辑的《学生文丛》，从第

一期开始自己便已是读者。《文汇报》

时期，每天都读报上发表的《思前想

后》《峰回路转》《我们这一群》。司

徒华说：“他没有在课室里教过我，但

在人生、工作、生活上，却给了我毕生

受用、毕生难忘的教导，在心里一直尊

之为可敬的老师。”

弃报从影

1956年，廖一原离开《文汇报》，

担任新联影业公司董事经理。

他说，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英国

人害怕左派势力在香港成长，11月便

宣布取消三十八个团体的注册。1952

年初，香港电影界名演员如刘琼、舒

适，加上编导等十人，一夜间被驱逐出

境，其中包括了活跃于电影界的《文汇

报》主笔司马文森。

廖老认为，电影界找他是因为他

搞文艺工作，也写很多小说，电影与文

艺很有关系。当时“爱国”阵营的影圈

人才几乎被掏空，而他在《文汇报》的

工作也有人替，顺理成章过来新联。

新联成立于1952年。当时香港电

影以粤语片为主。但因战时观众“饿

戏”已久，战后的粤语长片、粤剧影片

一窝蜂出炉，造成粗制滥造的局面。

新联的成立，便希望能抱着严肃的态度	

“一心拍好片”。

廖老说，新联成立之初，他便曾在

幕后替他们策划。正式当上决策者，他

认为公司应有固定数量的生产，建立电

影班底和放映的院线。导演如卢敦、吴

回，演员如吴楚帆、张瑛、白燕，至今都

是香港新马观众怀念的经典人物。接着

成立的中联、华侨、光艺，与新联合称

粤语片四大公司。

国语（华语）影圈，“一心拍好片”

的公司有1950年成立的长城，与1954

年成立的凤凰。当时国语片发行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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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只由一两家电影院放映。拥有影

院的邵氏和电懋（国泰）后来自行拍

片，而它们也得照顾台湾方面的市场，

只好婉拒“左派”电影的上映。（香港

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黄爱玲指出，	

“非左派”系统的电影公司也有它们的

难处，因为庞大的中国大陆市场早已对

之关上大门。）

无论如何，廖一原认为，“一心拍

好片”的影圈大家应该走在一起。

没有绯闻的影圈董事长

从一览表上看，廖一原出品及监制

影片大都为新联电影。夫人汪女士则

概括：“廖老师领导长、凤、新三公司

参与制作的影片超过四百七十余部，

当年栽培过并与不少著名红星、导演

合作共事。”

客观而论，这四百多部影片，廖一

原恐怕不能事事亲力亲为。他的最大

贡献，应该是策略上的领导，确保“左

派”阵营影片的素质，叫好也叫座，同

时拓展院线（后来更兴建银都戏院），

并开发海外市场，争取新马和北美洲

华人观众。

廖一原指出，有些新马观众对他

说：“我们买了票支持你，就是投你一

票。”

长、凤、新经过中国文化大革命与	

香港“六七暴动”打击，饱受摧残。	

1981年，廖一原复出创办中原电影公

司，制作卖座经典《少林寺》；1982年

组合长、凤、新，成立银都机构；1985

年退休，改任银都名誉董事长：这都说

明长期以来他在影圈中的地位。

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廖一原的地位

可称为影界大亨，或“大腕”。但影星周

聪回忆：“廖一原身为新联董事长，对

太太非常疼爱，间中他会到街市为太

太买她喜欢吃的东西。还有，他做这

一行，身边美女团团转，可是他从来没

有传出桃色新闻。”

廖太太汪云也说：“有时廖老师为

工作需要邀约女影星吃饭，为了避嫌，

要我陪同出席。”

文革造成左派电影大灾难

1966年中国文革的爆发，以及第

二年的香港“六七暴动”，对左派电影

是直接致命的打击。暴动事件发生，

廖一原于1967年11	月中被“港英”拘

捕审讯，关了一年一个月。他认为，“反

英抗暴”的发生有其社会背景，因为早

年英国殖民者从港督到警察，都极度贪

污，民不聊生。这要到七十年代，港督

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并积极兴建公

共住屋），情况才有改善。

然而，“反英抗暴”的群众运动变

成暴力，还放置土炸弹，造成无辜者

的死伤，结果大失人心。廖一原反映，

他从总理周恩来、外长陈毅与廖承志	

（中共海外统战工作负责人）的会面

中，得悉中央当时并不认同过激的行

动，更无意靠群众运动收回香港。

不幸的是，文革当中“夺权派”登

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靠边站，在

香港，廖一原被架空，新华社的官员

要长、凤、新派“电影界代表”走上街

头。长城大公主夏梦当时怀有身孕，因

抗命而被指为“怕死”；二公主石慧和

丈夫傅奇参与游行被捕入狱。及后他

们都一一去了加拿大。

最致命的是，文革一来，长、凤、

新被指为“文艺黑线”，影片到海外	

“放毒”，此后全部要拍“工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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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哪有什么工农兵？巴金被批，茅盾

也被批，什么题材都不行，结果没片可

拍，没片可放，来来往往是国内出来的

几部样板戏。十年文革绝对是场浩劫，

曾累积千万元盈馀的香港左派电影圈，

因而陷入无以为继的境地。						

新马观众记忆鲜明

对于长、凤、新电影，以及由他们

组成的银星艺术团，新马观众是记忆

犹新的。据《廖》书所载，1963年廖一

原率艺团赴新加坡演出，还与李光耀

总理合照了相片。

应当指出，廖一原认为银星艺术团

赴新，是因“1963年，新加坡准备脱离

马来西亚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当时李光耀总理，他为了造势，就搞东

南亚文化节……”，此语有误。确实的

情况是，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

亚，1965年才独立。

《廖》书记载，银星艺术团从1963

年到1973年，十年间曾多次下新马。那

时新马都未与中国建交，可以说艺团是

非正式的中国代表，到海外推行“文艺

外交”。

廖老坦言，银星艺术团都是银幕上

的演员，不是舞台表演艺术家，不能用

专业的眼光来衡量他们。然而，对新马

观众，尤其当年支持“正派文艺”的青

年学生，银星的演出是很振奋人心的。

级觉悟并不高，更没有一旦觉悟，便脱

胎换骨成为高大全的吴清华或杨子荣。

相反的，“我”是个摇摆不定（“思前想

后”）的典型“小资”，脑子里布满自私

贪婪的幻想。书中甚至描写，失恋之后

的“我”大量酗酒，并“疯狂地找寻更

大的刺激，上舞厅、去妓院……我向女

人报复，蹂躏那些可怜的女性”。这样

的人物，带有真实性。

与“我”谈恋爱的小家碧玉刘馥

姿，尽管形象较不鲜明，但作者并没给

她的爱慕虚荣涂上“无可救药”的丑陋

嘴脸。更由于刘馥姿的悲剧是贪财的父

亲所造成，她的失意落魄反而得到了相

笔者的旧相簿中，目前仍珍藏1966

年5月7日，用一架海鸥牌照相机，从

黑白电视上拍下的银星节目。这些小

照片，代表了一个高中毕业而彷徨无

计的新加坡小子，心中暂时找到的一

股暖流。

另外是1970年凤凰电影公司出品，

由王小燕、江汉、梁珊主演的影片《海

燕》。上世纪七十年代，新马出现了大

大小小的“正派文艺”团体，在风雨飘

摇中诞生成长，勇气就来自那不怕狂

风巨浪的小海燕。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当的同情。同“我”再度见面的时候，刘

馥姿并不恶脸相向，也不急于所谓的	

“复合”，表现的是谨慎和矜持。

说来，这个恋爱故事并不完全轻轻

松松，但书中主要人物在生活上、在爱

情上的跌宕起伏，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香港社会有着现实上的扣合。这增加了

故事的可信度。本身也属于“小资”的

读者，则可以在细腻流畅的行文中体

会自己的况遇。比起某些充满说教意

味的大部头巨著，本书清新可喜，自然

受读者欢迎。

《思前想后》读后感 ╱	文		:  庄永康

w 副文

本书宣扬左翼思想，那是毋庸置

疑的。作者以人物所属的“阶

级”，来设计其人生观、行为选择，甚

至生活情操，立场极为鲜明。主人公“

我”，即书中称为俞远这个人物，是典

型的小资产阶级。中等学识，公司小文

员，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但每当打肿

脸皮充胖子，一心一意要跻身上流社

会时，“我”便碰个头破血流。只有遇

上生活艰苦但刚强自信的工人阶级，	

“我”才找到群体的温暖，年轻的心紧

紧相靠，大踏步向前走去。

不过，幸好，作者并未掉入“文革

样板”那样的窠臼。小说中的“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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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南洋大学”
毋庸讳言，南洋大学（1955-1980，以

下遵从本地习惯简称“南大”）一直

都是一个众说纷纭、多元并存的物质与精神存

在。从历史现实来看，她有几个历史节点，比如

1953年1月16日由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1956

年3月6日开学；新加坡政府于1968年5月25

日宣布承认南大学位；1975年3月14日，时任

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对南大进行

彻底改制，除中国语文一科外，各院系的教学

媒介语从中英双语改为单一的英语；1980年

8月15日举行第21届（也即最后一届）毕业典

礼，南大从此走入历史。1981年，在原南大校

址建立了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TI)】，1992年发展为如今

的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

但实际上，有关南大的现实纪念从未

停歇，包括校友们从未断灭的“南大之夜”

（1981年开始）聚会活动，从1992年开始升

格的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还有后来的有关

复名、复办南大的讨论、“南大精神”的文字

讨论与长期弘扬、牌坊迁移等等，南大实体

已经消失，但有关话题却此起彼伏，在现实和

南大话语形构之间形成一种迷人的张力和对

话关系。与此同时，有关南大历史的资料频频

出版：如李业霖主编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

史道路》（马来西亚八达灵：马来亚南洋大学

校友会，2002）作为一部原始资料汇编，也是

新加坡2002年度华文读物畅销第五名。有关

研究也是如火如荼，比如南洋理工大学的“南

洋大学历史研究系列”。

毫无疑问，这些努力已经呈现出鲜活而又

复杂的南大图像，让读者们觉得南大似乎依

然存在，至少还活在1.2万余名南大毕业生、

校友及其家庭的心里。其实除此以外，我们

还可以考察另外一种南大图像，那就是新马

华文诗歌中的南大呈现。整体而言，有关此

类书写的文学成就不算太高，但其呈现却有

独特之处——它和历史上的南大既有交叉，

但更有差异，这种差异性既因为书写主体的

不同，但更有文化认知的差别；既有历时性的

嬗变，也有共同意象的不同锤炼。我们不妨

根据时间发展的顺序来看看诗人们如何诗话

也诗化南大。

让我们放声歌唱 

1953-1980

不必多说，南大学生对自己的母校——南

洋大学亦有着纯真、热烈而持久的激情，这些

在文学作品中亦有呈现，如较早（1953年）出

现的炎羊、白丁与古辛等人创作的《南大颂》

（新加坡：人间出版社，1955），就已经开始

自豪地为大中华区以外第一所华文大学的诞

生和崛起呐喊助威，《南大颂》与其说是“现

实主义”的作品，不如说是现实主义加浪漫主

义的创作，它是为一个尚未开课的大学在欢呼

和预先歌唱。	但需要提醒的是，这一时段，也

有忧虑的异族人士进行质疑，乃至冷嘲热讽，

如马来亚独立党吉隆坡分部秘书亚努兰达姆

（Fred	Arulanandam）认为，如果允许越来

越多的“小北京”或“小南京”在马来亚存在，

那种族之间的分裂将一直持续【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3	January	1953】。	

《南大颂》则呈现出华校精英对华人大学的

高度褒扬与期待，同时也是一种有力回应。

随着历史的推进，南大不仅顺利开学，而

且迎来了一批批兴高采烈、斗志昂扬的学生。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现场，南大中国语文学会

1957年11月就出版了《艺文》综合性刊物。	

这份刊物中刊载了周粲的组诗《云南园风景

画》。限于篇幅，我们不妨以周粲组诗的其

中一节加以说明，《夜的音乐》（作于1957年	

8月）：

╱	文		:  朱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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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因为搭不到车，你必须在

夜里从校门和商学院之间这条小路经

过。如果黄昏时下过一阵雨，路上一个

个的小水洼还没有干，那么，在灯光照

耀之下，远远望去，跟金子是没有多大

分别的；只是行近了，便什么也找不到。

这时候，假如有同学陪着，大家边

谈边走，似乎一无所闻，否则，四围静

悄悄的，虫声便听得十分清楚了。它好

像是从两排有着梵果的笔触的树叶丛

中传出来的、又好像是从苍茫蓊郁的

草堆里传出来的；总之，你走到那儿，

它也跟到那儿，一刻也不稍停歇。……

田野里的虫声/在星天下奏起了/缓

缓的，啊，轻轻的——/像海湾夜潮般

热闹，/像年青人所独有的，/持久而淡

淡的一线忧郁。”

毫无疑问，通过前面的两段说明可

以得知，早期的南大地处偏僻、交通不

便，但作者却能苦中作乐，发扬艰苦奋

斗的精神，而且转换视角，诗化现实，

努力发现美景与乐趣——动静咸宜，在

以动情文辞书写自然的背后呈现出对南

洋大学的热爱与高度认同。

此时期特别著名和流行的文学刊

物该是中文系研究会主办的《大学青

年》，它1959年9月29日创刊，发行出

版三周年，到1962年12月30日第11期

被查禁。

潘义勇《我的歌呵，你从云南园飞

出去》（1961）是一篇征文比赛的入

选作品，刊发于第五期（1961年8月）。

如从诗歌技艺而言，它相对朴素，但其

可贵之处在于情真意切，而且相当强

烈地彰显出南大的草根性。全诗共分

三节，第一节主要是描写云南园的风景

秀丽，“云南园的花朵已怒放了/沐浴在

金黄色的清晨里/不知多少次我挟着书

本走过去//相思树的青叶还在滚着珠

水/垂弯着腰欢迎我的到来/我常常漫

步在相思树边的小路上……”（页7）

第二节则是写南大是众人克服困难、

携手共建的产物，里面有三轮车夫、码

头工人、印度工人的捐建，也要对抗诅

咒的崛起，“多少只慈爱的眼睛望着你/

多少只老鼠似的眼睛恨着你/哦，南大，

你长大起来的手掌/在实现那出钱出力

的人的梦/在击破他们以为你走向死亡

的梦/我的歌，你带着战斗的歌声/飘到

路边的小贩面前/飘到工厂的工人们面

前/飘到巴士车的工作人员面前/飘到即

使拿出一角一元的人面前/宣告南大是

千千万万人所有的”。而第三节却是告

诫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记住父母辈的

不易，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同时此诗中

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站

在山岗上/唱着战斗之歌/让歌声由云南

园飞/出去/沉在这时代滚着波涛的洪流

里……”（页7）

槐华的《水塔之歌》（刊发于第10

期，1961年10月24日出版）也是一首

相对朴素的诗作，其中更多抒写着以同

学情为中心的多种情愫，“我们来自祖

国的各方；/语音上带着家乡的风味；/在	

‘迎新晚会’你们给我别上小红花，/我

把你们的友情别在心上……”“这是最

后一次聚会，/离别的歌在舌尖等着，	

/将来只有从柔情的回忆里，/唤起友人

的声音……”当然中间也蕴含着爱国情

怀，“最后一次让我们齐看明月，/在分

别前互相勉励：/让我们紧记住祖国的

召唤，/永远，永远……”（页28）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政治

形势和思潮（比如当时的左翼思潮和

中国的文革推进）也会影响到南大的

内部发展，成为一种可能流行的观念，

而这一切在诗作中也有呈现，如陈剑

的《火凤凰》。

悲怆前行与缅怀反思 
1980-1990年代

1980年代不只是南洋大学的被强

行关闭，还包括从1987年开始新加坡的

学校全面实行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这

种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赓续和可能造成

的打击和伤害几乎是致命的，而诗人们

借此展开缅怀和哀悼，一方面是为了南

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中华文化。

1980年代不只是南洋大学的被强行关闭，还包括从1987年开
始新加坡的学校全面实行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这种对中华文化
的传承、赓续和可能创造的打击和伤害几乎是致命的，而诗人们
借此展开缅怀和哀悼，一方面是为了南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中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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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鱼尾狮》闻名遐迩的诗人梁

钺《故园》（1982）共分三节，相当隐

晦，但实际上就是对满目疮痍的云南

园的哀悼与再现：第一段“站在湖边

我竟不忍目睹/西风里，你扭曲的容颜/

你本古之苍龙兮/逐千浪来此结穴/曾经

你吞吐月色/为这荒凉的山岗你种下/树

色新新”表明曾经的大气被扭曲；第二

段“结局一点也不凄美/扭曲容颜据说

是为了生存/因何我竟听到/你幽幽的哭

泣？/故园啊，这满地的相思子/是你带

血的泪珠么？”（《茶如是说》，页73）	

批判维生论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以

相思子泣血串联；第三段“失去了你犹

如失去/整部历史，日暮以后我将迷失/

迷失成一片失去方向的落叶/任西风如

刀，横劈/我踉踉跄跄的身子”则结合失

去方向的自我表述悲怆和迷离之情。如

果更进一步，这种对比和批评不是简单

的哀悼南大，而同时更是中华文化被强

行扭曲向急功近利的器具性西方文化

低头的惨痛后果展现，这是此诗的更

高追求与内涵。

值得关注的还有希尼尔的《曾经》

（1987年3月作）。全诗如下：“步往

湖畔的那条小径/昨天以前，已布满了

野草/曾经，这里有荷叶田田，相思曲

曲//那是行政楼吧，老花的祖母/感觉

得出。是的，一砖一瓦/曾经，有她针刺

的血汗//然后，我们在某年某届毕业

生敬赠的石椅上/默默，坐了下来。风

掠着她那整齐的鬓髻/亮丽的绸装，曾

经，是三十年前那一套//还有，那牌坊，

曾经/人群日夜列队从下方鱼贯而过，

那时代的标志呢？/记忆正衰退中的祖

母，还留下这丁点的回想//我说，我已

忘了去时路/祖母十分的不悦//敬爱的

祖母/为孙不能告诉您真相/曾经，相思

千千，那段绿荫路/已横断为二，徒留

孤树一棵/那牌坊，您会因为它不叫做

南大而不再爱这湖//历经风雨，心中的

城/几乎拆塌，几乎让您/失去，这一生

中/唯一美丽的回忆”。在我看来，希尼

尔哪怕是批评体制的粗暴，也别出心

裁。《曾经》中批评有关部门对大中华

以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

粗暴关闭时，他借重的是个体——祖

母的巨大伤害感。	

同样精致的还有贺兰宁的诗作	

《一张地图》（1994），里面充满了比

较的连缀，外国和新加坡具体地点：

在诗的前两节中，他第一节是从苏格

兰跳到樟宜，第二节则是从广州遥望

实龙岗，而第三节则涉及到南大，“那

一年。在冬雪飘飘的北京/一张地图，

让我以思念衡量地铁轨线/让我用心

笔点上云南园/点上南大湖/多少故人

的脸谱/湖上浮现”。吊诡的是，这里

的北京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理名词，她

同样也是中华文化（乃至部分被指认

的政治角色）中心，而南大作为中华文

化的海外堡垒形象得以凸显。当然，反

讽的是，诗人却举重若轻，以南大湖和

思念故人的私人感受一笔带过，却极

可能是暗流涌动。	

锤锻意象再出发 
2000- 

进入21世纪，关于南大的书写更是

色彩缤纷，而在文学性上也比以前有所

提升，比如关于南大牌坊的繁盛书写。

在此中，诗人游以飘（原名游俊豪）的	

《解印》（《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10

年3月21日）显得相当突出。他2009年

11月11日访南大牌坊，然后在12月31

日撰写此诗。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里

的核心或本体就是南大精神或灵魂，这

里的“你”和被废弃的牌坊构成一种复

杂张力，“横竖都是一种幻听/你，仍旧

没有回来过/远远近近的跫音，动听的

像/梦里的花开，古世纪的雨滴/隔了一

个部落的歌谣和风声”；当然也写到曾

经的精神的败落，受困于物质的过分

强调，“风骚只剩余风尘，到这时候/

还有些许面包屑，在流浪汉的手上/谁

想在温饱以外陷入困境？/只求在未来

能寄居一处余地”。而游以飘也没有

放弃对有关历史书写的尺度拿捏的调

侃，“面包屑般的历史，沙漏坠落的颗

粒/太少，时间没有味道/太多会疼，成

了伤口上的盐/自己要调适位置，料理好

心情/面对火烧火燎的红豆、城池外/一

寸光阴的你”；南大精神的复归本体难

度日益增大，尤其是在交给历史评判之

余，游以飘也拷问个体的复杂性和局

限性，“你，仍旧没有回来过/封印在牌

坊里，一种隔了一层的元素/等待太漫

长，不知道要结束/还是要继续；夏天

以后还是夏天/换季，没有换一个行李

箱那么简单/这世道，修成九尾狐后/心

里的小九九，谁也说不准/谁，也只能

管好自己的算盘”。难能可贵的是，诗

人也更揪出文化教育之上的无谓政治

纠葛，力图还教育以本来面目，“国家

的事，陪练一场/站着度日，醒着熬过

无数的夜/太委屈，但愿将时间的珠子

拨回去/把你解印，放出一匹烈马/飞扬

的鬃毛穿越辽阔的草原”。不难看出，

诗人不仅跳出了悲情主义的怪圈，而且

从立体多元的各个层面进行反思，并期

冀放下成见为南大的文化性找寻出口。

毫无疑问，以文学或诗歌书写/再现

南大的实践不会停止，即使南大得到了

应有的评价。但坦白说，南大已经在物

质上消亡，它的所谓精神、话语存在

以及虚构再现等等都是再度建构的东

西，无所谓本质，从这个角度上说，我

们不该过分强调所谓真实与否，下一

步，我们更应该关心：是否可以生产出

文学上的经典南大？这本身也是对南大

的再度强化和确立，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广东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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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废武功

武侠小说迷皆知，一个练武之

人，最痛苦之事是被人废了

武功，成了废人一个。现代人借助科技

工具在手，个个看似“功夫”了得，弹

指之间就能“呼风唤雨”，一旦科技工

具失灵或不见了，顿时成为失去武功

的废人。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许多人的头脑

好像一台迷你电脑，亲朋友人的联络

电话号码全储存在里面，随时可派上

用场。手机泛滥的时代，能够随口念出

一连串电话号码的人消失了，因为电话

号码全储存在手机里，随调随有，最

怕手机“当机”，资料全无，欲哭无泪。

有识之士在犯愁，现代人由于常

用电脑键盘，用笔写汉字的功能退化

了，即使是用笔写英文，也像鬼画符似

的，写得一手好字的人愈来愈少，几乎

成了稀有品种。总之，资讯科技废了现

代人的写字功能，这是摆在众人眼前的

事实，徒呼奈何。

现代科技废了人类身怀的技能，这

尚没有话好说，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地

球的转动，而有一种状况是自废武功才

悲哀。一个社会运动在社会上推行了

数十年，有两种可能，一是“运动”不

可或缺，故须持之以恒，譬如“植树运

动”，为我国能够持续地保有“花园城

市”的美誉；二是“运动尚未成功，国

人仍须努力”，譬如“讲华语运动”。	

“讲华语运动”牺牲掉老一辈的方

言，想以华语取代方言作为华人共同

的母语，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新一代更干脆利落，向“ABC”

（American-born	Chinese，美裔华

人）看齐，以“just	English	will	do”

颠覆了华人家庭的语言习惯，使新生

代成了“SBC”（Singapore-born	

Chinese，新加坡出世华人），视华文

华语为“鸡肋”，可有可无。

如同“礼貌大使”新雅，慨叹干了十

几年，国人的行为举止优雅不起来，索

性来个说不干就不干，让国人自己去省

思到底哪里有问题？“讲华语运动”也

面临同样的境况，与其年复一年像走过

场般地办下去，倒不如停办，好好去省

思及审视整个语文体系的价值及结构

政策哪里出了问题。

符诗专在《早报星期天》发表《语

文歧视》一文，语重心长地说道：“我

们有必要检视这个似乎已被大家都接

受的语言价值体系。没有任何一个语

言应被视为优越于另一个语言。”以

及“今天越来越多孩子不愿意学华文、

华语，恐怕都与这种语言歧视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大学中文系学生英

文不行”的风波似乎是给上面的论述

做了注释。

当我们还自我陶醉在中英双语优

势中，殊不知上海某大学和美国某大学

经已结盟，让学生的大学课程，二年在

上海上课，二年就读于美国，培养真正

的双语精英，随时都可以换跑道，驰骋

在中英的文化领域里。像这类的学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本地不难找

得到。刻苦好学的优秀华校生，考完中

四华文会考上高中，在高一时以私人考

生的身份报考“英文初中文凭”（即现

在的“O水准”），然后再完成高中华文

会考，最后考上国大或负笈欧美大学。

如今个个已经成了“古董”，打破一个

少一个。反正国家富裕了，采取“拿来

主义”，向邻国马来西亚之精通华、巫、

英三语的优秀华校生招手，以及引进中

国新移民方便得很。自家的华族子弟已

成了“重英轻华”单语精“英”份子，自

以为单靠英文英语就能吃香喝辣，挥手

跟华文华语说再见，等同“自废武功”，

怨不得人。这是我们必须检视的“过犹

不及”的语言及教育政策。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

如今日生。祈盼明天会更好。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文		:  刘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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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2015年3月中旬，地点是宏茂桥

四巷，大牌一八一。鲜艳夺目的花牌，

摆满了组屋地面层铺位周围的空间。户外还挂

满了锦旗，是台湾诚致教育基金会、台湾行知

文教中心、南京行知小学等单位所致送的。

花牌与锦旗，是业者亲属、文教界的友

好，以及志同道合的海外华文教育界前辈，为

中心的开幕道贺和期许。橱窗外，挂出了课

程介绍、指导老师们的相片简历，也打出了中

心创设的宗旨：“为华文学习开拓新方向”。

这诚然是一个新开发的教育据点。但门

外的告示之中，却并没有令人熟悉的“金牌学

生”照片，以及他们考获的A等成绩列表。显

然，名为“耕读园”的这个学习场所，与满布狮

城的各类“补习中心”，看来是有所不同的。

不是另一家补习中心

为了深入了解，这天，笔者访问了耕读园的

两位主要负责人：现年二十九岁的梁慧瑜和三

十一岁的苏章恺。两人都曾为教育部奖学金得

主，在学校教导华文的经历也十分相似——先

教邻里学校，后为名校延聘。梁曾执教实仁中

学和公教中学；苏则在成康中学和南洋女子中

学执教鞭。	

梁慧瑜说，耕读园的成立，是花了很长时

间才作出的决定。在本地教育体制内当华文

老师，越来越觉得华文已沦为另一个学业科

目，学生念华文，往往抱着功利主义，中四时

修完高级华文，便可免修，从此与华文绝缘。

若干年后，到了社会上，即使真正有需要华文

也用不上来了。

她解释，根据学校里的教学方式，学生要

在小学会考拿A是很容易的。但升中学之后，

由于华文课所包含的范围很广，牵涉了很多

内容，以前靠背成语、模仿范文这类死硬方式

学到的华文，便不敷应用。学生对此语文没有

真正的兴趣，课程跟不上时，便面对很大的挫

折。在新加坡，华文是一门算分的科目，孩子

受挫，家长们都特别紧张，华文补习中心也就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梁慧瑜认为，孩子对于学习中文的态度，

最大的因素在于环境，也包括孩子身边的成

人。耕读园的理想，首先是通过绘本、文本，

引导孩子阅读，并以创意思考方式建立孩子

的写作能力。此外，“我们也希望能够与所有

关注孩子华文学习的家长们成为好伙伴、好

朋友，互相交流和学习，让华文的阅读与学习

成为一家大小都能享受的一件事。”

亲
子
共
耕
读
书
乐

╱	文图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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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苏章恺说，耕读园的创立，

是梁老师坚持不懈的成果。毕竟，当体

制内学校的教师，受雇于教育部，生活

还是比较稳定的。但耕读园要是办成另

一所华文补习中心，却也不符他们的创

业理想。他指出，耕读园的特色课程，

是提高孩子对华文的兴趣，培养阅读

与写作的能力。如果孩子从小养成阅读

的习惯，到中学时便不需要逼他补习。

同时，他希望家长不要把耕读园老

师们当成孩子的保姆，把孩子“扔”在

这里一两小时，监督他们做好作业便算

完事，因为亲子的互动也很重要。耕读

园在2014年7月注册成为一家公司，同

时也成立亲子读书会。吸引的对象，主

要是家中有0到12岁的孩子、在现行国

家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家长们。要

是家长来自纯英语源流，该中心也鼓

励他们与孩子到这里一起阅读成长。

望能开发体制外的华文教育

两位创办人同时强调，更重要的

是，耕读园希望能利用自己在体制以外

的身份和优势，在研发自己的课程的同

时，也支持和辅助体制内的推广华文阅

读和学习的活动，由外入内地为新加坡

的华文教育作出贡献。

访问当中，耕读园顾问、本身从事

保险业的陈君宝也到来发表他的意

见。1997年，他到台湾考察后成立了

新智读书会，之后也创办了行知文教

中心，目前是第三代读书会顾问，以及

南京行知小学国际交流中心顾问。这

些年来，陈先生主办了不少新加坡与

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各地的华文读书

与教学的交流活动。

他说，进行这些活动并不是反对政

府，而是想发挥一些民间办学自己的特

色。主办华文的读书会、亲子营等，因

为华语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他说，华文

华语不光是一种文化，而更是一种思

考能力和创意能力。比如现在新加坡

人都用英文思考，懂得华文是另一种

思考能力，对我们的生活、创意等都

很有帮助。“我们应该看到中文的价

值。”他说。

梁慧瑜似有感触地说，在学校中教

华文，常遇到孩子们质询为什么学华文

的问题。“到中国做生意”，这是政府

讲给家长听的理由，孩子的反应往往却

是，我们都不要到中国做生意呀！因此

她认为，华文的传习首先不要强调“为

什么”须学这种语文。就像幼儿园里

有时唱英文歌、有时唱华文歌，孩子们

就在唱歌中学这两种语文。

祝愿与协助纷至沓来

新加坡目前在讨论课外补习的必

要性。最大的质疑是，如果每个学生都

需要补习，这对没钱补习的学生们不公

平。另一方面，民间办自己的教研，无疑

也要付出成本。耕读园既然无意成为

一个补习中心，那么它的经济营运又

如何合理化？	

苏章恺说，就是为了节省成本，耕

读园开在政府组屋区的邻里中，租金

相对廉宜，带来不少优势。用同样的租

金，在商业区、市中心，只能租一个能

容纳几张桌椅的小房间。可在宏茂桥这

里，则是一个半店面，除了接待处外，有

一个小课室，一个圆桌研讨室，而隔壁

则有一个讲堂，可以举行较有规模的导

读会。每个空间，也都各有一个电视屏

幕和一块白板的装置。

至于学费，苏章恺认为，经过市场

调查，耕读园的每小时课平均为二十至

廿五元，应该是合理的。同时由于不必

面对租金的压力，中心组织了多个免费

的讲座、亲子读书会和孩子的活动。有

的活动，如绘本的导读，则是一个早上

的费用为十五元，导读完了还可以把一

本书拿回家。

目前，耕读园也订立了不定期的规

划，准备通过戏剧和音乐等方式，加强

学习华文的兴味。在资深教育心理咨询

师与幼儿教育专家的协助下，中心也准备

开发各方面的课程。生源方面，苏章恺说

耕读园在成立之初，便通过面簿（face-

book）网站，与一百组亲子建立联系。	

他说，这样的起步是相当令人鼓舞的。

最令创办人感到兴奋的是，台湾著

名作家及亲子教育专家李崇建，也加入

耕读园的顾问团，并应邀前来为中心的

开幕“站台”，举办了四个专题讲座。开

幕活动中，梁慧瑜导读了李著《麦田里

的老师》，而苏章恺则导读了他的《给

长耳兔的36封信》。

据李崇建透露，新加坡这群教师的

认真，令他感动。以往，他们不仅出席了

自己在新加坡的大部分讲座，还数度到

台湾上课、工作坊，甚至进入课室。去

年11月在南京的讲座，他们也和台湾去

的教师一起交流。

苏章恺说，“阿建老师”在体制外

开发语文教育和亲子教育的努力，对

新加坡的教师是一项很大的启发。李

老师甚至把九年前开办的千树成林规

划，全部教材和所有档案都交给新加

坡耕读园。他说，成立耕读园，可说从

无到有。但着手筹备的时候，各方的友

情相助、精神鼓舞，都一而再再而三

地纷至沓来，就像《长耳兔》书中所引

述的一句话所说的：“当你真心渴望

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

帮助你完成。”

访问完毕，笔者踏出耕读园，一阵

扑鼻的香气袭来，原来组屋地面层走

廊上排满一圈的花牌和锦旗仍在。“当

你真心渴望某种东西时”……耳际，响

起了《长耳兔》书中引述的，巴西作家保

罗·柯尔贺的那句名言。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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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事连连
这些日子鸟事连连，鸟气冲天，扰人清

梦，挥之不去。

先是为怡和轩120周年纪念文集走访会员

张君，意外发现他在万礼僻处有座辽阔的鹦鹉

孵育园。那是早年吴庆瑞特批的项目，园内辟

三座庞大室内饲养场，离地近二米处构筑一排

排铁笼子，成对安置各种珍贵的种鸟，红黑黄

白、灰蓝青绿，林林总总，或矜持、或叫嚣，鸟

仗主势，不可一世。这类鸟中精英，养尊处优，

美食佳偶，身价不菲。主人指指点点，或千或

万，令人咋舌。参观完毕，友人南君和我，各

花数百元，即兴购买两只羽毛未丰，一绿一蓝

的幼鸟和供他们安居的活动铁笼子。为预防

鸟儿走失，饲养员还细心把它们的内翼剪除。

从此，南君和我开始与鸟为伍。小鹦鹉与新环

境渐渐熟悉后,	已能以利喙剥开南瓜子外壳，

大快朵颐。

与南君所饲养的温顺的蓝鹦鹉相比，我

的绿鹦鹉就显得不知天高地厚了。饱食之余，

它不停地折腾，咬定铁支，移动爪子，上下攒

动。有时从笼子高处不慎跌下，扑腾乏劲的双

翼，来个有惊无险、东歪西倒的“软着陆”。即

便是观众缺位，智者不屑，它依然乐此不疲。

念及它高飞不得，家人便疏于门锁。一天，它

竟然	撬门而出，从窗户跃下，消失于公寓的园

林之中。我们四处寻觅，不见踪影。人的愚笨，

莫甚于此：自以为可凌驾于弱者，甚至藐视弱

者“微不足道”求生求变的本能。待到弱者挣

脱桎梏，又以高贵者的身份，悲天悯“鸟”，殊

不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回归自然，原本是极寻常的事。所以，我是满

怀希望并默祷它会很快适应野地生活，炼就

坚强性格，自由自在翱翔于林间。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几天后，电话传来楼

下孙女的惊叫声：不好了，一只鸟掉在露台上，

飞不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刚长成的鱼鹰，

怎么办呢？丢出去，生死未卜，于心不忍,就收

养下来，交由女佣照料。不肯吃素、便从巴刹

╱	文		:   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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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小银鱼，剁烂喂养，但收效甚微。

鱼鹰望着窗外的晴空，若有所思，还用

它的长喙，不断冲刺笼子，仿佛要挣脱

桎梧似的。大凡圈内人物，早被喂得

服服帖帖，不知自由为何物，当然也就

不能理解	“低级动物”	的执着和挣

扎。我们从小被灌输以生存论，担心过

小鱼鹰的生存机率，曾开车想把它带到	

Sungei	Buloh	湿地	放生，但又念及它

不能自立，结果半路折回，决定过些日

子再看。蛮以为区区小鸟可由人摆布，

却不知它对我们的“慈悲”并不领情，

很快就结束了小性命，难道这是抗议

我们的自以为是、独断和无知？出于自

责的心理，我阻止女佣把鱼鹰尸首暴

弃于垃圾槽，嘱她安葬于花圃的泥土

里。事后，我自我解嘲，反正是一只闯

入家中的小鸟，落得如此下场，也是环

境的使然。我又在电脑上搜索，才发

现第一世界的芬兰竟有专门收容小鱼

鹰的服务中心，让弱小生命获得精心

的护理和养育，直到它们可以自立，重

归自然。我们呢，群魔乱舞，围绕权钱

团团转，所谓的成功者被捧上天，老实

人务实而明哲保身，仗义者挺身被当成

箭靶，弱势者苟延残喘全无好日子，无

知者自作聪明却蒙在鼓里，生命遭权

钱绑架，被“聪明人”所愚弄；伟人自

有扈从来拔高，谄媚者来颂扬，而大千

世界一鱼鹰，既是弱者，入土为安，死

得其所，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奢望！这

一来，自艾自怨顿时化为心安理得了。

鹦鹉逃生，小鱼鹰冤死，鸟事总该

有个了结。料不到女佣突然来告，露台

小小竹林丛里，竟发现一个鸟巢，巢

里有两粒蛋。真个是鸟事连连，令人不

知如何是好。前有鹦鹉，后有鱼鹰，自

以为是者如我，也不得不放低身段，说

出了现在回想起来最可圈可点的一句

话：不要再装了，一切生命都有其生存

的权利、价值和意义，应该给予最大

的尊重和呵护。女佣也似有所悟，对

栖身僻处的小鸟之家采取包容态度，

不去惊动	，也不加干扰。母鸟白天离

开鸟巢，夜晚回到家中温暖仍未脱壳

而出的幼雏。日日夜夜，从不间断。从

原先圆溜溜的蛋儿，发育成张开小嘴

嗷嗷待哺的小生命。有一天，母鸟在竹

丛上下不停飞翔，叫声牵动人心，我忙

叫女佣去探个究竟，她拉我看去，眼前

是一个小黑团，微微蠕动。细观发现一

只刚长羽翼的雏鸟，从窝里掉落在地，

另一只已夭逝，躯体悬在巢外，双爪紧

抓着巢边。灾难骤降，母亲在惊叫、在

呼救，凄厉且急切。后来，女佣把幼鸟

放回窝里，又取下夭逝者安葬，母鸟寻

觅和哀鸣一阵，入夜才复归平静。这

大概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有时家事也

会搞得惊天动地、鸡犬不宁。我外出半

月后甫进家门，女佣上前报讯，小鸟终

于在几天前拍动双翼远飞了。我为他

们母子的顺境而高兴，也打从心底祝愿

普天下弱者终将改变命运，过着自主自

由，无忧无虑的新生活！

鸟看自己，为自然而生，自由自在，

为自然而死，死得其所。鸟看人，掠夺

自肥，人不如我。人看鸟，要尊严吗？

关进笼子，死无葬所；人看自己，大权

在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浩文观鸟观人，不禁仰天长啸：鸟

事连连，感悟	“万类霜天竞自由”；人

事连连，深谙	“人间正道是沧桑”。	

走正道、竞自由，社会自然两相宜。知

不易、行更难，耳边不觉响起苏轼名

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

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

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

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

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人谓今胜昔，我说昔胜今，

昔日刚正不阿、气势磅礴、特立独行之

士，今在何方？复思笔下小鸟，势弱无

助，遭遇各异，却不怀鬼胎、不沾歪门

邪道、不会落井下石、不懂阿谀奉承，

这么说，今人真不如鸟！

落笔至此，忽忆南君的蓝鹦鹉。

前些日子造访南君，见其幼鸟，温文

尔雅，可爱有余，学舌可期，南君果有

乾坤乎？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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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的狮城，有骄阳，有暴雨。几

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老人走了，他

走得那么悄然、又那么突然。	

在他生前，我一直尊称他为李先生，不论

是用华语，还是英文，抑或是沪语上海话。他

是名门之后，狮城独枝的李鸿章大家族的后

人，名叫李家曙。

1963年随姑丈移居新加坡

李家老祖宗立下了“文章经国、家道永

昌”的子孙辈分表。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生

养六子，有李合肥之称的晚清宰相李鸿章排

行老二，李家曙先生则是“老六房”李绍庆

的玄孙。

李家曙先生的祖父李经叙是李绍庆的三

儿子。他从小聪明过人，读书勤奋，十几岁当儿

就考取了秀才。1897年，李经叙以二等参赞的

身份，出使秘鲁，代办公使事务。三年期满后，

又留任三年，于1903年才回国。1907年，李经

叙被举荐为驻墨西哥使馆二等参赞兼总领事，

代办公使事务。1909年，李经叙得了伤寒，不

幸病逝墨西哥使署，年仅43岁。

李经叙夫人丁氏带着年幼的孩子，奉丈夫

的灵柩回国。此时家中大伯已定居芜湖，丁氏

于是带着孩子也来到芜湖，购买了十亩地，盖

建了长春花园。李家曙先生的童年，就是在芜

湖的长春花园度过的。

李家曙先生的姑妈李国珍，1928年在上

海与在中央大学教授银行学的刘攻芸结婚。

这位刘攻芸后来在抗战胜利后，大陆政权易

手转换之前，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部

长等职。蒋介石从上海复兴岛逃离大陆之前，

曾召刘攻芸去谈话，布置了两项重要任务：	

一是将所有的黄金运走，二是把中央银行的高

级业务主管带走。但是，这两项任务都没能百

分之百地得到圆满执行。结果，人到了广州的

刘攻芸，丢了官位。

刘攻芸晚年在台湾呆不下去，承蒙老朋

友相邀，来到了新加坡，出任华侨银行顾问、

华侨保险公司董事经理。退休后，他本想在

马来亚一带开发矿业，结果上当，一败再败，

最后潦倒而终。

李家“老六房”人人都很怀念刘攻芸，因

为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家族上下大小事情全

靠他张罗。不论是逃离芜湖，还是后来撤到上

海，再去香港，全家老小的接应，子侄的工作

安排，都是由他一手或托人安排的。最后，在

撤离大陆时，他从李经叙家族支下的三户人

家里，每家带上一个儿子，安排坐上中央信托

局的最后一班飞机，开往香港。

当初，李家曙先生从芜湖跟大人们逃难

时，只有10岁，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随家人

历经波折来到上海之后，李家曙先生先后进

入圣约翰中学和大学念书。1949年，李家曙

先生被姑父刘攻芸带到香港。临上飞机前，

他的母亲从手指上退下一只金戒子，递给他

权作盘缠。

在香港时，李家曙先生工作之余，抓紧时

间学习。1963年，他又随姑父刘攻芸前来新

加坡。他们到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里去开发

钨铁矿。当他们费尽艰辛采出矿石，准备出口

时，却发现当时的出口权是被日本公司操纵

的，这下子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钨矿，利润都

被日本人赚去了。姑侄俩最后只好放弃这桩

不挣钱的生意投资。

李鸿章家族后人
在新加坡╱	文		:  章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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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曙先生后来利用在香港学到

的纺织技术，在裕廊工业区开了纺织

厂，创办了利勤工业私人有限公司。之

后，他见本地电子业蓬勃，本地电子厂

需要大量国外进口的高尖端生产设备，

于是又投资开创了工贸一体相结合的

沾利李私人有限公司。

与李家曙的一段雇佣关系

十多年前，我与李先生有一段短暂

的雇佣关系。还记得那天第一次去面试

时，隔着他宽大的办公桌，与李先生面

对面坐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稀里糊涂

用英语说了一句：“我们用什么语言进

行？中文，还是英文？”李先生突然开

口说道：“用上海话也可以。”他显然已

经注意到了我的履历上，我填写的出生

于上海的细节。	

当时只专注于工作应聘面试，我并

没能注意到挂在办公室墙面上的李中

堂亲书的条幅，也根本无从联想到这

位眼前的李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

门之后。只是有一种感觉，这位老先生

与其他所见过的老板有一点儿不同。在

问答了一些关于工作经历的问题后，他

让我回去做体检，再来第二次面试。在

我临走前，他还送了我一本他自费印刷

的《甩手疗法》的健身小书，还用相机

拍了我的相片。在我来第二次面试时，

他把我的彩色相片，送给了我。

我并没有在李先生的公司工作太

久，但这短短的时日里，却让我知道了

他身为李鸿章家族后人的事实。2003

年，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中国热

播，电视剧一改之前书本上对“卖国

贼”李鸿章的负面之词，对他有了较全

面的刻画，对那段历史有了较辩证的

描写。可以看得出来，李先生当时心情

特好，他不断鼓励有中国背景的公司雇

员去观看这部电视剧。那段时间，李先

生热心于在网上建立李鸿章大家族的

族谱。他还给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送赠

了一套自印的合肥李氏家谱。

因为腿部神经有疾，李先生的腿脚

不甚灵活，必须拄着拐棍，彳亍而行。

如果不是看到他办公里的旧相片，根

本不能想象他当年在高尔夫球场上，

挥杆夺冠的情景。李先生的听力也每

况愈下，即使面对面交谈，也需凭借助

听器。

在我离职之后，我还是有去探望

他。近年每次去李先生办公室看望他，

公司似乎都在减员。最后，一位长期跟

随李先生的同事也离开了，只剩下一位

为李先生服务多年的助理，隔三差五地

来办公室打理一下杂务，其中一项工作

就是将李先生五花八门的药丸，按照早

中晚每日三次剂量分配好，以待李先

生备用。公司另外还有一位全职的司

机，负责接送不良于行的李先生出行。

每每去看望他时，他多半是坐在他

的座椅上，在用放大镜翻阅报纸。偶尔

谈兴浓，他会说到一些过去的事情。	

李先生讲话是慢节奏的，和他对谈极

需耐心。偶尔，谈话内容说回李鸿章及

其家族的事，老人往往紧锁眉头，一脸

茫然的样子，说道：“怎么说呢……”从

小丧父的他，并没有得到李家的多少庇

荫。反而，历史像一座大山，在他们家

族成员的成长过程中，时时压在他们

李家后代的身上。	

从少年起就与母亲一起，为避日

本人侵略中国的战祸而四处逃难的李

先生，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的母亲。

兄弟姊妹六人，身为次子的他，服侍

奉养母亲，极尽孝心之道。李母去世

后，遵循其遗愿，李先生亲抚灵柩，回

上海安葬。

去年11月，我最后一次前往位于陈

文烈大厦的李先生办公室去拜访他。

坐在位于12层楼一角的办公室里，李

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决定结束公司业

务。从1963年李先生来新马打拼，在

商场上屡败屡战，跌倒又站起，李先

生已经在新加坡奋斗了五十来年。在他

生意最高峰时，公司的办公室除了角头

的一大开间外，还包括大楼位于另一层

的大半仓库。

临别前，李先生送了我一本蓝色封

面的《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这是

由李氏家族自己编撰，时间跨度自1801

年至2001年这两百年间的一本家谱，起

始于清朝道光甲午科举人、与曾国藩同

登进士名的李鸿章父亲李文安。

告别时，李先生说好以后到他家走

走，并让人给我抄写了住家地址及电话

号码，并补充道：他听电话不方便，还

是面对面谈话比较方便。而这就成了

我与李先生的最后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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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叶   芝

╱	译		:  袁可嘉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当你老了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56-1939）爱

尔兰著名诗人，后为象征主义诗人的主

要代表。1889年，诗人出版其第一部诗集 

《马辛的漫游于其他》后，对美丽的女友

芳德一见钟情，一往情深地爱了她一生，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蕴藏着脸庞。

（摘自佟自光、 陈荣赋主编 《人一生要读的60首诗歌》中国书籍出版社）

骨灰上海入土下葬

我读报纸，一向来不习惯浏览讣

告栏目。这还是在嗣后多日，我才看到

刊登在《联合早报》讣告版面上李先

生去世的那则讣告。讣告上的头像，李

先生戴着眼镜，略微侧着脸，微笑着。

带着一束鲜花，我来到李先生生前

所住的寓所。出来应门的是一位印尼女

佣。入座会客室皮制沙发，我看到在长

长客厅的一端墙壁前的壁桌上恭放着

李先生的遗像。在一旁靠近窗口的地

方，放着一尊一人来高的双面刺绣屏

风，用丝绵构勒出一位身穿广东大袄的

年轻女子的姣好形象。在通往卧室的墙

壁一面，有一幅李先生和太太的合照。

李太太从卫生间走了出来，八十岁

的老人，身体看上去还硬朗，只是坐在

沙发里说到李先生时，她的左手有些许

颤抖。李太太娘家姓谭，是出生在上海

的广东人。在香港时与李先生相识。她

告诉我，去年底卖了公司房产回到家里

的李先生，突然改变了养成几十年的日

常行程，一时很不习惯。偶尔还向老伴

抱怨，说这是在家等死。

每周上门来给李先生做理疗的推

拿师，觉察到他的情绪有一些低落。

不久，老人又感染了肺炎，于是赶紧入

住住家附近的私人医院，却不料这一

入院就没能回家。今年二月二日刚刚

过了生日的李先生，于三月六日闭上了

双眼，告别了他八十八年的人世，离开

了他在新加坡安居了半个多世纪的家。

五月里，李太太带着先生的骨灰，

去上海入土下葬。没有嫡亲子嗣在世的

他，选择了回去他青少年生长时代的故

里，陪伴在那里长眠的母亲。

安息了，李先生。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尽管诗人并没有得到对方的丝毫回应。1891

年诗人去了伦敦，组织“诗人俱乐部”、 

“爱尔兰学会”宣传爱尔兰文学。1896

年，他和爱尔兰友人一道筹建爱尔兰民族

剧院，拉开了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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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松口
一幅幅民国旧照片

松口镇位于嘉应州（今广东省梅州市）

梅县东部，梅江下游，古时候叫梅口，

后因松原一带生产的松木于此出口，所以又称

松口。梅江给松口带来澎湃的洪水，也给它带

来改变命运的舟楫，水运的便利使它成为车

马辐辏之地。大约在100年前的民国时期，松

口的火船码头便是梅县地区重要的贸易中转

站，更是客家人背井离乡下南洋的第一站、回

乡光宗耀祖的落脚之地，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

合。今日的松口已无当年之繁华，这宁静的景

致，却好像一幅幅民国旧照片，在向我们诉说

着当年客家人与南洋之间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码头送别

嘉应五属的客家人对松口镇的火船码头

一定都怀着深厚情感，因为早期这些地方的

人下南洋都必须从此处坐火船（当时的蒸汽

船也叫火船，所以此处称为火船码头），沿着

梅江到达大埔三河坝，再进入韩江到达汕头

港转乘大船下南洋。

作为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这个地方承

载着太多的记忆。惜别离的场景几乎天天都

在这里上演。即将下南洋的男人与妻子依依

惜别，不知此去经年，何时能再见；回头望着

╱	文		:  吴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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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望着码头，无限的惆怅化作激昂

斗志，开始前途未卜又满怀憧憬的南洋

之行。火船码头，便成了记忆中温情的

截点。如今的火船码头，看起来只是

普普通通的青石垒成的石阶路，无当

日之船帆往返，亦无那泪眼迷蒙的难

舍难分。而石阶上竖立的妻儿送别丈

夫的铜像，却像一幅真实的旧照片，把

依依不舍的场景重现眼前，无限的深

情就在那一望一停顿中尽显无遗。正

如客家山歌中所唱：

女:“送郎送到火船头，脚踏舢板

涯就愁，去就年轻回就老，赚了金钱白

了头……”

男:“你说赚了金钱我就白了头，劝

妹莫忧虑莫忧愁；总要阿哥时运来，欢

喜你知在后头。”

水客传书

作别家乡，只身到南洋打拼的男

人，只能通过书信与家乡的妻儿父母

保持沟通。他们带着家人的期望，投

入异乡的奋斗。如攒有若干银子，便通

过水客带回给家乡亲人。

当时，沿江的松口古街上有侨批

店、汇兑店，忙碌的水客们来往于松口

与南洋之间，为他们带来书信与批银。

而派批员则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家各

户中，将书信及时送给翘首以盼的亲

人。每当他们带着书信与批银出现时，

侨眷们就像遇到了远在南洋的亲人一

般兴奋。

位于松口古街上的松江大酒店，

现在已装饰一新，并改装成松口华侨

文史实物馆。其中展览的许多侨批便

是当年南洋华侨寄回的信笺。这些书

信上的地址，统一的格式是“汕头松

口某某乡某某人收”，虽然松口属于嘉

应州，但因其在航运上的重要地位，书

信并无需注明“嘉应州”，送信人便知

道该送往何处，这也成就了“松口不认

州”的美名。

这一封封的侨批就像一幅幅旧照

片，不仅展示了华侨对家乡与亲人的

难舍深情，也见证了松口昔日的繁华

与地位。

衣锦还乡

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是一部成功

与失败相交集的历史，很多人因意外、

疾病乃至创业挫折，倒在异乡的土地

上，但也有许多人凭借智慧、勤劳、真

诚而获得成功。

成功者们一身布衣早已换成西装

革履，终于可以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

了。依旧坐船来到汕头港，再沿着韩江

而上。当船慢慢驶进火船码头时，岸上

那双翘首以盼的眼睛，瞬间触动心弦，

这与多年前那依依不舍的双眼一般，依

旧饱含深情。

老家在其他乡县的华侨，需要在码

头附近先住上一晚，第二日再赶路回家

乡。而坐落在火船码头正对面的松江大

酒店，便是许多华侨的下榻之处。松江

大酒店是由印尼华侨、松口大黄村的廖

子君先生于民国廿一年（1932年）投资

建成的，这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四层建

筑，是当时梅州地区最高级的酒店，一

般只有衣锦还乡的富有华侨才住得起。

居住于此的华侨，从房间窗户里便可观

赏到梅江景致，面对来来往往的船只，

感慨时间流逝、家乡变化、人生浮沉。

而一般人或者首次出洋者则只能

选择附近较廉价的旅馆。就在松口古

街上，还有大概15家旅店，有高中低等

不同档次。而松江大酒店似乎也变成了

这些普通客家人下南洋的奋斗动力，衣

锦还乡时再驻足松江酒店，登上楼顶，

临江感叹，那必定就是光宗耀祖之时。

回报桑梓

火船码头上，还竖立着一个绅士

铜像，他拄着拐杖，穿着西装，正要从

岸上往下走，双眼望向滔滔梅江水，似

乎在叹息自己的即将离乡，又似乎在思

考要怎样为家乡做出更多的建设。这是

当时事业有成的南洋华商的典型形象，

回来建设家乡是他们表达爱乡情感的

最直接方式。就像投资建设松江大酒

店的印尼华侨廖子君；还有梅江沿岸

成排的南洋风格“骑楼式”店铺，也是

华侨廖舫州、钟成材等在民国初年投资

建设的；在松口镇还随处可见早期华侨

们所建的南洋风格小洋楼。在那个中国

总体还很闭塞的年代，南洋文化通过海

洋之风，直接吹进这个千年古镇，形成

了这一派独特的侨乡景致。

直到今日，这些独具南洋特色的

房子依旧屹立江边，静静地诉说着当

年南洋华侨们的故事，诉说着小镇曾

经的繁华记忆。

后记：本文为作者参加2014年11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粤闽客

家地区田野考察后的随笔文章。该活动

由黄贤强副教授带领十三位博士生和硕

士生，考察梅州、松口、蕉岭、大埔、永

定、潮州、厦门等地区。感谢新加坡茶

阳（大埔）会馆和茶阳（大埔）基金会

赞助活动经费。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怡
和
天
地

132 	怡和世纪第二十六期

北京“万达”情缘
双12@“万达”

时值我牛一。2014年的生日不能一般，此

生有幸，那么的一次，恰逢甲午年；蓦然回首，

恍然间已虚度一甲子！

于是，刻意安排秋季来到北京宅居。也因

驻京工作多年的儿子在年初添了宝宝，家里

多了一匹小马；欣喜间，觉得距离千里之外，

看得到，抱不到；牵挂之余，内心总惦着该过

去看看能实质地为小家子做点什么。

简单家居生活，平淡中充满新奇事，细节

这里不表。

这天，北京商场也在热烈团购及大促销。	

近年来自从1111光棍节成功吸金之后，1212也

再度沦为商家的促销策略,在天寒地冻的岁末

炒热送旧迎新的气氛。	

儿子细心安排到新开幕不久的万达广场

观赏《	穿越星际》（Interstellar）大片，全长约

两小时。坐在影院的最后一排，椅子能前后移

动，正对着巨大荧幕，随着镜头，目光迎着铺

天盖地的沙尘、飞行船驰骋在星际太空的无

限空间，享受感官上每一分秒的刺激和震撼。

每张戏票为130人民币。预先在网上订

购付费，然后到现场机器前，依据确定交易

的密码，打印戏票，非常快捷便利。广场内

人来人往，偌大的戏院，却不到20名观众！	

“一部电影，一场记忆”，这场北京冬天观赏

的美国大片，绝对在我余生记忆里占有不可

磨灭的一席之地。

戏开场后，镜头中遮天盖地的沙尘暴，触

目心惊，或许能唤起北京市民内心深沉的共

鸣？问儿子，他说别让镜头骗了，那是煽情的

电影特技效果罢了！

影片12点半开始，我们提前抵达，“绕场”

一周后，选择在“我家餐厅”进午餐。有趣的是

每人点了主菜后，在等候上菜的空档，可至前

台小厅享用菜前自由餐；有炸薯条、土豆泥、

紫薯泥、水果、蔬菜沙拉、凉拌面条、凉拌海

藻、饼干、比萨等餐点，丰富多元多样。	

万达广场(Wanda	Plaza)外貌像艘巨大

船艇，见首不见尾。大度大气之作，11月下旬

刚开幕。年青人说开张时人流不断，人潮多

得“看不到地板”！夸张吗？广场内外设计现

代化，装璜新颖，内有刻画各类人物百态的雕

塑，包括市井老爹、跳舞大妈、卡通人物等；天

花板是拱形格子纤维玻璃，不时有飞机身影，

望出去，天空的无穷无尽，遐思翩翩！加上六

环多为外省外地来的青年家庭，开张的大力

促销，肯定吸引群众！		

万达广场在北京六环的通州开业，感觉

兴奋，笑称今后不必老远上王府井了，或能省

下一个小时的地铁车程？	哪知道，儿子竟然

说，万达广场已成为连锁概念，目前在中国已

开了百余间！天啊，加上其他品牌产业的新开

商场，怎么还到处是人潮？！

虽逢周五工作日，商场食肆内却毫不冷

场。自电影院出来，已是午茶时间。步入一家

香港的甜品品牌“许留山”，不少受欢迎的甜

品，已然售罄，我们只好将就喝点茶水。楼底

层除了名牌商店，还设超大的超级市场，名副

其实的“超市”，里头，各色各样物品，来自当

地外地、国内国际，应有尽有，几乎看傻了眼！

再度听闻“万达”

虽然1212在北京万达广场只是我这夏

虫的冬季悠闲游，却是一场深刻记忆、难以

忘怀。	

╱	文		:   李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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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在回返狮城以后，生活

逐渐恢复平静之际，竟然又再听到“万

达广场”的名字，一石激起心湖涟漪，

牵引出北京的相关回忆。

春节后北风停歇，天气开始转热

时候，就在花树秀色满城的3月某日清

早，于邻里巴刹巧遇梁增瀛与李洁英，

夫妻俩结伴出来买菜、用早餐。当时我

正在专注享用印度煎饼，听见耳熟的声

音：这里有人坐吗？抬头一看，呵，多年

不见的班丹旧雨！岁月似乎未曾在两人

身上留下痕迹，看来都保养得很好！

匆匆巧遇，话题难免围绕在孩子、

孙子身上。李大姐说她女儿也在北京

工作，问我可听过万达产业？原来“万

达广场”就是其公司属下的！她告诉

我，文宁曾在报馆工作了八年、在圣淘

沙4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处世经验，

加上人缘人脉俱佳，后被“猎人头”挖

角，远赴神州加入“万达”；不时需要飞

往中国各地去，参与开发项目等工作。

曾听他俩分享孩子以福、康、宁为

名的美事。养育孩子，夫妻全情投入，

过程如饮水，滋味苦乐自知；若干年

后，今日梁家已是一门俊秀！

基于历史和地缘等因素，新中两国

历来关系密切；在神州广阔的土地上，

不少新加坡人在那里打拼，年青一代

如梁文宁等；除了加入中国大企业，一

些是受聘于新加坡公司，一些是国际跨

国公司，或是自家创立的新加坡品牌。	

新加坡国家虽小，在这环球化地球

村的时代，年青一代追逐梦想，早已无

国界、无界限之分了。

记得才女林少芬的广告词：心有多

大，舞台就有多大！“心”相当于梦想、

抱负、胸襟、视野及境界。年青人有了

知识，有了能力，更需要有“心”、用	

“心”，站在更为宽阔的角度、视野，实

际地去追求、去洞悉世界；去创造、闯

造未来，则万事可达！

因为有了距离，以致更为怀念。聊

起子女的事业成就和外居不易等的生

活点滴时，看到做母亲的脸上、眼眸

里，洋溢着柔和、慈爱与激昂的光辉！

这犹如秋收般璨斓的喜悦呀，不也是

其他国民借鉴、国家社会可分享的故

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颜氏文化馆手记 
我加入颜氏公会不经不觉已有四年，有

幸参与设立颜氏文化馆作为转型发

展重点计划，并因此与文化遗产工作结缘。

从对华社发展史和社团会馆角色一知半解到

有所认知，从观望到汲汲投入，一步一脚印走

来可说是获益匪浅。在保存家族历史的同时，

我希望将这个珍贵的回忆与大家分享，激发更

多人肩负起责任，为社团开创新的里程碑。

社团和会馆角色的变迁

战前时代，会馆在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和

需求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如此，

宗乡会馆在保存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也

是不遗余力。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组织而成

的宗乡会馆不仅帮助新移民在异地安顿下来，

同时还扮演着个人、团体冲突的中间人调停角

色，并为各自的方言群体组织各种社会活动。

更有甚者，为其成员的后代兴办学校，提供助

学金与奖学金。

今天新加坡有300间宗乡会馆，其会员规

模从100到4,000不等。历史最悠久的会馆已

度过了180多年的漫长岁月，而最年轻的会馆

于三年前刚刚成立。多数会馆现今都面临着

会员人数减少的困境。多数会员，特别是执行

委员会成员都是年长者。目前还未有合适的继

承人，也尚未找到能够成功吸纳新的会员，特

别是年轻一代会员的有效方案。

多数会馆的发展方向已经多年没有更新。

通过有效的变革，会馆完全有可能在建立新的

愿景、使命和价值基础上获得重生。在全球化

的浪潮下，转变无可避免，较之于努力保存我

们的文化遗产及核心价值观的任务，似乎更

为紧迫。宗乡会馆必须时刻紧跟华族社群不

断发展的需要以维持其存在价值。

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在2013年新加坡文化艺术节的开幕式

上，李显龙总理也肯定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他提到：“文化遗产是人民和国家的根本，维

系着我们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促进国家适

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并不断向前发展。”

华社团体必须要通过推广文化事业来提

升其功能，展现其生命力，并在现代社会中重

新寻找新的定位。推动华族文化、保留传统价

值观是华社组织的创会宗旨之一，颜氏公会设

立文化馆可说是落实了这个宗旨与履行文化使

命的重责。在会馆内设立文化馆有很强的代表

意义。通过华族历史与文化展览，参观者能更

深层次地探索颜氏谱系，从而衍生对传统价值

观的重新思考和审视。

新加坡颜氏公会藉此为平台来推动新加坡

学生的双语教育，主要途径包括双语出版物及

文化馆活动。颜氏年轻一代可借此提升他们的

英语和华语，从而打下坚实的双语基础。这也

间接鼓励许多讲英语的学生和使用华语交流

的家庭加入会馆，从而对中华文化有着更深层

次的真实体验和了解。双语的推广也促使更多

英校生和名声显赫的土生华人家族，如教育先

驱颜永成后人加入公会，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深化他们对颜氏文化的认识。

文化馆提供了一个具吸引力、互动性更强

的方式，将传统华族文化故事由叙述变为更生

动形象的直观感觉，提供给今天互联网时代渴

望体验、求索的一代。在现今跨文化交流语境

下，文化馆展览内容的呈现以开放生动的方式

来述说中华文化，能促进多元文化间的欣赏。

颜氏文化馆于2013年9月5日开幕，由卫

生部部长和公会名誉顾问颜金勇先生主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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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仪式。颜氏文化馆为新加坡国家文

物局资助项目，以推动国内文化活动。

社团转型势在必行

转型正是让华社团体在现代社会

中以全新面貌出发，不再局限于谋求

宗亲福祉，而是透过推广文化事业来

提升其功能，保留其传统价值观，同时

展现新生命力。新加坡颜氏公会荣获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所颁发的

2013年度杰出会馆奖，它也是五家获

奖的杰出会馆中唯一由血缘所组成的

会馆。理事会委任专人和学者设立的

颜氏文化馆，极具社会教育意义。

为落实新愿景，公会在年度财政预

算中作出调整，增加新预算，极力提高

承办对外开放的文化教育活动与社区

服务活动。在职员工作岗位的安排上，

也从单一模式即传统节庆活动的策划，

扩展至传统节庆活动与文化活动相结

合下的多元筹划，为公会外部与内部

转型作出相应的调整。

公会以双语推动各项活动，并积极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在2014年度新加

坡旅游促进局及导游协会联办的文化

足迹一日游活动中，我们为30位导游

提供专业导览培训。在为期两天的活动

中，出席的公众和导游多达1,030人。

颜氏文化馆亦积极响应每年的文

化遗产节，，与国家文物局及市区重建

局合作，介绍及分享历史、文化与家族

故事，将文化与记忆挂钩，让现代人通

过历史介绍、文物及展品的展示中体

认先辈们落地生根后，举步艰辛至今，

再借着社交媒体平台，延续着它的历

史故事。

从2013年至2014年同季度的文化

遗产节活动，参展人数从33人提升至

144人，近336%的涨幅看来，文化遗

产在现今社会受重视的程度已日趋提

高。为了让文化根深蒂固，今年颜氏文

化馆决定配合建国五十举行为期一星

期的活动，预计能吸引300至500位学

生及各界人士参与。

自2013年9月成立至今，颜氏文化

馆已经吸引了超过五千名参访者，当

中包括国家级领导、外交使节、教育

界、文化界、商界、旅游业者、研究员

及学生、理事会成员以及会馆会员等。

截止目前，颜氏文化馆年度参访人数

由2013年的368人，提高到2014年的

4,500人。

未来方向实践之路

颜氏文化馆于2015年1月正式成为

第一间被列入教育部国民教育学习之

旅网站中的宗乡会馆属下文化馆。相

信这将会吸引更多学校学生参与文化

馆所举办的学习之旅活动。

我们也接受国家艺术理事会的邀

请，加入新加坡文学奖两年一度的盛

事，提供场地予有关当局，以配合此文

学奖在几个适当的场地，举行作品阅

读会及座谈会。

由于文化馆符合国家文物局博

物馆圆桌申请条件，文化馆管委会在

2015年向国家文物局提呈博物馆圆桌

申请表格。在国家文物局视察评估完成

后，依据全年的参观人数为基准及其他

相应条件做考量，颜氏文化馆晋升为国

家文物局博物馆圆桌成员。文化馆寄望

在实践新愿景的同时，透过加入成为博

物馆圆桌的一员后，能吸取其他博物馆

在推广文化事业上的经验，提高颜氏文

化馆的专业水平。	

作者为华裔馆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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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团拜

怡
和
动
态

136 	怡和世纪第二十六期

大年初一团拜，是怡和轩的老传统。这一天，怡和轩同仁和朋友共聚一堂，觥筹交错，喜气洋洋，共祝新春快乐、	

万事顺遂，捞个风生水起。

2015年2月19日，怡和轩俱乐部举办新春团拜会，时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段洁龙伉俪携使馆官员与俱乐部会员	

及友人共度新春。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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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赛

2015年3月26日，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高尔夫球赛在岛屿乡村俱乐部成功举行。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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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海外嘉宾

怡和轩主席谢万森（左6）、诸董事与时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段洁龙（右5）到机场迎接前来参与盛会的中国海外

交流协会副会长何亚非（右6）一行人。

庆典晚宴前夕，怡和轩董事设宴招待海外嘉宾。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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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晚宴锦集

怡和轩董事于庆典晚宴前合影留念。

庆典晚宴主宾我国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莅临。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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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晚宴锦集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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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晚宴锦集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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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俱乐部成立12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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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何亚非（坐者左5）一行人到怡和轩进行交流，并参观先贤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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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通商中国、怡和轩俱乐部和华

侨中学（高中部）联办的“2015

华中中国通识论坛”于5月9日在华侨

中学（高中部）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

是“转型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展望”。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

务部长李奕贤为本次论坛的主宾，中

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教育参赞郁云峰与

新中两国政商学界嘉宾及本地400余

名修读双文化课程的学生出席本次论	

坛。

李奕贤部长在主题演讲中表示，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与邻国和

周边区域的合作意愿，亚投行成立也让

中国和世界各国有了更多合作发展的

机会。新加坡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贸

易和商业金融中心，将在中国新战略中

贡献专业力量，促进发展。李部长还结

合自己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经历，勉励

新加坡下一代年轻人，除了要懂华文，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的国情，认清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

把脉中国新发展  启迪狮城双文化
记2015华中中国通识论坛 ╱	文		:  张佩仪

政商论坛是这次论坛的重头戏，论

坛嘉宾曹云川从中国来新加坡管理银

行，李瑞庆从新加坡到中国崛起为零售

业巨子，他们分别结合自己易地而居的

创业经历，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对中国经

济新常态发表见解，引领同学对新中合

作做换位思考。

论坛的点睛之笔是华侨中学双文

化课程十周年纪念发布会，在李奕贤

部长和华中潘兆荣校长的主持下，大

家回顾了华中双文化课程2005年以来

的成长历程。华中是新加坡最早开设

双文化课程的学校之一，也是全国修

读“中国通识”课程学生最多的学府，

十年来共培养出600多位双文化毕业

生，他们分别负笈美国、英国、中国及

本地等知名大学，成为新加坡培养双

语双文化人才的学术重镇。

			“华中中国通识论坛”已连续举

办了六届。今年论坛的学生活动丰富，

精彩纷呈，专题视频比赛与时并进，通

识常识竞赛高潮迭起，成为全国中学生

激发双文化学习兴趣、推动学术交流的

重要平台。

作者为华侨中学高中部学生

华中校长潘兆荣赠送纪念品予李瑞庆（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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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朱昆伦

黄德群

吴木兴

傅啟汶

白连源

叶善礼

陈启平

汪家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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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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Project : Kallang Riverside  ■     Address : 51 Kampong Bugis, Singapore 338986  ■     Developer : Singapore-Johore Express (Pte) Ltd (Company Reg. No. 194700108D)  ■     Developer Licence No. : C1126  ■     Tenure of Land : Freehold  ■     Legal Description  : Lots 98326C, 98327M PT & 98329V PT TS 17 
at Kampong Bugis (Kallang Planning Area)  ■     Building Plan Approval No. : A0840-00444-2011-BP01 dated 18 Mar 2014  ■     Expected date of TOP : Dec 2019  ■     Expected date of Legal Completion : 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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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LANG RIVERSIDE SET TO EVOLVE 
INTO A PRIME WATERFRONT LIFESTYLE PRECINCT
•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has outlined plans to transform Kallang Riverside into an   
 exciting waterfront lifestyle precinct. 

•  Identified as a key growth area, it will be the latest exciting addition to the greater Marina Bay District.

•   Comprising 64 hectares of prime developable land, it will be totally transformed into 2 distinct precincts.

•   The residential precinct is proposed to have 4,000 new homes.

•   The mixed-use precinct is planned to have 3,000 waterfront hotel rooms, 400,000sqm of office, retail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CITY LIFESTYLE LIVING IN A PARK
•   An exclusive private residential enclave in the prime central area.

•   “Fenceless” housing concept, seamlessly integrated into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of a park.

•   Shops and restaurants at your doorstep. 

LUXURIOUS LIVING AND SPACIOUS LAYOUTS
•   212 units of 1 / 2 / 2+S / 3 / 3 Dual Key / Maisonettes and Penthouses. 

•   Full facilities including a tennis court, cantilever infinity pool and more. 

•   Spacious and luxurious layouts.

CONVENIENCE, CONNECTIVITY AND ACCESSIBILITY
•   Lavender MRT is just 5 minutes stroll through the park. 

•   Convenience of retail and dining at your doorstep. 

•   Walk to future malls at Old Airport Square. 

•   Singapore Sports Hub is about 10 minutes stroll away, where exciting world-class sporting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await you.   
•   5 Minutes drive to CBD and 10 minutes drive to Orchard.

GREAT INVESTMENT POTENTIAL
•  1st mover advantage over 8 future residential plots, as shown in the URA Master Plan 2014.

•  Prime key growth area with major transformation.

Visit Our Show Suites Today!

Located At 51 Kampong Bugis

Weekends: 10am - 7pm    Weekdays: 11am - 6pm

Sole Marketing Agency: Developer:

SINGAPORE-JOHORE EXPRESS (PTE) LTD

SALES ENQUIRY

8222 1110
Alyssa Ng CEA NO. R007919J

ARTIST IMPRESSION

Award-Winning Consultants:

Light Cibles Pte Ltd  is the lighting designer of the Singapore Sports Hub, 
Esplanade Threatres on the Bay, Mahabodhi Monastery, Notre Dame,
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other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D'Perception Ritz Pte Ltd (interior designer), winner of the SG Mark for 
Kallang Riverside Show Suites.  

A BCA Green Mark GoldPlus Development
BCA Green Mark is a green building rating system to evaluate a building 

for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performance.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new 

and existing buildings and promotes sustainabl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s in buildings.

Drive:
Bay

5 Mins Drive 
to CBD/:

2 MRT Stops:
City Hall

1 MRT Stop:
Bugis

5 Mins Stroll:
Lavender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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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IMPRESSION

 Prime Waterfront City Living

At The Heart Of It All. A Whole New Transformation Awaits You.



RARE, 
EXCLUSIVE, 
TAILORED 
FOR YOU 

EPICURE SOCIETY, 
a truly discerning

by-invitation-only club 
that handpicks only the 
best dining, wine a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a select few. 

◗ Bespoke tasting menus
◗ Exclusive sessions with celebrity 
chefs and renowned winemakers

◗ Intimate private and 
wine pairing dinners
◗ Social gatherings 

with fellow gourmets 
◗ Priority reservations

◗ Off-menu highlights and 
specialities

◗ Complimentary valet service 
or parking

◗ Complimentary glass of 
champagne or cocktail

◗ Complimentary bottle of 
champagne or wine  

for four or more diners
◗ One-of-a-kind travel itineraries

qp
To indicate your interest to 

be a member, kindly register 
your details with us at 

+65 6848 6880 or write to us at 
membership@epicuresociety.com



创 作 室



HENG ARTLAND CO PTE LTD

290 Orchard Road
#04-08 Paragon

Singapore 238859
Tel (65) 6738 4380

Fax (65) 6738 4219
Website www.hengartland.com
Email arts@hengartland.com.sg

Movement of the Heaven
124 x 40 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