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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   国人重任

披星戴月半世纪，奇迹般地我们跻身第一世界；然而，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金禧年各界回顾与反思，认为国

家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塑造国人的身份认同。

独立前我们都是殖民地的臣民，共同追求一个新马合并

的马来亚，潜意识里都有马来亚的国家意识。1959年	新加

坡获得内部自治，出现了一个全民决心再创辉煌的短暂盛

世，社会上下认同以马来语为未来的国语，宣示对于一个

憧憬中理想国的认同。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鸭都拉曼来

新加坡演讲，奉劝新加坡人要效忠马来亚。1963年，新加

坡参加了马来西亚，与同时加入马来西亚的友邦提倡建立	

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致力于塑造一个共同的马

来西亚人身份。岂料政党纷争加剧，种族主义升温，1965年	

8月9日新加坡终于离开了马来西亚，宣布独立。

历史的迂回发展带给人们难以理喻的身份认同危机

感。半个世纪的奋斗，证明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但

是国人的归属感、认同感却一直成为人们的话题。诚然，今

天我们身份证上看到的还是一样的CMIO，和殖民时代的

身份证给予的标签一样。我们不停地相互提醒，这是一个

各族聚居的多元社会，对于族群间的聚合力似乎显得缺乏

自信，无形中助长了社会的离心力。

大批新移民的涌入，致使问题愈显复杂。移民者“人往

高处走”的心态实属正常，就算成了居留地的公民，心中	

“祖国”的烙印也很难磨灭。移民后代即便接受的是新加

坡的教育与文化，但是血浓于水的亲属关系，也很容易陷入

身份认同的迷阵。另一方面，全球化下国人四处为家，感觉

到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时，对新加坡的归属感也会被稀释。

前纳丹学者何光平今年4月在一个讲座上主张废除身

份证上的CMIO，藉以维持“多样性的凝聚力”（Cohesive-

ness	in	diversity）。他认为严格的类别区分会妨碍我们处理

一个日益开放与多样性的社会。“我们应该学会以个人而不

是以类别相待，就像在纽约那样，没有先入为主的类别之

分，大家都是纽约人（New	Yorker)。”学者郭振羽最近也

提出城邦的概念，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将由都会和都市来主

导，我们必须接受现代人会有多重的身份认同。

教育部代部长王乙康今年7月也为文评论，显然不以为

需要在种族标签(CMIO)上兜圈子，他认为这个标签是我们

彼此认识的起点。“彼此尊重和重视我们的多样性，平等对

待每一个人并追求共同命运，对我们是更有利的。我们是不

同族群的成员，也同时是新加坡公民，应该利用共同经验，

创造一个让大家团结一致的身份认同。”

王乙康部长提到共同经验与共同命运。的确，我们有过

日治时期当“奴隶”的共同经验和命运，有过受英国殖民统

治的共同经验和命运，有过争取自治的共同经验和命运，有

过进出马来西亚和经历种族暴动的共同经验和命运。这一

切，不外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

作为社会学的一种概念，身份认同感与一个国家的历

史记忆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通过对一个国家的历史

记忆培养他们对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公民权是国家在客

观上认同一个人的身份，这个人在主观上也必须有同样的

感情取向，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归属感、认同感。

有鉴于短暂的建国历史、多元的族群社会，应该如何构

建身份认同，国人任重道远。

编委会

公民权是国家在客观上认同一个人的身份，这个人在主观
上也必须有同样的感情取向，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新加坡
人的归属感、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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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独立自主的
              回顾与展望
《怡和世纪》编委会内部座谈

	日			期：	2015年7月12日

	参与者：	林清如		陆锦坤		谢声远		王如明		南治国		李秉蘐		谢声群

	整			理：	谢声远

1 965年8月9日出世的孩子，有幸与

共和国同庆50诞辰，而那些在1959

年6月3日自治后出生的兄姐，也乐见当年自

治邦邦歌、邦旗，邦徽，终于晋升为国歌、国

旗、国徽。回顾新加坡建国之路，实现新马

统一或争取新加坡独立，都可能成为抉择。

即便没有马来西亚的“给力”，新加坡也一

样要从自治走向独立。

金禧年当前，《怡和世纪》同仁聚首畅

叙，大家敞开心扉，回顾新加坡立国50年

来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同仁南治国以为，

政治虽早有亚圣孟子所谓的“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精辟论断，后又有现代美国

文学家马克吐温的“政治是肮脏的游戏”

的恶评，但生活在社群组织之中，政治始终

是我们周遭之“空气”，喜欢，或不喜欢，

政治总是存在。他希望在新加坡立国50周

年、社会各界为国家前途展开深层次思考、

反思与展望之际，《怡和世纪》编委同仁也

能以“书生”自许，追寻那“一股或隐或现的

清流”，为新加坡社会的公正和谐与繁荣进

步尽一己之绵力。基于对群体共同记忆达到

共识的重要性，座谈会从新加坡历史切入，

交流看法。

Looking Back on Our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We Need to Know Our History

Singapore’s history dates back to the 13th century, 

when the island,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n, was called Temasek. After the 16th century, she 

appeared on map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as Singapura. 

By	Seah	Shin	Wong

A s part of our SG50 commemorati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Yihe Shiji conducted 

has hosted an internal symposium to talk about the 
reflections of Singapore’s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that we have gathered from various fields and sources,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Singapore’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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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知  不可或缺

	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

纪。出版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

和1365年的《爪哇史颂》，称之为	

“淡马锡“（或单马锡），而在新加

坡出土的13世纪碑铭，也出现过相

应的字眼。16世纪以后，她又以“新	

加坡拉”亮相在史籍和地图上。1612

年出版的《马来纪年》还绘声绘影地

描写了“狮子城”的一段光荣史，我

们竟然与成立于1402年的马六甲王

朝扯上关系。马六甲王朝声名赫赫，

同期新加坡却默默无闻。但只要是

金子，埋藏多深，总是要崭露头角，

放射光芒的。

对新加坡的历史而言，莱佛士只

是偶然人物。英殖民者为了攫取海

外利益，肯定要把槟城、马六甲、新

加坡、马来半岛各州，一个接一个

沦为它的殖民地。从1819年至1959

年，大英帝国统治新加坡近140年	

（期间大日本帝国统治新加坡3年	

余）。日本南侵，英军投降，各族人民

认清英国其实并没有真正保护新加坡

的能力和决心。二战结束后，要求独

立的呼声响彻云霄,	英殖民主义者被

迫作出让步。

大英帝国重返马来亚，于1946

年颁布《马来亚新宪制白皮书》，遭

到反对。翌年推出《马来亚宪制报告

The Malay Annals (Sejarah Melayu), printed in 

1612, detailed the glorious legend of how we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Lion City”. The annals 

even linked Singapura to Melaka, which was 

founded in 1402, saying that the island was 

once a part of the Melaka empire.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Sir Stamford 

Raffles’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Singapore 

may have been exaggerated. From 1819 to 

1959, the British Empire ruled Singapore for 

140 years, and in between, for more than 3 

years during World War II, Singapore was 

ruled by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Japanese 

marched down south, invaded us, and the 

British surrendered. The invasion made a point 

as clear as day to the islanders: in reality, the 

British colonists had neither the ability nor 

the resolve to protect Singapore. After World 

War II ended, the British Empire returned to 

Malaya, but the people wanted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As demands for independence 

escalated, the colonists were forced to step 

aside.

On 1 February 1948, against major oppositions 

from all sides, the British forme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with the exclusion of 

SIngapore, which was governed as a separate 

crown colony. On June 18, the very same year, 

the British declared the Malayan Emergency, 

the Malayan Communists took refuge in the 

forest and launched guerrilla warfares against 

the Commonwealth arm forces in Malaya. 

Singapore Democratic Alliance, a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y formed in December 1945, 

was forced by circumstances to announce its 

dissolution. The pursuit constitutionally  for 

independence for both Malaya and Singapore 

plunged into an era of widespread white terror 

and suff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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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蓝皮书），硬要把新加坡抛弃

在建议中的马来亚联合邦之外。蓝皮

书倡议的立法议会形同虚设，且投票

权操在少数英籍民手中。以陈祯禄为

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泛马联合行

动理事会”和“马来人联合阵线”、

以及新加坡民主同盟、总工会、中华

总商会奋起反对，声势浩大，罢市浪

潮席卷新马两地。它们更于1947年7

月起草《人民新宪章草案》（鼓吹新

马一家、责任制自治政府和普遍公

民权），但是，英殖民主义者一意孤

行，于1948年2月1日断然实施换汤不

换药的蓝皮书修订版《宪章建议修正

书》。两股力量针锋相对，矛盾激化，

英国人于同年6月18日在马来亚联合

邦，2天后继在新加坡宣布实施紧急

法令，马来亚共产党跑进森林进行游

击战。形势所逼，成立于1945年12月

的英语社群政党	“新加坡民主同盟”

宣布自动解散。新马两地公开合法的

求自主、争独立的斗争，顿时陷入凄

风苦雨、白色恐怖之中。

反殖运动    风起云涌

直到1954年新加坡爆发华校学

生“5·13	事件”，接着学运、工运蓬

勃发展，人民行动党宣告成立。1955

年颁布的林德宪制设有民选首席部长

及其他部长，但是总督仍操大权。有

行动党	“双雄”之称的林清祥和李

光耀，在这次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崭露

头角，反殖运动一时风起云涌。1956

年4月劳工阵线领袖马绍尔率领各政

党代表团前往伦敦谈判，要求给予

新加坡完全自治，英殖民部对于新加

坡强大的左翼势力有所担心而不愿让

步，谈判遭遇挫折。马绍尔下野，在殖

民部与亲英集团部署下，林有福继任

首席部长。他上台后做了两件事，其

一遵循英国人的意愿，大举逮捕反

殖志士，并因此引发全岛暴动；其二

是重启宪制谈判，从伦敦带回一个	

“三须古”的自治宪制（内部治安权

仍操在英国人手中）。

自治宪制施行前，1957年12月新

加坡举行市议会（City	Council)	选

举，人民行动党获胜后掌管市议会。

市长王永元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

雷厉新政：叫停允许殖民地官员拿取

丰厚薪酬而退休的马来亚化计划、

数月内完成大量公共设施（包括300

多个供水站、600盏街灯、200个候

车亭、7个诊所、3个托儿所、20个运

动场）、降低居民电费、开展三反运

动（反对随地吐痰、乱抛垃圾、防治

害虫）、建立每周接访制度、设公共投

诉局取缔官员渎职和贪污等、社会面

貌和风气焕然一新。

1959自治宪制开始施行，在新宪

制下举行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

压倒性胜利，组织自治邦政府，李光

耀任自治邦总理。这是继1957年市

议会选举后不断高涨的全民反殖和

争取独立运动的直接结果。

时任外交部长的拉惹勒南当年

对市议会选举后的那段历史有极高

的评价：“人民行动党从此成为新加

坡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质的政党，

第一个有能力组织和动员群众行动

The Winding Road to Independence 

1954 to 1955 saw the burgeoning of student 

and labour movement. On 21 November 

1954,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was 

formed. Under the the Rendel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in 1955 which paved way for 

increased loc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Lee 

Kuan Yew and Lim Chin Siong were both 

push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political 

arena when they won their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Meanwhile, anti colonial 

movements were seething. In April 1956, 

David Marshall, Chief Minister of the  Labour 

Front Government, led a delegation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to London to negotiate for complete 

self-rule. Fearing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the Left wings in Singapore, the British balked 

at the idea, and the talks broke down. After 

David Marshall stepped down, Lim Yew Hock 

who was groomed by the British, replaced 

him as Chief Minister. He did two things 

during his terms: firstly, he launched the mass 

arrests of anti-colonialists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s wish, which triggered island wide 

riots; secondly, he reopened the constitutional 

talk with the British, and came back from 

London with “three-quarter self-rule” because 

Singapore’s internal security was ultimately 

still controlled by the British.

In 1959, the constitution for self-rule kicked 

in. PAP achieved a landslide victory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that was held under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Singapore, and went 

on to form the new government with Lee 

Kuan Yew as the Prime Minister. Originally 

immigrants from China, the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 had greatly contributed 

to both its local economy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its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For 

one,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had 

helped over 200,000 Chinese immigrants 

obtain citizenship. These new citizens ha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PAP’s victory in the 

several elections during the Fifties and Sixties. 

How should Singapore further shake off the 

British’s control after achieving self-rule? 

The Singapore-Malaya merger was a solemn 

promise the PAP had made to its supporters 

since its inception. Howeve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which had already achieved 

independence in 1957, were unwilling to 

merge because its government thought 

Singapore had too many Chinese. In 27 May 

1961, Tunku Abdul Rahman,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the independent Malaya u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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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现在的国歌其实是作曲家朱

比赛（Zubir		Said,	苏门答腊移民）

于1958年为市议会正式开幕而写的。

自治年代人民高歌“前进吧，新加

坡”，刚毅而自信；那时候设计的邦

旗，以新月表示要建立的新国家，旗

帜上的五角星分别代表民主、公正、

和平、进步、平等五大理想，独立后

顺理成章成了我们的国旗。还有一

虎一狮拥着象征旗帜的盾牌，下方是	

Majulah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

坡）的横幅，庄严神圣，那便是我们

今天的国徽。回顾这段历史，能加深

我们对今天新加坡的认识。1959年

11月30日《新加坡邦徽、邦旗、邦歌

法》获得通过，并正式实施。拉惹勒

南曾说，它们是“新加坡人希望和理

想的象征……，她带给新加坡人自

尊、自重”。

原是移民群体，新加坡华人社会

除了在经济与教育方面的贡献，在新

加坡宪制进展过程也做出不可抹杀

的贡献。华社领袖为20多万华侨争

取到公民权，这股力量是人民行动

党在上世纪50-60年代几次选举致

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1年,	原籍荷兰的发展经济学

家温思敏（Albert		Winsemius)	率联

合国经济考察团来新，他提出的经济

发展计划，对自治乃至独立后的新加

坡经济转型和提升、失业浪潮的遏制

和新就业职位的创造，贡献殊大。早

在独立之前，新加坡便开始从转口贸

易向劳工密集的制造业（主要生产

成衣和睡衣）和工业化转变（他协助

引进	Shell，建立炼油业）。温思敏

配合当时政府的民生至上政策，鼓

励推行大规模的公共建屋计划。他与

李光耀、吴庆瑞、吴作栋保持密切联

系，咨询服务持续至1981年，功不可

没。公共建屋计划和“居者有其屋”

政策，让许多新加坡人受惠。

独立之路   迂回曲折

自治后，新加坡要如何进一步摆	

脱殖民地统治？新马合并是人民行动	

党建党宣言的庄严承诺。然而，1957

年就独立的马来亚联邦政府认为新

加坡华人太多，一直不同意合并。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首相

东姑鸭都拉曼在新加坡谈话，奉劝

新加坡华人“忘掉中国”，效忠马来

亚。他接着透露正在与有关方面筹

组马来西亚，新加坡将是计划的一部

分。人民行动党内部对于参加马来西

亚计划的条件意见分歧，不同意接受

东姑开出的条件者集体退党，另组社

会主义阵线。行动党政府根据其计划

举行全民投票，通过与东姑商妥的条

件参加马来西亚。接着而来的是近年

来备受争议的“冷藏行动”，反对党

领袖与支持者纷纷被捕下狱。1963

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

坡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进入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日子

并不好过。政党纷争不但没有停息，

反而加剧。种族主义接着升温，1964

年6月至9月，新加坡连续发生两起

种族骚动，造成人命伤亡。1965年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o “forget China” 

and pledged allegiance to Malaya. During his 

speech in Singapore, he also mentioned about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and that Singapore 

would be part of the plan. Meanwhile, PAP 

split on the terms of the merger, and those 

who disapprove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aid out by the Tunku left to form the Barisan 

Sosialis. PAP went ahead in his own way 

and called for a referendum to pass Tunku’s 

proposed terms of the integration into Malaya. 

The controversial and hotly debated Operation 

Coldstore ensured, resulting in the mass 

arrest of opposition parties’ leaders and their 

supporters. Singapore entered into merger 

with Malaya on 16 September 1963. Malaysia 

was formed and Singapore entered a new era. 

The merger with Malaysia, however, had not 

quelled but further aggravat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olitical parties. Racism escalated 

into two racial riots in Singapore from June 

to September in 1964, resulting in deaths 

and injuries. On 9 August 1965, Singapore 

left Malaysia, and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Success Built on Sound Institutions

What Singapore has achieved against all 

odds 50 years later is plain to see. The island 

nation has gone on to become a first-world 

country with a annual GDP per capita of over 

US$50000, and an overall high net worth that 

ranks as one of the top in the world. While 

such an achievement is indeed laudable, it 

is also an achievement that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As early as 25 years ago, George Yeo, 

Singapore’s former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pointed out at the Pre-U Seminar on 

8 June 1990 : “After 25 years of independence, 

our country is in good shape. There is every 

chance that we will make it to developed 

country by the year 2000. The economy is 

doing well. Our finances are sound. Global 

trends are on the whole favourable to 

Singapore’s continuing prosperity.” (George 

Yeo on Bonsai,Bayan and the Tao, p.53)

Yeo attributed Singapore’s success to the 

combination of “good luck, good leadership 

and good institution”. By not simplistically 

equating our achievements with the ruling 

party, Yeo had left much rooms for thoughts. 

George Yeo’s theory of luck is indeed sobering. 

For luck isn’t always in one’s favour. It just 

lands on one’s laps and cannot be pursued. The 

ecosystem of politics is full of unpredictability. 

“To really endure as a nation, what we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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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新加坡终于离开了马来西亚，

宣布独立。

成功要素  在乎制度

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的经济成

就有目共睹。作为第一世界国家，新

加坡的人均国民年收入达5万余美

元，跻身于世界富邦之林，这个殊荣

值得庆贺，但也容易令人踌躇满志、

忘乎所以，视之为理所当然。

早在25年前，前外交部长杨荣文

就曾指出，“独立25年，我国状况一

直良好，完全可以在2000年步入发

达国家之列。目前，经济运行稳定，

国库宽裕充盈，全球整体形势有利

于新加坡的持续繁荣。”（见《榕树

下的沉思》，页35）	他把新加坡的成

就归功于“运气、领导、制度”三大要

素。杨荣文不把新加坡的成就简单地

与执政者划上等号，给予人们更大的

思考空间。

杨荣文的“运气论”，足以让人

警醒，因为运气不是一成不变的，可

遇而不可求。政治生态中总有许多

始料不及的事情，他说。“国家真正

屹立不倒，需要的是好制度。好制

度比个人更持久。制度完善，就算

运气欠佳，领导无能，国家也会安然

无恙。……有了好制度，就更容易出

现好领导，……换言之，我们要的不

是再找一个李光耀，而是强大的制

度。”或许有人会认为，经济的高速

发展，需要威权主义、强势政府、铁

腕统治、个人崇拜。对此，杨荣文不

以为然：“建立制度，并非自上而下

而是自下而上，制度的生命力不是来

自命令，而是发自本能，人的本能。”

同理心  凝聚力

长期面对一个强势政府，新加坡

人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同仁陆锦

坤担心人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对

创意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当老

百姓教育水平普遍低落，要求不高，

政策易于拍板，强势看似无碍，但是

今天时代不同了，教育水平大为提升，

生产方式急剧变化，知识经济日益重

要，不能一个人说了就算，必须交流。

撇开民主、自由这类冠冕堂皇的话，

就从同理心出发，也能说明问题。设

身处地，理解对方的内心感受，以心

比心，自由交流和碰撞，擦出火花。创

意不同于发明，而是系统内的不断改

进，这就要求有不同的声音和选择。

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封住众人的口，

最后落个孤家寡人，那对我们提倡的

创意知识经济是有害的。”

同仁谢声群则从凝聚力角度，强

调	“一个国家的未来，要看其成员

之间的凝聚力。国家面临问题，关键

在如何解决，是不是齐心解决。今天

面临的可能是经济问题，明天是环

境问题，下来是生存问题（如外来侵

略）。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重中之

中是国人凝聚力”。“为什么1997年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亚洲金融风暴，

在韩国能激起爱国热情，妇女纷纷捐

献身上的金银首饰，帮助国家渡过难

关？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希腊，反应不

同，有钱人各顾各的，甚至一走了之。

are good institutions. Good institutions last 

longer than individuals. Nations with good 

institutions survive bad luck and bad leaders… 

Good institutions will also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good leaders emerging… In other 

words, what we should be looking for are not 

new Lee Kuan Yews but strong institutions,” 

said Yeo ( George Yeo on Bonsai,Bayan and 

the Tao, p.54). Some people may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we would need authoritarianism, a 

dominant government that rules with an iron 

fist and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But Yeo begged 

to differ: “Institutions are built not top-down 

but bottom-up. They are animated not by 

instructions but by instincts, human instincts.”

Empathy and Cohesiveness

Singaporeans are used to top-down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living with a powerful and 

dominant government. Leck Kim Koon, a 

colleague of Yiheshiji  is concerned that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will negatively 

impac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s 

creativity. “At the time when the nation’s 

level of education was low, a dominant 

government was harmless as it helped policies 

to be implemented efficiently. But times 

are different now. We have experienced a 

great leap in level of education, production 

methods have drastically transformed,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Hence, we need open discussion, and can no 

longer get away with one person calling the 

shot. Lets do away with grand words like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simply call 

it Empathy. Try to put yourself in the other 

person’s shoes,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feel. When you engage with an open heart 

and mind, sparks can really fly. Creativity 

isn’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invention, it is 

more like constantly tweaking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For that to happen, we’d need 

different voices and choices,” says Leck.  

Sam Cheah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cohesiveness to our growth.”A nation’s future 

depends on the cohesiveness of its people. 

When the country runs into problems, do its 

people unite to overcome them? Today, we 

could be facing economic problems, tomorrow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next survival 

issues when we are attacked by external forces. 

When confronted by these challenges, the 

people’s cohesiveness is utmost important in 

our survival,” says Cheah, “Just think, when the 

US subprime crisis trigg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what was it that made the 

Korean women patriotically donate their prized 

jewellery to help tide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crisis? Whereas when Greece ran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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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弹丸小国，未来肯定要不断

吸收外来人才落户，有一天出了大事，

他们愿不愿意留下共同应对，这当中

就包含同理心问题，不单为自己，也

为身边下一代着想。自下而上，关系

到领袖的政治理念，所作所为是为了

更崇高的理想呢？还是为了短期利益

而推行的权宜之计？”

任人唯贤  精英主义

任人唯贤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建国

的基石。举凡贤者都是社会精英，但

是精英怎么定义？精英如何产生？是

否单凭学历与文凭来选拔精英，还是

精英选拔应该趋向多元化？环绕任人

唯贤背后的精英主义，近年来引发体

制内外诸多议论。企业家何光平两年

前接受《怡和世纪》访问时就指出：	

“精英是任何社会的必然产物，这

个词其实不含贬义。当‘精英’发展

成‘主义’，形成以精英至上而忽略社

会其他社群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

了所谓的‘精英主义’,‘精英’就成了

负面现象”。

	在今年7月举办的星展“洞悉亚

洲”讲座上，身为我国经济发展局主

席的马宣仁也说：“我们有需要反思

新加坡的任人唯贤理念，因为我想今

天我们的制度太过单一，你考到好成

绩，步入大学，出来有份白领职位，就

平步青云。但实际上，今天通往成功

之路多的是，在前面召唤。生活不应

该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能

宽容失败，必须承认人才的发掘不

限于学业，还有其他不同的途径。”	

“过去我们选用公务员领袖，太过强

调他们的才智和分析能力。今天这是

不够的，对他们要求的是不同技能，

一种可以联系基层、了解问题所在、

能团结人民的技能。这样的需求今

后将左右我们对任人唯贤制度的操	

作。”

same problem, we saw an entirely different 

response. The rich only looked out for their 

own interest, and some even fled the country. 

Singapore is a little speck on the map. We 

are a small country that needs to continually 

attract foreign talents to move here and take 

roots. One day, should we be confronted by 

big challenges, what will make them want to 

stay and ride through the bad times with us? 

It would take empathy, which requires them 

to think not just for themselves but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same applies upward 

to our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are their decisions based on higher  

ideals and convictions, or are the expedient 

measures motivated by short-term gains?”

Meritocracy and Elitism 

Meritocracy has long bee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nation building. But elitism, the flip side 

of meritocracy has triggered heated debate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f the establishment. 

Speaking at the DBS Asian Insights Conference 

in July this year, Beh Swan Gin, Chairma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of 

Singapore had this to say: “We need to rethink 

the concept of meritocracy, because I think 

what we have today is one-dimensional, which 

is really: you get good grades, you progress, 

you go to university, you get a good white-

collar job, and you’re set for success. But in 

reality there are multiple paths of success 

today, which are open to us. Life would 

not and should not be straightforward. We  

should tolerate failure and we should 

recognise talents in different ways and not 

just through academic grades.

“In the past, the way we selected civil service 

leaders had been very much emphasis on 

the intellect and analytical skills. Today that 

is not enough, and we are also looking for 

civil servant leaders who have different sorts 

of skills — the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the 

grou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issues and 

the ability to rally the people around them. 

Going forward, this needs to shape how we 

conceive of meritocracy.”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ingapore’s 

governance, we do not doubt the importance 

of meritocratic policies to our nation. What 

is more crucial, however, is how meritocracy 

is carried out. How willing are we to listen to 

different voices, solicit extensive opinions, and 

incorporate talen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align our value system, as well as to 

diversify our paths of success? It is only after 

our playing field has been levelled, then will 

our countrymen truly feel that they have their 

parts to play, thereby fostering the sense of 

ownership, belonging and loyalty to this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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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原

则，任人唯贤的政策不容置疑。关键

在于是否愿意集思广益，正面确立

制度的价值，	让通往成功之路更趋

多元化，广揽各路人才。有了公平的

竞争渠道，国人自会产生参与感、归

属感和忠诚感。

言论自由  公民社会

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言论自

由总是一个让人热议不休的课题，

就因为它从不可能是绝对的。言论自

由的尺寸，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立法

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这个规定

一向来就是神圣不可侵犯，新闻业因

此被尊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Fourth	

Estate)。在新加坡，执政者坦言新加

坡不可能会有第四权。政府认为“报

业不像政府那样，需要定期面对选民

争取委托权，一旦报章反对国会通过

的政策，那就等于它干涉了政治。”

在一个长时期里，言论自由的课

题在新加坡几乎自成禁忌，特别是

在华语社群。网络时代，形势大不

相同。今年7月举办的星展“洞悉亚

洲”	讲座上，企业家何光平认为，言

论自由的重要性不仅“攸关新加坡

经济的未来，也攸关国家的福祉”。

他说：“我们承认须有某种不可逾越

的界限，只不过新加坡的界限并不清

晰。未来岁月会有不少像余澎杉那样

的年轻人，要去碰撞这个制度，设法

把界限往后推移。”

何光平认为，“未来50年的更大

问题……是迫切需要赋与公民社会职

权，并强化它的存在	……我认为考虑

到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公民社会的强

化是绝对必要的。现今新加坡公民社

会的方方面面强度不足，因为要保持

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以应对政治经

济的变化，必须确保那个社会的结构

在诸多不同层面都有不同参与者。”	

言论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强化息息

相关。我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

于今年8月为新书主持发布时，对学

者与评论家积极点评与审视政府的

政策表示欣慰，但他希望“公民社会

中，也能出现更多辩论和相互之间

的点评，这将对新加坡有益……将有

助于整个社会走向成熟。”

2011年3月怡和轩举办了一个以

《华社未来新方向》为题的座谈会，

在为座谈会作总结时，《怡和世纪》

编委同仁呼吁以公民社会的角度展

望华社的未来，希望华社能够跳出旧

框框，对公共事务与课题进行讨论，

置身于公民社会以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一股力量。

民生问题   牵系人心

我国人均国民年收入高达	5万余

美元。据《全球金融》最新统计，新

加坡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跻身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Civil Society

For the longest time, freedom of expression, 

particularl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virtually become taboo subject in Singapore. 

But things are changing in the digital age. At 

this year’s DBS Asian Insights Conference held 

in July, entrepreneur Ho Kwon Ping maintained 

tha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important “not 

just to the economic future of Singapore, but 

to the well-being of any country.” He added:  

“I think all of us in Singapore recognise already 

the necessity to have certain what has been 

called OB markers (out of bounds markers)…

We have already seen with the case of Amos 

Yee and other young people that will probably 

be coming out over the next many years to 

try to test the system, they’re going to try to 

push the boundaries — and these boundaries 

are not well-defined in Singapore.

 “The bigger issue here is that over the next 

50 years…we urgently need to empower and 

strengthen civil society… I think given the 

uncertainties ahead, it’s absolutely important 

that civil society be strengthened. And there 

are aspects about civil society in Singapore 

today that’s not strong enough, because 

the only way you can maintain a cohesive 

society against political change, against socio-

economic change, is to ensure the fabric of 

that society is kept intact by many different 

players at much more different levels” 

Ho stated.

 During his speech at the book launch of 

Singapore 2065 : Leading Insights from 50 

Singapore Icons on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Tharman Shanmugaratnam,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inance, expressed that while he was heartened 

to see “more ideas, views, and active scrutiny 

coming from scholars,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a broader range of commentators today 

compared to even a decade ago”, he also 

believed that “it will do Singapore good if we 

also have more debate and peer review within 

civil society itself… [in order to] help us mature 

as a society.” 

On March 2011, Ee Hoe Hean Club hosted 

a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in the closing speech, our 

magazine’s editorial team envisioned a future 

where our Chinese community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such a civil society, engaging in public 

matters and issues, and being the force that 

propel our society forward.  

Livelihood Issues Takes Precedence 
Over All Else

The annual GDP per capita in Singapore has 

been recorded at over US$50,000 in the last 

five year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IMF,Global 

Finance magazine ranks Singapore as the third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next to Qatar 

and Luxembourg. The surface may appear rosy, 

but still, one cannot ignore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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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三个最富裕的“袖珍小国”	

行列，真是羡煞周边国家。你说它不

富有吗？我们的富翁、跑车、豪宅、资

金数量都是顶呱呱的，但偏偏不时爆

出贫困的、不光彩的一面，结果贫富

差距也成了不争的事实。

我国国民有80％以上住在组屋，

而申请组屋的家庭总收入每月不能

超过8000新元。全国职总会员年均

所得也只约2万美元。把这些相关数

字与年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相比，点

出贫富差距的真相。另一方面，近年

来公积金、老人医疗护理、组屋价格

飚升、穷人经济拮据、外来人口等引

发的课题，在在显示贫富差距的问

题不可小觑。

	新加坡自治时期和独立初期，

国人享受到公积金、低医疗费、廉价

组屋、就业照顾、低生活费和教育费

的好处，感受到	“社会主义”的恩

赐。随着经济的提升和高速度的发

More than 80% of our people live in multi-

storey public housing built by HDB, and 

the monthly total household income of the 

applicants for these flats must not exceed 

SGD$8000. NTUC members’ GDP per capita 

is around US$20,000 per year. Place these 

figures next to the US$50,000 GDP per 

capita reported by Global Finance, and the 

glaring difference clearly points to the wealth 

inequality in our society. Recent problems 

brought on by issues with our CPF, senior 

medical care, rising prices of HDB flats, 

financial woes of the poor and immigrant 

population are further proofs that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overlook our widening 

wealth gap.

In the early years of Singapore’s self-rule 

and independence, our people had indeed 

reaped the “socialist” benefits of CPF, low 

medical cost, cheap housings, employment 

welfares, low cost of living and education 

cost. Our social policies, however, have not 

kept up with our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are unable to create 

adequate social mobility, resulting in the 

relative disappearance of the middle-class 

and the rise of the number of poor in our 

strata. After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the 

government embarks on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improved social policies, some of which are 

starting to take effect, while some’s effects 

remain to be seen.

Ultimately, taking care of our people’s 

livelihood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all else. 

The people have placed their lives in the hands 

of the government, surely they deserve to see 

a positive change in their lives. 

Conclusion:

We must recognise and understand that in 

a society as diverse as ours, we are bound to 

get hugely disparate recollections, reflections 

on our fi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from 

people of all age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communities and backgrounds. No matter 

how diverse their points of view, as long as 

the words have come from deep within their 

hearts, and are of fair comments, we can 

surely get something positive out of these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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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社会政策的失调致使社会流动

性不足，中产阶级相对消失，穷人数

目与日增加。2011年大选后，政府着

手推行一连串改良性社会政策，如

建国一代配套，调整公积金支付办

法，增加组屋的供应量，兴建老人公

寓，抑制房地产价格，改进公共交通

服务，提高低入息者工资，限制外劳

数目等。有些政策已然开始生效，另

一些仍有待观察。

人口老化加剧，公积金问题近来

特别引人关注。这个原本以养老为目

的的制度，由于用途扩大，囊括了组

屋、股票、医疗储蓄、健保、养老等，

而大多数人的收入不高，公积金数

额偏低，组屋又不便宜，七扣八扣，

余下的养老金额应付不了高涨的生

活费。不少老人被迫降低生活素质，

卖大换小，倨促一角，捉襟见肘，日子	

窘迫。

民生问题，终究是牵系人心。人

民把命运交托给当政者，当然期望民

生得以改善。

结语

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

群、不同经历的人群，对50年独立自

主的感受、回顾与反思，不尽相同，

甚至南辕北辙，这是可以理解的，只

要是言之有物、发自内心、判断有据

的，相信大家都会正面看待。

整理者为本刊编辑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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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著，被人当做“老

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接

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

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

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

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

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

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

法何其相似。

何处是“祖家”？
从唐人到新加坡人：
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	文		:  河洛郎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

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

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

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另一方面，我

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

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拉的第一人。这个故

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

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

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

2004年萧学民画作：一个时代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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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

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者洪锦

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

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

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

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

已经定型成为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

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

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

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

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

育崧的文章。

作为“历史记忆”的曹亚志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

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

忆工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

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

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

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

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叙事之中，

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

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

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

身的历史记忆。”（We	are	what	we	

remember）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

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

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

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

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寻

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

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

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

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

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

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

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

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

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

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

的贡献的历史。

前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

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

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

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	

“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中，这个	

“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

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

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

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

治正确”的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

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

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

变迁的需要。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

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

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

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

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

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

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

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

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

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

称峇峇（baba），他们成为新加坡第

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

（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

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

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

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

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

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

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

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

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马来语和熟悉本地

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

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

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

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

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

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

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

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

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

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

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

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

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

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

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

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

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

会”（Plural	Society），各个种族之间

除了在“巴杀”（Bazaar）产生交集，

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

第二波的华人移民潮是1840年鸦

片战争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南的

居民才大量移民新加坡。鸦片战争直

接的结果是清廷在英国人的枪炮威

胁下签订了辱国丧权的条约，并迫使

清廷解除海禁，这为英国人在东南亚

殖民地开发的需要开了方便之门，大

量劳工以“卖猪仔”的形式被带进新

加坡，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是通过同乡

或亲戚关系而来的自由移民。

从1840年到1860年，新加坡

华人人口呈现飞跃式的激增，达到

50,043人，1891年更突破10万大关

到121,908人。华南移民的大量流入

不免冲击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结构，

何处是“祖家”？
从唐人到新加坡人：
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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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起来的第一波华人峇峇移民，为

了与这些新移民产生区隔，把他们

称为带有歧视意涵的“新客”（在今

天的语境下称为“新移民”，可见历

史不断重演。）而自称为“侨生华人”

（peranakan，今称土生华人）。

1852年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	

（当时新加坡在印度辖下）通过以

出生地为原则的国籍法，更进一步

分化峇峇华人与新客华人的距离。

峇 峇华人在法令下成为英国臣民

(British	Subject)，他们开始自称为海

峡华人（Straits	Chinese）或英籍华人

（British	Chinese），效忠英女皇，称

英国为“祖家”（天福宫重修碑文里

说的“祖家砖”指的就是英国砖）。

言必称：“我是英国臣民，白种人。”

（I	am	a	British	subject,	an	Orang	

putih.）注一

新客的大量到来当然冲稀了峇峇

在华人人口的比重并超越他们成为主

要的华人族群，不过峇峇华人还是这

个时期新加坡贸易的主要掌控者。	

一些出类拔萃的新客通过与峇峇联

姻的关系，爬上了上层社会的台阶，

峇峇家庭也喜欢引入有干劲的新客

女婿以保持家族的生命力，这种互

动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新贵，其

中的代表人物有佘有进、胡亚基等。

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

由于“民族-国家”（Nat i on	

-state）这种西方的概念还没带进中

国，这些华南新客当然也就没有所

谓的“国家”意识，他们最大的公约

数就是“唐人”的概念，内部又因为

宗乡观念而分为不同的方言帮，可说

是一盘散沙。

1860年后清廷对海外华人的态

度开始转变，从不闻不问转为开始接

触并采取笼络的手段，1877年更在

新加坡设立“海门领事馆”，委任新

加坡居民胡亚基为领事，统管海峡

殖民地的华人事务。这种转变最大的

原因就是鸦片战争后的割地赔款造成

国库空虚，需要吸取海外华人的资金

来填补，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捐官买爵

的“鬻官制度”推广到海外。

清廷态度的转变以及“鬻官制

度”不但为清廷增加国库的收入，

也对新加坡峇峇社会产生影响，并

使他们的向心力再度向“唐山”倾

斜，1869年章芳琳成为第一个获得官

衔的新加坡峇峇侨领。从一张1899

年新加坡华社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皇

登基50周年而向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捐赠英女皇的大理石雕

像，在总督府前举行揭幕典礼的合照

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三十

四位新加坡华人商界领袖在佘连城

领导下一律穿着清朝官服，头戴花翎

官帽与总督等英国官员合影。这些以

峇峇华人为主的侨领是不是全部都

是通过鬻官而得到官衔或者只是为了

虚荣而如此打扮就不得而知，不过它

说明了一点就是华人传统光宗耀祖的

1889年穿戴清朝花翎官服的华社领袖与英国官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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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这些峇峇心中还是根深蒂固，

他们试图在效忠英国“祖家”和向	

“唐山”倾斜之间寻找平衡点。

被视为两头蛇的华社

1909年清廷宣布以血统为原则

的国籍法，认为凡是具有中国血统

的华人就算为国民，即便是入籍外

国，也仍视为中国国民，这对于新加

坡华社的身份认同不无产生影响。如

果说十九世纪末华社的峇峇华人还

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

而新客华人则以方言的不同划分为

各自为政的帮，以落叶归根回归乡土

唐山为念，但是踏入二十世纪，华社

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质的变化。这

种变化的产生是康有为等维新分子

南来，受中国维新运动影响新学堂等

新生事物纷纷出现，特别是随后孙中

山数度来新加坡鼓吹革命之后，民族

主义新思潮开始出现在华社，这个时

期的华社代表人物如受英文教育的

峇峇林义顺和张永福等积极投入孙

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以资金及人力

全力资助革命可说是华社民族主义觉

醒的表率。

1911年国民革命的成功，进一步

加强了国民党在新加坡的活动，他

们不但介入华社的社团活动，也积极

投入华文教育的工作，国民政府不但

在学制上也在课纲上全面给予华校

指导，这难免抵触殖民地当局的利

益，1920年殖民地政府通过“学校注

册法令”以加强对华校的管制，1925

年进一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不

过国民党党部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

止活动。1930年2月深懂华人文化和

语言的总督金文泰召集以张永福为

首的国民党党要到总督府训话，并放

话如果他们想要参与国民党活动那

就叫他们回到中国去，他进一步以子

之矛攻子之盾批评华人：“一人不能

事二主，除非他是两头蛇。”注二

陈嘉庚与林文庆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提出

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新论述，一反中

国历史上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	

说”，这种建构新“民族-国家”的中

国国民论述，不可能不影响到新加

坡华人的身份和国家认同的重新确

定，“华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取

代了“唐人”，新客华人国家认同也

从“唐山”转到中国。

这里我想以陈嘉庚和林文庆作

为代表人物来说明一战之后到二

战之前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和国家认

同。1931年新加坡公布的人口数字

华人高达418,640人，占全部人口的

75%，华人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民族，

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今天。大量华

人新移民的出现，峇峇在新加坡华

人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无举足轻重

的地步，新客华人开始在商界大施拳

脚，峇峇在新加坡的商业地位逐渐被

新客华人取代，涌现了新一代的华社

领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陈嘉庚。

作为典型的讲方言的华社领袖，

他不但积极在新加坡兴学办华文教

育，显示他关心本土的一面；另一方

面，他也时刻关切中国的时局和命

运，在“济南惨案”发生后，他领导

成立筹赈会，赈济受害者。1937年日

军发动侵华战争，他更是全面投入，

在他号召之下南洋各地华人成立“南	

侨总会”，为祖国（中国）的抗日救亡

出钱出力。作为新加坡怡和轩的主

席，他发起南侨机工回国为抗战效

力。此外本着兴学救国的想法，在家

乡建立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村，作育

英才。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

面他关心本土，这与他的华人身份

的认同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把个

人和中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表现强

烈的中国国家认同。

林文庆是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华

人，虽然这个时期的峇峇在商业上的

地位已经让位给新客，不过他们却因

为多数接受英文教育而取得上层社

会的地位。殖民地时代的英文教育

采取的是精英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

的政策，它要培养的就是如已故新加

坡文化部长拉惹勒南所说的“伪西方

人”，英文教育和英语成为身份和地

位的构成和象征。在这种情况下，英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华社的峇峇华人还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
山”之间，而新客华人则以方言的不同划分为各自为政的帮，以落叶
归根回归乡土唐山为念，但是踏入二十世纪，华社在身份认同方面
产生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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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虽然是官方的主导语言，却从未

成为社会的日常生活用语，普通老百

姓的日常用语还是华族方言或是马来

语和淡米尔语，这就更使少数受英文

教育者地位更加突出。

林文庆这些受高等英文教育的

精英就很容易被殖民地当局青睐而

被委为官方议员，作为英国人信赖

的英国臣民，他们处处显示对大英

帝国的忠心，作为代表华人下情上达

的中间人，他们又不得不保持一些

华人的面目，这点我们从他们创办的

《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提倡儒家思想，不忘每

期杂志封面题上孔子语录“过则无

惮改”可以见之。林文庆这类海峡

华人在国家认同方面倾向英国，在族

群认同方面也刻意与华社保持一定

的距离，不过在文化方面又想突出华

人性（Chineseness）的一面，以便和

土著区隔开来。

马来亚国家想象的出现

经历二战洗礼的新加坡各族人民

反殖意识开始出现，要求独立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涨，与此同时，一个以“马

来亚”作为国家的想象也开始形成。

马来亚意识源自于英国殖民地

的政治遗产，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

坡组成海峡殖民地的基础上，英国

殖民地当局逐步介入马来半岛的政

治事务，1895年英国把雪兰莪、霹

雳、彭亨和森美兰四州组成马来联

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1909

年与暹罗（今泰国）签订英暹条约

（Anglo-Siamese	Treaty）把北方

四州吉兰丹、吉打、玻璃市和丁加奴

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置于其统治之下，1914年柔

佛也被迫接受英国的派驻顾问，至

此整个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完全在英

国统治之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英属

马来亚（British	Malaya）的政治名称

就此出现。

193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现以马

来亚冠名的组织如马来亚共产党、马

来亚总工会等，1930年代末华文报纸

出现的地方作家与地方文学（马华文

学）和战时南洋文学与华侨救亡文学

的讨论，给马来亚的概念提供了一个

理论的平台，华社的马来亚化的政治

文化于焉展开。

1946年4月英国实施“马来亚联

邦”（Malayan	Union）方案，把新加

坡从马来亚版图分割出来，不过这

并不影响新加坡人的马来亚意识的

滋长。二战后争取一个独立的马来

亚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新加坡华社

也积极投入，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华

人，华社的政治人物开始出现，他们

逐渐取代商界领袖成为华社的代表

人物，其在华社的影响力和作用远远

超过商界领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就是林清祥与李光耀。林清祥和李

光耀在政治方面虽然都认同本土（马

来亚），不过在如何塑造国民身份认

同方面有微妙的不同，他们后来的分

道扬镳就不难理解。

马来西亚-权宜之计的婚姻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

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加上

沙捞越（Sarawak）和沙巴（Sabah）

组成马来西亚（Malaysia），对于为

什么成立马来西亚史家众说纷纭，

不过这是一场权宜之计的政治婚姻

（Marriage	of	convenience）却不

容否认。

很快地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

突然“被独立”，新加坡人在短短的

三年间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马来亚的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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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想象，越过还来不及建构的马来西

亚国家想象，直接跑步进入建构新的

国家想象的历程。

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与 
华人身份认同的重构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面对艰难的

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新加坡的华

人人口虽然占绝大多数，不过还有大

约15%	的马来人及9%的印度人以及

少数的其他种族，他们构成新加坡社

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共同的殖民

地统治和相同的移民经历，而不是相

同的种族、文化或宗教背景。

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了

实施国民服役制度、在学校进行念	

“誓约”的仪式等等，最大的举措就

是把独立前四大源流的教育统一在

一个以英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之下。

今年刚好是建国50周年，让我们

回顾一下经历50年之后新加坡在国

家认同这方面取得怎么样的成效。

在国庆日我们经常高唱一首爱国歌

曲：“一个国家、一个国族、一个新

加坡。”（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Singapore.）我们距离这个理想

有多远呢？虽然新加坡在国家认同方

面有很大的成长，不过在各族之间还

是保持强烈的族群意识。新加坡政府

不断强调“亚洲价值观”试图在意识

形态方面拉近各族的距离，不过所谓

的“亚洲价值观”宣扬的只不过是一

种普世价值，到底能产生的多大的凝

聚力还是疑问。新加坡在许多做法上

还是必需采取以种族之别来进行，比

如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政府分别成

立华族自助理事会、回教社会发展基

金、印度人发展协会等来处理；在国

民登记方面还是以华、马、印、其他

（CMIO）分别注明。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构还是

任重道远。

回头来看华族身份认同在这50

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由于华人不

是以宗教而是以文化来突出华人的

身份，经过50年英化教育和据说是

为了学好“双语”而放弃方言，华人在

文化方面所剩无几，我们愿意我们的

华人性（Chineseness）只能在肤色、

饮食和口操简单华语来显示？在国

民性格方面我们自嘲为“双怕”：怕

输、怕死；在语言方面我们说“新语”

（Singlish）；我们的“文化记忆”只

能有津津乐道的“炒粿条”和“肉骨	

茶”？希望上述较消极的一面不会是

现实和将来的全部。

华人传统讲究的是“安身立	

命”，经济发展让我们得以“安身”，	

“立命”仰赖的是文化和身份认同

的维系。

希望下一个五十年，新加坡能成

为一个既可“安身”也可“立命”的

所在。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图1：来自于马六甲的 陈笃生

图2：号称黄埔的胡亚基

图3：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华社领袖林义顺

图4：毁家兴学及投入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陈嘉庚

图5：被委为新加坡立法局的华人议员林文庆

图6：领导新加坡半个世纪的李光耀

图7：独立前左派政治领袖林清祥5 6 7

注一：	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ission	Press,	1879

注二：	原话是：“No	man	can	serve	two	masters,	unless		of	course	

they	were	Leung	t’au	sha-	the	double-headed	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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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在博客上	

“坦白从宽”，承认她过去并不知

道，原来当初为了是否要加入马来西亚所

举行的公投，并无反对加入这一项。那次

公投，选的仅仅是以何种方式加入而已。

我比这位媒体人“幸运”，我知道这件

事，但这样的知识，不是从课堂上学来的。

课本里的历史知识，是典型的官方论述，

其中的是非黑白，清清楚楚，没有讨论的

余地。

“正史”与“野史”的不同论述

我是从家中那两位建国一代口中知道这

件事的。两老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时不

时会告诉我一些“正史不载”的逸闻轶事。

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是非黑白，也是那么泾

渭分明，只不过忠奸的角色转换了。

“正史”通过“官学”传授，而“野史”

则通过民间口耳相传，这种模式的历史知

识的传播，我们并不陌生。毕竟，官方希望

通过历史教育塑造其心目中理想的，符合

政权需要的性格，自然会强调对政权有利

的，趋于单一的历史论述。这阵子岛国把官

方历史叙述推向极致，例如最近政府大力提

倡国人应该通过《争取合并的斗争》（Battle	

for	Merger）学习李光耀那一代的建国领袖

与共产主义斗争的过程，以了解新加坡得来

不易的成就。这类的历史叙述，一定会对成

就霸业的帝王将相的光辉的一面大书特书，

以作为凝聚国人的精神象征。

至于通过口述所传下的历史知识，则相

对多元，且丰富复杂许多。有的和官方论述

同调，有的若即若离，有的则完全对立。一

般人在面对这许多不同，并且观点相左的

历史应该怎么学╱	文		:   王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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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时，自然会感到无所适从，

再加上如果官方叙述有漂亮的政绩

作为后盾，那国人就更容易被其直线

型的论述所吸引，而内化为国民认同

的一个据点。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愈发能突

显学习历史的重要性，而历史学者的

责任，也就更为重大。

历史应该怎么学

只是，历史应该怎么学？

前阵子参加了一场题为“Living	

with	Myths”（与传说共处）的公共

论坛，其中两位来自教育学院的讲

者强调，单一的历史叙述不利于塑

造国民认同。他们认为，学校的历史

课程应该向学生展现多元的视角，

这样才能让学生充分了解建国道路上

的荆棘满途。可是在有限的课堂时间

里，究竟能“多元”到什么程度，实在

令人不乐观。

更何况，国民认同这个议题过于

复杂，不是允许多元就能够解决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如何看待多元，要

如何跟我们的学生说，不必害怕因为

多元所带来的混乱。

在我们这里，国家强势为历史教

育定调的政治操作，并没有引起多少

关注。在台湾，教育部计划对历史课

纲做调整，却引起轩然大波，使得国

民党原本就不稳固的政权更加岌岌

可危。在台湾发生的风波，除了关乎

国家、民族认同之外，还涉及政府是

否进行黑箱操作，暗度陈仓“偷偷”

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政权有利的意

识形态。

有位台湾的教育工作者针对此次

的争议发表了相当有见地的看法。她

认为，这次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课

纲“微调”的人，对历史教育的理解

仍然停留在“灌输”的层面，关心的

仅仅是我们应该向学生“灌输”什么

样的历史知识。在她看来，真正有价

值的历史教育，应该要求学生在死

记硬背以外，学习寻找材料、归纳信

息，同时进行思考、判断。的确，唯有

如此，历史教育才真正具有培养和塑

造人格的正面意义。

实际上，古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

学习历史的途径。南宋的朱熹就曾

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

治乱得失。”这句话的第一个重点是	

“读”和“观”，强调的是学习者自我

的眼光和判断。第二个重点是“大”，

强调的是学习者应该如何梳理史书

里庞大的历史信息。从大处着眼，掌

握历史的发展趋势，而不仅仅聚焦

于个别历史事件、人物或者制度，才

有可能把历史知识升华为提升自身

与社会道德的资源。

因此，朱熹对那类只谈政治上的

成败，不理会伦理的史观特别反感。

他说：“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

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

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说甚盛衰

兴亡治乱，直是自欺。”

朱熹的这番话，对处于21世纪

的我们，究竟能有什么样的启示？我

想，那倒不是在于同意他对《左传》

、《史记》的批评，而是在于如何理

解他为什么坚持要读史，首先就需

要重视孔子的学说。在朱熹看来，孔

子所代表的，就是“根本”，离开“根

本”去求治乱之理，结果只会学到败

坏心术的政治手段。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去要求学生学

习历史之前必须先读《论语》，但如

果我们相信学习历史有助于塑造国

民性格，我们就必须仔细想想，我们

究竟要把国民塑造成什么样子？我们

要的，是只会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过得

好不好，然后在回望国家所走过的道

路时，也只对为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

的政治领袖充满感激的国民，还是能

够超越成王败寇的论述，相信真理，

坚持理想的国民？

这篇文章刚写到一半，就听到教

育部长宣布，要以国丧期间国人的

凝聚力作为将来历史课程的素材。

如此一来，势必再掀起一轮关于历

史应该怎么学的辩论，但是，如果我

们无法摆脱向学生“灌输”历史知识

的思维，而不去强调学习历史贵在	

“自得”，那最后我们还只能停留在

支持或反对帝王将相的历史观的圈

圈中，无法自拔。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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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先贤精神 
关心与参与社会
潘国驹主席远瞩怡和轩

引言：

潘国驹教授是新加坡文教界活跃人物。他一手创立的世界科技出版集团已成为国际品牌

公司，他担任所长的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也为新加坡在国际科技界提升了知名度。

他还是本地多个民间社团的领导，外国多所著名学府和机构的顾问。他是一介儒商，也是

对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持续做出贡献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2015年7月潘教授被推举为怡和轩俱乐部第47届董事会主席。《怡和世纪》特地给他做了

专访，希望让更多会员和本刊读者对这位文教界名人有较全面的认识。

╱	文		:  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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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世家

1942年潘国驹在新加坡出世，在

养正小学和华侨中学毕业后，进入新

加坡大学深造，再远赴英国攻读物理

学课程，在伯明翰大学考获基本粒子

物理博士学位。

2010年，他当选为声誉卓著的美

国物理学会会士。2013年，获颁英国

伯明翰大学荣誉理学博士。

潘国驹教授家学渊源深厚，自小

浸濡于新加坡潮籍文化人当中，耳濡

目染，使他后来即使需要付出很多精

力向自然科学领域发展，对于文学艺

术仍然不陌生，而且随时给予扶持。

他分析说，自己的文化基因，或

许还得归功于父亲潘醒农的影响。

他说，父亲从小嗜读经书和小

说，15岁已在乡村学校担任小学教

师。1921年南下新加坡从商。

“经商之余，父亲雅好历史文

艺，一生致力于华族社团会馆的组建

工作以及发展华文出版业，他对新马

华人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所

做的贡献，有目共睹。”

他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常跟随父

亲参与潮州籍前辈的周末茶叙，即所

谓潮州文人的聚会。

“我有幸在一旁聆听这些长辈

探讨学问、闲话家常。其中有新马文

史泰斗方修先生，有留学日本的杜连

孙先生。方修在这群潮州文人圈中

最有学问，最为健谈。杜先生学识渊

博，后来新加坡大学的林徐典教授

请他为教育部编写一整套的华文教

科书，水准很高，影响很广。还有沈

侠云先生，他是学校校长，对现代文

潘国驹教授于2001年获推举为

怡和轩副主席，并于2015年7月当选

主席。

继续主办文化活动

潘教授回顾怡和轩近几年的发展

时指出，怡和轩的会员都是来自不同

领域具有一定成就的人士，他们之间

没有血缘或宗亲关系。大家能走到一

块儿，显然是认可了怡和轩的历史、

怡和轩先贤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愿

意发扬怡和轩先贤精神，并培养人们

服务社会的美德。

他认为，怡和轩的活动，应尽量

照顾会员的不同兴趣，传统的休闲

活动需保留外，也应致力会务多元

化，举办各种性质的大小集会，吸引

更多会员来会所交流，增强凝聚力。

他赞扬十多年来怡和轩举办的文

化活动，已成为跨入新世纪的怡和轩

的亮点：“我们展开的多次纪念先贤

的活动，特别是2011年联合举办重

游滇缅公路，非常有意义。

“那次的滇缅公路游，也催生了

2013年，由多个团体联合发起，在晚

晴园竖立起南侨机工的巨型雕塑。这

是一项具有永久性纪念意义的壮举，

能经常提醒人们回顾那一段几乎湮灭

的历史。”

潘教授说，在推广文化活动方面

怡和轩多年来走在最前线。许多民

间团体群起响应，关心时事和文化

发展，举行各种内容的讲座，引发社

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已成一时之

美谈。	

“由于会所地点的限制，我们今

后也不妨举行一些小型研讨会，深入

学和历史认识很广也极有见地，对鲁

迅研究更是权威。

“我们年青一辈从他们的言谈和

著作中学到许多文学、史学及社会问

题等方面的知识，得益不浅。”

继承先贤精神

潘国驹教授说，关心社会民瘼和

民族教育的发展，既是他父亲那一

辈人，也是他这一辈人的做人本分和

思想倾向。他说，许多先贤如陈嘉庚

和陈六使，毁家兴学、牺牲小我的精

神，更是很多人敬仰和学习的对象。

他说，1995年，在孙炳炎主席的

邀请下他参加了怡和轩，他乐于参加

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很多新加坡

先贤曾在怡和轩发起各种爱国爱民

活动，创下了辉煌的历史。他们支援

中国和马来亚的抗战，也积极响应争

取新马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运动，并

大力维护华文教育。

2000年，潘教授提议在原本只

剩下打麻将活动的俱乐部成立史料

小组，协助实现孙炳炎主席先前提

出创办文物馆的建议，积极开展文

化活动。

2001年，怡和轩会所由于地铁工

程造成的破坏需要重建，经费问题令

董事会大伤脑筋。2005年，时任怡和

轩董事的潘教授，以陈嘉庚基金副主

席的身份提出一个双方合作方案，

怡和轩让出地面层给陈嘉庚基金设

立办事处并附设一个文物馆，陈嘉

庚基金赞助怡和轩重建经费100万

元。2006年，怡和轩会员大会批准了

与陈嘉庚基金合作的方案，由此确立

了怡和轩未来弘扬先贤历史及传承中

华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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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各种课题，再把讨论结果整理发

表在会刊上。”		

珍惜《怡和世纪》

潘国驹教授指出，怡和轩出版的

《怡和世纪》，是好些会员尽心尽

力、一步一脚印的耕耘成绩，希望今

后仍有足够的人力与财力继续发行，

这是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也是影响

深远的工作。

潘教授补充说，怡和轩目前从事

的推广文化的工作，在新加坡这个只

讲究实用的商业社会里，是个异数。

他希望有更多同样性质的团体和机

构，今后能多关心社会人文景观，更

重视文化艺术建设，	协力创造一个

更具有文化内涵的大环境。

“只要投入更多人力财力，假以

时日，新加坡就有可能建成一个比较

优雅的社会，为我们的子孙创造更宜

居的生活环境。”

积极培养接班人

潘国驹教授说，目前的董事会成

员，平均年龄偏高，极需要引进新一

辈的人才作为接班人。

“在企业界，现在也有年纪较小

的一辈，在工商界颇有建树。我希望

他们能学习先贤，扩大生活圈子，多

关心社会进程，多接触华族文化，

把个人的事业前途与社会的进步挂

钩。这样，怡和轩由他们来接棒，就

有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会务

蒸蒸日上，持续发挥推动社会进步

的作用。”

弘扬华裔科学家成就

潘国驹领导的世界科技出版社是

在1981年创立，在两位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萨拉姆（Abdus	Salam）与杨

振宁的呵护下，很快就打破欧美出版

社垄断科技书刊出版的局面，目前每

年出版500本科技书籍和150种科技

期刊，并计划在5年内增加书籍出版

数量至1000本。它也在英国成立帝

国学院出版社，并在美国、英国、印

度、瑞士、以色列，以及中国多个城市

如香港、上海、北京和台北，设有分公

司或办事处。

Ee Hoe Hean President Prof Phua Kok Khoo
 Urges Members to Promote Pioneers’ Spirit to Serve the Society

P rofessor Phua Kok Khoo has been 

elected the 47th President of Ee 

Hoe Club in July 2015.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minent academic, publisher and 

community leader in this issue of Yihe Shiji.

A learned family

Prof Phua Kok Khoo was born in Singapore 

in 1942. After graduating from Yeung Ching 

Primary School and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he went to Singapore University and later 

to the UK,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and 

received a PhD in Elementary Phys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hua was elected 

Fellow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in 

2010. He was awarded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Science (DSc) by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n 2013.

Prof Phua comes from a learned family and 

grew up interacting with Singapore’s Techew 

cultural community. Such early exposure 

was instrumental in cultivating his interest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omething that he 

continues to actively support up to today 

despite his demanding career in natural 

science.

He attributed his love for culture to the 

influences from his father, Mr Phua Chay Long. 

His father had a keen interest in scriptures 

and novels as a child, he said, and became a 

primary teacher in the village at the tender age 

of fifteen. The senior Phua came to Singapore 

to start a business in 1921.

 “Aside from his business, my father loved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 dedicated his 

life in building up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nd developing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His contribution in 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hinese 

speaks for itself. ”      

Inheriting the patriotic spirit of our 
pioneers       

Prof Phua said he was invited to join Ee Hoe 

Club by the club’s president, Mr Soon Peng 

Yam. He was delighted to join the club because 

by	Choo	Woon	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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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ioneers of Singapore were members 

of Ee Hoe Club who made history organising 

activities that benefited the country and its 

citizens. For instance, they supported China 

and Malaysia’s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d Singapore and Malaysia’s independence 

from British rule. They also fought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vehemently.

In 2000, Prof Phua set up a historical data 

team in Ee Hoe Hean as part of Mr Soon’s 

plan to set up a museum and promote 

cultural activities. In 2001, when Ee Hoe 

Hean’s building had to be rebuilt due to 

damage caused by the  MRT construction, 

Prof Phua, who was then a board member of 

the Club as well as President of Tan Kah Kee 

Foundation, proposed a plan for Ee Hoe Hean 

to allocate its ground floor to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an office and 

a Pioneer Memorial Hall. In exchange, the 

foundation would donate  $1 million to fund 

the club’s reconstruction project. This joint 

venture  would set the tone for Ee Hoe Hean’s 

subsequent efforts in promoting ancestral 

history and passing on Chinese culture.

Prof Phua was appointed Vice President in 

2001 and elected President in July 2015.

Organising more cultural activities  

Prof Phua noted that the members of Ee 

Hoe Hean consist of individuals who are 

accomplished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Although they are neither related by blood 

nor associated by clans, they are bound by 

a common goal of promoting Ee Hoe Hean’s 

cause in serving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He said that the Club should cater to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members. 

Apart from keeping the usual leisure activities, 

the Club should organise a more diverse range 

of services and gatherings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members to interact at the Club.

He commended the Club for the activities it 

has been organising for the last ten years, 

many of which have become iconic events of 

the Club. “We have held many commemorative 

events, particularly the revisit to Burma Road 

in 2011, which was very meaningful.”

“That event inpired the sculpture which was 

erected at the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in 2013 in memory of the drivers and 

mechanics who volunteered themselv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This has 

become a permanent reminder of an almost 

forgotten part of our history.” he said.

Prof  Phua also pointed out that Yihe Shiji is 

a result of th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of 

many Club members and he hopes that there 

will continue be sufficient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o keep the publication going – a 

challenge which he thinks has a profound 

impact and should be cherished.

Promoting the accomplishments of 
Chinese Scientist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helmed by Prof 

Phua, was founded in 1981. Under the 

1995年怡和轩成立100周年庆典时潘国驹教授（右2）与董事部同仁在台上向来宾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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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pices of two Nobel laureats, physicists 

Abdus Salam and Yang Chen Ning, the 

academic publisher soon gained a foothold in 

a market long dominated by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ing 500 scholarly books 

and 150 journals every year. The publisher has 

branches and offices worldwide and plans to 

increase its book publications to 1000 in the 

next five years.

Prof Phua sai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hopes to remain in Asia with a globalized 

outlook and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publishers in the world.”

Prof Phua continues his work in academia 

and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Nanyang 

世界科技出版集团之所以能够立

足竞争激烈的世界出版市场，首先是

因为它是亚洲第一个出版社，获准独

家出版和发行自1901年以来全部奖

项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英文演讲文集

与生平简介。此外，它也获准出版有

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Fields）

奖得主的文集，以及沃尔夫（Wolf）奖

各学科得奖的文集。

世界科技为了弘扬华裔科学家

的成就，至今也为十多名华裔科学

家出版中英文书籍，他们当中有：苏

步青、王竹溪、谢希德、杨振宁、陈

省身、吴文俊、谈家桢、黄克孙、杨福

家、李远哲、姜伯驹、张恭庆、郝柏林

和崔琦。

世界科技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扶

持本土文学，也附设专门出版华文书

籍的八方文化创作室。

潘教授指出：“世界科技出版集

团的未来展望是立足亚洲，放眼世

界，成为全球顶尖的科技出版集团

之一。”

启蒙新一代科学人才

潘国驹教授也是一名学者，他是

以每月1元的象征性薪金，担任南洋

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南大高等研究所每年都举行10多

次世界级科学家论坛和研讨会，包括

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参加，为南洋理工

大学在科学领域里源源不断地注入

活水和动力，并协助新加坡持续提升

科学研究的水准。

潘教授说，高等研究所与世界多

个主要研究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包括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英国帝国学院和

中国清华大学等。

“南大高等研究所也负有为新加

坡及南大鉴定新兴科技，为政府提供

科学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咨询，以及启

蒙年轻一代科学人才的重任。”

潘国驹教授也积极参与各种社

会活动，所担任团体的职务包括：新

中友好协会会长、南洋艺术学院董

事、陈嘉庚基金主席、陈嘉庚国际学

会秘书长、醉花林俱乐部名誉总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校友会会长

以及多所初级学院和中学的学术咨

询团主席等。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for a nominal salary of $1 

a month.

The institute organises more than ten world-

class scientific forums and seminars every 

year, many of which were attended by Nobel 

Laureates, energising the University’s, as well 

as Singapore’s scienctific research. 

Prof Phua wears many hats in other 

communities, his roles includ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oard Member of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President of Tan Kah Kee 

Foundation, Secretary-General of Tan Kah 

Ke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norary President 

of Chui Huay Lim Club, President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hysics Alumni, 

and Chairman of the academic consultative 

committees of various junior colleges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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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宝兴难解咖啡缘
啡店，即售卖南洋咖啡、烤面包和半生熟鸡

蛋等饮食为主，店里还有一华人熟食摊和一

马来熟食摊同时经营着。咖啡店坐落在当时

的罗敏申路（现为丰隆大厦原址），取名东

亚。“早期的传统咖啡店在面对竞争时，会

以不同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顾客上门，所以

有些咖啡店就会在午后的营业时段，改为聘

有‘咖啡女郎’陪伴喝咖啡聊天的另类茶餐

室，来提高营业收入，记得父亲的咖啡店就

是以这种形式经营的。”洪宝兴侃侃说来。

洪宝兴的童年就在咖啡店里度过。他自

认自己不是一个苦读书，牢记老师教诲，把

功课做好，把试考好的好学生。“从小我就

好玩、顽皮，读书总是马马虎虎混过去就算

了，在小学时就已经开始动做生意的脑筋。

曾经还自己制作‘ti-gam’，让同学以每个

5分钱来换取‘抽奖’的机会，赢取糖果作

为奖励，每天都为自己赚取多余的零用钱，

很有成就感。”洪笑着说。

洪宝兴1948年出生于闽侯县荆溪镇洽

浦村，6岁时随父南来新加坡。1972

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自新加坡南洋大学会计

系，并同时考获商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来自华校背景，却精通中、

英的他于1975年获取特许会计师的专业资

格。1978年创办洪宝兴会计公司，专心致

志地为各企业和商业团体处理审核及税务

工作，业务一度横跨餐饮业和房地产业。	

在华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及秉承着回

馈社会的理想，他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

时，除了埋首业务以外，仍不忘在工余时，

将时间投入社会及同乡社团工作中，出任社

区组织及宗乡团体的要职，不遗余力地服

务人群、造福桑梓。

咖啡店的童年

话说当年父亲初到南洋时，身无长技，

只好和长兄一起学习经营小资本的传统咖

洪宝兴

╱	文		:  林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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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Poh Hin’s Coffee - Shop Stories
By	Lin	Mei	Mei

H ong Poh Hin came to Singapore with 
his father from Foochow, the capital 

of Fujian province when he was six. When 
they first arrived, Hong’s father ran a small 
traditional kopitiam (Singapore’s colloquial 
for coffeeshop) on the part of Robinson 
Road where Hong Leong Finance Building 
now stands. Hong spent his childhood at the 
kopitiam, and helped out at the shop in his free 
time when he started schooling. Sometimes, 
he would hang out with his fellow Foochow 
immigrants at the Foochow Association’s 
sports club, and picked up some martial art 

skills along the way.

His father was forced to relocate the kopitiam 

due to urban development, so he folded the 

business, and turned to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instead. The move also took 

Hong away from the kopitiam community he 

grew up with. He graduated from Nanyang 

University’s accounting department with a 

bachelor degree in business studies in 1972, 

and started Hong Poh Hin & Co, his own 

accounting firm in 1978.

In 1979, Hong Poh Hin joined the grassroots 

organisation in Yishun, and was awarded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PBM) by the President 

in 1993. In 2004, he was awarded the Public 

Service Star (BBM) by the President in 

recognition of his dedication to community 

service.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Dr. Koh 

Lip Lin, a former PAP Member of Parliament, 

Hong joined the clan associations, and 

rekindled his fond memories of childhood 

spent at the kopitiam, which eventually 

brought him back to the familiar world of 

Foochow dialect,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kopitiam trade. 

Having grown up with the trade, Hong Poh Hin 

is able to provide some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升上中学后，他就会在放学后到

咖啡店里帮忙，学习招呼着熙来人

往的顾客，在市井小民间穿梭。有些

时候，大伯也会趁店里不太忙碌时，

带着他到福州人聚集的榕侨体育会

去找福州同乡闲话家常。

由于当时的社会治安不稳定，时

常会有私会党徒到咖啡店收取“保

护费”，如果咖啡店所“缴交”的“保	

护费”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他们就会不时地到咖啡店来纠缠，

无形中影响了咖啡店的生意。“当年

的咖啡店，不只时常会有私会党徒

前来谈判”，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因为	

“谈判破裂”而在咖啡店内大打出

手。洪接着说：“所以早年经营咖啡

店的人，大多数会学习武术，以便在

咖啡店发生纷争时，能有一‘术’防

身。”而榕侨体育会就是福州人习武

的地方，洪小时候就在这里学过武

术，并且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传统咖

啡店的老前辈，而成为了忘年之交。

社区与社团

当60年代城市重建的时候，洪宝

兴父亲所经营的传统咖啡店，在城市

规划计划下被迫搬迁。鉴于各个方面

的考虑，憨厚的父亲选择放弃了咖啡

店，并且转向房地产投资与开发的方

向发展。这时候的洪宝兴才将心思

放在学业上，专心向学，且逐步脱离

了咖啡店的社交群，直到会计事业

上了轨道。

1979年，洪宝兴加入了义顺区的

社区服务行列，将自己的会计专业知

识运用在社区的管理层内，担任多个

财政职位，监管社区内的财务状况及

完善财政机制。洪在服务社区时责无

旁贷，无私付出获得肯定，1993年荣

获新加坡总统颁赐的公共服务奖章	

(PBM)。2004年他再次荣获新加坡

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	(BBM)，这

时候的他服务于德义区及多个教育

单位，献身精神令人敬佩。

洪宝兴在事业与社区服务游刃

间，或许是其积极与亲和的态度让已

故前国会议员高立人博士留下深刻的

印象，在一次交谈中，高博士鼓励他

加入宗乡社团，将触角延伸至社团组

织，结合社区与社团，让全民同心，共

建美好家园。与高博士的一席话，激

起了洪宝兴许多在咖啡店度过的童

年回忆。终于他又回到了熟悉的榕侨

体育会，再次地在同乡聚集的地方听

乡音、话当年和忆乡情，也在机缘下

重新涉足久违了的传统咖啡店业。

1998年，洪宝兴在同乡的推举

下，担任多个福州同乡商业社团及宗

亲社团的要职；与此同时，他也受邀

担任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宗乡会

馆联合总会的董事和福建省福州市全

国政协特邀委员等社会公职。

传统咖啡店vs现代化咖啡店

说到传统与现代咖啡店的改变，

洪宝兴有着许多的独特见解，下文

是洪宝兴针对咖啡店的未来走向所

发表的看法：

从传统咖啡店到茶餐室再到现代

化咖啡店，是一种由传统转型再整合

的进化过程。现代咖啡店在传统咖啡

店的基础上，把茶餐室的多样食物加

了进来，犹如披上传统咖啡店的外

衣，集中管理饮食的茶餐室。	

目前，传统咖啡店除了面对现代

化咖啡店的挑战以外，还面对高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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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员工短缺、消费形态的改变，以

及外来竞争对手如“星巴克”、“咖啡

豆”和本地“亚坤”和“阿妹”等连锁

企业的压力。战前的传统咖啡店由于

门槛不高，只要有点本钱，谁都能跳

进去分一杯羹，然而近年来，在许多

投机份子的“炒热”下，咖啡店业也

随着本地房产的升值，提高了身价，

动辄千万元的咖啡店不免与它当年

的“卑微的咖啡仔”身份格格不入。

随着水涨船高，本地的咖啡店业竞

争可谓越来越激烈，它已经成为了一

个高门槛及高度竞争的行业。

现代化咖啡店的规模扩大了，新

镇的咖啡店至少占了两、三个店面以

上，面积比起战前的旧店屋咖啡店

宽敞得多，租金也相对地增加了很

多倍，业者不可能再购置昂贵的大

理石桌子和花旗松椅子了，只好跟上

潮流改用价格比较便宜，且时髦新

款的桌椅；为了补贴租金，业者尽量

多设摊位，分租给售卖各式各样食

物的小摊主。

眼前到处都是食阁，而政府计

划在未来的十年内兴建20座小贩中

心，咖啡店行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然而，综观本地国人的生活方式，

咖啡店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根据调查，国人每日三餐

中，其中一餐在咖啡享用的国人，占

了70%。

咖啡店的生存关乎国人对生活

的需求，市道大好的时候，国人消费

指数高，咖啡店则不断进行改革以

迎合顾客要求；市道不景时，消费低

廉的咖啡店是花钱谨慎的消费群提

供三餐的最佳选择，因此咖啡店行业

的前景全视市场的供应与需求而定。

咖啡店的经营方式，经历了将近

一个世纪的变迁，从流动摊位到搬

入旧式店屋，又从旧店屋发展到组

屋区。今天的咖啡店，店面不断地扩

张，经营形式则逐渐由“个体户”演

变成连锁经营，除了福州人以外，更

多其他籍贯人士，甚至是马来族及

印度族也前来分一杯羹，这显示了

随着时代的推进，咖啡店的前景仍

是乐观的。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kopitiams. In his 

view, traditional kopitiams had transformed 

into eateries before undergoing a further 

consolidation to become the modern coffee 

shops as we know of today. The modern 

coffee shops ar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kopitiams, with the added variety 

of food once offered by eateries. They are 

essentially centrally managed eateries with 

the look and feel of a traditional kopitiam. 

Traditional kopitiams are now besieged with 

a myriads of challenges: besides the pressure 

of modernising their trade, they also have to 

grapple with high rental cost,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the change in consumer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crushing pressure from their 

competitors. Thanks to the strategic moves 

of shrewd investors and entrepreneurs, the 

coffee shop industry has considerably raised 

its bar. No longer the modest coffee stalls in 

the past, coffee shops, which can easily cost 

up to tens of millions today, have evolved 

to become a cut-throat business with high 

entry barriers. 

With food courts everywhere, and factoring 

in the twenty new hawker centres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planned to build in the next 

ten years, the coffee shop trade today has 

never been under greater challenges. One 

thing is for sure: coffee shops are not going 

to be ousted anytime soon, as they have 

become such an integral part of Singaporeans’ 

everyday life. 

Our coffee shops have come a long way. 
Within nearly a century of its evolution, we 
have seen mobile coffee stalls moved from 
the streets into old shophouses, and from old 
shophouses to sprout up everywhere in HDB 
estates. Coffee shops today have increased in 
sizes. From once being owned by individuals, 
coffeeshops have now expanded into chains. 
Besides the Foochow people, other dialect 
groups, as well as local Malays and Indians 
have also come in to vie for a slice of the pie, 
which goes to show that the future of our 
coffeeshop trade is still very much alive and 

prom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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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宝兴（前排右一）父亲（后排中间）当年位于罗敏申路（现为丰隆大厦原址）的东亚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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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于吉隆坡新纪元学院的方修藏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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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人读书，有境界的追求。潜心书

海，喧闹不惊，“门外市声三日雨，

帘前风色一床书”，低回着读书之乐乐无穷

的自得；“细雨潇潇欲晓天，半床花雨伴书

眠”，流淌了沉浸文字世界甘之如饴的自

足。爱书人因惜书而藏书，青壮岁月埋首耕

作书田，冬雪岁暮才醒悟还有未了的传接责

任――都因新加坡语文生态特殊，形势比

人强啊，日薄西山，年老的中文藏书人不得

不为自己长期积累的那点存粮，琢磨着，寻

思如何，掌灯过渡……

从一本书的流浪说起  
——《鲁迅杂文集》

五月天，夏日炎炎，我和朋友坐在门外

的凳子上聊天，换了几个话题，还是回到书

事。不旋踵，朋友转身进屋，回身向我出示

了一本旧书。书被套在一个半透明的塑料

袋里，隐隐约约，仿佛半透着它的命运。朋

友把书交给我，打开塑料袋，书名《鲁迅杂

文集》，未名书屋印行，1953年8月香港首

版。书本内页的纸张已经泛黄，书面与书背

完好无损，封面戳上三个或圆或方的印章，

不经意地记录了一段文化情感的行程。第一

个印章注明“上海书局敬赠”，年代未详；第

二个透露它的主人是“新加坡书业公会图书	

馆”；第三个显示着繁体字的“国家图书馆”

字样。朋友娓娓道来，还原着它“浪迹天

涯”的行脚：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地华文书

市风光明媚，上海书局把这本书赠送给“新

加坡华人书业公会”；1960年，书业公会把一

批藏书送给了国家图书馆，《鲁迅杂文集》

错身其中；40年后，朋友在国家图书馆的常

年图书交换活动中发现此书，爱不释手，把

它带回，套上了塑料袋。一甲子以来，这本

泛黄的《鲁迅杂文集》蹲过几个机关组织

的角落，最终流落个体户爱书人手中，它是

幸运的。它封皮上的戳记，悄悄释放了一个

社会阅读风气由盛转衰、一种语文印刷品

在新加坡辗转的信息。

一批书的“流浪记” 
—— 许云樵藏书的际遇

一本书的周游，让人联想及一批书的浪

迹。1981年春节过后，3月6日马来西亚的

《星洲日报》发表了社论《从老学人藏书出

让谈起》，使华文读书界陷入沉思。当时尊

庚79的新马知名史学家许云樵在新加坡宣

布，他将以15万元（货币名称未详）的价格

把一生所有的三万册藏书售卖给马来西亚

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消息一上街，文化

界小小错愕。

许老告知媒体，出让藏书是“因为需要

一笔钱来医病和养老”，又“希望他的藏书

的新主人，不要离开他住的地方太远，万

一他的健康好了，他还可以到新的地方研

究”，所以吉隆坡是它的理想去处。《星洲日

报》社论有感发声：“文人卖书，的确是一件

万不得已和令人痛心的事，但珍贵藏书无法

在本地找到市场，却不仅令人悲叹，而且也

发人深省。”星洲肺腑之言，对许氏藏书无

法根留狮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人生最后一里路，许老让书，日本、

北京和马来西亚三地相继有学府、机关伸

出触角，磋商这批藏书的未来。新加坡一

片静默，是信息闭塞，还是印证了社会对文

化冷漠的说辞？鬻书为生的意愿曝光后，

落木萧萧 
中文藏书命蹇时乖╱	文		:  周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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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决定把书交付马来西亚。新加

坡商人、森都木材企业的老板许木

荣得知消息，立马致电许老，力劝他

让珍藏留守新加坡。感念许老曾在

他的公司服务二十余年，他答应负责

许云樵日后的生计，也将负责管理他

的丰富藏书。许木荣出面陈情，局面

扭转，许云樵的藏书终于悉数长留斯

土。是年3月12日，距离《星洲日报》

社论见报一周左右，许教授的三万藏

书搬离了他的住所，被安置于丹戎巴

葛区林德金路占地六千余平方尺的建

筑物内。8	个月后，许老与世长辞。他

的藏书，再度面临抉择。

某日，我上网浏览，马来西亚华

社研究中心网页上载2006年5月3日

来源于《东方日报》《许云樵贫困卖

60年心血藏书　钜献福泽后人》的

报道，透露许云樵仙游后，有人向许

木荣建议，把云樵藏书转送“晚晴园

宗乡总会”。但是，“晚晴园”与“宗

乡总会”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组

织，这段表述，让人有点混淆。据宗

乡总会刊物《源》第73期报道，1987

年经林子勤、冯清莲和张良材游说，

许木荣同意把许云樵藏书转赠宗乡

总会文史资料中心。

《东方日报》的报道，有三点颇

引人注意。其一，许云樵藏书“最终

却以6万元新币卖给了新加坡一名许

姓塑胶商”；其二，“许的书这时总

算有了归宿，但他的几本明版书也在

晚晴园被识货者偷掉了”；其三，许

的“部分藏书在‘晚晴园’整修时被

随意丢弃。新加坡一位洪姓考古学

家知道这些文物珍贵，把许云樵亲

笔写的五百多封信和论文等从地上

一张一张捡起来。现收在新纪元学

院，今年8月，新纪元将出版许云樵

的书信集。”	

2014年，我为了查询本地资料致

电新加坡宗乡总会，始知总会资料室

面积缩小了，室内一些书刊已安排外

送。今年初，我辗转得知，许云樵的这

批赠书已平安转移，在国家图书馆有

了新户籍。转移到国家图书馆的许云

樵藏书，还包括他的手稿、信札与日

记，据说部分已经严重破损，有些几

近成灰。这批藏书，三十年间从许老

本家搬往林德金路，再迁宗乡总会，

进而落户国家图书馆，几度迁徙，三

易其主，虽沾着一抹沧桑，毕竟仍有

容身之处，也就不嫌了。

书刊流浪凸显的藏书问题

《鲁迅杂文集》与南洋学家许云

樵藏书的“漂泊”，或只是冰山一角，

却触动了人们对藏书转移接收的两大

隐忧：其一，对有分量藏书家的文化

财产，接收者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与管理条件，否则长期保存很难到

位；其二，文化情感不足的机构单位，

不易做好接收丰厚文化遗产的工作。

随着岁月向前翻转，新加坡民间

的中文藏书何去何往，紧迫感越来

越强烈――独立前就学的数以万计

老华校生，最年轻的已近花甲；1979

年最后一批华校高中毕业生，也来到

五十知天命的人生阶段。他们之中的

一群人，青春岁月狂热追求知识，沉

浸浩瀚书海，经年累月添购的中文图

书，可车载斗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华

校解体以后，华文不再是新一代人

的主要用语，水平因而全面下滑。语

言环境致使新一代人对华文读物却

步，终而绝缘，因此老华校平生累积

的中文藏书便成了“生命中难以承

受的重”。

已故作家黄叔麟（贺天）2000年

12月16日接受新加坡电视台焦点节目

访问时说过，他曾打算把藏书赠送国

内的学校或会馆，但深思之后，还是

将之送往彼岸。他先后送了数千本藏

书给柔佛州麻坡中化中学、笨珍培群

中学、峇株巴辖文艺协会等单位。叔

麟先生一句“深思之后”，潜藏着爱

书人盼望书本恩泽后人的美意――这

植根心中数十年的文化草本，一时难

以连根拔起。

家居藏书逾千计万的老华校不在

少数，他们家中书墙数面，青壮岁月坐

拥书城、夜航书海，心神舒畅。而今

垂垂老矣，脑钝目茫，阅读速度大不

如前，面对无人接手的书山，烦恼上

心头，不在话下。于是老华校	“未雨

绸缪”，尽早解决藏书的问题便提上

了生活议程。

一些坐拥价值可观藏书的友辈，

趁体健脑清之际，开始部署，明查暗

找，积极接头，寻觅心目中的知音人。

一些人淡然处之，继续行吟书畔，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保有着至爱的消遣乐趣，后事

到处流浪的一本《鲁迅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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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交付后人烦。多数的普通藏书人，

面对一墙书本，半送半丢，成了免让

后人为书烦恼的通用手段。丢书，不

免伤感。有老华校坦言，这些年他三

不五时便整理出一些书，分赠愿意

接受它的有心人，余者便弃如敝屣，

一点一点地丢，像公鸡身上掉去一根

羽毛，痛感并不强烈，久而习惯，仿

佛温水煮青蛙。

路人甲埋怨，把送不出去的书当

旧货，“加龙古尼”兴趣缺缺，嫌它

不如旧报纸值钱。晋身第一世界，不

见黄金屋，不遇颜如玉，藏书外送，

竟也大费周章。前年吾友退休之际，

把办公室内几个架子的图书稍加分

类，再电邮广告同事，有意者必须一

书架一书架认领，不得筛选，同仁踊

跃认养，也是一乐。今年4月，联合晚

报一则新闻标题颇引人注意：“退休

汉藏书半世纪／三千本书欲赠有缘

人”。收集钞票钱币，会明码增值，不

愁没人承接受纳，不必像藏书得面

对如何善后的困境。

如何让本土中文出版物免于出现

收藏断层或散尽飘零的局面，是当下

许多文化人的牵挂。半世纪以前，文

化界的前行者已经振臂高呼，表达了

整理资料、成立资料室以保存我们文

化成果的意愿。南洋大学成立之初，

中文学会便举办座谈，提出成立“马

华文学资料室”的构想。

作家彭飞忆述，1978年左右，南

洋大学中文系老师杨松年博士发起

成立马华文学资料室，组织学生参与

收集与整理本土文学作品的工作。上

世纪八十年代，华校式微势不可挽之

际，本土华文文学曾一度回光返照，

出版与活动异常活跃，整理史料的意

念再度浮现，时任职于华中初级学院

的吕振端博士在校内成立了华校学生

文艺期刊中心，广泛收集历年各校出

版的文艺刊物。而世事如白云苍狗，

南洋大学关闭了、华校终结了、当年

主催其事的师长退休了，而今这些资

料收集工作是否仍进行着？是香火

延续，还是云散烟消？暮色苍茫啊，

视线也就模糊了。

1970年，我到云南园开始另一阶

段的学子生涯，曾参与中文学会的

管理工作。当时学生楼中文学会的

上锁书柜里，有十几套完整的《大学

青年》――这是当年为文艺界津津乐

道备受肯定的文艺期刊，出版后的一

段长时期里被官府列为禁书。估计南

大拉上大门之后，这些书刊已经在兵

荒马乱中流失。斯情斯景，让人浮现

些许心思：在华文为非主流的土地

上，形势变化总在常理之外，文献的

永久收藏、保存与传承，成了一件颇

费周章、难以拿捏的麻烦事。在这种

特殊环境里，想让本土华文书刊文献

在岛国长存，人们内心怀揣着一股难

以名状的不安全感。

新加坡文艺协会前会长叶昆灿	

（骆明）于2010年2月接受《联合早

报》采访，阐述他成立“新华文学

馆”的动机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谈

话，值得中文藏书人咀嚼：“十多年

前想做这件事时就意识到越晚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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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越大，这十年时间，可能已

有很多旧书被丢弃。一些老作

家去世后，儿女就把他们的藏

书清理掉，有人直接把书丢进

垃圾槽，另一些人则把书放置

屋外，希望有人捡去。总之，

这种无谓流失，对新华文学是

莫大损失。”

几则本地藏书的心情故事

2000年左右，某日文友林

山楼匆忙来电，火速让我开车

到牛车水某咖啡店去，有紧急

任务：搬书。来到咖啡店，朋

友引我进入潮湿的储藏室，

里头堆满了书。朋友说，书刊

主人近日辞世，他是单身汉，

教堂的散工，口袋有钱便泡书

店，买回无数书籍，堆放在租赁的一

房组屋里。报刊书籍终于积累成头

大如斗的问题，当局已经查访关切

多次，说是纸张容易招惹祝融，闹了

火灾怕会弄出人命，要他从速清理

掉这些易燃品，否则将收回组屋。老

者无奈，却迟迟不愿行动。某日，他

从外头返家，看见路口一部小货车

徐徐开动，车斗装满杂志，立时心起

疑窦，快步上楼，果然书山缺了一角。

质问室友，是他把收藏多年的各种杂

志包括《良友画报》卖给了废品商，十

元钱，他心疼不已。得闲老汉习惯光

着膀子下楼到咖啡店看书，少东与他

闲搭，知悉他的烦恼，同意让出杂货

间安顿他的宝贝书。

那一夜，储藏室异常闷热，我们

汗流浃背，思绪起伏，一边整理书

本，一边聊着书痴老人的购书趣味。

他的藏书，几乎都是古典书籍、画册

与工具书，单单《古文观止》便有十

几个版本，文字学与甲骨文的专书也

不在少数。我们快速挑选，把数百书

刊搬上车，匆匆带走一个民间藏书

人的遗愿。书本塞满了车后座与行李

厢，回到家中，已是子夜时分。

次日起身，恰逢艳阳天，连忙把

所有书本摊晒在阳光下，引来不少好

奇的目光。以后的日子，得闲便把书

归类，分赠友朋。这是十几年前一批

藏书善后的故事，每当想起，总有一

个光着膀子的瘦削老者翻书阅读的

形象浮现脑海，仍自得于他的书海

漫游。

1996年，与郁达夫、周作人、丰

子恺从往甚密的本地知名学者郑子

瑜把两千册个人藏书捐赠故乡，福建

漳州市图书馆就此设立了“郑子瑜教

授学术研究资料阅览室”。2008年，

郑教授往生，他的其余大量藏书、名

家往来信件、手稿与字画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这些年来，市面上没有关于

他藏书下落的报道，倒是有整百封

他与名家交往信件在文物市

场拍卖的消息。

2010年中秋前夕，我致电

卢绍昌老师想上府探访，接电

话的是师母，她告知数周前老

师已经羽化仙游。我随即拜访

师母，她正为“遗书”发愁。半

独立式洋房里，楼上楼下，各

个房间满墙书。根据文史哲分

类摆放的书籍，许多是成套完

整市面上并不多见的版本，透

露着主人生前的执著书缘。面

对万册藏书，我跌入沉思，渐

而迷航。为着书事，我去了两

回，师母说，几所图书馆来了

人，要走的却不多。

出版过《新加坡社团大

观》的老报人彭松涛身后，

他的藏书踪迹，江湖上也有传言。有

人说，他的一些藏书离开了岛屿，栖

身于柔佛州的园丘；有人说，书香楼

的藏书，也有彭老的一份心意；有人

说，他的部分藏书，已遭私下变卖。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家李宏贲（李汝

琳）执教南洋大学中文系时曾捐出

一批马华文学作品，十年后南大被关

闭，兵荒马乱之际，我曾上图书馆瞻

仰一回，但见书籍狼藉一地，不禁联

想起那批藏书。

藏书落户书香楼的启示

2000年，冯列山、葛青凡（芝	

青）、李星可等十几位本地文化人的

五万册藏书，或因有意捐献、后人放

弃等因素得找个可靠的去处，经新

马两岸有心人撮合，它最后在马来半

岛南端城市，与新加坡一衣带水的新

山落户。陶德书香楼接收此岸无可

去处的中文书刊，成就了一桩文化义

举，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自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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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积极为书籍编目上架、出版《书香

楼资讯》，并立下鸿图，制定发展策

略，认为它“不应该停留在图书馆的

层次，而应朝研究所的方向发展。”

经媒体报道，书香楼的朝气很快

便感染了新加坡文化界。	藏书人一

度把书香楼视为自己藏书未来的温

暖归巢，最初那几年，有多位朋友向

我查询书香楼的联系方式，想进一

步了解藏书捐赠的程序。前不久，朋

友送我一册2001年出版的《书香楼

周年纪念特辑》，内中详述了它成立

的来龙去脉，也转载了新马报章上有

关中文藏书的种种信息。特辑的封面

是一张弃书满地的照片，警惕之余，

也让人反思。

我曾拜访书香楼，虽蜻蜓点水，

却发现它藏有80年代本地报人李星

可因黑色五月被囚期间，在狱中编写

的《英汉词典》手稿，是他在牢里为

了打发时间、锻炼思维的作业。这本

写在硬皮账本上的手稿，背后有个大

事件背景，是值得保留的本土文物。

书香楼很快就出现了状况。2005

年，管理委员会议决把所有藏书捐

给南方学院。昙花一现，书香楼花期

太短，它瞬间凋谢，让一个问题萦绕

人们脑际：民间主持的藏书室，单凭

一腔热度，究竟能燃烧多久，走多远

的路？	

出走长堤彼岸的藏书

社会的中文氛围低迷、空间萎

缩、土壤贫瘠，藏书终究是要出走

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中

文藏书陆续走出国门，目的地主要是

马来西亚，其次是香港与中国。马来

西亚的民办华文学府与较具规模的成

熟社团，是新加坡藏书者优先考虑的

捐献对象。这些年，柔佛的南方大学

学院、雪兰莪的新纪元学院、槟城的

韩江学院和各类华人研究组织都接

收了不少新加坡文化人的大批藏书。

2000年，南方大学学院原中文系

主任安焕然博士在《新加坡朋友的赠

书》一文中透露，这些年来，新加坡

藏书人先后捐给南方学院的中文书

刊约有一万五千册，占了当时南方图

书馆的过半藏书。他把近年来新加

坡人将藏书捐赠长堤彼岸的做法视

为一种“文化移情”现象，捐赠者心

理上期盼的是所捐书刊能持续发挥

功能，并从中得到文化慰藉。这些年

来，把藏书捐往南方学院的本地文化

人为数不少，包括李星可、冯列山、彭

松涛、杨善才、林清吉、李炯才、王赓

武、陈松沾、方桂香等人。

1992年，曾任新加坡平仪中学校

长，也是《中华文选》增订本编者的

杜连孙（笔名杜门）辞世后，翌年他

女儿杜青把他的藏书整理，捐给了马

来西亚柔佛州的新文龙中学。2011年

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原中文系副主任

王慷鼎把一万多本藏书捐给了马来西

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那年11月，

某日我到樟宜机场送行，在闸口偶遇

轮椅上的王老师，我俯身与他寒暄，

他一脸倦容，告知是要到广州治病。

匆匆道别，几天后报上便传来他谢

世的消息。2007年，名噪一时的儿童

剧社掌门人程茂德病故，4年后，家属

把他的三千多本藏书捐往新山宽柔中

学。斯人远去，藏书寄身彼岸，仍得以

在世间让人含英咀华。

一年多前，为了撰写半世纪前本

地风行学习马来文盛况的小文章，

我走访年过八十的马来文专家杨贵

谊老人，得知他的藏书已经外捐。捐

献前，他曾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北

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商讨，权衡之

后，2012年他把上万册藏书捐赠给马

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此成

立了“杨贵谊藏书与资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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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告知，选择吉隆坡是因为它与新

加坡之间交通方便，他日后北上与自

己的藏书打交道问题不大。

今年五月，报上传来消息，已故

本地文学史家方修的8500册藏书、

书信、笔记、剪稿和手稿等文物也离

开了这块土地，到吉隆坡加影的新纪

元学院安家。这批藏书原本有意留住

本土，国家图书馆也表达了强烈的接

收意愿，双方积极谈商沟通，但藏书

最终北上新纪元。新纪元学院的陈

六使图书馆为这批赠书设立了“方修

文库”专室。

本地图书馆接收藏书的局限

新加坡官方或民间收藏文化资产

的机关组织为数不多，无法大规模接

纳来自岛内各方的藏书。民间组织的

财力、人力与专业知识严重缺乏，无

力经营吃力不讨好的收藏工作。公

立机构条件相对优越，尤其是专业

技术与收藏条件都远比民间团体到

位，理应是书籍文献理想可靠的安

居之所。但是官方空间毕竟有限，无

法大量容纳不同阶段、不同民族的

文化收藏。再说，在必须“平等对待

各语文”的“保守”心态下，争取更多

空间的难度很大。

目前有接收个人捐书记录的本地

图书馆与机构约有十来个，但多是少

量的选择性接受，为个人赠书特辟

专室的则凤毛麟角。2003年，华裔

馆设立了“王赓武图书馆”，接收史

学家王赓武教授珍藏的两万本书刊。

国家图书馆目前有两个文化人捐书专

室，一个是陈育崧的“椰阴馆文库”，

有他的藏书七千本。2003年，国家图

书馆推出“我的图书馆计划”，多元艺

术家陈瑞献率先响应，捐献了个人收

藏的6500册书刊、手稿、艺术品、工

艺品、个人日记以及他长期携带身边

记录灵思意念的笔记本。他的捐品，

全集中于“陈瑞献藏室”这个特设空

间里，图书馆并为这批捐赠编纂出版

了“陈瑞献藏室”目录。至于近期转

自新加坡宗乡总会的许云樵藏书仍

在整理中，尚未对外开放。

五四前期诗人、中国第一本诗刊

的编者刘延陵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南

渡狮岛，低调过活，及至生命将尽的

几个年头，他的名字才又重引文坛关

注。我因缘际会，在他辞世十年后参

与了编选刘老南来作品的整理工作，

曾到刘夫人在珍珠坊的店铺与她侃

聊，两度到她位于武吉知马的住家

探访，最后一次是陪伴国家图书馆

专员前往整理家属同意捐献的刘延

陵信札及用品。目前这些文献已整

藏书人杨善才与他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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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毕，存放于馆内的李光前参考

图书馆。

数年前，国家图书馆获本地藏家

杨善才捐赠一批数量可观、覆盖战

前战后的本地中小学各科目教学用

书。由于年代久远，目前这类主要由

中港出版的课本已经不易寻获，即便

港台甚至中国也未必有完整的收藏，

因此极具参考与研究价值。国家图书

馆正根据这批文献，加上华裔馆的本

区域教科书收藏，编撰完整的华校教

科书书目。杨善才捐赠国家图书馆的

藏书还包括一批战前与战后本地世

界书局与上海书局出版的图书目录，

例如《上海书局出版季报》、《国语

（马来文）图书目录》、《世界书局出

版消息》等非卖品资料。此外，他也

把本地出版的《世界儿童》、《世界少

年》、《南洋儿童》、《小朋友》以及香

港出版的《儿童乐园》等珍贵儿童期

刊成套捐出。

2005年，时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

裁华拉保绍博士曾说：“长期以来，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不断地接收来自

公众、私人收藏家、作家和艺术家捐

赠的文学和艺术藏品。对愿意给予

并与人分享的每一个个人以及他们的

慷慨精神，我们都十分感激……我们

意识到还有很多珍贵稀罕的资料，还

在私人收藏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保存

中……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已投身于一

项艰巨的事业，那就是保存我们的文

物与文化身份，以启发未来的作家和

艺术家。”这是难得的宏愿表白，人们

期盼它能积极发挥、有效落实、持续

发展，让民间有价值的藏品能集中收

藏，并把资源向社会开放。杨善才忆

述，多年以前，他曾把杜连孙收藏的

本地作家作品签名本整理捐给国家

图书馆。或许当时图书馆审阅时忽略

了这些捐书属于来之不易的作家签名

本，以为已有馆藏而把它悉数退回。

国家图书馆不可能全方位满足捐

献者的要求，它有权利根据既定的原

则判断捐品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关心

的是，当局今后是否有足够认识华文

文化体系、具敏锐文化嗅觉与热忱

的专门人才，参与制定明确的收藏主

题、提出具体计划、主动出击，有效

地让民间收藏者安心地把有价值意

义的藏品捐献。时间步步推移，战后

婴儿潮的一代步入了老年，如何让文

化资产汇集、长存国内的问题也就显

得迫切许多。

本地藏书的新乐园

一辈子在书业天地打滚，杨善才

不是一般的藏书人。几十年来，海内

外各种版本的图书、各类性质的期刊

杂志、只供出版社内部参考不公开流

通的出版索引，甚至演出特刊、社团

的会讯资料或纪念刊，都是他热衷收

藏的对象。半世纪下来，他藏书的价

值与参考意义，不亚于一般图书馆。

年逾古稀七十，他仍古道热肠，积极

于中文书籍的保护与典藏整理工作。

人们关心的是，（国家图书馆）当局今后是否有足够认识华文文化
体系、具敏锐文化嗅觉与热忱的专门人才，参与制定明确的收藏主
题、提出具体计划、主动出击，有效地让民间收藏者安心地把有价
值意义的藏品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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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淡化的岛国华文环境中，他目

睹许多中文藏书去留的曲折，百感心

中埋，却不减热度，协助文化人为一

批又一批“弃书”牵引，寻找新主人。

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中华文化的主

流地带，它是支流上一处不起眼的沙

洲，长期以来主动大量吸收来自中港

台的文化，视中华文化圈的各类书刊

为宝而细心收藏。这些年来，捐献的

引线点燃后，不少海外文化学者意识

到孤本藏诸野，蛮荒有蕴藏，千里外

的南方其实留存着半世纪以前中港台

所出版但原产地已难得一见的书刊。

时序迈入21世纪，杨善才的捐书

弧度扩大了，他陆续把上万本战前及

战后出版的中文图书无条件捐给了

海外学术机构，这包括中国的海南大

学、马来西亚的南方大学学院、新山

陶德书香楼等单位。2005年开始，他

先后把个人藏书捐给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以及香港教育学院。其

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获赠的图书最

多，2008年及2015年，中大先后获得

杨氏赠书超过一万册，其中最珍贵的

是当年香港出版的儿童书刊，包括香

港教育出版社的《儿童画报》、香港

世界出版社的《好儿童画报》与《世

界儿童画报》，以及香港上海书局、

日新书局、汇通书店、学文书店等所

出版的儿童读物。

近几年，他也捐书神州大陆，重

要捐赠对象是上海张元济图书馆。

张元济是二战前中文世界的指标性

出版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创办

人之一。1987年在上海武原镇成立

的“张元济图书馆”为了丰富馆内的	

“商务印书馆阅览室”藏书，积极从

海内外收集早期商务印书馆与中华

书局的出版物。近年通过有心人引

荐，张氏后人张人凤与杨善才搭上

线，沟通磋商后，杨善才献了宝，捐出

一批三十年代各出版社的图书目录与

出版信息资料，包括该馆缺藏、难以

寻觅的商务版图书（如：《尼勒斯莱

尼》、《中国国税问题》、《妥木宗师》

等书）。为了敬谢，张元济图书馆为这

批珍贵赠书举行了隆重的“手泽传世

典籍留香”文献捐赠仪式。

由于张人凤的祖父张元济是创

办于1922年的“交通部南洋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杨善才

知悉情况后，把手中珍藏的“海外孤

本”――1926年该校教授邓宗尧所

著《电信交通之进步》一书，托张人

凤赠予上海交大校史博物馆。这本

书被该校鉴定为“近乎绝版的图书，

属于珍贵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色的重要文献”。隅藏千里，看

似平凡的一本旧书，只有到了正确的

方位，才让人感知它的光芒与价值。

杨氏的另一重要捐献，是2011

年把一些上世纪30至70年代商务印

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冷门书

目资料，在中国国内已属罕见的个人

收藏，捐给了筹备中的中国“新闻出

版博物馆”。这些材料，许多是非卖

品，或是属于出版社内部的非流通

刊物，却是极具索引价值的印刷品，

这包括珍贵的《中华书局图书目录》	

（1939）、《图书汇报》（1939）、

《万有文库第一第二集简编目录》	

（1939）、《中华书局出版通讯》

（1951）等128册。新闻出版博物馆获

得馈赠后，在送给杨善才该馆定期刊

物《出版博物馆》的封面左上角，每

期都特地印刷上“杨善才阅存”的字

样，细致表达了感激之情。

小结

有价值的本地中文藏书留存本

土，当然是最美的结局，尤其是重量

级文化人的珍刊宝册，更不该让它

轻易走失。捐献与接纳是双向交通，

国内图书馆得有持续执行这种任务

的强烈意志，文化人也应有让藏品

长留斯土的意愿，共识凝聚，方有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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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火花的可能，后人才有近距离分享

本土文化芳华的福气。

社会发展至今，对中文心怀情

感、且掌握能力游刃有余的人口急速

锐减，没有新读者涌现跟进，藏书便

很难呈现活跃生命，在功利主导的

体系里，它的存在理由便显得苍白无

力。冷眼旁观，走过语文崎岖路的人

们早已意识到，国内图书馆面对着一

个棘手问题――随着华校出身具中华

文化底蕴的专业职员相继告老引退，

它在替补上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倘若

无法有效补充，短期内图书馆就会遭

逢中文人才凋零的现实。将才不足，

文化认识不到位，可导致这方面的跟

进与整理工作无法开展，走宝的戏码

将持续上演。赢得民间收藏者对图书

馆的信心与信任，成了当前一项刻不

容缓的心理建设工程。书籍的使用与

收藏，互为因果，当下社会中文氛围

淡薄，中文藏书陷入恶性循环状态

的几率，已舟随潮起。

书刊不能一味死藏，无人翻阅，

等同冷冻。它要发光发热、再现生命

活力，有赖于读者借阅使用，这正是

岛国当下的挑战。以这些年的走势，

到海外找个管理专业与人事条件成

熟的图书馆，被认为是本地中文藏书

最稳妥的出路。有留存价值的中文书

籍到中港台这些汉语为主导的土地着

陆安家，书逢知音人的机会必然高出

许多。不过捐赠过程若所托非人，书

刊可能落入偷鸡摸狗之徒手里，文化

掮客或假借协助之名而使捐书成为

弄钱的工具。这种事这些年发生过，

已引起圈中人的关注。

目前健在的老华校仍然为数可

观，他们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些中文藏

书，它最终是化尘归土、另投明主、

论斤计两售卖、廉价包销，还是有幸

儿孙愿意承接香火，只能各看各的

造化。诸君脑醒之际，不妨花点心思

把值得留世的书籍、文人墨客鱼雁

往来函件整理妥当，为它安个好出

路。有些书，背后承载着一段暖心的

故事，或烙上沧桑的印记，都可能就

此丰富它保存的意义。宝剑无须隐

藏晦暗的深山，在当下时空，雾霾漫

布，将之献出，让它到明媚的去处，

不论驻足岛国，或漂泊别个国度，当

能使更多心灵分享精神的阳光。已

为书奴数十年，与其相濡以沫，不若

相忘于江湖？施是功德，舍为气度，

选择在一念之间。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上海商务书局创办人之一张元济的后人张人凤（左一）从杨善才的代表手中接受赠书。

家居藏书逾千计万的老华校不在少数，
他们家中书墙数面，青壮岁月坐拥书城、夜
航书海，心神舒畅。而今垂垂老矣，脑钝目
茫，阅读速度大不如前，面对无人接手的
书山，烦恼上心头，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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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的米字旗，以及“Hong	Kong	 is	My	

Country”的口号。	

面对分离主义的挑战，中华民族在软

实力的建设上，也出现严重滞后的情况。人

权、法治，在中国大陆还是稀缺的状态。维

权律师被羁押，浙江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

强迫拆卸，都受到各方的关注。	

也就是在乐观与悲观交缠的时代氛围

中，历史在呼唤一个“民间中华”的论述与

实践。“民间中华”强调民间的力量，超越

政党和政权，不被官僚系统的习气所局限，

不被政府与党派的力量所羁绊，追求如何

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保卫中华民族

的历史不被扭曲，保卫中华民族的核心价

值不被践踏。

但除了被动的应对各方的挑战，中华民

族也需要主动地吸纳全球普世文明的先进

部分，推动一个中华文艺复兴的时代。在

中华民族的综合力量，在2015年上升

到历史的最高峰。由于全球化的动

力，过去被分割和老死不相往来的各地华人

社会，现在都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成为经

济上、金融上、文化上价值链的一环，创造了

全新的空间。在互联网的世界，可以彼此一

呼百应，形成了一个新的气场。	

历史在呼唤一个“民间中华”的论述

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扭曲

中华民族历史的论述，铺天盖地的涌现。

这包括了李登辉的“日本祖国”论，眷恋日

本殖民统治。在中国人抗战七十周年之际，

台独势力强调台湾与抗战没有关系，扭曲与

改写中国人的抗战史。恋殖的心态，也在台

港两地的学运出现。台湾太阳花学运，将中

华民国国旗倒挂，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香港“占中”的雨伞运动，在缤纷的、争取

民主的雨伞下，却隐藏着恋殖的影子，出现

召
唤

╱	文		:  邱立本

的
精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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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华人都普遍富裕起来的时

刻，更有物质的基础，来探索我们当

下的问题与困境，追求一个更美好

的未来。而往前看之际，却先要在历

史的倒后镜中，追溯中华文明过去

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元素——包括新

儒家的变革、乃至墨家、法家和九流

十家等的多元化的思想，重新整理

传统的智慧，让被掩埋在故纸堆和

古墓中的国粹，加以重新提炼、包装，

焕发新的能量，不要在今天的民粹的

社会中被淹没。

让传统与现代的创意结合，开创

一个可以“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时刻，超越新旧

文化之争，也超越中西文化之争。到了

2015年，中华民族年轻一代到外国留

学的人数，创历史的新高，对全球不

同文化的认识，普及面之广，也是前所

未有，可以在各种语言与文化中，发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契机。

将文化的理想转化为生命的力量

同时，中华民族也需要在实践

上，将文化的理想转化为生命的

力量，不断自我鞭策，重新审视自

己的陋习与文化上的糟粕，总结自

五四以来中华民族的“灵魂探索”

（Soul-searching），超越这一两百

年以来政权兴衰中的权力倾轧，超

越国共之争的意识形态的纠缠，回归

民间的智慧，追溯汉唐与先秦的文化

遗产，提炼成为今天新的行动坐标。	

事实上，过去百年间，知识分子

都在风雨如晦的形势中，提出“恨铁

不成钢”的建议，如梁启超的“少年

中国”说，胡适提出“多谈问题，少

谈主义”，鲁迅“铁屋中的呐喊”和

批判“阿Q心态”，都对中华民族的集

体心灵带来撞击，反思本身的缺陷。

在台湾，一九八五年龙应台推出

的《野火集》，就以“中国人，你为什

么不生气”为题，刺激台湾民众思考

自己的生存状态，为何缺乏对公领域

的责任心，不排队，到处掉垃圾，恣

意破坏环境。她其实就是从一个民间

的、国际的视野，来批判台湾社会，也

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共鸣，过去十几年

间，中国大陆不少民众，往往以为龙

应台批判的对象是今天的中国大陆。

三十年前龙应台的自省与批判，

推动台湾社会的变革。二十多年来，

台湾不仅历经民主化的巨变，也在民

间社会的建立上，革除不少陋习，既

有传统中国的人情味，但又建立了一

个比较有公德心的社会，让近年不

少中国大陆的旅客感动，广州的《新

周刊》甚至在封面故事中赞扬说：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近年数以亿计的中国大陆游客前

往全球各地，但由于他们中间一些害

群之马的“不文明”的行为，如不排

队，喧哗，大小便时不注意卫生，飞机

延误要集体抗议，在机场唱国歌抗议

等匪夷所思的风波，都引人侧目，损

害了全球中国人的形象。

正是这样的形象危机，让民间中

华反躬自省。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越

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际，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否也可以超越

前进，而不是长期严重滞后。

知耻近乎勇，刺激全球华人的民

间社会，探索如何在中国的传统中，

发现今天改进的动力燃料，也结合

其他不同的文化特色，推动民间中华

的全新的论述与实践。	

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一个烂熟

的文化系统，往往需要一个内部的

刺激与大变革。罗马天主教会在十

六世纪，由于教廷的腐败，出现马丁

路德的改革，创立了基督新教。但这

也刺激天主教会内部的大改革。一

些饱学的僧侣，成立了“耶稣会”	

（Jesuits），在教育上锐意改革，挽

回了天主教会的声望，让梵蒂冈的命

脉不断，可以永续经营。	

从西方看中华民族，也的确需要

民间的力量奋起，挽政治的狂澜于

既倒，从社会与文化的力量出发，以

经济实力为铺垫，扭转当前软实力

稀缺的局面。

这是中华民族搜索希望的季节，

以“文化的攻势”，化解“历史的扭

曲”，以“论述的提升”，挽救“形象

的沉沦”，扭转国际形势的风向。	

这也是推动中华民族软实力往上

提升的时刻，让全球都为中国人的表

现而感到骄傲。全球民众都来学习中

文，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被中

华民族最新的软实力所感动。

这也呼唤那些飘远了的民间中华

的精魂。从汉唐与先秦的天空，寻找

今天与明天的灵感来源。民间中华没

有悲观的权利，而只有乐观的义务。

民间中华软实力的崛起，不仅是为了

中华民族作为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福

祉，也是为了对全球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为《亚洲周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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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美国的实力

是：我想打谁，就打谁；英国的实力

是：美国打谁，我就打谁；俄罗斯的实力是：

谁骂我，我就打谁；中国的实力是：谁打我，

我就骂谁；台湾的实力是：谁让我心里不痛

快，我就骂马英九”。

前阵子，苏迪勒台风横扫台北造成重创，

台北人五十年来首度连喝三天污浊黄水，素

人市长柯文哲因为处置不当而被骂翻天，结

果有人说，“这次台风造成灾害，居然没有人

骂‘小九（马英九）’，感觉怪怪的”。

“骂马英九”是为风尚

前一个是笑话，后一个是反讽，然而却

反映出台湾这几年的状况，至少这两、三年

来，“骂马英九”在台湾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显学，不骂骂马英九，好像跟不上时代了。

更吊诡的是，骂马英九的人竟然无分蓝

绿。绿营因为政治立场，对国民党执政向来

没有好话，能阻挠就阻挠，能扯后腿就扯后

腿，甚至于马英九明明是作了对国家有利的

事，也会想尽办法拗成另一个方向。

在台湾的“民主”氛围之下，这并不离

奇。在野党抨击执政党的施政，虽然无所不

用其极，也算是常态。离奇的是，理论上应

该支持国民党的蓝营人士，批评起马英九，

力道也不输绿营。

总体来说，蓝营对马英九的批评，大多

是针对他对绿营太软弱，痴心妄想要作一

个“全民总统”，结果反而让绿营予取予求。

马英九2008年3月22日以765万票、当

选台湾开始公民直选后得票率最高的总统，

但几乎是从上任开始，他的民调声望就开

始下降，2012年获选连任时虽然还维持了

一定支持度，但民调仍然持续下降，到现在

声望仅剩百分之九，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

过街老鼠。

然而，马英九真的有这么差吗？

曾经担任过台湾民进党文宣部主任的

知名媒体人士陈文茜就曾经在2013年为文

替马英九叫屈。

陈文茜的文章用“一个不贪污的总统，

从帅哥成了老头”破题，指出马英九出任总

统五年以来（当时已经是第二任），劳心劳

力、为国为民，结果从“帅哥”变成了一个	

“老头”，最后还被别人骂“马英九做那么

烂，马英九有什么政绩？”。

陈文茜为马英九叫屈

陈文茜在文章中痛陈，“多数人对好事

的记性都很差，对坏事却永铭在心，做好是

应该，做坏是活该”，是很多人的劣根性。

陈文茜在文中列举出马英九十二项与陈

水扁执政时对照的政绩，分别是：

一、马英九五年内完成签订《台日渔业

协议》，这协议延宕16年都签不到，只有马

英九完成，如果这样还被说无能，那前任与

前前任就是超级无能。

二、马英九完成中华民国护照超过百

国免签证优惠，使国民出国的地位提高，如

果这样还被说无能，那前任与前前任就是

超级无能。

三、马英九强化国防的行动确实落实，

建造多艘新式海巡舰，来保卫渔民，如“台

马英九
历史能还他一个公道？╱	文		:  梁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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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舰”“新北舰”、“宜兰舰”、“高雄

舰”、“巡护七号”、“巡护八号”、“巡

护九号”，都是国舰国造，后续还有

20~30艘在建造，如果全部完成，台

湾的海巡实力就不会在日本海上保安

厅之下。这样还说是卖台吗？

四、海军舰队也建造新舰，如	

“盘石舰”、“迅海舰”，都能在任内

完成建军。新式武器研发并投入量

产，“雄风三型”、“雄风二E”、“万

剑弹”，这样还说是卖台吗？

五、司法改革上，马英九也完成

最高法院公开分案的制度，虽然很多

最高法院法官反对，但是正确的事就

是要推行。

六、在国际空间上，台湾也返回	

“世界卫生大会”与“国际民航组

织”，虽然仍不能以国家的名义进

入，这仍需要努力，但这已经是个

突破。

七、世界经贸上，也完成对非邦

交国新加坡与纽西兰的双边经贸协

议。如果两岸服贸与货贸协议能完

成，还很有机会与更多非邦交国签

订协议。

八、马英九任内也重新让松山机

场成为东亚各国的直航机场，不仅

直航中国大陆，还直航日本与南韩，

一扫扁政府任内松山机场死气沉沉

的样子，台北又再度融入东亚重要的

转机城市。

九、五年补助地方政府3兆3953

亿，前朝八年只有3兆2198亿；平均

而言，对地方的补助成长了41%。将

地方政府对财政努力程度，列入未

来统筹分配款的考虑。

十、改革冤狱江国庆案，1996年

李登辉执政的江国庆案，拖过十年

追诉期，陈水扁没有平反，马总统时

期得平反。

十一、开放陆客来台自由行，及

直航机场与城市，以致观光业大大

兴盛。

十二、截至2013年10月7	日止，共

有131个国家及地区给予中华民国护

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

与此同时，陈文茜也列举出陈水

扁执政时的“劣绩”：

一、	2005年行政院长谢长廷决

议动工，2006年苏贞昌施压决定炸

山越域引水，导致八八水灾。

二、国光石化案，由2006年行政

院院长苏贞昌、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

所批准执行。

三、黑心塑化剂事发于李登辉

执政时期，立法院没有禁用塑化

剂。2009年，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黄

淑英带头反对，她丈夫经营石化业，

伤害民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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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法使用瘦肉精始于2007

年，扁政府向WTO递交公文，允许

使用瘦肉精包含牲畜及美牛，进口

与国内肉品。

陈文茜的结论是，“马总统有能

力却被误导为无能，还无辜遭人辱

骂！还要说他卖台，真的是‘没瞎但

看不见’的睁眼说瞎话”。

陈文茜的文章刊出后，固然有人

叫好，认为总算有人说出真心话，但

也引起不少反击的声浪，认为陈文茜

避重就轻，帮马英九涂脂抹粉。

老实说，陈文茜的文章基本上算

是负责的，因为她很清楚地列出各项

事实，也完全可以接受公评。但是台

湾经过多年来的蓝绿恶斗，所谓的“

民主”及“言论自由”早已变质，甚至

进一步导致整个社会价值紊乱、是非

不分。最明显的就是多年来盛行的媒

体名嘴文化，使得台湾政治民粹横流，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陷入蓝绿之争，

双方阵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没有人真正再在意是非黑白的本质。

正因为民粹盛行，台湾的媒体、

名嘴可以毫无任何限制地运用所谓

的“言论自由”，任意造谣、抹黑。更

糟糕的是，无论这些媒体、名嘴所造

谣如何的没有逻辑、根据，总还是有

一堆人深信不疑。

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

2005年时曾经写了一本名为《民粹

亡国论》的畅销书。民粹，究竟是否

能到“亡国”的程度，当然还有讨论

的空间，但黄光国在十年前就提出

的警语，于今确实体现在台湾的各

种乱象中。

马英九自成民粹的人质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马英九上任

之后，一直念兹在兹地想成为一个	

“全民总统”，无形中也让他自己成

为“民粹”的人质，在不少决策上屈

从虚假的“民意”。这也是蓝营许多

选民对他的最大不满之处。

另外，马英九在施政上有很多时

候无法着力，很大程度也是受制于立

法院的“朝野协商”机制。

理论上，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

席次，应该可以顺利推动政策，但

实际上施政却处处受到掣肘，就是

因为“朝野协商”的关系。有关这一

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集人柯建

铭最近自己透露出来。他说，如果立

法院只有国会多数暴力（指国民党占

多数），这国家早就完了。假如凡事

不协商，只有表决，“马英九所有政

策都能通过，正是因为能有效运作

朝野协商，配合议事策略，才能把马

英九彻底击垮”。

马英九，就这样被击垮了。至于

击垮马英九，是否国家受到的伤害更

大，根本没人关心。

民粹危害之大，此次代表国民党

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恐

怕感慨至深。她在日前宣布闭关三

天，进行“沉思、反省”，出关之后宣

布竞选到底，并发表了一篇长达七千

多字的“反省与承担”闭关感言。其

中就坦言，“我们的国家真的病了，

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政治，更在我们

这些从事政治的人。政治上有太多人

不择手段，视不真诚与反复为能干，

视能卷起风潮以谋取政治利益为本

事，上可以背叛国家，下当然就可以

党同伐异，上行下效的结果，国事也

就不堪闻问了”。

洪秀柱参选以来，也饱受民粹攻

击，很多子虚乌有的谣言、抹黑，她

都一一挺过，但也精疲力竭、伤痕累

累。所以才会在“感言”中感慨万千

地说道，“很不幸的，这个民粹政治的

发动力量，主要掌握在绿营人士及部

分所谓的名嘴与媒体手里，他们拥有

定义敌我的权力，民粹的刀锋所指，

对象就很快被辗成碎粉”。她表示，

她相信只有破除民粹才能为台湾解

决乱象，重建道德与价值。

洪秀柱也在感言中为马英九抱不

平。她说她常想，无论马英九总统的

个人和施政，各界有多少不同看法与

评价，他毕竟兢兢业业，清廉自守，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的民调和民间声

望，竟然会低于极度贪腐弄权的陈

水扁前总统？人民为何如此苛责于马

而宽待于扁？，“这公道吗？何以李登

辉在每次背信忘义和数典忘祖之后，

却都能得到曲意回护，乃至于他终于

敢说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领导层级的

人，所能说出的最恬不知耻的话？而

在他背叛国人，贻笑中外之后，为何

泛绿朋友还能宽容？他们究竟怎么考

虑这个涉及忠诚与公义的问题呢？这

个国家还有公义吗？还有是非吗？”。

洪秀柱说的话其实没错，马英九

个人的施政能力见仁见智，尤其是在

民粹泛滥的台湾，几乎已经没有任

何理性讨论的空间，但是他的操守

以及一心无私为国的执着，应该是无

庸怀疑的。

只不过就算是这一方面，也因为

民粹的扭曲而无法彰显。其实不少

在台湾的人，确实抱持着历史迟早会

还马英九一个公道的想法。但这次的

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

当选的机率，至今为止仍然大过洪秀

柱，果真如此的话，即便历史会还马

英九一个公道，恐怕也还得等一段

颇长的时间。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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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就这么大，没法子，只好婉拒了他们。

这么多人来听讲座，说明这个题目很有吸

引力。不过，相信大家可不是来听八卦的，

而是真正关心这个很严肃的课题，它关系到

我们和马来西亚未来交往的动向与前景。

以前我们常说新马之间的关系是唇亡

齿寒，现在或许没有那么密切，不过，两国

毕竟一衣带水，那边发生的事情这边一定有

反应，反之也一样，因此新加坡人民关心马

来西亚政治的发展是很自然的。

波谲云诡的马国政局

开场白

林清如：

今天下午举行的座谈会，题目是《波谲

云诡的马国政局》，讨论的是个政治问题。

我们谈政治问题是关心时事，时事和我们

日常生活很有关系，政治问题可以光明磊

落地讨论。

怡和轩办这个讲座，今天就有300多人

出席，还有很多人想报名前来，因为我们的

2015年8月1日，怡和轩于会所大堂举行时事讲座，谈论马来西亚政治形势的最新发展。主

讲者之一何启良博士为新马知名学者，曾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南

洋理工大学，目前担任南方大学学院副校长。另一位主讲者为曾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的华

裔政治秘书、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胡逸山。讲座

由怡和轩副主席林清如主持。

8月29、30日净选盟在吉隆坡举行的Bersih 4 集会场面。

╱	整理		:  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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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定下这个题目，是鉴于马国

政局捉摸不定，情势天天在变，昨天

（2015年7月31日）更出现了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迹象。当然出现这样的局势

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很多人不熟悉马来西亚的政治，

却知道马哈迪，毕竟过去几十年里

都常听到他的名字。今天的局势，可

以说跟马哈迪一生的政治作风，一

生的表现都有密切关系。

我记得，1969年马哈迪参加国会

选举落选，他却能以巫统党员身份向

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喊话，结果东姑在

那年的“五·一三暴动”之后黯然下

台，便由敦拉萨接任，后者就是今日

纳吉首相的父亲。

1981年，马哈迪成为首相，就此

连续坐位22年，2003年才让位给阿

都拉·巴达威。其实，在这之前巫统

党内便曾发生多次激烈内斗，有A队

和B队之分。A队以马哈迪和安华为

首，B队由东姑拉沙里、慕沙希淡和

巴达威领导。结果马哈迪以微弱优

势赢得党的领导权，没多久他又把

安华除掉。

2003年，马哈迪退位，扶植了巴

达威。巴达威有自己个人的政治作风

和政治理念，基本上与马哈迪不同。

他上台后虽然宣称有许多事情要做

要改革，政策却始终没落实，许多人

批评他优柔寡断，他也因基层实力不

强以失败下场。2009年，就给马哈迪

拉下台，换上了纳吉。

我们从纳吉上台开始就发现，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几十年没有办法搞

好的关系，纳吉上台后就大大改善，

比如丹戎巴葛火车站的问题。1990

年，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跟马哈迪签

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但是一路来

总是吵吵闹闹解决不了，纳吉上台后

却很快就与李显龙总理解决了争端。

纳吉的作风和做法，马哈迪当然不认

同，特别是505大选之后，巫统再次

取得政权，他居然不委任马哈迪的

儿子慕克里担任副首相。这或许就

是马哈迪如今采取好些倒纳吉措施

的背后原因。

以上是我对马国今日政局提供的

简单背景介绍，详细和深入的分析便

有赖两位专家无私的分享。现在且让

我们洗耳恭听。

纳吉危机与改革契机

何启良：

我今天给自己拟定的演讲题目

是：纳吉危机——马来西亚体制改

革契机。

马来西亚的政局何去何从？马来

西亚人民何去何从？纳吉何去何从？

大家今天来出席研讨会，除了好

奇之外，也是想知道以上问题的答

案或者是可能性的答案。不过，我必

须申明，我所知道的并不比大家多，

我的意见也不比大家高明多少。我

是局外人，相信胡逸山先生现在也

是局外人，没有什么特别情报。老子

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我们向来

却是讲话太多，所知很少。真正知道

的人，如新加坡领导人，根据报道，

只是表示密切关注，如此而已。俗话

说，不知者不罚。我们是书生之见，

不值一哂。

自纳吉2009年上台之后的6年

时间里，马来西亚好像流年不利，纳

吉自己遇到问题，国家也有问题。他

面对好几个案件，如蒙古女郎遭杀害

案、妻子被传身家丑闻和生活极度

奢侈的话题，现在是一马公司案。这

些都是大案，后者更是涉及几亿美

元的大案。国家方面，马币币值不断

下跌，马航两次失事。政治方面，6年

里也多次出现公民抗争。与此同时，

纳吉的政绩并不多。

其实，在马哈迪首相逮捕安华之

后，纳吉的政治声望已经建立起来。

不过，在他担任首相的这6年里，他

的政治建树却还有待考验。现在又发

生了这样大的被指责涉及大笔金钱的

事件，他的命运会如何？

他除了提出马来西亚转型计划，

与马哈迪以前提出的2020计划有同

样的政治目的。不过，现在这个转型

计划看来会是个大问号。我们现在

很关注纳吉的前途：他会不会下台？

几时下台？他应不应该下台？如何

下台？

前几天几个新加坡朋友见到我第

一句话就问：你觉得纳吉有贪污吗？

我说这是新加坡人问的问题，不是马

国人会提出的问题。新加坡人好像不

相信还有贪污这回事，因为你们是住

在一个廉洁的社会里。可是，马来西

亚人却认为贪污不足为奇。当然我们

要有证据才能指证对方犯法，那是个

法律问题。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99%	

何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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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是作为政治的议案。从这个

角度看，我们马来西亚人问的不是

有没有贪污，而是他什么时候下台？

三股政治势力

马来西亚的政治局面是非常非常

复杂的，我这里提出三方面的背景其

实还含有很多变数，不晓得能否有助

大家思考？

马来西亚的政治为什么这么诡秘

和变化多端？

第一个背景是马来西亚存在的三

股政治势力：

一、种族政治：这是一头猛兽。大

家都记得马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巫统、

联盟和国阵吧？它们都是玩弄种族政

治的政党。20年前，新经济政策塑造

出一批马来资产阶级后，许多学者都

在探讨淡化种族课题的可能性。事

实证明，种族政治这头猛兽，一直在

为种族主义者所操作。巫统每次举

行大会，总有政客亮出一把马来剑，

意思在警告：你们不要挑战马来人

的特权。又常用“五·一三”——注

意不是胡逸山——种族事件恐吓马

来选民。

二、伊斯兰政治化：伊斯兰党在

许多个州的政治势力已经越来越强

大。纳吉会不会下台，这股势力将发

挥关键性作用。再加上世界局势的演

变，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伊斯兰国组

织在马来西亚的潜伏力量，我们目前

所见只是冰山一角。

三、政治民主化：民主——烈火

莫熄，当然不是马来西亚的原产物，

不过，现在加上土产的BERSIH（干

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简称净选盟）运

动，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崛起已经

具有一定声势。净选盟已经发展到

bersih	4，他们订于今年8月28及29

日再次发起大集会。公民社会的发

展，加上相继出现的反对党联盟如

替阵、民联和新希望团队，马来西亚

的民主势力显然也在不断发展中。

就是这三种政治势力导致马来

西亚政局出现很多矛盾，它们互相平

衡、互相博弈。

三个治国特色

马来西亚政治的第二个景观，是

其治理国家的三个“特色”：

一、连串的丑闻政权滥用：大家

熟悉的养牛案、AP案、赵明福案、蒙

古女郎案、一马公司案等，都已成为

公共话题。马来西亚人对于政府机构

的各种丑态都已见怪不怪。

二、公共设施和建设的败坏：民

众对于安全和卫生问题、求职问题

等，早已怨声四起。

三、公共政策的混乱无章，官员

的低能，也是正常事态。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马航失事那一刻的官员应

对能力，他们的表现已把马来西亚官

员的那种颟顸无能暴露无遗。我从

CNN的报道看到他们回应的情况时，

心里就嘀咕这已是国阵政府民事改革

没做好的证明。再加上其他措施如过

路费和消费税的推行，漏洞百出，都

显示整个官僚体制已成为有效制定

和执行政策的障碍物。

政党轮替形势萌芽

第三个背景要从两次大选来分

析：

一、308大选，是个政治海啸。在

这次由纳吉领导的大选里，国阵失去

国会三分二的多数席位，5个州失去

执政权。在后来举行的补选里也连

连失利。

二、505大选：原本有个绕口令

是505换政府，可是换不了，还差一

点。不过，政党轮替的民意已经存在

了，大部分选民投的是反对党，国阵

只拿到47.4%的选票。原本有民联为

可能轮替的政党，现在民联没有了，

至于他们以后会有怎样的发展还有

待观察。

在这次的选举里，以华族选民为

主的40多个国会议席里，国阵的华

基政党只得7席，民联得30多席。华

族选民现在基本上已不关注国阵成

员党里的华基政党马华公会和民政

党等的命运。最少对我来说，这个问

题已经无关重要。作为马来西亚人，

应该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命运，在

新加坡人好像不相信还有贪污这回
事，因为你们是住在一个廉洁的社会里。
可是，马来西亚人却认为贪污不足为奇。
当然我们要有证据才能指证对方犯法，
那是个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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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的趋势下，这些标榜捍卫华人

利益的政党基本上已经不起作用了。

马哈迪亮相

介绍了上述三个政治背景，我要

进入今日谈话的主题：当前政局的

动荡。为此，就需要从一马公司的问

题说起。

首先指出的是，在资料上的掌握，

外国媒体比国内任何组织都显得强。

外国媒体的继续报道和揭秘，会对马

来西亚政局的变化产生很大影响。所

以，纳吉要对付的就是外国媒体，他

把The	Edge	关掉，对付《砂拉越报

告》，好像还要起诉《华尔街日报》。

还有一个对马国政局可能产生变

数的因素就是马哈迪。其实在马哈

迪还没有发难前，国内对一马公司的

不利谣传已经很多，他们已承受很

大压力。马哈迪出面，是以他惯常使

用的那种调侃、讽刺、tidak	apa（马

来语，吊儿郎当）	的语调说话，开始

我们以为他只是开玩笑而已，这次却

显然是来真的。从历史来看，1998	年

他把安华拉下马；2008年，他退出巫

统，逼巴达威下台；这次要对付纳吉，

也不奇怪。

这几天，马哈迪回答询问时却说，

现在谈一马公司有罪哟！看来，在书面

上他会避开剑锋，会住嘴，不过，当

你观看录像时，你会发觉他还是以一

贯的、调侃的口吻来谈论这个问题。

马哈迪接下来会不会联合其他政

治人物来对付纳吉？我们也不好低估

他的力量。

纳吉反扑五行动

现在纳吉反扑了，大风暴将来临

了，甚至说，第二轮茅草行动又来了。

目前我们已看到的几个应对行动是：

一、制裁媒体；二、向巫统内部开刀：

除了开除慕尤丁，还召见州务大臣，目

的也在化解内部矛盾；巫统有191个支

部，究竟有多少个支持纳吉呢？我们

虽然无从统计，不过，纳吉曾在巫统

很长时间，他手头的资源其实非常多，

这或许有助说明那7亿美元的下落。

我们不能轻视纳吉的力量。他现

在反弹，证明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另

一方面，慕尤丁曾担任多届巫统实力

最强的柔佛州州务大臣，在党内的

地位不断升级至今天的署理主席，

那也不简单。有人把他比拟为安华，

他不是安华，他没有安华的英雄形

象和个人魅力。如果他有所行动，应

是宫廷政变，只在内部挑战纳吉，而

不会走上街头。

纳吉的第三个行动是改组特别调

查小组，开除总检察官。网上传闻，后

者已经对纳吉发出通缉令，看来还蛮

真实。我自己是宁愿相信有这回事。

这名总检察官已经做了很久，今年就

要退休，如今无故被开除，就涉及违

宪问题。总检察官到底由谁任命？谁

可以开除他？我曾翻阅了相关宪法条

文，原来总检察官是由首相任命，不

过要得到元首批准。我的理解是，首

相可以开除他，却不是在这个时刻。

第四个行动是改组公共账目委

员会，提升几个首脑人物当正副部长

等职位。其中一名巫统党员诺嘉兹

兰，原本宣称要以大无畏精神把案

件查个水落石出，可是被授予内政部

副部长职位后，嘴脸就变了。不过，

话说回来，我们对政治人物也不要

期望太高。

第五个行动是分化反对联盟：巫

统现在对伊斯兰党眉来眼去，下一

步，可能就是争取伊斯兰党。不过，

对于民主行动党和公正党，纳吉还

不能做什么。	

面对群众运动

纳吉可能很难过的最后一关是

群众运动。当年，安华被赶下台后掀

起的烈火莫熄，就是马来西亚群众

运动的发轫。

经过这十多年后，马来西亚的群

众运动，我已看到成熟的地方，其参

与度，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已不是十

多年前可比。再加上美国占领华尔

街、台湾占领立法院和香港占领中环

等运动的影响，现在的公民运动力

量已不可小觑。所以，当净选盟要在

国庆日前举行bersih	4	集会，就必须

特别重视。之前发起的bersih	2	和	3	

运动，已经流血了，虽然流血不多，这

回流血显然也不可避免。从世界的群

众运动历史来看，流血是必然的。所

以，这八月围城的一关，纳吉能不能

闯过去，我看还是个未知数。

总结来看，纳吉会不会下台，最少

须经过四关的考验，即：巫统、国会、

街头运动和下届大选。

元首可换首相

我这里且针对国会这一关作点

分析。

如果纳吉在巫统里还站得住脚，

马哈迪的势力也摇动不了他，他还会

不会下台呢？

要他下台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

法是国会投不信任票：这种议会程

序，在英国、印度、以色列和尼日利

亚都行得通，可是在马来西亚却显得

很吊诡。2008年，曾有政党提出不

信任动议，却遭否决，其程序非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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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首先议长要批准讨论。马国国会

的议长是什么人？在宪法里也没有

明文规定，到底怎样才可以通过不

信任动议，需要三分二还是半数？目

前好几位反对党领袖都提起不信任

动议，我们却对此没有信心。马国国

会至今没有先例。

第二个方法是采取非议会程序：

也就是发起群众运动，有如阿拉伯

之春，那会导致流血事件，造成社会

动乱。如果这种现象发生，那就不局

限于马来西亚人民，世界各地的公民

社会或者正义人士都会支援的。现

在已不是20年前可比，新加坡的一

个小小政治事件，如余澎杉事件，许

多人或许不注意，却获得香港、马来

西亚和台湾公民社会的支援。不管是

《亚洲周刊》或者其他报章都刊登了

议论。显然，连新加坡的这类小事都

会引起那么大范围的反应。一马公司

的丑闻发生后，世界各国也在关注，

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来新加坡再续

程访马来西亚，他也提醒纳吉：注意

一下哦！

第三个方法称为半议会程序：如

果首相不为不信任动议所弹劾，元首

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首相人选。

最高领导如果与下层社会完全脱节，

统治者可能按自己判断找另一个首

相。马来西亚历史上还没发生这样的

事，可是就像今天座谈会的点题波谲

云诡的局势那样，元首宣布另委首相

人选，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废了纳吉，反对阵营有没有

英雄人物来取代呢？安华妻子？有可

能。不要忘记菲律宾的阿奎诺夫人，

他们穿的汗衫也是黄色的呀！不过，

阿奎诺夫人领导的运动不只是公民社

会运动，还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净

选盟则只是一个社会运动。假使元首

看到反对党群龙无首，便可能赦免安

华，由安华来当首相。

民意倾向换政府

第四个方法是大选：我觉得国阵

作为一个组织气数已尽，有几个理

由支持我的看法。从政治学理论分

析，一个政党执政太久必然腐化。

国阵虽然换了几个名称，执政已超过

60年，够长了。一党独大太久就会分

裂，巫统分裂多少次了？至少三次，

再分裂就是第四次。

反对阵营如果团结起来将有作

为，不过，我们也看到不少局限。目

前出现的新希望集团是否能够团结

起另外两个反对党，还待观察。最重

要一点是，时局已经使得国阵和巫

统面临倒台的边缘，因为发生了这么

大的弊案。这种弊案不是第一次发

生，而是不断累积的，就如前面提起

的养牛案、张明福案等等的承续，这

次已来到高峰，因为这回牵涉的是7

亿美元。

如果纳吉还能继续当首相，国阵

继续执政，那么，马来西亚的未来就

不用看了！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

分析，不过，我也只是书生之见，纸

上谈兵。

还有一点可以观察的是，政党轮

替其实是一个过程。当然，308大选

时，有人说民主联盟可以进入布城，

我说：不，不能那么快，那是不可能的

事情。505换政府，有可能，却还是不

成功，那是第二个阶段。现在基本上

已经迈步进入第三个阶段，民意已

经形成，多数票已经投给反对阵营，

所以，民意如果再往前走，换政府便

可能实现，关键还在选民的动向。这

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最后要提的

是选区的划分，那是很重要的策略。

胡逸山跑得早？

胡逸山：

我的好朋友林任君兄在会议开始

前半开玩笑地问我：你跑得早是不是

比较幸运？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否

则我现在还需要不断为老板辩护。我

的确跟纳吉打过工，那是历史事实，

不能否认。尽管如此，我接下来的发

言还是会力求公正，不过，也可能不

小心踩到我好些朋友的脚。

马来西亚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很多

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很相似，比如韩

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等。这些国家都有从强人统治慢慢转

化成政党轮替，如两党制或三党制的

过程。韩国是比较早发生这种变化的

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学生运动，到

2000年反对党领袖金大中上台。台

湾也一样，有70年代的党外运动，以

至陈水扁当选总统，大家喜不喜欢

他是一回事，他确实成为了台湾民主

化的一个象征人物。从陈水扁的经

历，也提醒我们须阶段性分辨个人在

历史上的作用。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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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当

然是安华。1998年，他反对马哈迪，

马哈迪就把他撤职，动用各种公权

力把他控上法庭，先控他鸡奸，释放

后，纳吉又再控他第二趟的鸡奸。不

过，公道自在人心，有没有做我们不

知道。即使他有做，其他人也做，为

什么其他人没被控？

逼宫是常态

	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的背景下，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对纳吉的逼宫，并

不反常。以英国的选举为例，执政党

与反对党任何一方的领袖在选举结

果后，败下阵来的政党领袖第二天

早上就会宣布辞职。比如刚举行的

大选，工党输了，第二天党魁就下台，

那是不必讲的。这起码是共和联邦国

家的传统。

马来西亚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民

主国家，说得最好就是一个半民主

国家，就没有这个传统。以安华为

例，输了这么多次选举，他还是反对

党领袖。2008年大选，巫统领导的

国阵在国会失去三分二多数议席的

地位，纳吉、慕尤丁和马哈迪医生就

以这个为借口，攻击当时的首相巴达

威，把巴达威拉下台。这样做，某种

程度上是实践所谓西敏士制度的政

治伦理，领军成绩不理想就应谢罪让

位。2013年的另一场选举，是由纳吉

率军，不过，国阵的表现却比巴达威

时代更差，得票率只有48.7%，逻辑

上也应该抱愧下台。可是两年后的今

天，纳吉还是坚决不肯下台。

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总要有个

说法，你可以暗中组织一股力量，讨

论个说法，然后就可以向当权者进

攻，自己就可以爬上宝座。不过，有

时候却不成功。在位的人只要心硬

一点敢跟你搏，不像巴达威那样虚

心认错，你或许就会败下阵来。搞政

治就要够“雄”（闽南语：凶），要有

组织的能力，还要有“水”（闽南语，

钱，活动基金）。

要“雄”也要有“水”

过去两年来，巫统内部暗流汹

涌，甚至风起云涌，以至波谲云诡，

有人会认为，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

的借口把纳吉拉下台？我们且称呼这

些人为野心家，可是他们毕竟缺乏组

织能力，缺“水”，只是有一点点“雄”

是不足够的，因此他们不能成就改变

格局的大业。

野心家应该找一个大的弊案，形

成一个大课题，气势还要足以弥补

9月16日马来人族群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集会。



怡
和
时
评

YIHE SHIJI Issue 27 	49

组织能力和“水”欠缺的弱点，才有

可能达到目的。因此，我们今天才看

到一个极为令人不安的一系列一马

公司丑闻的曝光。

再说回马哈迪医生的发难，他为

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跳出来，比

所有反对党领袖包括我的好朋友林

吉祥等抨击得更加犀利。林吉祥每晚

十点或者十一点都会发表一篇文告，

可是，马哈迪带揶揄和讽刺性的谈

话，听起来总是叫人觉得更“爽”，	

更加一针见血。

马哈迪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

的就在制造一股气势，用这股气势来

弥补缺“水”缺组织的弱点。那么打

击纳吉的最终用意何在呢？有人说，

马哈迪的最终目的就在提拔自己的

公子，使他很快做首相。这个说法，

我不完全反对，人都有私心，自己的

儿子最棒。

不过，我觉得我们也不可看低马

哈迪，虽然我不很喜欢他。从他的性

格来看，他是个只有他讲没有你讲的

人，他可能询问你的意见，其实你不

要为这个想太多，他要的其实只是

你落实他的思维。你当马仔就好，不

用给他意见。他是性格很强的人，他

要跟新加坡交恶，你就得想办法建

那弯弯的桥。即使今天的首相不是

纳吉，是他儿子慕克力，马哈迪要建

弯桥，慕克力告诉他：爹，不要啦，这

样弄坏关系不好。我估计他也会向自

己的儿子发难。如果你不遵照他的意

愿，自己推行什么转型计划，要跟新

加坡做好朋友，要跟美国签订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后外

国汽车都能进口来与他的心肝宝贝国

产车普腾（Proton）竞争，他也会火滚	

的。

没献金，政治怎运作？

至于丑闻本身，我不敢说无中生

有，就像英文谚语所说，当你向人丢

出烂泥时，你身上也会给烂泥沾污。

这些丑闻在马来西亚向来都有，如

果没有政治献金，政党怎么运作？

反对党做得比较光明一点。以前

民主行动党请我演讲，你不敢相信，

不像国阵那样只说声谢谢，他们有

给钱的，放在一个信封里。哈哈，像

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收那点小钱，

要收就收大钱嘛，是不是？我就把那

白信封投进传递过来的透明捐款信

箱里，还有人拍照为证。

巫统也需要钱。大选来临，就要

准备钱“散水”，像《七十二家房客》

里说的，“有水散水”，否则水不会

用来救火。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我为

什么会知道呢？我来自沙巴呀。你们

所听到的关于有人提着装满钞票的

大皮箱，深入沙巴的边远乡村分钱

买选票的事，我可以确定有这样的

事，因为乡村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五

块十块都是很实惠的钱。你的政党

给我钱，我支持你，不是问题呀！这

无关什么政治伦理，你给我钱，我投

你一票，投桃报李，自然得很。所以，

只要民智未开，金钱政治的问题显然

不易解决。

纳吉说，自己一分钱也没拿，这

句话也不一定错。或许那笔钱就是用

来“灌溉”田地的。有人会说，需要水

灌溉可以理解，可是直接把水输进他

的户头未免太夸张吧！这样讲就是不

理解我们友族同胞的思维。

在马来西亚，我们某些友族同胞

有个观念，土地本来是我的，土地创

造的财富就是我的，要转账，告诉你

我的户头号码，你转进去就好了。他

们没觉得是什么大事，而且本来就应

该这样，有错吗？

我太太是建筑师，受聘于发展

商，就很了解个中实情。发展商要投

资，有关联的小官要酬劳，双方谈好

数目后，发展商就把钱转进他的户

头，直截了当好办事。他们的思维是

这样的，你在我的土地上发展赚钱，

给我一些回馈，有错吗？这种思维，

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晾上台面不好办

一马公司的事是很大的事，连	

《华尔街日报》也来报道，《砂拉越

报道》和The	Edge跟着揭秘。在这

样的情况下，本来心知肚明就算了，

现在却晾上台面，在法律上确实存

在瑕疵。

作为一名官员，户头里存进这么

一大笔钱，确实是有问题。那么你的

政敌们，无论来自巫统内部或者反

对党，自然会利用这个机会攻击你。

那么你就有必要做一场戏，设立特

别调查队来调查，如果不安排这场

戏，你就脱身不了。但是，如果调查

队里有人认真起来，那就不好办了是

吗？因此那些认真调查的人就必须

被处理。

所以，做人有时不好太认真。我

年纪不是很大，却已经学会做人的这

一招。我来自沙巴的老乡前检察总监

阿都干尼可能就是认真过度，需要提

早回乡养老。另外，国会公共账目委

员会主席诺嘉兹兰，也是为此调职被

委为副内政部长。他父亲是柔佛州政

府的前新闻部长，母亲是华人。他是

我的朋友。他的平步青云叫人跌眼

镜，我也跌眼镜。当天下午，我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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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个贺电，他的回答也很直接，就

是TQ两个英文字母，谢谢也！一个

多月前，他来这里的学校演讲时，私

下就和我说，即使当部长，薪水也少

过他当时几个职位的收入。

我是倾向于相信，在这之前，他

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提升。他就是认

真过度。他还说过：我们公共账目委

员会必须把石头翻过来。既然那么

认真，就提升你咯。如果拒绝，后果

也会是很严重的。这关系到政党纪

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给他

一点同情分的。

人走茶凉？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副首相慕尤

丁的任期也被腰斩了。目前他还是署

理主席，他今后能不能在党内兴风作

浪，制造暗流汹涌现象，其实是很困

难的。你一天没有副首相的位子坐，

支持者自然就作鸟兽散。马来西亚

人是很现实的。为什么搞政治？不

要跟我讲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只讲

给我听可以。反对党的人也一样，他

们所管理的几个州政府，很多人说到

底还不是找口饭吃。我的谈话或许

有点偏颇，可是情形也确实是这样。

慕尤丁当副首相兼教育部长的时

候，工程很多，支持者肯定也很多。现

在没有了这些官职，支持者自然会给

新的副首相和教育部长吸引过去，找

吃嘛！所以，他要在巫统里兴风作

浪，没有了“水源”，我觉得是困难

重重的。纳吉也看到这个要害关系，

谁不听话就跟你砍断水源。

所以，起码在短期内，纳吉在党

内的地位会蛮巩固的。反对党说要

发动投不信任票动议，即便能通过

国会议长那一关，要获得一半议员投

不信任票，不容易的。反对党有89个

席位，伊斯兰党目前又和纳吉互抛媚

眼，更别说沙巴和砂拉越的那些“伟

大”的议员——水利灌溉很重要是

不是？所以投不信任票动议的结果，

就是飞机还没起飞就已经给拖走了。

怕抄牌，示威鸟兽散

说到发动街头运动，要靠组织能

力，看你“雄不雄”。以我的观察，我

对这两点都有一点点怀疑。

2008年大选来临前，民主行动党

邀我出来竞选国会议席。在考虑期

间，他们带我去参加一些群众运动。

我至今记得的一个场面是在吉隆

坡一个汽车收费站。他们认为收费太

高，有人拉起布条示威。我属于胆小

的、不够	“雄”那种，只敢站在远远

看。有一两百人拉着布条慢慢朝向收

费站，警察部队并没出动镇暴队，只

派交通警察去抄牌。原来那些来示

威的人随便把车子停路边。他们看见

抄牌就跑回去把车开走，作鸟兽散。

示威就这样解散了。我们从小看

到的示威画面，比如韩国学生都是头

绑小毛巾，手拉手冲向警察和军队，

那样才够“雄”嘛，是不是？

当然我自己也怕死，不过，看到这

种场面，我有点怀疑马来西亚城市里

的中产阶级，对于这种群众运动，公

民请命运动的持久性和能耐。

他们可以在国企十合百货大楼

门前示威一下，解散后就顺便进去购

物。你说，不应该讲到这样，得罪我

们的公民运动，那也是，不过，我们

的人民生活太幸福了，不像韩国和菲

律宾的游行群众具有那种跟你拼个

死活的精神。他们那样的精神，我不

觉得我们有。你要发动持久性的群

众运动，困难是重重的。我希望我讲

错，我真的希望，百分之二百	的希

望，刚才那番评语是错的。

下届大选能换天？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巫统在

2017或2018年的大选里会赢还是

输？以我看到的情况，沙巴和砂拉越

是他们的大票仓，他们还是会很现

实的投票支持国阵。不投国阵整条

村没有水电供应。在砂拉越更惨，很

少公路，他们会限制你买柴油让你

开动不了快艇，使你出不了村，送不

了孩子上学。

在这样的现实底下，你怎样推翻

现有的政权呢？我不敢说不可能，却

觉得困难很大，只能说要更加努力。

整理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编者按：直至本刊截稿日，马来西亚政治局势没有重大的改变。有关一马弊

案的调查被延缓下来，反对党通过不信任动议向纳吉首相逼宫的传言也还只

是传言，而被解除政治职务的慕尤丁、沙菲益阿达及马哈迪的儿子慕克力出

席了纳吉于9月9日召开的巫统最高理事会，各人保持了党内原有职位，大家

表示对巫统效忠坚贞不渝。8月底两天的Bersih	4有好几万人示威，80%是

华人；9月16日的“马来人尊严大集会”也吸引好几万马来同胞上街游行。所

幸两场集会没有导致骚乱，不过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令人担忧。借用何启良博

士的话，“如果纳吉还能继续当首相，国阵继续执政，那么，马来西亚的未来

就不用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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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之前的分析，亚洲当前面对五大

股潮流或趋势。在经济方面，亚洲

看起来还是得扛起振兴世界经济的重担，

但不知还能持续多久，因为即便是龙虎精神

的亚洲，也还是渐显疲态的。在战略方面，

亚洲好一些国家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旺，

加上好几个区域大国之间的实质对立，也

极为令人不安。在人口结构（demographic）

方面，我们看到亚洲一些国家的人口老化挑

亚洲是当下无可替代的
经济引擎

战，却偏偏与亚洲另一些国家里的年轻人口

爆棚现象“相辅相成”，造成资源分配的不

均，以及世代交替的挑战。而在社会方面，

亚洲贫富的更趋悬殊，是社会动乱的潜在

风险，如未能加以改进，后果堪虞。最后一

股潮流，可能也是最具挑战的，也还是有关

意识形态的激化，在不少亚洲社会里，可能

演变为暴力恐怖活动的温床。	

╱	文		: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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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he last issue I briefly discussed the 

five major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sia. On the economic front, I sighed that 

Asia has to in a sense shoulder up most of 

the heavy burden of stimulating the world 

economy, but i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how 

long this could continue to be so, as even 

the ever vibrant Asia has lately shown signs 

of tiredness.

On the strategic front, the growing spirits of 

nationalism in quite a few Asian countries, 

when coupled with the de facto confrontations 

between some major powers, are indeed 

disturbing. In terms of demographics, we are 

witnessing the unenviable synthesis between 

aging concerns in some Asian countries and 

亟需结构性改革

以上五股亚洲当代潮流的相互

交融，势必影响亚洲的区域发展。但

我大胆认为，即便在如此严峻的挑战

下，亚洲如认真踏实地贯彻一些切需

的改革，其可见前景仍然是光明的。	

在经济领域，亚洲对于结构性改

革的迫切需要，是不亚于1997/98年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近几个月以

来，亚洲股市的大起大落，不但对股

民造成无可估计的伤害，其对实体

经济的波及，也每为人所诟病。而美

国股市，虽也为亚洲股市的动荡所影

响，但其复原速度之快与幅度之大，

以及反过来对亚洲股市的“提携”效

应，在在不经意的显示出世界金融真

正的领头羊仍然牢牢掌握在美国手

中，哪怕美国在2001与2008年也遭

遇过由股市崩溃所引发的经济危机。

美国近几个月来所展示的金融与

经济新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

在过去好几场危机后义无反顾地制定

了一些从规范华尔街投机活动以至加

强企业监管的法规，而且认真地执

法，方有今日之成果。亚洲的不少看

起来仍然欣欣向荣的经济体，其实

也有类似的大刀阔斧进行金融与经

济改革的需要。	

打击内幕者交易

在金融改革方面，亚洲各主要经

济体或可从严厉打击所谓的内幕者

交易开始。亚洲的一些经济体，虽金

玉其外，但败絮其中是不在话下的。

尤其是政商的高度勾结，每让一些与

政策制订者关系密切的商家或个人，

一早先获悉关系到与某企业的生死

攸关的讯息，从而得以或买空卖空、

大捞一笔，或炒高股价后提早离场，

让一众股市“水鱼”在溃堤后的浅池

里自生自灭。长此下去，由整体投资

者所撑起来的整个股市的长远走势

必难以为继。

在经济改革方面，亚洲各主要经

济体也应在反垄断法与公平竞争法

的实施方面更为认真。现代市场经

济的实践清楚告诉我们，经济活力的

主要来源之一在于真正意义上的良性

竞争。一方面如某行业为单一或少数

几个“寡头”企业所“包办”，那它们

无论在价格或质量都无需要“造福”

消费者。另一方面如某行业里虽商

家众多，但大家皆以降低质量来“杀

价”以“整死”竞争者，这也是应被制

止的恶性竞争模式。亚洲各经济体在

符合各国国情的前提下，须正视这些

负面的商业举措。

the contrasting burst in youth population 
in some others, which gives rise to both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hallenges.

In some Asian societies, the income gaps 
between the very rich and the very poor are 
widening, thus presenting potential risks 
for social unrest, and if unchecked, would 
have dire consequences. And perhaps the 
most challenging trend is that concerning 
ideological radicalization, which are already 
slowly morphing many parts of Asia into 
hotbeds for terrorist activities.

The complex interplays between these five 
trends would undoubtedly affect Asia’s 
regional development. But I am of the perhaps 

Asia as An Irreplaceable Engine for Growth

more audacious view that even under these 

tough challenges, Asia would still welcome a 

bright future if certain exigent reforms are 

seriously undertaken.

Asia’s Urgent Needs for Structural 
Reforms 

Economically speaking, Asia’s urgent needs for 

structural reforms are not in any way lesser 

than during the aftermaths of the 1997/98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recent days, the 

major disturbances in Asian financial markets, 

in addition to causing innumerable harms to 

many shareholders, have also affecte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of many regional countries.

By	Oh	Ei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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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financial reform, major Asian 

economies can perhaps start from strictly 

prescribing insider trading. Many an Asian 

economy leaves much internally to be desired 

despite their ostentatious bloom. This is 

especially so when it comes to collu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whereby for 

example businesses or individuals with close 

ties to policy makers would obtain advanced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make or break a 

business or venture. Some use this unfairly 

obtained information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Others withdraw early and 

splendidly from the market, leaving the gullible 

stockholders to wallow in their considerable 

losses. If these sorts of speculative behaviours 

are left unchecked, the viability of whole stock 

markets will be at stake.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 reform, Asian 

countries also need to get serious on antitrust 

and fair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The 

practice of modern market economies informs 

us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one of the chief 

sources of economic vitality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healthy competition. On the one 

hand, monopolies or oligarchies will harm 

consumer benefits in both prices and 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excessive and predatory 

pricing with scant regard to quality concerns 

would have a similar detrimental effect on 

consumers as well. As such, Asian economies, 

with due consideration to local differences, 

should be well advised to deal with these 

market anomalies.

Only when relevant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are in place within various Asian 

economies, can we seriously tackle some 

other cross-border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One such challenge is perhaps amorphous 

in nature. It ha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since perhaps the last decade of the last 

century, hurdles for entrepreneurship have 

been drastically lowered.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countries where venture capitalism is 

Yet the American stock market, despite being 

earlier shaken by the Asian stock doldrums, 

has evidently rallied back with a vengeance. 

In fact, the speed and magnitude of the 

American stock recovery, and especially their 

coat-tail effects on Asian stocks, have once 

again vividly testified to indisputable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worldwide financial sector. 

This is despite the economic crises endured 

by America after the market meltdowns in 

2001 and 2008.

A large portion of the vitality exhibited by 

American finance and economy could indeed 

be attributed to the no-look-back slate of 

law enactments after the aforementioned 

American financial crises. Ranging from 

regulating Wall Street speculations to 

enha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tringent enforcements of these new financial 

rules finally brought forth positive result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 

booming Asian economies could employ 

similar drastic reforms.

热钱在亚洲的肆虐

在亚洲各主要经济体皆能认真改

革各自的金融与经济运作体制的基

础上，我们方可从容的应对至少两项

跨国的金融与经济挑战。其一也许是

较为虚无缥缈的，即从至少上世纪九

十年代以来，一方面商家们创业的门

槛降低。这一点从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里的风险投资基金的风行可见一斑。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各种主要是通

过互联网来经营的传销行业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创业主流。不过我们必须

认清现实，不是每个网上小生意皆可

发展成明日的亚马逊或阿里巴巴。我

们当然不可忽视或阻止创业的意愿，

但各国有关当局如何得以巧妙引导与

辅助这些较为虚拟的小微企业发展，

助其发展为成熟的或实体经营的企

业，也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其二是有关于所谓“热钱”在世

界各地，特别是亚洲的肆虐。资本追

逐最高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中无可厚非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推动现代市场运作的原动力。然

而热钱却把这一还算良性的资本循环

往极端投机炒作的不归路上带去。热

钱专向尚未成熟的金融市场或经济

体系里窜，大量的外来资本把某个股

扩大来说，亚洲的整体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本区域各
主要经济体是否有决心推动自由贸易，让起码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
得以更为顺畅。所以，由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其成
败就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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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ogue. As such, various marketing and 

sales channels over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especially young people’s 

entrepreneurship.

But amidst these online entrepreneurial 

euphoria we should perhaps keep a clear mind 

that not every internet venture will mature 

into the Amazon.com or Alibaba of tomorrow. 

We must of course not neglect or even attempt 

to stop this line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but 

the authorities of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must 

find ways to carefully harness these micro-

enterprises into more production-oriented 

businesses.

A second challenge has to do with the rampant 

orgy of so-called “hot money” in Asia. Capital 

chasing profit is not only understandabl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but is also perhaps the prime moving 

force for healthy market functioning. But hot 

money often converts this sort of positive 

capital cycle into an extreme speculative 

road of no return. And hot money appears 

to possess a knack for implanting itself into 

financial markets or economic systems that 

are yet to mature fully. Tremendous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will typically flood a 

market, driving the stock market higher and 

higher, then after a few spectacular twists 

and turns exit the market promptly, leaving 

behind a trail of tearful gullible shareholders. 

But a country this victimized or potentially 

so, would have to first undertake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reform measures above, 

before being confidently able to counter such 

merciless attacks by hot money.

The Significance in the TPP Negotiations

On a macroscopic scale, Asia’s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determination by the various major 

economies in the region to push for free trade, 

so as to at least enable their smooth economic 

市炒得翻天的高，左转右转数轮后迅

速套利即行离场，留下一片当地股民

的心头之痛。但受害国唯有在认真贯

彻了如上述的改革后，方能理直气壮

地对热钱来个迎头痛击。

TPP 与亚洲经济体

扩大来说，亚洲的整体经济成长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本区域各主

要经济体是否有决心推动自由贸易，

interactions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respect, 

the successful adoption or otherwise of the 

American-drive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of course raises heightened attention.

TPP is supposed to be not only a traditional 

free-trade agreement, but is a so-called trade-

plus arrangement.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removal or reduction of tariff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it purportedly also covers labour 

policy, health standa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ther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sectors, which perhaps lead to its convoluted 

negotiation process.

The Americans, for example, insists on very 

exa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accepted by not only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also Japan. Other TPP 

negotiating countries would of course also 

have their respective “untouchable” demands 

not susceptible to compromise. Malaysia, for 

one, is sensitive on the area of governmental 

产权、管理监督等各国整体经济与非

经济领域，所以其谈判过程会比传统

自贸协定的谈判更为繁复。

譬如说，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超高要求，颇难为其他各方（不

止是发展中国家，连日本也是）所接

受。其他各方当然也有各自“神圣不

可侵犯”的事项，不肯做出妥协，如

马来西亚对开放政府采购这一块最

为敏感（因牵涉到该国政府蓄意扶

让起码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更

为顺畅。所以，由美国主导的泛太平

洋伙伴协议（TPP），其成败就引起

各国的高度关注了。	

TPP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自贸协定，而是一个所谓“自贸加”

（trade	plus）的协定，内容除了有传

统的货品与服务的减免关税或非关

税障碍（non-tariff	barriers）之外，

也涵盖如劳工政策、卫生标准、知识

亚洲是当下无可替代的经济引擎，在可见的未来也是如此。然而，
亚洲的金融与经济结构皆有极大的改善空间。而大力改革后的亚洲
经济，方有底气来应对各项当下与未来的严峻挑战。而如TPP这样
的泛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制订过程繁复，结果也未必能如人意，
但一个有各大经济体参与的自贸协定，仍然是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
的不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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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土著商家的国策），日本对其农业

津贴也紧抓不放等等。	

但最大的绊脚石看起来是奥巴马

政府所提出的在TPP框架下允许跨国

公司宣称个别缔约国没有公平赋予国

民待遇而把这些国家的政府带上仲裁

庭去！这一点莫说是其他各方，连美

国国会也未必同意；多位国会议员甚

至表示此为丧权辱国之举！	

客观上来说，今年如能在TPP里

较传统的自贸部分达成基本的共识，

就已是很好的成绩了。美国大多数国

民还是比较“本土”思维的，对美国

有参与的国际大事的关注度，肯定比

不上对本土的身边的事物如经济、健

保等的关注，除非是事关美国人命的

战争等。奥巴马在他第二任期内较在

意的，是他在历史上的留名。在国内，

他的健保改革毁誉参半；在国外，中

东局势与防恐举措也呈胶着状态，

所以TPP若能在他2016任期结束前

奠定基础，看来还可能是比较像样

的历史政绩。	

我个人对TPP的顺利签订还是

抱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除了奥巴

马政府在“干着急”外，其他各方以

至美国国会皆没有时间压迫感，再

加上这“自贸加”的谈判繁复度，我

觉得在2020年前能签订，就很不错	

了！

另外，一个最终没有中国这个世

界经济振兴火车头参与的TPP，其实

际意义是不大的。中国下一个参与

TPP的最佳时刻，应该是在现有各方

业已对尤其是传统贸易方面达至基

本共识之际，那时大家暂时喘了口

气，对中国的参与会较为欢迎，如果

中国对其他非传统贸易的TPP事项

会有一些较具创意而又不失公平的

话，它的加入会更受欢迎。	

亚洲是当下无可替代的经济引

擎，在可见的未来也是如此。然而，

亚洲的金融与经济结构皆有极大的

改善空间。而大力改革后的亚洲经

济，方有底气来应对各项当下与未来

的严峻挑战。而如TPP这样的泛区域

经济合作机制，其制订过程繁复，结

果也未必能如人意，但一个有各大经

济体参与的自贸协定，仍然是促进本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二基础。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 

高级访问学者

procurement due to its indigenous protective 

policy. Japan, too, holds on tightly to its 

sacrosanct agricultural subsidies.

But by far the largest stumbling block appears 

to be the American proposal that under the 

TPP framework, individual companies should 

be able to claim against sovereign nations 

for non-compliance with TPP provisions. In 

fact, this point is contended not only by other 

negotiating countries, but also by various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 for fear 

of loss of sovereignty.

Objectively speaking, I think if the TPP 

negotiating parties could reach some 

sort of preliminary consensus only on the 

trade portion, it should be celebrated as 

high achievement. Most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more with domestic matters such 

as healthcare and the economy rather than 

with international goings-on, unless when it 

comes to war with American casualty.

What Obama cares most about in his second 

term would likely be embossing his name 

in history. Domestically healthcare reform 

brought him mixed reviews. Internationally, 

the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lso 

counter-terror efforts appear to mire in 

doldrums. So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eventual adoption of TPP would be a more 

palatable legacy of Obama.

I am only cautiously optimistic about the fast 

track signing of TPP. This is because beside 

the eagernes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so doing,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the 

U.S. Congress included, patently do not see 

the urgency. Adding to that the complex 

negotiation process, I would be pleasantly 

surprised if TPP could be achieved by 2020.

Moreover, a TPP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locomotive is not a practically 

meaningful one. The next best timeframe for 

China to jump into TPP would be when the 

current parties have reached more or less 

consensus on the trade provisions, when China 

could be welcome with a sigh, especially if it 

can bring to the table some creative and fair 

solutions to the non-trade issues.

Asia is an irreplaceable engine for growth 

for the world, and will remain so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Nevertheless, huge room 

for reform remains for the Asia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ectors. And only an Asian economy 

that has undertaken much needed reforms 

could b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present and 

future stiff challenges. Regional economic 

initiatives such as TPP carry the baggage of 

burdensome negotiation, and results may 

not be satisfactory. But they remain the 

foundation for continue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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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9日是缅甸法定的“烈士日”。

缅甸纪念“烈士日”今年已是第68届。

政府除了在仰光烈士陵举行祭奠仪式，还破

例将翁山将军等遇刺的仰光部长办公楼，开

放让民众参观和悼念。这是半个世纪来的第

二次开放，显得今年情况确实特殊。

今年的纪念仪式有几个特点：一、缅甸

即将举行相隔25年的民主选举，预示着缅

甸政局将有巨变；二、烈士家属中最为突出

的政治人物翁山淑枝和她领导的政党，不

仅将投入选战，还极有可能从此跻身政坛

中枢；三、不论是在朝的军人集团还是在野

的民主联盟，都以虔诚追思民族英雄翁山将

军的姿态在抢镜头，翁山家不仅出动新闻中

心人物的女儿翁山淑枝，连儿子翁山乌也都

现身，出席了纪念仪式和献了花圈。

缅甸的烈士日，不仅是个举国哀伤的日

子，还变成政治动员的日子，原因是缅甸至

今还未摆脱漫长的军政期。

“翁山将军”缅甸代名词

缅甸的所谓“烈士”，一是指壮年牺牲

的“缅甸民族英雄”翁山将军；二也包括与

翁山同时被害的六名“临时政府”部长，相

当于缅甸独立初期临时政权的整个内阁精

英。这些人在翁山的领导下，先是竭尽所能

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接着是不惜投靠大

日本帝国侵略势力进行武装起义，再后来

发现被日本“大东亚共荣圈”阴谋牵连之

后又再揭竿而起，最后虽迎来日本的投降、

二战的结束、缅甸即将获得真正独立的高潮

期，即翁山等人在1947年4月选举胜利过后，

准备正式接管整个国家机器前，在1947年	

7月19日突然遭到不明势力的暗算，翁山和

六名部长同时遭到杀害，使翁山临时政府

几乎全军覆没。唯一的漏网之鱼，是后来被

英国人推举上台填补真空当总理的吴努。

缅甸独立的过程，就是从充满血腥开

始的。

翁山牺牲时年仅32岁，而悲剧发生的地

点就在政府办公大楼，时间也就在缅甸获得

最终独立前夕。

由于悲剧接连发生，更由于必须即刻填

补政治真空，缅甸的造神运动随即展开，它

的结果便是，“翁山将军”和“三十烈士”

遂成为缅甸家喻户晓的神话。至今，翁山将

军、翁山家属依然是全缅甸人最为尊敬和

崇拜的人物，而“翁山将军”也成了国际间

缅甸的代名词。

翁山不仅长期在缅甸享有崇高的地位，

还一直被尊称为“缅甸独立之父”、“缅甸杰

出的民族英雄”等等溢美之词，包括翁山身

穿戎装的肖像，就像国旗国歌般受人膜拜。

不仅刻骨铭心长期刻印在缅人内心深处，

而且至今仍被张贴在缅甸的大小城市和乡

村的大街小巷。

不过，细心观察翁山将军身穿的戎装，

人们会发现它既非缅甸传统军装，也非英国

殖民印度缅甸时的遗物，而是军国日本开始

对外扩张，包括军事占领缅甸时的制服。甚

至还有人说“翁山将军”的封号，也是军国日

本给他颁发的，那么“缅甸国父”的头衔又

是谁给的呢？

不得不承认，翁山将军既是个风云人

物，也是个多重性格又善变的政治人物，因

此成为悲剧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翁山淑枝的父亲
“民族英雄”翁山将军的悲剧一生╱	文		:  黄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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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昂山”，在星马译作“翁山”。）	

翁山成立“我缅人协会”（即“德钦

党”）后，又改名德钦翁山。当时的缅

甸知识青年，以信奉尼采超人哲学为

荣，并把争取缅甸独立视为己任，故

而人人都在自己名字前冠上“德钦”，	

表示自己为进步派。他还有个日本名

字，叫缅田门义（Omoda	Monji)。

翁山幼年在寺院中接受小乘佛教

式教育，靠奖学金进入缅甸唯一的仰

光大学，任仰光大学学生联合会执

委、宣传部长、《我们的道路》（Our	

Way）杂志主编。1930年成立德钦

党，领导缅甸的左翼运动，其中有著

名的“1300运动”（即发生于缅历

1300年的运动），但都被英国殖民当

局所镇压。还有《我们的道路》刊登

批评仰大英人校长事件，发展到走上

街头示威、罢课、开除学籍等事件，终

于促使翁山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1939年8月15日，德钦翁山、德

钦拉佩、德钦登佩、德钦巴罕、达塔

等人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协助下，秘密

成立缅甸共产党，翁山被任命为缅

共总书记。

1940年8月8日，翁山化名唐龙

祥乘搭轮船离开仰光，计划途径香

港、上海，前往延安会见共产国际

代表。翁山辗转来到日军占领下的

厦门，一直无法与中共接头，反而被

日本特务机关盯上，并被扣留，“邀

请”去日本，再被送回仰光。日本发

现翁山一行，不仅是奇货可居，还是

可利用为日本征服缅甸铺路。在共

同反英的协议下，翁山开始与军国日

本紧密合作。

遭到日本“南机关”操控

翁山秘密回到缅甸并带领29名

青年（缅甸称“三十志士”，日本称	

身高不过1.65米，体重不足60公

斤的翁山，作为军人并不魁梧，却依

然是缅甸人崇拜的民族英雄。他虽

然只有短暂的32年生命，但他这一生

确实又是多姿多彩，也还称得上是波

涛壮阔的一生。如果不是他有选错边

站错位的污点，甚至沦为日本特务组

织“南机关”马前走卒的致命过错，

他的历史地位就不仅是缅甸的民族

英雄而已了。

“德钦党”与“德钦翁山”

翁山1915年2月13日出生在缅甸

马圭县那卯镇一个佛教徒家庭，原名

貌腾林，后改名翁山。（翁山的名字，

在华人世界有多种译法，比如在中国

翁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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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30勇士”）来到日军占领下的

海南岛，三十志士在岛上同吃同住，

并接受严格的日式军事训练。1942

年1月，日本入侵缅甸，3月日军占领

仰光。日本发动缅甸攻势后，翁山和

他的战友随同日军回到缅甸，在日

本支持下，翁山组建了“缅甸独立义

勇军”（BIA），由日本提供武器和所

有军用物资，配合日军进军缅甸。到	

6月份，缅甸志愿军已发展到15，000

人。同年7月，在全缅英军被击溃后，

缅甸义勇军被改组为缅甸国防军，

翁山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称为“翁

山将军”。

1941年12月28日成立的“缅甸

独立义勇军”，除了翁山率领的“缅

甸30勇士”为骨干，其余主要是在曼

谷招到的泰国缅侨，一个月后跟随日

本陆军第15军向缅甸进军。当时，翁

山是缅甸独立军高级参谋，代号面

田少将，实际指挥则是铃木敬司大佐

为首的日本特务机关——南机关。换

言之，缅甸义勇军是以总司令南大将

（铃木）、高级参谋面田少将（翁山）

名义参与缅甸战争的。

1942年1月到5月的缅甸战役，是

英军在远东继马来亚战役、新加坡

沦陷之后的又一次惨败。缅甸义勇

军被赋予的任务，除了向导，就是劝

降等补助性任务，而南机关的日本干

部和翁山等缅甸领导人，很快就按照

各自意图展开行动，根据各自熟悉的

地形和优势发动进攻，形成了相互竞

争扩大地盘的态势。

从亲日、反日到联英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首次入

缅，翁山既然率领“缅甸国防军”协

助日军作战，便以游击队方式骚扰

远征军，包括为日军提供情报，使日

军对远征军情况了若指掌。中国国民

政府的远征军所以入缅，一为联合

英军抗拒日本的南侵，二为确保中

国西南门户的物资供应顺畅，却遭到

日军先发制人的干扰，包括特务组织	

“南机关”和翁山部队的反击，使这

支中国远征军几乎全军覆没。

中国与缅甸人民原本和平共处，

却由于日本的挑拨，翁山部队的助

纣为虐，特别是发生1500名中国伤员

不堪受辱集体自焚事件之后，民族的

感情纠葛就更难化解了。由于翁山领

导的缅甸独立军，一直与日军并肩作

战，一加速缅甸全境沦为大日本帝

国的殖民地；二使缅甸独立军内部开

始分裂和对立；三便是翁山集团内部

再度出现窝里反现象。新蜕化出来的	

“反法西斯组织”（后改称为“反法

西斯人民同盟”），又从亲日到反日，

真使人眼花缭乱。翁山改变立场与英

国重新合作后，英军终于在1945年	

5月成功收复仰光。

1947年4月，缅甸在动荡中举行

议会选举，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获

得选举大胜，眼看千变万化的翁山已

经大权在握。却在关键性时刻，发生

了“晴天霹雳”的大事。一是掌权派

内部继续在分崩离析，包括共产党人

与掌权派的分道扬镳、保守派的吴素

成立爱国党，基本动向是反对翁山的

统揽大权；二就是在仰光政府办公大

楼内响起一阵枪声，包括翁山的7名部

长级高官被杀，几乎将现政权的中心

人物一网打尽。1947年7月19日发生

的集体枪杀案，如此骇人听闻的政

治暴力事件，不仅使英缅双方措手不

及，也使世界为之目瞪口呆。当然，缅

甸的历史进程也从此发生了巨变。

幕后凶手到底是谁？

一般的说法是，前总理吴素最喜

欢自诩为爱国者，且时常痛斥他人不

坚持民族利益，只顾眼前利害往上

爬。另一方面，吴素抱有极强的政治

野心，眼看英国当局即将把政权移

交给翁山，而自己将被边缘化，故决

心杀害翁山及其身边核心人物，并指

望英国人会邀请他来收拾残局。但在

刺杀翁山过程中，翁山的亲密战友吴

努因故逃过一劫。吴努遂被英国人推

举出来主持政务，并被任命为临时政

府总理。

吴素经过审讯后被判绞刑，于

1948年5月执行。

但至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主

谋不在缅甸而在殖民宗主国的大英

帝国。

事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

已经说服翁山投靠日本，共同参与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翁山的

致命弱点是，勾结外敌不仅被指出

卖缅甸，还与国内少数民族，特别是

与彪悍的克伦族为敌，早就埋下杀

身之祸。

由于克伦族一向对英国效忠，而

英国统治上层又有人痛恨翁山投靠日

本的无耻行为，遂有不少人反对让翁

山接管缅甸政权。英国战时首相丘吉

尔、缅甸末代总督史密夫等，不仅反

对让翁山接管缅甸政权，还曾密谋要

将翁山等彻底清除。他们准备叫一名

叫吴梭的缅甸人取代翁山，故而进行

此项刺杀计划。

但真相如何，也许只有当事人自

己才知道。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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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心态与选举结果
2015年新加坡第十三届国会选举结果浅析

得票率高低差异出现的选民价值尺度

2015年9月11日的新加坡第十三届国会

选举结果，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生态系统正

在形成,并在其后逐渐蜕变。新加坡的政治

大环境，经历了2015年9.11的选举后，逐渐

从量变走向质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投票过程中，选民的政治自觉性和理性的

现实诉求、个人得失权衡的心理把握、感性

和感恩的交叉冲击等等，都体现在最终的

选民的判断中。

经历了上一届（2011年5月）的低得票率

（60.1%），这一届，人民行动党在很大程

度上以“创新求变”、“以变制变”的求是精

神，高度结合了积极改善的“为国为民”的

执政态度，强化日常和选民的沟通及接触，

唤回了选民对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强力委

托和支持，取得了69.86%的高得票率，为

该党1980年以来排在第二位的好成绩。事

实上，人民行动党在选举前，做好事前的准

备功夫和绝妙的布阵下，扭转了其所担忧的

下滑势头。与此相反，尽管选举期间，群众

大会出席者人潮汹涌澎湃，主要的有实绩的

反对党——工人党（在大选前的国会中拥有

7个议席），虽然信心满满，却无法如其期待

取得在预料之中的激战选区，包括了东海岸

集选区和凤山单选区取得更大的突破，连原

有的榜鹅东单选区也无从保留。更有甚者，

阿裕尼集选区也以不足2%的微差获胜，而

后港单选区虽确保，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在28名参选的候选人中，工人党取得了6个

议席，总得票率为39.75%。虽然如此，在政

治资源相对贫乏和客观环境受到一定制限

情况下，虽不尽人意，也算是不俗的成绩。

“强势”与“弱势”的政治体制

若以新加坡建国五十年来的历次国会选

举获胜次数的多少为衡量标准，人民行动党

连续赢得十三届全国大选，毫无疑问的，该

党可谓是民主议会选举中全世界最“强势”

的执政党，尤其是取得近70%选民的信赖委

托，无疑凸显出“党国党政一体化”的结合，

在推动新加坡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上，有其

执行上的优越性。

但是，新加坡也存在一个其他实施议会

民主国家所没有的独特选举制，造成了长期

以来“一党独大”的局面。

新加坡国会选举制度以多数决为依归，

不采取比例方式来分配议席，所以，得票

率和得席位出现偏离，这在直接和间接上，

都保证了执政党的地位难以动摇。同时，

选区划分为集选区和单选区制，国会议席

中，85%来自集选区，15%来自单选区。在

候选人资源的均匀取得上，有着极大的无

新加坡的政治大环境，经历了
2015年9.11的选举后，逐渐从量变走
向质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投
票过程中，选民的政治自觉性和理性
的现实诉求、个人得失权衡的心理把
握、感性和感恩的交叉冲击等等，都
体现在最终的选民的判断中。

╱	文		:   赖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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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越的“选择性”。再加上选举前，

定例的选举委员会的选区划分，也在

特定意义上，成了人民行动党手中的

一张“王牌”。在最关键的时刻“亮	

牌”，分配实切的候选人阵容，整体

完善布局，可“杀”得反对党无还手

的余地。所以，不难理解，这一届选

举结合上一届的反对党的集选区堡

垒的强攻突破，被朝野视为新加坡

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和朝向	

“两党制政体”的重要里程碑。一般

人对待本届大选是看好并带着某种

期待，盼望国会中有更多的“监督和

制衡的机制”力量出现。表面看来，

反对党的确是来势汹汹，所有选区，

人民行动党都面临挑战，包括徐顺全

领导的新加坡民主党的路线和形象的

改变，可该党却能处之泰然，让看起

来高潮起伏、存在着不可臆测的未

知数的2015年国会选举毫无悬念。

选民结构与选举结果

本届29个选区有资格投票的合格

选民总共有246万2926人，而在当天

国会选举中，行使投票权的选民总共

有230万7746人。废票有4万7367票

（占整体投票人数的2%）。换言之，

总投票率为93.7%。从选票中，选民

选出13个单选区和16个集选区共89

个代议士。

在上一届国会选举时，能行使投

票权的选民为238万8073人。

从2011年5月至2015年9月，这约

4年4个月期间，根据所查询的人口统

计表，有投票权的合格选民增加了10

万2411人。增加率为4,4%。在新加坡

长期以来人口的自然出生率停留在

约1.2(或较乐观而言2%）的现状下，

选民人数的双倍增加，的确是振奋

人心的数字。但是，该如何解读这个

人口增加的数据？与之同时，2011年

5月至2015年9月间，逝世人口近2.8

万人。新移民在投票行为上是否会

影响左右部分的选情？2006年的合

格选民人数为215万9721人，和2011

年5月相比，新增选民数为19万8352

人。权衡比较，不期然的出现单纯的

疑问，并希望能探究的是，新移民在

这两次选举中所占的比率有多少？

新移民的政治价值观和投票取向如

何予以定位，也应该是关心国事的

国民关心之焦点所在。毕竟这在相

对的程度上，新移民的参入选举，会

使原有的新加坡政治生态系统起一

定程度的变质作用，虽然影响并不太	

显著。				

如果我们观察下表：自1959年

至2015年的人民行动党在历届国会

• 1959年	 53.4%	 (43/51)	 (84.3%)

• 1963年	 46.6%	 (37/51)	 (72.6%)

• 1968年	 84.4%	 (58/58)	 (100%	)

• 1972年	 69.2%	 (65/65)	 (100%	)

• 1976年	 72.4%	 (69/69)	 (100%	)

• 1980年	 75.6%	 (75/75)	 (100%	)

• 1984年	 63.0%	 (77/79)	 (97.5%)	

• 1988年	 61.8%	 (80/81)	 (98.8%)

• 1991年	 61.0%	 (77/81)	 (95.1%)

• 1997年	 65.0%	 (81/83)	 (97.6%)

• 2001年	 75.3%	 (82/84)	 (97.6%)

• 2006年	 64.0%	 (82/84)	 (97.6%)

• 2011年	 60.1%	 (81/87)	 (93.1%)

• 2015年	 69.9%	 (83/89)	 (93.3%)

选举中的得票率、议席及席位比例，

可大概掌握一个不辩的事实，即在

具有特色的现行的新加坡选举制度

下，人民行动党的稳定得票率大约在	

60%，而反对党则为30%，其他的

10%，即所谓的“沉默的一群”的游

离票。

这一次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高出

近10%，是什么因素造成选民临阵改

变投票意向（在观念	上，强烈的感觉

是为数不少的选民仍然对现实有所保

留甚至不满）？或者是应有的结果？

选举最终成绩真的是始料莫及吗？

或是，反对党受到重挫？虚拟和现

实，出现那么大的差距，难以理解和

很想探究个明白。到底是选民意愿的

结果还是现实需求的使然？很多人对

选举结果的分析都有这样的期待。

历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议席及席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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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和 

“时机”的选择

每一届国会选举的原定期间应是

五年，换言之，大选本来应在2016年

5月举行，但提前了近九个月。

提前大选的主要原因，据了解是

出于下列特殊的境遇：

（1）	及早选出新一届内阁

（2）	有充足时间培养新领导班子

（3）	确定新加坡未来前进的方向

但更多是基于下述：

（1）	建国第一代总理李光耀去世	

	 	及国民的强烈感恩反应

（2）	建国50年金禧纪念

（3）	政府持继续有效运行

事实上，人民行动党充分掌握了

好时机，在选举前，长达一年的SG50

的呼唤，已吹响了号角，新加坡建国

50年的翻天覆地转变及其取得的自

信和相对于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甚

至西方工业先进国的经济发展成就

的半个世纪脱颖而出的治国诚信理

念和高度安定的成长，打动了新加

坡国民，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层、社

会阶层，渗透了国民意识的高扬和自

信心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

国民的认可并坚定了他们的价值行

为基准。在历届的国会选举中，除了

60、70的特殊年代外，这一届是最佳

的“时机”选择。

国民大多数的感情是朴素和率直

的，更多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群，

是强烈的怀旧和感恩交叉的心态，不

完全因为建国一代的配套和其他优

惠措施，而付出他们的真情。而对年

轻的一群，SG50和李光耀的建国艰

辛和毅力，让他们真正上了历史的新

一课，也提高了他们的自觉性。

人民行动党的高得票率，舍此无

其他可求。但，同样的情景，会否重

现，端视政府今后如何落实真实的

历史及坚定理念的实践。

其次，新加坡的国民虽非整体，

都有一定的优越感。面对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动荡不安、经济停滞不前、外

汇率的币值大幅度滑落、民生凋敝、

南海和东海的领海纠纷、领空权的回

收、欧洲共同体面临的非洲难民潮等

等，都珍惜自己现有的生活环境和社

会的高度安全安定。

反对党代表选民提出的民生改善

诉求固然重要，但，国防、外交、经济

统筹等都无从从反对党的党纲和群

众大会演说辞中，寻求到答案。焦虑

之外，一筹莫展。政治人才辈出原应

是每个政党应有的“亮眼所在”，优

化配置人才，作好全盘布局是政治智

慧的至高无上的前提。

人民行动党“秀”出这些选民之

期望看到的，反对党却有所偏差，理

不出清单。

群众大会虽然人潮汹涌，但，跳

不出常规老套，情绪也许高昂，风平

浪静后，一切所求无所得。网络时代

构成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一碰撞，可

能化为乌有。群众大会，不是时刻都

能举行，价值取向会随岁月流转有所

不同。形式和内容，台上和台下以及

大会周围，如何进行更切实的沟通和

产生共鸣共感，是一门政治艺术和演

出技巧。变革创新，才能高奏凯歌。

工人党为主要的反对党面对的

是：质变而非量变！

再者，新加坡政府的应变力凸显

在2011年5月大选后。顺应民意，积

极改善。屋价、交通、外来劳工、建

国一代福利等等，在争取民心上，无

形中夺得锦旗。这使此次选举的话语

权全操在人民行动党的手中。

 “雄霸政坛”和“偏安一角”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来直至

今天，人民行动党一直雄霸新加坡

政坛。

911 大选工人党群众大会场面之一。（Tinydot Photograph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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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议会民主制观念中，举国

上下，都普遍存在着共识，竞争性选

举是民主的真谛，竞争双方（两党制

国家，比方说美国）或多方（比方说

日本）的此起彼伏成为推动这个国家

和社会向前向善发展的原动力，是一

种国民行使当然权力的自然行为，两

党或多党轮流也就被认为是民主的

必然表现。既使是战后的日本政坛，

由多方政党所构成，日本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非常类似新加坡的政坛，

一党独大，长期执掌日本的政治。但

尽管如此，在短暂时期，日本是由反

对党党首（比方说社会党党首村山)

出任首相，或由前社会党、民主社会

党和自民党异议份子等所组成的民

主党执政。安倍首相领导的现任日本

国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绝大多数

议席在一党独大掌握下，欲强行推动

修改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在在向日

本国民凸显在国会中缺乏权衡，或许

会带来国家的动荡不安。

2015年9月14日晚，在澳大利亚

执政党自由党议员表决中，前通讯部

长特恩布尔击败原任总理阿博特，

出任党魁并担任总理。他在投票后

的谈话中指出，在当今变化多端的时

代，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远见卓识，

向民众解释国家遇到的挑战，并说

服民众支持政府采取措施，抓住机

遇。2013年9月的选举，自由党和较

小的国家党联盟在选举中战胜工党

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获得执政权。制

衡在某种政治意义上，也同样适用于

执政党内部，这包括了“逼宫夺权”，

表达对支持者和国民的高度负责任

和选举中许下的承诺。

新加坡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在

多党制下成功地保持了一党独大的优

势。人民行动党何以能在长期选举竞

争中一技独秀，工人党在内的各个反

对党，虽多方调整党纲、竞选策略、

扩大影响度和提高形象，却难以望

行动党的项背呢？尤其是工人党，从	

“补选策略”到“东部版图”的攻略，

设想有一定的共鸣，却不能形成“地

动山摇”之势。

这种政治上的现象，是“英雄造

时势”还是“人民力量”所造成？

在价值取舍上，新加坡选民的最

终选判是以何根据？如何去深耕和

挖掘选民的心理需求？

“虚拟世界”和“现实”的鸿沟，

如何缩短其差距？

“以变制变”和“以不变应 

万变”的攻略效应

李显龙总理在大选后不久，也就

是9月14日，敦促候任议员即刻走入

基层，向居民伸出触角，以取得居民

们的支持。他希望该党议员们透过

不同的方式以及与社会不同组织合

作，强化政党在民众中的存在价值，

同时，必须竭力履行作出的承诺，以

所获得的委托为基础，巩固行动党

的定位，现在就开始做好准备确保

2021年大选中胜出。

在2011年5月的大选结果揭晓

后，李显龙总理在低迷状况下，开始

深思熟虑一番之后，采取了较以往不

同的策略，开始了顺民意措施和积极

通过包括面簿（Face-Book）等社交

媒体网络的使用,并加强社会各个不

同渠道、不同阶层的沟通。

“以变制变”改变了不单是李显

龙总理和其周围领导班子的“精英

份子”刻板形象，也使人民行动党融

入到居民的生活内心世界。这一届竞

选话语权全掌握在人民行动党中，是

显而易见的。一开始，选情和选民的

政治意向都跟着行动党的指挥棒左

右摆动。

与之相反，反对党在整个选战

中，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话语权。

“以不变应万变”表明了包括工

人党在内的反对党，没有充分了解掌

握选举话语权的博弈高度具挑战性，

从而失去战略的主动权。

另一方面，群众大会的发言内容

虽不乏针对性，但，随着出席大会的

群众的多元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以及对国内外情势的关心，发言者

都有所偏差，没有完全解决出席者的	

“谜团”——包括了工人党的全方位

政治经济视野以及外交、军事和相关

国土安全等事项。

另一方面，在海报、街灯招贴等，

工人党并没有深入到所有的社区各

个角落，除了资源之不足，是否也意

味着“自高自大”，认为有“取胜”的

绝对把握？除新加坡民主党之外，人

民行动党都在选举战接近尾声时，在

中央金融区举行午间群众大会，取得

了参与出席群众大会的行政执行人员

对相关政党的党纲、党见的共感和共

鸣，唯独工人党“不屑一顾”，这是一

笔很大的错失。

无论如何，这次大选，并没有引

发新加坡社会的撕裂，国民都以平常

的心态迎接新的开始。

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下一步，

如何应对“从量变到质变”的政治思

维和价值观转变？

作者为本地知名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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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上的选票
新加坡2015年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

党囊括89个议席中的83个，得票

率比上届（2011年）的60.1%增长了将近10

个百分点，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国会中仅有

的反对党工人党在得票率收缩当中，以险

胜保住阿裕尼集选区，失去榜鹅东，坚守后

港。其他反对党和独立人士则全军覆没。

怎么回事？大背景是自从上届大选失利

之后，执政党在医疗、住房、交通、移民政策

等课题上作出调整，多少平抚了不满；而今

年适逢建国五十周年，开国元勋李光耀3月

间辞世，这都转化为铺天盖地的文宣。加

上近期的国际形势变动，让选民觉得强势

政府的必要。

普遍的选民心理，还害怕本届大选出现

freak（怪诞、畸形）的结果，即执政党失票

过多，无法蝉联执政。尽管这种可能性在目

前来说等于零，但由于这是新加坡第一次

全部的选区都有竞选，挺反对党的社交媒

体来势汹汹，连赌盘也看好“变天”，才造

成这种心理。

9月11日开票的晚上，由于阿裕尼投票

结果差距不到2%，执政党要求重算，包括

笔者在内的千万选民都守候在电视机前，

直到凌晨三时半，等待最终结果。千钧一发

的屏息，思潮起伏：工人党一不过关，89个

选区就只剩后港一个反对党议席。啊，“橡

皮图章国会”，真的是选民的最爱？	

避免“一党专政”弊端

近年，本地智囊说客十分热衷对中国

宣扬议会选举的好处，请“一党专政”的

他们放心，本地有选举，也能保持“一党独

大”的政权。

新加坡智囊何来献策的勇气？	固然，

那是中国领袖邓小平谦逊地表示要向新加

坡学习；但，更关键的是：“一党专政”所产

生的弊端显而易见，不辩自明。

就如中国近期的反贪腐，那些被提控定

罪的大贪大腐，都来自执政党的最高层。他

们是怎样被“选拔”的，怎么晋身党中央？而

这些党国要人，还掌控了庞大的政经网络，

与相当的军、警大权。这股足以更换中央政

权的力量，比起我们这里手无寸铁的“反对

党”，可怕多了！

不过，中国领导人鉴于“一党专政”目

前不可废，大刀阔斧，改革了制度：邓小平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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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总书记与总理职位只能联任

两届，并且要完全“裸退”，不得干预

接任者。换句话说，“老人政治”已逐

渐淡出。这点比起新加坡，他们反而	

“先进”得多。

新加坡人也许忘记了，直至2011

年5月14日，问政已六十馀年的李光

耀先生宣布退出内阁（相当于中国

的“中央政治局”），才让接班人李

显龙总理放开双手，以自己的方式部

署下一届——即眼下的这场大选。

当然，本地的说客们手上仍然握

着议会选举这张王牌，向文明古国晓

以大义。毕竟，连本届在内，人民行动

党是赢得十二次国会选举而掌政的。

一党独大其来有自

议会选举制度，选民手中的一票

有力量，一点不假。然而，新加坡一

党独大的局面，与其说是人民的选

择，是选票的结果，倒不如说，这是

历史所使然。

西敏寺议会选举制度，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英国准备结束殖民统治之

际留下来的。英国人爱面子，自己不

做了也要留下“优越”政制。饱受马共

武装夺权困扰的英国人指出，民选政

府能够避免以暴力血腥更换政权。

当然，人走茶凉，独立后的国家

起用什么制度，英国人是管不了的。

比如非洲某国出现独裁国王、土军阀

内战，或像南非那样实行种族隔离政

策，英国都无法干预，最多只能够在	

“共和联邦”这个松散架构之下施以

舆论的压力，谴责倒行逆施的暴政。

幸或不幸，新加坡争取独立之

路，主要通过议会斗争。设想新加坡

没有议会选举，就不会出现1954年

11月21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成立的

人民行动党。

行动党成立时是个反对党。那是

1959年的大选，该党在全部51个议

席中赢得43席，出而组织自治政府，

一跃成为执政党。1965年之后的全

国大选，行动党几乎每届都囊括所

有议席。

须要指出，在2011大选执政党失

去一个集选区之前，新加坡国会近半

世纪来都是在几无对手的情况中运

作。这实在让人无法掂量“制衡”的

力量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唯有1963

年，李绍祖等十三名立法议员脱离

人民行动党，并组织了旗鼓相当的社

会主义阵线（社阵），才是曾经令执

政党震惊不已的一回事。

对于这股反对的势力，行动党除

了使硬招，也推出怀柔手段。今天的

我们如果不了解时代背景，的确很难

想象六十年代为什么出台了平等对待

四种语文教育、承认南洋大学学位、

延揽华校底的本地人成为公务员甚

至决策者等政策。

然而，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局面，

却因社阵接下来走的路线而得以	

“落实”：1963年“冷藏行动”中，社

阵秘书长林清祥被捕入狱；主席李绍

祖医生则以“民主已死”为由，号召社

阵党员“杯葛”国会。1966年，社阵

议员接二连三放弃国会议席，进行	

“街头斗争”。

1968年，行动党在寥寥几个独立

人士竞争之下大获全胜。接着的十三

年内，国会没有一个反对党议员。固

然在1980年的大选中，李医生曾为

1966年社阵拱手让出国会的行为向

选民道歉，但接下来他本人屡战屡

败。1989年年初，当李医生成为新加

坡历史上第一位非选区议员时，本地

反对党运动已奄奄一息。

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

便听朋友中的社阵支持者说：“选了

你你又不做，再回头已经很难了。”

这说明，选民手中一票的授权（man-

date），何等神圣！

反对党的孤寂

反对党的突破，来自1981年的安

顺补选。工人党候选人惹耶勒南击

败了行动党候选人和独立人士，成

为新加坡建国以来第一个反对党议

员。然而众所周知，惹耶接下来受连

串伪账、诽谤案的官司纠缠，2001年

被高等法庭宣布破产，丧失议员资格

退出工人党。

2008年4月，惹耶在摆脱破产后

约一年，申请成立革新党，准备参与

下届选举。但同年9月，他为客户在法

庭打官司时，突感身体不适，送院后

因心脏病身亡。这位“政治老人”离开

人世，曾经给他带来荣耀的安顺区，

也在一次“选区划分”时消失无踪。

此外，因诽谤等罪被控的候选人

有工人党的萧添寿、邓亮洪，民主党

的徐顺全。前两人分别流亡美国和澳

大利亚，留守十五年的徐博士则在摆

脱穷籍后参与本届大选。总括一句，

反对党先行者的这些遭遇，以及援

引内部安全法令的逮捕（如1987年以	

“马克思主义阴谋”逮捕廿二人），	

让新加坡的异议阵营蒙上浓密不化

的阴影，民间一听“反对党”三字便

脸色苍白。

悠悠岁月中，在组屋底层（void	

deck）办公，坚守一个单选区的反对

党，有波东巴西的詹时中（27年）和后

港的刘程强（20年）。这两个选区有

如中国农村拒绝逼迁的“钉子户”。	

每届大选，执政党都祭出“组屋翻

新”的一道杀手锏，声明选区落入反

对党手中翻新将搁后，湿巴刹之类的

生活设施也难以到位。全国大多数选

民，都选择迎接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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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有一回前总理吴作栋给波

东巴西承诺一个游泳池，选民不为

所动，照旧投票给詹时中。有的居民

反映，没有大理石拱门的波东巴西像

个世外桃源的小镇，居民守望相助。

不过，建国以来，新加坡的选区

越生越多，在八十多个议席中，两个

反对党席位的声音实在微不足道。直

至2011年大选，人民党的詹时中和工

人党的刘程强都不甘死守扬州，孤独

一生，决定背水一战，在本身的单选

区之外另辟一个集选区战场。结果

只有刘程强如愿以偿。

三座大山，三把双刃剑

上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曾

因“接连失去两个选区”而表示惊

恐，1988年出台了集选区制度。每个

集选区包括四到六个议席，集选区

内选民手上的一票只能投给某个政

党，不是个别候选人。中选的政党一

举而得数个议席，落选者一个议席

也没有。

对于集选区制度，执政党说从政

者难求，必须通过集选，以老手（通

常是部长）带领新手的方式，让领导

班子换血。反对党加以非议，指财雄

势厚的执政党在为难他们。

同一时期推出的是“非选区议员”

（以及“官委议员”）制度，此类议员

有资格发言但无资格投票。大选后，

如果反对党议席不足三个，票数最高

者可以出任非选区议员补数。非选区

议员数目后来增加到九个。如目前反

对党得六席，便有三个非选区议员席

位可填补。

执政党说，非选区议员与官委议

员确保国会里有足够的议论。反对党

认为这是执政党另一花招，旨在让选

民产生错觉，以为不必投票给反对党

国会中也会有“制衡”的力量。

执政党另一举措，是垄断建屋

局、市镇会、人民协会、基层组织，

不让反对党“染指”。即使反对党中

选了，这些组织都转过脸去，颗颗红

心向着留在选区内活动的落选执政

党候选人。

在反对党看来，集选区制度、非

选区议员制度，以及选区内草根设

施的垄断，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

大山”，有朝一日掌权的话务必去除。

依鄙人所见，这里其实是个恶性循环

的怪圈：“三座大山”不除，反对党永

无翻身之日；那既然无法进入国会，

又怎能把“恶法”推翻？

于今之计，我认为反对党既然没

有愚公移山的能耐，倒不如把三座大

山看成三把双刃剑。水能载舟，也能

覆舟。工人党不是已攻下一个集选

区，也成功保住了吗？

至于非选区议员，反对党也可以

灵活处理。刘程强先生断然拒绝担

任，是要向选民传递清楚的信息。党

主席林瑞莲女士就不同了，要不是

她当年接受非选区议员位子，在国会

滔滔雄辩，语惊四座，选民怎会认识

她？她又怎能在2011大选中穆桂英

大破天门阵，协力为工人党赢得一

个集选区？

面对基层垄断，答案更简单：集

中资源管好自己的市镇会，组织自己

的基层。甚至把所属选区建设成一个	

“示范单位”，选民觉得好，才会认购

这个发展商的其他公寓。

反省与亢奋的对比

在此总结本届大选时，忽然记起

2011年李光耀的一句话。那时，阿

裕尼集选区反对党声势浩大，选情告

急，他说：“失去一个集选区，也不是

什么世界末日。”当下众声哗然，以为

李先生一时说溜了嘴。选后为了安抚

人心，他表示歉意。

其实李先生并没有必要道歉。照

我看，这句话是他由衷之言。李光耀

是身经百战、放眼全球的一位政治

家。87个议席输掉五、六个，对人民

行动党政权是丝毫无损的。不只无

害，而且十分有利。

李先生一辈子驰骋政坛，若论行

动党政权的建立与稳固，他要不是做

得太多，相信也已足够了。但有一件事

令他耿耿于怀，那就是这个党会不会

因稳坐江山太久，产生了自满、自大、

目空一切的心态，背离群众，甚至走

向荒怠和腐败？

我相信在李先生的意识中，2011

年大选时新加坡的政治气氛，正给他

传递了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信息。

他是把话说在前头，预知执政党将会

得到一个教训，并希望白衣人会因此

而反省。相信也由于这个反省，缔造

了执政党本届选举亮眼的成绩。行动

党谢票演词中，“谦卑”不绝。

相对于执政党的省思，在野阵营

这回陷入一场大亢奋当中。误以为风

向转变，要改朝换代了，只要参选，

每个党都可以捞他一两个议席。集

选区？没问题，像搓麻将那样凑够四

个脚就可以开枱了。结果全部议席都

填到满满，反对党向来赖以吃胡的	

“补选效应”也不见了。

政治是民心的争取，是从政者终

身的奋斗。

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言：政治并非

只是一人一票。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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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国内外都对

大选结果感到震惊与意外，无法相

信执政党能获如此大胜。这意外，其实主

要是因一些选民与评论者对民主的意义及

价值已有所认识，而产生了对民主进程充

满希望之主观意识所致；再目见工人党竞

选集会人山人海的盛势，远远超过2011年

大选，故认定反对党中的佼佼者--工人党，

应会有大收获。

事实上，若以变形虫似的集选区及其划

分方式，且只有短短几天的竞选时间，加上

执政党竞选开始前就已展开送“甜头”等竞

选技巧，及铺天盖地的利用主流媒体大力进

行有益于执政党的文宣活动：如强调已故建

国总理李光耀精神与功绩、大力强调国人须

有危机意识等等，大选结果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近年来执政党应用所有政府资源来加

强政府与人民的沟通，并推行亲民与利民的

政策，将一切有利于执政党的讯息传给人

民。在这样的局势下，	去理解现时新加坡

选民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或许对选举结果

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华人社会的“维稳”思维

当我们在探讨新加坡人的政治文化价值

观时，必须先了解传统华族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选领袖时的最大不同点，即是华人盼望选

到圣贤来领导，虽然五千多年至今尚无法寻

得一位圣贤似的领袖，却依然迷信会有圣

贤的出现。同时，华族传统对政治选择都以	

“维稳”为主旨，因为传统华族之个性基因

具备“识时务者为俊杰”及如青蛙被置于逐

渐加温的水中之无知与忍耐力，只有到忍无

可再忍时，并在面对存亡之危急时刻，才会

挺身而出，以革命方式寻找改变。	

回顾华族历史，中国都不断以改朝换

代的革命方式来解决政治纠纷。因此，只

要政治局势尚可以维持眼前“生存层次”的

稳定压倒一切       
2015年大选有感

大选日人民行动党支持者群聚计票站的场面之一。

╱	文		:  陆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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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那就宁可委曲求全，以“维稳”

大局为重。绝大部分新移民理所当然

会有这样的心态，而“维稳”派多以“

回顾过去，爱惜今日生活情况”来做

投票选择。

中青选民的民主迷思

反观西方选民，却只盼望选得符

合他们自身与国家利益的能者，对其

人品则不相信有完美圣贤之人格，

因为西方文化把人性的贪婪视为天

生的原罪，故在十八、十九世纪后，

西方政治制度大都采取制衡领袖权

力的制度，如立法、司法及行政三院

分权的民主制度。新加坡自从华校

被取缔，再加上政府全方位提倡，英

语迅速成为社会主要语言。经过这

三十多年的英语主导教育，年龄在四

十左右或以下的国人，在文化价值观

的思维上渐渐与传统华人有了很大的

不同。新加坡人逐渐认同前述西方的

政治价值观，并大力淡化华族传统政

治思维，以身为新加坡人自居，同时

也深以为傲。

这类中青选民有趋向民主型政

治文化价值观，因此，这类趋民主派

选民，除了须从自身的生活背景利益

思考外，也趋向选择西方对权力制

衡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其投票选择以	

“今日之生活环境，展望未来的愿

景”为主要判断。这类选民心中理想

的代议士，不管是选执政党或反对

党，多以候选人素质为考量。基本

上，这类选民是认同行动党以往的贡

献，然而也对政府的许多措施及公共

服务不满，并感到某些措施，例如成

立集选区及其划分，似乎有欠公平与

公正；同时他们也担心一党独大太久

之后，执政者会变得自满、高傲而远

离民意，在后李显龙时代陷入危机，

把国家推入困境。人民若不未雨绸

缪，选些好素质的反对党来制衡，将

来可能会面对一些严重后果。因此，

这类民主派选民都希望能打造良好

的执政党与优秀反对党携手为人民

服务的局面，让他们互相竞争、制衡

并砥砺对方，让新加坡不单只是第一

世界国家的经济指标，同时也具有第

一世界的国会水平。

稳定压倒一切的结局

2015年9月11日的大选结果，呈

现了大多数新加坡人民，主要以维

持现时生活的安稳为考量，而这次大

选，工人党竞选群众大会气势如虹，

这气势令“维稳派”选民担心它可能

会演变成像六十年代，行动党与左

派政党的政治斗争，让社会陷入纷乱

不安的局面。同时，大多数选民认为，

除了工人党与民主党外，其他反对党

及其部分候选人之素质良莠不齐，根

本投不下手，而转投行动党或弃权。

因此，在“维稳与民主进展”及	

“维稳与公平、公正”之抉择中，维

稳派选民毅然选择“维稳”而支持

执政党，情愿放弃对“正义”与“民

主进展”的坚持，让正义变得模糊及

被淡化，让民主进展倒退十年也在

所不惜。其实，就算选多几名理性、

负责任、及有建设性反对党人士进

入国会，社会安稳也绝不会被破坏，

因目前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同样是

效忠国家的新加坡人，大家都为建设

一个更美好的新加坡家园努力，并没

有意识型态之差别，只是政策技术

层面的执行方式有所不同。

如今的选举结局是行动党大胜，

工人党微挫，其余反对党则全军覆

没，而“维稳”选民大赢，这让人民

能继续于安稳的社会前进。然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比较最近两回

（2011年与2015年）的大选，人们不

难发觉，选民给予任何政党的支持不

会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任何国家，缺

乏良性制衡的政府都可能有随时变得

腐化的隐忧，这不应该被视为杞人忧

天。人们应该审时度势，在必要的时

刻适当地强化国家应有的制衡机制。

作者为怡和轩名誉主席、本刊编辑顾问

不管任何国家，缺乏良性制衡的政府都
可能有随时变得腐化的隐忧，这不该被视
为杞人忧天。人们应该审时度势， 在必要
的时刻适当地强化国家应有的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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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年新加坡全国大选全面开打，

每一个选区都有竞争，提供给新加

坡选民自从独立以来每一位都可以投票的

机会。从竞选开始到成绩揭晓，短短两周，

看到的、感染到的，都是政党之间的竞争。

非官方组织（NGO）――公民社会的核心

要素、基础和主体――明显缺席。在新加坡

这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就民主制度

之发展以及公共领域之扩充来说，毋宁是

令人担忧的。

政党从事选举竞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赢得选举，以取得执政的权力。选举是人民

选择政府的程序，自是政党竞争之事。然而

公民社会，无论做为一个概念、议题、或舆

论力量，也应该有一定的位置与角色。一个

健全民主社会的发展，公民组织的参与是

不可或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Robert	

Putnam就认为，公民社会是一种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有助于建立社群的信任

和价值观，促进社会中的相互了解和关联，

提升共同利益。其政治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他认为，即使是非政治性团体的公民社会，

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亦至关重要。大体而言，

政治学界将公民社会界定为国家与个人之间

的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作用领域，强调

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积极性。公民社会使人

得以存在和发展，是一个自由社会的体现，

因此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新加坡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的思

维里，尤其是大选期间，占据了一个微乎其

微的地位。公民社会组织表现亦极为消极

与被动，不只没有成为民众行使话语权和政

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没有扮演民众和

国家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基本上在民众政

治资讯最多、意识极高的时期，完全摈弃了

他们应扮演的神圣任务。

先看各党的竞选宣言与纲领。这些文件

目的当然是争取国人的支持，许多空泛的口

号不说，较具体的政策提议都集中于民生、

经济、就业、国家治安问题，且强调国家机

关的分量和角色，换言之，“政府可以做什

么”。如何建立个体、独立、自由，具有积

极意义的私人运作空间却只字未提。更抽

象的概念，如经济自由化、政府管制放松、

私有化政策等更加付诸阙如。在竞选期间，

无论是媒体的宣传或群众大会的交锋，两

个阵营除了叫骂、互责之外，谈论政策是

也是集中在“政府能够做什么”。这是新加

坡政治一个特色，即政客与人民的思维，

往往是被“政府”这一个概念框住，跳不

出去，也不愿意跳出这个他们认同和极为

熟悉和舒服的“铁笼”。政客不用说一定

要建立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人民也习惯只

要求政府做更多、更好，而不是思考政府

不能做什么，个人与家庭能够做什么、公民

社会能够做什么。

这种依赖政府权威的思考模式，是新

加坡公民社会的最大敌人。我们实在不愿

意说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关

系，但是新加坡实际环境确实如此。理想

上，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相互制约，并相

互依存。公民社会一方面保护了个人利益不

受国家政权的侵犯，另一方面也确定了国家

的活动范围。越民主的社会，公民社会就越

强。例如拥有一定民主传统的菲律宾，政治

领域的公民社会就相对活跃。在新加坡，政

府的强大长期以来造就了一个微弱的公民

社会。事实上，政府也不愿意与公民社会

民意与空间
大选后的新加坡公民社会╱	文		:  何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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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权力。制度性障碍使得民间组织

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注册、定位、

资金、人才等）。公民社会所提倡的

自力更生、自助自给的社会公义活动

等，都会被强大的政府所掩盖，缺乏

主导性和积极意义。吊诡的是，新加

坡人民自己心目中没有“人民”只有	

“政府”，这才是关键所在。

独立后的新加坡一直严格控制

民间组织，虽然80年代开始有一点

改变，但是其主轴却是一致的。公民

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从事环境保护、

妇女保护、言论自由和维护消费者

权益等活动，但是处境极为尴尬，常

在边缘游走。应该说，其数量和活

动的增加与周围的大环境和新加坡

社会的多元化有关。80年代开始，东

南亚主要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呈

现快速增长趋势。以菲律宾来说，从

1984年的23,800个，增加到1996年

的70,200个，现在数目已过百万。邻

国马来西亚也有同样的趋势，90年

代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为183

个，其中80年代以前成立72个，80年

代成立41个，90年代成立70个。数字

也一直增加。

新加坡非政府组织（如Commu-

nity	Action	Network，妇女行动及研

究协会AWARE	，MARUAH等）涉及

到人权、妇女、扶贫、消费者运动、环

境等议题，它们数量的增加相应着社

会的多元化，注册的团体也是非政治

性为多。在此次选举中，很明显这些

非政府组织本身也没有发挥教育、

启蒙的作用，没有扮演舆论领导的

角色，开导人民、表示立场。大选之

前发生了余澎杉事件，还有一些团体

在芳林公园表示抗议，在书面上也有

表示异议。看来他们在个别事件上

还会为公义发言，然而来到议题泛

杂的政党选举，大家都沉默无语了。

是新加坡条令不允许公民社会论政

吗，还是他们选择沉默？新加坡选

民当然看到邻国马来西亚近月来净

选盟（Bersih）社会动员之庞大，其

目的之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人民狭隘的眼光看到的是一个动荡

的社会，也不会思考非政府组织其

实已经成为东南亚推进民主化进程

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一些东南亚国

家公民的平等和民主意识有所增强，

社会的弹性和活力有所增加，民主政

治环境获得明显改善，这些都与公民

社会的崛起脱不了关系。

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政府思

维、人民思维、公民社会思维――来

看，新加坡公民社会的前景并不乐

观。新加坡中产阶层是很特殊的一

群。长期以来在强大的政府庇护下

成长，已经养成一种极为依赖的性

格，个人缺乏独立人格不说，群体也

缺乏一种群体独立的思考。反对党

也避免不了这种缺陷。这个中产阶层

在养尊处优的同时常有怨言，但是指

责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即政

府）。这一群人是短视的，他们看不

到全球化国家50年后的政治前景其

实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不是他们

一直依赖的国家机关。他们选择非民

主进程，就更不用说公民社会的茁壮

了。如果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大选后所

言“选民不让工人党扩大势力”是准

确的话，那么我们亦可以进一步说	

“选民更不想让公民社会扩大势	

力”。背后的诸多深层原因，政府长

期对反对势力的存在视为社会“分

裂”的因素，和对非政府组织根深蒂

固的不信任和防范心态，都是因素。

此次大选成绩（行动党69.9％；	

反对党30.1％）可以从不同角度诠

读，就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角度论

之，显示新加坡中产阶级显然沉浸在

经济发展主义和消费习惯之中，依赖

政府推动经济成长，要求政治稳定带

来的一切福利和好处。他们选择逃避

民主改革的要求，选择了公共空间的

缩小，也选择了公民社会的不会受到

重视的命运。我们看到一种非官方

的文化批判领域的衰退。唯一的曙

光，是网络媒体。它还有可能成为公

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公民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支配性

政党下治理、缺乏民意基础的公民社

会，不可能有太多作为。这就是大选

后新加坡公民社会进程的真实写照。

作者为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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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被李显龙总理称为“分水岭”的

2011年大选之后，政府于2012年

9月展开了约一年的“我们的新加坡对话”

全国性民意收集活动，全面检讨各项重大

政策的民意基础。在对话会进行得如火如

荼之际，政府却在2013年1月公布了《人口

白皮书》，其中关于在2030年为690万人口

做规划的说法，犹如一颗震撼弹，引爆了民

意的激烈反应。约2000名公众在2013年	

2月16日冒着大雨，在芳林公园集会抗议，

表达对白皮书的不满。虽然政府事后一再

强调，690万并非实际政策目标，但民间的

不安情绪似乎并没有完全消散，690万也不

幸形成了某种刺激国人政治情绪和想象力

的符号数字。

人口问题在9月大选对执政党无大害

国会在芳林公园集会前一共花了五

天时间审议白皮书，近70名议员参与了激

烈的辩论。最后，在执政党议员动议修改

白皮书，删去“人口政策”字眼，清楚写明

2020年后的人口预测，是为了供土地资源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作参考，并非人口

增长目标，同时表明政府将在2020年对人

口政策展开中期检讨，才在2月8日以77票

赞成，13票反对及一票弃权的结果，在国会

通过；八位包括执政党在内的议员，在这场

记名投票中缺席。

商界在接下来的几年，无不切身感受

到移民政策收紧的苦果，依赖人力的餐饮

难解的人口问题╱	文		: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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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零售业首当其冲，一些业者因为招

聘不到足够的员工，被迫缩小营业

规模甚至停业。然而，民间对移民政

策的不满却没有完全消除。2011年

12月15日地铁南北线大瘫痪，2015

年7月7日南北和东西两大干线同时

瘫痪，都被反对增加人口的一派，视

为外来人口导致基础建设不胜负荷

的佐证。尽管新医院加紧开工建设，

投入服务，公共医疗资源供需是否

失衡，仍然陷入被正反两派做“水杯

半空/半满”的争辩。

意外的是，人口问题并没有在今

年9月的全国大选中，对执政党造成

太大的伤害。同选前网络与坊间不

时传出的不满移民的怨言对比，移民

问题并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尽管主

要反对党工人党在群众大会上，不时

会让个别候选人就此发表演说；另一

个比较有组织的新加坡民主党，也提

出了相对完整的人口替代政策，移民

问题却似乎并非决定选民投票倾向

的关键因素。反而，那些操作排外情

绪的小党，得票率都不超过三成。结

果，执政党全国总得票率非但没有

继续上一届下滑的趋势，反而逆势回

升，猛增了近10个百分点，人民行动

党更从工人党手中，夺回在2013年补

选中丢失的榜鹅东单选区。

尽管对大选结果的舆论分析仁智

互见，选举结果不妨可以被视为是国

人意识到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虽然大

量外来人口所带来的诸如空间拥挤、

职场竞争、文化矛盾、生活费上涨等

问题，并无法一夕改善，但执政党在

吸取上届大选的教训后，收紧人口

政策，在各类社会津贴上差别对待

非国民，并加大公共住房、交通和医

疗的供应，让一般人能切身感受到

情况有所缓解，相信在一定程度上

舒缓了民怨，也多少起到了让问题去

政治化的效果。

工人党在2013年人口政策辩论

时的表现，也是让国人意识到问题

复杂性的另一个因素。在强烈反对

《人口白皮书》的同时，工人党公布

了自家版本、题为《朝气蓬勃的人

口，可持续的新加坡》的38页政策报

告，主张放缓输入外来人口的速度，

把2030年的人口总数最高值设定为

580万人。在肯定报告建议提高工人

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率之

余，专家学者多认为报告与《人口白

皮书》并无二致，没有提出让人耳目

一新的看法。不少人从中所得到的印

象是，批评政策固然容易，提出替代

办法却不那么简单。

人口政策的两个死穴

本地外来人口在本世纪前10年

的急速增长，被批评者形容为“不惜

代价促增长”（growth	at	all	cost），

国人往往未见其利，先受其害。除了

让公共设施供不应求，全球化所带来

的贫富差距扩大，也是造成国人不满

大量移民涌入的理由。对大部分人而

言，外来劳动力所驱动的经济发展，

好处似乎并没有扩散到社会上更多

的人。政府一再强调外来人才为本

地人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外来人口在

经济下行时可以作为裁员缓冲，都没

能说服国人接受。

居民收入滞后于生活费的上涨，

归根究底与外来人口政策的疏漏藕

断丝连。这主要源于生产力的低落。

排除主要集中于金融业和资讯科技

业的所谓“外来人才”，外来劳动力

大多从事低附加值工作。这些廉价

劳动力让企业根本没有意愿提高生

产力，导致多年的年均生产力增长只

取得1.2%左右，远落后于工资增长

意外的是，人口问题并没有在今年9月
的全国大选中，对执政党造成太大的伤
害。同选前网络与坊间不时传出的不满移
民的怨言对比，移民问题并没有成为选举
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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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要维持经济增长，唯有依靠源

源不断的新增外来劳动力。这样的方

式，显然没有持续性。

早在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克鲁格曼在

《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

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质疑所谓

的四小龙经济成就，主要是依靠增加

要素投入来达成，技术创新和进步的

作用可以略而不计。这种简单粗糙的

增长方式，与苏联当年的发展模式类

似。虽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

济学家林毅夫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

里指出，克鲁格曼对于亚洲经济奇

迹的盲点，在于他没有意识到政府的

功能与能力，但是本地经济生产力滞

后，同企业严重依赖外劳的关系，却

是难以轻易否定的事实。

如果驱动经济增长的首要考虑，

是人口政策的一个死穴，另一个更

大的问题，恐怕便是本地人口老龄化

的长远挑战。从2000年至2014年，

本地人口的总体生育率从1.6下跌至

1.25，远远达不到2.1的替代生育率。

这意味着人口结构将趋于老化，甚至

可能出现萎缩。日本的遭遇殷鉴不

远。最新的数据表明，日本80岁以上

老人已超过1000万人，65岁以上人

口达3384万人。畅销书《下流老人》

分析认为，日本出现底层老人问题，

主要是社会出现了五大趋势，包括老

人无法偿还日渐增高的医疗费，没有

足够的护理设施收容独居老人，以及

年轻一代无法自立，也将助长老来贫

困问题更严峻等。

短中期而言，日本的应对措施是

大力发展机器人，以取代不足的劳动

力。此外，很多银发族延长退休，或

者转换跑道，另创事业，一来保持身

心健康，二来继续对经济做出贡献。

但是长期而言，日本终究得面对是否

开放国门，引入新移民的痛苦决定。

非如此，国家总人口必将萎缩，经济

活力乃至整体国际影响力也会随之下

降。新加坡远没有日本所具备的各种

条件，因此吸纳新移民只能是唯一的

结论。当然，选择哪些新移民，吸纳

他们的速度和幅度如何，都是必须

从长计议的课题。

毋庸讳言，吸纳新移民必然会产

生所谓的“融入”的问题，尤其是当

新移民数量增加得太快太猛，让社

会产生“消化不良”的矛盾；更需思

考的，或许还是长远而言会否出现	

“鸠占鹊巢”的现象。2015年大选结

果公布后，坊间就浮现所谓的“新公

民因素”的影响。虽然经不起推敲，

却反映了社会的某种焦虑。《联合早

报》2015年7月2日的社论《提高生

育率的千里之行》也对此有所暗示：	

“在比较哲理的层次看，经过50年的

不懈奋斗，国人已经累积了可观的家

庭财富和集体资产。新加坡拥有国际

一流的港口和机场，并且还在继续大

规模投入——大士港及第五航厦都

是耗资庞大的投资项目。地铁系统

的不断改善扩建，以及包括地下蓄

水库等宏图大计，都是为下一代谋

划的基业。问题是，如果生育率继续

低迷，50年后，会由谁来继承今天我

们集体努力的果实？”

这些困难的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

案，唯一的出路，无非是年轻一代国

人转变想法，结婚生育，提高生育率。

关于青年人为何越来越多不婚不育

的分析很多，其中不无真知灼见，包

括生活费高昂、职场竞争激烈、个人

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等等。这些现象并

不局限在新加坡，多数发达经济体都

出现类似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国家成

功扭转了低生育率的趋势，例如北欧

诸国就通过优待家庭的福利政策，

成功鼓励母亲多生育。答案当然不只

有一种，新加坡要如何克服问题，只

能就具体情况设想具体方案。　　

作者是本地新闻从业员

2015年大选结果公布后，坊间就浮现
所谓的“新公民因素”的影响。虽然经不
起推敲，却反映了社会的某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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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刚过不久，政治温度还在，选举

期间的诸多议论和争论，无论来

自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人士，主流还是非主

流媒体，对于本国政治话语的累积都是一

种推动。

新加坡平时的政治论述大多来自政府或

执政党，极少来自在野党甚至学术界的完整

意见，久而久之，本地政治话语和论述几乎

以执政党为正统及主流，并且具有高度的垄

断性，多数时候掩盖甚至压抑了其他不同的

论述声音。唯独在四五年一度的大选期间，

不同的论述才能比较全面地出现及系统地

传播，成为文献记录镁光灯下的一部分。

本地政治论述的贫乏

当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这一

现象近年来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野阵营

或学术界不同于执政党的论述，无论是广

度和深度，都能比较清楚而系统地留下记

录，在民主制度下，这是相对可喜的发展。

本地政治论述的成熟与否，有待专家

去持续辩论，而这当然需要更开放的舆论

空间。在此之外，政治作为一种生活现实，

如果从基本面去探究，吾辈寻常百姓可以

怎么去对政治参与者提出要求？对参与者

来说，又有些什么条件是自己参与政治时

应当深入考虑的？

近几届的大选，在野阵营都出现越来越

多年轻到中年的参政者。对老一辈经历李光

耀威权时代的人来说，这会被看成“初生

之犊不畏虎”的冒险行为，但是对网络时代

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只要有服务的热忱，觉得社会现状有需要

改变之处，年轻一代做出投入反对党的决

定，并不需要经历辗转难眠的痛苦煎熬。

相对于把反对党政治视为禁忌、觉得恐

怖的年代，这固然是值得庆幸的改变――政

治在民众生活中终于可以被正常化的对待。

但与此同时，正常化的另一面是责任感的建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德国思想家韦伯政治理论介绍

韦伯(Max  Weber)。

╱	文		:  陈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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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本地政治论述在平时极度缺乏，

学术界不愿触碰，社会大众也就少了

专业引导和启发的机会，影响所及，

包括很多专业人士对政治的观点，都

长期流于表象化，网民则是普遍上满

足于泄愤，无法深入论理。

唯一对政治有完整论述的就是

执政党，长期以来，形成一个有趣现

象，就是举国对政治与治国的观点，

普遍上跳不出执政党论述的大范畴。

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垄断，除了权力和

职务，还包括论述与观点，成了“政

治如来佛”。

执政党的论述有坚实的经验基

础，因此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野党

既然不满意这一论述，能不能提出自

己完整的一套就很重要。我们其实看

到少数政党也尝试提出来，但提出理

论之外，一方面缺乏资源深入探讨具

体做法，另一方面还无法以深入浅出

的方式将观点普及民间，取得认可。

政治的成功与否，关键之一在取得

社会认同，这其中需要投入资源和心

力，也要深入浅出的游说。

新生代无论投入哪个政治阵营，

只要不是为谋取巨大的利益而来，能

为社会带来更多元化的思维激荡，长

远来说都是好事。不过参与政治除了

激情，也需要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思

考，除了经常挂在嘴边“要服务民众，

回馈社会”，还有没有更高更多的认

知和理想？这是激情过后，值得从政

者和全社会继续沉思的问题。

从政者应有的理念

二十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韦伯

（Max	Weber）对官僚体制、社会和

权力结构有深刻的论述，他在1919年

对德国大学生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

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生

动细致地描绘了政治工作的艰辛与代

价，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深具

启发意义，值得所有选择投身政治

的人参考。

韦伯开宗明义指出，政治的目的

就是追求国家权力的分享，以及去

影响国家权力的分配。从事政治的

人，就是要追求权力，以服务他心目

中的理想――这理想可能是高贵也

可能是自私的，也或许纯粹是为了享

受权力的欲望。

从对政治投入程度的不同，韦伯

区分政治参与者为三类：临时的、副

业和主业。临时的身份人人皆有，包

括参与投票、参与政治集会，以及发

表演说；副业则是有需要才参与政

治，例如作为政治团体的代表或理

事等等。

主业，也就是以政治为职业的

人，韦伯又将之分为两种参与途径。

一是“为了”政治而活，二是“依赖”

政治而活。这两者却不是截然对

立。“为了”政治而活的人，在心灵

上把政治看成生命，他们清楚知道

自己的生命是在政治这一专业中才能

找到意义和价值，维持心理的平衡。

这跟为了其他事业而活的人其实是一

样的，都是“依赖”这项事业而活。因

此“为了”及“依赖”的差别，主要就

在经济方面。

韦伯分析取得权力主导政治的

领袖有三大类型：一是掌握传统权

威；二是具有魅力；三是法律权威。

韦伯花了很多篇幅定义什么是政

治魅力和领袖的特质，以及把政治当

作志业的是什么样的人。简单地说，

魅力型领袖能得到大部分人的归顺

与信服，进而掌握支配人群的权力，

主要是他的投入，把政治作为志业。

这些定义虽然依据的主要是西方国

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但由于这

段经验广泛而深入，因此具有相当的

普遍意义，例如对官僚系统的讨论，

就是韦伯研究的专长。

整个演讲的重点在最后，韦伯

强调以政治作为志业或者职业者，

必须在心志伦理（Ethic	 of	Moral		

Conviction，又译意图伦理）与责任

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	）之间

加以平衡。道德伦理是从政者不可动

摇的信念，责任伦理则是在日常工作

中运用国家权力为集体带来更大的

善，或者说更好的成果。

新生代无论投入哪个政治阵营，只要不是为谋取巨大的利益而
来，能为社会带来更多元化的思维激荡，长远来说都是好事。不过
参与政治除了激情，也需要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思考，除了经常挂在
嘴边“要服务民众，回馈社会”，还有没有更高更多的认知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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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经常会出现矛盾，政治

家的责任就必须设法去取得平衡，

避免在理念与责任之间出现太大的

落差。

政治是充满诱惑、危险的 
脑力工作

为此，韦伯指出，政治是用脑力

的工作，不是用身体的其他器官，也

不是灵魂。最好的政治家，必定能在

有效激励追随者的同时，又能用冷静

理智的头脑进行管治和制定政策。政

治需要靠头脑，但不仅仅是头脑，还

需要心志伦理，责任伦理。政治家必

须真诚地对施政的后果感受到自己的

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

但是政治带来的诱惑也非常大。

韦伯指出，执政者掌控着合法的武

力，意味着他们可以维护自己和同伙

的利益。而同享富贵的情感因素，则

意味着政治家会倾向于作出有利于追

随者和阿谀者的决定，而非合乎公平

与效益的理智决定。

韦伯发现这一倾向相当普遍，他

认为，政治的危险就在于政治家的人

际关系网络很容易被滥用，因为政治

其实是关系到争夺官职的分配权、任

用权，这种权力可以为自己的家族和

圈子带来财富与影响力的保障，因

此无论政党之间还是党内派系之间

的追随者，会在有意无意间逐步促

使政党愈来愈变成获得这种有保障

的生财工具。

他以相当多篇幅解释政治伦理与

宗教的渊源。也就是说政治伦理不是

近代政治转变才有的东西。领袖的功

业能达到什么结果，是由追随者的行

动动机决定，从道德观点看，这种动

机往往就是很庸俗的回报。激情之

后随之而来的是日常的现实生活，

英雄或信仰本身往往就会沦为政治

上的庸人。

要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必须意识到

这些伦理方面的吊诡，意识到在这些

吊诡之下，他自己内在可能发生的变

化，要由他自己负责。因此韦伯相信，

一个人关心的如果是灵魂的救赎，不

会选择政治作为救赎的途径。政治有

完全不同的课题。

韦伯：政治家应有的人格特资

	以下摘录韦伯对政治家人格特质

重要的一段话：

那么把政治当作志业来献身的

人，需要怎么样的心理人格先决条

件呢？

政治作为志业最重要的是可以获

得权力感，但如何不负权力和责任，这

就进入伦理的问题。就政治家而言，

三种特质很重要：热情、责任感、判断

力。但政治家的热情不在热情本身，而

是要用热情追求一种“踏实的理想”，

而且以追求这个目标作为责任及自己

行为的最终指标。

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政治家具备

最重要的心理素质：判断力。这是一

种心沉气静去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

是一种对人和事的“距离”。“没有距

离”是政治家最大的致命伤。

问题是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

力如何在一个人身上调和存在。政治

靠的是头脑，但要不沦为轻浮的理智

游戏，就必须起于热情，养于热情，但

热情政治家的特点，正在于强韧的精神

自制，使得政治家免于沦为陶醉于“没

有结果的亢奋中”的政治玩票人物。

要达到这种境界，唯一方法是养

成习惯，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政

治人格的强韧，首先便在于拥有这些

特质。因此，政治家必须时刻克服最

大的敌人：虚荣。

政治必须追求权力，权力本能因

此是政治家特质的主要部分，但是政

治家如果对权力变成自我陶醉，不全

然为了某项“踏实的理想”服务，就是

冒渎了他的职业。

在政治中最严重的罪恶，归根究底

只有两种：不实际，以及没有责任感。

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事。虚荣心到极

致会诱使政治家犯下这两大错误。

不切实际会使领袖变成演员，忽

视事情的后果，只关心自己给别人的

印象。他关心的是权力的表象，而不

是权力能带来的作用，缺乏责任感则

只知道享受权力本身，而不是以之去

达到某种有意义的内容。

政治行动的结果往往和原先的

意图不匹配，有时候是完全吊诡难解

的，但这是历史常态。正因为这是历史

常态，政治行动若要有内在的支撑力，

就需要有一种追求理想的“意图”。 

就是为这一个理想，政治家才追求和

使用权力。那么理想要以什么形态出

现呢？这是由信仰所决定。理想可以是

关乎民族、人类、社会、伦理或者文化

的，可以是世俗或者宗教性的。总之一

定要有某种信念，否则最伟大的政治成

就，最终都不免归于虚幻。

韦伯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极大，

他对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或者职业，

论述得极为透彻，最终结论是，从事

政治的人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善的信

仰或者信念，这应该是永恒正确的

结论吧。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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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一个夜晚，与友人到东海岸品

味海鲜。席间闲聊，话题转到同性

恋者的粉红点集会，笔者表示厌恶。在座的

是几位年龄与笔者相差不远的前南大毕业

生，中有著名学者也有在国际机构任职者。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对笔者发难，“同性恋者

天生如此，他们也是人。都什么时代了，老

林，想不到你还是这么保守！”

这真是个不小的震撼，笔者不停反省：	

“怎么，我保守？大家都进步啦？同性恋文

化充斥我们社会，不担心它影响年青人？同

性恋真的纯粹天生的吗？”

 (一)

今年7月21日新明日报在封面版以醒目

标题报道：“恬妞默认：女儿爱女明星”。报

道引述香港通讯，指港台明星恬妞的女儿朱

晓彤近年跟中国女星叶青打得火热。隔天

联合早报娱乐版的同一篇报道里，也提到

朱晓彤与叶青近日双双到塞舌尔岛“预支

蜜月”。报道没有直言这是一樁同性恋情，

但是字里行间，读者不难想象其中真相。

恬妞怀孕7个月时离婚，朱晓彤一生没

有见过亲爸爸。朱晓彤7岁那年，妈妈带着

她改嫁万梓良，这段婚姻又告失败。朱晓

彤见妈妈感情创伤，心想变得更强来保护

妈妈。她开始打扮中性，后来还取了男性

英文名Spenser。

恬妞多年前受访时曾声泪俱下地表示，

与万梓良离婚影响了女儿身心，她打扮越来

越男性化。当年媒体直指“万梓良与恬妞的

离婚确是促使恬妞女儿改变的导火线。”万

梓良承认夫妇分开多少会影响孩子，不过他

说孩子（那时）才有16岁，仍未定性。他劝恬

在包容与纵容之间╱	文		:  林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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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不要太紧张，因为女儿会有她自然

发展的方向。

重复这段小道八卦，只因为有一

种享受叫做遐想。假定朱晓彤与叶

青的关系就是同性恋，他们的故事

让笔者联想到著名的心理与精神分

析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人们一般认为同性恋有其生理或

基因的基础，同性恋者也不喜欢人们

谈论同性恋的导因。弗洛伊德从心理

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认为同性恋是

一个人性心理发展中某个阶段的抑制

或停顿所导致。他认为人人生来都有

双性恋的功能，任何孩子在走向异性

恋未来的同时，会经历同性恋阶段，

而这些性与性别身份不会全然消失，

只是在走向异性恋终端的过程中可能

受到压制。

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的极端走向

助长了性自由的思想，在没有异性的

军队与监牢里，同性恋盛行。东方社

会固守传统价值与家庭伦理，与生俱

有的同性恋功能在性心理发展过程

较能受到有效的压制。回忆笔者年

青时代身陷囹圄的经历，在完全没有

异性的环境里，即便是同性牢友之间

有超乎寻常的奇妙感情，也从未发展

成同性相恋。弗洛伊德的论述笔者听

来贴切，也能理解为什么李安会说：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

朱晓彤的性心理发展显然陷于停滞，

没有（或者还没有）走向异性恋的终

端，导因就是一个破裂的家庭，那就

是后天的因素。

（二）

在我们的社会，同性恋曾经被

认为是禁忌的课题。时代潮流带动

下，人们不再有所畏忌，同性恋运动

(LGBT)公然造势，未成年的孩子也

被带进彩虹队伍了。

去年国家图书馆以“不适合未成

年者阅读”的理由，决定取缔以企鹅

同性恋为题材的儿童绘画本《三口之

家》（And	Tango	Makes	Three）。	

站在为孩子提供与维护一个身心发

展的健康环境，国家图书馆的决定合

情合理。想不到过后竟有好几百人带

着孩童到图书馆集体抗议，当场与孩

子分享企鹅同性家庭的乐趣，滑稽可

笑。难道没有更迫切的东西可以传授

给孩子，必须急着向他们灌输争取同

性成家的自由与权利？

蔡依林的华语流行歌曲《不一样

又怎样》被认为传播同性恋，不适合

未成年人听，新加坡媒体局宣布不

准广播机构播送。毕竟是华语歌曲，

没有喊杀喊打的声势，但是网上还

是怨声一片。

美国法院宣布同性结婚合法化

后，6月29日联合早报社论为文批评	

“爱情胜出”论者，认为“这种基于个

人权利却丝毫不考虑群体后果的思维

方式，其危害显而易见。”虽然媒体

的这个立场有充足的民意基础，平权

论者立即还火，认为社论剥夺了同性

恋者的应有权利，他们对美国法院的

判决感到激动，并“为自由欢呼”。

如今同志运动者个个成了自由

斗士，在本来就是保守的社会里，平

权运动成为渴望自由者出气的窗口，

年幼青少年被带着走，误把性自由当

理想。然而，“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

以行恶！”

同性恋现象自古皆然，不存在支

持或反对的问题。个人内心接受程

度因人因地、因自身特定经历而异，

不在于气度的大或小。虽然很多人会

说，要是自己家里有个同性恋者，他

自会欣然接受；其实一旦事到临头，

任谁也难掩内心的遗憾。

同性恋者的确曾经长期在职场

或社交场合受人歧视。然而，他们今

天搭乘人权战车而气势非凡，保守人

士难免望而生畏。同志运动者津津乐

道点算身为同志者的历史名人，而苹

果总裁库克（Tim	Cook）更以做为

一个同性恋者为傲。除非天生自卑，

同志们何须再“忍辱偷生”？

我国刑事法典377A是平权运动

者便利的弹药。2007年国会辩论时，

政府顾及宗教界可能的负面反应，决

定保留条文，难免杞人忧天。众所皆

知，这些年来条文鲜有执行，形同虚

设。难怪前总检察长温长明会主张索

性就把它废除，笔者同感。

根据我国妇女宪章，同性结婚	

（包括在外国注册的同性婚姻）一概

无效。同性婚姻在定义上与男女结合

的婚姻背道而驰，两者如何共有共享

平等的权利？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莫

非就是一个伪命题？

奥巴马总统与希拉里曾经在不

同场合反对同性婚姻，为了选票，现

在公开赞扬法院的判决，足见民粹

思潮如何侵蚀人类的普世价值。其

实，法律完全有可能在不颠覆传统的

前提下，延伸不同的途径规划同性恋

者诸如领养儿女、财产继承、手术签

字等等合理诉求。文明社会固然应

该包容同性恋者，但是包容有异于纵

容，纵容的结果祸害无穷。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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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书展上，我参加洪鼎良先生的	

《老板出招》新书推介。今天，我

来参加陈立发先生《谈古论今悟人生》的新

书分享。这年头，我们的老板都喜欢出书，

兼做作家了。

我在准备这篇稿子时，打字输入立发先

生新书的书名时，“谈股论金”，先出来的

是“股票”的“股”，金钱的“金”。可见电脑

里比较常用的词是“谈股论金”，谈古代和

今天的“谈古论今”，比较可能是耽误人生

的“误”。

也因此，陈立发先生愿意从议论古今，来

得到人生的领悟，并且不仅是口语上“谈”，	

还花费心思在纸面上谈，写成文章，那是让

人欣喜的。新加坡社会，根据李光耀先生

的说法，治理新加坡的必须是最有能力的

人，因此最强的人都从政了。一样强而不

从政的，不是做律师、当医生，就是做生意

去了。写文章的人不怎么样。所以老板们开

始写文章，那是特别好的事情。

在思考新加坡的文化环境时，这几年

我也在思考商人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新

加坡的中小企业。我们在谈中小企业时，

往往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大家熟悉的

是他们现在面对人力不足的问题，但是，

中小型企业对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

过50%，聘用的员工是劳动队伍的七成。我

们一般上去从经济角度看他们，但是这么

谈企业家出书
在陈立发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陈立发在发布会上为读者签名。

╱	文		:  李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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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群体，其实对我们的文化生态

会也可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

构成，中小企业家的背景、价值观，也

形成了我们的社会的文化。在其他国

家和社会，中小企业是中流砥柱，他

们在社会的权力结构里有重要的位

置，社会参与很大，参与塑造整个社

会的价值观和文化。我们的中小企业

家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谈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家，当

然，现在他们的年龄、教育背景、从

事的业务，都比过去多元化。当我们

一直在谈论SG50时，好像也在回顾

历史，但是除了看着许多高楼拔地而

起，像立发先生这样经过奋斗努力，

可以来到今天这个境地，我也不禁

从这样的例子中去思考他所代表的

中小企业家群体。因为历史的发展、

教育制度的关系，我们的老一代中

小企业家当中，有许多是讲华语，或

者说，不一定是讲英语背景的。很多

来自华校，或者也不一定有机会受太

多教育，但是他们却是扎根中华文化

的。在我们的社会里，从某个角度来

说，语言的局限可能导致他们在社会

上的发展，甚至知识的吸收上也受到

局限。比如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在

资讯科技没有那么发达时，跟管理、

商业有关的书刊翻译没有那么快，中

小企业家得到信息的来源比较少。他

们有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滋养，但是在

现代化方面，能够得到养分的机会比

较少。后来随着台湾的发展，到这近

十年中国的脚步越来越大，也越来

越快，不论是台湾还是中国大陆，企

业家也发展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再加

上翻译和传播的发达，我们的中小

企业家有更多机会、也更有系统地自

我提升，吸收学院派的知识，以及其

他地区企业家实践经验。立发先生

书里记述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其实也

反映这个类型企业家走过的道路。

中小企业家这50年来，在新加坡

建设过程中，对教育、医药，帮助弱势

群体方面扮演了发挥许多辅助性的

作用，所以我们看他们为学校出钱

出力，为医院、医疗中心筹款，照顾

老弱残不遗余力。不过，我说了，他们

大多扮演的角色，是政府大的方向定

了，他们怀着感恩之心，克尽公民的

职责去配合，滴水成河地汇集力量。

这没有什么不好，实际上，这是我们

社会的重要资产。不过，建国已经50

年，来到这个阶段，当世界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不妨想想，

问一问中小企业家群体，在这个新

的阶段，是否考虑过怎么更有前瞻

性地，通过自己企业的管理理念，以

及社会参与，去塑造社会的价值观、

塑造新时代的文化？他们认为自己

跟这个社会的文化存在一种什么关

系？个别企业家出书、为教育和慈善

筹款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对他们有

更多、更高的期盼？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建国已经50年，来到这个阶段，当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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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年大选，给新加坡不同

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倾向、

不同感受的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

的印象。

大选之前，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

显龙就以总理的身份，为新加坡定

调。他引述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	

亚小组”关于新加坡是“独角兽”	

（Unicorn)	的比喻，指出“仅此而已，

一种神奇的动物，世间再没有别的了。

它行之有效，解决方法独特，世界其

他国家不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无

独有偶，东方也有自己的独角兽——	

麒麟。前者形似骏马或山羊，象征纯

洁优雅；后者鹿身龙首，象征祥瑞盛

世。但是，把新加坡喻为“独角兽”，

是取其独特之谓。

这么说，在“独角”国度举行的大

选，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无须太多

谄媚、太多怒言、太多理性、太多欣

悦、太多悲伤。我的看点倒不是人山

人海、高谈阔论、席位多寡、三七分

野，而是轻松的一面，多了些文采、

故事、调侃。

各位看官，甲说乙在群众大会上

猛如虎，在国会辩论中静如鼠，乙说

甲大选期间像只猫，大选后狮子开

大口。甲说乙放烟雾弹，打太极，黑

尾巴，乙说甲抹黑他人，兜圈子，像个

坏掉的唱片。甲说不经风雨，那见彩

虹，天生我材必有用，又说唯有自己

才是选民的终生伴侣；乙问公众说：

蓝天和白云，投票要给谁？投蓝天，

因为白云飘忽不定、形态各异、颜色

多变，变灰变黑，而蓝天总在那里。

甲说乙像公鸡，每天清晨喔喔叫，以

为自己叫醒太阳上山去，功劳不小，

乙讲述玉鸡和后羿射日的故事。东海

扶桑山上有玉鸡，玉鸡啼，金鸡跟，金

鸡啼，石鸡趿，石鸡啼，普天下公鸡齐

唱天下白。又说远古十个太阳肆虐，

大地涂炭，后羿为民除害，连续射下

九个太阳，第十个慌忙躲入海底，大

地漆黑，天帝派来玉鸡，劝阻后羿射

日，在玉鸡的叫唤下，最后一个太阳

从东海冉冉升起	，多美丽的故事啊！

如此你来我往，异彩纷呈，耳目

一新。潮州怒汉刘程强的“欺人太

甚，我忍了好久”的经典方言讲演，

固然博得如雷般的掌声，但对垒的杨

木光取悦选民的招数，也是可圈可点

的：“木不磨不光，木要燃烧自己才

能发光。”而陈硕茂的温文尔雅、不

愠不火、绵里藏针，也是不能不补上

一笔的：“我给大家报告，我是1961

年出生的。我不属老鼠，也不属老

虎，我属牛！我陈硕茂是阿裕尼选区

选民的一头牛，为什么说我是老鼠？

是不是因为我对你们很客气，被你看

成是老鼠？”	

语言机锋的高潮，莫过于游轮的

比喻：“如果你上了行动党的游轮，这

是一艘目的地明确的游轮，你清楚知

道它的航程，也认识船长和队员，以

及整艘游轮的素质。”刘程强反戈一

击：“我认为他们的游轮已经超载。

以前是一艘豪华游轮，设计师说不

会沉没。它的名字是铁达尼，没有足

够救生船，没有做好失败的准备。”

最后呢，大多数人还是挤上或

被推上豪华游轮。这不是一艘赌船，

因为它不设赌场。要赌吗？请上岸，

到金沙，到云顶。你乘坐的不是铁达

尼，是独角兽，是麒麟。8岁的孙女，

听说要乘游轮，拍手叫好，又听说要

开50年，圆睁双目，满脸疑惑：“那

我们不回来了？50年在海上，不怕闷

死吗？”	

童言无忌，她又怎么明白大人物

的用心！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大选一角  蛛丝晃动
╱	文		:  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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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后的高考作文，

有一位名叫毛敏的高中生

以散文诗《选择》考取了满分，文章

分七小节，这里节录三小节以管中窥

豹。如下：

“如果我是一片云/我会放弃高

高在上/我选择化作一滴滴小雨飘落

人间/你要问我为什么/请看看那些郁

郁葱葱的生命/那，就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只鸽/我会放弃自由

嬉戏/我选择永不停息地把橄榄枝衔

至战争的国度/你要问我为什么/请看

看那些饱受战争痛苦的儿童正在快乐

地玩耍/那，就是我的答案。”

“人生，是一篇做不完的选择题/

向前？向后？/往左？往右？/如果你已

迷失方向/瞧瞧你心灵中的真、善、美

吧/那，就是你的答案。”

一个高考生，以一个格局大、视

野广、境界高的文笔文思征服及掳

获了评卷老师的芳心，取得史无前例

的满分。

已经是陈年往事，记得是听来的

一则本地信息。一位英文老师，出了

一道选择题考学生。三个选择是：	

（1）I	like	my	friend	（2）	I	like	my	

friends（3）I	likes	my	friends。有一

位学生选择（1），老师打叉，学生的

家长找老师理论，说是答案（1）的英

文文法没有错。老师回说答案（2）才

是正确的，并解释这道题，不但考文

法，还考逻辑思维及人生价值观。

好妙的一位老师，出了一道“暗藏玄

机”的题目，连“怕输”的学生家长

一起考。

新生代的政府部长陈振声曾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的论坛上，与在籍的大

学生互动，问他们在当下、短期及长

期的未来，会关心啥事？国大在国内

是第一流的大学，在国际上，也是世

界级大学排行榜榜上有名的著名学

府，而所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是“读好

书、谋好差、成好家”，虽算是按牌理

出牌的“乖乖牌”，但离“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大格局、超视角

及高境界相去甚远。

台湾著名媒体人陈文茜以台大校

友的身份，回去台湾大学公共论坛

演讲时指出：“台大号称台湾第一学

府，学生都算是精英分子，对社会的

贡献不少，但破坏力也不小，如果台

大生只用自己的聪明扮演民粹领导

者，声援几件不是那么合理的抗争，

对社会的破坏程度，比土石流还可

怕。”陈文茜当然了解台湾的政治及

社会的生态环境，之前出了一位耍民

粹的民选总统，紧接着再出一位耍

流氓的总统，使得台湾的经济在“亚

洲四小龙”的排名中成了倒数第一，

而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整天还在耍嘴

皮子，唯恐台湾不乱。

我国已经是第一世界的国家，可

是一提到有关每种工作都可以被专

业化的问题，日本的园丁、德国的清

洁工、美国的服务生就把我们给比

了下去。这又得回归到“态度决定高

度”的老问题，说一千道一万，“敬业

与乐业”是先决的条件。

本国的学校教育政策来到了一个

转捩点，全国的学校都是“好学校”

的口号响彻云霄，硬件及软件的设备

设施砸钱就可以办到，心件工程却

是“慢工出细活”及“细水长流”之

要件，怕输、绩效、攀比、功利、量

化、制式化等等都是它的障碍物，国

人必须得花时间先去学会“风声、雨

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才能进阶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像这类“润物细无声”之转化，又不

能靠速学速成或硬来硬塞就会上手，

而是非得长期不懈地在有机的环境

和必要的条件之下浸濡始会萌芽及

滋长。当然，追根究底，整个社会大

环境的氛围、风气及风向，更是问题

症结之所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格局 ·视野 ·境界
╱	文		:  刘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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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上空的雾霾未散，2015年大选

的尘埃却已经落定。竞选中的一个

插曲，犹在我的脑海里重演，心海不免为之

翻腾。某一位候选人因为名字的字母拼读采

用了汉语拼音的选择，便被不少选民误认为

是新移民，引起了许多岛国民众一些颇有政

治指标意味的议论，让本地的姓氏学除了本

已包含的文字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意义之

外，又增添了些许政治学的含意。

东南亚地区历史上遭受殖民统治，华人

的姓氏尽管用汉字表达仍然坐不改其姓、立

不改其名，但在写成洋文字母时，因着出生时

代填报生纸者的文字训练与报名亲属方言吐

字的不同，于是便有了同姓不同字母写法的

现象。这一姓氏趣话在语言文字大一统的其

他汉文化地区，照理是不存在的。比如，在

使用汉字传统注音符号的台湾，以及使用汉

语拼音的大陆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从主流

英文媒体的新闻报道里，一看到新闻人物的

名字拼音，读者就可以八九不离十地猜出该

新闻人物的出生地域。

然而，凡事皆有例外。这次被报纸写成

新闻的人物本身是在本地出生的道地新加

坡人，只因为她选用了汉语拼音的姓名出战

竞选，便被一些不知就里的选民以为她是从

中国来的“新移民”，而在网上展开了充满

异趣的评论。本人虽非“政治观察家”，但是

作为一个将自己一半生命之路走在这个小红

点国的小小国民，对此话题颇有想法，在此

愿道出一己的观察，与大家分享。

何谓“新移民”？

首先，让我们来解读一下：什么是“新移

民”？

我注意到，就是这位刚刚因为名字成为

新闻人物的女候选人，在当初出选时已经传

出了新闻。某新闻网站此前就曾经报道，

该候选人的丈夫是一位“新移民”，并且推

断这样的背景有助于她吸引已成为公民的	

“新移民”的注意，获得他们的选票支持。

本文所讨论的“新移民”盖指从1990年

代以降，进入新加坡生活并居住至今的外来

民众。根据新加坡的法律，其中能够参加选

举的必须是入了籍的新加坡公民。这其中除

了传统上来自长堤北方的原马来西亚国民

以外，还包括来自印度、香港、台湾等地的

原居民，而更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

的前中国公民。而由某候选人名字引出的

新闻，则将“新移民”直接指向了这最后一

部分人群，也就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前

中国公民。

其次，让我们分析一下：来自中国大陆

地区的前中国公民转成的“新移民”是单一

的社群吗？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人文习俗同中有

异。即使以食物口味而言，也有南甜北咸、

东辣西酸之说。即便如此说法，也只不过是

泛泛概论，到了具体个人，也有各自的好恶喜

厌。有不吃醋的山西人，也有口味喜欢清淡

的北方人，或者是嗜辣的上海人。

新中建交已经25年。在两国建交后南

来的中国“新移民”普遍拥有较好的教育

背景，也有各自的专业特长。在现今岛国的

各行各业，上至大专学府研究院，下至私人

企业贸易公司，都有这方面的人才。他们当

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普普通通过

日子的平常人，其中既有忙忙碌碌的小市

民，也有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的人生过客。

和本地土生土长的老公民一样，他们当中

也有热爱文化、关心时事、关注政治，特别

是在大选阶段，对各党派的候选人投上格

外关注的平民百姓。

别教我的名字变沉重╱	文		:  新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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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东南西北的中华美食的异趣

不同一样，这群人的价值取向和政治

判断并非是同出一辙的。即使是生活

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俩公婆，他们各

自投出去的选票也并非是长得一模

一样的双生子，这和其他本地家庭的

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新移民”并非

某一单个党派的铁杆拥笃。

为何要把“新移民”一刀切？

再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

社会上会产生把“新移民”一刀切的

观感？

现代社会，商业运作，新旧媒体

改变了人与人交往的模式，改变了几

千年人类沟通的方式和渠道。现代

商业社会的工具性也将人群分为一

块块可以被分割的社群。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不是来

自于自身的接触和体验，在见到某人

本尊之前，我们就已经习惯性地以此

人的从事职业、教育背景、语言习惯

等等文化符号，将此人归类于某种固

定的“刻板印象”。这种方法，用一

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贴标签”。

如前所述，大多数的“新移民”大

抵是一些默默无闻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埋头工作和生活的甲乙路人。就像任

何社群一样，“新移民”当中也有积

极参与社区活动、喜欢交友、乐于上

镜，及能言善道之人；为了回馈这个

他们自己认定的新家园，不少人出力

贡献。但是，就像其他社群一样，其

中也不能排除某些沽名钓誉之徒、逐

利趋势之人。

关键的是，现代媒体往往会将某

些负面的事件包装成轰动的新闻，而

某些人也为了抬高自己，动辄以“新

移民”代表的名义在种种场合大放

厥词，这也进一步加深了部分社会人

士业已形成的对“新移民”的“刻板

印象”。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特别

是五花八门的新媒体、自媒体）更是

火上加油般地炒作，将这样的“刻板

印象”推至极致。

于是，在现代的社会，鲜活的个

人作风不见了，从各路媒体上传播的

只是一些没有血肉但却吸引眼球、脸

谱化了的“标签”人物。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如此解

读“新移民”所释放出来的大众意识

对岛国民主社会的危害？

环球化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前人

未遇的移民冲击。在经济即最大的政

治的现代社会，我们每一个人，不论

你是“新移民”，还是老公民，大家除

了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人之外，我们

都是生活在国家政策下的一个个独

立经济个体。每一个人都要纳税，不

管是个人所得税，还是商品服务消费

税。每一个人也都是享有尊重和被尊

重的平等自由的个体。

在一个变迁的社会里，失落的阶

层将被剥夺后的义愤冲着某一个对

象发泄，这本来也是极为正常的社

会现象。但是，某些政党为了在选战

中谋取自己一党的私利，捞取选民的

选票，不惜操纵部分选民的情绪，将

对国家政策层面的理性探讨，转化成

某种情绪性的排外心态，并一再使用

具煽动性的言语，扩大群众心中这种

负面的心理。如此的做法是十分危险

的也是愚蠢的。民主的逻辑告诉有理

智的选民，某个政党将一个社会议题

说过了头，它在吸引到部分选票的同

时，必然会失落其它一部分的选票。

今年4月11日，为配合新加坡建

国50周年，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举

办了“半世纪的新加坡”的华语公共

论坛，本地著名学者郭振羽教授在论

坛上作了主题演讲：“语言、文化和身

份认同：新加坡建国路上的挑战”。

郭振羽教授在演讲中提出了两个我

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个是人

口和移民，另一个是作为现代人的多

重身份认同。

他指出：假定我们不处理好包容

新移民的问题，势必会造成一个新

旧移民长久对立分裂的社会。新加

坡多种族，所以新加坡认同必然是多

元的，包容非常重要，不可以、也不应

该排他。同时，在一个全球化，货物、

资金、信息、人口、身份认同都在流动

的时代，我们必须要接受现代人有多

重的身份认同。未来的世界将由都

会和都市来主导，而大都会文化追求

的是多元、开放、包容。

2015年，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

具有无比重要意义的年份。在今年举

行的全国大选，也势必将在现代新

加坡政治的历史书写中留下崭新的

一页。我希望由某位候选人的华文译

音引出的这段思考，能够有助于广大

选民认清某些社会课题的真实意义，

而不是一味地泛政治化。

最后，我想以郭振羽教授在那场

论坛的一段讲话作为本文的结句：对

于多重身份认同的问题，“我在此提

出一个思考的方向：城邦。城市生活

的经验是由城市来决定的，不是国家

决定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跟作为

一个国家，我们常常把它弄混乱了。”

“新加坡为了要发展，为了求生

存，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都市认同来替代国家认同，

讲爱国太沉重，讲爱家园则比较轻

松，而且可以兼爱。我认为以城市发展

为基础的路线，以城市的精神为立国

之本，这应是新加坡的未来之路。”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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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吴昌硕： 
缘去，缘来，缘总在

1991年，我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

开始与上海结缘。其后在上海定居，拿

到了千金难求的上海户口，我是上海

人眼中的外地人，外地人眼里的上海

人。1995年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建成

使用，记不起是何种姻缘，它的第一份

英文简介就是出自我——刚刚工作不

久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讲师之手。

因为这翻译的差事，我专程来过那时还

不算繁华的陆家嘴，登临过刚落成的东

方明珠电视塔，当然，这些现在已不重

要，重要的是，在去电视塔的途中，我

曾从它附近一幢古意盎然的两层小楼

旁走过，半个多世纪前，人们常能看到

小楼里高朋满座，在众多和小楼主人

一起喝茶谈艺的朋友中，最引人注目

的就是当时的海派艺术大师吴昌硕。

2000年，我们一家远走南洋，在

新加坡，开始新生活。浦东的一个警

所里，在上海户口被注销的那一霎，

我还依稀记得，户籍民警的眼神有那

么一点威严，还有脑里的那一闪念：别

了，上海……

十五年过去了，不久前我们重回了

上海，还是在浦东，住在陆家嘴中心

区的酒店，窗外，是东方明珠电视塔，

还有百米外那依旧青砖灰瓦的两层小

楼，现今的“吴昌硕纪念馆”。周围冒出

了数十幢超出百米的高楼，东方明珠电

  闲在上海，
“遇见”最美吴昌硕

上海陆家嘴高楼簇拥下“吴昌硕纪念馆”的侧面外观。

╱	文		:  南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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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塔似乎矮了小了，倒是古色古香的	

“吴昌硕纪念馆”，还是两层高，却

格外醒目。十五年前在上海，我对吴

昌硕知之甚少，擦肩而过不觉遗憾，

而今因为对书画的兴趣，“吴昌硕”这

三字的磁力足以推我叩开小楼的那扇

百年木门，走进吴昌硕的艺术世界。

更为欣幸的是，吴昌硕的曾孙、

也是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越先

生给了我如家的自在，在龙井的茶香

和画坛的逸闻中，溜走了一个下午的“

关于吴昌硕”的最美光阴。

缘去，缘来；原来，缘总在！

浦东开放与吴昌硕

名人与城，总在交相辉映，一如

沈从文之于凤凰，鲁迅之于绍兴，

吴昌硕也成就了他的故乡浙江安吉

城。1985年首座“吴昌硕纪念馆”在

安吉落成，自此，安吉就成了中外热

爱书画艺术的人们的“朝圣”之城。

一个人，可以成就一座城；或者说，

一座城，就是因为一个人，这对我们

并不陌生。但一个时代大幕的开启，

一座城市的新生却也和一位艺术家

息息相关，这在中外艺术史上都不多

见。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20

世纪末当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中

国选择了上海，上海选择了浦东，而

浦东，选择了吴昌硕。在上海的“吴

昌硕纪念馆”的馆史上是这样介绍

吴昌硕及上海“吴昌硕纪念馆”的成

立经过：

吴昌硕（1844-1927）

  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史上承前启

后（前承清末文脉，后承现代艺术）的

一代宗师，勇于创新的海上画派巨擘，

其以“诗、书、画、印”四艺卓绝、相互

辉映的独特成就蜚声海内外。被艺界

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1995年9月

12日，在浦东华夏文化花园内成立了吴

昌硕纪念馆，2010年4月迁址到位于金

茂大厦北侧的陆家嘴中心绿地,一幢建

于1914年的典型清末江南民居——陈

桂春老宅内。在上海浦东新区建立吴

昌硕先生纪念馆，旨在纪念这位德艺

双馨的艺术大师汲古融今，海纳百川

的海派人文精神，弘扬博大精深的中

国传统文化，增进海内外艺术交流，

推动创建物质精神相和谐的新海派。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陆家嘴

则是上海的心脏。在这寸土寸金的

地方，是什么原因促使上海市政府

坚持保留了一幢吴昌硕在世时和文

人雅士喝茶谈艺的古宅，并将“吴昌

硕纪念馆”设在这座古宅里呢？对

于我的不解，吴越馆长表示理解，同

时也给出了明晰解释。他说，如果说

1911年吴昌硕离开苏州来上海定居

是他选择了上海，那么，80多年后上

海在浦东建立“吴昌硕纪念馆”则

是上海选择了吴昌硕。上海是近现

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单

就文化艺术看，生活在上海且能执

艺界牛耳者不在少数，而上海浦东

最终选择了吴昌硕，并且在陆家嘴的

核心处设立“吴昌硕纪念馆”，主要

理由有三：其一，吴昌硕推陈出新的

艺术造诣和他在海派艺术家中的领

袖地位；其二，吴昌硕在国难当头时

的爱国情怀与无私担当；其三，吴昌

硕突破流派藩篱、海纳百川、雄视中

外的开放视野。在吴越看来，这三点

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而这三点，也

正是浦东的改革开放之精神内核，吴

昌硕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就是上海浦

东开放所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精

神，吴昌硕在艺术上承古而不泥古、

勇于突破、敢为人先的风范也正暗合

了新时代的上海人锐意改革，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上海选择了吴

昌硕，这是吴昌硕的幸运！这何尝不

是上海的幸运！

吴昌硕的“四绝”

在《回忆吴昌硕先生》一文中，潘

天寿说“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

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

立成家为鹄的。”吴昌硕的四绝，说的

就是他在诗、书、画、印这四个方面都

达致巅峰状态，少人能及。

先从印说起。吴昌硕受父亲影

响，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治印。“予

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

这是他一生治印的自述。他26岁时

整理自己的印作，编成《朴巢印存》

，收印103方，博采各家印风，已有小

成。后来，吴昌硕有机会接触到好友

藏家的金石文物和古碑刻拓片，潜

心揣摩，治印时既追求古趣，熔古印

之妙，又能翻陈出新，凸显个人特性，

渐成一家。吴昌硕同时代的安吉雅士

施旭臣称赞吴昌硕的刻印“灿如繁

星点秋江，媚如新月藏松萝。健比悬

崖猿附木，矫同大海龙腾梭”，如此

评价，绝非妄语。	1913年杭州西泠

印社成立，三百多书画艺人出席大

会，公推吴昌硕为社长。吴昌硕再三

推让未果，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并撰联略述心志：“印岂无源？读书

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

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

田间。”西泠印社乃中国第一印社，

吴昌硕在治印方面的不二地位自此

奠立。他的不少印作传到日本，日本

的书画家惊叹于他的印艺，称他为	

“印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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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方面，吴昌硕少时家贫，没

有纸笔，就在砖石上用秃笔蘸水习

字，从楷书入手，习颜体，后临钟繇

帖，自称“学钟太傅二十年”；楷书之

后，学行草，初学王铎，后临欧、米，

草书则专注于《书谱》和《十七帖》，	

渐及他家。对篆书，吴昌硕毕生偏

好，“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

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吴昌

硕的书法，追求“古拙”，要求“书味

出唐虞”，但不可泥古，要“古人为宾

我为主”，在古拙中体现书家个性，

笔走龙蛇，化古为新。沙孟海说吴昌

硕的书法“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

笔迅疾，虽册幅小品，仍自有排山倒

海之势”。

吴昌硕常自谦说“吾三十学诗，

五十学画”，实际上，他三十多岁就

开始画画了。现存较早的吴昌硕赠

给表弟万氏的册页就是他三十六岁

时的作品，可断为非初学者之笔墨。

前面说到吴昌硕喜篆书，“曾读百汉

碑，曾抱十石鼓”，他学《石鼓文》，

至老不辍，渐臻化境，不仅把石鼓文

的精妙化入行草书法，而且在绘画中

也能触类旁通。兴致来了，他既可用

草书笔法来画葡萄藤，“悟出草书藤

一束”，也可以“兴来湖海不可遏”，

用篆书笔法来画梅花，“是梅是篆了

不问”，笔力古拙苍迈，笔势磅礴淋

漓。吴昌硕是先书后画，甚至可以说

是由书入画。其幼子吴东迈将吴昌

硕的绘画成就归结为四要点：师造

化、奠基础、贵独创和寓褒贬。也有

论者指出吴昌硕的绘画特点从传承

上看是师法古人，借古开今，从技法

上看是以气为主，注重神似；而从意

境上看，则是诗画合一，追求诗意之

美，此外，他还以书入画，以俗入雅，

最终达到“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

造求其通”的圆融化境，形成自己独

特的古拙雄健之画风。

吴昌硕在治印、书法和绘画方面

的杰出成就让人们较少关注他在诗

文上的造诣。事实上，诗文方面的修

养才是他的艺术宫殿的根基。他二

十岁开始学诗，之后一直到辞世，终

身不辍，且创作甚丰，以手稿而论，

仅浙江省博物馆就藏有吴昌硕的诗

歌2000余首。他的诗，写山水闲逸，

如“梅溪水平桥，乌山睡初醒。月明

乱峰西，有客泛孤艇。除却数卷书，

尽载梅花影”，有王维之清丽，也多

陶潜之超然；写民生疾苦，如“生计

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候，

割爱时卖书”则有杜甫的忧愤，也

蕴屈原的不平。“同光体”诗派代

表人物陈衍（1856～1937）评价吴

昌硕说：“缶庐造句力求奇崛，如其

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殆欲

语羞雷同……统观全诗，生而不钩

棘，古而不灰土，奇而不怪魅，苦而

不寒乞……异哉！书画家诗向少深

造者，缶庐出，前无古人也。”书画奇

气发于诗，中国的艺术，素以“气”	

“势”为宗，“气”为作品内在之菁

华，“势”乃作品呈现之体式。南北

朝时期谢赫总结中国绘画之法，	

要之为六，六法之首便是“气韵生	

动”，吴昌硕的书画作品，以诗文为

本，养古拙浩然气；以博采为用，综

各家各艺长，故其书、其画、其印能

成为中国人文书画史上的一座高峰。

吴昌硕之“痴梅”

文人痴梅，自古有之。吴昌硕对

梅花的痴迷，在同代人中，鲜有能出

其右者。梅花不仅是他诗文经常吟

诵的对象，也是他绘画最常用的题

材。现存他最早的画作——他三十六

岁时画赠妻弟施振甫的梅花册页，册

页上画的是梅花，题写的也是梅花：

雪天香海冷烟云,也有疏枝伤夕曛。

我在紫梅溪上住,梅花情性识三分 。

据吴昌硕幼孙吴长邺记述，吴昌

硕二十二岁随父迁家至安城新居,就

辟屋外荒地为芜园。芜园墙边有一

枝老梅,横卧过墙，树身古苔鳞斑,自

吴昌硕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就是上海浦东开放所需要继承和发扬
光大的精神，吴昌硕在艺术上承古而不泥古、勇于突破、敢为人先的
风范也正暗合了新时代的上海人锐意改革，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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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造化如渴龙饮溪之状。为不使老

梅孤寂,年青的吴昌硕在耕读之余,用

了数年时间于乡间荒山野岭中选了三

十六株形态各异的野梅移植园中。从

此他朝夕与梅为伴,以梅作友,无论喜

怒哀乐,幸宠失意之事均诉诸于梅。

如此数载，历春夏，复秋冬，对梅纵

观细察,常为梅之性、梅之韵而倾倒,

由此直追梅之势、梅之神、梅之气、

梅之魂。久蓄胸中,郁勃待发,故而暇

时对梅写照,以寄己情。由于吴昌硕

早年与老梅野梅为伴,历时既久，他

笔下的梅花,不落前人画梅孤傲清

逸、与世无争的旧意。他笔底的墨梅

充满不平和愤激，如瘦虬强蛟,直刺

青天，“墨池飞霹雳,黑龙挂天外”。	

他所作红梅也是劲枝繁花,艳如赤城

霞。“花明晚霞烘,干老生铁铸”。同

样,他的诗文中崇尚的是山间野梅铁

虬屈曲,缟衣翩翩,“霞高势逐蛟虬舞,

本大力驱山石徙。”其诗中的梅花更

是“古怪奇崛,不受剪缚,别具一种天

然自得之趣”。“空山梅树老横枝,入

骨清香举世稀,得意忘言闭门处,墨

池冰破冻虬飞。”吴昌硕喜欢的是野

间自立,与世争强又不受剪缚,迎雪怒

放的自然之梅,而不是植于庭园,凭人

修剪、供人把玩的搔姿作态之病梅。

“苦铁道人梅知己，对花写照是

长技”。吴昌硕号苦铁，他不仅爱梅，

而且视梅为知己，以梅入画，常用写

大篆和草书的笔法画梅，墨梅、红梅

兼有，红紫相间，笔墨酣畅，个性鲜

明，饶多情趣。他说，有的梅花，秀

丽如佳人，有的梅花，孤冷如老纳，

有的梅花，坚贞如诤臣，有的梅花，

孤傲如侠客。即便是画红梅，吴昌硕

也要表现出古逸苍冷之趣，否则，不

足以与夭桃秾李相

区别。此外，吴昌硕

画梅，常以石相衬。

他说：“石得梅而益

奇，梅得石而愈清。”

总之，他是用梅花表

达突破藩篱的自在，

或表示不平则鸣的

抗争。

即便到了晚年，

吴昌硕仍痴情于梅，

仍以梅泄愤。1903年

日本友人滑川澹如慕

名造访，以日本名刀

一把及日本篆刻用

刀一盒见赠,以示其

对吴昌硕的敬意。吴

昌硕当即以一幅墨

梅回赠。画中老梅倔

强不屈之虬干,似怒

蛟冲霄,画上题诗更

是体现了他对满清无

能的愤懑和对报国无

门的悲凉：

报国报恩无蹉跎, 

惜哉秋鬓横皤皤。

雄心空对梅花哦, 

一枝持赠双滂沱。

挥毫入纸如挥戈, 

请对此刀三摩挲。

吴昌硕一生与

梅相伴，每当梅花盛

开，他都要到苏州邓

尉、杭州孤山、塘栖

超山等地赏梅。他尤

爱超山梅林，觉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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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梅比邓尉的梅耐风霜，比孤山的

梅更古茂。1923年八十高龄的吴昌硕

再赴超山赏梅，并赋诗铭怀：

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

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

1927年春，中国军阀混战，吴昌

硕和家人避难超山，适逢超山梅花

盛放，触景生情，他赋诗答谢超山报

慈寺的僧主，并亲自选定朝山宋梅亭

后的山地作为自己长眠之地，以期百

年之后能永远与十里梅花为伴。1927

年11月29日吴昌硕病逝于上海寓所，

享年84岁。1933年11月，后人及弟

子遵其生前意愿，将他迁葬于浙江

余杭超山报慈寺西侧山麓，墓地坐落

于宋梅亭畔。墓门石柱上刻有沈淇泉

所撰联语：

其人为金石名家，沉酣到三代鼎彝，

两京碑碣。

此地傍玉潜故宅，环抱有几重山色，

十里梅花。

这也许就是“梅痴”吴昌硕最好

的归宿。

吴昌硕与新加坡

吴昌硕一生在艺术上不设围墙，

不仅自己广采博收，也鼓励弟子转益

多师。因为那年代交通不便，他一生

都没有走出国门，这是非常可惜的。

尽管如此，吴昌硕的艺术作品早就

走出了中国。他在世的时候，就已是

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特别是在

日本，喜爱并珍藏吴昌硕的艺术作

品的人非常多，甚至有日本艺术家专

程来上海，投入吴门，学成后，回去

日本，继承吴昌硕的书画艺术，并把

它发扬光大。在日本，一个艺术收藏

家，如果藏品中没有吴昌硕的作品，

那是一件有些羞于启口的事情。

但我比较好奇的还是吴昌硕与

新加坡的关系。和吴越言谈中，我问

及这一话题，他的回答也非常坦率，

吴昌硕生前没有去过新加坡，他印象

中，似乎也没有接触过收藏有吴昌硕

作品的新加坡藏家，但他肯定地说，

新加坡应该有吴昌硕的作品，他也相

信，和日本一样，新加坡也一定有喜

欢并研究吴昌硕的学者。他希望“吴

昌硕纪念馆”能尽快和新加坡的艺术

团体建立联系，共同促进新加坡和中

国的文化交流。他还特别提到2014年

5月22日新加坡总理公署文化、青年

和社区部长陈振泉先生一行专程参

观了吴昌硕纪念馆，陈部长对吴昌硕

的书画成就表达敬意，也表示，只要

条件允许，他非常乐见新、中两国的

艺术家能相互学习、合作与交流。吴

越说，陈振泉部长的华文根基很好，

认真参观了纪念馆里的藏品后，有人

问及陈部长的观感，他非常机智也非

常风趣地总结说，吴昌硕不只有“四

绝”，因为他艺术、教育方面的成功，

他应该有“五绝”，那就是：诗、书、

画、印、育。陈部长的“五绝说”博得

了满堂喝彩。陈部长还亲笔挥毫，题

写“五绝完人”的横幅留赠纪念馆。

据我所知，吴昌硕壮年时就知

道新加坡这个地方，因为在1888年	

（光绪十四年），他的好友卫铸生将

赴新加坡，吴昌硕曾作诗题画以赠。

卫铸生去新加坡后，受到当时清朝

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热情招待,两

人一见如故,甚为投缘，并多有诗文

唱和，成为当时新加坡的一件文化

盛事。1979年《吴昌硕王个簃》画展

在新加坡举办，并选辑印行了《吴昌

硕王个簃画集》。此外，吴昌硕的幼

孙吴长邺在1980年前后也多次赴新

加坡，并在新加坡《南洋周刊》、《南

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上撰文介绍

吴昌硕的艺术成就及交游。

吴昌硕与新加坡，我相信，一定

还有更多的故事尚待发掘。

我更期待吴昌硕与新加坡，将会

发生更多的艺术碰撞，碰撞出更多

的艺术火花。

作者为本刊编辑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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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本在今年4月刚出版的	

《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

玲》，作者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名叫宋以朗。

他的父亲宋淇，是张爱玲的好朋友，掌握了

张的大量通信和第一手资料。

宋书中说张爱玲写过几封信给宋淇，都

讲到要把曹禺和李玉茹的事情写成小说，她

之所以要写小说，原因有二：一是她以前在

中国时见过曹禺和李玉茹，二来她在美国听

了他的演讲，所以有了写他们故事的冲动。

谢幕
纪念曹禺先生

曹禺。

╱	文		:  乐美勤



怡
和
看
板

90 	怡和世纪第二十七期

曹禺晚年和李玉茹结成了夫妻。

我因和李玉茹在一个剧团工作，机

缘巧合，也有了和曹禺接触和学习的

机会。

初识万先生

曹禺原名万家宝，曹禺是万字繁

体萬分拆而成的。平时大家习惯称

他为万先生。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上海戏剧学

院读书时，总想有一天有机会能亲眼

目睹先生的丰采，后来机会终于来

了。1979年，我在上海京剧院青年剧

团担任副团长，名誉团长是京剧表

演艺术家李玉茹。年初，组建上海京

剧团出访西欧五国。团长是当时市

里的江岚，副团长有两位，一位是李

玉茹，另一位是文化局副局长言行，

我是秘书。四月，团领导奉命去北京

受训。

到京后的第二天，李玉茹微笑

着对我说今晚去看北京人艺的《茶	

馆》，在首都剧场，中间休息的时候，

忽见万先生拄着拐杖，在玉茹的陪同

下，精神奕奕朝我们走来，北京很多

话剧观众都认识他，剧场里顿时引起

一阵骚动。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们忙迎上前去，我紧紧底握着万先

生的手，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团长和万先生寒暄问候着。万先生

是天津人，操一口纯正的北京腔，轻

言柔语，一张国字脸，透过眼镜镜片

我感受到了他睿智而慈善的目光，下

半场铃声响了，万先生亲切地对我们

说：明儿个请你们去全聚德吃烤鸭。

我们高兴极了。

第二天，玉茹陪同我们去了正宗

的全聚德烤鸭店，店里的职工都认识

她，气氛十分融洽。

那时，玉茹老师五十多岁，依然

显得光彩漂亮。岁月的锤炼，又让她

在举手投足中透出的那种恬静高贵

的气质。

北京受训后，我们即从上海直

飞德国汉堡参加汉堡国际戏剧节开

幕式，并随即展开四个多月的欧洲

五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卢森堡）

之旅。

在欧洲出访期间，我和玉茹经常

谈心聊天，在伦敦白金汉宫的夜色

中，在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畔，玉茹

大姐常和我谈了她对万先生学识和

为人的仰慕钦佩之情。

其实，据后来玉茹的女儿写母亲

的传记中透露，那段时间，曹禺和玉

茹老师正在热恋呢！

长相思，摧心肝

这要从曹禺和李玉茹的关系说

起，李玉茹曾是曹禺的学生，那是几

十年前的事儿。文革结束后的1978

年12月，她和曹禺再次相遇。1978年

12月8日的日记记下李玉茹去宾馆看

望到上海指导工作的曹禺。

李玉茹去看曹禺，目的是想用刚

刚发表的《王昭君》中孙美人这个人

物重新编写一部京剧。尽管他十分

喜欢王昭君的台词，直到2008年临

去世前，有时还背诵“我淡淡装，天

然样，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在

第一次读剧本时，她的心却被孙美

人震撼了。这是一个小人物，只在第

一幕出现了一次。她从十几岁被选入

皇宫，五十年来从未被召幸过，她一

直在天真地等待，生活在自造的、美

妙的世界里。当第一幕最后皇帝真的

派老黄门来宣召她，而不再是她饲养

的鹦鹉哄骗她，去的地方却不是当今

皇帝的寝宫，而是先皇帝的坟墓。几

十年来一分钟一分钟的等待，几十

年来小心翼翼的打扮和化妆都凝成

了一个词：殉葬。“真是深刻啊！”李

玉茹一次又一次地感叹，但是让她心

灵颤抖的是最后的结局。孙美人欢

欢喜喜地上了凤辇，忙着问去哪里，

当太监回答“见皇帝”，她竟欢喜过

度，一下子就断气了。

而曹禺呢，文革以及丧失爱妻方

瑞令他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全

靠安眠药度夜。安眠药害苦了他，可

以在大会发言之际突然陷入沉睡，也

在与人谈话之时神思恍惚。1978年与

李玉茹在上海的见面点燃了他内心中

的热情。曹禺在沪的几天，他们交谈，

谈天谈地，谈人生，谈痛苦，当然也谈

幸福。曹禺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天天

往上海写信，打电话。	下面是两首

两人互赠的《如梦令》，曹禺写道：

寄友人：

三十年前旧梦，

今日由来相抚。

瞬息又离别，谁知何日再睹？

再睹，再睹，

春风小楼独主

   （言复兴中路1462弄3号玉茹独居小楼）

李玉茹的回应是：

答友人 ：

三十年已逝矣，

今日大地春回。

喜意外重逢，

暂别相会有期。

有期，有期，

小楼坐待生辉。

197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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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书信与电话的联系因李玉

茹出国而中断。李玉茹于1979年春

天带领上海京剧团赴欧洲演出四个

月。下面是曹禺在6月6日写给李玉茹

女儿的信，写信是为了谈他自己的心

情和收信人的妈妈：

我唯一的烦恼，就是感到腹中空

空，知识太少，你妈妈以为我有点学

问，你也认为我是个什么什么！其实

都不是！我现在不知写什么！甚至于

怕写不出什么来了！也许你妈妈会治

我这种恐慌症、空虚病，但是妈妈那

样远，她像是在什么行星上遨游，而

我是一粒尘土黏在泥泞道路上。小

如茹，我十分想念妈妈啊！有了她，

我可以说出许多话，许多感情，而她

又是那么能劝解、分析、解释。我只

是怕她累病了！你看，又许久不见她

一个月了，这怎么好啊！

李玉茹非常明白曹禺对自己的眷

恋，也欣赏他那喷薄如火山岩浆一

般的激情。曹禺总说自己是“一堆感

情做起来的人”，而李也同样是情感

火热的女性，她恋爱过，付出过，但是

以前生活中的两个男子并没有回报她

的倾心之恋。李玉茹在婚姻上不在乎

钱财，也不要名声，渴望的是温暖、呵

护和一个安稳的小窝。然而，一直梦

想至情的李玉茹始终没有答应曹禺

结婚的要求。这里没有少男少女情场

里的捉迷藏，只有非常现实的考虑，

那就是“戏”。刚刚可以回到舞台、

工作伙伴和观众之中，她还想大干十

几年呢，要是结了婚，“戏”往哪儿

放呢。还有两个女儿，虽然都是大人

了，但是如果得常常住北京，又把她

们甩在上海吗？老二插队落户出去了

十年，刚回到上海读书，做女人怎么

那么难？真是有太多太多的责任，	

“文革”夺走了娘，但是剩下的孩子

和戏与追求自己的恋人在打架。

1979年12月7日，李玉茹和曹禺

在北京市西城区革命委员会街道办

事处办理了结婚手续，俩个人都十分

老派，羞涩到了“老土”的程度，看着

其他年轻的成双成对的人，迟迟不好

意思走进办公室的门槛。领取证件以

后，他们和曹禺的司机，也是几十年

如一日的朋友史群吉（公称史叔叔）

在旁边的小馆子吃了一顿饭，作为庆

贺，要了啤酒和一条鱼，这两样都是

曹禺的最爱，有妻子坐在身旁，有蒸

鱼这一美味佳肴，曹禺手舞足蹈，李

玉茹终于在五十六岁时圆了自己做

妻子的梦，完全和想象中的一样，简

单却温馨。

万先生是一堆感情

后来，玉茹和万先生正式结婚，

我可以告诉读者诸君，因为当时结

婚是要单位出具证明的，所以玉茹

的那张结婚证明书还是经我手在青

年剧团开的。

新婚后的曹禺先生寓居上海，与

玉茹老师形影不离。玉茹老师到团

里拍戏、上班，他都一同前往。总是

坐在排练厅，时而聚精会神的看戏，

时而与演员们谈笑风生。瞧着他拄

着拐杖在东平路大院里来来去去的

身影，有人风趣地说：“曹禺先生快

成了咱们京剧院的人了！”

玉茹老师在剧场演戏，曹禺先生

更是每场必到。坐在观众席一丝不

苟地从头看到底。剧团去外地巡回

演出。坐船坐车很辛苦。曹禺先生也	

“妇唱夫随”地跟着。而曹禺先生去

北京，身边也必有玉茹老师相伴。偶

尔两人不得不小别，京沪两地便飞鸿

频频，并且每天必通一个长途。那种

依依之情，真令人羡慕不已。

他们的黄昏恋浪漫动人，结婚后

更是相敬如宾，有时住在北京，有时

来上海小住，这样我和他们的接触

的机会也就多了。

万先生来上海就住在复兴中路一

幢三层的小洋楼里，复兴中路乌鲁木

齐路转弯角上有一条高雅的新式里

弄，门口是成排茂密的法国梧桐。走

进里弄，右手边一幢三层楼的小洋

楼，这里便是李玉茹的上海家居。也

是李和曹禺新婚后在上海的爱巢。我

去过好多次，听万先生谈天下大事，

听万先生谈艺术创作。有一次，我还

特别向万先生请教《雷雨》的创作过

程，当场不好意思记录，回家后马上

做详细追忆笔记，笔记保留至今。当

时我还曾在文汇报写过一篇记叙他

们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散文，题目叫

《我心中的金色池塘》。老年人的黄

昏恋，有时比年轻人更浪漫动人，有

诗为证。

我爱你

我爱你，你不再年轻，

你不再像花朵！

你脸上有深深的皱纹，

白丝染遍你耳鬓。

你露出幸福的微笑，

夜半你辗转不眠，

你和我一样睡不着，

你低声叹息，

怕惊醒我，

病床上的老人，

时时在你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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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颤抖，你惊坐起来，

是不是心在绞痛？

半夜你望着窗外的星空，

愿我们是星星长亮，

可谁说过人能长存？

你是绚丽的晚霞，

我是无边湖上的寒冰。

寒冷的湖面反映着你的脸，

水下活泼泼的鱼是恩情。

你温柔地看着我，

我们俩老了，都老了。

残霞照着冰冷沉静的湖，

永远忘不了啊！

有一天我闭上眼，

苦难使我们化在一处，

我们骨灰飞起，

黑暗的萤火，

世上有微亮的光。

爱永远照着人，

虽然我们成了萤火，做了一场梦。

当年在和李老师多次交谈中，我

冒昧提出希望得到万先生的墨宝，玉

茹一口答应，不久，就寄来的万先生

写在宣纸上的一首唐诗。书写的时间

是1991年10月，那年万先生82岁。如

今，它挂在新加坡我的客厅里，这是

多么珍贵的一份纪念，每当我看到

他，就仿佛万先生在我的面前。他在

对我教诲，对我鼓励，后来万先生病

了，期间住在北京首都医院，医生和

李玉茹谈话时一脸严肃，玉茹二话没

说，陪着老伴住进了医院，在一张钢

丝小床上，一睡就是几年。玉茹老师

是辛苦的，但她那疲惫却安详的神色

告诉我，她又是幸福的。她在颠沛坎

坷的个人生活中所遭遇的创伤，如今

在晚年的爱情中得到了补偿。

人后，她哭得死去活来，当着老

伴的面，却显得信心百倍，鼓励老伴

跟她一起往前走，病是现实存在，可

人是活的，“一定有办法！”她这样

告诉曹禺。而每年去北京开会，我必

定抽时间去医院看望他，印象中去了

三、四次。记得有一次跑了许多花店

买不到鲜花，就在我快失望的时候，

终于在一间小花店的冰柜里找到一

束新鲜的玫瑰花。鲜花代表了我的

一片心意，在医院宽敞的病室里，曹

禺先生每次都和我侃侃而谈。

1996年12月13日，曹禺逝世，李

玉茹在日记中说：于凌晨3:55分悄然

离我走了……家宝今天独自一人睡在

北京医院太平间了，我不能陪他了，好

人家宝，我舍不得你。

她和曹禺先生都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都是很不容易地过来的，要相

伴相守走到底。“汉恩自浅胡自深，

人生乐在相知心。”曹禺先生喜欢王

安石的这首诗。曹禺和玉茹，这两位

艺术家之间的爱情，达到了人生的至

高境界。

万先生生前曾对自己说过这样

一句话：我是一堆感情。是的，他的

天才创造力和神采飞扬的文字，正

是从这一堆感情中，似火山般爆发

出来的。

张爱玲放弃写《谢幕》是对的

张爱玲死于1995年，在美国洛杉

矶，过了一年，曹禺也走了，死在北京

医院。一个在小说领域，一个在戏剧

领域都有不凡的文学成就。历史给

人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个到

了美国，写下的小说不如在49年前的

上海写的，一个在首都，当上了院长、

主席之类的官位，写出来的东西远不

如49年前的好。

张爱玲在她写的《秧歌跋》中谈

到49年，大陆在重大压力下，人人都

有点自我陶醉。她说：在无论怎样不

堪的情形下，人也还是有点适应环

境的本能。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但毕竟是可悲的。这段倒是说得比

较中肯。对曹禺、对她都是适用的。

张爱玲没有机会经历文革，这应

该是幸事。睿智的张爱玲50年代初

期就离开中国，否则按照她的脾气

和禀性，文革中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但是，她看到曹禺在美国演讲时

作了一个被批斗时的坐飞机的姿势，

她觉得可笑和滑稽，殊不知亲身经历

文革批斗的曹禺，这是难忘的屈辱的

痛苦的回忆，有什么好可笑呢！。据曹

禺研究专家曹树鈞先生写的曹禺传中

记述：1966年12月的一个夜里，曹禺

被一帮红卫兵冲入家中抓走，被拉去

参加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

尚昆的批判大会。“突然有人上来，

将前排的彭、罗、陆、杨分别叉起双

臂，架起了“喷气式”，有人还从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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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四位曹禺一直崇敬的头发揪一起，

来了个“亮相”。那时曹禺站在他们的

后排陪斗。这样的历史事实曹禺忘得

了吗？！。

文革是“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

检查、流不完的泪。”

张爱玲一直以为，写小说应该是

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

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用张自己的看

法去对待写曹禺、李玉茹小说，只能

是既没有生活体验，又没有恰当故

事，于是只好放弃了。

1949年以后，在4、5年里，曹禺

没有新作问世，他心里不安，一方面

对新生活、新人物需要一个熟悉了

解的过程，另一方面，文艺界弥漫的

左的思潮，也是对曹禺思想的很大的

干扰。他甚至对他自己49年前创作的

优秀作品认为是毒害了广大观众，并

化了大量时间、精力对《雷雨》、《日

出	》、《北京人》进行不恰当的修改。

今天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最后张爱玲并没有写成。我倒

觉得，还好没有写成，否则用这样的

小说来讽刺曹禺先生，又有多少意

义和兴味呢。	我想引用宋淇之子宋

以朗这段话：我想，张爱玲也许汲取

了《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教训，所以

对这类题材特别谨慎。那篇小说，她

借用罗潜之这角色来写傅雷，但为了

要“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个人的

形象，结果有失真实，把故事写坏了。

当然，她也可以明目张胆来写曹禺，

像1979年陈若曦用讽刺手法写《城

里城外》一样。跟他写曹禺的故事背

景很相似，当时钱锺书访美，到了斯

坦福大学，陈若曦见过他，不久便写

了一个短篇《城里城外》来讽刺钱钟

书。但这短篇获得的评价不高，更有

人说陈若曦“取小人之径而中伤他

人”。对此张爱玲或有所闻，大概觉得

明写不是，暗写也不是，唯有放弃。	

（以上引自《宋家客厅》231页）

和张爱玲同时代并和她有交往

的已故名作家柯灵说：“无论多大的

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构，就必定导

致在艺术上的缴械。——事实不容

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

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

村。（指她写秧歌和赤地之恋）笔杆

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

这是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

			曹禺先生的离去，是一次谢幕式

的鞠躬。我倒觉得，张爱玲对曹禺和

李玉茹并不真正了解，对49年以后的

中国文艺界只是一些道听途説，并无

亲身感受和深刻理解，即使是用小说

形式来表现，甚至如按宋淇建议把曹

禺和另一名剧作家吴祖光合二为一，

再加油加酱，免得让读者一看就是一

个名人的卡通化描写。

尾声：落下人生大幕

					一曲戏剧的上演，总要开幕、

闭幕，还要谢幕。其实人生如戏，也

会有大幕落下的一天。曹禺的人生，

是一出精彩而又坎坷的戏剧。文革

以后的198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诞

生422周年、逝世370周年纪念日。

那天曹禺兴致勃勃地来到我的母校

上海戏剧学院，参加了中国首届国际

莎士比亚戏剧节的闭幕式。在闭幕词

中，曹禺有这样一段话：“4月23日莎

士比亚诞生了。同样，又是4月23日，

莎士比亚离开了人世。他作为人的生

命逝去了，但是他的思想与艺术的生

命是永生的。我们永远听得见他的

声音、他的语言。他的思想的翅膀在

我们头上翱翔，他的激情的火焰在我

们心里燃烧。”作为当时戏剧节的筹

备者之一，我亲耳聆听到了这一番动

人的言语。十年后他也离开了人世。

如今，重温当时的情景和言语，我仿

佛觉得这是曹禺在作他自己人生戏

剧的谢幕词。

尽管49年以后由于主客观原因，

曹禺没有写出像样的佳作。但是，就

凭他已然写出的一系列佳作，称他为

中国的莎士比亚，实不为过。曹禺走

了，但中国广袤的“原野”上，每天都

会有“日出”照耀大地，天空阳光灿

烂，通常会是“明朗的天”。夏天的

季节里，还会出现“雷雨”，越来越多

的“北京人”正在努力奋斗......

　作者为资深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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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中的语言，是一种活的文化，一

字一句，都有丰富的文化信息，认

真探索，可以让人认识自己文化传统的生命

途径，确实可谓字字珠玑。

最近，为了庆祝新加坡福建会馆175周

年庆典，写了一首闽南语歌曲《福建人，做

阵行》，对此感触更深。

“做阵行”（Zue Din Gia），是闽南语

音译字，意思是众人一起走。

这句话，有几种说法，普遍常见的有斗

阵、逗阵、作阵、做阵，此外还有兜阵、凑

阵、到阵、作伙、做伙等等。

同样的意思，却有如此多不同的用字，

还有“斗”（Dao）和“做”（Zue）两种发

音，显示了民间语言丰富活力的生命力。

创作时，歌词初稿很快就完成，但用

字却颇费思量，不知究竟应该用哪个字比

较对？

觅文解字，追本溯源，可以见到每个字

的演变，都有各自的历史风霜，有离有合，

有自然，也有偶然，构成一道道人文轨迹，

处处透露着文化和历史碰撞的美丽和错 

愕。

语言是活的文化
从歌曲《福建人，做阵行》用字谈起╱	文		:  杜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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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部队的“伙”和“阵”

做阵，又有人称做伙。

在字源上，伙字起源于“火”，

是古代军队单位。唐代《通典》就说 

“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

也就是说10个兵称为一火，50个兵

称为一队（五火为队）。

据清《通俗篇》解释：“所以名

火，以共灶为火食也”，以10人为一个

同灶的饮食单位，所以叫火。

同一火的10人，称为“火伴”；

如早在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

就有“出门看火伴”，唐元稹 《估客

乐》诗也有“出门求火伴”的诗句。

一直到元朝，仍然以火称伴，如元曲

里就有“这一火人”、“合火去做买

卖”的句子。

偏旁加人的“伙”字，到了明朝

才出现；如小说《警世通言》里，才

开始有“伙伴”和“伙计”的说法。 

“伙”字和“火”分开后，就一直沿

用到今天。

但在陕西和山西，每年春节民间

热闹的队伍巡游活动，仍然称为“社

火”，也即指一个社的一“火”队伍，

其队伍往往采用杨家将、岳家军等古

代军阵名目，说明社火的“火”与古代

兵制的关系，当然每一队的游行人数

已远超10人了。

相对于伙，“阵”字就简单得多，

一向就是指军队结集、行动、部署的

组织形式，如军阵、结阵、阵势等。

有趣的是在中国许多地方民间游

艺活动，都有沿用“阵”这一名称的

习俗，如陕北的“九曲黄河阵”，河

南的“跑阵”等。

但自明清以来的福建，可能是民

间游艺文化出现最多“阵”的地方，

许多地方游艺往往都以阵为名，如

迎神活动的香陣、武狮阵、蜈蚣陣、

武阵、跳鼓阵，甚至有牽亡歌陣等。

其中较有名的有明末清初流行起来

的宋江阵，是结合武术和艺术的民

俗表演，有人说是起源自明末郑成功

操练部队的教练术，也有人说是起源

自宋江戏。

福建民间阵文化的由来，或可远

溯晋唐移民里有大量部队建制的遗

风，及福建山海环境形成人们需要结

队互助自保的尚武风气，也可能因民

间反清复明，清廷不许民间习武，反

清义士将武术转入迎神赛会等组织

性活动所形成。

无论其形成原因为何，福建民间

艺阵文化，延伸到台湾的阵头文化，

成为重要的民间习俗，传承迄今，依

然热闹。

在闽台各地，还因此出现一句著

名的俗语：“输人不输阵”，可见人

们对于结队成“阵”的认同意识，已

经深入生活，成为一种崇尚勇敢拼

搏、团结奋斗的人文精神。

做伙和做阵，都是在一起结成队

伍的意思；但伙的规模较小，阵的规

模大，再考虑“阵文化”在福建所代

表的奋斗精神，《福建人，做阵行》这

首歌，自然应该采用“做阵”。

量变到质变的“斗”

做阵，最常见的另一说法是斗

阵。

斗，是古文字，本意是名词，甲骨

文的“斗”字就是一把长柄大勺子，

是盛酒器，如《史记项羽本纪》的 

“玉斗一双，欲与亚父”，送的就是

盛酒器。

器物有容量，故斗也成为衡量重

量的量器，即《汉书》说的“十升为

斗”；并引伸为星座名称，把天上七

颗斗状星座称为“北斗。”

斗字也可当形容词和副词，如形

容大字为“斗大字”，形容山势峭拔

是“斗峻”等；副词则有“斗然”、 

“斗觉”，表示突然，如韩愈《答张十

一功曹》诗句“斗觉霜毛一半加。”

但斗来斗去，无论名词、形容词

或副词，就是没有动词，也没有对抗

的意思。

具有对抗含义的动词，是斗字的

繁体字“鬥”。

“鬥”是象形字，在甲骨文中为

两人纠缠的样子，后来又增加声旁 

“斲”成为形声字“鬭”，并演变出

鬦、閗、鬪、闘等几个俗写字。

目前发现最早出现“鬭”字的是

秦朝的《睡虎地秦简》，写的是：“相

与鬭，交伤，皆论不殴”，说明鬭也有

打斗之意。

但汉朝的《說文解字》对鬥和

鬭二字的解释，稍有不同，它说斗

字是“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 

形”，即争鬥；而 称鬭字则是“ 遇 

也”，即相遇。

《国语·周语》上记载的“穀雒

鬭，將毁王宫“，形容穀水和雒水两

条河流突然交会，结合为一，也是指

相遇之意。

对这两个字，古人往往互相混

用，如《论语》的“血气方刚，戒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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鬭”，意 思是 打鬥；而《金 瓶梅》

里的“都鬥分子，来与我武松作人 

情”，话里的“鬥分子”，指大家一起

凑份子钱，即有相遇、召集之意。

可见鬥鬭二字的含义，颇有重叠

混淆之处，二字都有打鬥和相遇双

重意思。这种现象，可说是语言的混

乱，也可说是真实生活的反映。

有学者统计，在《全宋词》里，鬭

字出现1232次，鬥字只出现124次，

可见早期多用鬭字；到明清以后，鬥

字使用日多，渐渐取代了笔划繁复

的鬭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方的吴越方

言里，还出现一个更明确具有召集意

思的名词，称为“鬥凑”（或鬭凑）。

如宋代《朱子语类》卷六八： 

“许多嘉美一时鬭凑到此，故谓之

会”，宋叶梦得 《石林诗话》卷上： 

“诗之用事，不可牵强，...莫见其安

排鬭凑之迹”。到了明代，鬭字就变

成鬥字，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所说的“相邂逅曰鬥凑”。

无论鬭凑或鬥凑，均为重叠造

词，意思一样，都是指拼凑。

近人洪为溥《江都方言辑要》里

称，在江苏扬州的江都方言里，人们

仍然用“鬥”来形容拼凑，如“散了

的东西，可以把它鬥起来”，人们筹

集资金称为“鬥分子”等。

闽南语具有北方河洛话的渊源，

又有南方吴越方言的元素，因此，在

闽南话里，“鬥”也有拼凑的意思，

例如帮忙就称为“鬥手脚”（dao ka 

qiu），鬥相共（dao sa kang ）。

所以，“鬥阵”（dao din）的鬥，

就是指一群人拼凑成队，当然也有竞

争的意思。

在中文发展史上，斗和鬥，原是

两个互不相关的字，意思不同，读音

各异，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只因近代

汉字简化的人为因素，才合为一体，

以斗取代鬥。

根据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

会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以“省简”

俗体笔画的原则，把“鬥”字俗写的 

“鬦”字，保留里面的“斗”字，作为

简体字。这一来，一向作为动词的 

“鬥”就变成“斗”，和传统作为名词

的“斗”在字形上完全一样，只保留不

同的读音，作为打鬥的“打斗”念比较

重的第四声（dòu），作为名词的北斗

则念稍轻的第三声（dǒu）。

闽南语说的鬥阵，在文字上也因

简化而变成斗阵了。

由“鬥”变成“斗”，可说是一种

量变到质变，只是这并非如辩证法所

称经过自然累积演化的质变，而是人

为揠苗助长造成的突变。

这番造化，还真有韩愈那句“斗

觉霜毛一半加”的味道呢。

由变脸到变身的“作”和“做”

闽南语形容成群结队，除了斗

阵，又有作阵、做阵之称。

“作”和“做”，又有什么分别？

这两个字，原来都是一个字，更

准确地说，“做”字是从“作”字变

出来的，可说是“作”字的变脸，也

是变身。

“ 作 ”是 古 老 的 字 ，本 字 是 

“乍”，甲骨文字形是以刀斧削物；篆

文再加“人”成“作”，强调巧匠“人为

创造”的含义。

汉朝时，作字开始有了起身、兴

起的含义，如《説文解字》所说： 

“作，起也”。

“作”字一直用到唐朝，在宋朝

才出现“做”字。

在唐朝以前的文集中，没有“做”

字，唐诗就只有“作”；如杜甫《闻官

军收河南河北》的“青春作伴好还

乡”，白居易《琵琶行》的“老大嫁作

商人妇”等。

到了宋 词，就 既有“ 作 ”又有 

“做”；如贺铸《满江红》的“题满

杏花笺，伤春作”，刘克庄《卜算子》

的“自入玄门户，寂寂清虚做。”

所以，做是新字，是由作的衍生

出来的俗体字。宋代字书《集韵》即

称：“作，俗作做，非是”，说明“做”

最初还被认为是一个不规范的字。

作字，会变多一个“做”字出来，

主要原因，是读音问题。

原来当时“作”是个多音字，有入

声和去声两个读音。宋代的人为了区

分，就以入声念“作”，另以去声读音

造出来一个新字——“做”。

上述两首宋词，分别用“作”和 

“做”两个字，就是为了不同的押

韵。虽然读音不同，意义一样。

但“做”字有时也有不一样的含

义，如秦观《江城子》的“便做春江

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词里的 

“便做”，就是“即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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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还有把两个字合成一个词

的用法，就是“做作”，意思和今天一

样，指刻意装模作样，如名书画家米

芾《海岳名言》所说的“须如小字，

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

所以，宋朝出现的“作”和“做”

二字，意思有时相同，有时又有细微

的差别，相当含糊。

其后的元、明、清时代，人们对

这两个词的使用，还是模糊不清。如

清代山东流传的《聊斋俚曲集》，就

有“作伴“，也有“做伴。”

读音方面，由于宋代以后入声消

失，“作”在《中原音韵》中转入上

声，转入现代华语（普通话），音变

成zuo；“做”字的zu音却没有进入

现代华语，全部归并到了zuo音；所

以在现代华语中，“作”和“做”都

读zuò，从读音上已经没法区分了。

只有在闽南话里，“做”和“作”，

还保留着古代的遗风，各有稍微不同

的读音，“做”念zue，“作”念zuo。

但在现代汉语里，“作”和“做”

的区分还是相当混乱。即使大学问家

钱钟书，在他的《七缀集》里也用了 

“做诗”和“作诗”两种写法。

一般认为，对这两个词的区别，

以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观点最有代表

性。他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说：

“习惯上，具体的东西制造一般

写成‘做’，如‘做桌子，做衣服，做

文章’；抽象一点的、抽象色彩重一点

的词语，特别是成语里，一般都写成 

‘作’，如‘作罢，作废，作对，作怪，

作乱，作价，作曲，作文，作战，装模

作样，认贼作父’。”

如此区分，虽然并不精确，但确

实也点出这两个字的一些区别倾向，

即“做”往往是形容比较具体动作的

词语，如做事；“作”一般则是形容比

较抽象动作的词语，如作梦。

斗阵和做阵的抉择

了解“斗和鬥”、“作和做”这几

个字的前世今生，自然有助于对斗阵

（鬥阵）、作阵、做阵这几个名词的

抉择。

斗阵的“斗”，基本上是凑合的

意思，比较有临时性意味，召集的规

模往往也比较小。

作阵的“作”，做阵的“做”，就

比较有规划的味道，召集的规模自

然会比较大。加上“做”是形容具体

的动作，显然比形容抽象的“作”字

来得实在。

因此，《福建人，做阵行》这首

群众歌曲，自然应以“做”字为宜。

至于另外一些说法，如逗阵的 

“逗”，意思为逗引，含义嬉戏；兜阵

的“兜”意思为包揽围绕，格局有限；

凑阵的“凑”也是只有临时凑合的意

思，规模较小。

还有人说斗阵其实应该是“到

阵”，但“到”字的闽语译音为Gao，

和闽语译音的斗不同，显然并不适

合。

新加坡福建会馆是包含闽南、客

家、福州、兴化、蒲田等广袤地区的

省籍组织，作为会馆175周年庆典的

主题歌，在做伙、斗阵、做阵等几种

不同说法之中，自然以做阵一词最能

表现其格局与精神。

从本文的追溯梳理，可以看出语

言和文字之间的演变，由许多是约

定俗成的结果，并不一定那么合情

合理，总会有许多模糊地带，很难分

得那么一清二楚。

人生的经历和际遇，起伏浮沉，

往往也是一样，很难说得明明白白。

因为模糊，充满不确定性，也就

充满各种可能，这就是生机，也是生

命的动力。

人生如此，语文亦然，所以说语

言是活的文化。

在现实世界里，聚会有大小，性

质有分别，可以有做阵，也可以有斗

阵，当然还可以有逗阵、到阵、凑阵、

作伙、做伙，只要大家一起走，一起

热闹，一起向前行，自然有变有化，

有滋有味。

如同《大慧禅师语录》卷十九所

说：“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泼

泼地，常露现前。”

这就够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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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我，跌陷在“政治不

正确”的泥潭里颇深，喜欢

漫读一些颇具“历史修正主义”色彩

的文字。一抬头猛然撞见同为六年级

生（台湾国语用法）同属60后（大陆

中文说法）的黄锦树，一下子被年轻

时在大马“烧芭”过，而后一面悠悠

地在台湾大学里教授中文，一面幽幽

地在“中华民国”书写“马华文学”，	

用充满现代主义技巧的小说，“恶

搞”“马共”的黄锦树所吸引了。几

次半夜里被蚊虫咬醒，我索性走出

睡房，蜷在客厅的一角，借着桌灯上

罩出的黄光，游走进黄锦树编造的

断章惨篇的意境里。				

小说集《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

录》的封面有着七个套红印刷的	

“南洋人民共和国”毛体字，对于十

一二岁之前当过毛主席领导的红小

兵的我，很有挑逗意味。连着几口气

将包括书本的前言和附录在内的整

本集子读完，心底里在掂量着，这被

虚构的“南洋人民共和国”里到底有

多少“马共”的影子。然而，历史的

荒唐有时竟会超越了一本小说的荒

诞，一个三重间谍竟然是“马共”当初

的头头；这种“安排”似乎也暗示了	

“马共”的历史将是一场天灾人祸。		

遥想马克思当年在维多利亚女皇

统治下的英伦撰写《共产党宣言》时，

他大概并不能想象，共产主义运动首

先会在比较欧洲诸强而言整体社会

发展相对落后的沙皇俄国取得突破

性的胜利，他大抵也不会预见，在遥

远的东方世界会出现一个共产党将

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

会改朝换代。他更不可能想到，后世

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批判地吸取了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良

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形态，使得整

个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合理化人性化。

随着柏林墙被推倒，共产主义运动也

成了昨日黄花。更加令世人不可逆料

的是，在马克思快要步入他二百岁的

冥辰时，掌握了做资本主义掘墓人的	

“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稳

稳地当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的最大债权人。	

曾经激励过中国过去几代人、也

同样激励过本地受华文教育的前代

人的前苏联共产党人的小说《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已经和那个时代一样被

人淡忘了，然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

察金的那段名言，到如今仍然是那么

掷地有声：“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

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

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

为而羞愧……”尽管保尔柯察金所

追求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

类的解放而斗争”已经变了质，但是

人类追求精神自由思想解放的目标

依然崇高伟大。

几年前，在本地举行的一个公开

的华语演讲场合，我聆听到一位耆

耋长者顺口把保尔·柯察金的这段

话带了出来。这一段自己少年时强志

不忘的名言警句，在这么多年后重新

读《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
及其他

耳闻，体味着年少时不曾体味到的东

西，感悟着大千世界的变与不变，不

觉兀自心潮起伏。这是一位曾经让牢

狱夺走了近10年青春光景的受华文教

育者在结束他的演讲后，应答听众的

提问时随口道出的话语。

我又想起另一位为了同样原因坐

了近20年牢的受英文教育者在某次

公开演说的结束部分的一段话语，

它的华语译文是这样的：“近来你们

经常听到有人说当你年青时你是个

理想主义者，当你年长后你是个现

实主义者。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垃

圾废话，是那些要不是已经失去理

想，就是那些已经把理想出卖了的自

私自利者。一个人不应该让他自已的

理想与信仰消失掉。不论何种情况，

他应该更坚持的去巩固自己的信念。

如果这和年龄有关，这只是在表达方

式上，对这些理想和信仰有了更多的

演绎方式，毕竟他们有经历过青春年

少时的种种体会。一个生命如果没

有了信念，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只是

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存，而我相信你

们中的许多人会同意，一个人的生命

意义要远比这种情况来得更精彩。”

我同意。这信念和理想非关共产

主义，它们没有华文英文教育源流

之别，也没有东西方不同社会价值

观的差异，它们是普天下要把人生活

出一些意义来的人的一点共通思想。

你同意吗？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文		:  章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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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屌丝”（往往又称	

“吊丝”）一词的强势崛起部分凸

显了21世纪中国的某种政治、文化生态一

角，它可以被视为底层民众的一次自下而上

的自我解嘲和言论逆袭。

一、屌丝及其今生

说法之一：“吊丝”最早出现在百度贴吧

的李毅吧。足球运动员李毅曾经说他护球

很像亨利。因为亨利被称为亨利大帝，所以

网友戏称李毅为大帝，于是李毅吧被称为	

“帝吧”、“D吧”。作为他的粉丝，常在贴

吧聚集的网民也自称为“D丝”（源自百度

百科“屌丝”）。

说法之二：和生殖器有关。生殖器小。

小如“丝”。

2012年2月20日，大量自称“吊丝”的中

国年轻人，以留言评论的方式占领了时任美

国总统奥巴马的Google+主页，仿佛一眼望

去，成了中文版。更有用户直呼中国网民占

了位，他们跟自己的总统插不上话，以致引

起了外国媒体的广泛关注。2011年德国的

喜剧集Knallerfrauen《炸弹妞》被网友译

为《屌丝女士》，在网络上广受欢迎。中国大

陆版的《屌丝男士》2012年起开播，如今已

经到了第四季。

网络上当然存在着各种男女屌丝的具

体标准，简单而言，屌丝应该是包括了赤贫

人群的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

产业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流氓无产

者。总的来说，他们往往属于社会的下层。

除了用于自我调侃的符号标签（伪屌

丝），大部分屌丝基本上出身底层，他们当

中有的虽然是十年寒窗考上大学，但真正

工作后却发现理想、现实与纸上的宣传相

去甚远，读书日益难以改变自身的经济窘

况；有的初中辍学，进城务工，或成了小工、

网吧网管，更有人去搬砖，或是无业游民

“屌丝”
的前世今生

╱	文		:  朱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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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与城市的繁华距离甚远，杯

水车薪，身居边缘和阴暗面，过着靠

吃方便面等果腹的生活。

相较而言，屌丝们有一个核心特

征，就是青年时期在各种资源争夺

中的常常挫败。比如相当同质的就是

女性资源争夺。于是屌丝男生往往被

贴上了穷矮丑的标签，对立面变成了

高帅富；类似的，屌丝女生可谓土肥

圆，而引人嫉恨的则是白富美。这其

中当然有性别歧视和把男女物化的

错误观点。

	屌丝一词传播非常快，在我看

来，其传播具有庶民叙事的特征，由

下而上地对主流话语、价值观进行反

抗。自称“吊丝”让很多人找到自我解

嘲和宣泄压力的途径，这也是它传播

之快的原因。

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运行的潜

规则和官方宣扬的主流价值观颇有

差距，比如日益得到崇拜的核心其

实有二：1.	权力（官本位）；2.	金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为此我们不难

看出，屌丝产生的核心原因之一是今

日社会利益集团（尤其是权贵和金

钱结合）成形，大量中下层社会出身

的青年挤不进上升通道。在这样困

窘的情况下，如何面对和宣泄不满情

绪？他们往往拼爹失败，难以打破利

益的固化，甚至他们会慢慢认识到更

可悲的现实，权力/金钱可以遗传，而

文化往往显得孱弱无力。

也许有人会问，“屌丝”一词会消

失吗？实际上，根据有关报道，2015

年7月，北京下令“净网”，像“尼	

玛”、“屌丝”、“草泥马”、“绿茶婊”

等网络潮语，可能在正规网媒和纸媒

中禁用。但我的判断是，“屌丝”一词

短期内不会消失，主要原因是它部分

反映了底层民众生活的真相，并且负

载了自我宣泄的功能。所谓禁止使用

只是治标不治本，或许可以在纸媒上

严禁出现，但网络上难以彻底消失，

因为网络用语如果官方采用传统办

法能够完全控制，那就不是网络了。

二、屌丝的前世

“屌丝”虽然貌似新鲜，但其实

其源有自，至少在某种精神上有其

根源。我们可以把源头指向鲁迅。

1.	阿Q精神节选。某种意义上

说，最具有“吊丝”特征的群体焦虑

既没有退路，又没有前途。“吊丝”

不过是以一种网络亚文化的姿态尝

试发出劣势群体的声音，因而才有

自嘲，甚至自暴自弃的现象，最让人

担忧的是，曾被批判和抛弃的阿Q重

新附体，并成为时代自我安慰的精

神资源。

比如其间的自我欺骗（被人欺负

以后幻想自己世界第一）、欺负弱势

群体（小尼姑），而且猥琐不堪，满

脑子男盗女娼；同时又自以为是、坐

井观天，满足于进程的细节观察；更

加恐怖的是，如果是他真正革命成

功，那么整个世界将会陷入荒诞、物

欲的错乱。

比如，有了权力之后的滥杀，包

括同阶层人士：“这时未庄的一伙鸟

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

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

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

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

但也不要了。……	”

贪得无厌和耀武扬威。“东

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

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

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

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

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Ｄ来搬，

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想要谁就是谁的女人观。“赵司

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

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

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

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

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

脚太大。”	

某种意义上说，阿Q身上的一些

劣根性，恰恰也在“屌丝”身上隔代

再现，如1自轻自贱；2目光短浅；3意

淫世界；4愚昧自负等。

2.	争的恐怖：阿金。1930年代鲁

迅曾经写过一篇杂文叫《阿金》。写

不过是一个姿色平庸的洋人小保姆

阿金的兴风作浪，比如其宣言，“弗

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

热衷于和同行女佣开派对扰民，被

拳打脚踢处理后有效期也不过五六

天；和老女人当街对骂；任凭自己的

情人被围殴等等。

某种意义上说，阿金的复杂性甚

至令鲁迅讶异。表面上看，阿金不仅

相貌平凡，而且在精神存在上亦相当

平凡乃至贫弱，但她却依靠自身能量

呼风唤雨，以一个小保姆的身份搅起

满天风雨，甚至是鸡犬不宁。她作风

开放，公开赞同轧姘头，却又在深夜

亦有所顾忌；她男友不少，却可以在

承担责任时袖手旁观。当然，如果从

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阿金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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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问题的

一面镜子，甚至可以部分消解这个社

会的某些潜规则。

毫无疑问，作为小保姆的阿金其

实有着和她身份并不完全相符的生

存能力，一方面，按照一般认知，她

应当是相对勤快的，而另一方面，她

却明显呈现出精力过剩的张扬感。

阿金作为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是个体

性而非个性，这是因为“个体性”一

词更多可以从中性意义上呈现出她

生命活力的个体表现，而非是具有相

对清晰主体性、自我意识的“个性”。

总而言之，从成为革命者、引领	

“乌合之众”的潜质来看，阿金比阿

Q明显技高一筹，她可以主动利用自

己的性别、身体，以及组织优势来灌

输、宣扬自己简单有效的意识形态。

当然，如果跳出此视角，反省阿金的

劣根性，其实在本质上，她和阿Q又

共享了类似的劣根性，比如在主体与

自我上的肤浅乃至空洞性，他们仅有

的一点反抗其实也是徒劳的，没有出

路，都带有悲剧色彩。更进一步，我

们如果认真反省阿金的活动内容，其

实更有让人震撼和沉思之处。

鲁迅对阿金既存劣根性的担忧，

归根结底，阿金身上却更多呈现出

鲁迅“立人”思想的某种错置。套用

花的譬喻，阿金这朵罂粟花上，也可

能潜伏了罪恶与堕落的元素。阿金的

头脑中更多是扭曲现代性的置入，作

为彼时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产

物，其相对简单的大脑变成了庸俗现

代性的跑马场。作为一个未受过正式

教育的女仆，她在身居上海时对现代

性往往有着相对狭隘、扭曲甚至是令

人啼笑皆非的理解，比如她著名的来

上海就要轧姘头的宣言，其核心理念

恰恰呈现出对现代性肤浅的误读。现

代性到了里弄女仆阿金眼里则变得

截然不同，它更多是物质化的、工具

性的。都会的暧昧、世故、游荡等特

征就变成了轧姘头，而这又变成了作

为新势力的她对抗老一代女仆的杀

手锏和利器。

毋庸讳言，在国民劣根性挖掘、

剖析和对封建传统批判如火如荼展

开时，新的启蒙工作亦同时按部就

班进行，但阿金的令人讶异之处在

于，在旧的孽障未除，新的再造未立

之时，她却从新的宣扬和启蒙中找到

了和旧劣根性沆瀣一气的元素，这种

操作更具欺骗性和杀伤力，这才是鲁

迅感到担忧的要害所在。而如果把阿

金们视作是一个团体或系统，那么可

能危害则更大。

结语：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阿

Q还是阿金都只是部分呈现出和屌丝

精神气质的交叉，而非全部。

同样屌丝一词在具有颇多负面效

果之外，其实恰恰也具有情绪宣泄、

自我调侃甚至于阶层聚集的功能。但

是，对于处于相对底层的个体青年来

说，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逆袭？

在我看来，我们能够做的第一条

是：要通过学习，让自己的内心强大

而丰富。要注意发挥文化的自我提升

乃至救赎功能。

第二，就是要勇于面对现实，努力

奋斗，不要被贫穷和困窘压垮了你的

自尊、梦想和可能性。

某种角度上说，借用屌丝一词自

我调侃缓解压力、拉近关系可以理

解，但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词汇形成心

理暗示，更不能借此自暴自弃，毕竟，

天助自救者。

作者为广东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屌丝一词传播非常快，在我看来，其
传播具有庶民叙事的特征，由下而上
地对主流话语、价值观进行反抗。自称 
“吊丝”让很多人找到自我解嘲和宣泄压
力的途径，这也是它传播之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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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今年五月到意大利威尼斯参观

威尼斯双年展之后，曾在《联合早

报》上撰文，说威尼斯双年展给人的感觉，

是一场富人的嘉年华会。这个说法，我不是

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少西方媒体

及艺术评论者都有类似的观察。	

视觉艺术有它吊诡的一面。一方面，你

在展览中看到艺术家关心的都是弱势群体

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弱势群体却

是在展场中缺席的一群，展馆里几乎不可

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当你眼前都是一件件关于弱势群体的

作品，不断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却又仅看到

衣香鬓影，一大群亮丽光鲜的人走来走去

的时候，你不禁怀疑起这整个国际当代艺

术圈子都是一场游戏。

但是除了这样的方式，我们还有什么其

他的可能？

一场艺术盛宴的标准

古典音乐原本也是属于帝王的享受，但

在有了录音机、光碟以后，它变成一般人能

够享受到的媒介。文学与文字，最初也是贵

族的权利，但在有了印刷术以后，平凡人也

可以分享讯息、累积知识。

但是艺术家用长时间创作出来的艺术

品，本质上注定是“昂贵”的物品。普通人

说不清楚
从威尼斯双年
展谈开去

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展出 田千春的装置作品《手中钥匙》。（周雁冰威尼斯摄影）

╱	文		:  周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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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拥有。最好的“分享”程度就

是摆到美术馆里面去供人欣赏。

不少艺术作品，譬如菲律宾或印

尼、亚洲民间的创作，都以集体的方

式在进行。在还没有摆进美术馆之

前，它就是一个民间的共同创作，或

许为了祭拜、或许为了当地的某个大

日子。但是，一旦摆进美术馆，它就

突然间变成了有“价值”的物品。其结

果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

定的是，从此以后，更多的注视将让	

它的创作变得不再如以往那么单纯。

我们似乎是在打一场注定输的

仗。当我们都在为世界越来越拜金，

越来越注重结果、注重个人所得而思

念过去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往这个

方向走去。双年展只是这个世界的缩

影。当我们看到它的这一面的时候，

我们却又不得不跟随着它的脚步前

进。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

性？我们不知道当我们选择另一条

路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什么？我们会

输掉什么？我们都怕输。

就当西方世界一些人也在批评的

同时，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法子。就当

东方世界一些人在想着不要只跟着

别人身后跑的时候，自己却也在重复

着他人早做过的模式，做了一模一样

的更多、更多的双年展，更多更多的

艺术博览会。

在东方的我们，当然希望自己也

有能力举办一个名望与信赖度都能

够达到某种标准的艺术盛宴，这场盛

宴该怎么办？是不是只能够依照西方

之前的方式来办？值得我们去思考。

需要被认可的东方

那天我访问本地一名资深画家，

他说这些展览助长了策展人的出现，

让策展人在艺术中占据了比艺术家还

更重要的位置，甚至指挥艺术家该做

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说不喜欢这样

的现状。但是，他说：你不要说我说了

这个话，这个是不能报道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游戏，牵扯的人

很多。我们可以点出它存在的一些

现实，我们的一些观察，但是我们能

够抽身吗？谁有答案？

这又让我想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威

尼斯认可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达文西的作品的时

候，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侵占了我

们所有的认知。达文西就是了不起，

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美丽、迷人、神

秘，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推翻、不可否

定的事实。你站在闹哄哄的罗浮宫

美术馆人群当中，其实你根本没有办

法好好欣赏蒙娜丽莎的微笑，她距

离你那么遥远，你连她的脸都看不清

楚，拿起照相机拍到的只是挤在你前

面挡住你视线的人头。但是你满意的

离开了，你终于看到、瞄到世界上最了

不起的一件作品。

你看到了吗？你真的看到了吗？

我们从小就在这样的认知与环境

中长大，西方艺术家的名字深深烙在

我们的脑海，他们的作品深深印在我

们的心里。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文化

的艺术有些什么？我们的认识贫乏

的可怜。除了徐悲鸿，几个人说得出中

国过去的艺术家的名字？就算是近代

的徐悲鸿，又有几个新加坡人认识？

如何说清楚

访问中国艺术家邱志杰的时候，

他说他认为中国宋代郭熙的素描就比

达文西画的还好。当然郭熙用的是水

墨，但是通过细微观察画出来的作品

例如松树，其道理与素描同出一辙。

中国跨媒介艺术家黄冰逸说：中

国宋代的王希孟在她眼里就是最了

不起的画家。但是我们今天的认识

里面，知道莫奈、达文西、毕加索的人

多太多，我们谁知道郭熙、倪瓒、王希

孟？甚至在他们的作品摆到我们面前

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说不说得出

它好在哪里？还是就像很多年轻人

一样，一看到水墨就说很不入流、很

老派、老土？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谁

好谁不好的问题，而是我们对艺术

的认识和认知是怎么形成的问题。什

么图像对你来说是艺术，什么不是艺

术，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时候，你必须无可奈何的

承认，一个地区、国家的软实力最终

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我们的

艺术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才可以被叫

做艺术。

就像我们亚洲的小说家得拿到诺

贝尔文学奖，才算了不起一样。结果，

我们无可奈何的期待被诺贝尔，被威

尼斯认可。

但是，我们自己究竟有什么？我

们自己的标准究竟在哪里？东方说

的清楚吗？

必须说清楚，必须以这样特定的

方式举办这样的活动，必须有这样

的标准，这一切的一切，又是否符合

东方做事的本意与原则。就像中医

在西医眼里，永远都说不清楚一样。

结果，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能怎

么做？其实我是没有答案的。我只是

在思索罢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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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过去50年的经济成就骄人，令

不少新兴经济体羡慕并成为它们学

习仿效的榜样。尽管新加坡的经济成果可归

功于多方面因素，劳动力因素可说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环，一直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随着劳动力因素相关的公民劳动力参与率

以及引进外来劳工的课题近几年成了社会

甚至大选期间热烈讨论的课题，劳动力因

素在接下来的50年能否为新加坡的经济再

创奇迹，还是制约新加坡的未来经济发展，

颇受各界关注。本文就着重于剖析新加坡

近来的经济数据所呈现的劳工问题，从而探

讨新加坡经济所面临的长远挑战。

新加坡的经济自1965年独立以来，平均

年增长7.6%。在独立时，新加坡人均收入仅

美国的五分之一以及日本的一半。50年后的

今天，新加坡人均收入已经几乎与美国等齐

并超越了日本。这样的成就不仅归功于廉洁

的政府、开放贸易和投资、可信赖的法律制

度和高效率的官僚体系等因素，也更大程

度上与政府在新加坡经济建设扮演了关键

角色大有关系，毕竟从招商引资和培训重

点发展行业的技术员工，到通过强制公积

金储蓄来推动国内投资建设，都是由政府

一手策划推行。

我国经济总体表现今年欠佳

不过，新加坡近期陆续发布的数据却不

理想，引起市场关注新加坡经济的未来走

向。首先，我国制造业活动持续萎缩，新加

坡采购与材料管理学院（SIPMM）发布的8

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下跌0.4至49.3，

较市场预期逊色，主要因为新订单、新出口

订单、产值和原材料价格持续疲弱。PMI是

制造业的领先指标，一旦跌破50就意味着

该领域陷入萎缩，50以上则表示正在扩张。

受到制造业疲弱表现的拖累，新加坡第

二季经济仅增长1.8％，导致贸工部缩小对

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2％至4％下调至	

2％至2.5％。新的预测范围也意味着新加

坡今年的经济增长将是自2009年以来最

缓慢的一年。

一般认为新加坡目前的经济颓势多是

受到外部环境欠佳冲击所致。今年以来，新

加坡面对种种海外不确定因素，包括中国经

济放缓、其股票市场波动加剧、亚细安地区

经济表现不佳、希腊债务危机以致美国酝酿

加息等。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演讲

也承认，外在环境为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

带来挑战，世界经济波动同样可能拖慢我

国的经济发展。	

但往深层分析，新加坡当前的经济形势

更多是受到本身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劳动力

供求紧张问题最为棘手。制造业数据疲弱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较为劳工密集型的生产

商受到了外劳雇佣条件收紧和更高外劳税

的影响，纷纷决定限制生产或被迫加薪以

致毛利率遭受冲击的困境。

除了制造业萎缩外，细读第二季经济增

长数据也会赫然发现服务业同样呈现颓势。

占服务业重要一环的酒店业和餐饮业业者，

近年也遭受外劳政策收紧的冲击，并正与制

造业厂商一样，正在为劳工难请的问题发

愁。这些劳工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

在经过长期依赖外劳的持续供应后，多数

劳动力供应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文		:  陈士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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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相信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调

适于劳动力不再像以往那么充裕的局

面，其余则可能陆续选择转移到海外

或是干脆停业。

最大挑战是劳动力供应不足

尽管有市场意见认为劳动力供求

紧张将推高工资，新加坡人将从中受

益，但无可否认的是，劳动力供求问

题要是迟迟不获得解决，将无可避

免地削弱经济竞争力，而这意味着会

流失一些工作岗位，特别是半导体组

装等一些较低增值行业的工作。事实

上，新加坡劳动年龄人口在经过去十

年年均	2.5%的增长后，增幅开始放

缓下来，而劳动力增长放缓势必会拖

慢国家经济增长。

要解决劳动力增长放缓问题，其

中一个办法是提高生育率。新加坡

目前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

一，每名妇女仅1.1个孩子，然而即便

是现在能够大大提高生育率，这些

新增婴儿将需要至少15年或更久的

时间才能加入劳动队伍，所以提高生

育率无法解决当下日益恶化的劳动力

供求问题。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提高劳动力

参与率，然而目前的68%参与率无

论是从新加坡的历史与全球标准而

言都已经属于高水平，意味着能促

使更多新加坡人进入劳动队伍的空

间不大。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增加引

进移民，而这恰恰是近几年以致到

这届大选最受争议的课题。经过了

上届大选以及2013	年大规模的反移

民抗议活动后，政府已经陆续收紧移

民条例，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选项对

于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来说将恐怕

作用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惟有力

推提高劳动队伍生产力来应对劳动人

口增长放缓的挑战了。对于已经是技

术先进以及制度环境在世界上享有高

评价的新加坡而言，这将是个艰巨漫

长的路程，毕竟能从先进经济体吸纳

优秀的机构、商务环境行为和技术方

面来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多

了。为了要提高生产力，新加坡将需

要自身培育创新精神来更上一层楼，

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独立宏观经济研究行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就认为，先进

经济体过去二十年的平均劳动力生产

增长率仅1.3%，新加坡在接下来十年

能取得大约1.5%的生产率增长，已经

算是最好的了。

综合上述，新加坡能否摆脱当前

经济的疲弱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能否克服劳动力供求所面对的

瓶颈。政府在提高人民生育率以公

民劳动参与率所作出的努力，需要一

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果，而在引进外来

劳工和人才方面则因受到国内舆情左

右，而恐怕只能部分纾解劳动力供应

不足的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了劳动力

问题，新加坡在接下来50年才可能有

机会再创另一个经济奇迹。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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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破

坏，分四个方面来谈：一是金融市

场的活动多是寻租活动，寻租活动对实体

经济没有贡献，浪费资源；二是金融市场里

的寻租活动往往引起金融风暴，导致经济

衰退，危害民生巨大；三是活动在金融市场

里的人才，都是最优秀的人才，人才如此浪

费，实属可惜；四是金融市场放大了人类的

贪婪，那里处处充满了诱惑，让善良的人们

陷入贪婪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金融是指资金融通。一方面，有多余资

金的人可以把它存在银行里，赚一点利息，

另一方面，缺乏资金而又需要用到资金的

人，可以付出一些利息，向银行借贷所需的

资金，做成他们要做的事。金融市场的出

现，首先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此一行之有

效，互惠互利的服务，是对实体经济的一大

贡献。但是，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过头

了。金融市场近三十年来的迅速发展，其实

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以后

都会引发危机，其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已经远

远大于其对实体经济的贡献。所谓实体经济

者，是指实实在在地将有限资源进行生产加

工，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产

品和服务的生产部门，而金融市场是实体经

济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金融市场里的机构有中央银行、商业银

行、投资银行、股票交易所、券商等；在金

融市场里交易的产品有股票、债券、基金、

外汇、期货、期权、互换合约等。在金融市

场里，最活跃的交易为股票买卖、外汇买

卖和期货买卖。必须指出的事实是：这类

买卖绝大部分都是投机性的，与实体经济

的生产活动无关，纯粹是一种没有生产性

的寻租活动。

寻租行为浪费有限资源

金融市场的活动对实体经济做出的破

坏，第一个方面表现在金融市场里的寻租

行为，寻租行为大量浪费各种有限资源，对

实体经济破坏极大。

什么是寻租？寻租	(rent	seeking)	的定

义为：对实体经济没有贡献却又能赚钱获

利的一种经济行为。股票市场里天天有大

量的股票在买卖，试问你如果买卖股票赚

了钱，别说亏钱了，对实体经济有贡献吗？

答案是明显的，不容置疑：对实体经济的生

产没有贡献。

股票交易所的成立原意是很好的，它能

让有绩效又赚钱，而需要资金发展的公司上

市，让有多余资金的公司或人士买其股票，

投资参与，分享其业绩。新股上市是在股市

的一级市场进行的，它原来对实体经济贡献

不小，因为它让需要资金的公司得以筹到资

金去发展，然而不幸的是，股票市场也常常

成为居心不良的人们圈钱的地方。

我们平时买卖股票的市场称为股市的二

级市场，二级市场对实体经济是几乎没有贡

看金融市场如何破坏
实体经济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5年7月11日在南方大学学院《马来亚南洋大学讲座基金》主办的讲座所作的演

讲整理而成。

╱	文		:  陈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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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但又不能没有二级市场，它的

存在原来是为了支持股市的一级市

场，让上市的股票有一个可以自由买

卖的地方，没有二级市场就不会有一

级市场。但是一路来，二级市场更多

是让人们寻租的好地方。

在股票市场因为买卖股票而赚到

钱（即寻到租），对实体经济有贡献

吗？没有。在牛市时，股市一片大好，

股价持续上升，凡是买到股票的人

都在赚钱，既然大家都赚钱，这赚到

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答案是它来自虚

无缥缈间。既然买卖股票的活动是一

种没有生产力的活动，股票买卖活动

就无异于大量资源的浪费。

金融市场充满寻租行为，今天寻

租行为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

寻租行为已经不是对实体经济没有

贡献这么简单，其实，寻租行为已经

在处处危害实体经济，祸害人民。

如今金融市场里交易的产品五花

十色，琳琅满目，许多还是所谓的金

融创新产品，每年推出的新金融产品

估计有数百种之多，我们需要那么多

种类的金融产品吗？推出新的金融产

品完全是因为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要

做更多的生意，只有生意做大了，才

有更多的利润可赚。这些新产品无非

是金融衍生产品，例如期货、期权、互

换合约等，或是抵押支持证券之类的

以资产支持发行的证券，还有各式各

样的结构化票据。

银行在推销这些新产品时，都说

这些产品能有增值保值减少风险的

作用。期货期权互换合约等衍生产品

虽然有保值减险的作用，其实其保值

减险作用很有限，更多的人是用它们

来做投机用途；另一方面，资产支持

证券则让银行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

金，让杠杆加杠杆，融资的杠杆性风

险已经很高，杠杆加杠杆，其风险更

高。君不见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垮

台时，不知害苦了多少人士，我们较为

熟悉的有香港和新加坡的所谓‘苦	

主’，他们被误导以为回报率更高，买

了雷曼兄弟的结构化债券，而不知其

跟着而来的风险也更高，因此亏了大

钱。在新加坡也有市镇理事会因为

投资了这一类的债券而蒙受亏损。

2013年，全球最大的股票交易所

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其一年的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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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量便高达13.7兆美元，全球股票交

易量之大，从此可想而知。而造成金

融市场巨大波动的罪魁祸首的金融

衍生产品（即期货和期权），其交易

量也大得惊人，以2013年全球84个

交易所的统计数字来看，成交的总

合约数为216.4亿，如果以每个合约

价值为一百万美元来计算，其总值也

超过万亿美元，其中单单期货交易便

占56%，而在所有期货交易中，股指

期货和个股期货又占总数的54%。

这些交易活动绝大多数是为了寻租

而来，对实际生产毫无贡献，是宝贵

资源的巨大浪费。		

金融风暴导致经济危机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市场寻租行

为会引起金融风暴，造成经济危机，

大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影响

民生极坏。

1987年10月19曰星期一，爆发了

全球股灾，股市崩盘，道琼斯指数一

天重挫达22.6%，是为黑色星期一，

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因为金融市场

的发展而导致的危机。后来在1997

年和2008年发生的更为严重的经济

危机，都是因为金融市场的过度发

展而引发的。1997年4月国际金融大

鳄索罗斯等狙击泰铢马币，泰马皆以

提高利率还击，金融大鳄暂时未再

有回击，泰马政府以为大获胜利，然

而灾难随后降临，	以索罗斯为代表

的许多对冲基金，于1997年7月发动

了对亚洲货币大规模的无硝烟的狙

击，那惨痛的经验让我们至今无法

忘记。他们狙击货币从泰国铢开始，

然后陆续袭击马来西亚令吉，印度

尼西亚盾，香港元和韩国元等，各种

货币在强势的狙击下，大量货币被抛

售，外汇储备不足，政府无力抵抗，

汇率无一不应声迅速剧烈下跌，搞得

这些国家很多公司无力偿还美元外

债，被迫关门倒闭，国家经济因此进

入衰退，到处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

各西方对冲基金发动的货币狙击

战，让他们斩获甚丰，就是因为外汇

市场提供了可让他们利用的金融工

具和方便，让他们有大量抛售某种

货币的可能，加上有远期外汇（期货

的一种）市场提供助力，让他们在狙

击的前期无往而不利。对冲基金自

辩说，这些货币的汇率原来就已经偏

高，即使他们不狙击，其汇率迟早也

会下跌，他们发动狙击也就不理亏。

这其实是一种疯狂的寻租行为，自私

自利，给实体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

2007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

形势岌岌可危，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但是为了不让房地产的泡沫破裂，还

死不悔改，死死撑着，甚至把泡沫继

续吹得更大，闹出了连忍者（ninja，忍

者英文字的意思是指那些无收入、无

工作和无资产的人）也能贷得巨款，

购买房屋的笑话。2008年9月16日，

终于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爆发

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陷入自1929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大衰退。这

是由于过度的金融市场发展，过度

的寻租活动，加上政府监管缺位，危

机才会发生。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把世界经济

带入了大衰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

政府猛然发现，必须加紧管制金融

市场的活动。可是，遗憾的是金融市

场尚未全面发展的中国，抵挡不住金

融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开始在金融市

场引入新的措施，让金融市场活动深

化广化。中国新推出的措施包括批准

融资融券，推出新的期货产品如新的

股指期货，这样，让寻租者有机可乘，

来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搞得股市鸡

犬不宁，一片悲伤景象。

2010年3月杪，中国当局推出了

融资融券措施。融资是让人们能合

法地以股票质押贷款来购买更多的

股票，增加持股的杠杠力度；融券则

让没有股票的人能够合法做空某只

股票，只要能够借到股票，就能在股

市卖空该只股票，其结果是有可能

拖垮该只股票。2015年4月，正当中

国股市极端红火的时候，中国推出了

上证50和中证500两种新的股指期

货。如果没有上述两项新的措施，中

国股市最近不会上演如过山车般的

可怕事故，也不会有发动国家队积极

救市的疯狂行动。

中国股市在2007年曾经有过一

个大牛市，当年10月，沪指升至历史

高位6100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后，中国股市受到影响，节节败

退，很多年来一直在2000点上下徘

徊。自去年11月开始，沪指便节节攀

升，今年6月12日触及5166点后便迅

速下滑，从高点下滑30%，股市极有

可能崩盘，情势万分危急，可能酿成

大祸，危机爆发，社会不安。中国政

府基于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于是

组织国家队，全面行动，出手救市，其

力度之大，俨然是史无前例的中国股

市护国保卫战。救市后，股市跃升至

约4000点的水平后，复又下滑，一度

跌破3000点。

股市之所以能从高点迅速下滑

30%，完全是因为中国股市提供了投

机者做空股市的条件，提供股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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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让投机者得以做空股市，提供融

券的方便，让投机者能借票做空。	做

空成功，股价则快速下滑，尤其是特

意恶意做空狙击某只股票，可以在一

天内借票抛售某只股票多达三四次，

使股价迅速下滑，使数以千计的上市

公司跌停。没有股市提供的方便，股

市的波动不会如此剧烈。

中国股市现今的发展，让有心人

利用来寻租，兴风作浪，获取暴利，

如果政府不出面干预，必将发生股

灾，贻害无穷；但政府出面干预，政

府又被搞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早

知股市过度发展，势必危害经济与

民生，又何必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大

力发展金融市场，只有让对冲基金

和投资银行等大集团生意可以多做

一点，有更多获利的机会。君不见这

些集团获利都以亿万计？

近三十年来，我们已经见证数次

金融风暴，其危害匪浅。金融市场贪

欲驱使，金融市场寻租猖狂，金融市

场过度发展，金融市场缺乏政府监

管，是引发金融风暴的关键因素。既

然金融市场过度发展，容易引发金融

风暴，就不应该太过发展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只要不过度发展，发生经济

危机的概率便会大大降低。

人力资源的错误配置

第三方面是金融市场的过度发

展使人力资源错误配置，极为浪费。

全球金融市场大约是在三十年

前才开始活跃起来，三十年前，金融

专业并不受人们欢迎，大学里本科生

只有一两门金融课可供选读，今天，

由于有兴趣修读金融课的学生非常

之多，有多达十几二十门金融课可供

学生选读的大学处处皆有，而学生毕

业后，选择以金融业为首要职业的

也比比皆是。

金融业是实体经济大部门之一，

大量的最优秀人才投身其中。我在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了十几年金

融课，常常有很多学生告诉我，加入

投资银行工作是他们毕业后求职的

首选，这是受到高薪诱惑的结果。在

澳大利亚，会计是最受欢迎的大学学

位，金融却是大学生最爱选修的热门

科目。各大国际投资银行每年都到大

学名校来招聘，他们录取的都是最优

秀的毕业生，所给的薪酬也比其他行

业的薪酬高出很多，未来薪酬潜能极

佳，是让人极为羡慕，令人尊敬，令人

垂涎的一个行业。毫无疑问，进入金

融市场的人才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如

此优秀的人才都投身在没有生产性的

寻租活动上，是国家社会巨大的资源

错置，非常浪费，也促使所得不平均

不断恶化。

让我们看看金融界人士的薪酬状

况。2014年，全球15家最大银行的

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为1450万美

元，比2013年高出17%。2013年，JP	

Morgan	Chase营业亏损60亿美元，

其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薪金

被减半，仍有1千1百多万美元。去年，

戴蒙重夺全球薪资最高的银行总裁

这一头衔，年薪2千7百多万美元。在

过去5年中，他有3年位居该排行榜

榜首。今年5月，有40%的JP	Morgan	

Chase股东投票反对该银行去年的

薪资计划，但没有成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

们都认为，金融机构高管的高薪酬结

构是金融危机的肇因之一，普遍要求

金融市场和监管当局改革薪酬结构，

降低薪酬，然而呼吁归呼吁，由于

金融界已经受到高管们的控制与操

纵，他们今天仍旧享受高薪的待遇。

金融界高薪酬结构，其实使得金

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大大地提高。这

个薪酬结构是这样的：薪酬	=	高底

薪	+	花红	+	股票期权奖励	+	其他福

利；还有：数额不小的分手费，洋人称

之为金握手（Golden	handshake）。

从金融角度来看，企业的目的不

是追求利润最大，而是追求市值最

大，市值是指上市公司的股价乘以

股票总数的总值，因此股价越高，市

值便越高，这会驱使公司的头头们想

方设法使股价往上升，达到市值极大

化的目的。

本来一个公司如果运营得好，公

司赚钱，而未来赚钱的潜能又好，股

价自然会攀升，然而情况往往不是

这样，股价常常是被人为推高的。这

种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在世界各地

也俯拾皆是。最近中国首富李河君在

香港的上市公司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其市值为180亿美元，自2014年初以

来股价上涨逾3倍，是人们赞叹的好

话题，近来被人揭发汉能的营业收

入其实来自其属下自己的公司，有人

为创造虚假利润的嫌疑，此案目前在

香港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多

是代理人，而非公司的拥有者，因而

会发生代理人问题，就是说作为代理

人的高管的作为，因为照顾了自己的

利益，可能会危害了公司的利益。代

理人为了更高的市值，会铤而走险，

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来投资。

要是投资亏了，没问题，反正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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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的钱，即使因此被要求走人，

也有一笔可观的分手费可拿；可是要

是赚了，可以分到高额的花红，如果

公司股价涨了，更可以行使大量的股

票期权，实现丰厚的利润。这种薪酬

结构，只会驱使金融高管们肆无忌惮

地进行高风险投资，使金融危机的发

生成为大概率事件。由于它们的规模

巨大，要是投资失败，往往会掀起巨

浪大波，引来金融风暴，而投资失败

是必然的，随时都会发生。

活动在金融市场的人，大部分的

工作是集中在市场的分析，分析股

票、外汇和大宗商品如黄金石油等

的市场状况和价格走势，然后做出

对其价格的预测这些预测便成为他

们买卖的依据。那么巨大的人力财力

用在市场价格的分析上，纯粹是为寻

租的目的服务的，你说可惜不可惜？

金融市场里的人性贪婪

第四方面是金融市场的活动极度

放大了人性的贪婪。

人类具有贪婪这一特性，因为贪

婪的驱使，令人类陆续遭受无限的摧

残，不论是有硝烟还是无硝烟的战

争，对人类都是极大的伤害。如今有

硝烟的战争逐渐远去，无硝烟的战

争却接踵而来，经常在发生，金融市

场上的博弈便是人类当前必须面对

的最危险的无硝烟战争。

理财公司有句常用的广告词：你

不理财，财不理你，但是我要说，你

若理财，财要离你。是的，我们需要

理财，但是理财何其容易？理财的结

果往往是得不偿失，特别是那些涉足

股票、外汇或期货市场的，就等于进

入了鳄鱼潭，鳄鱼潭里金融大鳄特

别多，他们无时不在伺机等待猎物，

危机四伏，惊险异常，你随时都有被

吞噬掉的可能。股市汇市和期货市

场其实就像赌场，买卖金融产品，对

大多数人而言，其实就是赌博。试

问一个人赌博赢了，会离开赌博从此

不再涉足赌场吗？大部分的人都会

继续赌博，如果是赢，那是没有尽头

的，人们不会离开赌博，人们会继续

赌，继续赌的结果必然就是输，这是

赌博恒久不变的定律。要是输的话，

可以把钱输完，那就是完了。

普通百姓，不懂股票，但是牛市

来时，也把这些中国的大妈，香港的

师奶，和日本的渡边夫人等等普罗大

众卷进股市，把一生辛辛苦苦攒来的

储蓄，投进了股票，很多人就这样被

股市套住了。我今年八月在北京，见

到了一个亲戚的女儿，她纯洁得不

得了，在上证指数4000点时，也把辛

苦赚来的几万元购买了股票，由此可

见，股市对人的诱惑力有多强大！

很多人理财，其实就是出于一个

贪字，当这个贪字被金融市场导出

一个更大的贪字时，便死到临头，为

时已晚。事实已经证明，在金融市场

买卖股票的人，输钱的人占了90%，

难道你还认为你是另外的那10%不

成？遗憾的是，买卖股票的人都认为

他们是那赚钱的10%。金融市场放

大了人类的贪婪！但是，人类永远离

不开一个贪字。

金融市场上，到处都是诱人的广

告。脸书上无时无刻都会出现叫你

玩外汇的广告，他们提供给你免费

软件，让玩“孖展”（margin），只要

一百元，就能玩一万元的外汇，杠杠

一百倍，而且赚钱特别容易；处处都

有“庞氏”（Ponzi）骗局在找你，以

高回报为饵，骗你投资黄金外汇等，

更可笑的是，可以帮你赌博，保证赢

钱；还有投资课程，教你如何将股票

市场变成你的提款机，等等等等。小

心啊，陷阱处处！

金融市场，危机四伏。金融市场

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被引爆

的时候；金融市场提供了导火索，而

引爆者就是那些金融大鳄，他们只

顾寻租，追求利润，完全不顾国家经

济的安全，无视人民的生活安定，是

危机的祸源，国家政府非得出面干预

与监管不可，否则危机随时会发生。

尽管笔者呼吁政府要严格监管

金融市场的活动，但这也许不管用。

笔者相信，金融市场还会继续发展，

金融业务还会更加蓬勃，而金融市

场的祸害还会继续。为什么？因为人

类离不开一个贪字，是人类的贪婪驱

使金融市场继续发展！可怜。

在此，笔者只有希望套用股市常

用的一句话来与大家共勉：入市有风

险，投资须谨慎！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企业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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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短期无忧 
政府面临严峻抉择

在过去几个月中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

烈。八月中旬几乎全世界的股票市

场都经历了一场同步暴跌。除了股票市场

的波动，新兴市场的货币也遭到大幅抛售，

令一些国家的货币下跌到了自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最近发生的这些动荡似乎与中国密切

相关。尽管我们不认为中国是导致全球市

场暴跌的全部原因——投资者对美国联储

局提高短期利率的担忧以及高企的股票估

值可能才是根本因素——但中国近期发生

的一些事件显然成为了引发市场动荡的重

要导火索。经济增速的快速下行、股市泡

沫的破裂、政府忙乱但最终无效的救市措

施以及人民币的突然贬值——这一系列来

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冲击令本已紧张的

投资者难以承受。

中国经济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会出现硬

着陆吗？未来几年的走势如何？这些是投资

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下行程度超过官方数字所指

最近几个月发布的经济增长数据印证了

我们年初对于今年增长下行风险的担忧。

过去十多年固定资产投资热潮的退却在短

期内给经济带来最大拖累。房地产开发超

过了城镇化的步伐。特别是在三、四线城

市，住宅建设的过剩更为严重。房地产投资

占到中国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约20%，其

下滑对中国的重工业领域带来严重困难，

比如钢铁和建筑机械等行业都深陷困局	

（图一）。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万得资讯。数据截至2015年7月。

图一			钢材价格随着房地产投资的下滑而下跌

╱	文		:  陈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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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迷的国际需求令经济雪上加

霜。自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总量踟

蹰不前，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

亚洲的出口经济体都带来困难（比

如近期台湾、韩国的出口也都出现负

增长）。不断上升的劳工成本以及汇

率的升值更加重了中国出口商的困

境。而这接下来又进一步对制造业

形成拖累。

虽然在2015年上半年中国发布

的GDP增速仍然达到7%，但我们有

理由相信目前实际的经济增长势头

要远低于此。

基于历史经验我们通常可以用

中国的工业生产数据较为准确地估

计中国的GDP增速。然而在最近的

几个季度我们发现官方的GDP增速

数据与基于工业生产的模型预测值

之间出现了较以往更大的偏离。以

2015年上半年为例，官方发布的增

长率达到7%，而我们的模型估计只

有6.3%左右。

如果统计机关没有故意对数据

做任何手脚——我们相信他们没有	

——那么一定是除了制造业之外的一

些其他领域有超常增长才可能使总体

增速达到7%。我们发现这个特殊的

行业原来是金融服务业。

在2015年上半年，金融业为GDP

增长贡献了1.4个百分点，这超过了其

在2010-2014年间的平均贡献率的

一倍还要多（图二）。这显然和去年

年底开始的股票市场暴涨有关。市

场上升带来了成交量的爆发性增长，

同时券商为投资者提供融资的收入

也大幅上升，这些都提升了券商的利	

润。

然而，随着股市在六月底崩盘，

一个合理的预期是这些“额外”的收

益都将无法持续，因此金融业对GDP

的贡献也将回复正常。如果我们非常

简单地将金融业为GDP带来的“额

外”增长刨除掉的话（我们估计大约

有0.8个百分点），那么中国上半年

的“真实”增长水平应该只有6.2%。

而这与我们用基于工业生产数据估

计出的结果大致相当。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并不

令人意外，但其下滑的速度却令人担

忧。特别是中国自去年年底以来已

经实施了一系列的货币宽松，这令人

不得不产生疑问：中国政府是否已

经黔驴技穷？

政策宽松为何未能提振经济？

自从去年1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

行总共5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中

长期贷款利率累计115个基点）并	

3次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累

计200个基点）。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2季度。

图二			金融业的额外收益提升了上半年的GDP增速

尽管今年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出现所谓的“硬着陆”，但形势依然
不容乐观。目前困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业领域严重的产能过
剩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债务的高企。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不可能
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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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速的影

响似乎并不明显。银行的平均贷款利

率有所下降，但并不足以引导私人部

门增加投资。在2015年2季度，银行

的平均贷款利率和GDP的名义增速

几乎相等（图三）。通常来说，一个国

家的名义GDP增速反映了企业的营收

的增长。假设利润率水平不变，在一

个资金成本与营收增长率相当的环

境里是没有企业愿意新增投资的。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里，货币政策还将继续保持比较宽

松的态势。利率还将继续下行以控

制不断上升的企业债务风险。另外，

在目前资本外流加剧的情形下，也需

要更多的存款准备金下调以对冲流

动性的下降。

然而，货币政策的效果也是有局

限的。以目前中国所处的债务周期的

位置以及高企的企业债务的角度看，

货币政策对经济能起到的刺激作用

和过去几年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

而在财政政策方面，2015年中国

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仅没有宽松，

实际上出现了明显的紧缩。

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

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一方面

招商引资发展实业，另一方面大力推

动基础设施投资。自从全球金融危

机以后，后者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从去年开始，几个因素导致

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实力的大幅下滑，

从而严重影响到它们进行固定资产投

资的能力。

首先，为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

继续膨胀，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限

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新增债务的措

施。其结果是，2015年上半年融资平

台的新增债务（通过发行城投债券以

及信托产品的渠道）较去年同期大幅

下滑42%。

另外，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也令地

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大幅下滑。自从

房地产市场在约两年前陷入低迷以

来，土地成交量下降明显。在2015

年上半年，中国100个大中城市的土

地成交量较去年同期下滑35%。我们

估计这令地方政府的卖地净收入（刨

去征地补偿等成本）下降约2,500亿

元人民币。

除了政府收入的下降，地方政府

官员追逐经济增长的意愿也可能远不

及从前。一方面官员的绩效考核已经

不再仅仅基于增长的数字，而是更加

注重环境保护以及民生状况等因素。

另一方面，持续高压的反腐运动也令

许多地方官员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

担心多做事多犯错。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可

支配资金的下降以及官员缺乏推动

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已经成为了拖累今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政府还能有什么举措 
来稳定经济吗？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更积

极的财政政策将是当下稳增长的重

点，尽管货币政策也将继续保持宽

松。财政的支持将来自以下几个方

面。

• 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财政资金以

支持重点项目。自2012年至今政府新

增财政存款余额约9万亿人民币。这

些存款分散在各级政府以及其他公

共部门单位的账户中。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可以被更有效率地利用起来支

持近期的重点工程需要。

• 降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资

本金要求。对于不同类型的基础设

施项目，目前规定的资本金比例都被

下调了5个百分点。对于城市地下轨

图三			银行贷款利率与GDP名义增速相当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2015年2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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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停车场或国家重点项目等，

还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进一步降低资

本金要求。

• 扩大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措

施。

• 推动公私合作（PPP）项目。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等方面的

优惠。

• 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额度

提高到3万亿元人民币。

• 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模

为600亿元人民币。

在中央财政更积极的支持下，我

们预计从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出现

环比改善。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可能

达到6.5%到6.8%之间，略低于政府

年初制定的7%的增长目标。

政府面临严峻抉择

尽管今年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出

现所谓的“硬着陆”，但形势依然不

容乐观。目前困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

在于工业领域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

与之相关的企业债务的高企。而解

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不可能无限期地

拖延下去。

降产能和去杠杆都是痛苦的。这

将导致短期内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

以及失业率的显著上升。因此，我们

看到政府一直在试图通过一些途径

来降低这种痛苦。所谓“稳增长”也

归为此类。我们从来不认为政府的

稳增长措施可以逆转经济下行的趋

势。政府能做的只能是为经济下行提

供一些缓冲，从而为改革创造一个有

利的环境（比如通过稳增长达到避免

出现经济危机）。

在去年中国股票市场由熊转牛

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起了很大的作

用。一些重要的官方媒体大量发表

关于看多股市的评论。这不难理解。

一个繁荣的股市实际上可以起到帮助

企业降低杠杆的作用。实际上就在几

个月之前，当中国股市还处于一片繁

荣的时候，许多上市公司抓住牛市期

间投资者对市场信心高涨的时间窗口

发行新股筹集资金，而其中很多将融

到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了偿还银行贷

款（图四）。这实际是上市企业利用股

票市场的上涨来去杠杆。

然而，这种“无痛式”的去杠杆随

着股票市场的崩盘而难以再继续下

去。政府现在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选

择。企业部门的债务还在继续上升，

而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国有企业正

面临成为“僵尸企业”的危险，它们

将吸光地方银行的资源。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

部门曾经经历过一轮大规模的去杠

杆和重组。从短期增长和就业的角

度，那场改革的代价是高昂的。但它

所带来的长期收益也是巨大的——之

后的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最黄金的高速

增长期。

我们还不确定现任政府是否有政

治上的决心来展开一场类似于当年的

大刀阔斧的变革以重整经济。这绝不

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和十多年前

相比，当下中国社会的状况可能已经

出现一些变化。但在这样的变革发

生之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可能还

无法见底，而投资者关于经济硬着

陆的担忧也还将继续存在。

作者为摩根大通私人银行中国经济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图四			市场繁荣带动新股发行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数据截至2015年7月。



怡
和
传
承

YIHE SHIJI Issue 27 	115

成书缘起
斑驳的史料中点滴记取历史的光芒，天地

无名，无名大哉！

1939年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主要奋战

于滇缅公路运输。这条被称为中国正面战

场“生死线”的公路三分之二以上的运力是

由南侨机工完成的，南侨机工是这条公路

的灵魂，大部分牺牲的机工都捐躯于滇缅

公路沿线，滇缅公路中国段主要位于云南

省境内。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后，多数

南侨机工仍奋战与生活在云南。1946年机

工南返后，部分留在国内的机工仍选择在云

南安家落户。红土地天然成全了南侨机工的

报国梦，她以最殷厚的情义永远葆藏了这些

来自大海的赤子的骨血与灵肉。因此，红土

地必须记忆，必须重现这段可能断失的历

史。2014年10月，笔者受中国云南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委托，撰写一部南

侨机工抗战历史的纪实作品。笔者为此曾辗

转得到新加坡怡和轩经理郑女士的热心帮

助，怡和轩是当时南洋爱国华侨啸聚北望

之地，那里尚留存了彼时星洲如今狮城的新

加坡的一些南侨机工史料。但七十载倏忽而

过，如今新加坡知晓南侨机工者愈来愈少。

但是，在云南，南侨机工及机工二三代从来

都是一个受到社会与政府关注的群体，南

侨机工的历史始终都在一个活的载体上延

续。但老机工的先后辞世使得后人必须记忆

与重现历史的使命变得迫切沉重，如果亲历

者已消失于当下，留给我们的将是如何的哀

默与痛楚。因此，这本书还是对于一个悲壮

的作为整体的逝者的祭奠。

以下为本书前言《南洋祭》的全文，它

或可表达笔者长驱于星汉，以追星逝之流

光的恳切。

近年来，一段几乎沉湮的历史——南

侨机工回国抗战史似乎开始进入

人们的视界，在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

胜利70年之际，被人们重拾于历史的尘沙。

这段历史不能被忘记，是因为它之于整部抗

战史特殊和重要，是华侨华人支援祖国抗战

的最强音；它是海外侨胞与祖国血乳交融的

明证，显示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凝聚

力——这对于当下以更宽广的维度审视民

族与世界的关系有着深刻意义。

这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更因为它是以

个体的血肉之躯铸造的历史，在“大历史”

的话语与叙事中，究竟什么才能寄存疼痛

与记忆，真正将历史以血的关系衍传？笔者

以为正是看似微小与无名的个体的历史，个

体才是历史最深刻的载体。所以，在《南侨

机工》创作之始，笔者就立定“为无名者立

传”的宗旨，力求在经岁月侵蚀而显得漫漶

╱	文		:  黄  蕙

《南侨机工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



怡
和
传
承

116 	怡和世纪第二十七期

2014年12月，笔者正忙于资料的再整理与梳理，忽然得知定居于德宏的30名南侨机工中的

最后一位辞世。注一	笔者的心顿时茫然而悲哀。还是在十年前，州委州政府州人大州政协州侨办

及南侨机工联谊会德宏分会召开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时，对抗战老战士——南洋华侨机工

（简称：南侨机工）进行表彰慰问，存世者尚有九位，他们精神矍铄，神采焕然，披红挂彩，谈笑

风生。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电纷至沓来，南侨机工的第二代、第三代环绕左右，有的自海外踏浪

而来，有的自紧邻缅甸赶来叩拜，会场上弥散着浓浓亲情。依照中国特有的祝祈传统，为他们披

挂绶带，有的上书“抗战英雄”，有的镌字“赤子功勋”，有的献上寿桃，有的捧上鲜花……尽管在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经走过20余年，先前的“拨乱反正”渐次为被历史尘沙淹没的英雄们

洗去冤垢，但那一份“迟来又迟”的悔意仍不时让人们的心挛缩而痛苦。60—70年了，3200名南

侨机工中近1800名死难者，魂归何处？乡关夕阳，青山春草，可曾讣闻于那些年轻的生命？带我

一指垂首之处？我们惟愿存世者长寿健康。留下他们，留下历史遗温。

但不到数年，先后有南侨机工老人辞世的消息传来，国内，连同人数相对集中的海南省老机

工仅存11位，又数年，接踵而仙去，至笔者悬管之时，定居于德宏（芒市、畹町）的机工老者尽数

别去了。这是否意味着一段由他们代表的难以尽书的历史落下了帷幕？当然不是。但是，当你细

检历史末屑，你会发现，在所有抗战史纪中，“南侨机工”这四个字，尽管可以用辉煌的金属来铸

就，却如同他们的曾经倾洒的殷殷鲜血，渗透于大山的肌理中，你难以辨别哪一线岩层叠压着那

牺牲；如同他们辄下的道路，你难以分解哪一粒尘沙曾飞扬着他们的精神？是山之重！是海之深！

《论语》，“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历史答复：南侨机工是以“礼敬”

祖国的仪态而坦坦然献生的；他们继后的“死葬”却托庇青山，无处无不处；那么，剩下我辈可做

的事，却惟有“祭”了！

往昔，广州黄花岗，面南而祭。

今昆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面南而祭。德宏畹町镇“南洋华

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面南而祭。

举山为樽，悬海为酒，祭南洋！

由于不必重复的原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壮举与历史记录文字是极其不匹配的。大凡涉足

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著述者莫不唏唏，竟至扼腕悲叹。其实，1943年，在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著

述回忆录时，已经哀痛此一史事国人知者甚少，且言日后必罹湮灭无闻。这是由我国家、民族之

体认“人之价值”的蒙昧未开首要决定的。再而次之因由，则留给后人深省。幸得中国改革开放年

代到来，又有南侨机工第二代诸贤奋力挽救，海外南侨机工后人数肆返国，驱驰万里，重踏前人

足迹，方得开启连接海内外的历史记忆抢救工程。

前			言

南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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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得以见诸文字的出版物，是功德在焉，没有他们的努力，历史重门不可开启。但细索所

有，相参互照，仍觉细节缺失，难以连贯，而成一通观长卷者。这是不得已的事，相信诉诸文字的

作者在当时已经尽力而倾情，但资料奇缺，为难之大端。尤在南侨机工回国抗日之精神远源、理想

端起、其理智之革命传统、接续传承，差少探索，而这是必不容忽略的；以及这一重大事件相关国

际、国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背景；南洋机工大略分为两段的“服务”经历、个人自述史之细

节左证等等，仍散断而稍欠凿实。笔者建议，后续著作，当不避艰难，多从上述方向以实证充实历

史，而不可中辍。而这也正是我们吮笔试行的原因。

2015年，为抗战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南洋机工回国抗日（1939—1945年）	

76周年纪念之年。“祭以礼”，最重要的是铭记历史，不忘前人。

中国云南德宏自治州辖地，即今芒市——畹町，是滇缅公路最重要的下段枢纽，南侨机工回国

抗日，担任抗战物资运输的主要基地。1942年5月初，日军进占怒江以西后，为数不少的机工因归

路阻隔滞留在此。德宏各族人民爱护机工，保卫机工，留下血脉印记，斑斑可数。受德宏州委宣传

部委托，我们担负这一笔录的任务。其所幸者，我们与德宏山川大地、各族人民其源远矣，而步南

侨机工先人足迹，是为人生之再振奋。

《南侨机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顺利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仅面市不

到一月，就有书评认为：“该书是目前以纪实作品的方式最完整、最严肃、最负责、最充满感情地

对这段历史的记录”，但让笔者略感凄然的是，公众对这段历史的陌生程度比笔者预期的还甚。

其实，历史最终将活在后人的记忆与情感中，惟愿这部虽倾尽作者全力仍然无法完美的纪实作品

能对南侨机工历史“活”的存续尽片羽薄棉之力。愿本书所力图复现的南侨机工群像与个体将永

存于未去与将来的光明时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注一：	据“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暨眷属联谊会德宏分会”2014年3月所制表册登记，截至

此时曾定居德宏州芒市、遮放、畹町三地的原南侨机工共30人，现眷属475人（不

含登记前已迁徙人员及眷属），南侨机工是：陈生、梁阿来、李成、陈亚明、钟均祥、	

蔡文兴、周全、邱照发、刘南昌、吴以泰、刘传授、苻国霖、陈家佩、黄自由、刘成、	

谢川周、陈巧、汤仁文、沈治平、涂英杰、刘钜科、欧文华、黄锦波、王亚文、林福来、

姚向葵、陈团圆、谢金标、何继良、黄会卿。



怡
和
传
承

118 	怡和世纪第二十七期

余佩皋（1888-1934）江苏吴县人，出

生在姑苏城里一个书香世家。父亲

余夔卿是前清举人，中举后却不走仕途，在

家乡办学馆、医馆，教学育人，悬壶济世。

她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天资聪颖，

好胜心强，年少即走出闺阁，就学于父亲任

教的苏州振英学校。她勤于求学，成绩斐

然。1907年，她只身到北京，考入北京女子

高等师范学校。翌年（1913）毕业，在辛亥

革命的洪流激荡下，她和同班挚友周蕪君，

远赴广西桂林执教于省立女子师范。她任

校长，周蕪君任教师。1915年，她偕周氏又

不辞劳苦，南渡荷属婆罗洲（今加里曼丹），	

开创华侨教育事业。余佩皋任山口羊中华

学校校长。由于地方偏远，加上经济落后，

文化不振，交通不便，余佩皋无法施展其

办学才华，两年之后，辗转到新加坡发展。

南洋女校创校校长

南洋女学校创办人之一的庄希泉

（1888-1988）出生于福建厦门。1915年，

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到南洋来创业。

他和陈楚楠等为抵制洋货，推销国货，合股

创办“中华国货公司”，庄希泉任经理。1917

年，庄希泉为实现在南洋投资办教育，找到

合伙人张永福、陈楚楠、林瑞轩、黄肖岩等

发起，在庄丕唐、甘泗清、洪神扶等赞助下，

开始计划筹办南洋女学校。经过数月的艰

辛，如筹集经费、租赁校舍、聘请教员、精

选教材，同年8月15日正式开学。最初校舍

租用三角埔（Dhoby	Ghaut）门牌七号店

屋。董事部推举陈楚楠为总理（董事长），

庄希泉慕名邀请余佩皋为校长。学校初创

时，学生不满百名。余校长提出创办女子小

学，小学部也可招收男生。此外，还兼办两

年制初级师范及专修科，推动当地华侨教

育的发展。

1917年8月1日，南洋女学校举行成立大

会，来宾满座，楼下悬挂桂林、山口羊等处

之刺绣品，光彩夺目，楼上为会场，高悬校

训“勤慎端朴”四大字及各学校，各团体之

祝词。仪式开始，首由主席庄希泉致开幕词，

介绍该校的组织，次为校长余佩皋演说。当

时来宾包括中国教育家黄炎培、胡惟贤总领

事及社会闻人林鼎华、文化界名流邱菽园相

继演说，寄予对该校之厚望，并预祝在华侨

教育界大放异彩。

南洋女学校的创办宗旨为“增进吾侨

女子知识技能，专授关于女界切实有用之

学科，以备他日组织良好之家庭及培养小

余佩皋 
与南洋女学校

余佩皋。

╱	文		:  叶钟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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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据1919年8月《叻报》所

载“招生广告”，南洋女学校所开办

课程，包括师范科、高小科、国民科	

（初小），专修科及职业科。各科学

生的程度、所学习科目、期限及学费

详列如下：

师范科 

程度： 高小毕业

科目： 教育、修身、国文、算术等为主科

期限： 二年毕业

学费： 每月三元

高小科 

程度： 国民学校毕业

科目： 照本国教育部定章

期限： 三年毕业

学费： 每月二元五角

国民级 

程度： 七岁以上，十四岁以下 
            （男生十一岁为止）

科目： 照本国教育部定章，加授英文一科

期限： 四年毕业

学费： 每月二元

专修科

程度： 程度不拘，年限不限

科目： 国文、算术、刺绣等为主科

期限： 四年毕业

学费： 每月二元五角

职业科 

程度： 国民学校以上

科目： 国文、算术、英文、手工、商事

毕业期限：甲种三年，乙种两年

学费： 除免费外，又酌给予手工工资， 
  以为有志职业者之鼓励

余校长的办学方针，打破女校不

能任用男教师的陋习。当时在南洋

女学校延聘的男教师有陈寿民和张

国基。

陈楚楠担任南洋女校首任总理

不久，孙中山正在广州成立军政府，

开展护法运动，急需用人，作为南洋

同盟会负责人，陈楚楠接到邀请后，

即北上受聘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

谋，因此，南洋女校事务即由庄希泉

负责。

历年校务活动

1918年2月1日，南洋女校举行冬

季休业式，各界来宾，济济一堂，游

艺节目有歌唱、舞蹈、体操，师范生

演讲教育问题，分为国语、英语及闽

语。来宾演讲，虞永枢及顾旭侯操

国语，徐统雄用闽语。余佩皋校长报

告，解释师范生未足学额而开学的原

因，并忠告各家长，非万不得已，勿令

子弟辍学。

8月11日，南洋女学校举行一周年

纪念，游艺节目多姿多彩，有风琴独

奏，钢琴合奏，英文诵诗及歌唱等。

1919年，庄希泉继任总理。由于

学生人数骤增，于是加租隔壁的一

间店屋门牌10号，以满足需求。在本

年度，南洋女校设立第一分校。8月

30日，据《叻报》〈招生广告〉称：	

“本校鉴于教育分区之必要，特从事

调查。小坡自汫水港起至芽笼桥止，

侨居人数约在十万以上，而女学校竟

无一所，颇为教育前途虑。爰择定美

芝律三百三十号门牌，先行设立第一

分校，专收国民级学生，限额一百名。

凡华侨子女七岁以上，十四岁以下，

男生十一岁以下，均可报名入学。”

3月，南洋女校租洋楼一座，作为

学生宿舍，地址在Gilstad	Road，门

牌3号，有校车来往接送，又添招寄

宿生三十名，增添女教师三名。学生

方面，现有师范专修班级五十名，国

民级七十名。

8月16日，南洋女校假青年会举

行师范科毕业典礼。第一届毕业生

四名：古国凤、李德英、陈蕴美、黄文

生。毕业生发表演讲，讲题为“女子

教育之研究”、“国民教育之研究”、	

“南洋教育之研究”，其讲词备受听

众赞许。

1920年，第二届师范科毕业生三

名：余畹兰、吴好莲、叶玉雪。本届师

范科毕业典礼，适逢英殖民当局制

定“学校注册条例”，校方本不欲举

行，后经张永福、黄肖岩等与余佩皋

校长计议，乃决定照例，于8月15日举

行，兼办学生成绩展览会。

1921年，余佩皋因抗议“学校注

册条例”，作为马来亚华侨教育界请

愿代表返国求助，毅然辞职，离开她

亲自参与创办的南洋女校，以致校

政无人主持，兼以经济困难，遂告停

办，历时三个月。其后幸有张来喜、

陈永远二先生奔走维持，七月间由中

国聘来伍绛宵女士任校长，得以继

续开办。

回国请愿求助

12月13日，余佩皋抵达厦门，各

界支持余女士北上提请国民政府出

面交涉。12月27日抵上海，拜会滬

上各界学人，其中包括中华职业教

育社理事长黄炎培，并在各团体和

校长会上发表演说，陈述自己作为

华侨代表，返国争取支援的意义和

目的。1921年1月4日，余佩皋强撑病

体，只身北上。余佩皋一行人抵京

后，立即展开活动，会见教育总长范

清廉，外交总长颜惠庆，北大校长蔡

元培。1月13日，余佩皋向外交总长

提出下列三点：

一、请外交部电驻英公使，向英

政府严重交涉，以撤销学校注册条

例为目的。

二、速电英国殖民地政府，请其

暂缓施行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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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速电驻新加坡总领事及教育

总会，命其妥慰华侨，勿起无谓之恐

慌，并勿为激烈之行动。

讨论结果，一、三两项已允招办，

惟第二项以不合外交程序，反复恳

求，皆未允许。

1922年，余佩皋自厦门发出〈致

海外侨胞书〉，向海外侨胞作书面报

告，使他们全面了解实况。内云“佩

皋自民国九年（1920）12月为英属学

校注册条例，谬承我洲列侨胞推为代

表，回国请愿。至今一年又三月矣。岁

序更迭，潮流起落，翘首南天，感触

何似。佩皋归国之始，满拟条例有圆

满解决，不意外交孱弱，侨胞被迫不

堪，竟至注册实行，此佩皋所日夜疚

心，而无可如何者也。”

南侨女子教育先驱

1922年，在海外华人的支持下，

余佩皋在厦门创办厦南女子中学，

担任校长，致力于教育工作。政府开

府粤东，余女士与同志在厦门组织国

民党党部，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又代

表福建党部入粤，请求援闽。其后国

民革命军北伐入闽，余女士被选为

福建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革命成功

后，余女士致力于教育工作。

1934年9月12日，余佩皋积劳成

疾，在上海病逝，享年47岁。其病情

已无法查明，遗嘱将遗体贡献给医

院解剖研究。

余佩皋短促的一生，在创办华侨

教育事业中，在社会活动中，她作为

先驱者之一，殚精竭虑地贡献了全

部智慧，才华和精力，堪称为华侨楷

模，教育楷模。

她英年早逝后，中国和新加坡各

报均作详细报导。11月25日，南洋女

中全体师生、校董举行追悼会，主席

赖镜秋，司仪佘赛凤，会场充满悲伤

气氛，四壁悬有许多挽联，如南洋女

校全体员生所献：

创业维艰，惨淡经营， 

      先生早定大计。

守成有责，发皇蹈厉， 

      后死敢卸仔肩。

庄丕唐挽联为：

风雨同舟  茹苦含辛  

      谁识创痕留北地

死生有命  私情公谊

我挥热泪在南天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一周年纪念师生合影（一九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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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联顺（1952─2014），祖籍广东潮

安，马来西亚新山出生。自小家境

贫困，却执意选读宽柔学校，是家中兄弟里

唯一的华校生。新山宽柔中学毕业后到吉隆

坡工作，1988年回返新山设厂置业，创办龙

马有限公司，随即积极参与华社华团服务。

1992年，陈联顺加入新山中华公会，历任

中华公会理事兼青年团署理团长（1995）、	

第一副总务（2001）、正总务（2003-2006）、

第一副会长（2007-2010）、署理会长（2011	

-2013）及正会长（2014）。

这段期间，陈联顺也加入了马来西亚第

一所华社民办高等学府南方大学学院的大

家庭。从90年代“薪传南院万里行”筹款

活动开始，就积极参与南方事务。2000年

担任南院副董事长，2006年至2014年逝世

前，担任南方署理董事长。此外，他身兼南

方大学学院发展委员会主席及中医大楼管

委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南方可谓身兼多

职，也身负重任。

陈联顺生前亦是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

会总会长、世界舜裔联谊会副主席、柔佛颍

川陈氏公会正会长、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正

会长、柔佛州五金机械建材商公会永久名

誉会长兼会务顾问、广德善堂永久名誉顾

问、新山篮球总会名誉会长及马来西亚书

艺协会顾问。2011年荣获彭亨苏丹赐封拿

督勋衔。

草根筹款献南方

马来西亚华社民办教育，“缺钱”和“筹

钱”是大事。但一波接续一波的筹款活动，它

同时也是华教的宣教运动。它需要朝野人士

的支持，需要社会大众的认同与草根民间社

会的动员参与。这是华教运动极其可贵的精

神传统。过去，常听前辈言说，一个人捐五

百万给华教，我们衷心感谢，但若是全马五

百万华人每人都出一块钱捐华教，那其意

义就更不一样了。

陈联顺就是在这种华社兴学办校草根

情浓的氛围下，加入南方大学学院这个大

家庭的。那一年是1995年。当时南院还没

有升格为大学，而他也还不是南院董事。是

年，南院校舍正施工中，很需要钱。为响应

校方推展的“长青松柏献南院”植树筹款

运动，新山中华公会遂联合各华团举办“五

二八万人宴”，以期筹得更多的建校基金。

陈联顺当时只是该工委会征求组的一名普

通组员。但他干劲冲天，筹得八万多令吉，

一鸣惊人，并在此筹款比赛中，拿了个人组

冠军。

至此，陈联顺就和南院结了缘，莫名

其妙的爱上南院，三天两头就跑来南院询

南方情缘 
陈联顺的感人事迹

马来西亚华社民办教育，“缺钱”
和“筹钱”是大事。但一波接续一波
的筹款活动，它同时也是华教的宣教
运动。它需要朝野人士的支持，需要
社会大众的认同与草根民间社会的
动员参与。

╱	文		:  安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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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和关心筹款事。由于他认为华教

筹款要“深入民间”才有意义，即

使是“小钱”，五百、数千，也去帮人	

“站台”。筹款工作起来，	甚至忘了

家庭和健康。

在筹款方面，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华社庆中元的“标福品”活动。中元

普渡融佛道及民间信仰。新马华人社

会俗称所谓的“鬼节”祭祀，对孤魂

布施，其目的是基于“除灾”的出发

点，惟庆中元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福利

厚生慈善事业，具体地表现为“救济

贫民”和使祭主获得幸运。在马来西

亚，为了保持华人文化教育的集资活

动，也利用中元节这个祭典来进行。

而对南方大学学院来说，每年农

历七月庆中元，新山一百余场的普渡

平安福宴多附有竞标福品活动，其

认捐所得充为南方大学学院筹款。从

1999年迄今，每年的中元普渡会能为

南方筹获至少20、30万，甚至40、50

万令吉善款。尤值敬佩的是，身为南

方发展委员会主席，陈联顺生前常

是“亲自出马”。拍肩撑场、明说暗

催，样样来。纵然这一个月下来，南

方董事和公关筹款处职员是夜夜赶

场，为每场的五千、一万令吉认捐善

款而奔波。但华社民办高教的捐资筹

款工作要更全面的草根深植，南方办

学的认同情怀意念才能深根扎稳。像

这样子的全情投入，为庆中元标福品

开发了南方的筹款网络，几乎新山区

90%有办庆中元普渡的神庙和小区

组织都响应了，这是很不简单的事。

自1999年以来，从南院到南方

升格为大学，每年的福品造型都不

同。有龙腾、有跃马、有福禄寿、有鲤

跃龙门、有象征中华教化的孔子、有

为中医大楼筹款而标榜的医圣药王

李时珍，以及2014年为感恩大楼筹

款而用了佛光山星云大师所题的“感

恩”二字墨宝。单就为设计这每年不

同造型的福品，确定筹款主题事，也

是费尽心思。

如此像跑歌台般、像摆地摊那

样，夜夜赶场，这一切，为了什么？这

是理念问题，也是为了华社民办教育

的存在价值的问题。草根筹款献南

方，其效应还在于深入民间所直接、

间接牵动和提升南方大学的形象。

陈联顺对南方的贡献，还在于硬

件建设发展。自1995年以来，几乎每

幢大楼的建起，他都全情投入，无私

献力。尤其可书的，是当年建学生宿

舍楼一事。

90年代末，南院原本有意建四

栋学生宿舍楼，需资八百万令吉。可

是马来西亚那时候经受金融风暴的

南方20周年校庆，陈联顺（左一）接收天津中医药大学送来的《桃李满园》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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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残，市场行情很不好。面对经济问

题，南院当时只有四百万资金可以动

用。有人就建议，不如就先建两栋男

女宿舍。但在董事会里，陈联顺看待

这个问题却很积极，坚持要建四栋，

再加一栋供单身教职员住宿的专家

楼。他认为，南院的发展是可期的，

学生人数以后一定会增加，若现在

只建两栋宿舍楼，待学生人数增加，

到时也还是要再多建几栋宿舍，与

其如此，不如一劳永逸，一鼓作气，

就按照原计划一次建四栋吧！不要怕

困难，他说：“钱不够，我们来筹！”

就在这样的极力主张和坚持下，

董事会决议：一次过，兴建四栋宿舍

吧！因而酝酿长达两年的学生宿舍和

专家楼计划终在2000年2月动工。这

时的陈联顺，已被推举为南院副董事

长，同时受委担任发展委员会主席。

南院董理事动用各方资源，并利

用全国性组织的华总作为平台，配合

《南洋商报》联办的万里行义跑筹

款，全马串联，就如此一气呵成，最

终竟筹得八百万令吉。2001年3月，

四栋学生宿舍楼和专供南院单身教

职员住宿的专家楼，落成启用。

南方大学学院前副董事长黄明

羽透露：“当年陈联顺为了激励大

家，甚至说，假如筹不够钱，我连自

己的工厂和产业都拿去卖掉，也要筹

建南院。”

办大学，岂只是筹款建大楼

身为南方大学学院发展委员会

主席，陈联顺“监督”南方的另一个

部门是财务处。有意思的是，他一到

办公室，最关心的是问财务处主任：	

“还够不够钱用？”

马来西亚华社民办教育的处境非

常艰辛。十年前，南院财政窘困，现金

不足。有一次甚至连教职员的薪水发

放都成问题。陈联顺“眼捷手快”，

就预先开了一张十万令吉的支票，先	

“借”给南院财务处应急发薪。待学

校现金补足后再还他。由于只是“应

急”，纯属个人行为，此事并没有经过

董事会议决，甚至连他的太太拿汀郑

惠珍也不知道。

陈联顺生前也是南方大学学院

中医大楼管委会主席。2009年他亲

自率团赴中国，与天津中医药大学

合作，促成“3+2中医本科课程协议

书”的签署，并于南方校园筹资建设

中医大楼，为南方升格大学而加分。

为建立品牌，中医大楼管委会也成立

了门诊部，服务民众兼及教学实习。

陈联顺生前常到中医大楼视察。

惟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到四楼行

政办公室之前，一定会先到门诊部

和厕所巡视。他很重视卫生，甚至聘

请专用清洁工人处理。巡视门诊部，

他会“坐”在那里视察，把自己假设

成一个“病人”，实际体验门诊部看

诊的运作流程，以了解病人的真实心

态。发现有问题，就给行政人员提供

各种建设意见。

有一年，新山烟霾严重。陈联顺

于第一时间临时动议，即刻派送口

罩给南方全体师生，并召开记者会，

公告中医大楼门诊部在这期间提供	

“义诊”服务，并煮凉茶，免费派送。

陈联顺不是伟人，没有太多“大

叙事”。他是平凡人，述其生平，多

是叙些“小故事”。事实上陈联顺更

多时候是在私底下，爱心满满、侠义

心肠帮助弱者。举其一例，宽柔中学

某同学家境贫寒，由于患病必须长时

间到南方中医楼门诊部求诊服药，所

需费用不菲。陈联顺获悉后，竟通知

中医楼财务处同事，该生的医药费全

由他负担。

2012年底，南院成功升格为南方

大学学院。原本应该是青云直上，恭

贺连连之事。惟世事难料，2013年

马来西亚505大选前夕，南方大学学

院校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事因

南方大学学院筹建新大楼，首相纳

吉受邀亲临“相约在南方”推介典

礼。当时人多混杂，又在政治诡谲敏

感时刻，竟传出有女学生被非礼。情

况危急，南方学生乃组织起来“自行

保护”，自主开会。事发之后，学生

和校方高层交涉，甚至还发动了一场

陈联顺不是伟人，没有太多“大叙事”。 
他是平凡人，述其生平，多是叙些“小故 
事”。事实上陈联顺更多时候是在私底下，
爱心满满、侠义心肠帮助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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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集会。祝家华校长向全体学生

道歉了。此事原本可谓暂告一段落，

岂料又传出本文作者将被校方开除

的谣言。

在此危急时刻，董理事认清方

向，5月2日由身为“相约在南方”筹

委会主席的署董陈联顺在一场学生

校园表演活动《我的活力校园》晚会

上台致词，承担责任，扛下一切，方

化解了这前所未有的可怕谣言和危

机。看到陈联顺拖着疲累的身体，声

音沙哑，在台上又咳嗽又鞠躬的声声

道歉，台下的我，既感动又内疚。整起

事件本不应全由他一人承担。陈联顺

这种勇于担当的气度和行为，是当今

很多华社领袖不易为，却又是我们这

个社会极需的典范。

陈联顺骤然离世

司马迁《史记》，这样形容“侠

客”：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

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

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

足多者焉。

意思是说，游侠的行为虽然不符

合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的为

人，言出必行，有诚信，讲到做到，而

且做事情很果断。答应的事，必定会

去实现，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侠客总是那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和生命，一心只想着去救助有危难

的人。既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却

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功德。大概这就是

游侠之所以值得世人赞美的地方吧！

如果真要写一部当代的南方	

《史记》，陈联顺的生平事迹进不了

〈本纪〉体例，却更适合列入〈游侠

列传〉里头。

2014年5月5日，拿督陈联顺因

心脏问题，血管撕裂，骤然逝世，享

年62岁。噩耗传出，震惊新山华社。

对“文化新山”，特别是从南方

学院到南方大学学院的升格，陈联

顺生前总是心到力到，支持着南方

的发展。陈联顺过世之时，新山中华

公会联合各社团成立治丧委员会。灵

柩停放绵裕亭的那几天，政经文教华

团领导人、政府官员、普通民众、下层

阶级，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吊唁。南

方大学学院和新山中华公会会所甚至

下半校旗和会旗，以示哀悼。

其间，有人在灵堂前情绪控制不

住而放声痛哭，有人为感念陈联顺生

前曾帮助过他而每天都来灵堂吊唁。

南方师生更是自动自发前来吊唁及充

当志工，而且不少还是前年参与静坐

集会的学生，可见陈联顺在同学们心

中的崇高地位

5月8日，治丧委员会在绵裕亭殡

仪馆举行追思会，感怀和泪水，千人

追思。

5月9日，出殡。念及陈联顺是新

山中华公会第一位在任期过世的会

长，治丧委员会决定在其灵柩上覆盖

新山中华公会会旗，象征他对新山华

社的贡献。

下午1时，灵柩移上灵车，夹道两

旁的人龙将手中鲜花洒向灵柩，南

方大学学院学生唱起了校歌，歌声中

夹带不舍的泪水，千人洒泪送陈联

顺最后一程。接着，灵车徐徐行经

柔佛古庙、陈旭年文化街、新山华族

历史文物馆、柔佛颍川陈氏公会会

所、龙马企业总部以及南方大学学院	

校园。

灵车来到南方校园，那是哭成一

团的敬礼。祝家华校长说：“署董灵

车绕校园获得全校教职员师生的送

别是空前的，这不仅是一位大家长离

世的最后庄严葬礼，更是一位实践者

的不朽与赞颂的挽歌！”

一路黄花送联顺。南方大学学院

行政总监陈再藩指说：灵车过处，众

人夹道挥洒一片黄色花雨，学生啜

泪激昂唱起校歌，一张张背着岁月的

脸孔，有着初识生命教育的悲伤和

坚毅，灵车抵达大礼堂门口，全体师

生向敬爱署董陈联顺行三鞠躬礼。

学生掩脸痛哭，人群前一条条白色

的长袖，写着：“署董，您的精神，我

们传承。”

之后，灵车往赴振林山中华山庄

墓园。午后闷雷，低沉轰隆。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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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
不只是个美丽的名字

她是华人世界公认的绝色美人。1950

年，十八岁的她踏入影坛，从影十

七年，主演过四十一部电影。1967年，在中

国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香港社会之际，悄

然退出了影圈。

夏梦表示，电影是自己
一生的梦想，记录了她最
美好的时光。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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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

从未忘记过她的名字。直到最近，报

刊上还有人撰文谈起她。

今年（2015）6月间，第十八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把“华语电影终身成就

奖”颁给82岁的她。她未到场领奖，

组委会把奖座送到她手中。通过视

频，她表示电影是自己一生的梦想，

记录了她最美好的时光。

从youtube上我们可以看到，去

年底，她以“女神”的姿态回到出生

地上海。尽管岁月风霜，却仍然是个

高挑脱俗、丰姿绰约的美人胚子。媒

体访问下，只听得她腼腆地回答：	

“我不会说话，我希望大家还是支持

我们的电影。”

她，就是当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

的当家花旦，“大公主”夏梦。

“智慧比美貌出众”

1995年，香港电影界名笔罗卡

召集下，明窗出版社编印了一本《夏

梦》画册，以“梦美人”过去的众多

剧照和造型，一飨“梦迷”的思念。

（这时，夏梦已由绚烂归于平淡，与

丈夫林葆诚定居于香港一半山洋房，

一男二女也长大成人，在上海和美国

各自发展。）

书中，多位香港文艺界名人发

表感言，赞赏夏梦之美。影评人石琪

说，夏梦喜剧悲剧都擅长，时装古装

都美，扮男装也很俊俏。“夏梦是典

型正派的，而且十分中国型，不但跟

西方美女不同，跟日本美女也有显著

的分别。”

石琪的话，勾起人们对夏梦主演

影片的无限回忆：入选参展爱丁堡

夏梦在《长城画报》主办的十大明星

选举中名列榜首，成为长城大公主。

凭笔者学生时代的记忆，夏梦身

高是英制五尺六寸半，即公制的170

公分。《禁婚记》男主角韩非为了要

与她对戏，须穿上厚底皮鞋。或许由

于夏梦的高挑，长城、凤凰时期的影

片大都与英俊挺拔、笑容憨厚的傅

奇演对手戏。

说来也是一段机缘：原名傅国

梁，1929年生于沈阳的傅奇，曾在上

海圣约翰大学念土木工程，年仅二十

岁便大学毕业。在香港，他看了长城

影片《一家春》之后，便渴望面见该

片的主要演员夏梦、石慧、陈娟娟、

平凡等人。

1952年7月中旬，傅奇终于有机

会到长城参观。当时片场正在拍摄

袁仰安执导的古装片《孽海花》，心

仪的演员终于看到了，傅奇留在片场

直到深夜才离开。不料如此一来，傅

奇本身也成了“猎头”的对象，导演

袁仰安、沈天萌邀来试镜，土木工程

师毅然踏入了影圈。

金大侠笔下的仙女下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长城、

凤凰被泛指为“左派”电影公司，曾有

一段辉煌历史。只是到了1967年，中

国国内的“文革”影响香港爆发“反

英抗暴”活动；教条化的文艺政策，

迫使“左派”电影的制作陷于停顿，

无以为继。

傅奇与石慧（长城二公主）这对

银色夫妻，因参加造反派组织的“斗

委会”，被港方拘捕，囚禁一年多才

获得释放。同时也被迫参与“斗争”

第五届国际电影节的《孽海花》；在

中国内地深获好评的《绝代佳人》

《新寡》；越剧电影《三看御妹刘金

定》《金枝玉叶》《王老虎抢亲》等。

导演许鞍华则说：“夏梦的智慧

比她的美貌更出众。”这给夏梦的电

影生涯，留下更堪耐咀嚼的注脚。夏

梦不只银幕上光芒夺目，1982至84

年，她投资成立“青鸟”电影公司，

独立制片，拍了《投奔怒海》（许鞍华

导）和《似水流年》（严浩导）两部新

浪潮电影经典，以及儿童功夫片《自

古英雄出少年》（牟敦沛导）。

中国《大众电影》（2005年第10

期）说：“夏梦的艺术才能通过《投奔

怒海》，引起了世界同行的广为关注。

她也因此多次出席各类国际性影展，

第一次投资出品的影片与第一次担任

主演的电影一样，都是一鸣惊人，令

众人对青春永驻的夏梦刮目相看。”

参观片场，成为演员

《夏梦》一书透露，她原名杨濛，

苏州人，1932年生于上海。父亲是京

剧迷，而她耳濡目染，成为“家庭戏

班”里的旦角。1947年，夏梦随家人

移居香港，考进玛利诺女书院，在校

时喜欢演戏，曾演出《圣女贞德》等

舞台剧。

1950年，她到长城电影公司参

观拍片，为长城的负责人赏识。公司

起初想请她担任英语配音员，但试

镜后发现她有演戏天分，袁仰安导

演为她起艺名夏梦（来自莎剧《仲夏

夜之梦》），并提拔她当《禁婚记》

一片的女主角，结果一鸣惊人：上座

率超过长城公司过去出品的影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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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夏梦，则以怀孕为由，逃过一劫。

之后，傅奇和石慧移民到加拿大，而

夏梦也随夫君到加国经营商务。风

暴过后，四人也都回到香港，傅奇和

石慧从事电影业幕后工作。

夏梦是1969年返港的，长袖善

舞，十年间把丈夫的制衣厂规模扩展

了将近十倍。八十年代独立制片，一

如上述。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对夏梦的暗

恋，是华人文艺界津津乐道的一个

传奇，历久不衰。金大侠公开表示，

西施要长得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小说

中的小龙女、黄蓉、王语嫣等仙女下

凡的角色，都以夏梦为原型。

金庸更仿效唐伯虎进华府当奴

仆的故事，化名林欢，到长城当编

剧写影评，向夏梦展开追求。但廿四

岁的夏梦表示已结婚三年，不为所

动。“英雄”追“美人”的故事乃告

一段落。

有八卦资料指出，金庸一生经历

三次婚姻，感情生活起起伏伏。夏

梦是从一而终的，夫妻双方从未传

出绯闻。2007年新年伊始，香港《苹

果日报》消息说：夏梦老公逝世，周

一出殡。林葆诚先生享年83岁，安葬

天主教坟场。

“梦美人”心里只有他

夏梦从影的年代，跨越了笔者从

童蒙到高中毕业、踏入大学的少年

时代。她的电影，也就成了陪伴男孩

早熟成长的精神慰藉。每看一部，印

象都难以磨灭。

最感神奇的是，由袁仰安执导，

夏梦、傅奇主演的长城电影《不要离

开我》，是拍于1955年的黑白悲情

片。那时我才七、八岁，但看过之后

剧情至今（快六十年了）还依稀记

得：战时与丈夫失散的一名少妇，战

后为养育儿女而当上歌女，邂逅一名

丧妻的医生而与他来往。准备与男

友谈婚论嫁之际，丈夫出现，掀起了

旧情。少妇大受刺激，心脏病发，死

在丈夫的怀里。

片中歌女登台演唱的一首《门边

一树碧桃花》（由张露幕后代唱），旋

律和歌词也牢记了数十年：

门前一树碧桃花/桃花一枝头上

插/村前村后少年郎/有事没事他来

到我家   

东家的郎君长的俊/西家的哥哥力

气大/在后山的那个人儿/喝，他天不怕

来地不怕　

瞧着这个好来那个也不差/这可真

正急坏了我的妈妈

他细细来问咱细细问咱/倒教人说

来羞答答/我朝思夜想放心不下/朝思

夜想放心不下……

银幕上的飘零歌女突然刹住，秋

波一转，轻声细语，缓缓道出：

老实说吧——心儿里头另有一

个他！

“梦美人”心里的他到底是谁？

这是令“梦迷”们最牵肠挂肚的一个

悬念啊！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长城、凤凰被泛指为“左派”电影公
司，曾有一段辉煌历史。只是到了1967年，中国国内的“文革”影响
香港爆发“反英抗暴”活动；教条化的文艺政策，迫使“左派”电影
的制作陷于停顿，无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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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公
我们家乡话，爷爷管叫阿公。从小就

听说阿公特别喜欢我，虽不是长

孙，却是唯一在他跟前出生的孙子。然而，

我对襁褓时代自然毫无记忆。最早的记忆是

三岁，那时举家因父亲深造而旅居美国了。

对阿公最早的记忆

六岁时，由美国飞往新加坡新居的途

中，在台湾停留了一个月。老松山机场的接

机人当中，一个比众人高出半个头、面容略

带威仪、西装革履的老人，便是阿公。那是

我对老人家的最早记忆。和略显文弱的父

亲及两位伯父相比，阿公像个巨人，顾盼

之间稍有官架，与闲散的、美式的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形成强烈对比。

这也是我首次和“台湾话”接触。稍长

后方知，郭家长辈的台湾话其实也是家乡

话，恰好与台湾的主流语言类同。这个学名

叫闽南语的语言，台湾旧称台湾话、今天惯

称台语。母亲在七岁前已跑遍了半个南中

国，到一个地方学一种话，来到台湾乡下也

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台湾话，让她嫁入这个原

来与台湾毫无渊源的福建家庭时，能像前两

位郭家媳妇一样地沟通无碍。然而我却没有

这个绝活儿，童年的我也无法辩解出阿公那

闽南乡音极重的国语。但正是他的乡音难

辨，说话常需要其他长辈为我和妹妹“翻

译”的现象，加深了他的权威，他的深不可

测。而当我到了新加坡开始熟悉闽粤口音的

少年时代，对权威已有另一番体会的时候，

阿公已患上严重中风，说不出什么话了。

阿公是重男轻女的，但也为此而深深内

疚。有一年，从新加坡返台省亲，阿公送了

我一枚金币，币面镶着“蒋总统”的肖像，

金光闪闪的。大概还不到三岁的妹妹，发

现自己没有礼物，大为难过，父母连忙哄说

没关系，我们跟你买别的。这个不知趣的小

丫头，却选择在阿公出现的时候发作，号啕

大哭，嚷嚷：“为什么我没有？？”阿公不知

道是大惊失色还是老羞成怒，一时无语，

倒是我这么有才的孙子帮他解套——没

花几刻钟的时间，我就把金币搞丢了，翻

箱倒柜仍不复见。阿公于是说，反正小奇

（我的小名）也把它弄丢了，哥哥妹妹都没	

礼物。

1973年，作者与阿公及家人在住家前（老新大宿舍College Green）合影。

╱	文		:  郭子澄



怡
和
天
地

YIHE SHIJI Issue 27 	129

重男轻女  把三个女儿丢在老家

然而阿公的内疚，却不只在一枚

少送的金币。重男轻女可以说是他

的原罪。大陆易帜的前夕，阿公把郭

家的三个儿子都陆续带到台湾，年幼

的三个女儿却滞留福建老家。没多

久，两岸隔绝，自此天各一方。我和

妹妹一直以为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孩

子（故昵称“阿弟”，日后的洋名也

缘于此），稍长后方知原来我们在大

陆有三个姑姑，还有从没见过的表

弟妹。阿公疼我，不只是因为其他孙

儿都在美国，他更有从未见过的诸多

大陆外孙啊。

阿公中风之后，曾在新加坡小

住。在这个阳光灿烂的热带岛屿，远

离了上一代中国人的颠沛流离、腥风

血雨。阿公阿嫲终于能逃出情治机

关的眼皮，自由地和大陆的女儿们

通信。有天上学回家，母亲跟我们打

了一个眼色，用英语说，今天阿公收

到大陆姑姑的信，大哭了一场。这时

才意识到，阿公不再是那个一口气

能把我扛上肩膀上的巨人。他不是

一个强者，而是一个一生充满了失败

和遗憾的奋斗者。也许是为了弥补无

法养育女儿的遗憾，他对我那说一口

流利台湾话的湖南母亲总是很客气，

也时时记得妹妹的抗争，对早已忘

记“先总统纪念金币”的妹妹，总是

会说“小珞最乖，哥哥妹妹都乖，一

样乖。”到妹妹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

时，他也从不改口，只是话语更不清

晰，老泪纵横。

与阿嫲患难见真情

从中风到最终离世，阿公辛苦地

度过了十三年。随着阿公健康每况

愈下，阿嫲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大了，

我对阿公的许多认识，也来自阿嫲。

她是福州的大家闺秀，而他是闽

南农村的孩子。阿公家又穷又土，在

他村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识字。

对童年的阿公而言，厦门是个十分遥

远、充满神秘和希望的地方。但阿公

终于凭着意志和能力，走出乡村，走

进了厦门，读书深造，之后又在福州

的国民党党校结识阿嫲。这个青年

虽然一身土气，却带有七分霸气三分

帅气，身材魁梧，南人北相，否则如

何赢得福州大姑娘的芳心？

阿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卷入挑

战南京中央政府的“闽变”斗争，身

陷囹圄，几乎要断脑袋。这时那个尚

不会闽南语的未婚妻，以一介弱女

子，只身奔走于福州和厦门之间，托

人托关系，最终说服当局释放了阿

公。自此，阿公居然在日后台湾的白

色恐怖中全身而退，未因闽变旧事

而遭殃，也是大幸。患难见真情，他

们不久便结婚，结婚仪式就是请客

吃饭，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在报上

也登了非常白话文的启事。他们生在

革命的时代，老年后却保守起来。这

也是那一代人的写照吧。

阿公后来地位显赫，卸下农装，

一身笔挺的西装，煞是官样人家。

抗战期间随省政府转进（也就是撤	

退），胜利后返回厦门任职，主持厦

门日报。父亲记得，阿公回家后会把

帽子潇洒地投向衣帽架。但阿公始

终无法尽除乡下人的习惯。即使到了

初具现代“范儿”的台北之后，也会

在公寓的阳台上漱口，并且“哗”的一

声把口中物吐到大街上。有一回吐到

了路人，此人仰头用台语臭骂楼上，

阿公也以家乡土话回骂。可惜听不懂

闽南话，否则这种类似天津人骂山东

人的戏码，想必特别有趣。近人感叹

大陆普遍没有公德心，台湾却保留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就想到如今在台

湾已绝迹的漱口阿公，而对大陆的将

来充满信心。

初到台湾  穷困潦倒

阿公原来在厦门市还颇有地位，

来台后有几年没有工作，穷困潦倒，

家计由阿嫲撑持，阿公则常窝在家中

玩扑克牌自娱。他来台湾的时候，差

不多四十五岁，正值壮年。身份地位

的巨大滑落，对心灵的冲击，可想而

知。我如今也和当年的阿公同龄，自

己事业偶有不顺遂之时，遥想彼时

的阿公，总觉是情何以堪。他虽然日

后恢复公职，但当年的潦倒，在三个

儿子以及妻子的心中，恐怕是无法

真正谅解的。

国民政府行宪，阿公参与了家乡

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得票屈居第

二，不服气，告胜利一方贿选。也只

有在旧中国那种宪政下，为平息争

端，双方协调决定：该区国大代表的

六年任期，前三年由票数最高的代表

担任，后三年则由阿公担任。可惜那

一天尚未盼到，不出两年，国民政府

丢失江山，而代表中国主权的全国国

大代表却齐聚台湾，待大陆“光复”

后，重新选举以前，“相忍为国”，	

每六年在选票上圈一个“蒋”字，一

圈就是四十年。

阿公那位在国大选举胜出的“政

敌”，身体从来硬朗，却先阿公而去。

已经八十几岁的阿公，终于“依法递

补”为“中华民国福建省海澄县”的

国民大会代表。我们晚辈对这种偏

安小朝廷的家家酒，都有些哭笑不

得。但在阿公阿嫲的老人圈子里，却

是无比庄重的大事，是老人家参加

国民革命以来的最终肯定。阿公于一

九八九年辞世，那年的大陆发生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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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必详载于史册的大事。这个大清光

绪三十一年出生的孩子，在辞世前的

刹那，是觉得一切都变了，还是一切

始终没变？他的讣闻，十分文言，十

分民国，多有溢美之词。讣闻没细说

他的出身，若是换我写，大略如下：

“先祖父讳薰风，字凯南，又名

解南，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人氏。

幼名‘芬芳’，因闽语‘芬芳’与‘薰

风’谐音，故易名薰风。原字解南，取	

‘薰风解南’、之意，后大陆易帜，为	

避‘解放南方’之忌，遂另取字‘凯

南’。先高祖父世代务农，不识字，原

无学名，昵称‘阿虾’，先祖父将之更

为‘宏仁’。”

阿公终于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我们将阿公阿嫲及大

伯父骨灰移灵厦门。几年前扫墓时，

大家建议回老家看看。于是我们驱

车前往龙海，到了一条小街，姑姑们

相当肯定地说，这就是阿公出生的

那条街。姑姑们累了，呆在车上，我

和父亲下车，有些忐忑地端详这一排

排重新粉刷过的旧房子。当年仿佛离

厦门老远老远的乡下，如今是不到两

小时的车程，所谓的农村也染上都市

氛围，倒更像个小镇。住宅大门多处

贴上“汾阳”两字，是郭姓的堂号。

我怂恿父亲找个大门敲一下，和屋主

聊聊天。父亲居然还真这么做，自我

介绍，询问屋主在此住了几年，家乡

变化多大云云。同乡好客，请我们到

屋里喝茶小坐，我们要赶回厦门，自

然婉拒了。

我常想，若不是阿虾聪明的孩子

芬芳，靠那超出家乡其他孩子的一点

笔墨，毅然奔赴遥远的厦门，追寻自

己的理想，那么当天开门请人喝茶

的，可能就是父亲。我们家族走过最

遥远的路，不是抗战时期的颠簸，不

是横跨台湾海峡，不是到太平洋彼

岸深造，也不是安身立命的新加坡。

最遥远的路，是农村孩子郭芬芳从海

澄县跋涉到厦门的那条路。没有他，

也就没有如今的我们。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未选择的路

		罗伯特 · 弗罗斯特（美国）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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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觉得植物园入遗虽值得欣喜，

却也只是锦上添花，植物园不靠门票收入

维持运作，因此不必靠申遗带动人潮。有

些人则担心申遗成功后，植物园会不会从

此开始收入门票？像英国的皇家邱园，入一

次园便要十多英镑，大家是不可能天天到

那里打太极、练气功、跑步或健行，最终将

沦为旅游景点。

撇开收不收费，游客人数增加与否等现

实问题，植物园申遗背后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我们如何看待文化遗产，如何珍惜自己

的历史记忆，如何构建身份认同，如何树立

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等。这些是申遗的“非物

质”价值，也是日益富裕的新加坡应该审视

与深思的问题。

植物园幕后的华人推手胡亚基

申遗把大家的目光聚焦在植物园身上，

大家在谈论了园中景观，奇花异草，有年份

的擎天大树后，便会开始挖掘这座热带植物

园的历史，想知道它的由来与过去，在了解

其历史的同时，也是在认识小岛国的过去。

在多数人印象中，植物园的“殖民地”色

彩浓厚，它诞生于英殖民地时期，而早期的

植物园园长，清一色是英国人。

植物园创立初期虽以旅居本地的英国人

为主，其实也有华社先驱人物的参与，他便

是以创立南生花园而闻名的黄埔先生胡亚

基（1816-1880）。植物园最早是由农业园

艺学会（Agri-Horticultural	Society）所创

建的，而一生酷爱花草树木的胡亚基，是这

个组织的重要成员。农业园艺学会于1859

新加坡植物园
申遗成功背后的意义

2 015年7月4日本地时间下午5时40

分，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主

持大会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副主席茹琪拉·甘

博（Ruchira	Kamboj）正式宣布已有156年历

史的新加坡植物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这之前，委员会的21个成员国，外加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和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的代表们，一一轮流发言，一致

认定新加坡植物园，完全有资格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不管是邻近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

越南，还是本地人较不熟悉的阿尔及利亚、

塞内加尔、哈萨克斯坦，又或者是离我们较

遥远的芬兰、秘鲁、哥伦比亚的代表们，无

一不对新加坡植物园充满赞誉，称它是“非

常杰出，具有普世价值”的热带园林，很多

代表还提到自己有幸参观植物园时那种喜

悦之情。

这种人人争着发言表态，一致赞同的场

面，在委员会辩论申遗项目时是相当罕见的，

主持大会的茹琪拉·甘博在宣布结果时俏皮

的说：“既然所有代表都发了言，又完全一致

地支持这项入遗申请，那就让我们快快把

新加坡植物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吧！”

植物园申请入遗，过程顺利是意料中

事，但代表们人人发言，热烈支持植物园入

遗倒是让人有些意外，难道在外人眼中，植

物园真的是那么特别，那么珍贵的园林，是

人间伊甸园？

╱	文		:  谢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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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向英殖民地政府争取到22.4公顷

土地开辟植物园时，胡亚基发挥了重

要影响力，是植物园幕后推手之一。

祖籍广州黄埔的胡亚基，字南生，

号琼轩，是我国早期的成功商人、侨

领，也是出色外交家和园艺家。他	

15岁来新加坡协助父亲经营牛肉、面

包和蔬菜生意，专门供应英国军舰商

船和市民之用。其父辞世后，他进一

步开拓事业，自设面包厂。正因为英

国船只的补给全仰赖他创设的黄埔

公司（Whampoa	&	Co），英国人都

称他为黄埔先生。他与英殖民地官

员有深厚交情自不在话下，相信这也

是他会加入农业园艺学会的缘故。

该学会于1866年所购得的另

一块11公顷土地，据说原本属于胡

亚基，但当时已卖给英国人纳比雅

（Napier），再由纳比雅卖给农业园

艺学会。还有一种说法是植物园的

大部分土地原本属于胡亚基，为了发

展植物园，他以这些地与英殖民地政

府交换新加坡河旁的土。这部分历史

有待进一步考证。

比较确定的是，胡亚基曾在今日

广惠肇留医院附近建过一栋别墅，

内有大花园，取名南生花园。最难得

的是逢年过节，胡亚基会开放这座

私家花园给市民观游，开启与众共乐

之风。　　

植物园是世界树胶业摇篮

植物园申遗对我最大的“震撼”，	

是它触动和唤醒一段被封存许久的

记忆，一段和本地树胶行业息息相

关的历史。

树胶曾经是新加坡经济命脉中的

一根擎天大柱，它是在本地进行交易

的最主要的原产品。从1900年代起，

新加坡就成为世界最大树胶贸易出口

中心，华社熟悉的那些先驱人物，无

一不是靠树胶行业发迹的，曾经靠

树胶为生的国人，不管是园丘里的胶

工，树胶厂、烟房里的工人，在树胶厂

和码头间奔波的司机，码头和货船上

的搬运工人，办公室里的交易员等，

更是不计其数。

可是当橡胶树从我们这个寸土如

金的小岛国彻底消失，树胶厂因经济

转型，一间间被废弃拆除，驳船运载

一捆捆胶片的景象从新加坡河完全

消失后，我们似乎也把这段牵动无

数人生计，造就无数先驱先贤的历

史给遗忘了。

虽然我小时候就生活在树胶厂旁

边，周遭都是橡胶树，父母也靠树胶

业为生，但是植物园试种橡胶树的故

事，于我来说却是陌生的。小时候绕

着橡胶树打转，捡橡胶籽玩，天天闻

到胶片那股呛鼻的味道，却从未想过

橡胶树是从那里来的，总以为它本来

就是这块土地自然景观的一部分。

为了报道植物园申遗，四处翻找

有关树胶行业的史料，这才知道橡

胶树（Hevea	brasiliensis）源自遥远

的南美洲亚马逊森林，它完全是一种

被人为引进，从地球另一端移植而来

的“进口”树木。

18世纪时，欧洲科学家便知道这

种树的胶汁干了之后有特殊功能，能

用来擦掉铅笔留下的痕迹。不过当时

人们要取胶汁，竟然是把野生橡胶树

一棵棵砍下来。

到了19世纪，英国人认为橡胶

有经济价值，一而再遣人到巴西偷

运橡胶籽到伦敦的皇家邱园（Kew	

Garden）培育树苗，还一而再把树苗

运到其殖民属地印度、斯里兰卡和新

加坡试种，希望它日后成为带来丰厚

利润的经济作物。

1877年6月10日，由英国皇家邱

园运来的22棵橡胶树苗抵达新加

坡，其中11棵留在植物园试种，剩余

的树苗被送到马来亚其他地方。植物

园的橡胶树苗试种成功，被并在1881

年开始结橡胶籽。橡胶树在下来一个

世纪，彻底改变新马的地理面貌。橡

胶种籽不仅播遍东南亚各地，还牵

动新马两地经济和下来一个世纪的

发展。树胶行业在巅峰时期维系着至

少2500万人的生计。

话说回来，植物园虽然成功把11

棵小树苗繁衍成园内的上千棵橡胶

树，但是有将近20年时间，这些橡

胶树并没有得到园丘主们的重视与

青睐，大家当时还没意识到橡胶作

为经济作物的重要性和巨大潜能。

植物园后来能被冠上“橡胶的摇

篮”，得感谢一位灵魂人物，他便是

1888年成为植物园园长的亨利·李

德里（Henry	Nicholas	Ridley,	1855-

1956）。李德里出任植物园园长前的

1886，现代汽车诞生了，等到他来到

植物园时，汽车刚刚迈入大量生产的

时代，树胶的需求势必增加。

李德里接手后开始用心照顾植

物园的大约1000棵橡胶树，更重要

的是他开始积极研究保存橡胶籽和

有效收割胶汁的方法，还四处游说园

丘主改种橡胶树。起初，大家都不感

兴趣，但咖啡价格在1890年暴跌后，

很多园丘主开始听取李德里的劝告，

改种橡胶树。

树胶第一人陈齐贤

李德里的好友陈齐贤是马来亚第

一位种植橡胶树的园丘主。陈齐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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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著名

先驱人物陈笃生，父亲陈德源是一

位植物学家，陈齐贤继承了父亲的喜

好，对植物非常感兴趣。

1890年，他拿了李德里送给他的

橡胶籽，开始试种橡胶，并在1896年

在马六甲举行的农业花卉展上，首次

展示世界上第一片有商用价值的胶

片，成为全世界生产树胶的第一人。

1896年，在另一位先驱人物林文

庆医生的鼓励下，陈齐贤开始在马六

甲的武吉林丹（Bukit	Lintang）大规

模种植橡胶树，该园丘占地42英亩。

两年后，他和友人在马六甲再开辟

3000英亩胶园。

与此同时，他也和新加坡友人

林文庆医生、李俊源等一起组织三

巴旺树胶园有限公司（Sembawang	

Rubber	Plantations	Limited），开垦

3800英亩的胶园，另外还开辟差不多

同样面积的淡滨尼树胶与椰园有限

公司（Tempines	Para	and	Coconut	

Plantations	Limited）。

张永福的树胶事业

最早追随孙中山搞革命，曾经担

任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的张

永福与陈楚楠，同样靠种植橡胶树

发迹。他们资助革命的钱，来自早期

的树胶业。

张永福的女儿张茂迪曾在回忆录

中谈到张永福是最早向植物园购买

橡胶籽的商人之一。他先在美芝路

的店屋后面，用木箱栽种橡胶树苗，

与此同时买下兀兰一大片土地，在雇

人开芭后，用牛车把树苗运到那里栽

种，还用绑了结的绳子来衡量树与树

之间的距离。

张茂迪记得胶园开始产胶汁后，

张永福把凝固后的胶片运回布连拾

街住家，搁在天井，再请女工清洗，

还在屋后盖起“烟房”烘胶片，那浓

烈味道叫人受不了。幸好张永福很快

便在惹兰勿刹兴建“人民树胶”厂	，	

又到日本物色制鞋机器，开始生产	

“平民”牌球鞋，并在桥北路的鞋

店出售。

同盟会重要成员林义顺也是本地

著名园丘主。林义顺最早在陈楚楠所

经营的橡胶园工作，后来成为三巴旺

树胶园总经理，1911年开始创立自己

的通益号，并在一年后开设通益树胶

厂。不过他的胶厂在1928年卖给了李

光前的南益树胶厂。

树胶业巨子和华社领袖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世界局

势风起云涌之际，许多到我国谋求

发展的先驱人物和有识之士，纷纷

投入橡胶业。

国人今天最熟

悉的华社先贤，

包括陈嘉庚、李

光前、陈六使、林

文庆、陈延谦、陆

佑、高德根、黄桂

南等，无一不是

靠树胶发迹。陈

嘉庚、李光前、陈

六使这三位树胶

业巨子，不仅在树

胶业巅峰时期创

立世界级的树胶

王国，还用他们

从树胶交易所赚

来的巨额财富，

积极参与社会建

设，在社会各个层

面发挥巨大影响力。陈嘉庚凭一己之

力兴办教育，李光前设立至今仍在持

续运转的慈善事业，陈六使则是创办

南洋大学的领头羊。

植物园是世界树胶的摇篮，从

1910年起，马来亚就是世界最大树

胶生产国，直到1991年被泰国超越。

天然树胶目前依然是世界重要原产

品，年产量在1200万公吨，当中泰国

的产量最高，达到400万公吨，印尼

排第二，年产量300万公吨，越南排

第三，年产量100万公吨。曾经孕育

多位树胶业巨子的新加坡，虽已看不

到树胶的踪影，却依然是世界树胶贸

易中心，超过65％的树胶买卖是在新

加坡进行的。

植物园在培养胡姬花方面的贡献

除了成功试种橡胶树，植物园另

一项让人津津乐道的成就是培育新

胡姬花品种，把胡姬花变成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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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的一种标志。胡姬花在半个

世纪以前，还是新加坡的重要外汇来

源，新马货币在1967年分道扬镳时，

新加坡所发行的第一套钞票，正是

以胡姬花作为设计图案。

亨利·李德里虽以推动树胶业扬

名，他其实是一位胡姬花专家。他任

园长期间，爱好园艺的阿美尼亚女子

埃格尼斯·卓锦（Agnes	Joaquim）

在丹戎巴葛住家花园发现一株从未

见过的新胡姬品种，这便是1981年被

定为国花的卓锦万代兰（Vanda	Miss	

Joaquim）。

真正为植物园的胡姬花开创新

纪元，从搜集养植转为人工杂交配

种，包括在无菌环境下进行胡姬花

培育工作，为胡姬花的商业价值奠定

基础的，是1922年加入植物园，1925

年正式任园长的荷顿教授（Er ic		

Holttum）。

被誉为“胡姬花之父”的荷顿教

授，原本是蕨类植物专家。荷顿教授

从卓锦万代兰身上，看到靠人工杂交

培育，有可能培育出能够长年开花的

新品种，不过他当时面对一个难题，

胡姬花种籽非常细小，不配置能储

存食物的细胞，因此必须为这些花

籽花粉创造一个特殊环境，才能够

杂配出新品种。

1928年，德国乌兹堡（Wurzburg）

的专家汉斯·伯杰夫教授（Hans	

Burgeff）到访，解决了荷顿教授的

难题。伯杰夫传授他克努森教授

（Lewis	Knudson）所研发的方法，

利用糖和菜燕在无菌环境中培育胡

姬苗。这是荷顿教授推动胡姬培育

工作的一大突破。

荷顿教授成功的让他所培育的

新品种樱草苞舌兰（Spathoglottis	

Primrose）在交配27个月后开花，这

便是植物园所培育出的第一个杂交

胡姬品种。

早期著名律师约翰·黎觉（John	

Laycock）也是培育胡姬花高手，他

和另一位胡姬爱好者伊迈·加里斯

坦（Emile	Gallistan）都是荷顿教授

的朋友。他们借助荷顿教授的科学知

识，尝试培育新品种。1936年，黎觉

所培育的黄麦琪蜻蜓梵兰（Arachnis	

Maggie	Oei），开出能长时间让人观

赏的花朵，由此开启胡姬花进军鲜花

市场的大门，为新加坡日后的胡姬花

商业市场奠下基础。

橡胶第一人陈齐贤的儿子陈温

祥，是战后冒出的著名胡姬培育者。

他所培育的陈齐贤梵兰（Vanda	Tan	

Chay	Yan）在1954年夺下英国切尔

西花卉展的一等奖，让新加坡扬名世

界，在胡姬花版图占上一席。陈温祥

所培育出来的这一品种，依然被视为

本地所培育出来的最杰出品种之一。

植物园所领导的胡姬交配与培

育工作，对本地胡姬业有深远影响。

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新加

坡在培植胡姬方面闯出名堂，被公认

是这方面的佼佼者。1970年代末至

1980年代初，出口胡姬花的年营业

额在1300万至1600万元之间。不过

岛国土地有限，胡姬花为我国创外汇

早成为历史。

结语

植物园的每株花草树木其实都

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方寸的土地也

有数不尽前人的足迹。处身喧嚣闹

市中的这片自然景观，以它骄人的独

特性，彰显了深厚的普世价值，终于

赢得世人的百般赞誉。好好爱惜与保

护这珍贵的文化遗产，藉以充实社会

的人文素质，强化我们的归属感与认

同感，国人责无旁贷。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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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1年，有关政府在武吉布朗兴建高

速公路的消息传出后	，一群关心维

护本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本地公民

团体代表很快就对计划提出质疑。不过，由

于这块地已被规划为未来住屋用途，公民团

体的反馈未能改变政府的初衷，有关当局也

没有对计划作出太多调整。尽管当局表示将

接纳自然生态保护者的建议，在两条小溪之

上兴建高架生态桥以连接两边山水，让两旁

的动物自由走动，但是，桥底下的植物终究

无法逃过发展，必须让路的坟墓也不会因

此减少，坟山的历史价值也无法保存下来。

高速公路设计按照原定计划，以一条直

线划过坟山里的五座山丘，一路穿过标志性

大门和主要枢纽前的大雨树。3901座坟墓

不得不让路（至今已有3746座因道路工程

被挖掘，其余早前已由家属挖掘）

文史记录工程

为了尽量保存坟山的历史点滴，市区重

建局负起领导武吉布朗文史记录工程的工

作，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是咨询委员会成员

之一。当局投入了约25万元资助一支由跨专

业团队组成的研究人员，为受道路工程影响

的坟墓进行记录工作。对市建局来说，这项

计划是项史无前例的举措。计划包括通过国

家图书馆管理局，将所有研究资料开放让公

众免费浏览。计划已在2014年初完成，随后

武吉布朗坟山
列入2014世界文物建筑观察名单

Bukit Brown, the bridge does not reduce the number 
of graves affected. 

The highway transect remains as originally planned 
– a straight line across all five hills of Bukit Brown 
Municipal Cemetery, cutting through the main entrance 
with its iconic gates, and the main roundabout with its 
landmark rain tree. A total of 3901 grave plots were 
affected (of which 3,746 have had to be exhumed for 
the highway construction; the remaining graves had 
been earlier exhumed by families for private reasons).

The Documentation Project

Th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was part of the 
offici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Bukit Brown 
Documentation Project organized by the Urban 

╱	文		:   蔡爱琳

Bukit Brown:  
World Monuments Watch

By	Dr	Chua	Ai	Lin

W hen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its plan to 

build a highway across Bukit Brown in 2011, 

civil society groups in Singapore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question the wisdom of the road project. They are 

peopl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eritage in 

Singapor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reiterated that 

the land is needed for housing developments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did not therefore alter their 

plans in a significant way. Part of the highway has 

been designed as a bridge over the valley where two 

streams flow. This has been presented as a response 

to nature conservationist’s demands as it will allow 

animals to pass underneath the bridge.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lant life under the bridge will 

be affected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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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This project 

was an unprecedented initiative by URA, 

which provided funding of approximately 

$250,000 for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 to document the graves affected by the 

construction works, led by anthropologist Dr 

Hui Yew-Foong of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research data is intended 

for full, free public access via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The documentation project was 

completed in early 2014 and an exhibition by 

the project team entitled ‘Documenting Bukit 

Brown: Exploring New Horizons of Knowledge’ 

was held at NLB from July to October 2014, 

and then at URA from April to May 2015.  

Some of the research data, in particular 

photos of every grave documented, can be 

viewed at the official project website <http://

bukitbrown.info>. The Advisory Committee 

has been wound dow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documentation project.

There is now a multi-agency working 

level committee organized by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ND) which includes 

representatives from SHS and All Things Bukit 

Brown. The current terms of reference are 

to discuss the salvaging and conservation 

of selected artefacts from the construction 

zone, the future display and curation of 

these objects,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visitor 

experience to Bukit Brown in the interim 

before future development works.

It will be essential for further documentation 

work to be done on the remaining graves in 

Greater Bukit Brown (comprising Bukit Brown 

Municipal Cemetery, Lao Sua, Kopi Sua and 

Seh Ong Cemeterie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se total over 200,000. As an example of 

important discoveries in the greater cemetery 

area are the graves of early pioneers, Seah Eu 

Chin and Chia Ann Siang. Continued research 

will not only uncover more histories that 

have been forgotten, but will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inform future planning for 

the area. 

Bukit Brown Put On  
World Monuments Watch List

The World Monuments Watch List is an 

initiative of the World Monuments Fund,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ased in New York and 

founded in 1965. As stated on their website, 

the Watch List is “the World Monuments 

Watch is a call to ac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around the globe that is at risk from the forces 

of nature and the impact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Every two years, si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e selected for the list 

and “the 2014 Watch highlights 67 sites from 

41 countries, each an irreplaceable testament 

to human aspira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Being on the 

Watch List brings attention to the urgency 

of protecting the site and alerts the world to 

valuable historical resources that might soon 

be lost forever. 

Close to Singapore, Georgetown in Penang 

was on the Watch List in 2000 and 2002, 

Bukit Brown Tour in Lau Sau民间组织志愿导游带领公众人士游览“老山”一带(By courtesy of Chua Ai L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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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7月到10月之间于图书馆管理

局举办了名为‘Documenting	Bukit	

Brown:	Exploring	New	Horizons	of	

Knowledge’的展览；今年4至	5月，

展览在市建局继续展出。

与此同时，一个由国家发展部领

导、成员包括来自新加坡传统文化学

会和“一切为了武吉布朗学会”两个

民间团体的跨部门工作委员会也已成

立。委员会的任务范围包括就受工程

影响的地区收集到的文物的拯救和

保留、未来的策展和展出提供建议。

委员会也希望在下阶段发展计划开始

前，提升武吉布朗访客的游览经验。	

如果将武吉布朗坟山、老山、咖啡

山和姓王山上的坟头一并计算在内，

这一带估计有20万座坟墓，最近的重

要发现包括早年先驱佘有进和谢安祥

之墓，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些地段进行

更深入的文史记录工作的重要性。研

究工作不仅能让我们重新发现可能被

遗忘的历史，也可能发掘出新资料，

有望影响那一带日后的发展计划。

武吉布朗被列入世界文物建筑
观察名单

世界文物建筑观察名单（World	

Monuments	Watch	List）是世界建

筑文物基金发起的一项计划。这个

创立于1965年、以纽约为基地的非牟

利组织的网站资料显示，观察名单的

设立是“为世界各地受到自然、社会、

政治和经济改变威胁的文化遗产发

出呼吁”。名单每隔两年更新，2014

年的名单共收录了41国的67个文物

建筑，该组织在网站上透露，这些个

个都是“人类理想与世界文化多元性

无可替代的验证”；能够登上观察名

单表示这些文物建筑都值得保留和

其迫切性；让文物建筑榜上有名也

起着警惕作用，避免更多历史资源

的消逝。	

在离岛国不远的槟城乔治镇，曾

在2000年和2002年面临发展威胁。

乔治镇后来登上观察名单，这个身份

立即引起马来西亚政府的关注，并随

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成为世界

遗产。乔治镇在2008年申遗成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申请标准 

想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建

筑须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下的

10个申请标准的至少一项，而我们相

信，武吉布朗拥有其中多项突出普遍

价值，包括：

标准二、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

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

when it was under threat. This was a critical 

step on its path to becoming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nd to be 

n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 an achievement it 

attained in 2008.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only national 

governments can nominate sites to UNESCO 

for consideration as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sites under threat do not meet the UNESCO 

requirement to have a proper management 

plan. The World Monuments Watch list on 

the other hand, specifically calls attention to 

endangered sites and any individual or group 

connected to the site can make a nomination.

Bukit Brown’s Case for Inscription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case for the in

Bukit Brown would very likely meet many 

of the categories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listed by UNESCO (to qualify for World 

Heritage Site status, the site must meet at least 

one of the ten criteria). Among the criteria 

that Bukit Brown is likely to fulfill would be:

Criteria (ii) - to exhibit an important 
interchange of human values, over a span of 
time or within a cultural area of the world, on 
developments in architecture or technology, 
monumental arts, town-planning or landscape 
design;

Criteria (iii) - bear a unique or at least 
exceptional testimony to a cultural tradition 
or to a civilization which is living or which 
has disappeared;

Criteria (iv) - be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a 
type of building, architectural or technological 
ensemble or landscape which illustrates (a) 
significant stage(s) in human history;

Criteria (v) - be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 land-use, or 
sea-use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of a culture 
(or cultures), or human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when it has become 
vulnerable under the impact of irreversible 

change;

Criteria (vi) - be directly or tangibly associated 

with events or living traditions, with ideas, or 

with beliefs, with artistic and literary works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professionals have 

also suggested this view. However,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in addition to fulfilling 

selection criteria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UNESCO will also evaluate a site based 

on a sound management plan for its future 

protection. There is no such plan by the site 

owner (the state) in the light of the intention 

to redevelop the entire site for residential and 

transportation use, and hence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ubmit a nomination 

for Bukit Brown to UNESCO. 

Grassroots Activism Helpe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About History and 
Its Relevance

Grassroots activism by the different groups 

on the ground, in particular All Things Bu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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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

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标准三、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

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

特殊的见证；

标准四、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

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

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标准五、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

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	

(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

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标准六、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

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

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国际文物建筑专家也对武吉布

朗文化遗产价值持相同看法。遗憾

的是，未来住屋和交通发展在即，作

为武吉布朗物主的政府没有对那一

带制定全面保留计划，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就恰恰要求申遗地点除了具备

突出普遍价值，也须拥有一套全面的

未来保护规划。相信政府也不会为武

吉布朗申遗。

民间组织识提高了公众对坟山
历史价值的认识

为了提高大众对武吉布朗的认

识，民间团体发起了各项活动，其中	

“一切为了武吉布朗学会”在这方面

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	多方面

的努力和影响已获得社会肯定，该组

织去年在首届新加坡倡导奖颁奖礼

上获颁“公民社会年度倡导者奖”。	

武吉布朗的宣导工作之所以能取

得热烈反响，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

吴安全的不断探索与研究。吴安全在

2014年获《联合早报》推荐为年度人

物之一。过去10多年，他在坟山上浓

密的丛林里寻幽探秘，几乎每个月

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例如可

追溯到1820年代，与闽帮社群有关的

恒山亭的一组坟墓。恒山亭是早期福

建人建造天福宫前的重要庙宇。佘有

进和谢安详的坟墓也是他最先发现

的，他也帮助不少公众找到了祖坟。

“一切为了武吉布朗学会”和新

加坡传统文化学会正在筹备有关武吉

布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集。新加

坡沦陷前，英印军队与日军之间的其

中最后一场、也是最激烈的战役，战

场就在武吉布朗，这里也成为了二战

阵亡者最大的葬身地。埋葬在武吉布

朗、等待后人去挖掘的是一个个与二

战有关的英勇的故事。	“布朗人”导

览员已开了端，并在带队时与公众分

享。新书将收录家族口述历史与照

片，它的诞生，为战争的人类悲剧提

供更多新资料与不同诠释。

作者是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会长

Brown or the ‘Brownies’, has been crucial in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Since 2012, these 

passionate volunteers have led free public 

tours on the weekends, which have enabled 

about 15,000 people to learn more about Bukit 

Brown as of 9 August 2015. Tours on different 

themes are conducted in addition to special 

events such as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and 

World Monuments Watch Day held on-site at 

Bukit Brown, as well family-themed events. 

These entice visitors to make repeated visits. 

Off-site events such as the exhibition and 

series of talks entitled ‘Bukit Brown: Our Roots, 

Our Future’ held at the Chui Huay Lim Club 

in July 2014 and Celebrating Bukit Brown at 

The Substation in January 2013 also help to 

spread awareness to new audiences. In 2014, 

All Things Bukit Brown was the first recipient 

of the Civil Society Advocate Organisation of 

the Year Award in the inaugural Singapore 

Advocacy Awards, a testimony to the impact 

they have had. 

This impressive outreach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dedicated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Raymond Goh, who was 

nominated by Lianhe Zaobao as one of the 

People of 2014.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e has been searching through thick jungle 

overgrowth to discover graves and research 

about them, including those of Seah Eu 

Chin and Chia Ann Siang. Raymond has 

also helped many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find their ancestors’ graves. Every month, 

he makes fascinating new discoveries that 

reveal detailed evidence of a long Singapore 

history, such as a cluster of graves dating to 

the 1820s that are connected to Heng Shan 

Ting (Heng Shan Ting was the centre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prior to the setting up of 

Thian Hock Keng). 

All Things Bukit Brown and th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are now jointly working 

on a book of essays which looks at WW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Things War @

Bukit Brown” with due consideration that 

one of the last and fiercest battles on the 

eve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was fought at 

Bukit Brown against the Japanese by both 

British and Indian troops, and Bukit Brown 

remains the largest cemetery for war dead in 

situ. Buried in Bukit Brown are untold stories 

from WWII of bravery, resilience, tragedy and 

survival against the odds, particular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ordinary people. Stories included 

are those which have been shared with the 

“Brownies” and the book offers new material 

and insights into the human tragedy of war 

told through family oral archives and photos.

The writer is th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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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1年，马来西亚教育经历了一次

巨大的改变，当年的10月21日，不

管华社与反对党的激烈反对，国会强行通

过了《1961年教育法令》，把《1960年教育

检讨报告书》的建议赋予法律地位。这个

法令，改写了整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史，

从此华文中学消失在国家教育主流中。

当时，还是柔佛州教育局长的拿督甘

武，被委为改制委员会全国主席，执行全国

的改制变动。那一年，马来亚半岛的70所华

文中学有54所接受改制为英文，只有16所宁

可放弃津贴金，后来成为独立中学。致使马

来西亚的教育史里，出现了非主流民办却拥

有完整系统以华文为媒介的独立中学，乃至

成为马来西亚最特殊的教育体系。

有功于独立中学的保留

拿督甘武后来成为马来西亚全国教育

总监。他是马来西亚第三任的教育总监，也

是首位华人担任如此高级的职位。在接受被

委为全国改制委员会的主席时，拿督甘武面

对着必须执行许多苛刻不利的条件，倘若完

全照着执行，今天可能完全没有独立中学的

存在，而许多教师必须面对被解雇的厄运。

在他的婉转的斡旋下，政府终于允许以较通

融的方式执行改制行动，在职教师的学位受

承认，职位被保留，超龄的学生也可以继续

留学，而许多中学也得以顺利转制成为独

立中学，乃让马来西亚会有民办的独立中

学存在的今天。

《1961年教育法令》是马来西亚联盟

政府根据《拉曼达立报告书》（即《1960年

教育检讨报告书》）所制订的。这法令引述

《1957年教育法令》，同时强调要发展一个

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肯定

国家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这个法令对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影响

深远，。在小学方面，马来小学改称为国民

小学，英文小学、华文小学及淡米尔小学则

被称为国民型小学。在法令下，这些学校都

应该享有国家全津贴，然而华小却因董事会

的因素而变成“半津贴”。中学方面，以马来

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马来文中学被称为国民

中学，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中学称为国

民型中学，或政府津贴中学。只有这两类中

学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以华文作为媒介的

中学不再在国家教育的主流，政府不再给予

任何津贴，且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的限制.

这个法令的第21（2）条款也授权教育

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将一所国

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也就是说，华文小

学、淡米尔小学及英文小学，可随时变成马

来小学。教育法令也规定，从1961年起，政

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中学公共考试

（即初中三年级考试及高中三年级公共考

试），中学的公共考试只能以马来文或英文

为考试媒介。

高龄91岁诞生于1924年的拿督甘武日

前访问笨珍培群独立中学，受到该中学的

董事长林青赋及董事陈中华的欢迎。他在讲

话时透露，1975年10月27日，当时的教育部

长马哈迪医生在国会大厦召见董教总代表

林晃升、胡万铎、林玉静、汤利波、郭洙镇、

陆庭瑜等，提出取消举办独立中学考试之

甘武: 马来西亚首位 
华人教育总监╱	文		:   洪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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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因为举办这项考试对国家没有利

益，再者举办有关考试将制造另一个

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是时拿督甘武

是全国教育总监，他建议把独中考试

的名称与性质改为common	exami-

nation，以便维护华校毕业生的教育

水准，即宛如校内的统一考试方式，

于是终于让独立中学特有的统考得

以被保留下来，以致后来发扬光大。

对于拉曼学院的贡献

拿督甘武是吉隆坡甲洞人，幼年

时曾在甲洞华小就读三年，让他拥有

华文的根基。战后他获得联邦政府

奖学金到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修读

理科，毕业后再获得奖学金在马大

修读荣誉学位。1959年担任吉打英

文中学校长，1960年升级担任吉打

州教育局长，1961年至1964年升任

柔佛州教育局长，1964年调任槟城

教育局长，过后获得美国奖学金到

芝加哥西北大学修读教育行政与财

政管理课程。1966年拿督甘武获调

升到砂朥越担任教育司，其时砂朥越

正面对政治危机，拿督甘武成为第一

位非当地，来自西马的高官。

1969年2月成立的拉曼学院是华

人社会创办的第一间高等教育学院。

华社本来有意创办一所独立大学，但

形势所逼，决定只创办学院。开始的

时候并无像样的校舍，只好借用政

府学校上课与操作。该年5月12日大

选结果，反对党得票率超过执政党，

但是执政党还是获得三分之二的议

席。选举过后双方支持者在吉隆坡

聚众游行，终于酿成5•13不幸事件。

元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内阁

解散，成立了以敦阿都拉萨为主席的

国家紧急委员会，统管全局。

在这政治动荡的情形下，拉曼学

院的继续生存面对极大的危机。在

还没有委任教育部长时，拿督甘武受

命掌管当时全国的教育局与学校。当

时拉曼学院刚成立，在政府学校里寄

读，官方有意叫它就此停办。拿督甘

武不以为然，出了最大的能力，才将

这所学院保存了下来。

也即是如此，他在1979年退休后

被敦聘到拉曼学院，成为该学院工艺

学院（School	of	Technology）的创办

人。这个院校后来成为拉曼学院培养

建筑系人才的场所。今天，马来西亚

约八成从事建筑业的人才都来自该

学院。在2014年5月，拉曼学院已升

级为大学学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拿督甘武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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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野兽出没的深山密林中，狮子抑或

老虎常被尊为百兽之王。而在南洋

地方缤纷多彩的水果物产中，荣居“热带果

王”宝座者则是外貌奇特、椭圆硬壳上均匀

覆盖着粗短坚刺，颇具古装武侠片里头球状

狼牙暗器雄风的硕果——榴梿！	

只须在榴梿旺季，看看果摊前喧闹的

叫卖声、人头攒动、如痴如醉的食客，就不

难想像此大咧咧的热带奇果所隐含的能量

与内涵！

旧时代民风简朴，经济能力不强；本地

榴梿产量相对较少，价格也不一般。土生

居民对此果十分受落。面对感官的巨大诱惑

力，吃起来欲罢不能，故民间有“榴梿出	，	

纱笼脱”之说；为了满足舌尖味蕾，愿意当

掉纱笼买榴梿！

儿时乡居年代，山芭里有座榴梿山，偶

遇丰收季节，蒙乡亲馈赠；家里兄长姐妹围

拢、蹲在泥土地上，眼珠紧盯着几个刺果。

由妈妈或哥哥一头以厚麻布袋护手，另一头

拎把厚实的刀斧将榴梿逐一撬开。嗅着浓郁

果香，小手紧握着一瓣榴梿肉，可惜“僧多粥

少”，刚吃到起劲时就结束了，以“吮手指”

收场。那时农药和化肥价格比榴梿贵，入口

的尽是自然长成的“有机”	榴梿。长大后，

对消失的山芭及当年吃榴梿的过程和场景，

印象特别深刻！			

或许因孩提时不常吃，以致品味果王的

味蕾未曾充分发育；	随着岁月的增长，对味

道强烈的水果如榴梿、菠萝蜜等的热情递

减；加上食后身体易产生燥热反应，因而，

只爱果后，与果王“绝缘”。难得我子女也

传承此“美德”！逢榴梿上市季节，经过售

卖榴梿摊子和街道，面对浓味香气夹攻，

俱可面不改色，从容处之。偶尔拘于客观

形势，不得不参与附和，也浅尝即可，可谓

能屈能伸	！

榴梿 
千里之外 异乡飘香

╱	文		:   李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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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邻国榴梿飨宴

月前，好友邀约赴邻国笨珍榴

梿飨宴，我怦然心动！小镇虽为黄梨

乡，也盛产榴梿等水果，自忖虽非果

王老饕，却心仪田野风光，故欣然奉

陪！既可享受郊游过程，也能助伙伴

大快朵颐之兴！

出游日天气云淡风徐，伙伴们脸

上神清气爽。迢迢路上闲聊，天南地

北，不知觉间已来到小镇边郊；忽见

好友脸色凝重，似走错了方向。他把

车子停在洋房住宅角落一户人家前，

下车问路。我等见向导求助，心里有

些忐忑。		

只见好友隔着厚实铁门，低声地

说了几句话语；如神话故事中的主人

翁念了“芝麻开门”咒语般，黑色铁

门竟然应声而启！神秘人物登场！笑

容可掬的他与“阿里巴巴”握了握手，

示意我们下车进屋。

虽有满腹疑团，也只好尾随而

入。那是洋房屋旁扩建的锌板顶盖

的水泥空地，可停泊数辆车子，甚为

宽敞。刚踏入，阵阵熟悉的浓郁香气

扑鼻而来，霎时间疑云顿释，原来文

友故布玄虚，作为榴梿飨宴前的“热

身”！此屋为榴梿园丘头家的住家！

地面上摆放着一箩箩、一筐筐，

大小、颜色深浅不一的刺果，虽不太

多，却尽是色泽鲜明，均为当天上午

自园地捡获的部分收成！

主人邱清治，69岁，健谈好客，热

情接待我们。他现有的园丘地为祖辈

所传留，25年	前自他父亲手中接管。

逐步刻苦经营，面对多变的市场竞争

和人力考量；为了求存，他毅然将部

分地段卖给发展商，开发成现今的

玫瑰花园；留下占地约2亩面积的榴

梿园，亲自打理。目前逢旺季，他侄儿

也在园地里协助；正在把第二轮的收

获运送回来的路上。

榴梿“博士”分享心得

选榴梿是门学问，外行人无从下

手。在自家园丘地里长大。护树施

肥、拾捡榴梿大半辈子，随意拎起任

何一个刺果，即能清楚指明母树生

长所在！

谈话间，只见邱老板随手挑起箩

里刺果，跟着说出果肉质感，或干或

湿、或甜或苦，肉丰厚抑或细薄，犹

如透视般，准确无误！若地方有榴梿

博士之职衔，邱老必当之无愧！	

榴梿虽外貌不扬，但对爱众而

言，每颗果壳撬开时，香味四溢，颜

色味道口感不一，让人莫测高深、充

满惊喜！这也是其魅力、强力胶般吸

引人的原因？！	

成熟的刺果，香气汇聚于内，一

撬开，立马见飞蝇围聚，主人说那些

都是嗜食榴梿的“果”蝇，其实都是

苍蝇。它们四处埋伏，闻果香而至。

于此榴梿飘香高峰期，随处可见。	

现在人贪求便利省事，常以	“保

鲜盒”打包，一切撬壳粗活皆由人代

劳；其实用保鲜盒包装并不保鲜。果

壳一开，香味溢逸，半天下来，果肉美

味鲜度必大打折扣！邱老板提醒，天

生的刺果硬壳最好！天然密封，最佳

包装！一两天味道不变。	

万礼榴梿 狮城姻缘  

屋子角落一隅，一竹筐的刺果，

散发着香气。邱老板似乎洞悉我们

心理，说那些榴梿名为“万礼”，留给

自家住在新加坡的姐姐，午后会专

车来取。“万礼”，新加坡的那个旧

甘榜地方吗？

真是无巧不成书！早年邱家姑娘

远嫁狮城，居住于万礼榴梿园地段，

所产榴梿口味香醇，便乘当年迫迁

之际，把果树接枝送至娘家园丘种

植；独家开发，名为“万礼”！新马两

地两家结姻，人丁、果树俩先后开枝

散叶，蔚为园丘佳话！	

榴梿品种繁多，果种本无名，取

名灵感出自种植人；常是随性随缘

而冠名，约定俗成。一些耳熟能详名

称，比如D13、D24，苏丹，红虾王、竹

脚、猫山王等等，名字都各有来历。

“竹脚”让我们联想到新加坡

著名的妇孺医院和邻近的湿巴刹。

邱老板指出，在当地也算是“名牌”	

榴梿！原因主树附近长有竹丛，榴梿

常掉落于竹丛脚处而得名。“竹脚”

味道浓郁，让人如饮佳醸般，沉醉

其中。		

至于闻名遐迩的“猫山王”，却因

吸引山林里的果子狸猫（Musang）		

而得名。因其味美香甜，加上到位

的包装促销，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

订单，名扬千里之外。作为“吸金”

商品，猫山王园丘果树受到“呵护照

料”，除了严防“山猫”、松鼠之辈，

还得定期喷药杀虫，确保平安无虫

害，季季丰收，满足市场的需求，增

添信心！

场里不见“猫山王”，邱老板说季

节未到，产地也不同。除了“	万礼”，

不少普通非名牌榴梿，如“D”字辈，

也拥有“上等”肉，价格质量俱佳，有

一定的市场！	

哪种榴梿最受欢迎？邱老板坦

言：众口难调！一般来说，小孩喜爱

偏甜口味，年长者偏爱带苦者，年青

人则爱甜中带苦；莫非舌尖的偏好

也随人生阅历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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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老板提醒，食榴梿宜循序渐

进，逐步提升。当天，大伙先尝普通

榴梿，尝尽甜苦、干湿、不同程度口

味，先中肉后上肉，逐步提升；最后

是浓郁的“竹脚”上场；舌尖味蕾渐

臻佳境，适时打住，为飨宴划下完美

的感叹号！让飨客留下回味无穷的

美好记忆！

千里之外邂逅“猫山”与王

榴梿是赤道热带水果，气味强

烈，无孔不入。在新加坡明文严禁携

带乘搭公交（地铁、巴士、德士），谢

绝带入旅店等冷气场所。只因榴梿浓

郁味会转化成恶味，空调系统难以彻

底消除这类异味！			

许多来到狮城的外国人，不论

是过客或留人，榴梿是一道味蕾“测

试”，有些尝后从此不再染指；也有

人一试就爱上，留恋留连，即使返家

乡后仍念念不忘！

中国北方不长榴梿，现代汉语词

典和电脑字库未收录此词汇。榴梿，

常被误为“榴莲”，不知情者还以为

与“莲花”相关！	

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轨，泰国榴梿

于多年前已在北京市场登陆。季节

对时，淘宝网也可邮购得“金枕头”	

（泰国名牌榴梿），气味浓烈的南洋

榴梿鲜果除外。然而，不知何时开

始，“猫山王”也悄悄出现在大陆一

些城市的街头巷尾！

那一年仲夏，与爱猫的小女携游

北京；慕名寻访南锣鼓巷的猫山——

小西堂，传说中的猫儿乐园。我们穿

街走巷，寻寻觅觅，终于来到门前，强

烈吸引过客眼球的竟是小绿板上图文

并茂的“猫山王”冰淇淋！

想象在北国的炎夏日午后，窝在

清凉空调的咖啡座阁楼上沙发里的

悠闲意境！边近距离欣赏各式各色

猫儿的慵懒憨态、爱理不理的傲慢眼

神，边品味着隐在雪糕中的冷淡榴梿

香；在猫山邂逅猫山王，就如槟榔叶

与槟榔子的配搭，天生绝配！

榴梿雪糕，经过加工处理，混入

调味，味道相对温柔多了。躲进清凉

室，避开暑热天，与憨态猫儿一块度

过一个舒松、惬意的午后，也是忙碌

城市人放纵自己、舒释压力的一种

方式？！	

据悉，除了北京和南京，如今猫

山王冰淇淋也入驻大连等地方的咖

啡座！“猫山王”仅是一个商品代号，

预见不久之后，榴梿口味的冰淇淋将

能在世界各地清凉亮相！	

外一章：  榴梿  乳酪  臭豆腐

南洋地方居民情系榴梿，尊为果

王；也顺应成了生活中促进交流，亲

情、友谊、甚至邦交，都可适度运用

的媒介。有些子女，知长辈在世时嗜

此果，因此，每逢节日祭祖时必奉供

桌上，以示孝心与缅怀！礼毕，美味

果肉则由子女分享，美名“纳福”。可

见一方水土特产影响家族口胃偏好，

世代承袭，形为地方民俗特色。	

文人爱把南洋的榴梿与中国臭豆

腐比拟，更把西洋乳酪戏喻西方臭豆

腐；爱吃者食之感觉味美如登天堂，

厌恶者食之感觉如坠地狱！

西洋文明世界中的蓝乳酪，味道

与南洋地方的榴梿以及中华文化中的

臭豆腐，可说是东西方饮食王国中，

强烈味觉版图中鼎立，分庭抗礼。

曾在杭州鲁迅故乡尝过臭豆腐，

油炸后呈金黄色，外脆内香。作为游

客，尝后归纳为美味风味小吃。后来，

在台北旅游时，于西门町街头和士林

夜市等处，也吃过；其飘扬的臭味远

及几条街之外，与入口时的美味，都

印象深刻。

读过媒体报道，早期新加坡牛车

水一带曾有臭豆腐摊位。但因烹调

时“臭”味四溢，备惹争议，不得已

迁至芽笼，所幸此处社区包容度较

强，坚持至今。	

这是目前本地唯一的臭豆腐摊

位，屹立芽笼路街边店屋，“臭”名

远播，顾客络绎不绝。店主来自香

港，常有本地人或异乡客上门排队解

馋。除了臭豆腐，店里其他煮炒菜式

也很受欢迎。

异乡异香  碰撞至臻融汇

地球村的21世纪时代，各种食材

家乡味道，也随着人们的足迹，流向

四方八面；今日，飘香千里之外异乡

的，又何止是南洋榴梿、西洋乳酪、

中华臭豆腐？

其他挥之不去的本土及外来地方

风味食材：咖哩、峇拉煎（Belacan）	、

參峇辣椒（Sambal	Chili）、泡菜、东

炎	(Tom	Yam)	等等。

此类异乡异香，浓烈气味，随着来

自各地的主人汇聚、长驻新加坡。人

们的文化品味、舌尖味蕾不尽相同；

加上人口密集，偶尔难免会坠入一

些特殊味道的氛围中，或碰上感官刺

激，进而产生碰撞，逐渐磨合、融汇。

由抗拒排斥、沉着忍耐、尝试接

受，发展到互相体谅尊重，甚至吸纳

入生活中，这是处身国际化国度，

培养出来的一种豁达情怀、生活态

度；亦为组成一个和谐社会的重要

元素。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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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

亚宣告独立。50年后的今天，没有

多少人记得，新加坡一座已被拆除的酒店，

正是孕育马来西亚的娘胎。

雅达菲酒店（Adelphi	Hotel）于1863年

始设于当时的Commercial	Square（现在的

莱佛士坊），是新加坡最早的酒店之一。它辗

转迁址，最终落户以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位

绘测师哥里门（C.	D.Coleman，爱尔兰籍）

为名的哥里门街。这地区是早期前来新加

坡经商的的阿美尼亚（Armenians）商人活

动的地方，于1835年建成的禧街阿美尼亚

教堂就是哥里门所设计。

1877年亚美利亚籍沙基士家族（Sark-

ies	 	Brothers）在美芝路建立了莱福士酒

店，再于1904年收购雅达菲，将它发展为

现代化高级酒店。由于地点适中又靠近市

政府建筑，雅达菲自然成为达官显要出入

的地方。英国皇族阿特尔太子（His	Royal	

Highness	Prince	Artur	of	Connaught	）于			

昔日光辉
前雅达菲酒店孕育了马来西亚

1961年5月27日东姑鸭都拉曼在雅达菲酒店演讲(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	文		:   董南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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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访问新加坡时，就下榻雅达

菲。此后，它更是政府招待各国贵宾

的场所，很多官方或新加坡上层社会

的活动也常选择在此举行。

1961年5月27日，东南亚外国通

讯社俱乐部假雅达菲举行午餐会，

时任马来亚联合邦首相的东姑鸭都

拉曼借用讲话时奉劝新加坡华人效

忠马来亚，并透露正在拟定一个包括

东南亚英属五邦（马来亚、新加坡、

沙巴、砂朥越、汶莱）的“大团结计	

划”，孕育了后来的马来西亚计

划。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

立，新加坡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进入马来西亚后，政党纷争加

剧，种族主义接着升温。1964年6月

至9月，新加坡连续发生两起种族骚

动，造成人命伤亡。当年7月21日马

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与财政部长敦

陈修信来新加坡，与新加坡总理李

光耀、副总理杜进才、财政部长吴庆

瑞商讨局势，地点就在雅达菲。1965

年8月9日，新加坡离开了马来西亚，

宣布独立。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雅达菲易主，

新业主决定将其重新发展。1973年	

6月25日酒店正式结束营业，当晚举

行一场隆重但却温馨的慈善晚会，	

《友谊万岁》歌声中为酒店110年的

历史画上句号。1985年一座10层楼

的办公室兼商业中心取而代之，虽

然也以“雅达菲”命名，前后身世难

相比拟。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1973年休业后，正待重建的雅达菲酒店外观（摄于1979年  照片提供：The Straits  Time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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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届（2015 - 2017）董事会正式产生
怡和轩俱乐部2015年会员大会顺利举行

顾问/名誉主席/名誉董事

名誉顾问：	杨荣文

会务顾问：	黄鸿美	 蔡天宝	 林文镜	 骆水兴	 谢万森

名誉主席：	陈共存	 黄祖耀	 郭令裕	 郑民川	 李嘉兴	

	 叶谋彬	 柯宝国	 周文忠	 林源利	 吴学光			

	 林春和	 林鍟潼	 陈远腾	 张松声	 陈笃汉	

	 李文龙	 王如明	 陆锦坤	 何侨生

名誉董事：	王瑞生	 王源河	 李坤成	 苏英民	 洪宝兴	

	 张文元	 张育义	 林成基	 陈帅池	 黄章谊	

	 卓有成	 廖德能	 林光景	 林谋铨	 卓清桂	

	 吴文国	 吴添乐	 郑秀福	 陶耀建	 许福吉	

	 陈立发	 陈源金		

怡和轩2015年常年会员大会于6月27日顺利召开，

除了通过2014年度会务及审计报告，大会也核

准第47届董事会选举结果。新任董事于同日复选，第	

47届董事会（2015-2017）正式产生，并于7月2日就职。

第47届（2015 - 2017）董事会 

主				席：	潘国驹

副主席：	林清如		刘国华		杨松鹤		蔡振祥		高允裕

总				务：	杨云仲

副总务：	李崇海		何沁光		施湧海

财				政：	魏钧扬

副财政：	云大明

文				化：	李秉蘐

副文化：	南治国

外				事：	胡财辉

副外事：	郭庭水

康				乐：	王勇冰

副康乐：	蔡瑞华

董				事：	谢连成		白毅柏		黄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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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4日，怡和轩俱乐部、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学会与新中友好协会共同举办宴会，欢迎新任中

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右起5）。筵开8席，潘国驹教授（右起4）在致欢迎词表示，今年是新加坡独立建国	

50周年纪念，也是新中建交25周年纪念，陈大使的上任具有特别的意义。陈大使致辞时强调新中两国人民

久远的友好关系，近年来紧密的商贸来往，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新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欢迎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

2015年8月20日，怡和轩俱乐部文化组同仁拜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系主任丁荷生教授等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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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第7届华文书籍奖颁奖仪

式已于今年8月30日，在怡和

轩大堂圆满举行。除了得奖同学，出

席者包括师长、家长、怡和轩董事与

会员，情况热烈。

怡和轩文化部主任李秉蘐博士

负责主持颁奖仪式。仪式开始之前，

李主任带领各校同学参观先贤馆，

并详细向他们讲解怡和轩与先贤的

历史与事迹。

颁奖仪式主宾为怡和轩主席潘国

驹教授。在致辞时潘教授勉励同学把

握时光，好好充实自己。他也希望同

学们要记得饮水思源，把服务社会当

为一种责任与理想。

毕业于新加坡海星中学，现就读

于英华初级学院的傅松扬同学代表

得奖同学讲话。他与大分享学习华

文的心得，“说到学习华文的心得，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同学们应以乐学

的心态去对待

华文。华文学

习并不仅仅代

表着枯燥的背

诵和抄写，在

华文之中蕴含

着的，是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与文化。

我相信，华文不只是一项工具，它更

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精

髓，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作为华人，

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将华文学好、

说好，发扬华人精神与文化。华文就

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知识宝

库的大门，让我们看到祖先的智慧，

第7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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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精粹，更让我们认识自己，学

会思考。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少不了

困难与艰辛。但如果我们能以求知和

进取作为学习的目标，以刻苦和勤勉

作为学习的态度，那么，再大的困难

我们也能克服。我刚刚从马来西亚

来到新加坡，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崭

新的，新的生活，新的挑战，新的尝

试让我充满好奇，跃跃欲试。在好奇

心的驱使下，对华文抱有一丝兴趣的

我加入了海星中学华文学会，尝试参

加各种各样的华文活动，包括华文

辩论，华文微电影制作等等。可初来

乍到的我很快就发现，大家华文说得

都比我好，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也比我

深入，这让我不禁有了些许的压力，

感觉自己不如他人。然而，我不愿就

此认输，我相信，只要勤学苦练，定

会有所进步。于是，有了这个动力，

加上老师的指导，同学们的帮助，我

一点一点的进步着。从中一结结巴巴

地说华文，到中四作为学生代表向中

国西安的朋友们介绍本地文化，从中

二错误百出的华文试卷，到O水准高

级华文A1，这四年的风雨历程，华文

同我一起走过，我与华文一起长大。

“现在，进入初院了，尽管学习

压力很大，生活节奏很快，但是一有

闲暇时间我总会翻阅华文报纸，观

看华文电影，关注新的华文用语。我

也会时常使用华文华语跟身边的朋

友写电邮或交谈，因为我明白，在实

践中学习，是最富有收效的。正如新

加坡讲华语运动的口号所说的‘华文

华语，多用就可以！’”

现就读于圣尼各拉女校的林诗

莹同学在致词时说，“我是一个离

乡背井，从马

来西亚来到新

加坡求学的学

生。我从小就

在一个讲华语

为主的环境里

长大，在马来

西亚念小学时，所有的科目都以华语

作为教学媒介语。所以，我对华文华

语的热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当我来到新加坡念书时，华文

自然是我唯一有把握的科目。再加上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华文书籍，所以在

上华文课时，我有时候会偷偷地看华

文书。我认为阅读能使我放松心情，

完全地沉浸在故事情节里，甚至身处

忘我的境界。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步步惊

心》，书里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句

话让我明白当我们身处绝境时，不要

感到失望，因为那正是希望的开始。

“除此之外，华文书籍的阅读还

能让我们增广见闻。所谓“书中自有

黄金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多阅读不但帮助我增广见闻，

还让我的写作能力进步。扎实的华文

基础让我在华文华语的学习上得心

应手，也让我更有自信地面对课业

要求。”

在李主任的鼓励下，其他几位得

奖者也一一上前讲话，过后一起围桌

同享丰富的自由餐，为自己的人生旅

程留下难忘的一页。

			

华侨中学	 温彦喆	 新加坡

圣尼各拉女校	 林诗莹	 马来西亚

中正中学	 李绚婷	 新加坡

立化中学	 林颖敏	 新加坡

南洋女中	 蔡雯雁	 新加坡

圣公会中学	 谢臻颖	 新加坡

南华中学	 陈琪莹	 新加坡

德明政府中学	 何			微	 中国

海星中学	 傅松扬	 马来西亚

南侨中学	 孙曼萍	 新加坡

公教中学	 郑群耀	 新加坡

第七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 
学生名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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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日，中国政府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怡和轩主席潘

国驹教授、副主席林清如及杨松鹤应

邀代表怡和轩出席观礼。

自1951年以来，中国举行了六次

纪念大会，除了第一次是在北京中山

公园音乐厅举行，其余几次都以人

民大会堂为地点。今年的庆典是有

史以来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也是第一次在纪念大会中出现检阅

部队的内容。自1985年胡耀邦时代

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都会一一在纪念大会出现。今年9月	

3日那天，在习近平主席率领下，全体

现任政治局常委、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和胡锦涛、几位前国务院总理及其他

政要、党要鱼贯进场。65位外国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政府代表、联合国

等国际组织负责人接受邀请出席。此

外还有30个国家的外军观摩团、1700

多名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出席观礼，总

共参加这次盛会人数高达5.5万人，

是历史性人数。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会上发表了长

达24分钟的重要讲话，18次提到“和

平”，并当场宣布中国裁军30万人，

广释和平善意。他以“正义必胜、和

平必胜、人民必胜”结束他的演讲。

阅兵典礼一结束，成千上万和平

鸽齐飞上天，来回盘旋于天安门广

场上空，象征中国人民追求与保卫世

界和平的决心。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怡和轩代表应邀出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

╱	文		: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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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0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阁下（面对镜头左起5），在使馆设晚宴为部分应邀参加“中国人
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新加坡代表饯行。

左起怡和轩副主席林清如、中国国务院侨办副
主任谭天星、怡和轩副主席杨松鹤、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周敏教授。

林清如副主席在招待会上致辞。

9月3日午后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假北京希尔顿大酒店设宴招

待部分海外嘉宾，怡和轩副主席林

清如受邀代表来宾讲话。林副主席

代表来宾感激中国政府的邀请与热

情招待，他向会众讲述怡和轩的历史

及二战期间新马人民的遭遇，他说，	

“今天中国人民举行抗战胜利70周

年纪念，对我们新加坡人民来说具

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一天，这样的

集会，是我们再度提醒自己要以史为

鉴的时刻，我们不应该忘记，和平的

代价，是数不尽前人的生命和鲜血。

保卫世界和平是人类最高的职责，不

分种族，不分国界。”



怡
和
动
态

152 	怡和世纪第二十七期

怡和轩有讲不完的故事

怡和轩暨陈嘉庚基金设立的先

贤馆每年招待为数众多的年

轻学子，特别是来自海外的学生。今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纪

念，8月30日大约60名来自北京清华

大学与厦门大学前后到访，配合先贤

馆讲解员苏品的讲解，怡和轩文化部

主任李秉蘐向来访学生叙述怡和轩

暨先贤在二战期间的英雄事迹。

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学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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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本俱乐部会员
陈睦发先生PBM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本俱乐部会员
林雍杰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林振文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郑耀楗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本俱乐部会员
林永車先生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
公共服务奖章PBM

怡和轩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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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胡嵌渊 胡啟耀

萧孙喜 柯鸿景陈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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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怡和世纪》26期《绘制新加坡拉：想象与真实》                                                                                               
		1.		第101页左上角和右上角的图片说明互换位置																																																																							

		2.		同页第3栏第13行改为“第一个是Estreito	Veiho，指的是旧海峡”					

		3.		注一第3行税金前漏了“在港口向过港的商船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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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for your Noodles need

Production scale Machine Line up (Noodles, pasta, udon and etc)

Stand alone type Machine

Foodways Menki Asia Pte Ltd
6 Harper Road, #07-08 Leong Huat Building, Singapore 369674      Tel:  6288 2818     Fax:  6287 3339
Email:  chan_cs@highlightholding.com.sg  /  how_kc@highlightholding.com.sg
Website:  www.menki.co.jp  /  www.foodways-sh.com

Various type of Flour Mixer ( Vacuum, Press Kneader & Super Mixer )

Some of the coustomers: 
Tamoya, Jumbo Seafood, Maru Ten Udon, RE & S (Singapore) 
Bakmi GM, Tamoya (Jakarta) and etc



MEIKO TAILOR

MEIKO TAILOR  for the gentlemen
7 Raffles Boulevard, The Pan Pacific Singapore #02-01
Singapore 039595
T.  6334 6911   F.  6339 7597

MEIKO TAILOR  for the ladies
Kovan City, Blk 203 Hougang St 21 #01-47
Singapore 530203
T.  6280 4889   F.  6339 7597

美可洋服
Every Meiko suit and shirt is the culmination hours of hand work and traditional crafts-
manship. It is not just the fitting of cloth to the body but also the attention to details like cut-
ting, stitching, style and comfort which are essential in creating a well-cut outfit that flatters 
the body, looks elegant in style and one that will last for many years. 
Whilst we maintain our tradition of classic suit and shirt-making, producing top quality 
made-to-measure gentlemen’s clothing, we also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tailoring trends and 
fashion to meet your needs and lifestyle.
Having been in the business of custom tailor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we remain one of
Singapore’s finest and most respectable names among tailoring establishments.

美可洋服 剪裁、缝纫、款式、舒适度，贴合您的想象。营

业逾30年，全手工定制，紧跟潮流，是新加坡最卓越，最受

推崇的品牌之一。

Answer for your Noodles need

Production scale Machine Line up (Noodles, pasta, udon and etc)

Stand alone type Machine

Foodways Menki Asia Pte Ltd
6 Harper Road, #07-08 Leong Huat Building, Singapore 369674      Tel:  6288 2818     Fax:  6287 3339
Email:  chan_cs@highlightholding.com.sg  /  how_kc@highlightholding.com.sg
Website:  www.menki.co.jp  /  www.foodways-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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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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Chin Swee Road, #12-01 CES Centre, Singapore 169877
Tel  6801 0088     Fax  6801 0038     Email  enquiry@chipengseng.com.sg      Website  www.chipengseng.com.sg 

本集团专业于建筑及房地产发展业

CES Centre Park Hotel Alexandra

Junction Nine & Nine Residences

High Park Residences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ousing project at Tampines



HENG ARTLAND CO PTE LTD

Orchard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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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ys of Nature series 5   Oil on Canvas   90 x 113cm 

Chen Junde

Chen Junde was born in 1937 and graduated from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Drama. He was a 
fine arts professor at this Institute. A protégé of such famous artists as the legendary Lin 
Fengmian, Liu Haisu, Yan Wenliang and Guan Liang, Professor Chen’s works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Fauvism, and he blends these styles with the expressionism of oriental 
art, successfully creating images that are at once bold and poetic in colours and composition.

Alexandra Branch
321 Alexandra Central
#02-31 Alexandra Road
Singapore 159971
Tel (65) 6250 8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