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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制胜      决胜千里
在亚太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开始变化的世纪，国人务必保持
猴子的灵活、机智、警觉，才能出奇制胜，决胜千里。这是迎接
猴年最需要具备的精神。

在全球正邪交锋，危机重重的漩涡中，送旧迎新，好

不容易迈入2016新的一年。在慨叹“山雨欲来风满楼”之

际，我们也应该怀抱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来临的猴年。

对华人来说，新的一年开始总要开开心心，希望旧年

的霉气可以一扫而光，万象更新。无论职场奋斗、读书学

习、争取社会公正，还是休养生息，心情上有好的开始，感

觉总是成功了一半。

放眼世界，还是应该指出2016在全世界来说很难是个

太平的年头。恐怖主义的猖狂暴虐在去年达到人神共愤的

地步，进而引发中东和欧洲严重的难民潮。虽然西方国家

纷纷在伊拉克、叙利亚一带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缺少地面

部队的配合，扫荡成果终究有限。今年局势会不会进一步

的演变，不仅将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战争与和平”，更关系

到国际经济，特别是油价的动荡。

伊国组织化整为零的恐怖主义袭击手段，防不胜防，

我们身处东南亚，本区域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环境，毕竟很

难轻松说一句“事不关己”。事实上，各种迹象都显示，恐

怖分子已经在本地区扩散开来。在防务和警戒方面，需要

各国政府的坚定担当，有恐必打，互相支援。另一方面，身

为社会一份子，各国人民能做的是必须坚持族群和谐的原

则，与友族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相互提携，把恐怖行动与

宗教信仰严格加以区分。与此同时对于非人性的杀戮行径，

应该坚定说不。希望在心态上焕发的正面能量，可以将恐怖

主义可能出现的星点苗头，扑灭于无形。

恐怖主义既为共同敌人，新的形势为当政者带来一

个团结全民的契机。社会上下应该抛开党派之争，不分彼

此，致力于实现政治和解、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只有强

大真诚的民意支持作为后盾，才能更有效达到防范恐怖

主义的目标。

今日恐怖主义的作为总是殃及无辜，因而无法引起同

情。但“恐怖行为”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回顾历史，恐怖

主义由来已久，各个时期产生的背景也错综复杂，不尽相

同，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有政府自称要实行“恐怖

统治”的。本期《怡和世纪》有专文介绍这段另类历史。

从社会角度看，恐怖主义是霸道、贫穷、愚昧、长期怨

恨等因素的产物。必须把霸道与被误导的民众区分开来，

擒贼先擒王，猛打恐怖主义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国际间

携手合作，以联合国为主导，在恐怖主义滋生的区域，早

日结束战争，实现政治和解，脱贫脱困，消除愚昧和积怨，

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今年是丙申猴年，很多命理师已经做出各种各样的预

测。可以确定的是，今年还会加息，对贷款和经商人士会

有影响；至于台湾新总统会对两岸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南

海风云会如何演变，都发生在我们周边，值得关注和期待。

无论如何，凡事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是面对变局

的智慧。但是也不能过于保守，特别是在亚太政治、经济、

社会格局开始变化的世纪，国人务必保持猴子的灵活、机

智、警觉，才能出奇制胜，决胜千里。这是迎接猴年最需

要具备的精神。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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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人们力量、安慰和保障

李：现在你经常离开和回来新

加坡，也不参与SG50的策划组织工

作，或许所处的是个不错的位置，适

合跟我们聊聊你对这整个庆祝活动

的看法。

杨：有时候我们不能领会新加坡

有多特别，尤其是在外人眼里，对于

新加坡整个体制为什么可以这么好

地运作，行政管理上怎么做到高效，

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城市也能跟

新加坡一样的渴望。我跑遍世界，听

到来自各方面的看法，不单是中国，

不单是印尼，大家都是这个观点，甚

至对于包括我们在区域里所扮演的

角色也很看重。几个月前我到泰国

去，一位企业界德高望重的人说，新

加坡在提出亚细安的概念方面扮演

举足轻重，并且把人们聚合在一起。

新加坡不是通过直接领导，而是通过

呈现我方立场的方式。因此无论用什

么标准来评断，我们在50年内从一个

几乎不可能的境况，来到今天所取得

的成绩，都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李：SG50，我们看到很多书本的

出版，各个部门各个机构都在整理出

版跟自己过去相关的书。你认为这很

重要吗？	

杨：我认为记录自己的历史，让自

己不会遗忘是重要的，并且把这些历

史材料组织起来，也能够让学者更便

利地使用它们。这些资料也可以作教

育用途，这都很重要。我记得当世界

科技出版社在筹备一本关于华族社

群方面的书时，我跟潘国驹建议，他

们也应该做欧亚裔、马来族、印度族

的。他立即跟进，跟我要了一些名字，

我也给了他。来到一个里程碑时，很

重要的是我们点算过去，进行反思，

好好地检讨，收集所有材料。至少日

后，当我们回望时，我们知道那些该

有的资料都在，不论是经过包装或者

包装了一半。这很有用。这当中自然

有自我祝贺的成分，但这是个旅程。

每个阶段都带来新的挑战。因此，

知道我们是怎样来到这里很重要。

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再往前走下去。

不过，每一代人都要有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奋斗过程。

李：书是出版了，但是对新加坡

的年轻人——其实还不只一般的年

轻人，也包括内阁里的年轻部长，了

解历史有什么重要的吗？

杨：历史是很奇怪的。在一个部

落里，从基因上来说，总有一些人是

喜欢收藏的，一些人专门做记录，一

些人对历史发生兴趣，其他人毫无

兴趣，但是历史却给了他们力量、安

慰和保障。总有些人做这些事。这

就像跟犹太人谈话一样，他们可能不

虔诚，但是他们希望知道犹太教堂在

那里，牧师，以及那些与感兴趣者交

谈的语言。他们自己不会直接参与。

引言：

曾担任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卫生部长、贸工部长及外交部长等职的杨荣文，去年出版了中英文的言论集	

《榕树下的沉思》，收录他在剑桥大学留学时期对1970年代新加坡时政的笔记，跟随父母第一次回去潮州的日记，在

军中写过的文章，以及从政23年的多篇演讲。杨荣文成长于榕树下的新加坡，但是却不受限于庞大、枝叶繁密的榕树，

他身在体制之内，用历史观照今日，在世界不同的空间里寻思。初任部长之际，还发出修剪榕树的呼声。

2011年的全国大选，他在阿裕尼集选区一役面对工人党最强队伍的挑战。换个角度看，那一役也是人民行动党担

受当时民怨的最前线。杨荣文作为领军部长，在浩浩大势之中失守阿裕尼集选区。那次大选日后在新加坡政治史上将

占怎样的位置，有待时间检验论证。但是杨荣文从此抽身，离开政坛，人生掀开新的一页却明显可见。他离家去国，到

香港加入郭鹤年的集团，担任香港嘉里物流联网主席。虽然杨荣文在多个场合，仍以他一贯的哲学和历史思维，发表

对区域对商业发展的看法，但人在体制之外，较少公开论及新加坡现状。

2015年年杪，《榕树下的沉思》主编、《联合晚报》总编辑李慧玲在他的新加坡办公室与他进行访问。过去在政

府部门办公室里沙发上听他从主管部门事务出发，畅谈古今，改换成小圆桌前的对谈，从SG50谈起，从现状谈新加

坡对历史的处理方式，谈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逝世，谈新加坡的文化状貌，谈历史洪流。

以下访问中“李”即李慧玲，“杨”即杨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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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加坡人也一样，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历史遗产被保留下来是重要

的，至于他们是否会参与其中，或者

是否有任何兴奋感，那是另一回事。

但这是集体生存的一部分，在社群当

中总要有人积累知识，让热情继续燃

烧下去。因此我对于许多人不对历史

感到振奋并不奇怪。如果整个部落

对过去太执着，那也没有未来。然而

如果它完全不知道过去，那同样也没

有未来。因此两者之间，一定要对记

忆有平衡和新颖鲜活的处理方式。

不推崇“成王败寇”历史观

李：怎么说没有过去的记忆，就

没有未来？

杨：那是很奇怪的，我称之为深

层的程式，给予人们身份，也给予他

们能够克服一切的信念。当我们面

对挑战，我们要嘛挣扎奋斗着克服，

要嘛逃之夭夭。同样的信息可以让

人逃之夭夭，也可以致使人决定战

斗下去，当中的区别来自于自己的信

念，而自己的信念有一部分是来自

祖宗的声音。为什么当时他们能够

战胜，现在我就无法克服。这是无

形却有力的。这些故事代代相传。的

确，有些成了神话，但这是迷思强而

有力之处，也能起决定性的效果。冰

岛的社群不大，我阅读过，冰岛人平

均能够追溯六代祖先。这很难得，他

们是小社群，他们用古诺尔斯语写

下长篇传奇故事，而这让他们不可

被征服，因为你可以把他们击成碎

片，但DNA的力量还潜伏着，不会被

摧毁。这是在记忆当中的。这就是为

什么文化遗产很重要，为什么历史

感重要。我们尊崇英雄，我们也尊崇

那些陨落者，这不是为了尊崇他们而

这么做而已。我们是要告诉那些还

没有陨落者，或者还没有成为英雄的

人，倘若有一天他们陨落或者成为英

雄，他们将被后世铭记。而这本身给

予他们斗争下去的理由与信念。这是

心理上的，但非常重要。

新加坡历史不是从SG50开始

李：到目前为止，对于新加坡的

历史，我们记得的是英雄，我们并不

记得那些陨落者。我担心现在人们认

识现代新加坡时，会从SG50开始，会

从李光耀开始。

杨：在SG50之前已经有新加坡，

有SG负50，SG负100。再过几年我

们将庆祝新加坡由东印度公司的莱

佛士开埠200周年，这些都是重要的

日子。在莱佛士之前，新加坡作为地

理概念已经存在，历史上已经有记

载，现代新加坡是它的另一个面貌。

因此，庆祝新加坡主权独立这个重

要的日子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得了

解在这之前的历史，知道新加坡曾经

为中国和印度往来的贸易提供服务，

George Yeo on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our History

By	Lee	Huay	Leng

In an interview with Miss Lee Huay Leng, 

editor of <George Yeo on Bonsai, Bayan 

and the Tao> and editor of Lianhe Wanbao, 

former Singapor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George Yeo shares his thoughts on the SG50 

celebration, our current narrative o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the death of  Singapore’s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The following is an extract 

of the interview which is more fully reported in 

the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in Yiheshiji 28.

On SG50 celebration

“Sometimes we don’t appreciate how special 

Singapore is, especially how Singapore is 

viewed by people outside of Singapore on 

how well the system works, about the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and how they wish for the 

same for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cities. I have 

bee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is has been the 

view from all directions, not just from China 

and India. You hear it everywhere. This is 

even for the role that we play in the region. I 

was in Thailand couple of months ago and a 

senior member of the business establishment 

said Singapor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nceptualization of ASEAN and g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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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现代新加坡的历史建立在那之

上。因此，我们要庆祝独立50周年，

同时庆祝那些与之相关的重要事件。

我不知道我们会如何庆祝2019年，但

是2019年是两百年前的1819年，仍为

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清朝迅速没落、接

连战败与被征服的结果。这是香港、

新加坡的由来。因此SG50是SG50，	

但我们也得纪念和庆祝其他周年、

其他事件。

李：你认为我们在SG50期间，是

否也应该多认识那些建国过程当中不

成功的人物？	

 杨：历史是漫长的。就拿我们几

年前纪念100周年的辛亥革命来说，

当时有改革派，有革命派，有孙中山，

有康有为。他们都是爱国者，但是对

于国家的未来各有所见。有些认为能

够通过改革满清王朝而进步，有些觉

得满清政府毫无希望。当然，当时有

恶斗，互相杀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当人们回顾过去时，人们会说：“其实

历史有很多面。”共产党在1949年获

得胜利时，在他们之前被看作是前锋

的，包括太平天国，他们都被看作是	

“起义”，而那些要压制太平天国的

如曾国藩就都是不好的。但是近年

来，整个评价更加完整了。比如李鸿

章，他也参与，之后他负责签署马关

条约。他被批判，但是现在人们比较

能够理解，实际上在当时的恶劣情况

下，他为满清政府争取到最好的条

件。左宗棠虽然也打败太平天国，但

是因为成功打压新疆的敌人，共产

党也把他当英雄。是否被奉为英雄

都各有在位者的原因，但是最后当你

回头去看时，你会说：“啊，他们都有

各自的角色，各有功过，但他们都是

一代伟人。”

1911年孙中山来过，这里有人曾

经支持他、接待他。之后日本侵略，

当时怡和轩扮演了角色，因为华人领

袖感受强烈，积极响应抗日，结果在

二战时期的肃清当中，日军采取报复

行动，这又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而

如同毛泽东所说的“一分为二”，民

族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与中国和共

产主义有关的民族主义，另一个则与

之无关。从那里，人民行动党脱颖而

出，因此我们庆祝行动党凯旋50年，

但是也有另一支也属于爱国者，在当

时落败，却为新加坡的发展与进步的

动力做出贡献。并且，他们的子孙今

天在我们当中，是新加坡的一部分，

是动力的一部分。但是当历史事件太

靠近我们，要完全客观相当困难。因

此，需要时间的洗涤。你看现在中国

的情况，他们谈起蒋介石时相当轻

松，即便是林彪，他们也都谈。谈文

革比过去宽松，六四则不然，不过最

近胡耀邦的冥诞受到郑重纪念。因

people together, not by direct leadership, but 

by just presenting our point of view. So it is 

remarkable by any measure that in 50 years, 

from very improbable circumstances we are 

able to be where we are toda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record so that we 

don’t forget, so tha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is 

organized and made more easily accessible 

to scholars and for education. I think that 

is very important. I remember when World 

Scientific was doing a book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 suggested to KK that it should 

also be done for the Eurasians, the Malays, 

Indians and, he immediately followed up. He 

asked me to propose some names which I did. 

It is good that at this important milestone, 

we take stock, do a proper audit, collect all 

the materials. At least in the future when we 

look back we know that we collected a lot of 

material and they are all there, packaged or 

semi-packaged. I think that is very useful. 

There is naturally a certain amount of self-

congratulations, but it is a journey. Every 

stage ushers in a new set of challenges. So it’s 

important to know how we got here. But our 

interest is how we move on. Every generation 

must have its own dreams, must have its own 

struggles.”

“Oh there was a Singapore before SG50. There 

was SG-50, there was SG-100. In a few years 

time we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bicentennial 

of Singapore’s founding as a trading post of 

East India Company by Raffles.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dates. Even before Raffles there was 

a Singapore because the idea of Singapore is 

in the geography, in the text of history. And 

modern Singapore is, but one manifestation 

of it. So it’s important to celebrate that key 

event when Singapore became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but it is also to know the 

history before that which provided the basis 

for independent Singapore which is one based 

upon a service to China trade with ebbs and 

flows.”

On the importance to know our 
history and heritage

“History is very strange.  I think genetically 

in the tribe, there are always a few who are 

collectors, a few who are archivists, a few 

who are interested in history. The rest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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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历史需要时间，新加坡历史也同

样需要时间。不过，我毫不怀疑，当我

们完整评价新加坡历史时，新加坡历

史将回溯到负SG50的时期。

时间会改变对历史的评价

李：今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建国

总理李光耀的逝世。是否一个时代

真的过去了？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

时代？

杨：如果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

加坡，这是肯定的。因为当时的情况

险恶，他治理下的新加坡秩序井然，

纪律严明。有时候，对人的严厉惩罚

没有通过一般的法律途径，有时候没

有公正可言。但是假设他在政治上不

强势，他就无法为新加坡的后来奠下

基础。如果他成天得为维护自己的位

置而斗争，那些我们不该视为理所当

然的许多成就根本也就无法取获，新

加坡也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新加坡了。

因此，那些因为妨碍他而受到打击的

人是不是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也

有人说，既然投身政治，你就必须预料

到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你在拳击

场内，脸上挨揍，那是不能抱怨的。

你在拳击场内，就必须知道会是这

样。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一位生意伙

伴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原来是新加坡

的马来人，在1970年代没有被征召入

伍，后来过去马来西亚，成了马来西亚

人，在那里从商。萨马德	•	伊斯马（人	

民行动党创党党员之一，因为与李光

耀意见分歧后离开新加坡到马来西

亚去）后来成了他的生意伙伴。有个晚

上，我们共进晚餐，聊起萨马德	•	伊斯

马(Abdul	Samad	Ismail)，因为我对他

知道得不多。我问他萨马德	•	伊斯马

是否怨恨李光耀。他说他不觉得。他

叙述了所发生的事件，但也把它们当

作是参与政治自然会面对的一部分。

李光耀曾经说过，如果当年他落败了，

deeply disinterested, but it gives them a lot 

of solace, comfort and reassurance. There are 

people who do these things. It’s like talking to 

Jews. They may not be religious, but they like 

to know the synagogue there, the rabbi, and 

the language being talked to those interested. 

They themselves may not be directly involved. 

So in the same way, I think for Singaporeans, 

it is important for them to know that heritage 

somewhere is being preserved, whether or not 

they themselves are caught up in it or excited, 

that is a separate matter. But it is part of group 

survival, that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re is 

depository of knowledge, a flame burning. So 

I am not surprised that many are not excited 

about it because it is the nature of things. If 

the tribe is too obsessed with the past, it has 

no future. But if there is no memory of the 

past, it also has no future. So, between the 

two, there has to be a balance of memory and 

freshness in approach.”

“It is very strange, it is what I called deep 

programming which gives people identity, and 

therefore a faith in themselves that they can 

overcome. We confront the challenge, we can 

either struggle to overcome, or you can flee. 

And the same information can lead one to flee 

or one to fight. What often makes a difference 

is your faith in yourself, and that faith in 

yourself is partly the voices of your ancestors. 

And a sense that if they had overcome before, 

then how come I can’t overcome it now. So 

that is intangible, but it is powerful. The 

stories passed down generations. Yes, some 

of it mythologized, but it is powerful myth 

and makes a decisive difference. A small 

community like Iceland, I read once that an 

average Icelander knows its ancestors six 

generations up. That is very impressive. They 

are small community. They are the ones who 

wrote the Norse sagas and that makes them 

invincible. Because you can smash them into 

small pieces, the strength of DNA lurks and 

cannot be destroyed. It’s in the memory. And 

that’s why heritage is important, that’s why 

the sense of the past is important. And we 

honour heroes, we honour those who have 

我们尊崇英雄，我们也尊崇那些陨落
者，这不是为了尊崇他们而这么做而已。我
们是要告诉那些还没有陨落者，或者还没
有成为英雄的人，倘若有一天他们陨落或
者成为英雄，他们将被后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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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会由另一方来主宰。因此，你需

要时间，需要时间来看待这些事情。

比如印度，莫迪最近来过，并且

要求去印度国民军纪念碑悼念。印度

国民军其实激励了英国军队——当然

他们也是印度人，让他们违背对英国

统治者效忠的誓言。二战后，英军控

告他们叛国。而另属一支的尼赫鲁

则捍卫他们，结果英国人决定放弃，

认为继续审讯并不明智。论打仗，印

度国民军完全没有什么功劳。但他们

愿意战斗的事实，却促使英军决定

瓦解其帝国，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

这么做，不论开始的时候如何无用，

最终却会是有效的。因此，你看英国

相对于法国，相对于荷兰，他们意识

到自己的没落，知道那是可能发生

的，因此在所有压力到来之前先自

行瓦解，这反而使得它仍然在共和

联邦和全球金融市场中占有领先的	

地位。

而今天，印度也开始以不同的角

度看待这些历史线路，苏巴斯	•	钱德

拉	•	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

尼赫鲁、甘地。他们全都被当成是

促成印度后来独立的英雄人物，看

你怎么看。你可能认为其中一位比

其他人更重要。从我们的角度，苏巴	

斯	•	钱德拉	•	鲍斯与日军合作，我们则

对抗日军，因此虽然印度国民军对我

们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我们的态度

有点尴尬。翁山淑枝的父亲也在同

一条船上，得到日军支持，但是在战

争结束前，改变阵营，与印度国民军

各走各的。虽然他们和印度国民军

协议，不互相残杀。翁山因为看到日

军处于下风，他开始跟泰国人一样改

变立场。但是对苏巴斯	•	钱德拉	•	鲍

斯来说，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的斗争

仍然继续。

你可以想象在那段时期，人们有

多激情，当有人改变阵营时，他们对

彼此有多生气。这些都是历史剧的

一部分。我想新加坡也有我们的历史

剧，规模小些，但是有一天我们会让

这些都归位。要最后构成一条大江，

需要多条溪水汇流。

沿袭的是“承继与改变”

李：李光耀去世后，你认为新加

坡真正进入一个不同的纪元了吗？

杨：他留下的痕迹到处都是，那

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留痕的不仅是

李光耀，英国人留下的印痕也到处都

是，莱佛士的留痕处处可见，还有数

个世纪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也是。

你知道，我们由多个部分组成，李光

耀是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唯一的。

李：他晚年时仍然很具影响力

吗，包括对本地政治？

杨：当然，当然。他从总理位子上

退下，但仍然是内阁资政，他到近期

才离开内阁。不过，即便到那个时候

他仍然很有影响力。比如在方言的

fallen, not only to honour them as an act in 

itself , but also to tell those who have not yet 

fallen, who have not yet become heroes, that 

if they do fall and if they do become heroes, 

they will be remembered by those who come 

after them. And that itself give them reason to 

fight and faith to carry on. It is psychological,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On Evaluation of History

“History is a long time. You take Xinhai Geming 

( Xinhai Revolution, 1911) which we celebrat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a few years ago. I 

mean there were those who were reformists, 

there were revolutionaries, there was a Sun 

Zhongshan, there was Kang Youwei. They 

were all patriots, but they saw their future 

in different terms. Some thought they can 

reform the Qing dynasty, others thought it 

was hopeless. And of course during that time 

there were bitter fights, bitter rivalries where 

they killed each other. But after a period of 

time, when people look back, they say, “Oh 

well, there are many sides to the story.” 

When the communists won in 1949, all 

those whom they felt were their precursors, 

including Taiping Tianguo, were described as 

good movements, but those who opposed 

Taiping Tianguo like Zeng Guofan, that’s no 

good.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much rounder 

evaluation. Li HongZhang , he also fought. 

And then he negotiated for Shimonoseki So 

he was also criticized, but now people are able 

to appreciate that in fact, he made the best of 

a very bad situation. And Zuo Zongtang, even 

though he fought Taiping Tianguo, because he 

suppressed the Xinjiang rivals, the communists 

considered him a hero. But that is a bit self-

serving, so in the end when you look back, 

you say, “oh, they all had their roles, they had 

their faults, their excesses, they played their 

roles in different ways, but they were all great 

men. So in 1911, you had Sun Zhongshan who 

came here. You had people who supported 

him, people who hosted him. Then after that 

the Japanese invaded, and during tha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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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上，他决定再参与争论，推翻年

轻部长的决定。我的意思是他如果

要针对什么课题发挥影响，他毫无

疑问仍可以这么做，但是他有某种

智慧，避免参与太多，而是让年轻部

长去做更多决定。

李：因此，我们现在展开了没有

他的新旅程？

杨：不，我看到的是承继与改

变。当他卸任总理，吴作栋接棒时，

改变已经发生了。显龙接棒时，改变

进一步深化。当然，他们是父亲与儿

子的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儿子与父

亲也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个

别代表了不同代的渴望与期盼。因

而尽管李光耀的影响无疑将持续下

去，但会是比较一般性的影响方式。

在新加坡，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莱佛士

的痕迹，这已经将近200年了，非同	

寻常。

历史充满变数   要全面看待

李：如果不是人民行动党在1965

年带领新加坡独立，莱佛士还会那么

处处发挥影响吗？

杨：如果当初赢得胜利的是左

派，然后他们拆毁英国留下的政治

与文化遗产，那么新加坡今天将非常

不一样。今天，新加坡和香港因为有

相似的英国遗产，两地因此有深层的

相似点。它们都没有经历得重新为

街道名称命名，推翻过去纪念碑的

阶段。因此还保留殖民地时期的一

些名字，香港的医院还叫威尔斯亲

王医院、玛丽医院，人们对这些并不

在意。而在新加坡，我们则有一些机

构，性质和来源存有英国（盎格鲁	•	撒	

克逊）色彩。这些符合我们自身的利

益。假说我们没有这些，我们比较像

台湾，我们仍取得进步吗？会吧，但

是当然，那是不同类型的进步。或者

假说，我们的殖民者不是英国，但像

香港一样，一直到很近期殖民地政

府才撤离，我们会有进步吗？会的，

我们会进步。事实是香港的进步和

新加坡的进步是平行发生的。我记得

在雷曼兄弟危机的第二天跟曾荫权谈

话，我问：“行政长官，我们（新加坡

和香港）在政策上的反应很不一样，

但是您怎么解释最后的结果却多少

相同？”他说：“那是文化，不是吗？”

因此，文化是很大的一部分。两地都

是以中国南方人为主，香港比新加坡

更甚。香港比较多广东人，新加坡比

较多福建人。而因为所处的地域和

所经历的挣扎，中国南方社群有某

种动力。他们从自己到孩子一代，都

要保留自己的身份，要教育孩子，为

未来储蓄。这在今天新加坡和香港

华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动力。当

然，印度族、马来族有不同的故事，

这是新加坡华族的部分，是新加坡的

四分之三部分。

那好，假设新加坡没有独立而仍

是英国殖民地，那会如何？假设左

派获得胜利而我们独立了，把英国人

赶走了，那我们会何去何从？这些是

回顾历史时可以研究的东西，可以做

不同差别分析，X%从这里来，Y%从

Yihe Xuan (Ee Hoe Hean Club) played a role, 

because the Chinese leaders felt very strongly. 

They all took part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Japanese took their reveng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uring Suqing (Sook Ching) which 

in turn created a very strong nationalism. 

And as Mao used to say, one divides into two, 

so you have two tendencies: a nationalism 

associated with communism and China, and 

one which is not. So from one came out the 

PAP, and then we are celebrating the 50 years 

of victory of the PAP. There is the other strand 

which is also patriotic, but lost at that time 

but which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momentum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nd their 

descendents are here amongst us, still part of 

Singapore, still part of the dynamicism. But 

when the events are too close to us, it’s hard 

to be fully objective. So it needs time to elapse. 

You look at China now. They are quite relaxed 

about talking about Jiang Jieshi, Even Lin Biao, 

now they talk about it. Wen G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t more relaxed. Liu Si (June 

Fourth)? No. But Hu Yaobang? They recently 

commemorated his birth anniversary with 

great solemnity. So history takes time, and 

Singapore history also takes time. But I have 

no doubt that in the end for a full evaluation 

of Singapore, history of Singapore will go to 

the pre-SG50 period.”

“Well, without Lee Kuan Yew there will be 

no Singapore, that’s for sure. He ran a tight 

ship because condition was very difficult. 

Sometimes with rough justice, sometimes 

there was injustice. But without political 

dominance, he couldn’t have done the things 

he did to build the foundations. If he had to 

be fighting for his position all the time, then 

many of the things we should not take for 

granted could never have been done and 

today’s Singapore would never have been. So 

is it unfair for those who roughed up because 

they stood in his way? But as someone said, if 

you are in politics, you must expect this. If you 

are in the boxing ring and you get sock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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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来。新加坡是否可能在没有李

光耀的情况下独立？我有些怀疑，因

为英国人不会允许，马来亚民族主

义不会让它发生。我不认为左派会

成功地创造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如

果我们留在马来西亚，结果会是什

么？我们倒回去看某年时会说，那样

情况会更糟。但是50年以后，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是否会有聚合？是做小

城市好，还是做个完整的整体好？我

们不知道，因为历史充满意外。帝国

兴衰有时。有时小是好的，有时大一

点好。说不准。因此你需要看得更全

面一些，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莱佛士、

李光耀、马来亚共产党，或者苏巴	

斯	•	钱德拉	•	鲍斯，或者巫统。

禁映《星国恋》出于政治考量

李：你看过陈彬彬的电影《星国

恋》吗？觉得如何？

杨：看了，在香港看的。我觉得这

提醒我们这个斗争还有另一面。我们

知道的是有行动党视角——李光耀

称之为3C的视角，即与殖民地者、共

产主义者、社群主义者的斗争。左派

有不同的角度，马来亚民族主义者

有他们的角度。他们也写下自己的历

史。在大动荡的时代处于失败的那一

方是痛苦的，并且可能被遗忘。这不

是什么新事物，当然，人世如此，胜利

者书写历史。但是我认为，社群如果

要壮大，它必须能够客观地回顾自己

的过去，了解不同的视角，分辨哪一些

是为了个人利益、因为贪腐而斗争，哪

一些则是因为理想主义而奋斗，哪些

人是爱国者。我想这个区别很重要。

李：你认为媒体发展局为什么要

禁这个影片？是否应该更多人有机

会观看？

杨：禁止放映不是个技术问题。

你禁播，但它其实还可以看到。事实

上，你越禁越多人可能想看。因此那

不是个理由。禁止放映的原因是要

表明立场，进行裁定。而内政部禁止

放映，要说的是：我们不认为各方有

同样正当合法的观点。

李：你说一切需要时间，现在是

不是我们客观看待的时候？

杨：这个辩论会继续下去，直到

有一天时候到了。或许现在还没有

到。

李：你提到过去参观了国家美术

馆，感觉如何？

杨：我在开幕前去了，那时还没有

展品。我去看它的建筑，因为对整个

建筑概念的重新调整，建筑的重修感

兴趣。它展出画作开幕后我还没有再

回去看过。不过，它的重点是东南亚，

而我们在多年前就决定把新加坡发

展成东南亚收藏最有代表性之处。

首先是我们知道新加坡艺术本身并

不清楚明了的，它必须放在区域的背

景里理解。而这个区域很分化，我们

必须反映新加坡的分化与丰富内涵。

因此，如果你到泰国，你是泰国的；

你到印尼，你是印尼的；但是来到新

加坡，这是亚细安的。这是我们构建

整个概念的方式。因此多年来，我们

the face, you cannot complain. You are in the 

ring, you must expect that. This was told to me 

by someone who is now my business partner 

in Malaysia. He was a Malay Singaporean who 

was not called up for national service in the 

seventies, and went over became Malaysian, 

started business there and that Samad Ismail 

became chairman of his business. So we 

were having dinner the other night, I was 

asking about Samad Ismail whom I know very 

little. And I asked him whether Samad Ismail 

was very bitter about Lee Kuan Yew. He said 

he didn’t sense it. I mean he described the 

events, but he took it as all part of politics. 

And as Lee Kuan Yew once said had he lost, 

the shoe would have been on the other side. 

So you need time, you need time to view these 

things. It takes, say India, when Narendra Modi 

was here recently, he asked to visit the INA 

(Indian National Army) memorial. The INA, in 

fact, encouraged British soldiers--they were 

Indians of course, to break the oath of loyalty 

to the Raj. After the war, the British were 

charging them for treason. And Nehru who 

was in a separate stream, defended them. In 

the end the British gave up, decided that it 

was not wise to continue with the trial. The 

INA was not an effective fighting force by any 

measure. But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prepared 

to fight, encouraged the British to dismantle 

the empir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f they did 

not, then however ineffective in the beginning, 

it will become effective in the end. So if you 

look at the British vs the French and the Dutch, 

they sensed their own decline, they knew what 

could happen. So they dismantled ahead all 

the pressures to dismantle, as a result of which 

London still maintains the primacy in the 

Commonwealth and i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ia today, they are beginning to see the 

historical strands in different ways, there’s 

the Subhas Chandra Bose, there’s Nehru, 

there’s Gandhi. And all are now considered 

to be heroes who made possible India’s 

independence, but depending on your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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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自己的收藏，我相信我们现在

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东南亚收藏。而

现在，我相信现在这些作品找到了能

够与它匹配的展馆里，又或者我应该

说，收藏与展馆是相得益彰。

早就埋下改变的种子

李：你现在回来新加坡，是否会

感受到这里有些不同？包括跟人们

谈话，包括看到这些新的机构，又或

者是感受整个氛围方面？

杨：很多事物都在改变和发展当

中，但是改变的种子很早就埋下了。

如果你看整个市政地区，这些都在

1970年代的发展规划总蓝图里。我

记得多年前建议政府大厦大草场底

下应该挖出地下停车场和商场，这样

我们可以把新加坡河、莱佛士城和滨

海广场及滨海艺术中心衔接起来。这

最后会落实，但将是个漫长的旅程。

而最后落实的时候，必然也会跟当初

的构想不相同。但是初始阶段所做的

决定是关键的。

远在我当新闻及艺术部长之前，

新加坡就已经做了关键的决定，把我

们看作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因此原来

的报告书里建议了五个博物馆，其中

重要的一个是作为东南亚的博物馆。

当我接管新闻及艺术部，我提出的问

题是：那华族的、印度族的、马来族

的呢？他们说没有。当时正好我知道

新加坡刘作筹的收藏流失到香港，

因此我觉得情况令人不满意。的确，

我们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

是华人、印度人、西亚人，为什么我们

没有兴趣？因此那年我们重新构想亚

洲文明博物馆，因而有了东南亚、东

亚、南亚和西亚的部分，建立了东南

亚收藏、新加坡收藏，更大范围的亚

洲文明收藏仍需要时间打造，因为那

是更宏伟壮阔的故事，提供更大的背

景。因此，这是个无休止的故事，是

个活着的文化遗产。

我无法参加华裔馆20周年的晚

宴，不过接受他们的访问时，我说这

是个有生命的文化遗产。现在我们

在非洲、拉丁美洲都有华侨或华裔

社群。这些故事应该传扬。20年前

我们不会估计到这点，在非洲居住了

上百万的中国大陆人，他们与当地人

婚娶，开枝散叶。在意大利，佛罗伦

斯外面，有许多温州人居住在当地，

从事工业活动。他们有的是天主教

徒，全都能讲意大利语，有的娶了意

大利妻子，孩子是欧亚裔，有的还深

深感觉自己是华人，有的则不这么认

为。有的对意大利亲戚进行汉化。这

是中华文明丰富的一部分，它在历史

上包括了相当大部分的人文内涵。今

天，它占了五分之一，我想它一直也

是这样的比例。这是个宏伟的故事，

新加坡是体现这点的一部分，但它不

仅仅是在新加坡内部。因此我们说，

我们来帮忙记录。

因而我们有华裔馆。因为我们记

载，我们会比原来的自己有更长足的

进展，我们感觉会大于自己的实体。

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社群的文

化遗产，比如在甘榜格南。因此，当印

度总理莫迪到访，我们的总理晚上带

他到小印度的Komala	Villas素食馆

of view. You may view one more importantly 

than the other. From our perspective, Subhas 

Chandra Bose fought with the Japanese, we 

were against the Japanese, so we were a bit 

awkward about the INA although the INA did 

not do us any direct harm. Aung San Suu Kyi’s 

father was also in the same boat, supported 

by the Japanese, and before the war ended he 

turned sides and broke ranks with INA. But 

they had an agreement with INA that they 

would not fight each other. Because Aung San 

saw that the Japanese were losing, he moved 

to the other sides, the way the Thais did. But 

for Subhas Chandra Bose, the war was still on 

to get the British out of India. You can imagine 

during those periods, how deep the passions 

were and how angry they viewed each other 

when people switched sides. But that’s all part 

of the historical drama. So I think Singapore 

had that drama too, on a smaller scale, But 

one day we will put all these things in the 

right places. It takes many streams to form 

a great river.”

On the Influence of Lee Kuan Yew

“His imprint is everywhere, there is no doubt. 

But it’s not just Lee Kuan Yew’s imprint, the 

British imprint is everywhere, Raffles’ imprint 

is everywhere.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a 

and India over the centuries is everywhere. 

You know there are many parts to us. Lee 

Kuan Yew is an important part but he is not 

the only part.”

“He stepped down as Prime Minister, but he 

remained as Senior Minister, Minister Mentor. 

He was in cabinet until quite recently. But even 

then he had a lot of influence. On the issue 

of dialects, he decided to jump back into the 

fray and overturned the decision of younger 

ministers. I mea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f he 

had wanted to make an issue of any point, he 

could have. But he had certain wisdom not to 



YIHE SHIJI Issue 28 	13

怡
和
专
题

吃夜宵，这张照片传遍世界。人家会

议论新加坡的特点：印度总理怎么会

在新加坡的小印度吃印度素食？但你

可以在这里找到阿拉伯人，找到犹太

人，找到其他族裔，向来就是如此。

你问我什么改变了？我说，是的，视

觉上我们看到的景观改变了。但是它

在根本上是否改变了？因为所谓“根

本”是要回归到多年以前的。王赓武

教授曾说，有两个曼荼罗重叠存在，

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印度的。当这

两个曼荼罗发展，强烈度降低，那重

叠的特质在东南亚发生改变。而它的

层层叠叠，都存在于我们当中。

须有辨识浩荡之势的能力

李：过去当新闻及艺术部长时，要

说服人家接受新的事物，推动艺术文

化是否比较困难？

杨：的确，当时是比较困难，不

过我也属于加速中一股流动的劲。

当时有股更大的劲存在，它有自己的

势头。我们不应该妄下判断。每股劲

自有其生命，如果我们指定太多，要

求那股劲必须怎么流，最后可能会

落在错误之处。因此，我们要心怀谦

卑，看到自己在更大一部分的潮流当

中，让那股劲在我们当中流动，随之

而动，顺势而行。这有点像太极，你

得要解放自己，随之而动，当你感觉

圆融时，就能充分借力。但是如果你

很主观，认定必须这样那样，绷紧于

内，那股劲就会从我们身边流过，我

们可能也就成为被冲洗到岸上的什

么东西。因此，对浩浩大势敏感很

重要。作为新加坡人的意义，是必须

认清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大变化，有辨

识浩荡之势的能力很重要。

李：在随之流动与坚持原则方

面，要如何平衡？

杨：那股劲即是原则。实际上，如

果你的原则是不顾大势，在这里我们

叫作“道”，那它或许是个虚假的原

则。这就仿佛说，我们问万一宗教与

道理之间发生冲突呢？那么，我们需

要问自己什么是宗教，因为宗教是建

立在道理之上的。因为理是我们天

赐的品质，我们和其他生物最大的区

别，是我们更有能力进行理性思考，

也因此，这是天赐的品质。

作者为《联合晚报》总编辑

我们要心怀谦卑，看到自己在更大一
部分的潮流当中，让那股劲在我们当中流
动，随之而动，顺势而行。

get too involved, and to leave things to the 
younger ministers.”

“I se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t has changed 
when he stepped back and Goh Chok Tong 
took over. It changed further when Hsien 
Loong took over. Of course i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but even then the son is not the father. They 
have different views and each reflects the 
yearnings of a different generation. So there 
is no doubt that Lee Kuan Yew’s influence 
will persist, but in the more general sort of 
way. I mean in Singapore you still find Raffles 
everywhere. It’s almost 200 years now which 

is quite remarkable.”

On Tan Pin Pin’s film "To Singapore 
with Love"

“I think it’s a reminder that there is another side 
to the struggle. There was the PAP perspective, 
what Lee Kuan Yew called the three Cs 
perspectiv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colonialists, 
the communists and the communalists. You 
ha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he left, from 
the Malayan nationalists. And they do write 
their own histories and it’s painful to be on the 
losing side in a great struggle, then it may be 
just forgotten. That is nothing new, of course, 
in human affairs, as they say the victors write 
the histories. But I think for a community to 
be strong, it must be able to look at its own 

past objectively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who fought for self-interest, for personal 
advantage, for corrupt, and those who fought 
out of idealism and who are also patriots.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that distinction.”

“Banning is not a technical matter. You can 
claim you ban it but it is still available. In fact 
if you try to ban it, more people may want to 
see it. So that is not the reason for banning. 
The reason for banning is to make a point, is to 
make a judgment, and I think the reason why 
Home Ministry made the ban is to say, “Look, 
we don’t believe that all sides have equally 
valid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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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机
开创经贸发展新方向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答问录

开创新中经贸新的合作模式

新中建交25年之际，举世瞩目的习马会

在新举行，彰显新加坡在维持区域稳定的

重要性。天时地利人和，你如何展望新中经

贸前景？新中双方决定启动“自贸协定”升

级版的谈判，你对谈判有什么期望；一旦落

实，这升级版的协定将如何扩大与强化两

国的经贸来往？ 

这次“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继汪辜

会谈之后22年，新加坡备受瞩目，我认为这

是给了我们新加坡一个机会。新中两国建交	

25年来，两国合作领域广泛，高层互访频

繁、民间交往、商贸联系、友好密切的关系

得到跨越式发展。两国经贸投资发展迅速，

过去两年，中国是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国，

而新加坡也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累计投

资额超过720亿美元。2015年，新加坡取代

美国成为中国资金走出去的第三国。	

新加坡和中国正探讨新中自贸协定的

升级版。这项协定的升级版将给予新加坡

企业在服务贸易及投资这两大领域更大发

展的空间。	

编者按	：告别了金禧年，社会各界蓄势待发，准备为我国的第二阶段建国工程再创辉煌。

应《怡和世纪》的要求，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张松声就《怡和世纪》向他提出的几个

问题，发表了他对于我国经贸现状与未来发展的看法。										

我希望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SBF）能

尽力促成新加坡和中国企业把握时机，充分

利用新中自贸协定，开创新的合作模式。此

协定也能进一步推动新中经贸以及东盟同

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强在民航、航运、

通讯、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科研科教等

多领域的合作，实行互联互通，发展战略的

伙伴关系。升级版的协定一旦落实，相信会

有更多中国企业及跨国公司以新加坡为基

地，充分利用这里的环球网络和优越的基

础设施，与第三国家的企业建立双赢的合

作伙伴关系。		

 定位于重庆的新中第三个合作计划，在

合作项目与规模上与前两个合作计划（苏州

工业园与新中天津生态城）有什么不同？对

于运作多年的前两个合作计划，你有什么

评价或感触？ 

与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相比，第

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概念不同，其着重强

调两国在物流及交通运输、金融业、航空业

及信息通信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两国政府将

合力打造一个多领域、互联互通的网络，而

╱	整理		: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环球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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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开发某个具体地点。中国领导人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了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的丝绸之路

经济带。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

目，将在双边层面上为两国合作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增添内容，希望

成为连接“一带”和“一路”的节点。

该项目以“互联互通与现代服务业”

为主题，紧扣着中国在服务业这一块

的发展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突破。希望可以通过这第三个项目，

带动并鼓励新加坡企业更多参与	

“一带一路”的建设并受惠。	

我觉得新中合作建设的苏州工

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项目，均起了示

范和引领的作用。不论是亲商理念、

一站式服务、还是新加坡在环境工

程、城市规划和工业园区发展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都广泛受到其他发

展中城市的借鉴。因此，在中国对外

经贸合作当中，新中合作的项目有一

定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对中国在经济

转型、产业升级和创新等方面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苏州工业园是在20多年前合作

开发的项目，当时中方缺少资金，技

术和市场。同时已故新加坡建国总

理李光耀先生当时也正准备与中国

合作建设一个可以体现新加坡经济

发展经验的“试点”，在这样的背景

下，苏州工业园应运而生。经过双方

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如今苏州工业园

已非常成功，超出预期。	

天津生态城项目是在2008年启

动，当时中国经济已快速发展，节能

减排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

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经过7年的建设，天津生态城已建设

成为综合性的生态环保、节能减排、

绿色建筑，创建循环经济等技术创

新和应用推广的平台，现代高科技生

态型产业基地。虽然某些方面有待完

善，我们希望能获两国政府相关部门

的大力扶持和关爱。期盼天津生态城

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可能扮演 
的角色

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宏图势

必为周围国家开辟一个新天地，新加

坡作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国，又占地域

优势，你认为新加坡企业家应如何做

好准备，以便引接与利用可能随之而

来的商机？	

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

能扮演的角色，不仅要提供航空和

海运的硬件服务，更要在金融、电子



怡
和
专
题

16 	怡和世纪第二十八期

商务、旅游和现代服务等软件服务

领域，全方位发挥枢纽作用。建设新

的海上丝绸之路，新加坡是“必经之

地”，新加坡是亚太区重要的海运、

航空和物流中心，可作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中转和维修中心。	

虽然具有这些优势，但新加坡市

场小与缺乏天然资源，在与邻近国家

竞争时必定受到局限。周边国家拥有

广袤的土地、丰富资源、较低经营成

本和较大的市场等优势，造成一些

投资项目无可避免地将绕开新加坡。

因此，我们需要2-3年的时间争取在	

“一带一路”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加坡企业家要充分把握契机就

必须深化和加强与中国企业在多方面

的合作关系。本地企业必须先掌握中

国市场不断改变的情况，了解各方面

的运作须知，认识行家和了解他们的

实力，再加强语言能力以及对中国文

化习俗和商业惯例等的认识。一旦准

备就绪，企业家们便可以开始寻找合

作伙伴。新加坡和中国的企业除了进

一步增加相互投资外，中国企业可以

和新加坡企业合作，携手到第三国寻

觅商机，谋求新的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推

动了区域的经贸活动、合作和发展。

我相信本地商界和政府都非常欢迎

中国企业利用新加坡作为桥头堡，

扩大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与国际间的

合作，促进互联互通。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在2015年

7月27日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新加坡

暨区域商务论坛”，主题是“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30位来自新加坡、

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领袖、商界精

英和智库学者与400多位参会嘉宾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建

设中带来的新的机遇及挑战。我们准

备每年举办相关论坛，为各国参会企

业提供多边商务交流平台。	

New Model for Singapore-Sino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 recent meeting between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aiwan President Ma Ying-jeou 
in Singapore has once again put the island 
state in the limelight since the Wang-Koo 

investments amounting to over US$72 billion. 

In 2015, Singapore overtook US to become 

the third largest investment destination of  

China. 

Singapore and China are now looking into 

an upgrade of the China-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CSFTA). The enhanced agreement 

will provide Singapore businesses with greater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rade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sectors.

I hope the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SBF) can do its best to help Singapore and 

Be Ready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for 
Future Growth 
An interview with Teo Siong Seng
Chairman of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Editor’s note: 

Mr Teo shares his thoughts with Yihe Shiji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Singapore’s 

economy and its future. The following is an 

extract of his interview.

talks  were held here 22 years ago. I think this 
has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for Singapore. 
Over the last 25 years of Sino-Singapore 
diplomatic relations, both countries have 
embarked on a wide-range of cooperations, 
with frequent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eaders and their people. Our 
trade links and community ties are closer 
than ever.  Trade investments, in particular, 
have grown speedily.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China has been Singapore’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while Singapore remains the 
biggest source of investments for China, with 

By	SBF’s	global	business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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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将继续围

绕“一带一路”的倡议，协助引导新、

中两国企业进一步增进经贸往来并

携手拓展海外市场和新的商机，共

圆发展梦。		

各国的共同目标 
——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

中国没有参加TTP（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也没有迹象看

得出是否最后会像加入WTO那样而

觉得也只好参加TTP。 由于国情互

异，新中两国对TPP的看法与期望或

许有落差，虽然距离真正落实的时

间还远，你认为一个没有包括中国在

内的国际性自贸组织（像TPP那样）

对新中经贸的来往会有那些影响？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成员国中，新加坡与马来

西亚、文莱、越南、澳大利亚、新西

兰、日本等六国也都是“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的会员国。新加

坡采取多边合作，同时进行的开放

态度，从中受惠。中国虽然没有参加

TPP，但对新中多层次、宽领域的经

贸合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新加坡

目前与中国已有两份自贸协议，分别

为“新中自贸协定”及“东盟-中国自

由贸易区协定”。这两份自贸协议的

升级版一旦落实，将进一步推进两

国经贸关系持续的强劲发展。习近

平主席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

启动了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

发展进程，批准了亚太自由贸易区路

线图。我认为FTAAP和TPP虽然是

竞争关系，也可说是前后关系，TPP

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可以是实现FTAAP的路径。最终的

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	

新加坡 2016年经济展望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10月29日发

表“宏观经济报告”，认为2015年下

半年与2016年的经济展望，相对于

China businesses leverag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on by the CSFTA and discover new 
ways of collabora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agreement will also spur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nd ASEAN’s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strengthen their collaboration 
in multiple areas such as civil aviation, 
shipping, telecommunications, logistics, 
finance, e-commerce, science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develop strategic partnerships. Once 
the upgraded agreement is implemented, 
I’m sure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ill set up their 
bases in Singapore and utilize its excellent 
global network and infrastructure to forge 
alliances with overseas partners.

Singapore’s Third Project with China

Compared to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nd Tianjin Eco-city, the concept of the 
third Singapore-China project is rather 
different. It will focus on four areas of 
collaboration, namely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finance services, avi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stead 
of developing a physical plot of land like 
before, the two governments will build a 
multi-faceted network. The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leaders refers to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e third bilateral project 
will enhance the initiative and serve as a 
nodal point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theme of “modern connectivity and 
modern services”, the new joint-project will 
aim to meet China’s development needs in 
the service sector -- a major breakthrough for 
both sid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bilateral project 
will motivate more Singapore businesses to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benefit from it.

I think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nd Tianjin 
Eco-city have become models of Singapore 
and China collaboration and paved the way 
for other joint-efforts. The successes of these 
projects have inspired other developing cities 
to follow suit in many areas, such as creating 

a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providing 
one-stop services, implementing Singapore-
style environmental projects, urban planning 
or developing industrial parks. This shows that 
the joint-initiativ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have been exemplary, which in turn, 
have helped promote many aspects of China’s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economy, structural upgrade of its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The Role of Singapore in  
“Belt and Roa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ngapore must not only be 
able to provide the hardware for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rvices,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hub for software services such as 
finance services, e-commerce, tourism and 
modern services. Singapore is an unavoidable 
route along 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and, 
with its status as an important maritime, 
aviation and logistic centre in Asia Pacific, 
it can become the maritime termi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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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centre in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However, despite these advantages, 
Singapore’s competitiveness against its 
neighbours is limited by its small market and 
a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Ou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have an abundance of l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lower operating costs 
and bigger markets, which will invariably lure 
some investments away from Singapore.  To 
stay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we will have 
to gain a foothold in “Belt and Road” within 
the first couple of years.

Singapore entrepreneurs must deepen and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y can start finding their partners as soon 
as they are ready. Besides increasing their 
investments in each other, Singapore and 
China businesses can also work together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SBF held the inaugural Singapore 
Regional Business Forum on 27 July 2015, with 

the theme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e plan to make it an annual event to 

provide a regular platform for business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Regional Cooperation towards an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Singapore, Malaysia, Brunei, Vietnam,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Japan are also member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Singapore 

has adopted an open approach in forging 

multilateral partnerships and benefited from 

them. Although China is not be a member of 

TPP, it will not affect Singapore’s multi-level 

and wide ranging economic cooperations 

with others. Singapore now has two FTAs with 

China, namely the Singapore-China FTA and 

the ASEAN-China FTA. Once implemented, the 

upgraded FTAs will strengthen the bilateral 

trade of Singapore and China furth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aunched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during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meeting in Beijing in 2014, and spelt out its 

goals and roadmap. There may b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FTAAP and TPP. However, it could 

well be a case of a means to an end, because I 

think that TPP and RCEP can be a path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FTAAP. After all,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stablish an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Singapore’s Economic Outlook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data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on 25 November 

2015, Singapore’s economy grew 1.9% in the 

third quarter, which was a slight dip from 2% 

in the second quarter. As our manufacturing 

sector remains tepid, the forecast for 2015 

is expected to be 2%, which is closer to the 

lower end of the range 2%-2.5% in the earlier 

6个月前的预测“明显更加乐观”。

不少论者强调世界经济正在走缓，

而且看不出迅速复苏的明确征兆。

你如何展望新加坡在2016年的经济 

走向？	

根据贸工部2015年11月25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第三季经济增

长为1.9%，与第二季的2%相比，微

滑落了0.1%。由于我国制造业持续

疲弱，2015年的全年经济增长将比

之前预测的2%	-	2.5%范围低，预

计为2%。2016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为

1%	-	3%。	

新加 坡 商务 信 贷 资 料中心

（Singapore	Commercial	Credit	

Bureau）	12月1日发布的最新调查报

告显示，新加坡的整体商业乐观指数

（Business	Optimism	Index）将从

2015年第四季度的0.14%跌至2016

年第一季度的负2.93%，为历史性低

点。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消费市场持续

疲弱，以及一些商业领域如制造业和

批发业缺乏增长，造成本地企业将面

对更多的挑战及对明年的经济发展

不持乐观的看法。	

新加坡今后的经济发展将以高品

质的服务业为主，也将逐步转向更优

越、更具竞争力的服务与产品以迎合

全球市场的需求。因此，新加坡的企

业应该逐步转型，开发有创意及独

特的新加坡品牌。从“新加坡制造”

到“新加坡创造”,	虽然充满挑战，

但我有信心，一部分新加坡企业，包

括一些中小型企业可就此成功转型，

进军海外，以便更有效的开拓国际	

市场。	

政府正确决定，检讨未来经济
发展方向

政府宣布成立“未来经济”委员

会，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展开新一轮

检讨，并做出调整，“主要的调整，是

把我国从一个价值增加的经济体，转

向一个价值创造的经济体，让我国能

成为创意与创新企业的基地。”你如

何解读这个信息？ 

我认为新加坡政府成立“未来经

济”委员会，检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

的方向是正确的。委员会将探讨如何

协助本地企业创新增值、把握新商机

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本地企业应具

备研发新产品及高素质服务的能力，

开拓新市场，或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解

决方案。新加坡要在全球激烈的竞争

中保持领先地位，我们就必须探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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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Meanwhile, Singapore’s economy 

is expected to grow between 1% and 3%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port released 

by Singapore Commercial Credit Bureau 

on 1 December 2015, Singapore’s Business 

Optimism Index will contract drastically 

from 0.14%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5 to 

-2.93%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reaching a 

historical low as the prevailing slow-down of 

the global market and lacklustre performance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wholesale sectors 

continue to dampen expectations.

Singapore’s economy will from now on focus 

on developing high quality services, graduating 

towards better and more competitive services 

and product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lobal market. This means that Singapore 

businesses should also adapt themselves and 

create their own unique Singapore brands. 

While it can be a challenge for businesses 

to move from being a “Made in Singapore” 

company to a “Listed in Singapore” company, 

I’m confident that some of our businesses, 

including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d overseas.

A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Economy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the right 

move in setting up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 (CFE) to review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our economy. The committee will 

look into how we can assist local companies to 

innovate and add value to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leverag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strengthen their competitiveness. Local 

companies should build up competencies in 

creating new products and providing high 

quality services, so that they can cultivate 

new markets or offer better solutions to 

their clients. To stay ahead of the global 

competition, Singapore must look into how 

it can transform itself from a “value-add 
economy” into a “value-creating economy”.

The SBF has published the findings of its 
National Business Survey on 12 January 
2016. The extensive report contained 
recommendations by the local business 
community aimed at steering Singapore’s 
economy for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The SBF’s 
recommenda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s of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 
(CFE) in the supporting local enterprises and 
maintaining economic growth.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何有效的从“增值经济体”转向“创

值经济体”。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将在2016年

1月12号发表《商界状况报告》。此广

泛的调研报告将代表本地商界，向我

国政府建议及强调有关如何促进新

加坡未来10-15年的经济发展。新

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在报告中对如何解

决企业所面对的问题与“未来经济”

委员会所强调的如何协助本地企业

及维持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致的。	

你认为新加坡企业眼前面对着

哪些最为迫切的生存问题，除了业界

自身的努力，政府能在哪些方面给予

实际的援助？		

我国人口老化、萎缩的劳动队伍、

零增长的生产力、高营运成本、全球

从‘新加坡制造’到‘新加坡创造’, 虽
然充满挑战，但我有信心，一部分新加
坡企业，包括一些中小型企业可就此成
功转型，进军海外，以便更有效的开拓
国际市场。 

需求疲软、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及不

明朗的环球经济，这些都是新加坡企

业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与问题。		

为了协助企业解决不断上涨的成

本压力，我国政府在2015的财政预算

案中给予本地企业更多资金的援助，

其中包括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技能

创新和拓展海外业务。根据我会对企

业会员所进行的调研，其中营运成本

和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关注的两大问

题。我会的《商界状况报告》中，将

向政府提出建议如何有效地解决这

些问题及加强政商间的合作。	

本文由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 
环球业务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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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立功	化愚化顽
立化中学走过六十载

2 016年是新加坡立化中学（River	

Valley	High	School）建校60周年，

本刊统筹谢声远先生与立化杰出校友暨本刊

编委谢声群先生前往立化中学，访问了立化

中学校长李惠棣女士、咨询委员会主席陆

锦坤先生与中文部主任黄秋莺老师，深入了

解了立化一路走来的故事。同时，也立足当

下、放眼未来，探讨交流了立化中学作为本

地优秀学府，在保留传统文化、激励学生学

习华文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六十载砥砺耕耘，一甲子桃李芬芳。集	

“特选中学”、“自治中学”与“六年制直通

车课程学校”三重身份于一体的立化中学，

致力于为新加坡培养精通双语、双文化，且

具备文化涵养与创新能力的人才，为国家培

育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未来领袖。

春风化雨 桃李成行

立化中学创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新

加坡第一所华文政府中学。1958年迁至惹

兰瓜拉，校名为立化政府华文中学。早期的

立化中学是一间邻里学校，六十年代中期学

校管理层、教职工和全体学生齐心协力，立

化校誉日隆，跻身而为新加坡的优秀学府，

学生开始荣获了包括新加坡总统奖学金在

内的很多荣誉。七十年代立化继续发展壮

大，1979年成功由华校转型为华、英两种语

文并重的特别辅助计划学校，成为新加坡

首批九所特选中学之一，此时立化政府华文

中学更名为立化中学。1994年，立化中学成

为新加坡六所自治中学之一。

一甲子岁月，历经六度搬迁，立化中学

从一所只有119名学生的邻里政府中学，成

长为如今有2400多名优秀学子的特选中

学。六十年来，立化为国家培育了大量优秀

人才，为新加坡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

根扎传统 双语并重

自建校以来，立化中学一直保留着华文

校训和校歌，全校师生也会在每天的升旗

仪式上齐唱华文校歌。立化的校训更是高

悬在全校最醒目的位置——正对办公室门

口的那面墙上，时刻提醒着立化人谨记“立

德立功，化愚化顽	”。

立化中学根扎传统，十分注重华文学习

与华族文化的传承，在这里华文和英文都是

第一语文，就连外族同学也必须修读高级

华文课程。李校长还特别强调，立化人学习

华文并不是因为华文是一个考试科目，他们

学习华文更多的是出自内心对华文的热爱，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痴迷。为此，立化在校园

建筑及装饰上融入了诸多传统的华族设计

元素，为学生们营造了浓郁的学习华文的

氛围，使学生能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从而

养成谦谦君子的气质、儒雅得体的谈吐，并

使学生能博涉多思，既立根传统，也兼具国

际视野，既勇于独立思考，又能合作创新。

李校长说，立化师生十分重视华人传统节

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

秋节等各种传统节日，校方都会布置图文

展览，策划文娱活动，让学生们明白这些节

╱	文		:  安诗一
            廖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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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背后的寓涵。而学校开办的和华族

传统相关的课外辅助活动，如鼓乐、

武术、华乐和华族舞蹈等等，都是对

华族文化的传承。

“立化文学”是一个和华族文化

相关的旗舰项目。它是立化针对中

一至中四的学生所特别设计的。这

个项目是学生必修的教育课程，每

名学生在每周一小时的“立化文学”

中，除了学习中华历史文化知识，还

会学习书法、中国国画、篆刻与木偶

等华族传统艺术，使学习不止停留于

书本知识，而是深入其里，让学生能

动手，加深对华族传统文化的体认。

不仅如此，学校专门为中二学生所

制定的“格物致知学习法”，即CID	

(Construct	Integrate	Differentiate)，

使同学们可以前往中国大陆、台湾等

地游学，进行7至8天的文化浸濡之

旅。学生可通过游学之旅，使“知”与	

“行”相融合，将课堂所学加以实践，

从而内化知识。同时，校方还鼓励学

生们在课余时间走出校园，担任孙中

山晚晴园纪念馆文化导览员或报馆

通讯员，学以致用，不断提升自我。

立化中学在着重于华文教学的同

时，更致力于为本地培育出双语双

文化的人才。学校不仅开设了双语双

文化课程，以小组讨论、写报告的形

式代替考试，让学生之间能够相互

学习，培养思辨能力；还创办了双语

辩论比赛，如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

每年都有10所特选中学派队参赛。双

语辩论赛有别于传统辩论，辩手们以

英文进行自由辩，而其他环节则使用

华文进行立论、反驳与总结。这种赛

制的创新不仅鼓励同学们加强双语

学习，也考验了他们的双语临场应变

能力。此外，明年立化高中部也将开

设翻译选修课程，使同学们加强对双

语的掌握与运用，更好地融入当今世

界多元文化和多语融合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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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本地有些中学生抗拒华文学

习，立化人视其为一项挑战，并愿意

为改变这一现状而努力。立化母语部

主任表示，本地华文仍有希望，因为

华文不只是一门考试科目，同时也是

新加坡的一种生活语言，令人欣慰的

是，立化的学生都可以用双语自如交

流。愿今后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能

越来越多，为中新两国通商做准备、

培养生力军。此外，身为华人我们需

要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接受品德

与道德教育，我们不能忘本，不能做

无根之人。

饮水思源 提携后进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长、老师与

立化咨询委员会的共同努力。立化咨

询委员会成员多是立化的毕业生，

他们毕业后在社会的很多领域都取

得卓越成就。虽然章程上没有硬性

规定咨询委员会要做什么，但委员会

都积极为学校的发展出力献策，为

学校教育水准的提升和办学条件的

改善做出贡献。立化现任校长李惠

棣女士非常感恩咨询委员会对学校

的无私奉献，也非常重视他们的各项

提议，充分发挥咨询委员会在学校管

治和学校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共同为

立化的美好未来尽一份心力。

当家长与老师将目光聚焦在学生

成绩上时，立化校方及咨询委员会明

白学生学业的进步与德智体全面发

展，离不开老师殷勤的付出与孜孜不

倦的教诲。他们对工作表现优异的教

师与学校优秀特别项目给予肯定，颁

奖，以资鼓励。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习，历届的

立化校友都懂得饮水思源这一道理。

他们常在节庆时返校，现身说法，用

自己的努力打拼、不断追求的人生经

历来鼓励在校学生。许多立化校友已

经是新加坡成功的学者、企业家和商

人，他们乐于提携后进，为立化学生

提供多种资源，并与他们分享人生

经验。不仅如此，立化咨询委员会每

年筹款并颁发近20万元的奖学金、助

学金、课外活动补助金，以前任校长

之名，成立梁环清基金、谭德明奖学

金，为经济贫困的在校生提供帮助，

使家境贫寒的学子也能摆脱经济条

件的制约，能够参与各项活动，发奋

图强，谱写自己未来的成功篇章。

未来愿景

六十年砥砺奋进，立化人开拓创

新，励精图治；六十年薪火相传，立

化人立德立功，化愚化顽。新加坡立

化中学致力于为国家和社群培养卓

越领袖，为商业、文化研究等各个领

域作育英才。在本地华文学习低迷

的现状中，立化根扎传统，实行双语

双文化并重的教学方式，使立化人得

以在竞争中保住一席之地。立化人所

具备的立化精神是薪火相传的，他们

饮水思源、提携后进，他们的愿景就

是热爱母校，回馈母校，与母校一同

培养一批又一批品行端正，慎思明

辨，融贯中西，具环球视野的国家栋

梁，为新加坡的持久繁荣，为新加坡

人民的永久福祉交出一份让母校自

豪的成绩单！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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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养猪
叶成德饲料业显身手╱	文		:  邹文学

叶成德是ETA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经

理。ETA是多种宠物饲料产品的代

理商，营业范围除了新加坡，还包括马来西

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印度尼西亚、泰

国和菲律宾。叶先生说，公司除了经销狗、

猫的各类饲料，也出售兔子和天竺鼠等小

动物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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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ittle Pig Farmer 
to Big-time Pet Entrepreneur 

Y ap Seng Teck is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Eagle Territorial 

Agency (ETA) ,  a distributor of a wide variety 

of pet food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territories 

in Asia which include Malaysia, China, Taiwan, 

Hong Kong,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Besides dog and cat food, ETA also 
retails specialty food for smaller animals like 
rabbits and guinea pigs.  

Yap left school at the young age of 13 to 
help out at his family’s pig farm. The little 
pig farmer also had a personal interest in 

breeding German Shepherd since young. It so 

happened that his third uncle was skilled in 

breeding premium pet dogs, and encouraged 

Yap to venture into the dog breeding trade. 

Yap started breeding dogs and enrolling them 

in competitions, but he felt like a laughing 

中二被开除

叶成德说，他的家族原本是养猪

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樟宜

十英里的乡村靠养猪谋生，最盛时期

猪圈里养有四千多头大小猪只，是新

加坡排名最前面的农场之一。”后来，

由于各种原因，新加坡养猪业被迫消

失，叶家子孙只好各谋出路。

叶先生小学念万慈，中学念中正

总校。“中二那年，我一时顽皮，下

到中正湖里采莲花，校长要我道歉

悔过，副校长坚持要开除我。“爸爸

可能看我无心念书，家里又缺人手，

就告诉我回家养猪算了。”于是，13

岁的叶成德从此离开学校，踏进社

会大学。

你只配养猪

叶先生的三伯晓得繁殖优秀品种

的狗，有很好的市场，就在那时鼓励

失学的侄儿往这方面发展。

叶成德不只对养狼狗很有兴趣，

也带狗参加比赛，那时候参加比赛

者多数是英国侨民。比赛在芽笼繁

华世界举行。

“我开始参加比赛的头几年都

输了，那不要紧。我最受不了的是他

们很瞧不起我们华人。有一次，有个

洋人还大声嘲笑我：养猪的，回去养

猪算了！”

叶先生说，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他

的影响很大，一个是执意要开除他

的中正中学副校长，另一个就是这名

出口伤人的洋人。

为了争一口气，他格外认真学习

饲养狼狗的知识，也为此结识了一名

德国养狗专家。1989年至1995年期

间，他曾多次飞去德国向对方学习繁

殖狼狗和培训狼狗的正确方法。

“我的英文很水皮，不过，我还

是硬着头皮和他交往，后来也学会

几句德语。”

他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他后来繁殖的狼狗，参加本地每年举

行一次的比赛，都能轻易把从英国进

口的狼狗打败。即使送去外国比赛，

也都战绩彪炳。

繁殖优良品种狼狗

叶成德透露，狼狗的本家其实是

德国。德国狼狗，又称德国牧羊犬，在

所有犬类中智商排名第一。它们体型

高大，外貌威猛，耐力强，易驯服，是

人类最可靠和最能干的帮手。

他说，德国专家养狗，严格遵循

优胜劣汰的原则挑选。

“一胎狗出生一周后，专家就能

从中辨别体质的好坏。体质差的，便

任其自生自灭。一个月后，三个月后，

六个月后，以至12个月后，又再作进

一步挑选。”

他补充说，挑选优良品种狼狗的

标准除了骨骼体型，还需观察眼睛是

否明亮，动作是否灵活，反应是否灵

敏，从而判断是否具有斗志。

不过，叶先生后来不再从事繁殖

狼狗的事业，也不再参加狼狗比赛，

他盯上了宠物饲料的生意。

By	Choo	Woon	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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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because he could not compete with the 

foreign breeders. He was determined to pull 

his socks up, and befriended a German breeder 

who was willing to show him the ropes. On 

numerous occasions, he flew to Germany to 

learn the proper techniques of breeding and 

training German Shepherd. In a matter of a 

few years, Yap has risen up the rank to become 

a top German Shepherd breeder, whose dogs 

snagged prize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f 

Singapore. 

Yap ventured further into the pet food 

business. Under his capable dealership, Eagle 

Pro, the American pet food brand became 
a household name amongst Singapore pet 
owners. The pet food business, according to 
Yap, is booming. The cat food business has 
especially grown 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Pet food, like baby food, are now also being 
categorised and sold by the pet’s age. 

“Smaller pets like guinea pigs and rabbits 
are especially popular with youngsters. They 
too require pet food created specially for 
them,” says Yap.

Ten over years ago, ETA partnered with an 
American pet food company to set up a factory 

in Beijing, producing the “Eagle Pack” brand of 

pet food. Unfortunately, they had to pull the 

plug due to concern over quality. ETA, however, 

continues to partner with the company, 

producing quality pet food for numerous 

Asian markets in their US factory in Atlanta. 

ETA began 21 years ago in a small rented 

warehouse on Tannery Lane at Aljunied, with 

three employees and a small van. Rental hike 

drove them to a new site at Ubi industrial 

estate. In 1998, they bought three units 

totalling 20,000 square feet at Kaki Bukit, 

which became their current headquarter. 

进入宠物饲料生意

在新加坡农粮与兽医局登记的

狗目前有60万只，猫的数目相信也不

少。ETA	经销的鹰牌饲料，是美国品

牌，早已在新加坡宠物饲料市场打出

知名度。

叶成德说：“我是在1994年开始

进口具有代理权的饲料。”他以前是

在本地向代理商买货，由于对方不

是专卖店，货品种类和货源都不足。

他解释，狗饲料分四种，区别在

喂养的是不同年龄的狗而不是狗的种

类，即：断奶后至18个月大的狗，这个

阶段的小狗特别需要补充热量；18个

月至3岁的狗，需给它们提供营养均

衡的食物；4至12岁的狗，饲料必需

是低脂肪和低蛋白；怀孕和参赛的

狗，则须增加脂肪成分。

他透露，猫饲料的生意近几年成

长得更快，饲料基本也按年龄分类。

“目前有更多年轻人喜欢饲养小

动物如兔子和天竺鼠等，它们也需要

特别的饲料。”

ETA10多年前曾和美国饲料厂

合作，到中国北京设厂生产，取名	

“鹰格”，后来因为质量问题停业。目

前他们还在美国亚特兰大合资经营

饲料厂，专门供应亚洲多国的市场。

作为新加坡宠物协会会长，叶先

生也关注新加坡野狗和野猫大量增

加的问题。他认为当局目前处理流

浪街头动物的方法可能有欠周全，已

对市民造成很多不便，也威胁到这

些动物的健康生长环境。新加坡宠

物协会有100多个会员，包括鸟店和

观赏鱼商。

公司逐步壮大

ETA私人有限公司21年前开始

经营时，是在阿裕尼登纳利巷租了个

小货仓，有一辆小货车，请了三名职

员。由于租金不断上涨便搬去乌美工

业区。1998年买下加基武吉三个营业

单位，总面积约2万平方英尺。

叶成德说：“公司生意有进展，相

信与公司大力推广饲养宠物知识，而

不只是推销产品的宗旨有关系。”他

透露，ETA的职员都喜爱宠物，很关

注宠物的健康和福利。他们也和宠

物爱好者保持密切联系。

作为新加坡宠物协会会长，叶先生也关
注新加坡野狗和野猫大量增加的问题。他
认为当局目前处理流浪街头动物的方法可
能有欠周全，已对市民造成很多不便，也
威胁到这些动物的健康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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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说，ETA的营养专家对宠

物营养素有研究，也持续关注世界宠

物专家的研究成果，并采纳最新科技

制成宠物最易消化和吸收的饲料。

他补充，ETA的产品也会根据地

域的环境和气候特点改良产品。公

司已在2007年获颁ISO9001：2000

证书。

牢记净空法师教导

叶成德说，自己在学校念书的时

间不多，却对建立和发扬企业文化

格外重视。

“每家企业有自己的侧重点，我

自己的领悟却是企业文化须与传统文

化结合，其中又以提倡孝道为先。”

2004年，叶先生认识了台湾高僧

净空法师，使他对人生价值经常反

思。他介绍：净空法师除了讲佛法，鼓

励信徒诵经拜佛，也呼吁大家落实传

统文化的精髓。法师也认为实践传统

文化特别是孝道的部分，对于佛教修

法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叶成德解释净空法师的教导，孝

道有三个层次：一是奉养父母身体，

确保老人不愁衣食；二是奉养父母心

灵，使他们放心、宽心地安享晚年；

三是奉养父母智慧，父母即使体能

衰退，却拥有面对变化的心智，遇事

不慌张失措，从容以对，因此常能无

忧无虑地生活。

“我常鼓励我的18名员工，从

传统文化里吸收滋养，加强自爱与自

信。我相信，如果大多数人能做到，

即使没有督促也能勤奋工作，并且

会珍惜已有的环境。”他说，至今为

止他感到很欣慰，公司职员的流动

性不大。

ETA目前有安排，一般职员星期

五可利用吃午餐时间观赏宣扬传统

文化价值观的影片，送货员工则可在

星期六回店观看这类影片。

他观察到，职员在思想上有了共

同的归宿，心情安定，做事有效率，

对同事有爱心。

行善回馈社会

叶成德每天早上5点半，就到东

海岸公园F2停车场练习返老还童

功。原来他也是新加坡中华潜能心

理协会发起人，2010年以来担任副

主席至今。这个协会的主要活动之一

就是推广返老还童功，帮助更多人回

归健康。

“我们本着促进大众健康的本

意逐步扩大队伍，目前已有会员1900

名，53个练功地点。”

他说，协会是个非营利组织，不

谋私利，组织完善，而且确实能帮助

到许多人恢复健康，因此能吸引很多

人参加，包括好多事业忙碌的中小企

业老板们。

“大家出钱出力为善，又能赢得

健康，何乐不为！”

三年前，叶先生还在卓顺发的感

召下加入善济医社，积极参与设立慈

善中医诊所的工作。

“我很幸运认识到一些好朋友，

互相鼓励多做善事。我的生意虽然不

大，却愿意略尽微薄能力回馈社会，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治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Yap credits ETA’s growth to their genuine 
approach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pet 
lovers. “Our business has continuously 
grown not only because we focus on pushing 
products, but also because we have gone the 
extra miles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of pet 
care,” says Yap. He adds that ETA’s employees 
are all pet lovers who truly care for pets’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y also maintain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t lovers. 

According to Yap, ETA’s nutritionists are 

constantly studying the latest trends in pet 

care and nutrition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develop pet food us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to ensure best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of nutrients. 

Yap adds that ETA also customises and fine-

tunes their products to suit the needs of pets 

in various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climates.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ISO 9001:2000 in 
the year 2007. ETA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its humble beginnings two decades ago.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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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带着两张50美元下南洋创业

的李良义，现在是新加坡杰出的旅

游企业家和文化产业策划家。他被业界称

为“当代徐霞客”，然而他走的路，他胸怀

中的山河，已然超越前人。

李良义出生在中国江苏镇江这个历史

文化名城，父母在中国铁路系统任职，得天

独厚的成长环境，让他从小与旅游结缘。

他说：“当时铁路系统每年都给职工及家属

一张免票，我一个人，一张票，走遍火车到

达的城市。”30岁那年，李良义到新加坡创

业，资金有限，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在麦当

劳餐厅写计划，做行程，一坐就是大半天。

到现在，他仍然习惯跟相熟的客人或友人

约在麦当劳。

李良义热爱旅游行业，但他并不是盲目

的南来创业。他曾被中国国家旅游局评为

全国“十佳导游”之首，并在中国首届旅游

知识电视大奖赛中赢得第一名。在他离开

中国之前，曾参与了中国铁路部门做的“丝

路快车”的创意，并定位为中国的“东方快

车”。他说：“有了丝路快车，从西安到乌鲁

木齐的交通瓶颈就突破了，东南亚市场我

以丝绸之路为起点，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是的，这趟“华运号”列车，无论东进还是

西游，已满载游客穿梭了数百次，到今天，

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新

访创意大师李良义╱	文		:  安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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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个旅游项目仍然是李良

义旗下公司华运旅游的主打歌。据

统计，他本人亲自带团走丝路近300

次之多。这在所有旅游界同行中可

谓之最。迄今为止，已有近70,000

多新加坡游客（占全国实际人口的	

2%）乘坐“华运号”东方快车畅游丝

绸之路，堪称奇观。

从创业到发展，李良义对新加坡

人的旅游观有着很深刻的了解。在

他看来，新加坡国土面积小，生活压

力大，新加坡人已经形成出国旅游

的习惯。据统计，每年每人出国率为

1.8次。这个习惯又分为很多种，比如

说：教师出国旅游，每年两个假期，他

们的目的是增长知识，和缓解一个学

期的压力。教师群体是小康生活水平

家庭的一个代表，他们习惯全家出国

度假，以舒适为主，也会选择较远的

路线，但多数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

广东、福建及华东地区；另外一个比

较大的旅游群体是乐龄人士，他们经

过几十年的拼搏，在退休后用旅游来

调剂生活，他们通常选择轻松、舒适

的旅游路线。在乐龄群体中又分为华

文和英文源流，受华文教育的人士，

喜欢前往中国进行深度游。受英文

教育的人士多数在早年已游遍周边

国家，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足迹便

趋向欧美的一些国家。对于大多数游

客来说，出门旅行是对所学知识的一

种验证，这种验证是再学习的过程。

他举例说：“小时候学过唐诗宋词，

比如理解‘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

关无故人’这句，只有你真的到了丝

绸之路，看到阳关，你才真正明白为

什么要多喝一杯酒，这种验证是许多

人骨子里的一种情怀。”

在与李良义的交谈中，他多次提

及文化创意旅游。所谓文化创意旅

游，是用文化来搭台，旅游来唱戏，

他说：“新加坡是双语国家，华人众

多，他们对中华文化感兴趣，我认为

用文化品牌来打响知名度，比不惜

以廉价推销旅游配套更行得通，走

得远。”李良义不止是走活了丝绸之

路，早在2007年，华运旅游便组成一

个约500人的新加坡旅游团队走进青

藏高原，当年这是自青藏铁路开通以

来，雪域高原的海外最大团队，至今

仍是旅游业界的美谈。他给丝路和青

藏这两个项目打的广告语是“不到青

藏非好汉，没游丝路真遗憾！”2015

年3月，李良义大胆的从火车跳上游

轮，他以高额包下了当今世界上最豪

华的内陆河流邮轮“世纪神话”。邮

轮自上海驶至重庆，全船满载400名

游客，沿长江饱览两岸风光，从起点

到终点“零投诉”，这也是旅游业界

的神话。这次，他又以大诗人李白的

一首《早发白帝城》为创意源头，在船

上举办了“李•白对话”。“李”是新疆

著名实业家李建宏先生，“白”是新加

坡著名诗人及政治家白振华先生。李

与白感怀古人，畅谈人生。

随着事业的成功，李良义对推广

中华文化更加执着，他认为游遍中

华大地是对中华文化最好的认知途

径。在推动旅游行业发展方面，他认

Li Liangyi, 
The Travel Guru with a Creative Mind

Li Liangyi was born in China’s Zhenjiang, 
the historic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renowned for its steep culture and heritage. 
Thanks to yearly  free train tickets which 
his parents who were working at the China 
Railway were entitled to, he caught the 
travel bug at a very young and tender age. 
He was named China’s Top 10 Travel Guide 
by the China National Tourism Board, and 
clinched top prize at the Tourism Knowledge 
Competition on television. 

At age 30, Li journeyed to Singapore to 
start his own business. Funds were limited in 
the initial period. Sometimes the resourceful 
travel entrepreneur would make use of the 
Macdonald retaurants as working place 
where he drafted the travel programmes and 
itineraries. A sentimental man, till today, Li 
still often meets his clients and friends at the 
fast food chain.

Before leaving China, Li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ilk Road Express rail journey for 

China Railway, the country’s national railway 
operator, positioning it as the Oriental Express 
of China. “With Silk Road Express, travelers 
can finally overcome the travel bottleneck 
between Xi’an and Urumqi,” says Li, “In a 
way, Silk Road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y 
Southeast Asia travel brand.” Till this very day, 
the Silk Road tour remains Li’s travel agency, 
China  Express Travel’s strongest performing 
destination. He has even personally led the  
Silk Road tour more than 300 times. 

By	An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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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as an astute insight into Singaporeans’ 

travel habit. The way he sees it, Singaporeans 

lead a highly stressful lifestyle in a densely 

populated small island, it is no wonder that its 

residents have formed the habit of travelling 

to get a much needed heave of relief . Statistic 

shows that the average Singaporean travels 

1.8 times yearly. Teachers in Singapore also 

tend to embark on overseas vacations with 

their families during holidays, preferring to 

travel in comfort, and occasionally opting 

for long-haul destinations. Senior citizens 

here, meanwhile, form another major market. 

After decades of hard work, the retirees can 

now enjoy life and see the world through 

leisure travels in their golden years. They 

usually go for easy-going and comfortable 

travel itinerary. 

Li has a life-long passion for creative-travel, 

and by that, he means creatively using travel 

as a vehicle to discover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Singapore is a bilingual society, there 

are a lot of Singaporean Chinese who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I 

think we can get greater mileage out of the 

travel industry when we brand it through 

culture, rather than through cheap travel 

promotions and packages,” opines Li. The 

Chinese travel guru isn’t just an expert in 

Silk Road, his company had also organised 

an impressive tour group of 500 travelers 

to venture in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s 

early as 2007. In March 2015, his company 

chartered the renowned luxury Century 

Paragon cruise ship at a premium, filling 

it with 400 passengers who revelled in the 

为高素质的导游是关键，因此他以

丰富的旅游经验和知识积累，成为	

50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为了培养更

多优秀导游，他把每次在大学讲课的

薪酬和各类奖项奖金，均捐给旅游学

院和导游协会，用来奖励优秀学生和

优秀导游。

在旅游业奋斗30年，李良义尝尽

了酸甜苦辣，其中一件事让他时时

挂怀。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

当时由于这幅一百多米长的动态版	

《清明上河图》的展出，中国馆一票

难求，其以高科技与中国古代文化的

完美结合，震撼了海内外所有的观

众。凡是看过展出的朋友无一不为之

倾倒，在香港、澳门、台湾展出时，均

引起巨大轰动，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

此展览。李良义萌生了把动态版《清

明上河图》引进新加坡的想法，后经

过巨大努力促成此事。展出进行了三

个月，但惨淡的门槛人数，让他心急

如焚，他说：“我在举办前曾问过我所

认识的新加坡友人，大家都极力赞同

这个想法，但失败以后，我反思了，我

们缺乏更广泛的调查。”他认为，新

加坡多年来提倡讲华语，但所达到的

效果却如叶公好龙。当真的有华族文

化的精品到来，却少有人欣赏，令人惋

惜。他补充到：“这个教训之后，我潜

心做过调查，发现不只是中国艺术作

品展出受到冷遇，参观其他国家的艺

术、文化展出的人数也很少。经济建

设与文化氛围失衡，这个差距需要更

多人做更多事来弥补，我不会因为这

次失败就放弃文化产业策划，这是

我这些年坚持用文化带动旅游的动

力。”他输了买卖，赢了格局。

跟所有的商人一样，李良义希望

自己的事业不断前进，他念起自己的

生意经琅琅上口：人无我有，人有我

强，人强我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breathtaking beauty of the landscapes along 
Yangtze River as they sailed from Shanghai 
to Chongqing. As his business grows, Li 
becomes even more committed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ravel. Celebrated 
for his wealth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ourism, Li has also been invited as guest 
lecturer in 50 over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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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建设与文化氛围失衡，这个差距需要
更多人做更多事来弥补，我不会因为这次失
败就放弃文化产业策划，这是我这些年坚持
用文化带动旅游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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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邱立本

民间中华毋忘社会公正

如 果说历史是一只鸟，就会从一个

航拍的角度，看到一个宏观的画

面——在滚滚红尘、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一

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追求的不仅是

民族的富强，还有社会公正的渴望，从一九

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的共产党革

命，主题都包括了社会公正，对人间正义的

追求。这都是中华民族历尽劫波后的总结，

不仅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取消所有

不平等条约，也要对内消除一切不合理的经

济与政治压迫，创造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

孙中山的政治论述，都重视社会公正，

如土地涨价归公，平均地权等。这也是三民

主义的号召力，在民族、民权、民生的努力，

追寻社会的正义发展，避免被财团和任何

垄断团体所控制。

社会公正愈显得遥远

中国共产党的一九四九革命，更是以社

会公正作为主旋律的诉求，吸引了多少年轻

的理想主义者投身其间，抛头颅、洒热血，

要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在建国

之初，它的论述与实践的氛围，都曾经激

动人心，掀起了对一个理想社会的向往。	

但历经文革与种种的政治运动，再来

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理

想成为历史的标本，经济发展与GDP主义

成为主旋律，平等主义成为飘远了的梦想。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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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社会公正恰恰是稀缺品。

两亿五千万的农民工，在大城市内做

最廉价、最肮脏与最危险的工作，为

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

他们却没有国民待遇，子弟不能进本

地的学校，欠缺公共医疗，更不要说

合理的住房，而农村六千万的留守儿

童，则成为天下父母心的胸口最痛。	

从孙中山、毛泽东的革命到了今

天，这些百年的理想，还是距离中华

民族蛮远。在抗拒外敌，消除列强压

迫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取得重要的成

就，扭转历史的不公平。但在内部的

改革中，距离当年革命的理想不仅遥

远，有些地方甚至是背道而驰。	

那只不断在历史的天空俯视的

鸟，还在寻找社会公正的踪迹，也不

断发出悲鸣，为何实现社会公正在中

华大地那么困难？

发展主义面对不断的挑战

这都是因为没有法治的建立，没

有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就以农民

工成为二等公民的现象来说，这本

身就是违反宪法，而六千万留守儿童

的出现，也肯定是违宪之举，但在党

大于法的情况下，这都往往被党权

压倒了民权。

这也当然是当权者的哲学与自身

的利益，倾向发展主义的方向，认为

要先将GDP搞上去，才有余力去寻

求资源的再分配与社会公正。从西

方供给面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

应有之义，但在一个号称追求社会

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思维与政策，就

会不断被挑战。

从收入分配的坚尼系数来看，

中国的社会公正缺位正受到各方

关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的研究

指出，2012年中国的坚尼系数达到	

0.73，显示贫富极为悬殊，顶端的1%

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而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百分

之一的财产。这些数字都显示触目惊

心的现象，即中国进入一个权贵资本

主义的发展，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

分配不均还要厉害。不过北京后来发

放官方的数字却大幅减少，在2015年

的坚尼系数只有0.469，与大部分发

达国家近似；但数字的可靠性却受

到质疑。	　

其实在一个全球华人社会的脉络

下，追求社会公正，往往出现了示范

效应，超越数字的迷思，可以具体地

展示实际例子。如在公共医疗部份，

香港与台湾都分配更多的资源，对

于急病和意外的民众，都不会因为其

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赔上了性命。台

湾的健保系统，在全球领先，香港的

急诊收费，每天住院只收港币一百元	

（约美金十二元）。但在大陆，急病

和重病的百姓，往往因为没钱而失

救，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每天皆可以

发生。但为何台湾与香港可以，而中

国大陆就不可以？这样的示范效应，

就会不断地发酵，要推动当局加速

改革。	

民间中华为每一个环节提供 
可比性

民间社会的要义，就是在全球华

人社会中，不断比较与交流，让每一

个环节，都有可比性。尤其近年中国

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也为推

动社会公正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2015年的尾声，中国大陆宣布

户籍问题的最新改革，对农民工的国

民待遇问题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20省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农业

与非农户口统一。但农民与农民工

还没有完全获得国民待遇，他们的

子弟，还不能与城市的孩子一样读

一样的学校。但起码当局已经许下

诺言，要在2020前解决这些违宪的

歧视性问题。	

也就是在民间中华的视野下，民

间媒体不断在权力面前讲真话，也不

断比较各地华人小区在社会公正上的

表现，让当年革命先烈所追求的人间

正义与平等主义的精神，在时代的冲

刷下，不会沦为一场春梦，而是要掀

起一场文化复兴的运动，创造实现社

会公正的条件，在于加速落实法治与

权力的制衡，让社会公正的理念与实

践，成为全球华人不断追求的标杆。

事实上，中华民族作为全球最大

的人口群体，在经济发展的迅猛步

伐下，显示可以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

路径进入现代化的世界。但是现代化

的内涵，必须包括社会公正的元素，

而不能以经济发展的名义，或是以

抵抗西方列强压迫的理由，自我消除

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历史的鸟在不同

的天空飞翔，穿越了东西方，也穿越

了昨天与明天，为今天民间中华的改

革，找到了论述与实践的最新坐标。

作者为《亚洲周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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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外交的新大哉问

╱	文		:   叶鹏飞

当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所面对的

主要外交挑战是如何在强邻虎视

眈眈的凶险区域形势里，维护自己的主权、

尊严、生存和发展。这对决策者提出了最艰

难的挑战：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所制定出来

的外交政策，最终的代价很可能是亡国。所

以，如何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必须是能提

出关键问题并找到相应的答案。

尽管在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经拥有

本区域最强大的国防实力、最具活力的经

济能量，以及相当的国际声望，其外交所面

对的问题，在本质上其实同50年前并没有

根本的不同。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并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依然是决策者必

须面对并克服的问题。

在1960年代，冷战的格局大致形成。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

阵营，在分裂的欧洲铁幕边陈兵相对，同时

在世界各地开展代理人战争。闭关自守的中

国正开始同苏联决裂，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

界理论，鼓励亚非拉众多刚独立的国家，加

入其不结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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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类似新加坡这样刚独立的

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控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避免国际

资本的剥削，几乎成为了当仁不让的

唯一抉择。况且，社会主义所散发的

理想性，无论是苏联式的、中国式的，

乃至西欧左派政党所主张的费边主义

（Fabianism），都对这些新兴国家产

生了道德吸引力。

当年的新加坡外交决策者尽管不

无理想，却清醒地认识到所处的实际

环境，意味着他们不能好高骛远。主

导新加坡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非

建国总理李光耀莫属。自退休后经

常就新加坡外交公开发言的外交部

巡回大使比拉哈里说：“他（李光耀）

明白国际秩序才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存在的前提。所以尽管你应当为实

现理想而努力，并为此坚持原则，你

却得随时务实地根据现实情况而妥

协，而非开展堂吉诃德式的无谓之	

旅。”

当年的外交大哉问，是如何确立

新加坡的外交定位。在西方、苏东和

不结盟运动三大势力之间，新加坡

必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位置。长时

期的英国殖民经历所形成的社会现

实，使得新加坡缺乏倒向苏东阵营

的实际诱因。背后有北京支持的马来

亚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武装斗争，实际

上也阻断了新加坡加入中国阵营的可

能性。况且，不结盟运动仅是松散的

组织，内部又存在中国及印度的领导

权内斗，无法为新加坡的安全和发展

带来多大的利益。费边主义则缺乏大

国的支持，并不构成一股真正的国际

地缘政治力量。同时，作为一个没有

资源的岛国，新加坡的外交只能尽

可能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所以，在

继续获得宗主国英国的安全保护之

余，新加坡成为了广义的西方阵营的	

一员。

这一选择的成果，在1980年代

就已经看到显著的成绩。实践证明，

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确实比逐渐僵

化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更有效率。经

济的快速发展，配合带有社会主义公

平色彩的教育、医疗、交通、住屋等政

策，让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独立之初的生存危机有所缓解，但

危机意识却依然是新加坡外交决策

的固有特色。

冷战结束的新挑战

冷战的结束为新加坡的外交带

来了新的挑战。在东西对立的冷战

时代，鲜明的楚河汉界让各国都清

楚自己的位置，也了解敌友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安排也因

而有固定的秩序。那些不属于苏东阵

营的国家，实质上接受了美国主导国

际事务的事实，并据此制定本身的外

交政策，协调同邻国的利益和矛盾。

但是，冷战的结束却改变了原有

的国际秩序和默契。在共同的敌人

及安全威胁消失后，各国的矛盾就以

更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美国仍

然扮演主导着国际秩序的角色，但各

国都不再对其那么马首是瞻。新兴经

济体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印度、俄罗

斯、巴西等人口大国的快速发展，也

让国际形势似乎回复到二战前的复

杂状态。

在本区域，中国近30年的迅猛崛

起，无疑是最重大的变数。其中的变

化，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就新中双边

关系而言，新加坡已经慢慢丧失了作

为中国学习对象的角色，特别是在经

济发展方面。当年邓小平在访问新加

坡后，提出向新加坡学习的口号时，中

国才刚从十年文革的折腾中解放出来

不久，百废待兴；否则，一个13亿人口

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同一个面积不满

1000平方公里的岛国，实质上根本不

可能构成“师生”关系。

当然，两国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合

作经验与互信，还是维系双边关系

的稳固基础。北京选择在新加坡举

行举世瞩目的“习马会”，以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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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两国

关系重新定位为“与时俱进、全方位

合作伙伴关系”，均反映了新加坡特

殊的地位。

另一个更加考验新加坡外交决策

的变化，则是中国崛起对区域乃至国

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具体而言，

冷战后美国所扮演的国际秩序中流

砥柱的角色，会否被中国所取代？对

于这个问题答案的判断，将决定未来

新加坡外交的走向。

最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动向，被不

少观察家形容为摆脱邓小平时代所

订立的“韬光养晦”原则，倾向于越

发“有所作为”。在宏观层面，习近平

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作用上就

隐含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互

别苗头，进而突破其在军事上的海洋

垄断，并在经贸和国际政治上，同其

所主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分庭抗礼的意味。奥巴马在

游说国内舆论支持TPP时，更明白表

示这是为了继续美国制定游戏规则

的地位（似乎也暗示了不接受中国另

起炉灶的意思）；而“一带一路”却是

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所开始的

对国际游戏规则重新制定的过程。

在微观层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AIIB）的设立，尤其展现了中

国上升的实际外交影响力。英国不

顾盟友美国反对，率先宣布加入亚

投行，带动了欧洲其他美国的盟友国

家纷纷加入成为创始会员，无疑是

北京对美外交博弈的一次象征意义

重大的胜利。

无论其战略意图为何，中国崛起

改变东亚国际势力均衡的格局，已

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如《联合

早报》2015年11月19日的社论所言：	

“中国历史上不但是区域最大的国

家，更是东亚文明的源头和区域公共

财的主要提供者。这个传统角色只是

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后，暂停了少于

两百年的光景。从这个历史长镜观

之，中国如今的崛起，只不过是恢复

区域的历史常态而已。”

但是美国在二战后于亚太的存

在，也已经是个具有一定正当性的历

史事实。所以，中国崛起会否造成国

际关系学者所担心的“修昔底德陷

阱”（Thucydides	Trap），即新兴大

国挑战守成大国，最终必然导向以

战争决胜负，是所有区域国家的共

同担忧。

大国之间的平衡术

早在美国“横刀夺爱”，骑劫议程

来抗衡中国之前，新加坡其实是最先

提出TPP的四个倡议国家之一。新加

坡也是第一批加入成为AIIB创始国

的国家。这种在大国之间的外交平衡

术，一直是独立以来新加坡所奉行的

外交政策。因为对于小岛国而言，强

国制衡之下所形成的国际空间，才能

让新加坡保护自己的主权独立，不

必受制于人。因此，尽管可能引起中

国的猜疑，李光耀在公开讨论区域

形势时，总是毫不含糊地支持、呼吁

美国更积极地参加亚太地区事务。

中美2015年在南中国海的全方

位博弈，让区域国家感受到“修昔底

德陷阱”的阴影以及外交空间受到

挤压。对于小国而言，最坏的处境

就是必须面对“选边站”抉择的时

候——因为“站错队”的结果将会是

很严重的。

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区域国家的

立场出发，惯性的力量至今还是强大

的。所谓惯性的力量，指的是既有的

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和区域秩序，还

是大家所熟悉、获益和支持的。换句

话说，中国要改变这个惯性，其实需

要非常大的力气。虽然区域国家对中

国的经贸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美国所

提供的安全保障，加上各国对中国战

略意图难以把握，都让这种惯性不会

轻易改变。

区域国家正在密切观察的，是中

国到底打算另起炉灶，挑战美国所

主导的国际秩序，还是继续在现有

的秩序内活动，和平地取代美国。中

美在南中国海的较量，因此引发区域

国家的高度关注甚至焦虑，担心会否

演变为迫使它们必须选边站的局面。

曾经担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国

防部副部长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

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却有不同的

见解。他多次撰文及在公开演讲中

分析，中国所采取的对美外交大原

则是“斗而不破”，也就是说，中国

会在各方面继续同美国竞争属于自

己的利益，但是却不会破坏两国合

作的基本关系。如果采信这个判断，

各国并无需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根本

性的调整。

以中美在2015年下半年于南中国

海所展开的博弈为例，林中斌并不认

为这代表了两国关系已经进入了短兵

相接的对抗阶段。他观察了“拉森号

事件”（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2015

年10月27日在南沙区域航行约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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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进入中国所控制的人造岛礁渚

碧礁和美济礁12海里范围）中美海军

在这段时间前后的动向，总结说两国

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

剑拔弩张。

林中斌说，中国海军司令吴胜

利在10月22日形容，中美海军关系

进入了历史上最好时刻。当时拉森

号已经开始航向南沙区域，执行“自

由航行”任务。吴胜利的说法很有

事实根据。2015年2月初，30名中国

海军舰长访问美国一周，这是中国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一线指挥

官赴美交流。10月13日，中国训练舰	

“郑和号”访问夏威夷珍珠港。10月

19日，27名美国海军舰长登上中国

航母“辽宁号”参观，这是中国首次开

放给外国海军一线指挥官。11月7日，

中国派遣亚丁湾护航的舰队，在结束

任务后续程访问美国，并同美国海军

首次在大西洋进行联合演习。11月16

日，“拉森号”姐妹舰“史塔森号”

访问上海，并首次停泊在中国的军港

（吴淞军港）而不是商港。

新加坡似乎也作出了类似的判

断。访美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

2015年12月7日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在五角大楼会面后发表联合声明，对

美国首次派遣P-8“海神”侦察机，

自12月7日至14日到新加坡短暂部署

一事表示欢迎。黄永宏表示，新加坡

是在原有的双边防务协定的范围内，

同意让美国派遣侦察机到新加坡短

期停驻。他强调，新加坡无意也不愿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

比拉哈里在2015年7月3日在一场

演说里，清楚地阐述了新加坡的外交

判断。他认为，美国仍然是当今唯一

能在全球自由行动并发挥领导作用

的强国。但是至少在东亚地区，美国

已经不是唯一的因素，中国的配合至

关重要。他说：“美国和中国正在摸索

彼此互动以及与其他东亚国家互动的

新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双

方恐怕需要数十年才能取得新的均

衡。在这期间，新加坡，连同所有的

东亚国家，都必须忍受如此规模的战

略调整所必然带来的考验和磨难。其

中的挑战是如何自我定位，以保持最

大的自主性并避免被迫做出令人反感

的选择。”

简言之，新加坡认为中美之间的

战略消长，过程将长达数十年。在这

期间，新加坡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促

进沟通，避免大国误判，并希望这个

战略改变将会是和平渐进的，且在过

程中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这无疑是

艰巨的外交挑战（比拉哈里用了“考

验和磨难”来形容它），在个别政策

选项上偶尔得罪其中一方，也势必在

所难免。但作为一个区域小国，这也

只能是最不坏的政策抉择了。

作者是本地新闻工作者

简言之，新加坡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消长，过程将长达数十年。
在这期间，新加坡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促进沟通，避免大国误判，并
希望这个战略改变将会是和平渐进的，且在过程中维护自己的主权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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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河洛郎

最近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与

联合早报邀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的刘禾教授作了一场极为精彩的学术演

讲，题目是《世界眼里的华人地位：从地理

大发现到世界博览会》，刘教授在演讲中提

出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的建

立，其理论根据就是来自于西方的“文明等

级论”，所谓的“文明等级论”就是西方世界

试图以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把世界人类归类

为野蛮（savage）、蒙昧（barbarous）、半文

明（half-civilized）、文明（civilized）以及开

化（enlightened）等不同等级。在刘教授看

来，主宰当今世界秩序的“文明等级论”肇

始于1494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缔结的“托尔

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这是两个新兴的海洋帝国为了瓜分世界而划

定的一条子午线，也就是在这个条约的基础

上开启了西方列强对世界的殖民和侵占。

可能是刘教授来自于中国，很自然地她

关心的重点放在“文明等级论”对中国产

生的冲击上，虽然她演讲的题目选用了“世

界眼里华人的地位”，其实她着重说明的是	

“世界眼里中国的地位”，相信是因为身处

新加坡的缘故，她特意选用了一个显得较

为中性的“华人”这个指称。

根据刘教授的说法，“文明等级论”渗

透于西方的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语言

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为瓜分世界

和殖民地统治建立理论根据，形成了后来决

定世界秩序的国际法和海洋法，因此我们可

以说大航海时代西方海洋帝国的瓜分世界

与侵占殖民地的行为并不完全依靠武力，

在它的背后也通过文明等级论来虏获被征

服者的“人心”。从所谓发现新大陆并以	

“无主荒地论”（terra	nullius）来实现对

当西方文明遭遇东方教化
 谈刘禾的文明等级论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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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陆的占领、以“自由海洋说”

（mare	liberum）作为争夺东印度群

岛（南洋群岛）的“法律根据”、以主

权国家对“半文明”国家实行“治外

法权”，即便是商业性质的十九世纪

的“万国博览会”（World’s	Fair）也

能看到体现等级论的展出景观，这些

都在在说明了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从	

“文明等级论”引申出来的国际法和

海洋法,如何被用来合理化他们的帝

国逻辑。	

在西方的文明等级论里，中国被

列在什么位置上？它的位置是在“半

文明”（half-civilized）的等级，也就

是说在西方人的眼光下中国人是“半

开化”的人种，比深色人种的“野蛮

人”（barbarian）地位稍微好一些。吊

诡的是，中国在鸦片战争被英帝国击

败后，面对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

局面，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下引进

西学以图富国强民，这些作为中国启

蒙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著作中

却不知不觉中参与“文明等级论”的

塑造，在编译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各个

学科随处可见到它的影子。

刘教授整个演讲虽然着重说明文

明等级论在过去西方列强建立世界秩

序中的作用，也在总结时强调其对当

前的国际秩序和华人地位（其实指

的是中国）的影响，并提出应该充分

了解这种认知的本源和其思想谱系以

构建未来世界的前提。刘教授在结论

中虽然没明言应该重新建构有别于西

方的世界秩序新论述，不过我们可以

感觉到其潜台词后面的含义。

刘教授提出的“文明等级论”是

西方世界以他们有色的眼光来看待

其他世界，是一种“他者”的眼光，

其实东方世界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

也有他们的一套国际秩序观，比如行

之于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曼陀拉体

系（Mandala	system）、行之于东亚

和东南亚的在“家天下”思想主导下

的“朝贡体系”。

“英夷”遭遇“半文明”
的中国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常听到

一句话就是“与世界文明接轨”，“文

明”还须与“世界”拉上关系，可见	

“文明”这个概念还是来自于世界	

（其实是指西方世界）。“文明”这个

词早在《易经》里就出现，不过它与

我们现在理解的“文明”这个词义不

尽相同，它被用在译介西方civilization	

时才被赋予现在我们知道的意义。

如果要找一个比较接近现代“文

明”词义的词语，它就是“教化”，

其实“教化”在最初也被用于译介

civilization，不过，最后还是产生分

工：“文明”作为指称西方概念的文

明（civilization），而作为名词的“教

化”则是指深受儒家礼教文化陶冶

的境界，与作为动词的“教化”的教

育开化的意义稍有不同。

一位西方学者白鲁恂（Lucian	

W	 Pye）曾以一个“文明国家伪装

为民族国家”（a	civilization-state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

来形容自古以来的中国，虽然不十

分准确，不过从古代中国以文化归属

来定亲疏以及西方世界对“民族国

家”（nation-state）的定义来衡量，

这句话说得倒很贴切。中国自古即以	

“华夷观”作为内外之别，按照现代

的话语就是地理疆界的划分。何者

为“华”？何者为“夷”？所谓“华”

就是接受中华礼教文化教化的民

族，而“夷”则是尚未接受“教化“的

民族，形成以中华教化为中心区域的	

“华”和还没接受中华教化的边缘区

域的“夷”，并以接受教化的程度分	

“远、近”的等级，由此而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天下观”。

主导中国“天下观”的就是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作为中心思想，再以宗族

社会的基础单位“家”的概念生成转

换成“家天下”的概念。“家天下”既

然以“家”为前提，其概念的要点就

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

表述的那样，将家、国、天下扭结起

来，其“天下”必然是“天理人伦”的

表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

其位，不得僭越。

这种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家

天下”，其中心自然是自称“天子”

的中国皇帝，中国就是以这种“家天

下”的世界观建立了“朝贡体系”作

为建构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秩序。

就在西方世界开启大航海时代并逐渐

建立“文明等级论”的当儿，中国皇帝

也派郑和七下西洋，试图扩大和加强	

“朝贡体系”，这也预告了“西方文

明”与“东方教化”遭遇的必然。

历史真会开玩笑，自视为“教化”

的中华帝国与自视为“文明”的大英

帝国在十九世纪不期而遇，被视为	

“夷”的大英帝国和被视为“半文

明”的中华帝国的碰撞会有这么样

的结果？

“野蛮人的眼睛”导致的
战争

刘禾教授在她的著作《帝国的话

语政治》（The	Clash	of	Empires）

中别有创见的提出英帝国利用“夷”

字定义为barbarian这个解释权作为

切入点，分析两个帝国的碰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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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来“夷”字不是指称“野蛮人”

（barbarian），而是指称“外国人”

（foreigner）,其根据是英国传教士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最早

编辑的一部《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把“夷

人”翻译为foreigner（外国人），并援

引当年清朝官员吴其泰回应英国抗

议使用“英夷”的话：“中华自上古

圣人该书传世，书内说得明白：南方

谓之蛮，东方谓之夷，北方谓之狄，

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

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

都是大圣人，孟子尚说：‘舜，东夷之

人也；文王西戎之人也。’岂是坏话？

是你多疑了。”

刘禾教授对“夷”字的解释自然

没错，“夷”字在词义的演变过程中

当然也衍生“外国人”的含义，也不

是如英国人所定义的指称“野蛮人”

（barbarian），不过有一点不知刘禾

教授有意还是无意下回避了：以当年

的语境和中国一向的“华夷观”来审

视，“夷”字其实含有尊卑之分的贬

义倒是不容否认的。英国人是因为

界定“野蛮人”的解释权忽然之间被

转换，因此对“夷”字感冒，这是一

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两大文明在十九世纪的相遇，其

后导致的第一场军事冲突，导火线居

然是“夷目”这个词。事缘1834年8月

号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刊登一则两广总督向

洋商发布的谕令，把英国驻华商务

总监律劳卑（Lord	Napier）称为“夷

目”。“夷目”本来的意思就是“夷

人（外国人）的头目”（the	head	of		

foreigner），可是文中“夷目”竟然被

译为‘a	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

眼睛），这明显是英国报纸的误译。

不过，律劳卑却因此大怒而向清朝

宣战，这点与小学课本读过的狼为

吃掉小羊任意编造理由的故事颇有

相同之处。当然，英帝国向清廷宣战

还有其他原因，如礼仪之争、如以贸

易不平衡为借口要求解除鸦片的禁

令等等。

战争的结果以清廷的失败而告

终，英帝国除了在中英谈判中取消清

廷对鸦片贸易的禁令，其中竟然要求

在正式的条约中规定禁止清廷在今

后来往的官方文件中使用“夷”字，

这在外交史上是很罕见的。另外还在

条约中规定以后来往的官方文件如对

其中词义存有争议，一概以英文文本

为准。这一点对我们曾经是“大英臣

民”的殖民地的人来说一点也不陌

生，在我们日常应用的法律文件中早

已见惯不怪。

如果把这次西方的大英帝国和东

方的大清帝国的相遇而产生的碰撞视

为两大文明的冲突倒是言过其实，这

是西方列强为扩充势力使用武力挑战

东方帝国的主权，旨在建立其主导世

界秩序的举措。

“一带一路”与重建世界
秩序的提出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

的经济整体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也跟着不断

提升，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也一改以

前“韬光养晦”的政策，开始积极介

入国际事务并开始部署国际政治与

经济战略，其中“一带一路”的提出

和开始逐步落实以及“亚投行”的成

立，可视为推动这个战略的新部署。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和“亚投

行“的成立，有些国际评论把它视为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

的中国版，这种论述引起中国学术界

的躁动，加上中国领导人大谈“中国

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

时学术界众声喧哗，我们听到有人开

始提出以中国模式来重新打造世界新

秩序，前面提到的刘教授演讲的潜台

词其实也是这种主张的回应，只是她

没明说如何来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一带一路”一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拉上关系，让人难免不

对“伟大复兴”产生联想：如何复兴？

复兴什么？中国学界有些人的回应

是提出重新寻找失去的“家天下”的	

“理想”，作为重新打造世界新秩序

的依据。他们认为过去的“家天下”

虽然不尽理想，但是可以从中吸取养

分，把过去朝廷使用的“四海一家”的

说辞打造成理想的“世界一家”的模

式，他们引用《墨子•法仪》中的“今

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或者引

用《荀子•儒效》中的“四海之内若一

家。”以作为实践“家天下”理想的理

论依据。这些引言和我们今天听到中

国领导人所说的何其相似：比如“国

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比如“打

造命运共同体”，只是一是古言，一

是白话而已。

“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面对

经济转型以及摆脱产能过剩困境的

一种战略部署，如果落实成功，也能

给相关国家带来好处，形成一种双

赢的局面。不过，中国一些学者动不

动就说要以中国模式建立世界新秩

序的主张，不见其利反得其害，让一

些邻近国家产生中国是否要回复以

前“朝贡体系”的联想，也会给“一

带一路”的落实带来障碍。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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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恐怖主义渊源

人类是不是已经航行到一个恐怖主

义浪潮滚滚的汪洋之中？还有没

有机会返回平静的海面？

以伊斯兰为幌子的恐怖主义极端组织

近年日益猖獗，暴力手段借助网络的传播

震慑世人，不要命的袭击手法以一伤十，本

小利大，各国在应对上疲于奔命，民众安全

感普遍下降。

对抗恐怖主义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

方法和技术都不可少。固然有些人把造成这

场“二十世纪政治瘟疫”的矛头指向美国的

纵容和包庇，助长甚至孕育了今日伊国组织

等恐怖主义集团，但背后原因应该更加复

杂，包括牵涉到中东教派恩怨等等。

这时候回顾一下恐怖主义在历史上的根

源，会发现人类在恐怖暴力袭击方面，真是

劣迹斑斑，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

恐怖主义的定义很多，简单归纳可以说

成比较系统性、有组织的暴力攻击，除了伤

害人命，也意在引发恐慌。

很多研究资料显示，公元一世纪犹太

人反抗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出现符合恐怖

主义的行为，一个叫奋锐党（Zealots）的

组织鼓吹以暴力反抗罗马的统治，约公元

╱	文		:  陈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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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左右，一度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几年后在罗马大军的反击下失守，圣

殿被毁。

和奋锐党同时出现的另一个暴力

反抗组织是匕首党（Sicarii），他们以

隐藏的匕首刺杀目标后从人群中逃

逸，引发巨大恐慌。这两者都以暴力

和暗杀手段攻击罗马统治官员以及

顺从统治者的犹太人。

当然也有人要为这些暴力团体辩

解，说他们是在反抗残暴统治，是反

抗暴政，替天行道。这在华人来说是

耳熟能详的理由，中国历史上很多刺

客、占山为王的匪帮，甚至《水浒传》

里梁山泊好汉，在某种程度上要归类

为恐怖主义，也无不可。

事实上，无论东西方的政治理

论，哲人都不反对以暴力推翻暴虐的

君主或者政府。最著名的例子，莫过

于《孟子·梁惠王下篇》记载的“闻

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国

语·鲁语上》中，鲁国大臣里革也认为

晋国国君被杀，是“君之过也”，因为

他放纵私心败坏政事。

这种思想在先秦以前的中国相当

普遍，与此同时，古罗马思想家西塞

罗也主张推翻甚至诛杀暴君，他认

为人民与剥夺人民自由的暴君之间是

无法和平共处的。西塞罗的思想在中

世纪一度沉寂，后来又影响了欧洲启

蒙运动时代一众思想家，成为近代西

方自由民主体制的重要源头活水。近

三四百年，赞同推翻暴政的思想逐渐

成为主流，伴随“社会契约论”等政

治思想，成为孕育民主体制的基石。

虽然“弑君正义论”有着悠久的

历史，但今人需要分辨清楚的是，暴

力施加的对象以及程度，将决定其

正当性，以及是否符合普世正义的

标准。例如唐末黄巢之乱，起因固然

是反抗暴政，但势力大了以后进入

滥杀无辜的局面，那是一种恐怖主

义无疑。

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思想家的	

“弑君正义论”与今日恐怖主义最大

的不同，乃在于古时候很多集团暴力

攻击行为都指向比较单纯的政治目

的，攻击对象主要也是统治集团内

部的相关人员，甚至只是君王本身，

其暴力祸害的对象有限，而且一旦达

成目的，暴力相对就会终止。

但今时今日的恐怖攻击，已经没

有底线，不仅平民百姓、老弱妇孺，

连无辜的游客、新闻记者也遭波及，

甚至与暴政毫不相干的古文物也被

摧毁，完全违背人类对公义的常识；

并且因为夹杂了宗教信仰的专断，今

日恐怖主义的危害所及，必然包括

人权与自由，没有丝毫正义感可言。

恐怖主义暴力到十一世纪左右，

出现一个很大的转折，其恶劣手段

影响至今。那时候，波斯和叙利亚一

带出现一个伊斯兰支流阿萨辛派，

行事诡秘，先以酒色和麻醉品纵欲，

再以天国的享乐为饵，组织和训练

死士，培养成刺客，用自杀式攻击等

暗杀行动对付政敌和反对者，逐步

威慑邻近地区，建立起一个“刺客王

国”，其凶残手段和极端理论也为后

世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所用。后世“刺

客”Assassin一词即源于此。

虽然暴力推翻暴政在很长一段

时间被很多思想家认可，但统治者

把自己的行为称为“恐怖”的毕竟少

有，最著名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雅各

宾政府，公然把自己的施政手段称为	

“恐怖统治”，并且加以合理化，为恐

怖主义的历史留下奇特的一笔，也为

近代国家恐怖统治创下先例。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激进而浪

漫，却一波多折，折腾不断，也充满

暴力。从革命发生到1793年，罗伯斯

皮尔领导的雅各宾党上台，以革命之

归纳起来，恐怖主义多源于政治因素，当面对无从和平改变的僵
化与暴虐政治体制时，暴力反抗具有一定说服力，特别在古时候，
反抗暴政者往往流传成为一个民族的英雄事迹。但在民主时代，暴
力已经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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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采取暴力手段不断杀人，估计全

国有数万人被杀，其中一万多人被送

上断头台。

这场恐怖统治的产生原因史家有

不同解读，有说是革命后几年各种理

想和口号未能落实，迫使施政者必须

回应社会，而回应的方式是再度集中

权力，扫除异议，也给蠢蠢欲动想继

续革命的人发出警告；还有一说是

意识形态之争，自由、平等、博爱等

理念在革命后深入社会人心，当权者

为了继续深化这套意识形态，“保卫

革命成果”，乃决定彻底铲除残余的

封建势力，因此当时维护革命成果的

集体暴力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人人都

不敢做“反革命分子”，提出异议。

罗伯斯皮尔甚至明白表示，“恐

怖就是正义，及时、严肃、毫不妥协

的正义”、“革命政府就是暴政，以自

由对抗暴君的暴政”。

当时的统治者以大量论述为“恐	

怖统治”的手段合理化、道德化，这

是人类史上第一遭，雅各宾党把自

己的统治视为大革命的成果，不容

质疑和挑战。议会甚至通过法律，

将任何人倾向支持封建制度或感觉

反对自由的言行、文字，都被当做叛

徒下狱。短短三个月内，巴黎监狱人

满为患。这场历时将近一年的“大恐

怖”统治造成三四万人死于非命。罗

伯斯皮尔自己在政争中落败后，也在

政敌所安的罪名下被送上断头台。

如果掌权者以恐怖暴力手段进

行统治、对付异议者，可以称为恐怖

主义的一种，除了法国大革命是一

个重要标志，中共在1949年以后前	

30年的统治，也有近似的意义，从四

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符合恐怖主

义的定义，值得后人进一步研究。希

特勒的纳粹帝国，在对内的统治上，

也可归类为恐怖主义无疑。

法国大革命给我们看到的教训

是国家政权也可以转身变成恐怖主

义的机器，统治者的思维方式如果

不受监督不能挑战，国家机器可以变

成恐怖百倍的杀人武器，人民将毫无

招架的余地。

雅各宾之后，欧洲著名的恐怖主

义分子要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谢尔

盖·涅恰耶夫以及巴枯宁，他们两个

都被视为现代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巴枯宁是暴动派，主张以刺杀统

治者的方式推翻沙皇政权，他的追随

者后来成立民意党，把刺杀等恐怖手

段系统化，成为后来其他国家政治恐

怖主义效仿的对象。

19世纪的欧洲政治混乱，暴力革

命猖獗，所用几乎都是恐怖主义手

段，从俄国到德国“人才辈出”，特别

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流传，信仰者

众多，以暴力推翻政府简直是一种时

尚的瘟疫。有研究者统计，十九和二

十世纪之交的几年间，从欧洲到美国

等十多个国家，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

的政府首脑就有十几个。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极端激进的行

为模式，估计很难完全消失，人类社

会许多现象都足以制造它的温床。随

着科技和通讯工具的进步，今日恐怖

主义的操作手法比起一两百年甚至几

十年前，精致太多。反倒是在意识形

态上改变不大，和古时候的相比，现

在各种理论都有迹可循。不过说得

再有道理，在知识高度普及的社会，

以凶残手段殃及无辜的行径，都无法

获得同情，也掩饰不了本身的私欲。

归纳起来，恐怖主义多源于政治

因素，当面对无从和平改变的僵化

与暴虐政治体制时，暴力反抗具有一

定说服力，特别在古时候，反抗暴政

者往往流传成为一个民族的英雄事

迹。但在民主时代，暴力已经没有市

场。而恐怖手段的施行对象若是平

民百姓，甚至纯粹的异教徒，更只会

使自己成为人类公敌，因为文明已经

来到不可逆转的时代。

与此同时，靠暴力起家的政府，如

果继续以暴力手段施行统治，其意义

将与恐怖主义接近，而国家恐怖主义

是一种早该摈弃的历史伤痕。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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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周维介

文化小坡
中文书市枯荣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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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那条曾经流水黑乎乎向

海出口的新加坡河，是岛国

重要的地理界线。河的南岸是大坡，

北岸为小坡――这是本土华人对这

区域的俗称，虽然它没有法定地位，

却在民间受到力捧，证据是报章、名

片、广告、下里巴人口里对大坡方向今

称桥南路与新桥路的两条大道，分别

称为大坡大马路和二马路；小坡市中

心从桥北路到实利己路平行着的七条

车道，被有次序地惯称为小坡大马路

至七马路，而串起这七条街道的，就

是当今的密驼路。

大马路到七马路的称谓，饱含老

上海十里洋场的味道，一如当年本

地消闲场所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

界的名称，都刻着对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老上海歌舞升平繁华迷醉的臣

服印记。独立前成长的一代，脑里多

半有一张清晰的地图，都知道二马路

何所指，四马路何所处。太习惯了，反

而不知道五马路的正名，叫做明古连

街。小时候，父亲得闲带我“下坡”溜

达溜达，会让我好好记得这些街名的

排序，所以我童少长居“山顶”，很少

到市区去，却对七马路之类的说法，

成竹在胸。今天的孩子就不一样了，

他们心中不曾有这些概念，知道观

音堂的位置，却不知它是在四马路边

上；晓得维多利亚街，却不知二马路，

就别说三马路奎因街有一个众人皆

知的“绿色巴士车头（总站）”——从

前要乘坐公交车到郊区的南洋大学，

就是在这里上的3A路巴士。

小坡，令人缅怀，不光是名称的

失宠，也因它车水马龙的光景不再，

以及一代读书人美好文化情怀的走

失。城市重建让这一切都烟消云散

了，那曾激化生活火花的场地悄然变

装，徒留一代人缓缓盘旋心中的共

同记忆。小坡文化，说的是这里曾经

的密集书店景观，参杂着众多学校、

戏院、美食以及工团所揉成的独特

文化氛围。小坡，是五六十年代市区

里，商业活动密集但却能轻易发现读

书人踪迹的一方水土，中英文教育背

景、左右意识形态不同的人群，在这

里各自找到合意的精神天地。虽然隐

约间，它存在着楚河汉界。

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河（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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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阅读风气

二战后的华校生，凡是喜欢阅读

的，不论文理，都爱到小坡探访这片

知识的沃土。小坡，那曾经书店云集

的文化聚落，一两公里方圆内，大街

小弄，盘踞着无数大小书店，出售各

种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本土的图

书，是爱书人与莘莘学子蜂蝶般络

绎拜访的春天花圃。书香散发的诱

惑，文学的历史的数理的修养的政

治的，左的右的古典的现代的，在弄

巷的书局书店书摊书室书屋，在豪华

简陋的书架上各花入各眼，勾引每只

蜂蝶饥渴的求知欲望。读着逛着，每

一只蜂蝶最后都带着清甜鲜美的花

粉离开。到书店翻书，是时人高尚的

课余消遣，与文字交往，掌握最新出

版信息，投入了便现场读完半本，其

余暂时搁下，下周回头再续。在经济

欠佳的年代，书店，给爱书人提供了

优渥的选择。

路人甲的观察，那年代的爱书人，

惜书如命，买回书本，生怕它破损弄

脏，总是给它加上外套，一般用“跑

马月历”纸反着包好书皮；经济宽松

的，用半透明的“面包纸”。包书，是

一种心情，传达了物质匮乏年代人们

对书本的敬意。那是一段书本形象高

大的岁月，六十年代我念小六，班主

任不时领我们数人到板屋学校附近

他租赁的房子，室内局促，但靠墙赖

着一个小书橱，满是图书，像极了学

校里的班级“图书馆”。老师打开书

柜，让我们任选阅读，或席地，或横

躺，就这样读到太阳落山。告别时，老

师让每人带一两本离开，这是天大的

恩宠，拥有小书橱的美梦就此悄然在

心中燃起。

华校风光的年代，阅读风气鼎盛，

老师不仅借书给同学阅读，有些还买

书送给学生。初小时，忘了什么理由，

华文老师送给我一本印刷精美的大图

书，内容早已忘记，但是里头那只尾巴

蓬松的小松鼠，一甲子来没忘记它。到

了高小，数学老师分发测验卷子时，总

是带来几本新买的连环图，奖励成绩

名列前三的同学，羡煞大家。我的同

桌小刘数学好，几乎每次都在三甲之

内，连环图总是轻易到手，心情好时得

了赠品会让我先带回去过足瘾翌日再

还给他。这一年，我蛮期待数学测验，

理由是托同桌的福可以享受连环图的

乐趣。买书送学生在六十年代是老师

常有的懿行，后来慢慢淡了。八十年

代我在教育部上班，某个中午到乡郊

区蔡厝港的南山小学去，由于约定的

时间还早，巧遇那天学校里有书摊摆

卖，溜达着，忽见一名头发灰白的女

老师领着一名男生到书摊来，用手圈

着某个范围的书，嘱咐他慢慢挑选自

己的最爱，临走时落下一句：选好了

等一下老师买给你。这个久违的亲	

切镜头，瞬间嵌入我脑海，没能忘。

记忆中小学老师曾领着我们到小

坡逛书店，从山芭搭乘破旧巴士到繁

华的市区，像似参与了一次文化的嘉

年华。每当假期，父亲也带我们“下

坡”走书店，通常去大众和上海。当时

再大的书店，楼板上总是坐着一地小

朋友，被文字迷出一脸贪婪。我那时

迷民间故事，书店里有一套中国各省

的民间故事丛书，都被我囫囵吞枣地

扫进肚子里。安徒生与格林童话，父

亲让我买，回来在被窝里阅读，多雨

的十二月，书里的面包师傅鞋匠达人

叫人喜欢，浸泡在书里，冷风从墙板

缝隙透进屋里来，雨伴书床，老不愿

意就这样把故事吃完，便边读边幻

想，让自己投入情境里，才知道也是

一种无边乐趣。感谢高小文化程度

的父亲，小学时代每个长假他都带

我们到小坡逛书店，习惯养成，上中

学后到小坡溜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一两个星期我仍会往书城跑，不

再呼朋引类，也熟人少遇，凝固的寂

静氛围，透着些许荒凉。

小坡书店板块

根据诸家的统计，自上世纪初至

今，本地前后出现过的书店有近四百

家。国大图书馆《新加坡书店参考资

料》显示，1930年新加坡有7间华文书

店；1932年19间；1940年21间，都集

中于大坡。二战前的本地中文书店，

大都兼营文化体育用品，有规模的约

22家。1945年二战后，教科书市场兴

起，以本地为根基的世界、上海、南洋

与友联书局，和源于中国的商务、中华

书局形成两股势力，竞争庞大的教科

书市场。战后华校蓬勃发展，书业跟

着水涨船高，书店数量大增。1950至

1970年代，新加坡先后至少有230余

家华文书店，与岛内的其他语文书店

相比，这数目明显超前。这些中文书

店，高度集中于市区，也就是俗称大

坡和小坡的地段，形成一道亮丽的人

文风景线。中文书业发展了整百年，

四十年代之前旺大坡，之后旺小坡。

半世纪以来，小坡书店可约略分为桥

北路、水仙门与美芝路这三个板块。

桥北路板块

桥北路书店区块是上世纪五十

年代至今小坡的书店核心，它涵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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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桥北路）与二马路（维多利亚

街）、密驼路与勿拉士峇沙路之间长

约三四百米的方框地段。市区重建

计划落实之前，这里横竖穿插着若

干弄巷，不规则地布置成让爱书人寻

幽探秘的空间。最为书迷熟悉钟爱的

书肆都分布于此，再搭配上这个商圈

里打着文具社旗号，重点是贩卖课本

与文体用品的铺子，环绕着大书店而

生，犹如绿叶托红花，对人文氛围的

衬托，有着它的正面意义。这些大小

共存的书局，铺成了一方特有的文化

湿地，大店面街，小店朝巷，活得各

自精彩，展现各自的容颜。小坡的大

书店，一般都有两层，书种繁多，自

然是一般书客定点朝圣的大庙；小

书店空间窄小，成了个人偏好的个性

小铺，有一点近距离接触的亲切。对

今代读者而言，一些名字大家熟悉，

一些则感觉陌生。

启信街区区数十米，半世纪前却

是书迷熟悉的短巷。60年代末，知

名的文化组织“新社”有时会把通讯

处设在启信街23号，这正是当年许多

人经常光顾的学生书店所在。这间成

立于1954年的书店，有两个单位的店

面。中学时代我常去，印象中那一带

的弄巷很拥挤，店铺前有不少摊贩，

像似今日台湾还能找到的局促朴拙

巷子。我选择去学生书店，觉得它的

书种比较杂，刊物也比一般多。

市区重建以前，启信街口与桥北

路交接处，向右拐即到上海书局，邻

近就是奥迪安戏院。电影院未建之

前，这里有一间读读书店。上海书局

349号这个单位，曾是中国南来文化

人胡愈之的新南洋出版社注册地址。

同一排店铺再往前走，就有今代、商

务和友联。读读书店的地段重新发

展后，春美大厦落成，里头有一间奥

迪安书局。

若从启信街向左拐进桥北路，每

隔一小段，左右两旁便有书店或文

具社的身影。曾经沿街列队上场过

的有中学书局、南洋书局、大众书局、

南强书局、青年书局、黑猫图书、中央

书店、美美图书、中国书局、新士打文

具社、星华文具社、南洋图书、南侨

书局、草根书室、长河书局、半间书

店、念泰书店、上海新华书局、奕芳

图书。桥北路过了密驼路往芽笼方

向走去，有生活印书馆，路的尾端八

百四十号是新生书店。与启信街平

行的是猛街（Bain	St	今名培英街，

俗称咖喱巷），正是今天百胜楼与国

家图书馆之间的小路，很短，曾有过

一间“学友书店”，附近的何罗威巷，

有大华文具店。

桥北路另一边的弄巷里，美食商

贩之间，也错落着若干书店文具社，

包括佘街（海南三街）的中华书局、

巴米士街（海南二街）的大成书局与

连成街的合强书局。左翼工会密布

的密驼路上，五六十年代有过南大书

局、星期书店、新民主文化服务社、

新光文具社与金星书局。南大书局除

了卖禁书，也出版本地作品，谢克的

《困城》、苗秀的《年代和青春》、钟

祺的《自然的颂歌》都是这时期的

产物。由于南大书局与工会邻近，资

料显示，当年左翼领袖林清祥与蒂凡

那也常到南大书局翻翻书。有几回，

书店打烊后林清祥就睡在店外的长

凳上。1954年从美国到南洋大学当

过半年校长的林语堂曾两度光顾南

大书局，第一次选购毛笔，第二次买

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六十年代的维多利亚街（二马

路）有大联书局、中山书局、星联书

局。九十年代上海书局也曾立足于

此。八十年代以前，维多利亚街的白

小坡，令人缅怀，不光是名称的失宠，也因它车水马龙的光景不再，
以及一代读书人美好文化情怀的走失。城市重建让这一切都烟消云
散了，那曾激化生活火花的场地悄然变装，徒留一代人缓缓盘旋心中
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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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浮（也称黑街，今日的Junction	8）	

地段，以夜市和人妖知名，是本地人

与外国游客喜欢拜访的“不夜天”。	

60年代，白沙浮海南街（已消失，在

今Junction	8商场内）金陵咖啡店隔

邻的南洋图书公司，其实是香港某图

书发行公司在新加坡开设的分公司，

经理姓陈，海南人。50年代香港少年

出版社的书籍都由南洋图书代理，畅

销的儿童书包括《少年爱国故事》、	

《徐文长趣事》、《格林童话集》、	

《小朋友寓言》、《木偶奇遇记》、	

《中国童话集》等。南洋图书公司前

后维持了三两年便告停业。

书业界前辈透露，白沙浮还有一

间小书铺，名为“丽的”，老板姓李。

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在店门口摆卖大

量的连环图以及备受水手欢迎的人妖

照片。这间铺子后来由他儿子接手。

当时，这位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一

边读中医一边经营书店，直到80年代

白沙浮地段重新发展为止。据当年的

书迷告知，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这间

小铺也兼卖禁书。

七十年代，新加坡的政治风雨明

显消退，统一语文源流的政策上了

议程，华校人口陷入衰退期，教科书

的统一编写与出版启动了，使华文书

业同时受到多面向的大冲击。1974

年，市区重建计划如火如荼展开，小

坡所受的影响至为明显。旧店屋大面

积拆除改变了市区的容颜，桥北路书

店板块至此几乎面目全非。新盖的百

胜楼（Bras	Basah	Complex）像独立

后的熟食中心取代街头小贩一般，把

书店全集中在一栋大楼里。1980年，

百胜楼正式启业，四五层楼面的商场

以书店云集为号召，容纳了约二十来

间中英文书局。商业生态改变了，逛

书店，今后就集中在一栋大楼里，不

再穿街过巷。

三十年来，曾在百胜楼落迹，加

上目前仍在经营的中英文书店约有

30来家。	1980年百胜楼开张时，入

住的书店多是新组建的公司，原来桥

北路板块的书店不是从此退场，就是

迁往他处。当初入住的知名书店寥寥

可数，只得大众、友联、青年数间，其

余如新华文化事业、书城音乐书局、

友谊书斋、永新、国际图书、都属于

书业新客。经过三十年岁月淘洗，而

今这栋大楼的业务内容更多元了，美

发院、印刷店，设计用品店、小超市

渐渐取代了书店空间，“书城”，越来

越名不副实。

水仙门板块

水仙门（今日谐街、禧街、哥里门

街到阿美尼亚街一带）的书店落户时

间点比桥北路早些。1925年，上海书

局正式启业，书局便设于水仙门大葛

街13号中华商店楼上。南洋书局、美

美图书公司都曾在这里营业。六十

年代，小坡哥里门街（Coleman	St）

靠近今日半岛酒店一带的矮旧店屋，

有一间维明公司，自行进口不少香港

艺美图书公司出版的读物，颇受时

人青睐。维明当时出版了许多新马作

家的作品，颇引人注目。这包括愫芳

的《青春的活力》、华庸洲的《我爱

上了他的衣裳》、赤阳的《山间铃响

情哥来》、陈雪风的《陈雪风文艺评

上世纪60年代的小坡大马路与谐街交界处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上世纪50、60年代小坡大马路与Bras Basah road 交界处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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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梁园的《山居寄简》以及忧

草、曹莽、李学文诸家的创作。香港

艺美也出版过新马作家游牧、巍萌、

史立恒、林华、罗思等人的小说。哥

里门街上，还有一间中立书店以及英

文美以美书室；禧街则有华侨书局以

及民华公司。

美芝路板块

美芝路书店板块出现的时间较

晚，可视为市区重建的产物。美芝路

（Beach	Rd）原为傍海公路，原本

临海的新娱乐、曼舞罗戏院与铁巴

刹都因城市重建而被拆除。七十年代

以前，美芝路以及和它衔接的惹兰苏

丹一带，有若干小书店和文具社。某

日，我向善才先生讨教，提问我一直

好奇着的“小朋友书店”——光听名

字，它像似亲切的儿童书店。先生掀

开记忆匣子，告知这爿小店是上世纪

50年代由知名文化人、摄影师汪国

赛所创办，地点在惹兰苏丹一带某

校隔邻。汪国赛一生收藏无数当代的

电影期刊与电影本事，他辞世后这批

早期电影资料包括《电影画报》、《国

联电影》、光艺机构的《光艺画报》悉

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汪国赛小学肄

业后，先在中峇鲁的加油站工作，六

十年代开办小朋友书店，出版过谜

语、马来班顿译本之类的图书。七十

年代，他在东艺、新马印务馆上班，

退休前与光华印刷厂配合，印制了不

少光明山佛堂、中华医院的印刷品。

惹兰苏丹附近的亚里哇街（Aliwal	

St）有一间怡志文具社，在崇正、崇

本女校隔邻，现址已成为苏丹酒店。

文具社以售卖文体用品为主，配以若

干参考书和通销读物。

独立后，美芝路上的一些老建筑

陆续被拆。1973年黄金大厦落成，

商场内有放映中国、香港长城、凤凰

影片的电影院，也吸引不少中文书店

入驻，包括万里书店、前卫书室、文

学书屋、白莲书屋、顺成书局、日年

书局、源成文化图书企业、风云出版

社、东升出版社、巨贸易公司与兴利

奕公司，形成了一个吸引文化读者的

新空间，一度被称为“黄金书城”，

是八十年代初期爱书人的消闲去处。

1973年，颜乐祥创办了万里书

局，位于美芝路黄金大厦楼下。据知

他也经营印刷馆与出版业务，书局售

卖不少翻版的港台武侠与言情小说，

尤其是琼瑶作品。万里书局坚持了	

38年后，于2011年收档。文学书屋由

南大生、作家陈松沾（陈剑）创办，一

度积极出版本地文学作品。文学书屋

后来搬往百胜楼，90年代退出市场。

前卫书室由作家英培安创立，后来

转手予张克润经营。张克润毕业于南

大政行系，之后与一般同好组建国际

图书有限公司，一度颇受市场关注，	

90年代结束营业。白莲书屋店主为张

莲弟，实际经营者为张克润。

七十年代初期，美芝路与密驼路

交界接处的邵氏大厦（Shaw	Tower）

落成，商场内新开张了翡翠书局与星

海书局。退休报人陈昌明透露，星海

书局的老板陈观胜是南大生，以周

天、陈之、陈远等笔名活跃于文坛，

出版过几本杂文集。商场内另有翡

翠书局，由南大中文系毕业生、曾活

跃于海南戏曲界的冯崇胜所开创，

书店大约维持了三两年时间。目前美

芝路上的邵氏大厦与黄金大厦已不

再有实体书店，倒是距离美芝路不

远的惹兰苏丹，在70年代出现了作家

英培安开办的草根书室，后迁往桥

北路，店面虽小，但书种多，吸引了一

批大学生与学者光顾。2014年，英培

安经营了近20年的草根易主，移往大

坡武吉巴梳路继续经营。

除去上述三个书店板块，小坡

三马路（奎因街）、四马路（滑铁卢

街		Waterloo	St）、五马路（明古连

街Bencoolen	St）、六马路（布连拾

街		Prinsep	St）与七马路（实利己

路	Selegie	Road）之间的地段也有

若干书店。这一带的书店规模小而

不起眼，除了售卖教科书，有些也兼

营出版生意。这地带与六马路交叉

的亚峇街（Albert	St）159号是文林

书局，由某前政务部长令弟所创设，

主要代理新加坡书局的各版学校课

本。这个单位也曾是新亚书店与五邦

出版社的注册地址。区内的万人书屋

于1963年由蔡源春、林石竹、谢宝延

所创立。据知，60年代南洋书局结束

业务后，由万人书屋总代理南洋书局

过去所出版的教科书。万人书屋位于

实利己路，城市重建之前，它就在中

华公学（夜校，前新加坡电台主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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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明所创办，名教育家王厚仁曾任教

于此）附近，今址为Selegie	House。

上世纪七十年代，万人书屋被迫迁往

麦波申，不久便结束营业。此外，实利

己路还有“教育文具公司”。喧闹的

三马路，曾有星马书局、文化书局、

以及主要出版参考书的文峰贸易公

司。明古连街书味较淡，有一间星洲

文化服务社。

70年代兴起的新书店，位于美芝

路的已几近消失，桥北路百胜楼的

书店数量也逐年减少，近几年上海

书局、青年书局、开明书局先后油尽

灯枯，而存活着的，多半肝血不足。目

前有50余间店铺的百胜楼，除大型双

语书局大众之外，只卖书刊的纯中文

书店仅剩友联、新华、长河、友谊、万

春与今古六家。

小坡书店荣景

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每逢周末，

这地段随处可见爱书的青少年，这些

年轻群组，汇成了街市主流——中学

生多半穿着校服，或独行或结伴到此

徜徉，逛书店、看电影、打牙祭、放飞

理想……人攒影动之间，穿铜纽扣校

服的仿佛特别抢眼——那是华校的

标志，华中、中正、公教、立化、德明、

育英、德能、端蒙、圣公会、卫理……

从裕廊云南园搭巴士“下坡”的南大

生，拎着当时流行、用咸草材料制成

的草编包，也汇流小坡，在大小书店

中自在翻书，组成气息浓郁、活力充

沛的文化周末派。

学校长假来临，这里的书店更是

拥挤不堪。为了促销，大书店总有各

式各样的大减价大赠送活动，今日

回想，所谓赠品，不外是铅笔削、泥

塑之类的小玩意，我更期待的是“买

一送一”买书赠书的噱头。刨文字比

较快乐。然而记忆是主观的感受，不

一定准确反映实况——拜读曾任上

海书局经理，后遭英殖民地政府驱

逐出境的温平之大作，才感悟到当年

书店大减价送赠品的魅力。他在上

海书局创业65周年特刊发表《难忘

的培育和鼓励》一文，记录了上海书

局大减价的盛况：“1935年，上海书

局举行了十周年纪念，大减价，大赠

品，吸引了顾客不少。门市部楼上楼

下每日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平均每

日营业可达叻币数千元至一万余元。

我还记得，最佳的赠品是派克笔，竟

赠送了数百支，最贵的小学生文库，

竟售出近千套（每套500册）。”那

是八十年前的场景，一个普通月薪	

二三十块的年代，书市活力如此丰

沛，大众、上海、中华这些多层楼面

的书店，但见篮子频繁飞上飞下，读

者在楼上选好了书，不在楼上付款，

而是把书交给店员，让他开了发票，

把书全放进篮子里。篮子通过滑轮顺

势滑到楼下柜台，由楼下职工把书本

包扎妥当，等待读者下楼离去前，凭

发票付款取书。

这弹丸小岛，六十年代人口不过

百多万，却撑起中文书市一片天。二

战后中文教育发展势头良好，华校

人数稳步上升，直接撑大了书市的胃

容量。1945年日本投降至1975年这

30年，是新加坡中文书店的辉煌年

头，这期间大小坡书店密布，与华文

教育生态息息相关。战后，政府与民

间对教科书马来亚化的诉求，带出庞

大的课本市场，直接刺激了书业的繁

荣，投射于现实的，便是许多附生的

小书店冒现，它乘搭教科书的顺风

车，点亮了生命，让经营纳入了良性

循环状态。

教科书之外，战后大小坡书

店的书种不断受到政治环境的牵

动。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物资匮

乏，一切百废待兴，书籍出版并不发

达，输出南洋的出版物仍以五四以来

的作品、西方译著以及传统经典读物

为主，因此四十年代香港的流行读物

在新马书市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郑

慧、李我、海量、莲川居士等前行代

言情写手推出大量三毛钱小说，虏获

了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心。除了商务、

中华、上海等书店之外，世界、远东及

一般书店书摊都处处可见这类作品。

资深业者回忆，当年这类图书动辄进

货上万本，没有滞销问题。

5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图书生

产渐上轨道，强调思想意识的书籍

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凡是谈论人生

修养、思想方法、探索社会理想的

书籍争取到另一些本地读书人的认

同，于是关于青年修养的读物受到

热捧。资深业者说，《思前想后》、	

《青年自学丛书》、《给青年人》、	

《少年文选》等数百种书籍，销售上

千上万是常有的事。据知，学生书店

印售当时知识青年追捧的中国当代

小说《刘胡兰》便赚得可观利润；东

亚文化公司印行热门的《二万五千

里长征》，销量也非常亮眼。那个时

段，即便是本地作品，一版销售三几

千本是平常事。哥里门街维明公司出

版铁抗的《马华文学往事》，杀青后

动员助学会协助促销，把所得支助

清贫学子，得到各校热烈反应。林清

如在牢里的译著《错误的教养》于	

《行动报》连载后，由维明公司出版，

销路也走俏。1956年本地作家苗芒

出版散文集《坚守》，在书店寄卖之

外，也到罢工场地推销，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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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日益向往左翼的脉动，最终

还是引起执政者的警戒。1956年，

林有福政府无预警宣布，50家中国与

3家香港出版社的书刊即时起不得在

新加坡书市出售，这几乎中断了本地

中文图书的所有来路，对书业造成致

命性打击，但禁令却意外促进了香港

出版业的迅速成长。上海书局香港分

店经理黄国祥回忆，当时许多香港的

出版物，三成留在本土，七成运往新

加坡。在知识产权薄弱、版权条文宽

松的50年代，为了填补政治因素造成

的书籍供应空档，大量香港读物顺势

输入新马；中国出版物则变通经营，

在香港注册新出版社印行某些读物，

也顺利通过海关进入本地书市。战后

十年是理想放飞的年头，追求新事物

的欲望燃烧着年轻人蠢动的心，本地

书商也顺应环境，或直接在本地翻印

畅销书，或私下售卖禁书，以不同的

管道满足了人们的阅读欲望。

与此同时，香港的通俗流行读物

因禁令而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它冒

现了一群专门生产言情、侦探、怪异

小说的全职写手，以高速度制造文

字产品。以环球出版社为代表的这

类图书价格便宜，通常一次来货上

万本，销路无阻，像冯玉奇的《假凤

虚凰》、《一刻春宵》；广州风行电台

黎我的广播小说《雪影寒梅》、《凌

霄孤雁》；郑慧的《女子公寓》、《四

千金》、《雾里的女人》；莲川居士的

《柔乡摘艳录》都是极受欢迎的畅

销货。当时，世界书局在香港成立了

海滨书局、世界出版社、蓝天书屋等

附属出版单位，专门推出这类易销通

俗作品。海滨旗下的作者包括夏易、

欧阳天、龙骧、易文、俊人、路易士，

都为本地读者所熟悉。直到七十年

代，通俗流行读物始终保持着强大的

竞争力，依达、郭良蕙、琼瑶等成了新

一代抢手的通俗作者。

六十年代初，新加坡书业公会持

续不断向自治邦政府争取，让1956年

林有福禁令下库存的禁书解禁。该会

每月开会讨论，胪列他们认为可以放

行的书本清单，供1959年上台执政的

行动党政府考虑。它锲而不舍的行动

终于有了结果，政府决定通过宪报宣

布，哪些库存书籍获准放行。绿灯亮

起，当下刺激了读者的胃口。当年的

宪报每逢周五发布，许多南大生、写

作人、知识分子都于这一天中午前后

到小坡的上海、商务，大坡的世界、中

华等书店等候宪报消息，争取第一时

间抢购获批的禁书，为六十年代书市

增添了一道别致的景观。

中国图书进口受限，也催生了本

地以台湾书为销售对象的书店，为读

者提供另一种选择。1949年中国国

民党政府出走台湾，重新布局，使台

湾本岛的出版业出现了生机。1952年

友联书局成立，最初位于红灯码头，

接着搬往桥北路与密驼路交界处，

之后又迁往桥北路靠近勿拉士峇沙

路的一端。七十年代以前，除了大坡

香港街的文化供应社出售若干台湾

书之外，以友联的台湾书种最齐全。

七十年代新加坡社会的左翼气氛

逐渐淡化，友联成了许多华校生的光

顾对象。七十年代也是南洋大学最安

静的年代，那短短几年里，南大生除

了到上海、商务溜达，也常到友联选

书，尤其是文学院学生。当时文学院

来自台湾的老师比重偏高，所开列的

参考书，多数为台湾出版物，友联因

而占了大学用书的优势。另一方面，六

＋
黄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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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处于戒严状态的台湾冒现了文

星书局，让人呼吸到丝丝鲜活的思想

空气，殷海光、李敖以及大批现代文

学作家涌现，迅速形成时代新风潮，

他们的作品开始流入新马文化市场，

吸引了一批华文知识份子。由于当时

新加坡尚未全面推行简体字，以繁体

字印刷的台湾书并未构成阅读障碍。

友联扎稳根基之后，随即成立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以及	

“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进军教

科书市场，与传统的商务、中华以及本

地教科书龙头上海和世界分庭抗礼，

教科书市场进入了白热化竞争时代。

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记得六十年

代的友联活叶文选，它的形式灵活，

每份一篇文章，除正文外另附有分

析，且价格廉宜，每份只售一两毛钱，

成了语文老师选用的理想辅助材料。

我念中学时也到友联选购活叶文选，

这些以篇售卖的单篇文章，都放置在

特制的不同格子里，让读者自挑。据

知，当时在新加坡高等学府任教的学

者曾参与活叶的编选工作，钱歌川是

其中一人。后来书局把这些活叶文选

装钉出版，便成了友联版的《高中华

文》教科书。据知，青年书局也曾出

版过活叶文选。中华书局于六十年代

推出的活叶文选，七十年代以合订本

的形式走进市场，选文数量颇丰，是

当时的畅销读物之一。

小坡书市的荣景，一直持续到七

十年代。尽管政治上左翼意识已经退

潮，但前期的华校生仍保持阅读的习

惯，同时个人电脑仍未现形，平面读

物并未受到新媒介的威胁，因此书

店仍可支撑局面。这时期，香港上海

书局编印程少浩的《在悬崖上》、阮

朗的《格罗珊》、淡村的《悬崖上的

爱情》，还有西洋文学译著《没有寄

出的信》、《翡翠项圈》、《只不过是

爱情》、《自行车上的爱情》、《河岸

上的山楂树歌》都是炙手可热的畅

销书。业者透露，当时的一些文学作

品，进口量经常成百上千，金依《还

我青春》、《友谊桥》之类书籍，书店

门市一种可卖几千本；中文期刊杂志

也一样销量不俗，书业前辈杨善才透

露，在70年代，《争鸣》、《南北极》、	

《七十年代》等杂志，一期来货上万

本，有时仍无法应付市场的需求。面

对读者源断流的困境，这难道是书

市逆势而上、默默绽放的最后一抹

亮光？

连环图的缤纷世界

岁逾花甲的路人乙初小时便开始

逛书店。她小学念三山，小四开始就

经常和同学从苏菲亚路校园徒步到

小坡商务印书馆，泡在连环图和儿童

刊物集中的地面层，那是她们最着迷

的阅读角落。几十年来，社会对连环

图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类视它为引导

儿童进入阅读世界的阶梯；另一类

视之为洪水猛兽，断定它会污染童幼

单纯的心灵。

2015年岁末，我有幸翻阅了一批

保存完好，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各类

连环图。爬梳过程中，感悟到不同年

代、不同地区所出版的连环图，在内

容与表达形式上定格了它的高度。三

四十年代，香港冒现一类画面充斥打

打杀杀、刀光剑影的连环图，以小五

义、方世玉、黄飞鸿之类形象为代表

的流行公仔书，受到家长与教育界

的非议，认为内容充斥暴力的读本会

让小孩学坏，沉迷其中会断了前程。

正统观念强烈的家庭，都严禁子女阅

读连环图。1966，新加坡独立翌年，

政府雷厉风行打黑灭黄，在宪报上

宣布禁止43家香港出版社的连环图

进口，明令市场不得售卖，使这类宣

扬暴力意识的小人书顿时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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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家香港出版社之外，更多的连

环图担当着传递文化的任务。由于它

具备迅速攻克儿童心房的魔力，许多

文化养料，都是通过连环图顺利植根

儿童的心脑。五十年代中国出版的连

环图意识健康，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

历代名著、名人轶事、军事战役、道德

懿行、动物故事、成语典故，都是具

有教化功能的文化材料。这些经过文

字改编、画工绘制的连环图，皆可在

新马书市公开售卖。六十年代中国爆

发了文化大革命，由各省市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版的连环图，思想一片“红”

，由专业美术画师或知名画家执笔绘

图，水平一级棒。但碍于内容，这类连

环图无法在新加坡书店公开售卖。

在电视仍未走进千家万户的年

代，连环画是儿童探访历史文明的

绝佳通道。连环图画面里人物的穿

着搭配、居住环境的形态、战争的场

景、将士的打扮、府衙的布置、大牢

的情景、兵器的种类、房屋的格局、

饮食的器皿与规矩，都清晰呈现了不

同历史阶段的特色。感谢连环画，它

软化了历史人物、著名战役、昏君明

主、贪官侠士、才子佳人、舍身为国、

苟且偷生的多元故事，刺激了儿童的

想象，确立了儿童爱憎分明、是非明

辨的能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小坡街巷

的五脚基（骑楼），存活着不少租售皆

可的连环图专卖摊，成为当年市区独

特的风景。近日中国中央台推广阅读

的广告，就是以连环图书摊为背景：

一组小孩坐上摊位前的矮凳，津津

有味地读着小人书的画面，把我拉回

半个世纪前的岁月--当年小坡一带

的小人书摊，以五脚基为基地，经营

着儿童心仪的欢乐园。来到书摊前，

靠墙架子上的连环图琳琅满目，付钱

与否，待遇有别。倘若口袋里有铜板，

付五分钱，可以坐在半尺高一尺见方

的小凳子上翻阅；要是阮囊羞涩，店

家偶也通融，让你站着享受阅读“霸

王书”。建筑师陈智成忆述，当年小

坡骑楼下连环图书摊处处有，他居住

的美芝路与桥北路交界地带，骑楼下

的小人书摊是他经常光顾之地。名企

业家章金福五十年代从马来亚小镇

到新加坡闯荡江湖，也在白沙浮的五

脚基摆书摊，卖过禁书和连环图。

除却小坡，大坡也有不少连环图

书摊。安祥山路的角头，高升客栈左

旁的五脚基，就有它的踪迹。1935

年，胜利书局创业店主白文保在今

天的振瑞路一带开设书摊，专门经营	

“租赁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内容的

小人书”。白振华在《由小书摊发展成

书业集团—记新加坡胜利书业集团》

一文中提到：“当时人民还很穷的新

加坡，能够花一毛钱上电影院观看黑

白无声电影的人凤毛麟角。普通民众

连一架收音机都没有，除了到小巷听

讲古之外，去书摊看书便是他们生活

中一项很好的消遣活动。”

作家兼报人何盈的父亲，五六十

年代曾在小坡大马路俗称“电车弯”

（桥北路与惹兰苏丹交界处）某药材

店的骑楼经营出租连环图的档口，

他在《公仔书忆旧》中忆述当年父亲

开档租售连环图的情景。开档之前

几天，先父找来几块木板，亲自动手

钉了个大架子，然后将架子往墙上一

靠，再密密麻麻排列了各式各样的公

仔书，“书摊”便这样形成了。那时

还在念小学的我，帮忙将木箱里装

满的公仔书，每次三几本的拿给先

父，由他逐一排列。有时遇上图文吸

引人的，竟按捺不住，边递边看；先父

再三催促，方如梦初醒，回到现实。



怡
和
追
踪

52 	怡和世纪第二十八期

小坡书摊

1942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当

时南来新加坡已数年的五四诗人刘

延陵蛰居后港，偶尔在大坡硕莪巷

（Sago	Lane）摆摊卖书、出租旧小说

以糊口。我由此惦着记忆中仿佛无处

不在的流动书摊，便与善才先生提起

当年中午时分华中校门口常有书摊摆

卖的往事。谈着谈着，他说聊书摊就

不得不说说新华书局--老板刘庭，

在如切开设书铺，也经常在加东百老

汇露天戏院附近摆摊卖书。他在小坡

知名的白沙浮也有个大书摊，贩卖流

行读物，古典诗词、命理占卜都在其

中。五六十年代，他还经常到一些华

文中学校门口摆书摊，轮番跑码头。

中午，是学校上下午班交接时刻，围

聚校门口书摊的学生还真多，他们就

地翻书，贪婪地吸纳扑脸而来的诱

惑。善才与刘庭相熟，他说南中门口

附近的书摊早上七八点就已开档，卖

到十点左右，老板就赶往市区补货。

白沙浮被称为“不夜天”的年头，

这里还有另一个无招牌的小书摊，重

点贩卖连环图和画片，华灯初上才开

档。画片是当时受欢迎的彩色海报，

时人喜爱把它贴在家中的板墙上。这

个小书摊位于白沙浮的一间咖啡店

旁侧，位置不错。白沙浮被拆除后，

小摊主改行到裕廊东巴刹卖水果。

七十年代以前，白沙浮是个龙蛇

混杂，充满生活动感的地段。红色书

籍与黄色书刊，在这里和谐并存。在

放任的小草丛里，只要有缝隙，就

会长出芜杂的花草。来到这个空间，

只要耐心翻找，能发现古代“黄书”

《肉蒲团》的粗糙翻印本与仿作。书

摊，那么简陋，可以固定，可以流动，

低矮的木架与盏盏蝴蝶牌汽灯构成

的摊子，在湿热的空气里称职地扮

演着消闲载体的角色。某日，我们翻

阅着五十年代本地《萌芽》杂志的创

刊号，在书后的广告中发现了“彷徨

书摊”祝贺的字样。在那个抗争与不

安的年代，以彷徨为书摊之名，透露

着怎样的心境？

环绕着书店的小坡文化

战后至七十年代的小坡，商务勃

发，是个充满生活动感的地带。它的

文化氛围，也不一般。人口密集的小

小市区，包容着许多中英文学校。知

名的不在少数，单单勿拉士峇沙路

上，便曾有圣尼格拉女校、良言修道

院女校、莱佛士书院、圣约瑟书院；奎

因街有公教中学，街尾近史丹福路地

段有莱佛士女校；维多利亚街有圣安

东尼女校；亚美尼亚街有道南学校；

福康宁坡有英华学校；明古连街有

无招牌的小书摊，贩卖或出租连环图与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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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女校；亚里哇街有崇正小学与崇

本女校。更早的年代，这里还有不少	

“店铺形态”的简陋小学以及会馆主

办的学校，坚韧地经营着非盈利的教

育事业。培英街（Bain	St）有过在勤

学校、佘街有醒华学校、海南一街有

圣功学校、梧槽路有培青学校……

这些中英文源流学校，与区内的众

多中英文书店并居，搅合出层层书卷

氛围。已岁庚花甲、曾在这带求学的

一辈，今日多半不会遗忘密集于小

坡大马路与二马路之间华文书店群，

与集中在勿拉士峇沙路近二十间主

要由印度人经营的英文二手书店。

市区的密集居住人口，使书店、

学校扎根之外，应生活需要而生的

美食与戏院，更强化了小坡的文化内

容。到小坡书店溜达，看书买书并非

唯一的节目，区内戏院多，桥北路的

奥迪安、首都与光华；美芝路的新娱

乐与曼舞罗，西洋片与中文片兼而有

之，从《孔雀东南飞》、《情贼黑牡

丹》、《五福临门》，到《拳坛歌手》、	

《壮士雄风》、《十面埋伏》，各花入

各眼，买了票，步入黑暗，便各自投

入影片的情感流程里。小坡区学校

的学生得天独厚，坐拥庞大的“图书

馆群”，课余周边去处多，书局任君

挑，戏院由君选，我问过居住市区内

的学生，也与就读于市区学校的学

生浅聊，他们都缅怀那段有书可翻

有电影可看有美食满足口腹的小坡	

时光。

说美食，多数人想起“月兰亭”。

这名字听来像五百年前亮眼的古典

曲目，它是小坡桥北路邻近上海书局

的一间咖啡店，里头的炒粿条摊位，

终日客源不绝。小坡“月兰亭”有两

处，最为人知的是上海书局旁的月

兰亭（今天的郭国兴大厦，之前称为

春美大厦，底层为麦当劳），它的楼

上，是金马仑菜馆，是当年艺人歌星

会友打牙祭的好地方。另一处月兰

亭，是过了首都戏院，桥北路近福南

中心一带。当年出名的“四美点心”，	

也在那一带。

更多人想起“华兴牛肉面”。华兴

最初窝在密驼路附近的巷子里，后来

移往桥北路友联书局对面的咖啡店。

直到七十年代，它仍受市场热捧，食

客坐在店里轻易等上半小时一小时，

一人吃两碗也是平常事。当年小坡

好吃的牛肉粉摊位可多了，佘街的无

名后巷也藏着撒上花生碎的牛肉面，

猛街骑楼的海南牛肉粉，“根的系列”

作者王振春念念不忘。二马路皇后酒

楼的后巷里也有一摊不知名的牛肉面

档口，锁住不少人的记忆。白沙浮热

腾腾的美食更多元了，那一带路边摊

密集，小吃多样化，是书客、旅客与

水客爱光顾的解馋之地。

老饕们说，小坡佘街的美食也很

诱人。菜饭摊的韭菜猪血、黄梨炒牛

肉与炒鳖肉，早就淡出人们的舌蕾。

培英街对面庆昌茶室的咖啡浓香只

叫人怀念。四马路尾端印度人的街

边“Rojar”，仍让当年的莘莘学子津

津乐道；史丹福路原国家图书馆门口

的大排挡虽然简陋，但那碗可口又

诱人不断回头的云吞面，二三十年后

仍让人垂涎。

当年的海南三大面包店也全都在

小坡。五马路的永远芳、三马路的万

合丰以及二马路的“红屋（玛甲面包

西果餐饮室）”都还占据着许多人的

记忆空间，虽然它的炉火早已熄灭。

皇后酒楼、再发餐室，以及瑞记、逸

群、寰宇鸡饭，津津西餐、美芳咖啡

店、南同利饼家，都各有各的拥趸，

都用心经营成本土舌尖味蕾的古早

范本。

五六十年代，小坡是政治气氛非

常浓郁的地区，工会与政治组织盘据

于此，与政府对立，因此搜查、逮捕

的脚本不时当街上演。争取与抗议
当年出名的“四美点心”就在现今的福南中心一带。

(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Â©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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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在小坡穿梭游走，形成了这

地区的特种文化。这种背景下，工运

人士集聚于此，逛书店长知识补给营

养也就成了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活跃

的大小左翼工团密集于小坡，密驼路

边上是左翼工会的大本营，泛星各业

工联、黄梨业工联、鞋业工联、书业职

工联、藤业工联等工团都在此扎营。

1945年12月，本地首个政党马来

亚民主同盟在新加坡成立，共五百人

出席了在桥北路“自由舞厅”举行的

大会。上世纪四十年代，马来亚共产

党在新加坡的市委办公室，就设在

三马路奎因街。1961年人民行动党

分裂，新组建的社会主义阵线总部，

就位于小坡维多利亚街。那年头经

过密驼路，但见两层楼的店屋挂满

各式各样的抗议布条，从反殖民地、

争取马来亚独立到反对新马合并，

那些红黄黑白布条，就如是铺成了一

段鲜活的历史。我小时候经过友联隔

邻的咖啡店，总是看到店内的墙上贴

满政治文宣，人来人往，眼神仿佛都

带着警戒，不禁联想及杀气腾腾的	

“红车”镇暴队……后来长者告知，

当年这间咖啡店楼上，就是阳台飘扬

红旗的金银业工联。

由于工团密集、活动频仍，也因

为书店集中，五六十年代的小坡成了

左翼人士与身怀壮志理想的青年经

常现身之地。在那个工潮此起彼伏

的年头，劳资尖锐对立，书业界也无

法幸免，上世纪60年代左右，大众书

局、新的书店、上海书局都先后发生

过罢工事件。

小结

那年头的小坡，每到周末、假日，

知识人从岛国八方汇聚到此，寄托

精神，渐而以书会友，顺道享用美食

观赏电影，形成一个时代文化生态，

这样的氛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伸

到八十年代初，前后也有三四十年。

随着城市重建计划的落实与华

校的衰亡，小坡文化消失了。城市重

建把学校赶出市区，支撑小坡文化的

学生人口松动了；市区内的居住人口

也大量迁离；成排成行的店屋被拆，

改建商用高楼。没有居民生活铺垫的

白沙浮顿失魅力，旅客对纯粹观光色

彩的街道兴趣缺缺。禁了人妖，等于

拔除了标签；没有了市内住民帮衬，

不夜天的小吃摊和长长一条街冒着

浓郁生活味的巴刹马南（夜市）便没

有了基本消费群。

独立以前，本地书店出现荣景，教

科书的角色至关重要。二战后殖民地

当局推动认同马来亚意识，要求所有

本地学校的教科书必须为马来亚本

土服务，促使书商自编自写适用于新

马中小学校的课本，意外刺激了书市

的繁荣。然而独立后国家全面主导统

一编写、出版与分销教科书，对书界

业打击沉重，中文书店失去了重要经

济来源，华校的生源后继乏力，更直

接威胁书店的生存，七十年代华校人

口逐年递减，小坡的文化氛围层层剥

落了，气势顿挫，这是内困。二战结束

后全球掀起反殖浪潮，独立的呼声响

彻云霄，东南亚诸国受到了感染。这

种诉求同时夹带着民粹与排外情绪，

而国际间资本与共产主义的博弈，使

问题更趋复杂，东南亚华人面对了意

想不到的困局。接下来的十几年里，

本区域发生了排华事件，印尼、越南、

柬埔寨、泰国等地的华校被当地政府

查封、管制，华文失去了合法学习与

使用的地位，导致书市全面崩溃。政

局动荡、输送管道被堵，作为南洋中

文书刊分销中心，新加坡中文书业遭

重拳重伤，这是外难。短短十来年，

内外交困接踵而来，中文书业面临了

前所未有的风雨飘摇局面。

	而今踏步当年书香凝聚的核心

书店板块，小坡书城显得木枯草黄，

即便周末，也难闻蛙鸣虫叫。日升月

落三十个年头，原本已无学校的市

区悄悄转了舵，新加坡管理大学、南

洋艺术学院、拉萨艺术学院、新加

坡艺术中学等教育单位陆续入住小

坡，学府回流了，气氛并没有回来。

社会欣欣向荣，文化板块却不意浮

现“交柯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

荣”的景象。中文群体不见接班的新

生读者，只见江河日下的语文程度，

电子科技无情颠覆，更是雪上加霜，

本土书店终于沦为输店，书城也注定

成了输城。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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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潘永强

马来西亚政经残局：
双重的领导真空

2 015年马来西亚经历严峻的政治经

济冲击，以及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动

员，对执政联盟的主要政党巫统(UMNO)带

来巨大挑战，也令股汇和经济形势全面恶

化。由于首相纳吉陷入政经丑闻，导致巫

统精英决裂，出现政治领导真空。可是使社

会更为失望的是，反对党领袖安华入狱，未

几反对党联盟在久经矛盾与冲突后也宣告

分裂，造成在野阵营同样陷入领导真空。展

望2016年马来西亚情势，虽然纳吉下台压力

稍减，但国家政经困局严重，且反对党失去

领导中心，总体上政治经济风险尚未解除。

当前马来西亚政经困境的关键词是

1MDB。纳吉在2009年出任首相后，成立	

“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这

是一家政府投资公司而非主权基金，但据传

运作不透明，后来即陷入巨额的债务和一连

串诡异的资金转移行为。前首相兼纳吉的

强烈批评者马哈迪，在2014年底开始质疑

1MDB的财务黑幕，尔后反对党更是火力全

开。2015年7月初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

纳吉不只与1MDB有直接关系，更在2013年

大选前将一笔7亿美元的资金汇入其个人银

行账户，至此举国哗然。

为求自保的七月政变

1MDB丑闻引爆执政党的权力冲突，纳

吉辩称是来自中东的政治捐款，但朝野均

有批判声浪，包括副首相慕希汀也公开质

疑纳吉。随着1MDB债务恶化，加上原油价

格急遽下滑，使政府财政收入深受压力，导

致马币汇率狂泻。马币兑美元汇率从2015

年1月初的3.50，跌至12月31日的4.29，重挫

19%。由于政经形势严峻，外媒又一再揭露

1MDB内幕，使纳吉政府压力日增，结果首

相在7月28日决定改组内阁，撤换慕希汀的

副首相职务，使巫统党内矛盾进一步深化。

事实上，7月28日内阁改组可以视之为

纳吉的“政变”，在短短几天马来西亚政治

发生重大的巨变，他不只开除副首相和另

一位巫统副主席的内阁职务，也撤换总检

察长、警方政治部总监，还牵连反贪污委员

会高层、副检察司、央行总裁，甚至发生火

烧警察总部的事故。

1MDB丑闻影响了过去一年马来西亚

政治经济的稳定，更赤裸裸地暴露出，在

巫统党国体制下权贵精英的行为，使到这

个本来资源富饶的国家陷入系统性、总体

性的崩坏，掉入了政经残局。在马哈迪看

来，1MDB丑闻几无底线，若纳吉继续在

位，难保国阵／巫统在来届大选有失去政

权之虞，慕希汀就声称国阵再流失2%选票

就会下野。马哈迪与纳吉的矛盾，既有两人

政策歧见的根源，也出于政治判断，因为它

反映巫统部份人士确信反对党仍有改朝换

代的潜力，对有关人士来说，巫统不只要对

外割喉，也要对内止血。

三项保卫政权的战略

纳吉领军的执政联盟国阵，在2013年大

选的总得票率只有47%，加上年来的政经丑

闻，使巫统危机意识升高，因此巫统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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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三项保卫政权的战略：一是利

用种族主义来召唤马来选民的回流，

二是诱编在野的伊斯兰党当权派，三

是设局令安华入狱，以图瓦解反对联

盟。这三个战略短期内已取得效果，

尤其是分裂伊斯兰党，但巫统反守

为攻，代价却是放弃中间选民，纳吉

任内宣示的“一个马来西亚”施政论

述也随之破产。由于纳吉自顾不暇，

只求保命脱困，加上党内分裂，造成

政治领导真空的局面。

政治领导真空其中一个实例，就

是2015年中秋节前夕，中国驻马大使

黄惠康访问华人集中的茨厂街，对马

来西亚种族政治表达不安焦虑，激起

巫统党内各种反应，却演变成内阁阁

员互相攻击，体制任人践踏，高层却

连日缄默，无人主持大局。此事本涉

外交交涉，但内阁似乎处于无人驾

驶状态，典章体制一概紊乱，政府内

亲中与亲美阵营公开较量，也说明纳

吉内阁人才凋零，几无老成谋国的重

臣，对重大政务并无审慎思考。

执政阵营如果昧于内哄，导致政

治领导真空，当然不值得国人欣喜，

但是若在野阵营励精图治，营造出团

结向上取而代之的气势，仍然能保持

社会的信心与希望，亦未尝是国家民

主转型的契机。然则，当执政阵营处

于迷航真空之时，在野力量也陷入

分化和破裂，同样跌入领导真空，令

到社会既失落也看不到未来，就实

非国家之福。

民联三党联盟不复存在

事缘2015年纳吉政府虽处于空

前的弱势与险境，但成功拉拢伊斯

兰党合作，进而完成瓦解反对联盟	

──民联的战略，无疑是一个连马哈

迪都无法达成的政治胜利。如果纳吉

没有陷入1MDB丑闻，他成功分化反

对联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果，可

说是为保卫巫统政权立下可贵彪炳

的战功。在野力量的三党联盟，原由

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

党组成，随着年初反对联盟共主安

华被判入狱、伊斯兰党精神领袖聂

阿兹去世，在遭逢两个冲击后，这个

在野联盟的领袖中心就开始弱化，巫

统即借机趁虚而入，争取收编伊斯兰

党当权派。6月伊斯兰党党选，党内反

对与巫统合作的开明派在党选失利，

决定另组国民诚信党，这固然令伊斯

兰党公开分裂，也使到民联这个三党

联盟不复存在。在野力量缺乏坚实的

领导，又需要重新整合，过去两年气

势遭受重挫。	

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与社会力量

中，至少有三股力量是有意图逼退纳

吉，重组政局，他们包括巫统亲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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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阵营(巫统挑战派)、反对党阵营、

社会运动。至于东马的国阵成员党，

则是观望和伺机而动。他们的动机各

异，有者纯为个人政治利益，有者是为

了救党、有者是为了救国，倘若整合三

者的力量，对纳吉必定构定威胁，惟

前提是要有一个角色发挥杆杠和中

介作用，而各方咸认马哈迪可以扮演

此角色，即以他为首串连反对党、社

会运动、巫统亲马哈迪阵营、东马政

党等四股力量，组成一个推翻纳吉、

政局重组的同盟军。

马哈迪影响力明显趋弱

这个策略曾经由民主行动党最高

领袖林吉祥提出，但无法实现，主因

是马哈迪受到个人和历史格局的限

制，他只想纳吉下台，但不愿巫统失

去政权，或是反对党得利，这是马哈

迪最大的困境。其次，林吉祥不是安

华，当反对党与社会运动失去安华之

后，再无一个有威望的领导中心能整

合在野势力与公民社会的歧异，与体

制内的巫统挑战派串连互动，加上社

会运动与社运界人士，无法接受与他

们过去长期批判的马哈迪进行合作。

社运团体“干净选举联盟”(Bersih)在

2015年8月底动员超过三十万群众走

上吉隆坡街头集会，呼吁政治与选举

改革，马哈迪一度出现街头，试图争

取社运力量，但没有得到认可。需知

巫统挑战派和东马政党，有其骑墙和

观望性格，要看到大势有望才会浮出

台面，所以当马哈迪主动向反对党与

社会运动伸手求助，如果后者洞察政

治博弈需要而作出反应时，形势一牵

动就有各种发酵可能。但是反纳吉力

量无法达成结盟协议，时机一过纳吉

就渡过险境。

马哈迪是退位首相，没有国家

机器可以操纵运用，纳吉却握有党、

政、军、财经、官僚、政联企业与情

治系统的支配权。马哈迪发现，纳吉

7月28日的内阁改组和“政变”后，他

明显转趋弱势，因此需要社会支持，

才现身“干净选举联盟”集会。社会

动员的意义，是要在体制内成员处

于分裂时，扩大群众动员施压纳吉

下台，而马哈迪的策略，则试图借用

社运抗争的民气，召唤体制内仍在观

望者，要让体制内的成员感受到民意

对纳吉政府的强烈不满，而考虑是否

易帜出走。社运／反对势力与马哈迪

阵营最后无法结盟，实因双方严重

缺乏互信，各方都担心胜利成果被骑

劫，利益落入对方手中。

纳吉短期无下台风险

社会抗争无法召唤出体制内的成

员，对松动政权的基础起不到太大作

用，因此“干净选举联盟”集会结束

后，除非有重大突变，短期内纳吉不

至于有下台风险。2015年底的巫统

常年代表大会上，党主席纳吉仍然

掌控大局，他趁势在国会通过国家

安全会议法令，扩大手中的镇压性

工具，同时1MDB公司逐步脱售资产

填补债务，都让纳吉权力基础回稳，

甚至可以留任至2018年大选。巫统

从1955年执政以来，到2015年正好

六十年。从长期的趋势而言，巫统的

自我更新能力与政治支持度，总体上

是呈衰败现象，但是执政六十年的

威权政体，利益网络盘根错节，不是

一朝一夕就会溃败，必定要经过漫

长的挣扎才会倒台。

无论如何，2016年马来西亚的政

经风险仍处高点，不应低估。纳吉的

地位和巫统政权虽然维持现状，但

仍未能脱离1MDB丑闻的纠缠，马哈

迪阵营也不会停止追击，这都会持续

妨碍公共治理的效率，重大政务处于

空转和领导真空状态。原油和棕油价

格滑落，严重影响政府财政收入，虽

然开征消费税能弥补财政缺口，但

也加剧民众负担，影响消费情绪和

恶化家庭债务，市场普遍认为2016

年经济和股汇皆不容乐观。最后，未

来两年是来届大选的备战期，巫统

为保政权将放弃城市和中间选民，回

头巩固乡区与保守选民的基本盘，这

意味着将继续操弄种族、宗教和皇权

等认同政治议题，也势必让同样处在

领导真空的反对阵营难以招架、动辄

得咎，令马来西亚政经残局短期内难

有改善。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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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杜 平

	“习马会”
			为马英九铺就大舞台

“习马会”的偶然成分

习近平执政三年以来，在内政外交上

的大动作接连不断，几乎每个大动作都有

破旧立新的气象。而在两岸关系上，“习马

会”就是其创造性思维和敢做敢为性格的

典型例证。

笔者首先要说明，“习马会”并非是习近

平执政之后的既定计划，虽然大陆当初也许

对此有模糊的想法，但肯定没有将此列入势

在必行的政治日程中。因此可以说，在某种

程度上，“习马会”的举行有“随缘”的成

分，远非是任何一方强力推动的结果。而这

种偶然性正好反映了习近平善于抓住时机、

顺势而为的灵活性和决断力。

现在可以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和台

北就“习马会”所进行的正式磋商和准备，

只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双方最后敲定

之后，习近平临时改变出访东南亚的行程。

原来的计划是，习近平访问越南和新加坡

之后，便直接前往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峰

会。而改变之后的行程是，为了与马英九会

晤，他提前访问越南和新加坡，之后返回北

京，一个星期之后又前往菲律宾。

上文提到，“习马会”的举行有偶然成

分，这是习近平本人当初都未曾料及的。但

是，这绝非是说“得来毫不费工夫”，而是说

精准的政治判断和果断决策，才使得这一会

晤成为事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若北京

的决策者不是习近平而是别人，那就很有可

能会因为瞻前顾后而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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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是，两岸政治

交往中的敏感问题多而复杂，比如

两岸领导人见面的地点、相互之间的

称谓、会晤中所涉及的话题等等，任

何一个分歧都有可能构成不可逾越

的障碍。可是，这些问题摆在习近平

面前时，似乎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

题，只要把握住根本的原则，什么敏

感问题都可以商量，什么事情都可以

尽量迁就对方。若用一句话来形容

习近平对台决策的风格，那就是抓大

放小，“大事明明白白，小事难得糊	

涂”。在这次“习马会”过程中，可以

拿来佐证的例子俯拾皆是，想必读

者们都已看到，恕笔者不作赘述。简

言之，“习马会”之所以能够成事，与

习近平为人做事的大气有直接关系。	

“习马会”是两岸关系史上前所未有

的重大事件，习、马两人在两岸关系

中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变得独特。在他

们之前，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与胡锦涛

会晤，同样是开创性的事件，但他们

的身份都是党的领袖，所以那次会

晤还属于国共两党交往的范畴。而	

“习马会”则不同，它是“两岸领导

人”的会面，马英九是中华民国总

统，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相比之下，“习马会”的实质和象征

性内涵，显然都跨上了更高的层面。

马英九将在两岸间扮演关键角色

“习马会”的实质内涵，就是对

过去七年两岸关系发展现状的直接

肯定；其象征性内涵，就是北京方面

对马英九的高度认可和信任，预示着

马英九在卸任之后将在两岸之间扮

演至为关键的角色。

在两岸过去多年的交往中，国民

党大佬连战、吴伯雄以及亲民党主

席宋楚瑜，曾经为促进两岸关系做出

了各自的贡献，所以一直是北京方面

敬重的对话者，更是大陆最高领导

人的座上宾。但是，连战、吴伯雄年

事已高，两大家族的政商利益背景也

在台湾内部引起诸多微词。至于宋楚

瑜，其善变性格与缺乏大局观，不足

以让北京完全信赖。鉴于此等原因，

加上民进党今年上台执政几成定局，

北京方面显然认为有必要放眼长远，

为两岸未来的政治交往寻找一个具备

互信基础、容易沟通并且具有影响力

的对话者。而马英九符合所有这些条

件，是最为适合的不二人选。

在两岸关系中，马英九在不少敏

感问题上相当固执，有时候甚至显得

不识时务，例如不断公开要求大陆实

行民主选举制度、平反“六四事件”，

等等。但是，马英九的固执也表明他

坚持理念，表里如一，不善于明哲保

身，这也是令人可敬之处。对北京方

面而言，类似公开言论固然很不悦

耳，但对两岸关系的大局并无多大伤

害。北京看重的是其深厚的中国情怀

和始终坚守的“一中”信念。况且，马

英九廉洁自律，为政清白，其口碑要

远远好于连战和吴伯雄等人。所有

这些，都足以让北京方面感到欣赏。

在“习马会”开场白中，习近平数

次赞赏“过去七年”的两岸关系，实

际上就是不指名地高度评价马英九

所做出的贡献。笔者相信，马英九必

定领会这层意思。而更加重要的是，

习近平之所以远赴新加坡与马英九会

面，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他的最高肯

定，当然也意味着期待马英九将来继

续为两岸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习马会”不仅确

认了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中的历史地

位，而且也为其政治生命注入了新的

活力。只要马英九愿意，他的政治舞

台将不再局限于台湾岛内，而将大大

延伸到世人瞩目的台海两岸。至于两

岸关系，“习马会”无疑是一个划时

代的界碑，但它能否将这一关系引向

更加稳定的未来，目前还不敢有任何

乐观的期待。

作者为香港风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习马会”的实质内涵，就是对过去七年两岸关系发展现状的直
接肯定；其象征性内涵，就是北京方面对马英九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预示着马英九在卸任之后将在两岸之间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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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黄彬华

重新认识
缅甸与翁山淑枝

有评论家说，是时候把缅甸的翁山

淑枝，当作一位国家建设者或政

治家，而非仅是一位“被压迫的反对者”来

看待了。

又说，如果将1988年至1990年间的翁山

淑枝，说成是缅甸的民运领袖、反对派领导

人，那么她现在至少已有一只脚踏进了国家

建设的门槛，就应该从政治家的范畴来观察

她和评价她了。

现年70岁的翁山淑枝，不仅获颁诺贝尔

和平奖，还被人公认是缅甸民主化的先锋，

现代缅甸重建的领头人。特别在最近缅甸

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她领导的最大反对党、

全国民主联盟不仅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只要能解除不利她参与总统竞选的条款，

她也已经顺理成章，将成为缅甸下一任民

选总统了。

现代缅甸能有今天巨大的变化，首先必

须认识缅甸的民族英雄、建国之父翁山将

军；其次便要认识缅甸的“民主女神”翁山

淑枝，不仅他们是一个家族，还属于两代人

的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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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父”翁山将军的女儿

翁山淑枝到底是谁？她又是怎样

一个人物呢？

西方媒体总把她描绘成一位悲剧

性人物，既是“半人半神”的仙女，又

是带领缅甸重获自由的女神，而一般

缅甸民众似乎只知道，她是缅甸民族

英雄、独立之父翁山将军的女儿，只

是这个特殊身份或血缘已足以号召

绝大部分缅甸人为她疯狂、把她当

马首是瞻了。

缅甸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早在1044年已形成一个统一国家，

在此后800多年的历史洪流中，它经

历了蒲甘、东坞和贡榜三个封建王

朝	。19世纪20年代，控制了印度后

的英国，再把殖民触角伸向缅甸。英

国在1824年到1885年期间，先后三

次对缅甸发动了侵略战争，终于使缅

甸一步步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英帝

国的实力已有所削弱，又面对缅甸人

民的民族意识提高和政治觉醒，英

殖民当局唯有选择以“行政改革”的

名义缓和局势。1922年6月，英国国

会通过《缅甸改革法案》，决定在缅

甸实行所谓“两元制”改革，即将政

府部门分为“保留的”和“移交的”

两类，作为对殖民地人民的妥协。从

此，缅甸上层人士得以成为所谓殖民

地议会议员，也得以成为殖民地政府

的政府部长，部分缅甸人因此得以体

验缅甸早期的所谓“民主政治”。但

缅甸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殖民阴影下

的政治生活，要求继续走上国家独

立的道路，遂出现了像翁山将军那样

一批独立斗士。

翁山诞生于1915年，1932年进入

仰光大学，1935年担任仰光大学学

生联合会宣传部长。在他兼任学生

杂志主编期间，由于刊登一些反殖

文章而遭到开除学籍。这只是导火

线，但缅甸学运因此萌芽，还蔓延成

为民族觉醒运动，更扩展成为全国

性反殖运动。

翁山将军32岁与六部长同时被杀

1938年10月，翁山组织了“我缅

人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秘书长。太

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特务组织“南机

关”看上翁山等人参与的反英地下

活动，并成功诱使翁山等人组织了	

“三十勇士”前往日本占领的海南

岛，接受日本给他们提供的军训。后

再以“缅甸独立义勇军”名义，参加

了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军事扩

张活动，成了日本南侵战略的重要

马前走卒。

翁山等人虽然深陷敌营，却还能

在1945年3月，即日本发动的侵略战

争显露败绩前夕，及时宣布摆脱“大

日本帝国”的掌控，并于5月对日军

进行致命的反戈一击，成功解放了被

日本军事占领的仰光。由于翁山等人

的里应外合，缅甸终于重回英国殖民

怀抱，也因此为他们的投靠日本减轻

了部分罪责。

日本的彻底战败投降，不仅让缅

甸首次见到了自由的曙光，也为翁山

等人的及时反正带来双重效果：一

是加速缅甸的独立进程；二是让世

界重新接纳翁山等人的加入反法西

斯阵营，使缅甸的独立成为名正言顺

的反殖成果之一。

翁山将军于1946年11月8日正式

向英国提出一年之内让缅甸独立的

要求，双方终于在1947年1月27日签

署《翁山——艾德礼协议》。根据协

议，通过普选成立以翁山为首的临

时政府。眼看，缅甸人终于可第一次

通过手中的选票，决定自己的领导人

和自己的命运时，却遇到了造物弄人

的悲剧。那就是正当一个独立民主的

缅甸即将诞生时，在1947年7月19日	

上午10时左右，一群身穿军装的暴徒

冲进部长办公室，用冲锋枪向开会中

的部长们疯狂扫射，当场打死了翁山

和临时政府中的其他6名部长。翁山

被害时年仅32岁。

事后查明，所谓暗杀者是“爱国

党”主席吴素，他被判死刑。不过，

当时的调查人和执行死刑的机关全

由英国殖民当局一手包办，到底真

凶是谁，为何要赶尽杀绝？至今全都

在迷雾中，不仅扑朔迷离，还是个历

史悬案。

翁山死后，他的副手吴努被英国

人选为临时政府总理。1948年1月	

4日，缅甸宣告独立。但当时缅甸政

府不仅缺乏领导人才，更缺乏政治经

验，不久更由于政党之争，演变成全

国内乱，甚至陷入了内战状态。总理

吴努被迫躲入寺庙，最终将政权移交

给陆军司令奈温将军。

“缅甸式社会主义”其实是祸根

奈温将军是当年与翁山一起组建

独立军的“民族英雄”之一。缅甸独

立之后，他长期担任缅军总司令、参

谋总长等职，是个在军中颇有威望的

人物。缅甸国会原本授权奈温组织看

守政府执政6个月。但半年后大选仍

不能如期举行，国会于是再次授权他

继续执政到1960年2月。

之后，吴努再度起来执政。但中

央与少数民族问题更加激化，奈温

将军遂于1962年3月2日宣布“政变



怡
和
时
评

62 	怡和世纪第二十八期

夺权”，借口是“为了即时制止国内局

势混乱，国防军必须接管政权”。从

此，缅甸便正式进入军人统治时期。

军政府提出要实现“缅甸式社

会主义”主张。所谓“缅甸式社会主	

义”，号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佛

教和缅甸传统思想相结合的混合物。

它虽然谴责贪婪，也希望能促进高尚

的价值观，但事实上缅甸却变成一个

警察国家，教育萎缩，文化人失业，外

文书籍绝迹。学生示威抗议，军政府

强力进行镇压。

军政府在经济上全面推行所谓

国有化政策，陆续把全国银行、大米

贸易、石油和森林工业全都收归国

有。1966年再宣布将国内426种工

业、农业和渔业等产品，全归政府实

行统购统销的政策。

经济上的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

计划经济政策，遂给缅甸经济带来

灾难性后果。在“缅甸式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的束缚下，国有企业毫无活

力，私营经济更萎靡不振，工农业生

产下降，大米出口剧减。结果是外贸

剧减，通货膨胀严重，商品奇缺，黑

市猖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	

动荡。

更甚的是奈温迷信数字（比如，

幸运号码“9”），又极端相信占星

术，不仅他的智囊团中有占星术士，

他的重要决策也受到占卜师的左右。

缅甸首都突然从沿海的仰光，迁往内

陆深山密林中的内比都，据说就是迷

信占卜术的结果。

几经折腾的缅甸，不仅经济一落

千丈，人民生活更加贫困。1987年统

计是人均GDP仅为190美元，缅甸

成了世界公认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1987年8月，执政的纲领党主席

奈温不得不提出，“我们必须改变，

以赶上正在变化的时代”，并表示，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进行改

革”的口号。就在纲领党上层正要酝

酿变革之际，缅甸人民积压的不满也

已达到临界点，终于在1988年爆发全

国性的动乱。

“国父”翁山之女回到仰光

正当缅甸局势濒临失控时刻，	

“国父”翁山将军的女儿——翁山

淑枝回到了仰光。父亲遇刺身亡时，

翁山淑枝只有两岁。15岁那年，翁山

淑枝跟随她作为缅甸派驻印度大使

的母亲前往新德里，就在异国一所

女子学院就读，并开始她浪迹天涯

的漫长岁月。

1963年，18岁的翁山淑枝被送

往英国就读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

治学，获颁经济学学士文凭。毕业

后她留校任职。翁山淑枝当时不能回

国，只能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	

（缅甸人）协助下，为她在联合国办

事处谋得助理秘书一职。后又在不丹

外交部等处任职。她在缅甸以外的国

家前后生活了28年。

1972年，翁山淑枝与英国学者、

研究西藏文化学的牛津大学教授迈

克·阿里斯结婚，并加入英国国籍。

婚后，她为生养孩子、照顾家庭，在

牛津静静度过十多个年头。直到1988

年3月，翁山淑枝由于母亲中风病危，

才匆忙告别丈夫与两个儿子，赶返久

别的缅甸。想不到她此一去，就成为

他们夫妻沦落天涯之始，也成为她

孤身投身祖国缅甸自由运动的开端。

翁山淑枝回到仰光，刚好是“八月

风暴”过后，军民冲突加剧之际，激

进分子和退役高官军人，纷纷要求她

出来领导民主运动。原本对政治不闻

不问的她，终于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火

热，当时私底下表示：“我不能对祖国

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

1988年8月26日，仰光有近百万

群众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

会，翁山淑枝就地发表了强烈的演

讲，她的慷慨激昂神态，铿锵有力声

调，掷地有声言词，确实使所有在场

民众印象深刻，并让他们想起了她的

父亲翁山将军。“父女两人就像一个

模子刻印出来的”。缅甸人顿时醒悟，

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已经诞生了。

翁山淑枝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

薄的女子，成了往后军政府最为头疼

的人物。人民相信，“她也许没有权

力、没有金钱，却还有缅甸人的心”。

1988年9月18日，缅甸国家电台

终于宣布，以国防军总参谋长苏貌将

军为首的19名高级将领组成“恢复法

律和秩序全国委员会”并已接管国家

政权。这个消息不仅显示，军民矛盾

在加剧，军事政权内部也正起巨变，

缅甸民主化进程正在加速。

她出人意表的华丽转身

1988年9月27日，翁山淑枝宣布

组建“全国民主联盟”并出任其秘书

长一职。

这是43岁翁山淑枝出人意表的转

身宣言。她这一令人瞪目结舌的戏剧

性举动，不仅就此告别她作为贤妻良

母的角色，还似乎已决心从此要全面

投身政治，以实现其父要成为国家最

高领袖的愿望。

首先，翁山淑枝发现，其父翁山

将军的影响力至今在缅甸依然无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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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用它不仅能势如破竹战胜任何

力量，还能轻易实现自己和民众要求

实现的目标。其次，缅甸民众不仅将

翁山淑枝视为翁山将军的替身，还将

她视为翁山将军再生的象征。第三，

淑枝不仅要全面继承其父的政治遗

产，还要利用这股力量迅速壮大民

盟组织，既能成为缅甸最大的反对势

力，还可有效分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军

人势力和统治阶层。第四，缅甸到底

还是个南亚的落后国家，距离议会民

主还有极为遥远的道路要走，唯有利

用这种传统社会力量才能出奇制胜，

实现政改目标。

缅甸军政府是在1989年7月20

日，以煽动骚乱罪将翁山淑枝首次软

禁的。间中，军政府也曾数次暗示，

只要翁山淑枝愿意离开缅甸，包括	

1999年3月其夫阿里斯在英国逝世，

以参加其丈夫的葬礼，但都遭到她断

然拒绝。所谓夫妻至死不能团聚，一

方面是翁山淑枝担忧，她一旦离开就

将被禁止再回缅甸所造成的。

军政府多次软禁翁山淑枝，直到

2010年11月13日前后形势改变，她才

获得全面解除软禁令的通知，还她自

由，但她已遭到软禁前后15年了。当

时就有大批群众涌向燕子湖畔软禁

她的住所，而翁山淑枝也随即身着传

统纱笼，翩然出现到欢呼她的群众面

前，接受了众人的祝福。

十多年的软禁不仅没有使翁山

淑枝黯然失色，反而为她增添一种

超越痛苦的悲情魅力。翁山淑枝

重获自由后的重要活动，就包括，	

一、在2011年底宣布全国民主联盟

将参加缅甸的议会补选。二、参加	

2012年4月的国会补选大捷，民盟拿

下了45席中的43席（包括翁山淑枝

的一席）。三、在5月29日飞往泰国曼

谷，是她回国24年来第一次再踏出

国门。四、6月16日抵达挪威首都奥

斯陆，参加为她举办的“1991年诺贝

尔和平奖”补领仪式。五、9月16日

开始对美国展开三周访问，会见奥巴

马总统和领取美国国会颁予她的“金

质奖章”，随后又访问了日本、德国等

不下十来个国家，唯独中国被她排除

在外。六、迟到2015年6月翁山淑枝

才首次访问中国。

她的第二故乡在印度

有人分析，翁山淑枝个人也许并

不轻视中国，但她心中显然并无中国

的地位。只是近年中国确实在神速

崛起，考虑到她自己也有上台执政的

一天，才不得不动身前往中国走马

看花的。

日本财经报章《日本经济新闻》

（中文网）曾经发表一篇题名《翁山

淑枝比起中国更重视印度？》的文章

说，翁山强调“缅中两国为邻居”也

许有弦外之音，就是“中国是一个缅

甸不得不交往的对象”而已。文章

强调，翁山淑枝与印度关系其实匪

浅，是她的第二故乡；与日本也渊源

颇深，除了其父翁山将军是“曾获日

本军队协助”的人，而她本人也曾到

日本京都留学，勤学日语，说明翁山

淑枝如果执政，她也许会继承现政

权的方针，换言之，就是“摆脱对华

依赖”。

既然，印度是翁山淑枝的第二故

乡，而她最崇拜的伟人又是印度圣

雄甘地，要发挥地缘政治的最高效

益，以后民盟领导下的缅甸，即使参

加南亚集团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翁山淑枝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
子，成了往后军政府最为头疼的人物。人民
相信，“她也许没有权力、没有金钱，却还有
缅甸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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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    抗

发达国家经济出什么
问题了？

言。大家都不相信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

就真的不来了。有趣的是，低通胀使美联储

因为无法实现百分之二的通货膨胀目标而

迟迟不愿意加息。利率和通胀就像两位彬

彬有礼的斯文人站在电梯口互相谦让，谁

也不愿意先上，把一大堆人挡在了后面。低

通胀预期意味着商业景气不佳，使投资意愿

降低，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无法产生有效

的推动作用。作为美联储内部人的Bullard先

生亲自发现这个政策不一致性，的确具有很

强的戏剧效果。

滞后效应（Hysteresis）

第二种观点称为滞后效应（hystere-

sis），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

Lawrence	Summers	等人近年来一直坚持

的。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发达

国家大量负债。为了减轻债务，这些国家的

政府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希望降低负债

比率。Summers和他的同事们（DeLong	&	

Summers	2012；	Fatas	&	Summers	2015)

认为，发达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是作茧自

缚。在欧洲和美国，财政紧缩的滞后效应

使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演变成潜在产出的下

降，造成长远影响。在低利率和高财政乘

数的条件下，财政紧缩从中长期看不但没

有能够降低债务，反而因为产出增长率低

而使债务扩大。其实，在同样的条件下，财

政扩张在中长期可以成为“免费的午餐”，	

融资成本完全被增长的经济和扩大的税

收所消化。Summers认为，目前公共部门

的投资太低，根本无法支持经济的健康	

增长。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发达国家的经济保持低迷、无法

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速度。欧洲、日本的

经济一直没有起色；美国的情况近来虽然

有所好转，但也不可能一枝独秀。发达国家

经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经济学家围绕这

个问题进行辩论，提到的原因不外是人口

增长缓慢、信息技术影响就业、收入不平

等、全球化的冲击等等。不过，近来有三种

观点比较新颖，引起大家的关注。	

恒零效应（Permazero）

第一种观点叫“恒零效应”（perma-

zero），是美联储圣路易分行总裁James	

Bullard	提出来的，指的是长期零利率政策

带来的影响。开始时，零利率政策是对付

2007-2009年经济衰退的短期货币政策。

可是，这个政策持续实行了将近7年，远远

超出一般商业周期的长度，造成了恒零效

应。以往的理解是，较长时期让名义利率

处于低水平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在零利

率刚开始的那几年，人们还时时保持对通

货膨胀的警惕。可是，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

去了，零利率政策还在实行，也没有看到通

货膨胀的影子。	就像撒谎的牧羊少年叫了

几次“狼来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相信狼真

的会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名义利率是

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即所谓费雪

方程式）。所以，名义利率中隐含了通货膨胀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导致名义利率上

升；反过来，名义利率不变就意味着通货膨

胀率变化不大。长期的零利率政策实际上创

造了低通货膨胀的预期，成为一个自实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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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呆滞（Stasis）

第三种观点是创新呆滞（stasis）。	

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 t	

Gordon认为，经济增长缓慢是受生

产力增长缓慢拖累，而生产力增长

缓慢是因为近年来创新活动处于呆

滞期。迄今为止，工业革命已经经历

了三个发展阶段。仔细观察，可以发

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创新

的呆滞期，而我们目前就处在这样一

个时期。现在办公室的电脑和周边设

备与10到15年前没有什么变化，零售

业的营业方式、大学的教育方式、民

航、酒店、租车、医疗等行业的服务

方式也没有太大改变。今天的所谓	

“新企业”和“新产品”大都是2005

年以前就存在的（亚马逊	1994；谷

歌1998；维基2001；i-tunes	2001；

黑莓手机	2003；脸书	2004），只有

iPhone	是2007年才出现的。新的发

明创造中间，小机器人的改进不是

革命性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目前主

要使用在市场行销上，玩的是零和

游戏，还没有发明革命性的创新应

用。	在可预见的新发明中间，只有

无人驾驶汽车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较大变化。Gordon认为，创新活

动从2005年开始就陷入呆滞期，而

这个时期可能延续几十年。

上述三种观点都只是从一个侧

面来说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软的

原因，但这些观点已经引起了重视。

例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就提出，她当选后会推出

扩张性财政政策，拨款2500亿美元

建造公路、桥梁、公共交通、机场等

基础设施，外加拨款250亿美元设

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另外，美联储

也已经在2015年底宣布加息，正式

告别零利率政策，使美国的利率走

进上升通道。这个政策改变势必要

调节通货膨胀预期，产生长远的效

果。至于创新活动，政府能做的就是

减少制度障碍，支持创新，等待下一

个爱迪生的出现、等待下一轮创新

高潮的到来。

	作者为国大李光耀政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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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口论
人口不要再增加了

最近，中国废除了推行了三十几年的

一胎政策，允许一个家庭能够生二

胎的新人口政策，其中一个明显的目的是让

人口增加，以协助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

许多问题，同时也能增加劳动力，为经济增

长提供人力资源。

本文的目的，是想提出一个新的人口

论：人口不要再增加了。新人口论的提出，其

立论和以往的人口论完全不同。让我们回顾

一下，旧的人口论是什么一回事。

众所周知，	最早的人口论是由英国经

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十八世纪时提出的。马

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的，而粮食的增加则呈代数基数增长。粮

食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会带来饥荒，

因此必须实行节育，限制人口的增加，才能

避免饥荒。如果没有节育，生产出来的粮

食不够所有人的食用，为了获得粮食，不免

会通过战争来掠夺物资，甚至通过瘟疫来

减少人口的数目。

站不住脚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自十八世纪以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虽

然对世界各国提出了警告，然而各国政府

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出现了婴儿潮，人口大增，造成今

天老龄化问题极为严重。

人口大增，除人民教育水平低落是一

大因素之外，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这个

重要资源以增加国民总生产也是另一个重

要因素。

中国今天成为人口第一大国也是这两大

因素造成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人口学家马

寅初提出应该实行节育政策，限制人口的增

加，结果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另一方面，毛

泽东又提出一个口号：人多好办事，结果人

口大增，除三年困难时期以外，人口每年都

作平均6%的自然增长率增长，一直到1970

年代，人口增长率才有所下降，特别是实行

一胎政策以后，人口增长率才下降至2％到

3%左右。以人口总数来看，中国人口从1949

年的五亿多人口，增加到今天的十四亿人口

的惊人数字，如果没有实行一胎政策，这个

数字肯定会更大。

旧人口论考虑的是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还考虑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今，除

了许多还是落后贫穷的国家外，世界许多国

家已经取得长足的经济增长，科技发达，物

╱	文		:  陈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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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活水平已经很高，这是大家可以

看到的事实。

马尔萨斯人口论早已站不住脚，

因为粮食的增加没有追不上人口的

增加，就以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泱泱

大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以来，今天已经是丰衣足食，不再

是贫穷虚弱的东亚病夫了。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 
要人民快乐

除了贫穷落后国家外，人类目前

的物质生活已经很富足，我们今天应

该仔细考虑，往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应

该是什么？重点在哪里？笔者认同快

乐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的观点，经济

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快乐。

目前人民还不快乐的国家，主要是处

于战乱的国家，必须立即结束战乱，

免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灵

涂炭。没有战乱而又贫穷的国家必须

得到各富足国家的援助，让他们的国

家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对于物质生活已经富足的国家，

笔者认为应该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

在两个方面。第一，避免地球环境

再受破坏；第二，提高人类的生活素

质。这就是我提出新人口论的关键

所在。	

首先是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历史

的车轮滚动至今，地球表面，地球里

面都受到极大的破坏。地球表面受

到破坏，最明显的是大面积的森林

快速消失，消失的原因不外两个，都

与经济增长有关。在地球表面上，第

一是砍伐森林获取木材资源，第二

是砍伐森林以腾出土地作为开发项

目之用，结果或是高楼耸立，或是种

植林遍布，完全破坏了生态平衡。在

地球表面下，也大事进行开采，不论

是开采石油或其他矿物，处处造成

对环境的极大破坏。

长年以来，这些在地面或地下进

行的大规模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极大

的污染，什么食物污染、水质污染、空

气污染等等，对人体伤害严重。另外

天灾人祸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越

来越严重，地震、海啸、台风、水灾、

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发生的次数

也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这些

天灾，有的其实是人祸，是人类长期

经济活动破坏环境导致的祸害。另

外，由于环境受到破坏污染，病毒锐

变，以致出现许多古怪难医的新病

症，例如非典、立白、呼吸综合病症、

禽流感等等，其严重性都是以前的病

症无可比拟的。

“没有生产，就没有破坏。”

有句口号说：没有杀害，就没有

买卖。我们也可以将这一口号改成：

没有生产，就没有破坏，就没有对环

境的破坏。生产是指物质生产，要生

产物质首先要有资源，譬如生产家具

建造房子，要用到木材，就必须砍伐

树木，森林就会消失，环境就会受到

破坏。我们开车要用到石油，发电也

要靠石油，原油的开采已经几十年，

每日开采量惊人，根据统计，2000年

的时候，全球原油每日（注意：这是每

日）总产量为7000万桶，到2015年，

每日总产量已接近8000万桶。再加

上其他矿产的大量开采，人类不知

道已经在地下造成多大的破坏。有一

个尚未获得证实的推论是，由于地下

受到破坏而失去平衡，导致今天地震

频频发生。由此可说，地震是天灾，

也是人祸。

由于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对环境

产生莫大的破坏，有生产就有破坏，

我们不应该再追求高度的经济增长，

经济活动应该降低到最低的水平，以

免再对环境造成更多的破坏。我们的

地球已经越来越不行了，我们居住的

地球村也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到

处充满危机，处处十面霾伏。科学家

霍金斯已经提出警告，也许我们应该

移民到另一个星球去。这不是耸人听

闻，如果我们不好好爱护这个地球，

有朝一日，地球受不了时，也就是我

们的末日的到来。

人口越多，人类的负担就越大；

人口越少，人类的负担就越少。人口

越少，每一个人分享物资就越多，每

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就越高，生活的素

质就越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增加

人口呢？

在一个生活富足的国家里，我们

再也不需要一个人口政策，不需要什

么奖励生育的政策，不需要限制只生

一胎，也不需要限制只生两个。我们

顺其自然，要多生几个孩子的可以多

生几个，不生孩子的家庭也不要强求

他们，这样人口自然会减少或不再增

加，因为教育水平高，生活富足的家

庭是不会要多生孩子的。这就是我

的新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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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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

经济放缓是全球很多国家决策者

都在苦恼的课题，新加坡也不例

外。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的前几年，新

加坡的经济一度享有谷底强力回升的良好

势头，不过到了过去两年，经济成长动力在

外围宏观环境欠佳和劳工成本上升的双重

冲击下明显大不如前，而今随着美国开始

加息，新加坡也难免像时下许多新兴经济

体一样面临经济放缓所衍生出的债务居高

不下问题。

新加坡的债务问题表面上来看，并没有

比本区域的其他国家严重。政府大致上采取

审慎的财政预算政策，过去好几个财政年都

享有预算盈余，即便是有赤字，在整体预算

中也微不足道，因此一直为国际金融机构所

肯定，这从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去

年底重申给予新加坡AAA主权信贷评级就

可见一斑。新元的币值在区域多个货币近

期跌跌不休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相对平稳，

也是市场对这个城市国家的雄厚财政实力

深具信心的一种反映。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就没有债务问

题，或是说政府决策者就能对债务问题掉以

轻心。惠誉在重申新加坡主权信贷评级的同

时，就指出有关评级受影响的潜在风险包

括信贷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新加坡私人界债

务攀升，而债务攀升若不受控制，可导致新

加坡在面对宏观经济波动时的金融动荡。

家庭与企业债务令人关注

新加坡的债务问题主要出现在家庭和

企业这大领域，很大程度上是08年全球金

融海啸后，美国联邦储备局在一段时间内

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产物。在美联

储局近乎零息政策所提供的大量流通性充

斥全球市场的背景下，包括新加坡在内的

各地贷款成本在这期间都跌至超低水平，

以至于不少新加坡家庭和企业经受不住低

息贷款的诱惑，前者纷纷增加举债来扩大

消费和提升住居，后者则通过贷款提高杠

杆拓展业务。

无可否认，举债推展消费和扩展业务在

经济起飞阶段的确能促成市况兴旺的表象，

而低息环境也确保举债风险保持在可控水

平。可是，这样有利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

下去，一旦经济基本面和低息环境有所转

变，任何过度举债的行动都可能给国家经济

带来棘手问题，而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就

恰恰浮现出经济和利率已经不再有利于举

债者的局面，未来如何发展，颇令人关注。

经济方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多家分

析师如今都一致认为新加坡经济增长会继

续维持在低水平范围。评级机构惠誉就把

新加坡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从原本预

测的平均3.2%下调到2.1%。华侨银行也预

测，在美国加息和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下，

新加坡经济2016年料将同2015年一样，

增长保持在2%和3%的较低水平范围内。

至于新加坡市场贷款利率，则向来与美

国利率紧密相连。随着美联储2015年底首

次加息，一般认为美国正进入利率上扬周

期，而新加坡超低利率早在美国加息半年

前就已从谷底回升，预料接下来还会跟随美

息攀升。以许多房贷利率依据的三个月新元

银行同业拆息率（SIBOR）来说，华侨银行

预测到了今年底可能从现水平上升一倍到

╱	文		:  陈士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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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毕竟美联储在2016年很可

能会再加息至少1到1.25个百分点。

利率上升加剧债务风险

经济放缓与利率上升难免令新加

坡家庭与企业债务风险变得更为令人

关注。汇丰银行就估计，假如三个月

新元银行同业拆息率上升两个百分

点，就可导致多数家庭的房贷付款增

加30%和40%之间。新加坡金管局也

留意到债务风险，在2015年11月底的

金融稳定性检讨报告中就特别提醒

家庭、企业和银行必须注意接下来经

济放缓、利率上升和汇率波动所带来

的金融风险，当中提到约5%到10%的

家庭恐有负债过高问题，其需偿债金

额占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政府所限

定的60%。更令人担忧的是，没有偿

还两个月或以上无担保债款的新加坡

人数从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就增

长了18.1%，达到近9万5000人，因而

呼吁新加坡人应该量入为出，并在能

力范围内尽早偿还房贷降低债务。

金管局的忧虑除了涉及家庭与个

人贷款过度的数据，也是基于企业

举债高企的考量。如果说家庭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75%，还不算

太严重的话，那么本地企业债务是

国内生产总值的174%，就不能不引

起警惕了。

要化解债务问题所带来的风险，

新加坡当局理论上可从几方面着手，

但要实际运作起来就恐怕没想像中

那么容易。决策者可考虑的一个方案

是降息来减轻负债者的负担，避免破

产浪潮。可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经

济体，其利率走势备受美国利率等外

围因素影响，不是金管局所能完全掌

控。金管局所掌控的新元币值政策，

则主要在针对贸易进出口和通胀水平

方面较有影响，对于应对国内债务问

题的作用却显得有限。

那么就只有直接管控新加坡人

和企业的贷款水平这一策略了。政

府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一些措

施，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规定贷款

申请者将所有债务计算在内后，每月

摊还额不可超过60％收入的总偿债

比率（TDSR）限制。可是对于企业

债务高企问题，当局似乎就没有出台

什么对策，而是倾向于诉诸市场力

量来调节。

正如巴菲特曾说过一句名言，	

“惟有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

泳。”债务问题的受害者在随着经济

放慢和利率攀升而料将陆续浮现。债

务高企在新局面中反而是刺激消费和

拓展业务的绊脚石。新加坡当局有必

要继续密切留意私人界的债务趋向，

以确保债务问题不至于失控并拖累

经济的未来发展。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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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迎竹

中国作家许知远：

很多读者读了许知远的文章和书，听

了他的演讲，不免要以为这位中国

知识界备受瞩目的重量级公知，一定是念文

史哲出身的。他文章里流露的历史感如此深

邃，强烈的家国公义关怀、拷问是非黑白的

直接，往往令一些人想要回避，以至于他在

一年前被列入中国禁书作者的行列。

他真正的教育背景是北京大学电脑系

微电子专业，2000年毕业的时候，本来是经

济起飞最吃香的行业之一，他却很快决定投

入“读书人”的行列，走上一条文化古国历史

悠久却从来就崎岖的道路。

许知远对本刊说起自己的决定：“我读

完了电脑系，发现自己实在不愿意在实验室

里设计芯片，那种固定的生活让我厌倦。”

他认为这种决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小学时

候，读过一本大家都很熟悉的普及读物《上

下五千年》，从那里开启了自己最初对历史的

兴趣。他这么说：“历史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

逃避，可以躲入一个更惊心动魄、兴致盎然

的时代，与另一群人作伴。”

全职经营北京单向街书店

专职写作以来，短短十几年，他为中国

的公共议题留下大量批评的痕迹，出版了许

多作品，也负责过多个刊物，现在全职投入

北京著名的文化地标单向街书店的经营。

单向街十年前成立，是许知远和一班知

识青年合资开创的文化沙龙，多年来主办了

数百场免费的开放式文化活动，参加总人次

累计十几万，是北京广受好评也深具影响力

的文化活水。

在很容易因言贾祸的国度，许知远坦

承对写作“一直有各种忧虑与恐惧”，“要

学会不停地与自我审查做斗争。我的父亲

常对此感到不安。但是我对前途倒没有太

多的担心。”

自己的坚持，来自他内心对写作动机的

清楚认识。他认为写作是一个自我梳理的

过程，帮助个人了解自身，以及自身与时代

的关系。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越来越

受到海内外重视，他说：“我觉得我首先是

一个作家，有对世界进行描述与表达的渴

望。这就是我的事业。至于它导致怎样的

社会影响，是其次才考虑的。”

历史几乎是许知远各种写作里的核心。

他怎么看待今天中国崛起这个现象？

“在所有的国家里，还未看到一个国

家像中国这样经历过剧烈的衰退，然后再

但随着新技术的普及，社会对于 
技术的最初兴奋的减低，历史意识会
重新回来。毕竟，历史是一个人、一
个社会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之一。

学习不停与自我审查做
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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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崛起。这是个令人惊叹与着迷的

历史过程。当然，你也会看到令人不

安的现象，此刻的中国的崛起除去与

昔日的英国、美国相似，也与德国、日

本有类似之处，后者的封闭的政治体

制会引发某种动荡。”

个人解放、自由是理解世界 
最重要的视角

而身为以历史写作为根基的作

家，他对当前中国的写作环境并不

满意。

“最主要仍是缺乏自由表达与探

讨的空间。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仍然

支配着主要的历史叙述。个人的、社

会团体的，这套更自由主义的历史写

作还没有完全展开。”

虽然经常受到海外邀请演讲，但

许知远待人接物始终一贯的谦逊。厚

框眼镜背后总是带着客气的笑容。不

弄扁舟却披着散发的他对事物始终

保持开放的心灵，他认为：“人是社会

性的动物，出生、成长、教育，都被时

代情绪所影响，因此思维方式也带有

某种特定的角度。比如我出生于1976

年，那是文革结束、中国重新开放、自

由化的过程，对我来说，个人解放、自

由是理解世界最重要的视角。但任何

视角也带有某种盲区，会使你忽略另

一种方式。”

网络时代会不会冲淡历史在年轻

一代人心目中的严肃性，使得追究历

史成为更孤独无助的工作？

许知远对这点保持一定的信心，

他说：“在技术革命的初期，常常如

此，人们的思维方式趋向于碎片化、

去历史化。但随着新技术的普及，社

会对于技术的最初兴奋的减低，历

史意识会重新回来。毕竟，历史是一

个人、一个社会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之一。”

许知远在2015年10月底和香港

著名作家陶杰应新加坡作家节与无

界限讲堂之邀来演讲。他以《另一个

新加坡故事》为本期怡和世纪撰稿，

今后也将继续为怡和世纪写稿，为本

刊读者提供独到的历史和文化视角。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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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许知远 另一个新加坡故事

           一

他真英俊。

在第一张照片上，他和一群代表坐在新

加坡立法院议事厅，他坐在照片最右边，脸

上带着显著的孩子气，仿佛刚从学生会走

出来。他才23岁，是这个包括首席部长马绍

尔在内的宪制代表团最年轻的一员。这是

1956年4月，这个代表团将前往伦敦就制宪

问题与殖民部官员谈判，为新加坡争取更大

的自主性。他身旁的李光耀是一位声誉卓

著的律师。

在第二张摄于1958年的照片，他走在樟

宜监狱的水泥墙旁，穿白衣白裤与凉鞋，正

在行走。左手插入裤兜，右手正向上挥舞。

他偏分的发型一丝不苟，方正的面孔带着

笑。他的神情与姿态，颇有一丝张国荣式的

潇洒、不羁。若不是身旁那位黑肤色的狱警，

你会觉得他不是前往牢狱，而是去参加一场

记者招待会。

在另一张摄于1961年的照片上，他站在

立式的麦克风前，右手向上挥舞，他的脸颊

丰满了一些，仍带着笑，他是在快乐世界向

上万名支持者宣布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

而在第四张照片里，他着松垮的狱服，

置身于几个狱友之中，对着镜头，他依旧向

上挥舞着右臂。这是1965年的新加坡，这个

国家的独立之年。作为独立运动最有力的

倡导者，他身陷囹圄，关押他的正是他昔日

的盟友李光耀。

在这本《我的黑白青春》中，我看到这

些照片，几乎一下子就被林清祥的气质所吸

引。他像极了20世纪中叶那些理想主义者

的面貌——单纯、无私、乐观、愿意为信念

献身。我几乎可以想象他在人群中的超凡

魅力，当他大声用福建话反对殖民者的口

号时，他一定会引起剧烈的欢呼，而少女们

则怦然心动，在那个年代，政治人物仍可以

充当摇滚明星。

这本书的作者林清如是林清祥弟弟，多

少也缘于后者的关系，他也在监狱中度过	

9年时光，20岁到29岁，几乎是青春最灿烂

之时。这本书的一部分是林清如对自己成

长的描述，作为一个出生于1937年的马来

亚的福建移民之子，林清如折射了20世纪

东南亚的变迁。他的祖父母在辛亥革命前

夕从泉州南下，是15世纪起就开始的断断

续续的“下南洋”浪潮中的一员。他则从出

生起卷入了层出的历史事件中，日本人入

侵、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作为东南亚的

华人，你必然性的陷入身份的纠缠之中。

不管你反抗的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你

的精神源泉必然来自北方的中国。但是当

你要面对要独立的马来亚或是新加坡时，

你又如何处理自己的华人身份。况且1949

年之后的中国，又是被卷入红色意识形态

之国，是冷战阵营的另一方。

在林清如的回忆录中，你可以看到这一

代华人青年的精神结构，他们是阅读鲁迅、

听《国际歌》的一代，对平等的渴望塑造出

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也是群众运动的一

代，现代意识形态与传播工具，令学生与工

人们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因为哥哥林清

祥的缘故，林清如卷入其中，并随机在其中

发现了自己的热情与意义。但随即，他就发

现被背叛之痛。

林清如的回忆有跨越的空间的亲切感，

他的监狱生活，让人想起台湾的绿岛小夜

曲，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则是某个时代全

世界的左倾青年们的共有特性。他也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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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赞叹的服刑者，在狱中自修，取

得学位。并在出狱后，开始了成功的

职业生涯。

但是，他的哥哥林清祥则没那

么幸运。在这本回忆录的第二部分，

他集中回忆了林清祥，并刊登了后者

的遗稿。

在1969年被释放、驱逐到英国

后，林清祥不仅失去了政治舞台，甚

至连人本身都被损坏了。在英国，他

想重回学术界，却困难重重，打击接

二连三，包括父亲的去世。在一张旧

照片上，他站在伦敦街头，他站在水

果摊前，卖水果。几乎很难想像，他

曾是东南亚最引人瞩目的青年政治领

袖。当他在1996年去世时，他的痕迹

几乎从新加坡历史中抹去。李光耀的

新加坡故事占据了世界舆论的头条与

新加坡的学生课本中，他正是柏拉图

笔下的“哲人王”。他不仅将一个毫

无希望的热带小国带入经济最发达

国家之列，而他的洞见也远超这狭

小的720平方公里、延续的岁月则更

是绵长，从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到中

国的总书记，都乐于倾听他对地缘

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建议。

至于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杂音。

二

我从未喜欢过新加坡。在十年前

的一次短暂行程里，那些高楼给我

一种压迫感，一切过分整洁与富有秩

序，无处不在的炎热与潮湿与无处不

在的空调，似乎让人的感受陷入感受

力的停滞。只是在牛车水的街边排档

喝虎牌啤酒时，我感到一丝畅快。我

的感受也深受荷兰作家Ian	Buruma

的影响，这位荷兰作家称新加坡像是

一个主题公园，异议的声音被严密、

有效的清除，人们在繁荣与富足中过

着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简

化成技术性的问题，生活的多样性与

个人自主性被极大地压抑。

但十年前，这些感受都是书面上

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同样来

自一个一个威权系统，我对于被压

制的个人自由分外敏感，也对于用个

人自由来交换物质舒适的交易很熟

悉，也更为愤慨。

而这一次到来，我则更真实的感

受到不同声音的存在，另一个被压

抑的新加坡声音的存在。我遇到了

孜孜不倦的“异议声音”，他看起来

像是个温和的教授，所提的主张，也

不过是普遍的原则，却遭遇着长期

的压制；当年的南洋大学的学生们，

讲述华语在这个新加坡模式中的被

深深压抑；还有再普通不过的青年

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像被罩在一张沉

闷的安全之网上……在书店里，我发

现了一本绝妙的小书——《新加坡：

被空调化的国家》。一位昔日的《海

峡时报》的编辑Cherian	Geroge用

一种局内人才有的触感描述了新加坡

政府那种全方位的、常常是技艺高超

的控制能力，从自然到人的内心，它

试图提供一整套方案。

它也包括与林清如先生的会面。

在武吉巴梭路的怡和轩中，我和他们

喝白粥、吃小菜，据说这福建味道，

也是当年陈嘉庚的日常用餐。在会馆

的一楼则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也真

是历史的嘲讽之处。在新加坡的历

史中，林清祥被指控是一个共产党，

在那个严酷的冷战年代，这足以置

于死地。而如今的档案则证明，林清

祥或许有左倾倾向，却未与马来亚

的共产党组织产生联系。而在会馆

的一楼，则是陈嘉庚的展览。这位当

年的南洋的侨领在1950年代初投奔

新中国之后，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声

了。他也无法再返回新加坡，这也是

东南亚华人夹在历史潮流中尴尬的

另一个例证。

在乌节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我看

着人潮之涌动，耳边是此起彼伏的

Singlish，到处是建国五十周年的横

幅。我在想如果林清祥没有出局，新

加坡会变成何种模样？

很有可能，林清祥被浪漫化了。

因为同情历史的失败者，我们有意夸

大了他的能力与魅力。新加坡也可能

变成另一个金边、胡志明吗？

但这种或许的“夸张”也是对之

前单向度历史的纠正。新加坡模式

的裂缝正在出现。重塑记忆是一股

巨大的力量。

新加坡正陷入一场“历史的战	

争”、“记忆的战争”之中。尽管李光

耀仍无处不在，但另一个叙述开始

兴起。这多元的记忆与叙述，才可能

创建一个更值得生活的社会。

作者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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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懂的话

年轻时，在某大机构工作，一位心思

细致、近乎吹毛求疵的分局主管给

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其本人非常在意在其管

辖的范畴里，分掌各区的负责人对外所发出

的信函，特指定某位文员务必将所有有关的

信函多留存一份复本，收集在一起并且按时

送到其办公室，然后亲自认真及仔细地过目

及眉批，再将眉批过的“问题信函”集中起

来，让所有的负责人互相传阅及学习。

主管除了指出信中的遣词用字、文法造

句的错误之处，还有针对在信函中冒出机构

内部自家人才看得懂的专业术语、简称、缩

╱	文		:  刘安安

写的盲点，以及涉及模棱两可的官腔、套话、

空话等敷衍、搪塞的陋习，毫不客气地逐个

作出严厉的批评与指正，甚至是反问:“你能

肯定对方收到你的公函后，能够读得懂你所

写的内容吗？”虽说其言辞犀利、针针见血，

叫人找不到台阶下，甚至是自尊受损，可以说

比起时下新媒体之娱乐选秀节目中的“毒舌

评审”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个人却从中

受益匪浅，明白了书信沟通中的一个要点，

须得先来个换位思考，尽量考虑使用对方

能够直接了解的字句词汇，否则的话，看公

函得好像猜谜般须要去揣测猜想，一知半

现在的许多白话文

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

倘要明白，

我以为

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

从活人的嘴上，

采取有生命的词汇，

搬到纸上来；

也就是学学孩子，

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

选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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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甚至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等

于是失去了书信沟通的作用及意义。

说到沟通，记得一位教导管理课

程的讲师说过，沟通学在管理课程

里不太受到重视，其实它的重要性非

同小可，每个人在职场上、在生活中，

若能领悟沟通学的精髓和真谛，一生

将受益匪浅。

这位讲师在沟通学的第一堂课，

一开始就给大家来个震撼教育。讲

师在还没有正式上课前，站在课堂

里像似在阅读手中的许多旅游传单，

同学们私底下还在七嘴八舌地窃窃

私语。师生之间一来一往的趣味性

对话发生了。

一位同学先开口：“老师，计划去

哪儿旅游啊？”

讲师：“说得好听是去旅游，说

得难听是去看坟墓，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墓、中山陵、埃及法王墓地……”

讲师尚未絮叨完毕，另一位同学

提高分贝、毫不客气地插话：“那是

历史，不是坟墓。”

“不是坟墓？那我和你没法再

沟通下去。”师生之间的互动戛然

而止。

这时，讲师才正经八百地讲课，

经投影器将沟通学开宗明义的定义

重点投射在白板上。紧接着，铿锵有

力地跟大家说个明白，与人沟通的第

一步，先别一口否定对方的说话，否

则沟通之大门便随即紧紧地关上。

沟通学中又涉及一个名词叫“肢

体语言”（Body	Language），简言

之，阅人多、见识广之人通过对人的

观察入微，对人之心理活动自然反

射在个人的行为举止上，就可让人读

出许多的信息来。

一位老友K，年轻时除了正业，还

兼一份副业，与老友记合伙主办现代

画展卖会。其本人的性格内敛沉着，

友人的性格则较直较冲，形成强烈的

对比。在一次的闲聊中，K给我上了一

堂活生生的“肢体语言课”。

某个画展举行期间，一对中年男

女找着K就直嚷着要退掉已订购的

好几副画作，K心平气和地沉着以对，

邀请顾客先坐下来慢慢说。没想到，

顾客退了几副画，又订购另几副画，

交易的总额远超出之前的数额。顾

客过后还亲口对K说，夫妇两人一直

在观言察色注意他的“肢体语言”，	

最后十分满意他做生意的泱泱大度，

欢欢喜喜地与他完成五位数的交易。

相反的例子，其合伙人耐不住性子的

性格及反射在身上的“肢体语言”，

往往将一拨拨前来凑热闹的潜在顾

客给打发掉。

现今社会，出现了许多专业知识

100分的高智商的专业人士，却不会

说“人话”，只会说“恐龙语言”，成

了“恐龙人物”。所谓“恐龙人物”，

衍生自台湾的“恐龙法官”。台湾社会

几起性侵幼儿的案件，法官指检方无

法证明遭性侵的幼童不同意有关的行

为，而轻判被告，引起社会哗然，媒体

称审案的法官为“恐龙法官”。

“恐龙人物”在世界各地，恐有

愈来愈多的趋势，举实例来说明：在

中国大陆，向殉职的公务员的父母说

恭喜的长官有之；在悼文中祝福在天

灾中罹难之人“做鬼也幸福”的主事

人有之。再来，在本地大学毕业典礼

中学生代表爆粗口耍“酷”的事件中，

个人对“一鸣惊人”的后生，只有八

个字送给她，即“年少轻狂，祝她好	

运”。对于亲自为文上报，力挺学生	

“瑕不掩瑜”，像捡到宝而沾沾自喜

的教授先生们，却敲破自家的脑袋

仍搞不懂何喜之有？喜从何来？只能

姑且将他们归类为“恐龙人物”。层

出不穷的“恐龙人物”，说出你我听

不懂的话，不足为奇。

最后，在这里引用台湾流行音乐

创作才子黄舒骏的歌曲《听不懂的

话》，里头的一小段歌词适合作为本

文的结束语：“我曾经这么想，我常

常这么想，是否我语言能力太差，为

何到处是我熟悉的文字，到处有我听

不懂的话……”。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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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未来的时间囊中，埋首于对明日的美景

满怀憧憬中。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冷战已经

解冻四份之一个世纪的寒暑，自由世界与共

产国家的意识形态恶斗也渐渐为大多数世

人所唾弃和淡忘。然而，人类还没有从漫长

的历史阴影里完全走出，却又被世界恐怖主

义的血腥杀戮带入下一个梦魇。

岛国民众一面要面对各种来自岛外国际

间惊爆的突发事件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侵

扰，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本国弹丸疆域内被

揭露出来的各类人间戏剧冲击岛国民众大

小神经的刺激。东方既白，《国际歌》声渐

飘远；今世当下，人类且行且珍惜。

在虚拟人群与实体社区互相交错的现代

都市生态与社交媒体时代，人群因思想身份

背景经历价值观念等等的不同而日益分化。

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涨缩，加之贪婪人心的

蠢蠢欲动，过去被人视为公正公平竞争向上

的某些国际机构和企业，爆发或被揭露出一

桩桩贪污腐败、造假欺骗的行径和伎俩。残

酷的事实常常把喜欢说梦的痴人，从各种不

切合实际的臆想中拉回到现实中来。这些事

例在在说明过去的辉煌并非是对未来一路

无虞的担保，天下没有永远不会抛锚的自

动操作系统。

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经过金禧年

狂喜大悲、极度纵情而理智如一的新加坡

共和国，今后发展的路将不会是笔直平坦的

阳光大道。喜欢节庆焰火欢乐气氛、仰首瞩

目屈指数年后本岛开埠双百周年庆典的国

人，应该不可有任何精神上的松懈和麻痹。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俗话说：再好的戏，也有落幕的一刻。

甲午年后，人物粉墨登场、剧情精

彩纷呈、语言刺激有味的新加坡2015年，

终于过去了。

如果说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的话，那

么，岁月就是一位杰出的导演。不是嘛？它

把所有人间悲、喜、正、谐各种戏剧的情感

元素，用21世纪现代的表现手法，将一个

当代城邦都市国家的故事情节，全面铺陈

到2015年的365天的时间跨度里，调动500

多万全国人口为大小演员，在赤道边缘岛

国这个700多平方公里的舞台空间，尽情挥

洒，全情出动，在这个天作的时空舞台上，

时而轻歌曼舞、时而锣鼓喧天，时而天门洞

开、时而人欢马叫，时而情绪激昂、时而痛

哭流涕......

不知从几何起，在所谓的东亚儒家文化

圈内的传统汉字使用国家和地区，开始盛

行一个用一方汉字概括叙述过去一年该地

方周遭经过的时髦做法。本地在几年前也

慢步紧走跟进了这个新式传统游戏，华文报

纸每到年尾12月，便会举办一个让读者从事

先选定的十个汉字中，评选出一个字的“字

述一年”活动。

然而，回顾2015年，新加坡人民在此期

间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整个社会实况的起

承转合，各种社会事件的急张骤驰，又何

曾是任何一个中文汉字所能概括而表达的	

呢？我想，任何语言文字也无法代表这过去

的一年里，人民对新加坡这块土地以及它所

承载的这一当代命运共同体“新加坡共和

国”所倾注的全部思想感情。

人，活在当下。身处当下的岛国民众既

不能把自我封闭到过去的岁月里，任凭自己

一味淹没在对往日的美好回忆里，也不能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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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通史》通狮城
   与总舵手柯木林一席谈

╱	访员		:  王如明  谢声远

   	文字		:  雨   石

斩钉截铁，显示了他的高度自信。“我关

注的是史料、史实不得有误。至于作者如何

诠释，如何评价，那是史观问题，见仁见智，

不要来问我。”

确有治史者的包容胸怀。我们的谈话，

尽可能避开	《通史》的具体内容，而更多

地涉及他的心路历程。其实早在23年前，

他就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职业在身，机

遇和人事关系都不具备，只好潜心研修，积

蓄待时。

关于编写此书的缘起，柯木林在《导论》

中已有交代：宗乡总会“鉴于目前世面上还没

有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乃认为有必

要完成这项历史性工程……第14届理事会暨

执委会在第七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编写一部

完整的	《新加坡华人通史》的决议，以填补

这个真空”。柯木林身为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

主任，多年来对新加坡华人历史一往情深，

理所当然地负起统筹和主编的重任。

三年磨一剑

三年磨一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他指出：“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这

本书的框架先建立起来。人家行处我不行，

不拿现成的，执意独创一格，千头万绪，如

何构就只此一家的通史体例呢？从司马迁的

《史记》，从读过的所有史籍中获取灵感，寻

找借镜，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框架不能是

空洞的，必须有名目，我挖空心思，要给本书

安排不一般的题目。早想，晚想，走在路上也

在想。有一次过马路，想着想着，差一点被疾

2 015年12月22日，我们相约于怡和轩

舒适的阁楼，长长的会议桌，两旁并

列着红色的靠背椅子，格外亮眼。工作人员递

上茶水，宾主互相让座后，客人拗不过我们，

还是在桌首坐下，主人面对面，隔桌而坐。桌

面上摆放《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出版者是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编何许人也？就

是坐在桌首，身着红色暗纹衬衫和浅色西裤，

鼻梁上夹着一副眼镜的柯木林先生。柯木林

何许人也？南洋大学（不同于现在报章上惯用

的南大）第十二届历史系荣誉学位毕业生，当

过16年公务员，在中国当过15年房地产项目管

理总经理，2010年出任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

主任，2011年退出职场，全身心投入学术工

作，特别是有关本地历史的研究，时年62。

话题转入面前这本厚达826页，应该接近

3公斤的厚书。“不，是3.5公斤，”他说。“还有

一种珍藏本，重量达4.5公斤。”

绕不过的大部头

好家伙！仿佛察觉我们的惊讶表情，他接

着说：“文章千古事，钜著须是厚、大、重，	

《康熙字典》、《永乐大典》等传世之作，都

有这个特点。《新加坡华人通史》堪称民间

治史，从芻议、构思、组稿、撰文、编纂、成

书，直至被总理李显龙所肯定，花了整整3年

半的时间。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有不同

看法，也是自然不过的，但肯定今后钻研新加

坡历史，绕不过此书，能不厚、不大、不重吗？

所以，出上下册的建议最后还是通不过，不仅

不便于收藏，查阅起来也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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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而来的汽车撞到，若非命大，这本书

已跟我无缘了。”

柯木林可真别出心裁。《通史》

的古代新加坡被冠以新颖的总目：	

《海疆殊域》，晚清官员访问新加坡

的题目是《八方风雨会星洲》，峇峇

文化配以《海门奇葩》，新加坡儒学运

动归入《浮海居然道可行》，新华古典

文坛的题目是《与君话冷炎州月》，	

新加坡表演艺术优雅成《唱尽人间喜

与忧》，第十一章侨汇、侨批、民信局

的总目为《家书扺万金》，第十三章抗

日救亡运动总目更加夺人眼球：《四	

海同心	义薄云天》，像是文学家讲

历史，语带珠玑，别开生面。他说：	

“	不但名目自成一格，因为文卷浩繁，

我一方面要做到章节的连贯性，还要

统辖全书，以确保文字的统一性。为

此，每篇稿我必读三遍，全书80余万

字，也就是说要读两百多万字。有一

次到美国办事，与严孟达同住一个房

间，漏夜审阅了九篇长稿，好让严兄先

带回去排版。严兄抱怨说，下次出门不

跟我同房。”

最开心的事

那么，“什么又是你最开心的

事？”

“书终于出版了，而且及时交到

李总理的手，真的如释重负，心花怒

放。”

柯木林之所以能按期完成这项文

化工程，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他对

新加坡华人历史的执着，使他结识了

许多学者、教授、不同领域的专家，

所以能够调集人力资源，分配任务。

加上他的职业性质，能以项目管理的

方式运筹帷幄。他说：“我的团队年

龄不一，老中青都有，其中有的是跨

领域的。他们有各自的工作，接受撰稿

任务后，双方会订立合同，列明责任、

要求、限期、稿酬等条款，以利管理。

我甚至在合同签订后，破例先发放稿

酬。违约的作者极少，个别未能完成

的，也会开支票如数退款。各项工作大

体上都能按原订时间表完成，但由于

最后限期绝对不能延误，书本又远在

中国印刷，所以越往后越发紧张。”

《新加坡华人	通史》总共收录了

41篇专论，撰稿人清一色是专家、学

者、教授。那么，它是如何做到像柯

木林所说的“学术与通俗取得平衡

呢？对此，他的解释是：内容是学术

的，但呈现方式是通俗。柯木林特别

推崇他撰写的《导论》：“该文以浅

显的文字，把新加坡华人历史尽收囊

中，一般读者读了《导论》，大致可知

新加坡华人历史的来龙去脉。还有我

们从1819年莱佛士开埠，逐页注明

每一年的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供读

者参考。此外还在书末附录《新加坡

历史大事记》、《新华先贤五十名》、	

《重要古迹与文物》，增强本书喜闻

乐见的一面。

柯木林承认，对本书的内容、格

调、写作方式、出版方式，编委也有

持不同意见的，但最后都能以大局为

重，协商一致，群策群力，完成任务。

他透露：“《通史》从启动、组稿、编

辑到成书，总共花费约20万元左右，

这主要仰赖撰稿人的历史使命感和

任劳任怨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在41

篇专论中，一半以上出自早年南洋大

学毕业生，说明南大生乐于奉献社会

的精神。”

尾声

柯木林透露，《通史》第一版已售

罄，主要对象是宗乡组织，社团、图书

馆、学校和国外机构，目前正醖酿出版

海外版。

结束访问之前，我们随口问起他

的下一步计划，想不到又有一个重要

新闻：宗乡总会计划出《通史》英文

版。他说：“不是翻译版。是由英文

业界组成全新的团队负责编撰，预计

2019年完成。”

我们知道，柯木林是静不下来的，

他喜欢新的挑战，到时他在《通史》

英文版将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呢？让我

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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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记
治史的格局与乡愿

从林连玉研究说起

南方大学学院终身教授郑良树荣获2015

年的林连玉精神奖。为了让南方学生了解林

连玉，这学期我在马来西亚华人史这门课特

别出了一道作业题：以至少阅读八笔资料，

写一篇关于林连玉研究的综述。

批阅学生的作业，心悸。有位学生这样

写着：

从《回忆片片录》、《风雨十八年》到 

《族魂林连玉》、《林梁公案》、《林连玉逝

世周年纪念特辑》、《林连玉精神奖特辑》

等回忆纪念文，加上郑良树《林连玉评传》， 

详述林连玉一生。这么多史料的灌溉下，想

必华教人士对林连玉并不陌生。然而，今天

受华教恩惠的学子，能够说出林连玉为何许

人的，到底有多少？

国中生尚不理解也就算了，甚至于那些在

独中堡垒下快乐成长的孩子也多无概念。林连

玉，不是号称华教“族魂”吗？可这“族魂”今

天怎么貌似成了“空魂”？再多的奋斗史也只

是一个史料堆积的过程。关于林连玉研究，

我们缺乏的，从来就不是史料......

近来，一些学者也努力为林连玉研究论

述，甚至以马来文撰写论文，这种跨族群的

学术对话，有其正面的积极意义。

华教前辈和学者为了保存下这个集体记

忆，的确做了多番努力，但这些文字与当下孩

子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怎样跟孩子构

搭桥梁，才是今天我们最该正视的问题。最

先应该认识林连玉的，从来就不是别人，而

是今天在华教接受教育的每一份子。

以上文字，实实地刺中心房。

是的，马来西亚中文论述里的马来西

亚华人史，常常不自觉陷于“奋斗史”、	

“悲壮史”、“贡献史”，甚或“斗争史”等

概念性的论述。纵是研究热情有余，学术提

炼却不足，亦难与时下年轻人共鸣对话。

客家土楼？福建土楼！

然而，若要引起共鸣，也不能只是一

种附和乡愿的民粹书写。2014年大将事业

社出版了繁体字版，由陈潄石编著的《情

牵土楼：土楼，避难栖所衍民居》。书中论

述，很有意思。这是一本不屈从乡愿的书。

编著者以详实的田野调查，有力响应了客

家社群对客家土楼之“想象的集体记忆”

的建构立论。

根据陈潄石等人的田野实际调查，他们

发现闽粤一带的土楼，其实并不全然是分布

在客家人聚集的地区。没错，闽西永定有客

家土楼，而漳州南靖、平和也有客家人居住

的土楼，但更为重大的发现却是，其实福

建漳州广大地区的闽南人和紧邻漳州诏安

县的广东潮州饶平和潮安等乡镇的潮汕人

也住土楼。

而且根据其田野调查统计，河洛人（闽

南人和潮汕人）居住的圆方形土楼总数，

其实比客家土楼还要多。况且在所谓的客

家祖源地，亦即福建宁化县到长汀县和广

阔客家人聚居的客家腹地，即从广东梅县、

平远县到福建武平县、上杭县等地，却没有

圆形方形巨型土楼，反而只有在客家边缘地

区，如福建龙岩永定县东南乡镇及广东梅

州大埔县南部乡镇才有圆楼方楼。

再从土楼之创建年代考实，建筑年代愈

早的，不在现今的客家聚落，而主要是在福

╱	文		:  安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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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漳州沿海地区。况且，现存最早的

土楼也是坐落在福建漳州，是明朝

万历年间所建。反倒是客家地区的土

楼，相较来说，建得比较晚。

历史本当实事求是。像这样的田

野考实，说明了什么？事实上，2008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是以“福建土楼”

名称，而不是以“客家土楼”之名，

方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

历史书写不能人云亦云

相较于陈漱石颠覆乡愿的突出	

“异见”，由策略信息研究中心于

2015年出版，陈耀泉和卡玛鲁汀．嘉

合著的《瓜拉登嘉楼唐人坡社会发

展史》，则是一本全书仅103页，薄

薄很容易阅读，而论述平实的小书。

陈耀泉和卡玛鲁汀．嘉这两位作

者都是槟城理科大学政策与国际研

究中心研究员。这项对瓜拉登嘉楼唐

人坡的研究，原本是研究瓜拉登嘉楼

华团如何在一个马来州属保留和传承

中华文化，而深化延伸研究的一项学

术计划课题。

《瓜拉登嘉楼唐人坡社会发展

史》没有标新立异的创见。书中主要

是讲述瓜拉登嘉楼唐人坡的肇始拓

荒商贸活动、重要领袖、传统组织及

其没落与复兴。但两位作者在解读

资料上很用心。在论述古代登嘉楼

的商贸地位时，作者参引了前辈学者

的论说，勾勒出一辐比较清晰的古

代中国海洋史的脉络。事实上，中国

海洋史的高峰期并不肇始于明代的郑

和下西洋，而是在更早的宋元时期。

登嘉楼的登场，亦是在郑和下西洋	

之前，早已记录在中国人的海洋知识

文献里头，有力印证登嘉楼实比马

六甲还早，就已是东西海贸航线上

的据点。

但对一些前辈学者的立说，作者

也不全盘照收。例如早年之南洋学

会许云樵，他主张登嘉楼之“龙运”

就是汉代史籍所载之都元，以及一些

学者主张中国古籍所载之屈都昆、佛

罗安等为今之登嘉楼的说法，《瓜拉

登嘉楼唐人坡社会发展史》作者均

就事论事，对此些论说都持保留态

度。甚至是对于登嘉楼之三保公庙的

神源探讨，两位作者也实事求是的认

为这座庙“其实跟传说比较有渊源，

其中无甚历史事实”。

历史研究不能屈从于族群心灵

慰藉的乡愿论述。华人历史书写的终

极目的，也不应只是写一部华人贡献

史而已。惟作者亦感叹于中国史籍虽

然很早就记载了登嘉楼的商贸活动，

但却没有记述瓜拉登嘉楼唐人坡华

人聚落存在的事实。登嘉楼华人聚

落的史事构筑，反倒大部份是依靠

18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等欧洲船

员的记述，清楚记载了当时瓜拉登嘉

楼唐人坡华人聚落已具有相当规模，

街道整洁干净，从事商贸的华人人口

众多的史实。

此外，《瓜拉登嘉楼唐人坡社会

发展史》还通过福建漳州移民的历

程，以明代古墓和当地珍贵的家族

族谱，有力证明了瓜拉登嘉楼唐人坡

这个华人聚落的形成，至少可追溯

至明朝末年。

华人会党研究，要响应什么

近来，还有一本好书出版了，那

就是陈剑虹《走近义兴公司》。这本

书写的虽是槟城会党义兴公司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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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但书中有不少值得探讨的议题，

且刚在新加坡举行推介礼。

同样是以义兴木主资料来还原

历史，相较于1996年新加坡庄钦永

《实叻峨嘈五虎祠义士新义》，2015

年陈剑虹这本《走近义兴公司》，就

诚如作者自序所言，其书写是兼顾

学术性和普及性的读物，集考据、叙

事与分析。

间中虽有综合前人之说，但更重

视论从史出的要义，更注意到历史

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合理分析。例

如书中第一章探讨天地会的起源，

就康熙说、乾隆说和顺治说的争议，

作者陈剑虹虽倾向于曾五岳等学者

主张的“顺治说”及强调其在福建之

源头，但亦综合康熙说和乾隆说之原

由，认为那是天地会历史之阶段性转

变兴勃，并就其势力之外播及东南亚

华族先民“避难义士”拓殖生根的存

在事实，更具体更宏观的看出了天地

会源起发展的脉络。就此点而言，实

是超越了一般中国学者之视界。

本书清晰地展现天地会之源起

发展脉络。陈剑虹认为，天地会之源

起，始于顺治年间福建地区的反清

复明组织。惟其发展到乾隆时期，则

转型为具有抗暴自卫的浓烈色彩。

之后外播扩展到中国沿海各地及向

东南亚散布。

《走近义兴公司》还厘清了天地

会在槟城会党外播的系谱，认为义兴

公司是出自天地会系统之二房、海山

公司是三房。但就源起实力而言，以

义兴公司发展最早，势力最大、会众

最多。陈剑虹还考究推断了义兴之命

名，来自“义合兴明”之意，此乃延续

天地会创会时期反清复明之传统。

书中，作者还以154件名英祠木

主，依据籍贯等量化分析展现义兴

领导层脉络，得知槟城义兴公司的前

期是以顺德、香山、南海人为主导，后

期则是新宁人崛起。其次有客家、潮

州和闽南人的参与。作者认为后者	

（客、潮、闽）多是农商翘楚，经济力

牢固，其中有少部分是1850年后拉律

锡矿的幕后金主，遥控原始采锡工业

的资本，以及客粤籍华工的供应等生

产过程要素。

但本书之叙事论证，其实还一

直围绕于响应过去不少英文主流论

述，指责义兴公司是国中之国的主

题。作者认为，天地会初创时是一支

反清复明的义师，至乾隆中期社会

经济变化，则成了反对歧视、反对暴

政的组织。至于天地会之跨境外播，

槟城义兴则是新马、暹南、下缅甸义

兴系统的渊薮，是十九世纪华族会

党之首。作为天地会二房方大洪的海

外嫡系，它承继了天地会的会统和

谱系。其核心价值效仿关帝的忠义，

联宗结拜，歃血为兄弟（页184）。	

这种蕴含正道、正理和普济天下的

公义社会和宗教行为，将之落实为

义冢、义学和义庄等具体工作，成了

推动槟城广东义冢、贫民医疗服务、

麻疯诊治和南华义学之主要动因，是

义兴公司给后人留下的有形历史文化

遗产（页186）。而其秉持的正义和公

义信念，则是义兴精神延续传承的无

形文化遗产。

陈剑虹指出，严格来说，在英殖

民地和马来土邦，义兴公司即便拥有

自己的武装力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

御侮抗暴自保的防卫力量，不可能建

构一个国中之国，不足以颠覆殖民地

政权和土邦封建生态。他们顶多是划

地为营，建立共管制度，分享经济成

果；但在政体上却始终是附庸或处于

土著封建王朝和殖民地政权之下，最

后以消亡告终（页185）。

不要忘了阶级问题

当然，为呼应西方学政人员视华

人会党为危害社会安宁的「国中之

国」的论说，试图为华人会党平反，

把早期华人会党说成是一支反清复

明、抗暴自卫和崇尚忠义之师，像这

样的正面论述，是否又有点矫枉过

正了呢？

日本学者鹤见良行在《马六甲物

语》（东京：时事通信社出版，1981）	

就曾指说，华人秘密结社的特征，就

苦力而行，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这可

从雪兰莪内战看得出来，结社的纷争

不绝，其实是华人资本家阶层利用秘

密会社的动员力量来增加其利润的

手段。华人会党的秘密结社，对当时

的苦力来说，既是帮助，也是让苦力

受苦的宿命（页241）。

这段话，仍值得我们省思。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中文系教授

［附后记：鹤见良行是日本人类学家。他的父亲其实是新加坡日治时期的行政长官，但

他本身却是一个自我反省的日本左派人类学家。如果没有错，鹤见良行的堂兄是日本

战后思想家鹤见俊辅，其外公就是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然而鹤见俊辅也是

一个“反省派”，参与日本国内的反越战运动和参与为慰安妇求偿运动，并和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等发动九条会，对日本强行解禁自卫权，向安倍首相提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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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潮
造就槟榔屿和新加坡
海峡殖民地打开了海外华人史第一页

中国与新加坡、槟榔屿及马六甲发生

亲密的关系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

后。虽然在600年前有郑和七下西洋途经

马新各地，并在马六甲留下一段美丽的传说

（明朝明成祖永乐皇帝从1405年开始先后

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在公元1433年结束，

但最后一次远航时明朝已进入明宣宗宣德

的年代）。如果再向前推进在更早的时候，

也有说唐代时就有华人移居马来亚。因此华

人又称为唐人，但这些零碎的历史故事不足

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纪录。也只有在晚清外国

势力干预下，才真正地改变中国及南迁华人

的政运和命运。

这段前尘往事得由英国占领马来亚及

后来的马来西亚说起。当英人莱特于1786

年乘军舰抵达槟榔屿时，他为马来西亚后

来的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由于缺乏人手；尤其需要工匠开辟槟榔

屿，莱特也就开方便之门招引许多华工到

来，并从印度也运入大批的廉价劳工（印度

在1757年起已是英国的殖民地）。

槟榔屿启动华人南来

在1794年时，莱特上书给其驻加尔各答

的上司东印度公司（这是英国政府在1600

年设立的公司，专司殖民地的政务，直到

1858年结束，殖民地政务才归英国政府直

接管辖），愉快地汇报“华人已成为我们居

民中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000

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如木匠、石匠、

金匠、店员、种植人、商人等”。今天槟城仍

保存百多年历史的鲁班行和鲁艺行及打金

行等，说明这些艺匠早期已成立各自的社

团，守望相助。

从这样看来，英国插足马来亚是从槟

榔屿开始的；也因为这样，槟城吸纳了大量

的华工，很快地形成一个华人社群。这些南

来的华人随后也在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和

开枝散叶。

╱	文		:  谢诗坚

  清朝首任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
（取自《新加坡华人通史》）

  广帮领袖胡亚基
（取自《新加坡华人通史》）

法兰西斯•莱特船长，监督（1788 - 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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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英国觉得槟榔屿是一

个孤岛很难防卫，也就在1800年又向

吉打苏丹取得威省的土地并入槟榔

屿，以成为槟岛的屏障（初时面积不

大，只有60廊，约12亩；后来不断扩

大。1840年时被命名为威斯利省（简

称威省））1874年，邦咯条约签署后，

威省的面积已扩大至228平方英里，到

了今天经过填海与调整，威省面积已	

扩大到738平方公里（285平方英里）。

不过英国后来发现槟榔屿不是

建造船坞厂的好港口，只适合成为

外来移民的集散地和从事转口贸易，

以致在1819年时，曾经在槟城当过

总督秘书的莱佛士乃向柔佛苏丹要

下了新加坡。

基于新加坡的优越地位，英国人

不但要守住新加坡，以成为英国在

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军港，同时

也认为它比槟榔屿更适合开展贸易和

进行军事活动。就这样英国殖民政府

开始改变思维，第一步是想方设法牢

牢控制马六甲海峡，也就需要与荷兰

交换土地。1824年，荷兰同意把马六

甲让给英国（马六甲只是马来半岛其

中一个省，在政经及军事上对荷兰

作用不大）。

英国垄断马六甲海峡

在荷兰看来与其有缺陷和不完

整，不如将英国在苏门答腊岛的明

古连港作交换，以全面控制印度尼西

亚，不再担心英国的侵袭和抢夺地盘

事件发生。

英国自然十分乐意，因为拥有马

六甲也就意味着整个马六甲海峡将落

入英国人的手里。因此在1826年英国

将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组成“海

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

英国人之所以对马六甲紧咬不

放，是因为他们查到了马六甲海峡是

一道十分有价值的海域，不但可以将

欧洲和印度等地的货通过马六甲海峡

直达中国和日本市场，同时也可以运

回中国的产品，包括土产及茶叶。无

形中马六甲海峡成了英国人的经济

命脉之一（直到今天每年有5万艘船

只通过马六甲海峡，其中大部分是油

槽船，中国从中东入口的石油有80%

通过马六甲海峡运来的。由此可见，

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例如英国把

大量来自印度的鸦片运入中国，不但

要荼毒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而且也

可以从交易中牟取巨利。

可是英国政商界的邪恶目的终于

被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所洞悉。在

1839年，他以大臣的身份在虎门焚烧

从英方没收得来的2万余箱鸦片。这

一下子，触怒了英国政府，也就通过马

六甲海峡将其军舰驶入中国海域，终

于在1840年爆发了著名的鸦片战争。

在战争失利后，清廷于1842年与

英国签署《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

割让予英国。当香港成为殖民地后，

英国不但通过香港让大量的华工南

移，而且也发展香港成为英国向亚洲

输出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鸦片战争下强占香港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我们看到槟

城、新加坡及香港结成一条纽带，成

为英国人压迫和控制亚洲的最重要

的三个据点。也反过来，中国与马新

的关系逐渐变得密不可分了；尤其反

映在人口结构上，中国移民也造就

马来亚突显了它的多元种族色彩。	

“海外华人”这一特殊名词成了全世

界独一无二的庞大人种，被估计有

4千5百万人（王赓武教授也有此看

法，但无法查到确实的数目）。不论他

们是否入籍其他国家，他们始终没有

否认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事实证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

但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华人大

量向外移民的起点。

另一方面，也是在1841年，英人布

洛克成为砂拉越的参政司，而后成为

总督，拥有行政大权。他的家族也在

日后成为砂拉越的“统治者”。1886

年，英国决定把汶莱、砂拉越及北

婆（沙巴）列为保护国。有关协议在

1888年签署，这意味着这三个地方已

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才有后来英国同

意将东马与西马包括新加坡并成马来

西亚联邦（汶莱除外）。

与此同时，	在1842年中英又签署

《江宁条约》，首次开放广州、福州、

厦门、宁波及上海五个港口为通商口

岸，更允许英国派设领事。当这一缺

口打开后，随后的美国、法国、俄国、

德国等等也在各口岸设立领事馆。可

惜的是，腐迂的清廷没有作出相对的

响应，直到1875年，清廷才第一次派

出外交官，由郭嵩焘担任驻英大使。

清廷出使槟城新加坡

接着在1877年，在郭嵩焘推荐

下，清廷才在新加坡首设领事馆，由

新加坡殷商胡璇泽（胡亚基）出任。

翌年（1878年）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

正式开馆。1880年胡亚基逝世，其

空缺由北京派来的左秉龙接任。到

了1890年，英国同意由黄遵宪继任；

而左秉龙则派驻香港领事。

1891年，清廷将新加坡领事馆升

格为总领事，兼管辖槟榔屿、马六甲。

这一年，黄遵宪也从伦敦抵新而出任

第一任总领事，他是梅州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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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槟城和新加坡华人众多，

清廷也在1893年允应在槟城设立副

领事，由新加坡总领事操办。

除开鸦片战争带来了华人向世界

漂流外，也提供一个新机会让贫困

的华工找到新的生机；特别是在“太

平天国”崛起后（1851-1864）。领导

这一场农民革命的洪秀全带领客家将

领及客家兵和中国老百姓一起在金田

起义（1851年），3年后（1854年）占

据南京，与清廷形成南北政权。

但在失败后太平天国的子弟兵及

客家人也就成为清廷的眼中钉，有更

多的客家人在情势所逼下投奔怒海。

随手拈来，在太平天国前后来到

马来亚的著名华商有：

1）惠州客家人的叶亚来（1837-

1885），他被认为是开辟吉隆坡的

大功臣之一。

2）来自增城客家人的郑景贵

（1821-1898），靠矿业起家。既是

海山会党首领，也是华人甲必丹（华

社领袖），更被委任为吡州立法议

员。他在1874年有份参与见证《邦

咯条约》的签署，为英国政治势力

伸入马来半岛“迈开第一步”。及后

英国在各州设立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or），马来亚及新加坡也就

归英国一统了。

中华民国驻新总领事

当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

功后，清朝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国民

党当政的“中华民国”。不论在1912

年后政局如何因军阀割据而自拥重

兵发生了争权夺利，但派驻海外的领

事则顺序交班。

其实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马新

时（1937年），新加坡的总领事已停

止操作，直到日本投降后领事馆才

重开（1945年），但在1950年英国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华民国就不

能派驻领事在新加坡操作了。总计

在中华民国旗帜下，前后共有14位

总领事。

同样的，在槟城也是继承了清

朝的传统。在1912年，中华民国派

驻槟榔屿的领事是戴淑原（1887-	

1944），他是清末最后一任副领事戴

欣然的二公子，也就“子承父业”地当

了第一任驻槟城领事，他是大埔客家

人，一直做到1930年卸任。

1939年，他在胡文虎的鼓励和

支持下，创立槟州客家公会，出任创

会会长。

第二位也是加影客家人的驻槟

城领事是黄任凯，从1933年任职到

1940年。因此他与戴淑原两位客家

人前后共担任领事长达25年。其他

非客家的领事任期都很短。换句话

说，中华民国派驻槟城领事共38年，

其中客家人占了25年。

以人数来算，中华民国前后派驻

领事有8位之多，虽然在1950年，英

姓名 任命 离任 外交衔级 外交职务

张			青 1990年12月 1993年2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杨文昌 1993年3月 1995年6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傅学章 1995年7月 1997年7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陈宝鎏 1997年8月 2000年8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张九桓 2000年8月 2004年4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张			云 2004年5月 2007年2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张小康 2007年3月 2010年4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魏			苇 2010年5月 2012年12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段洁龙 2013年5月 2015年5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陈晓东 2015年6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取自维基百科）

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就停止

接受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派驻领

事，但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领事馆已基本停止操作。日本是

在1941年杪到1945年8月15日投降

为止，总共残暴地统治马新3年8个

月，华裔死伤无数，约有10万人之谱，

也有人估算为15万人。日本军国主义

之暴行，罄竹难书。

新中国成立后， 
不同时期年开始派驻新马大使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英国政府出于礼节和英

国利益考量，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但不允许新中国与马

新的华社有任何交往和瓜葛，进一步

切断亲情的接触。

但基于新加坡自己的政治考量，

新加坡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者

（1990年，因印尼已恢复与中国建

交）。从那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开始派驻新加坡大使一直到今天

共有10位。依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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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情况则与新加坡大不

同。当1969年大选后爆发“513”种

族冲突事件，马来西亚政局也面对

变化，一方面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另

一方面敦拉萨接棒成为首相（1970

年），他就将国家的政策全面扭转，从

100%亲西方转向中立，也就与共产国

家打交道（1972年起）。其中最高潮

的是敦拉萨于1974年访问北京会见

毛泽东主席，且达成中马建交大事。

由于马共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马中人民不可能自由往来，只限国与

国的关系。虽然如此，敦拉萨还是果

敢地走出第一步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先

与中国建交的成员国。

马中建交之路是不平坦的，也面

对不少问题，但在1989年马共与马

来西亚政府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

约”后，已促使马中关系更飞跃发展，

因为已没有马共的游击战，国家可以

和平发展，障碍一扫而光。

在建交后，马中两国于1975年互

设大使馆和大使，依序前后共有14

位，其任期及名表如下：

（取自维基百科）

姓名 任命 离任 外交衔级 外交职务

王幼平 1975年1月 1977年4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叶成章 1977年12月 1982年10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陈抗 1983年3月 1985年1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胡岗 1985年3月 1988年4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周刚 1988年7月 1991年4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金桂华 1991年8月 1993年11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钱锦昌 1994年1月 1999年1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关登明 1999年2月 2001年8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胡正跃 2001年9月 2004年2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王春贵 2004年4月 2006年8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程永华 2006年8月 2008年8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刘建 2008年9月 2010年6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柴玺 2010年7月 2014年1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黄惠康 2014年1月 大使 特命全权大使

虽然马中互换大使从未中断，但

开设领事馆却大费周章，直到1994

年才在古晋设立第一个总领事馆；

而在2015年才在哥打京那峇鲁（亚

庇）设立第二个总领事馆，接着在今

年7月又在槟城设立总领事馆，从这

样看来，槟城是经过了55年后才又

见历史的赓续。

作者为马来西亚资深时事评论家

但基于新加坡自己的政治考量，新加坡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者
（1990年，因印尼已恢复与中国建交）。从那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开始派驻新加坡大使一直到今天共有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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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潘国驹

陈共存对华社的贡献

陈共存先生于10月27日仙逝，享年

98岁。新加坡失去一位德高望重

的华社领袖，我们深感悲痛。陈共存先生在

商界、教育界、公共服务等领	域有着重大贡

献。陈共存先生做事认真，追求完美，高瞻

远瞩。他一生致力推动华文教育、弘扬中华

文化传统，具有民族气节。

陈共存先生19岁丧父，伴随伯父陈嘉

庚的日子反而较多，在很多方面受到陈嘉庚

先生的影响，他一生追随陈嘉庚、学习陈嘉

庚，在他身上延续了陈嘉庚的精神。从某种

意义上说，陈共存先生的去世，象征一个时

代的结束。

我和陈共存先生相识四十多年，下面就

谈谈我所了解的陈先生。大家提到陈共存

先生，都不会忘记他为华文教育所做的贡

献——重振华中、创立华初，他更是不遗余

力。大约在1973年，经林荫华先生引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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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了陈先生，成为忘年交。他邀请

我加入华初董事会，希望我能把学

术上、科技上的人才,大学老师以及

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带入华中和华初。

陈共存先生对于创办陈嘉庚基

金及陈嘉庚国际学会，居功至伟。他

认为陈嘉庚不仅仅属于新加坡，应

该把陈嘉庚精神推向世界。1988年，

陈共存先生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陈嘉

庚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合作设立	

“陈嘉庚奖”。这个奖为弘扬“嘉庚精

神”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要

告诉大家，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有一座陈嘉庚(化学)楼，这是美国

著名学府中有史以来第一幢以华人命

名的大楼，而这座楼是由陈嘉庚国际

学会筹款命名的。当时陈共存和我及

其他人，为了把这件事做成，积极筹

款，终于把这个计划落实了。我们希

望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知道陈嘉

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和慈善家。

这幢陈嘉庚(化学)楼的建立，意义	

非凡。

陈共存先生也许是中华总商会

任期最长的会长，他继承陈嘉庚、林

义顺、张永福、李光前、陈六使这些

先贤的精神，除了关注商业，也关注

文化和教育，他积极推动晚晴园的

保留和修建、旧南大行政楼的新用

途转变。据我所知，当时晚晴园面临

被拆的可能，华社也犹豫不决，无能

为力。陈共存先生很着急，他想尽一

切办法要维护晚晴园。我们请教了时

任新闻与艺术部长的杨荣文先生，杨

先生非常积极的参与了协调工作，提

了许多关键性的意见，并请李光耀

为晚晴园题字，也提出了晚晴园边上

兴建中山公园。终于，保住了这个历

史遗迹。他同样也积极争取将怡和轩

俱乐部列为国家古迹，我和他一起努

力在怡和轩里面设立了“先贤馆”，发

扬先贤精神。

陈共存先生具有国际视野和前

瞻意识，在他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

期间，和林荫华先生、陈永裕先生共

同争取下，新加坡主办了1991年首届

世界华商大会，并特邀李光耀资政

为大会主宾。当时，大会举办得极为

成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是全

球华商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相互了

解的论坛，也是华人世界的盛事。陈

共存先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有眼

光的人。

作为陈嘉庚的侄儿，自有独特的

条件，他在收集陈嘉庚资料方面非

常用心，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整理陈

嘉庚的书信（尤其是陈嘉庚陈敬贤

兄弟的通信），以及陈嘉庚与厦大和

集美的渊源，陈共存的这些工作为后

人研究陈嘉庚打下了基础。

陈共存卧病在床的那些年，我时

常去看望他，尽管我们不能深入交

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和眼神可以知

道他一直关心着陈嘉庚基金和陈嘉

庚国际学会的工作。陈共存的逝世，

是新加坡的损失，更是新加坡华社的

损失。正如李显龙总理致函陈共存遗

孀所说的话：“我们失去了一位先贤、

华社的元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我也希望大家应该收集资料，为他立

传；同时希望设立“陈共存奖学金”，

以纪念他对社会的贡献。当然陈共存

不是一个完人，但不失为一个值得我

们尊敬和怀念的君子。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陈嘉庚基金主席

陈共存卧病在床的那些年，我时常去看望他，尽管我们不能深入
交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和眼神可以知道他一直关心着陈嘉庚基金
和陈嘉庚国际学会的工作。陈共存的逝世，是新加坡的损失，更是
新加坡华社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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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茶”田
新加坡茶商公会走过的路

成立于1928年

清末民初中国东南沿海茶商下南洋开拓

市场之风盛行，早期茶商以福建移民为主，

他们把福建盛产的铁观音、武夷茶，运至

新加坡后，做起茶叶生意，并在几十年里，

成为新加坡商贸活动的一环。早期华人茶

商大都是个体经营或者家族经营，彼此之

间虽有联系，但各自为营，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整个茶叶市场的发展。

1928年6月23日，新加坡茶商公会宣告

成立。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茶商公会数

易其名，章程也进行了多次修改。从成立

至今的80多年的岁月里几经沉浮，曾经创

造过辉煌，也遭遇过危机。庆幸的是，它在

数代华人茶商的共同努力下存续至今，见

证了新加坡华人社会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发

展历程。

╱	文		:  李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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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茶商公会原名“新加坡

华侨茶叶出入口商公会”，创始会员

22家，次年又增加至34家。此后，陆

续有新会员加入，阵容日益壮大，

到1939年“二战”爆发前，注册在

籍的会员已经达到44名，并同东南

亚其他地区茶商组织互有往来。	

“二战”爆发后，从1942年起，新加

坡开始了长达三年八个月的日据时

期，受战乱影响，在此期间的茶商公

会相关记载资料付之阙如。1945年随

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加坡各行

各业得以相继恢复。到1947年，新加

坡茶商公会会员恢复至37家，其中包

括战前的22名老会员，以及战后新入

会的15名会员。经过两年多的发展，

会员又发展至40余家。

 与安溪会馆关系密切

在会员日益增多的同时，茶商

公会各项事务也逐渐步入正轨。到

1950年代，新加坡茶商公会进入鼎

盛时期，无论从会员数量方面，还是

公会经费方面，都出现了较大幅度增

长，而这也为广泛展开各项会务及公

益事业奠定了社会和经济基础。1959

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成立，随着新加

坡茶商华侨身份的转变，原来的“新

加坡华侨茶叶出入口商公会”名称日

渐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员多次提请正

名，1967年召开的茶商公会联席会议

决定将“华侨”二字删去，改为“新加

坡茶叶出入口商公会”，1979年再次

确认了公会这一名称，并沿用至今。

早期到新加坡经营茶叶贸易的华

人以福建籍的居多，福建籍中又有相

当数量的茶商来自盛产铁观音的安溪

地区。因此，提起早期的茶商公会就

不能不提及安溪会馆。安溪会馆是以

来自福建安溪华人为主的以地缘关系

为基础的华社组织，成立于1923年。

到1928年茶商公会成立时，安溪会馆

已经成立了五年，并发展成为较大规

模的同乡会馆。由于茶商公会发起人

中有数位是安溪会馆会员，因此公会

甫一成立，便租借安溪会馆二楼作为

会所所在地，直到1959年，两个华社

组织同在一座大楼办公，先后长达三

十余年。1959年安溪会馆在大坡二马

路与沙莪街交角处修建新大厦，并于

同年9月乔迁新居。原来的合租关系

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经过

公会先贤林庆年先生与颜惠芸老先

生的提议并推动，终于在1960年3月

以两万八千元价格购得安溪会馆旧

馆址。虽然办公场所分开了，但公会

成员仍以安溪会馆会员为多，两者继

续维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			

1980年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征用

公会购置的会馆地段，在公会成员

多次交涉之后，于1983年得到政府	

3万余元的赔偿。居无定所的茶商公

会再次联系安溪会馆负责人，并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岩溪茶行

一道，租用安溪会馆楼层，作为会所

场地。直到2003年前后，因岩溪茶行

关闭，茶商公会再也无力承担租赁费

用，从此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

 茶商先贤林庆年

经过八十多年的岁月涤荡，虽然

时至今日，茶商公会的社会影响力已

远不如前，但对新加坡茶叶之发展、

共襄同业之利益的内在精神没有改

变，而这种精神的缔造，离不开数十

年来茶商公会的会员，尤其是早期茶

商先贤。他们为茶商公会甚至整个新

加坡华社组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最具代表性人物的是林庆年先

生。他是林金泰商号的东主，早年毕

业于北京大学，后随叔父下南洋经

营家族生意。林庆年以其学识和胆

略，驰骋商场，几年间将家族以茶叶

贸易为主的生意，扩展至金融、橡胶

等行业，逐渐成为新加坡侨界富商。

林庆年先生在经商同时，积极参加

社会活动，尤其热心当地公益事业，

特别是在推进华文教育方面，贡献尤

为突出。林庆年于1939年后，在新加

坡呼吁和倡导中小学实行会考制度，

这成为新马教育界的重大革新运动。

除此之外，他对华侨学校和同济医院

也多有资助，先后受聘为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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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女中等学校董事，被同济医院

推为名誉主席。抗战爆发以后，林先

生就任于新加坡筹赈委员会，积极捐

献和筹款，支援祖国抗战。新加坡沦

陷前夕，林庆年回国，1946年返回新

加坡，重整茶行并组建船务公司，继

续热心支持新加坡华文教育运动。

从1920年代以来，林先生先后

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会

长，新加坡安溪会馆第一常委、常务

主席，南京国民大会南洋华侨代表

等职务，社会声望颇高。自1954年以

后，林先生长期担任新加坡茶商公会

主席一职，期间提出出入口茶叶“件

捐”办法，扩充了经费，并在其担任主

席的任上，公会购置了会所。

在新加坡茶商公会史上，除林庆

年先生外，林本道先生、高铭壬先生、

高水仙先生、黄日新先生、颜惠芸先

生、魏连榜先生、曾智生先生等先贤

也都为茶商公会乃至为整个新加坡

茶商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新加坡茶商公会成立之初，数十

位创始会员便达成共识，作为茶商

联谊社团组织，茶商公会的宗旨主

要有二：一是可以在祖国有危难时迅

速组织赈济款项，以及发展其他各项

社会公益事业；二是对其他同类经营

形成的垄断进行有效反制，维护整个

新加坡茶商利益。在数十年的发展历

程中，茶商公会及其会员商号不忘初

衷，积极参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活动

及公益慈善事业。从社会活动来看，

公会积极参与各项与政治相关的公

益活动，比如庆祝英皇加冕、新加坡

升格，为争取公民权请愿，支持新加

坡独立，庆祝国庆等，无不体现出公

会的社会责任感。从文化活动来看，

公会在积极宣传中国茶文化、普及华

语、保存历史文献等方面也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从经济活动来看，其贡

献主要表现在对内规范茶叶市场，

进行茶价调控，防止恶性竞争；监

督茶叶质量，维持茶商整体形象等；

对外则加强交涉，维护新加坡茶商	

利益。

茶商公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地参

与各项公益慈善事业，主要集中在

赈济救灾、捐助教育与改善医疗等

方面，如1961年5月中峇鲁河水山一

带发生火灾，公会积极响应中华总

商会号召，在公会经费已经十分紧

张的情况下捐出数百元用以赈灾。教

育方面，公会也多次捐给公教中学、

南洋大学、介穀学校等款项，以襄助

学。医疗方面，早在1949年时，公会

便接受同济医院邀请成为其赞助会

员，此后又多次捐助款项，用以改善

医疗条件等。

	除了以上社会活动与公益事业以

外，新加坡茶商公会还在社团及其他

公益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捐助，比如

1961年中华总商会为建筑会所进行

募捐，公会决定认捐一千元；1966

年中华总商会因筹建“日本占领时期

蒙难人民纪念碑”经费不足而致函

公会，公会再次认捐相应款项。公会

成员商号也在公会经费紧张时无偿

认捐款项，使得公会渡过一次又一次	

“经济危机”。直到如今，公会各种

开支仍然依赖会员商号的认捐，才得

以维持。

 出版《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

经过八十多年的岁月涤荡，许多

公会创始会员已经不复存在，到现在

只剩下十余家会员，社会影响力已大

不如前。现有会员包括：

南苑茶庄私人有限公司

王三美公司

白新春私人有限公司

林南泰私人有限公司

怡香茶庄

魏新记茶行私人有限公司

茶渊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颜顺利（私人）有限公司

源崇美茶庄私人有限公司

黄春生（私人）有限公司

王三阳茶庄

福美茶庄

各个商号也在努力经营茶叶贸易

事业同时，秉承过去传统，继续推广

茶叶文化与中华文化。当前公会组织

虽不活跃，但其走过的这八十多年，

恰恰见证了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

历程。为了不忘先贤创业之艰辛，也

为了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2014年

时任公会主席的魏荣南先生提议，

在广泛搜集现有史料的基础上编撰

会史，供后人查阅。这一提议得到众

多会员商号的支持，经过近一年的努

力，《新加坡茶商公会史略》一书终

于在2015年10月出炉，正如魏荣南

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无论新加坡

茶叶界如何地改变，把先人们的这

些情怀、意志真切地传达至后辈，是

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为怡和轩文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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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黄典娴	
与华侨女学校
(1912-1923)

南洋之女豪杰：黄典娴

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女学校：华侨女学

校，是由星柔粤籍富商黄亚福（1837-1918）	

创办于1912年，而由其第三女儿黄美好（号

典娴）负责主持兼任校长。

黄典娴生长于旧式大家庭，其父又为富

逾千万的资本家，自小只受过古典式教育，

但她不特没有一点资本家习气，人们难以

忘怀的是她的献身精神。她以身作则，穿

着朴素，态度严谨。在人们的记忆中，她是

一位教育先驱。据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

记》一书中所载：“华侨女学校在新加坡创

立最早。在当时华侨风气未开，所有女子仍

然是土耳其式的女子，半步不出闺门，所以

学生寥寥无几。黄典娴为女校创办人而兼

校长，不特没有半点灰心，而筹划进行，改

良方案，果然风气渐展，学校林立。”在黄

典娴掌校期间，“每早八点钟，华侨女校的

门口，必有一辆汽车驶来；每日下午四点，

必有一辆汽车驶去，点钟从没有差。如此十

年来，总是一样。”就这一点看，可见黄典娴

齐一而有恒之精神，真是什么人都赶不上。

因此，梁绍文赞誉她为“南洋之女豪杰”。

黄亚福的长子景棠（1870-1911），黄典

娴的兄长，可能影响华侨女学校的办学。他

自幼归国寻求功名，1897年考取拔贡，1898

年入京朝考，授知县。在这期间，兵部侍郎

荣惠以他“熟悉商务”，推荐他应经济特

科。未几政变发生，黄景棠对时局深为失

望，乃以双亲年老为理由，辞不就官，南下

回广州。经常与岭南诗人唱和，著有《倚剑

楼诗草》。黄氏热心教育，手创时敏学堂、

达善学堂及坤维女学校。黄典娴早年曾在

坤维女校受教育，可能受其影响，以及取法

坤维女校。

据《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丛刊》第二集，

刊载专文赞誉黄典娴，并附有照片，称黄女

士为“华侨女界先觉，曾手创华侨女学校。

凡华侨公益，祖国善举，罔不竭力赞襄，本

╱	文		:  叶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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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成立以来，获助尤多，谓为女中豪

杰，谁曰不宜。”

黄典娴女士性沉默，革命思想

甚强，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

法。1913年新加坡国民党选举第一

届正式职员，黄女士被选评为议员。

黄典娴为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份

子。1920年英殖民政府颁布“学校注

册法令”，星洲华社各团体与铺户发

动签名抗议，共达六千单位左右，分

五册，呈递总督府，向当局请愿豁免

学校注册，领衔者七人，黄典娴即为

其中一位。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陈

嘉庚领导成立星华筹赈会，黄典娴

被推举为妇女部主任，独捐国币千元

予筹赈会。她发动群众展开卖花活

动，筹募义款；每星期六晚上在大世

界游艺场设立难童食物摊，专为救

济祖国难童筹款。1939及1941年，

星华妇女界为纪念国际三八节，在皇

宫戏院举行大会，黄典娴任主席，并

发表演说。

1942年2月，日军攻陷星洲后，黄

典娴女士不幸被拘捕，宪兵部利诱威

迫，出而维持治安，她从不依从，加

以婉辞。未几心脏病发作，于1944年	

5月13日逝世。

黄典娴女士生前为一名虔诚的

佛教徒，为星洲中华佛教会的创办

人之一。

黄女士的夫婿关善初，是位经营

传统中药材生意的商人，遗下二子关

应湘、应鸿及二女明哲、明达。

华侨女学校的创办年代

回顾历史，新加坡华人创办女

校，当以前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间林文庆和邱菽园所创办的中国女

学堂（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为最早。另一说法，1911年

孙中山在星洲书报社发表演讲，劝告

华侨应加紧创办女校。该书报社负责

人郑聘廷牧师及潘兆鹏等，乃商请孙

中山共同发起创办中华女学堂。但这

只是传闻，缺乏明确的根据。

华侨女学校的创办年代，有两种

说法：(1)	黄佩萱谓黄典娴于1905年

在新桥路（New	Bridge	Road）开办

华侨女学校，还出任校长。“可惜这

所学校只开办十年。我们手头没有

资料说明它为何关闭。”(2)	许甦吾则

谓华侨女学校创办于1917年，但没有

提出证据。

笔者根据《叻报》于1923年2月

22日所载“华侨女学校发展之佳音”

云：“本坡华侨女学校创立于民国元

年（1912），迄今已十二载，前后毕业

者数百人。”足见该校创办于1912

年，为星洲最早的华文女学校。

1912年3月26日，华侨女学校在

报章刊登“招生启事”，并列出该校

发起人名单如下：麦仲尧原配梁淑

1923年4月，胡意诚校长因“母病危殆”，辞职回国。由于校政缺乏专人主持，校方决定“悬牌停课”，致使百数十名莘莘学子，面临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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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黄莆田之女黄典娴、黄蕙纕，邱

汉阳原配黄氏、赵克庵原配陈佩兰、

黄福原配赵氏、沈子琴原配林兰清、

黄韶平原配马励芸、吴晋昇原配鲍

瑞英、黄仲辉原配莫宝聪、黎润生原

配曾蕙芳。从这份名单中，可见华侨

女学校的发起人，以广帮侨领及其

原配夫人为主。

华侨女学校采取小学六年制：初

小（国民科）四年，高等科两年。分上

下学期。上学期在暑假后八月至十

二月，下学期在年假后二月至六月。

授课时间：每日授课六小时，上

午由八点半至十一点半，下午由一点

半至四点半。

学费方面：高等生每月三元二

角，初小生每月二元二角。此外，国

民科一二年级兼收六岁以上，十岁以

下之男生。

华侨女学校校址最初设在小坡陆

佑街（Loke	Street），历经三载，1915

年为扩充学额，迁往大坡二马路同济

医院右邻哇央街（Wayang	Street）

门牌5号，再而迁往新巴刹街（New	

Market	Street）门牌33号。

捐助学校经费

华侨女学校自创办以来，获得各

界人士热心捐助。1913年5月9日，该

校发动捐款，共得2,770元，捐款人

芳名列下：黄莆田夫人400元，黄莆

田、邱汉阳、黄燊南、黄仲辉、余妍

英女士、黄宝璁女士、梁淑琼女士各

200元，吉冷东兴隆150元，黄蕙湘

女士、麦仲尧、黎润生、黄典娴女士、

马励芸女士各100元，罗寿慈、梁湘

庭、鲍瑞瑾女士、徐佩兰、黄惠湘女

士、曾蕙芳、黄耀仪女士各50元。从

这份名单中，可见主要捐款者是黄亚

福的家族成员及广帮侨领。

1917年11月2日，华侨女学校发

表《鸣谢义捐启事》，表扬黄亚福父

女慷慨捐助学校经费，藉以摆脱经

济困境。

1922年7月，华侨女学校为庆祝

成立十一周年，于7月17、18日两晚在

大坡二马路新舞台戏院，公演京剧

及学生游艺节目。据《演剧筹款宣

言》所揭示，游艺会正会长王兆珪、

副会长黄淑祉。节目方面，计有庆昇

平班各名伶表演京剧“二进宫”、	

“哭祖庙”及三本“铁公鸡”、“嫦娥

奔月”；青年进德社公演白话剧，陈炳

玲表演魔术。两晚筹款成绩，共得

9,361.66元，支出1155.17元，实存银

8,206.49元。

捐献祖国救灾活动

1912年7月5日，师生响应国民

捐。民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经济困

难，当地华侨在陈嘉庚号召下，发动

国民捐，在财政上支援祖国建设，华

侨女学校师生热烈献捐，学生方面，

共捐银九十九元。

1918年1月，新加坡华侨为筹赈

天津水灾，举办展览会，共有七间学

校参加，即华侨女学校、南洋女学

校、中华女学校、端蒙、道南、育英、

养正学校，共筹得义款6,564.95元，

其中以华侨女学校筹得3,052.69元，

为各校之冠。

1923年：从停办到改组

1923年，华侨女学校为整顿学

务，特聘胡意诚女士出任校长，周敦

祥女士为国文科主任，黄典娴为董事

部主持人。

华侨女学校前后毕业者数百人。

但所开办的课程仅达高小，而无师

范中学科之设置，因此，1922年毕业

生邓觉非、黄金晖、梁俏珊、谭若贞

等，请求校方增办师范班。但胡校长

认为，开办师范科，必须名副其实，

但由于该校经费有限，恐难开办设

备完善的师范科。校方仅答应先开

办补习班，教授国文、英文、数学等

基本学科，为期半年，然后开办正式

的师范班。

不料，补习班开办不久，1923年

4月，胡校长因“母病危殆”，辞职回

国。该校校务乃交由黄典娴之代表

何文翰接管。由于校政缺乏专人主

持，校方决定“悬牌停课”，致使百

数十名莘莘学子，面临辍学。全体学

生发出请求，希望“诸热心人士大发

慈悲，挺身而出维持。”

5月1日，华侨女学校在《叻报》刊

载《启事》，披露该校停办的真相，

而继后也有学校改组的报道。不过

综观华侨女学校的改组建议，过于	

“先进”，不合时宜；特别是“共管

式”的董事组织办法；再加上学费太

昂贵，不是一般人所负担得起，因此，

自1923年之后，报章再没有出现该校

新闻报导，显然它已经正式停办，走

入历史了。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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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  谢燕燕 传承南音的艰巨使命

这次在永春举行的大会唱上，主办单

位邀大家“共赏一轮明月，唱百代南音”，

但这种美好时光能否再持续数十代，乃至

上百代，却是个悬挂在很多人脑海里的疑

问。无论如何，南音爱好者都希望南音能

传承下去。

这次南音大会唱由福建省文化厅和泉

州市人民政府承办，但经费却由印尼富商，

也是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主席陈锡石承担。

陈锡石的已故父亲陈秀峰是南音爱好者，	

19岁移居印尼时已掌握了南音四管。1995

年，陈锡石在永春兴建一栋南音大楼（陈秀

峰纪念堂），缅怀1980年去世的父亲。2015

年的南音大会唱也配合永春南音大楼落成

20周年而举行。

各地南音组织自力更生

东南亚各地的南音组织，大多是随着清

末民初那股移民潮而兴办创立，创立时间不

一，形式却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把泉州地区

的南音社搬到海外。

过去，只要有源自泉州地区的移民，当

中总会有南音弦友，闲暇时聚在一起玩南

音，同乡也会来捧场，让舒缓悠扬又熟悉亲

切的乡音解除思乡之苦。东南亚各地的郎君

社、南音社、南乐社等，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组织起来。

这些南音社大多沿用社团、宗乡组织的

方式组织起来，由他们当中较成功或富裕

的商人带头，再集合一群支持者的力量购

置产业或成立基金会，作为社团运作开销

与活动经费。

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总务兼南音联络部

主任李长旗（50岁）是从事化学和塑料生意

南音这种源自唐宋时期的弦管古乐，

究竟在何时传入东南亚各国，考证

工作有待学者去发掘与研究，但每隔几年

在福建泉州地区隆重登场的泉州国际南音

大会唱，则能让大家对其当前现状，多少瞧

出个端倪。

2015年11月1日至3日，配合福建第14届

亚洲艺术节在永春举行的第11届中国泉州国

际南音大会唱，吸引了菲律宾、印尼、马来西

亚、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泉州地

区各县市区的42支南音队伍参加，参与人

数超过600人。

南音大会唱的由来

传统南音团体素有拜馆的习俗，即不同

的南音社相互拜访，相聚时一起“和弦”玩

南音，弦友们在交流和联络感情的同时，互

相切磋比技艺，在观摩中学习和提升水平。

拜馆一般只是两个南音社之间的交流，

从拜馆延伸出来的南音大会唱则是众多来

自四面八方的南音团体聚在一起，轮番演

奏，颇有“武林大会”的况味。

南音大会唱的形式，还是由本地历史

悠久的湘灵音乐社于1977年首创的。当时

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开放，与东南亚各地

华人之间的沟通往来尚面对种种阻隔，因

此湘灵只邀请亚细安的南音团体，在新加

坡办了首届亚细安南乐大会奏。中国改革开

放后，泉州地区才在上世纪90年代办起这

项南音界盛会。

南音和所有传统艺术一样，正面临被	

“边缘化、小众化”，不停流失观众，乃至有

可能走样失传，成为生存受到威胁的人类非

物质文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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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人，原本对南音毫无兴趣，2009

年被陈锡石说服后，如今和父亲李增

泉，妻子郑丽凤和三名儿子一起学南

音。完全看不懂中文，只会讲福建话

的李长旗如今能弹奏琵琶，还背下

约40首南音曲目。

从2014年起，为鼓励年轻人学

南音，东方音乐基金会决定发奖金，

学员每次来学两个小时南音，可得到

10万印尼盾（约10元新币）的补贴，

一个月学足30天便有300新元收入！

基金会还准备车夫和车子接送学员

上下课。

这一计划开始见效，目前已有中

学生和大学生在学南音，这次南音大

会唱上，终于在印尼的队伍中见到年

轻脸孔。虽是是稚嫩的初学者，却

给印尼的南音界燃起希望，在八旬

歌者后面，总算有了年轻的声音在接

唱南音。

印尼的南音爱好者相信“重赏之

下必有勇夫”，澳门则采用“移花接

木”的办法，以“工作”为饵吸引大陆

的南音弦友到澳门工作，工余时加入

当地南音社，以此壮大声势。

2015年11月4日晚在泉州南音艺

苑举行的《钧天广乐一日会》的观摩

活动上，年轻的石狮女孩林宏秋便

以澳门南音社社员姿态，上台唱了一

首《满空飞》。她正是在一年前，经澳

门南音社的安排到澳门工作，工余时

加入南音社的新成员。

澳门南音社监事长洪清伟说，他

们在2014年开始这项新计划，至今

帮助三名会唱南音的福建女孩，以	

“劳工”身份进入澳门工作。南音社

安排她们在商店卖旅游纪念品，或在

金店卖珠宝首饰等。

湘灵音乐社的年轻团员摄于福建安海的五里桥。昔日闽南地区的移民下南洋时都会经过这座古桥，古老的南音也是从这里播迁到东南亚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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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2000年的澳门南音社，其

实是希望她们在澳门工作期间，能找

到合适对象，最终会长久留在澳门，

而不是工作证期满便回福建。

澳门南音社的这一招并不新鲜，

已有195年历史的菲律宾长和郎君

社，旗下许多乐手和歌者，都是在上

世纪80年代带着一身技艺，从泉州地

区移居菲律宾，然后加入该南音社。

拿声音朴实嘹亮，唱腔非常传

统，韵味十足的长和乐员和歌者蔡惠

玲（50岁）来说，她在石狮出世，七八

岁开始接触南音，师承著名南音大师

蔡友标。蔡惠玲非常传统的唱腔，在

今日泉州地区也越来越难听到。她

开始学南音的1970年代，老师要求

非常严格，学生是一字一句紧跟着

老师的唱腔。

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年

仅19岁的蔡惠玲应聘到菲律宾，加入

南乐中德社成为乐手，三年后找到结

婚对象，从此在菲律宾定居。婚后和

夫家一起做生意，从事玩具进出口贸

易，也经营养猪场。

生活安定后，她加入长和郎君

社，闲暇时便到社里玩南音，一般都

是在星期六下午，目前经常到社里走

动的社员有二三十人。

菲律宾长和郎君社青黄不接

长和郎君社团长蔡友声的经历和

蔡惠玲相似，在中国时同样是蔡友标

的学生，1983年移居菲律宾，后来经

商，并在长和郎君社担任要职。他受

访时说，在西班牙还统治菲律宾时，

移居到菲律宾的闽南人便创立了的

长和郎君社。除了马尼拉总部，长河

还在宿务、三宝颜和伊朗（Ilo	Ilo）设

有三个分社。

长和郎君社最早源自当地的一

座关帝庙，先是一批南音弦友聚在

一起玩南音，后来便组织起郎君社。

长和郎君社目前有400多名会员，懂

得玩南音的大约60人。严格来说，这

个组织除了传承南音，也发挥社团功

能，扶持当地贫困华裔，也是当地商

人扩大商业人脉的平台。

这样一个有历史、有规模、有实力

的南音组织，却依然面临青黄不接，

后继无人的困境。长和的音乐主任施

养班坦言，该郎君社目前的骨干都是

像蔡惠玲那样50岁上下的成员，他们

无法吸引年轻人前来学南音。

蔡惠玲说：“传统南音的节奏非

常缓慢，一个音可以拉很长，菲律宾

的年轻人完全没有这种耐性，何况

还有语言方面的障碍。”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传承人苏统谋坦言，即使在泉

州地区，要吸引年轻人来学南音已变

得非常困难。

湘灵音乐社成功培养新人

不过他留意到在丁马成任社长时

便强调创新的湘灵音乐社，近年培养

出一批能演奏传统南音曲目的年轻

人，而且进步神速，不管是演奏或演

唱水平都令人赞赏，是件令人欣慰的

事。他说，南音能否传承下去，能否

有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

湘灵这几年能在国际南音大会

唱，还有国际表演舞台上成为耀眼

焦点，是因为成功培养了一批表现不

俗，态度专业，又有音乐天分的年轻

人，成功的诀窍是摸索出一条可行的

培训方法，那便是国家艺术理事会资

助下推出“浸濡计划”，趁学校假期，

把学习态度认真的年轻乐手送到石

狮南音大师蔡维镖家接受几个星期，

甚至整个月的密集培训。

这是顺应时代变化的作法，在紧

张又忙碌的时代，徒弟不可能长时间

跟在师父身边，但密集培训依然有显

著成效，先决条件是吸引有兴趣，有

资质的学生来学南音，还要找到肯倾

囊相授的好老师。

不管学习什么样的技艺，背后的

动机和推动力非常重要。湘灵的年

轻表演者愿意学南音，是因为他们有

很多演出机会，让他们磨练技艺，迅

速成长。其实这些让他们发挥才艺

的空间和舞台，是湘灵领导者和艺理

会努力争取和用心打造出来的平台。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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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间美好事物常相伴
收藏家拿督周乐森伉俪印象记

获知拿督周乐森夫妇藏品即将成册，

一种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我认识拿

督伉俪逾十年，是艺术的情缘把他们与我和

内子连接在一起。初时，我们在艺术品展览

会上时有见面，后来交往渐密，互访、共餐、

同游，长谈，彼此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

日前我从欧洲回来，拿汀从吉隆坡发来

短信，透露一个小秘密：要在拿督不知情的

情况下，把此书作为他60岁诞辰的礼物，让

他有个惊喜。

拿汀和孩子们的心愿是可以理解的。拿

督为人低调，夫妇俩皆有收藏爱好，因此在

拿督致力于事业之余，常联袂而行，周游世

界，沉浸在生活美、自然美和艺术美之中。在

我们周边，很难找到像拿督拿汀的例子，数

十年如一日，走在一道，常与世间美好事物

相伴，在人生旅途上安享不一般的、审美的

精神愉悦。	因此，藏品的成书是适时的，毕

竟这是他们日积月累的心血。对拿督而言，

到了	“耳顺”之年，实在没有什么比一本藏

品集更具纪念性，更有满足感。

我到访过周家三次。一栋双层独立式

宽敞别墅，砖墙红瓦，门前空地可停放好几

部车子，屋后园地居高临下，栽种树木，绿

意盎然。进入屋内，楼上楼下，满室绘画、

雕塑和珍玩，美不胜收。藏品的地域、品种

和作者跨度大，足见他们夫妇俩足迹遍及

各地，兴趣十分广泛，眼界也有独到之处。

墙壁、柜子和台面，楼梯两旁，楼上房间，映

入眼帘的尽是令人惊喜的艺术品。主人时而

从柜子里取出精美的盒子，捧到沙发旁的茶

几上，展示珍品，畅叙收藏的经过，时而双

目闪现喜悦之光，且不错过任何切磋的机

会。在我的脑海里，刘家不啻是一座小型博

物馆，主人把屋子献给艺术，在艺术的熏陶

下过着自信、平静、欢悦的生活。

他们夫妇俩对待艺术，既热中又虔诚,		

在我们这个商业社会是不可多得的。他们

所收藏的绘画作品，不论是中国画或油画，

是南洋画家或域外画家，是早期还是近期，

都可看出主人的品位和眼光。他们崇尚自

然、真诚、善良和美好，所以多年前便开始

收藏马来西亚油画家	Peter	Liew	的绿调子

╱	文		:   谢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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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画，上海陈钧德色彩亮丽、笔触奔

放的油画；北京齐白石和溥心畲笔

墨见胜、意境逸远的水墨画；马来西

亚邱瑞和富有创意、别具一格的油

画作品，以厚重雄浑、黑山彩云而傲

视中国画坛的北京画家贾又福的山

水画，以中国特色印象派油画领衔

的闻立鹏、马常利风景画。只要画作

上乘，又合乎拿督拿汀的收藏需要，

他总是够慷慨的。不仅在画展、艺博

会、拍卖场有所斩获，甚至远赴国外，

拜会如闻立鹏、马常利、陈钧德、贾

又福等知名的资深画家，为的是上门

求教，增进对画家和画作的了解。每

到一处，总会把握机会，参观那里的

美术馆和博物馆，我们夫妇有幸与

他们同游过，相处十分融洽，因为他

们全无拿督拿汀的架子。我们偶尔

追求生活中特殊的美好事物，如南

非旅游途中把近两公斤的活鲍鱼给	

“处理”掉，在槟城品尝象牙蚌和沙

巴活龙虾；在北京寻觅正宗烤鸭和涮

羊肉；在新加坡要了冻花蟹和陈年绍

兴酒；享用福州友人招待鼎鼎大名的	

“佛跳墙”。但是，更多时候，拿督他

们更热中于当地美食，如在槟城，他

们是这方面的识途老马，带着我们往

后街小巷转，专挑槟城“炒粿条”、	

“叻沙”、“鸭面”，还上山与有机榴

梿邂逅，无不吃得津津有味。

旅游是拿督拿汀爱好的叧一个世

间美好事物。除了南非，我们还同游

过中国西部的张掖、武夷山、闽东、

寿山等。犹记得我们越过南非边境，

来到津巴布韦与詹比亚交界的维多

利亚大瀑布，他们一样冒着大风和

瀑布溅起的水珠，走在悬崖一侧，耳

听如雷般的轰隆声，目睹狂泻而下的

大面积瀑布，也一样被维多利亚大瀑

布的强大威力镇住了。在张掖，我们

立在山头，眺望对面连绵起伏的丹霞

山丘，观看日落时分红艳艳、黄澄澄、

灰蓝绿、亮晶晶的山色，变化万千，感

受名副其实的“金张掖”。在武夷山，

我们同逛武夷岩茶产区，见证仅有的

几丛守护在悬崖边的原始大红袍古

茶树；同乘竹筏漫游九曲溪，清风徐

来，溪水清彻，两岸形态不一的山峰，

似笔架、似双乳，似大王，似玉女，看

不尽的美景。在闽东，我们从岩石的

缝中，好不容易穿过一线天，还饶有

兴味地凝视山顶上栩栩如生的夫妻

峰。一路上，许多景致犹如一幅幅画

作，而我们正置身山水之间，莫非真

的人在图画中？

去年底来到福州贵安温泉区，一

行人住进绿树掩映的各自别墅。院

子、蓝天，温泉池，构成一个只属于你

自己的天地；泡在温泉池里，池内水

质凝滑，热气蒸人，池外天气转冷，寒

气扑面，一热一冷，另有一番滋味。从

贵安驱车到寿山，那是拿督拿汀盼望

已久的。闽东的海味，一改为眼前的

山珍，特别是寿山椒盐猪蹄，过口难

忘。但是，拿督他们期盼的，远超出

寿山友人的情谊和烹饪，而是难得有

机会在寿山石原产地参观“寿山国石

馆”。馆内陈列诸多寿山石雕大师的

作品。拿督拿汀很认真地一一观赏，

并拍照留念。“他乡遇故知”，我是能

够理解他们的感受的，因为与他们俩

的结缘，可追溯及上世纪末我在吉隆

坡引进寿山石雕年代。世间又一样美

好的事物，诸如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周宝庭、林寿煁、郭功森、林享云、黄

丽娟等人的石雕精品，实在难逃有心

人的慧眼，成了拿督拿汀的囊中物和

收藏亮点。

我每每期望有更多像拿督拿汀这

样的收藏家，但又知道那是难以实现

的奢望。这不仅是能力问题，更重要

的是有没有秉赋、慧根、文化、修养

的问题。我常想，如果说上帝创造了

人类，那他最吝惜的是加入艺术这

一项。他可以赋予你商人的精明，科

学家的头脑、运动员的体魄、革命家

的无畏，哲学家的智慧，宗教家的慈

悲，但是，却不轻易让你拥有艺术家

和鉴赏家的秉赋和才华。如此说来，

拿督周乐森伉俪是有福气的，因为

欠缺求之不可得的特殊眷顾，又如

何能成长为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

并从中获得微妙的审美愉悦和精神

力量呢！

作者为本刊编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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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林老师第一堂书法课╱	文		:  浩  文

午后的滂沱大雨，浇不熄学员们学

习书法的热情。四时正，怡和轩二

楼的长桌，整整齐齐摆开“阵势”，大小适

中的画毯，上面平铺着一张宣纸，还摆放林

书香老师为第一堂课准备的教学大纲。三

张复印件上，没有枯燥的教条，有的是他示

范的横线、竖线，半圆和全圆的笔迹，以及

永字八法，篆、隶、楷、行、草几种书体和年

代的简介。

很好奇林老师如何在“老”学员中间开

始他的书法教学的。声调不高，点到为止，

然后话题一转，“中国书法的精妙，其实都

在横线、竖线、半圆和全圆中间。两千年前

的篆书，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线条组成的，

所以有人主张学书法应从篆书入手，是不无

道理的。”

当然，对我们这些只知“写字”这回事，

却不知“书法”为何物的门外汉，先要通过

握笔这一关。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大家按

老师的要求，各自把毛笔握在食指、中指和

拇指之间，由无名指和末指支撑。老师握笔

示范，同学们纷纷效仿，好不容易才有个样

子。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蘸墨写字了，那委实

把书法看得太简单。老师是这样开始示范

的：左手按纸，右手执笔，站立吸气，屏息

运笔，自左而右，在呼气前的短暂时刻，缓

缓划出一条匀称、有力、平稳、延伸的横线。

不做不知，一动笔才发觉确是一个挑战。你

依样画葫芦，不知怎的就不像，要么忽轻忽

重，要么歪斜难控，要么气促笔止。

老师说了：“心静气和，正确握笔，勤学

苦练，体会用笔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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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间，学员兴致勃勃，面前

宣纸上的横线迅速增多，握对毛笔，

微微吸气，徐徐划线，竟有如此之魅

力！之后学划竖线。老师又说了：“划

竖线比横线难，因为手臂上下摆动远

不如左右摆动自然。”

果真如此，众人发现毛笔更不

听话，一条竖线，歪斜摆动，状如蚯

蚓，好久才成形，老师的耐性，学生

的专注，心机总算没有白费。接着是

划左半圆，划右半圆，然后构成一个

全圆。这半圆和全圆是有乾坤的，我

们目击老师如何转笔和转臂。“如果

是小半圆，只须调动指头、手腕和毛

笔，作顺时针或逆时针转笔，如果是

大半圆，指头和手腕不变，但要转动

臂肘。”

他边说边挥动毛笔，但见左半圆

随着毛笔转动定格在宣纸上，接着提

笔从左半圆的落笔处作逆时针转笔，

逐渐内收形成右半圆，刚好与左半圆

的停笔处吻合，出现一个精确的全

圆。多神奇呀！然后他摆动臂肘，一左

一右，划了一个标准的大圆。他说：	

“转笔和转臂，有科学的依据，精确

度如同用圆规划了个全圆。”

我们先是目瞪口呆，随即跃跃欲

试。老师完全不同的教学法，还有他

重视基本功的苦心，大大激发了学员

的学习热忱。

或许我们的兴致感染了老师，他

竟忘了自己刚病愈仍待康复，继续开

导我们认识永字八法的捺、点、挑、

折、撇、钩。他勾勒了“捺”、“钩”的

笔划，鼓励我们上前“表演”，大家纷

纷“献丑”，老师循循善诱，让我们在

实践中加深对转笔的体会。在分发的

教学大纲中，他还对“斜钩”作了几点

说明：起笔逆入；行笔路线斜中略带

下弧，不可写成直线；缓慢回锋；笔

锋稍下顿后，再向上方提出。用心不

可谓不良苦。

时间的脚步那么轻盈，那么隐

蔽，几乎无人留意到，整整两个钟头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耳际萦绕林老师

平缓的声音：“学书法连握笔都不注

意，那是教不严，师之惰。握笔正确

而不知转笔，结果是笔墨平淡无力，

缺乏变化和韵味。转笔而不谙转臂，

写小字不成问题，写榜书（大字）就

力不从心了。”

这堂课结束之前，老师展示他事

先写好的大字，指指点点，讲解转笔

的妙用和效果。

对学员中绘测师出身的金多奉而

言，“最大的乐趣是能静下心来，浸

濡其中，亲近书法。”写一手娟秀楷

书的秘书郑钧如感触良深：“不愧是

书法名家，用词简约，教学认真，态

度诚恳、示范有节，给了我少有的新

鲜感和冲刺力，去探索书法艺术的广

阔空间。”

从第一堂教与学的互动中，可以

看出书法学习和其他学科一样，是	

“知”与“行”的辨证关系。林书香

老师是书法“方法论”和基本功的鼓

吹者，以“知”带行，以“行”证知，真

正做到“知行合一”。大家心里明白，

这堂课固然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起步而已，更须持之

以恒，锲而不舍，迥然不同的风景线，

或许就在前方。

谢谢老师！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从第一堂教与学的互动中，可以看出书法学习和其他学科一样，
是“知”与“行”的辨证关系。林书香老师是书法“方法论”和基本
功的鼓吹者，以“知”带行，以“行”证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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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悼
廖
静
文
女
士 廖静文先生逝世了，我最敬爱的徐悲

鸿夫人！她享年92岁，逝世于2015

年6月16日。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直到上个月

末才通知我，这一个令人伤痛的消息！

有缘结识了廖静文

总是与美术界的人士有缘，在南大时曾

担任过“美术协会”的副会长，毕业后对于

画展也常去浏览。1993年6月8日，我在莱佛

士书院高才班担任华文第一语文的导师，兼

任华族文化协会及华乐团总管老师，带领学

生到北京去和中学生金帆广播少年民乐团

联合演奏，这群十五、十六岁的学生，名不见

经传的却有幸联络上徐悲鸿夫人接见，去采

访神州大地，接触轩辕文化。对于徐悲鸿先

生的生平，在来临之前，经过研究小组的自

动去图书馆的搜索一番，大家已耳熟能详，

一进徐悲鸿纪念馆，见了廖静文就鞠躬：	

“廖静文老师早！”这可把廖静文乐坏了！

她不断地点头，不断地微笑：“孩子们都好

乖！”接着，她亲自带领我们，登堂入室的

为我们解读徐悲鸿展览馆内的作品。“这是

《愚公移山》，这些小孩子有许多都不穿衣

服，他们都很健康。这是徐先生在1940年

的画作……。”她声音清晰而缓慢，用语浅

近，让小哥儿们都听得入神了。

我专诚地把早年阅读过的，破旧的《徐

悲鸿一生》，带到迢迢的北京，请廖静文题

字纪念。她看了我送给她的几部诗和文，再

以称许的目光望着我，然后从容下笔：

“你使我想起了我的作家梦。……青年

时期，我也曾想过成为作家。但嫁了徐悲

鸿以后，我放弃了这个梦想，一心一意照顾

他。……”

以一生的爱与生命力完成徐悲鸿的事业

说到作家梦，廖女士的梦并没有幻灭。	

1923年，她出生在湖南一个小山村，童年时

期就饱受忧患。1939年，她考入徐悲鸿创

立的中国美术学院，做图书管理员，她被徐

悲鸿先生那种“民族精神不可或缺，艺术家

就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哪一种方式，苟能

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充实国力了”的高超	

爱国理论所感动，使她舍弃科学家的梦想，

用她一生的爱与生命力来完成徐悲鸿的伟

大事业。1943年，她考入成都女子文理学

院，一年后辍学，再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帮助

徐悲鸿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那是一种没有

电灯、没有自来水的日子！可是她成功了！

成功得那么伟大而凄凉。20岁，廖女

士就嫁给48岁的徐悲鸿先生。1953年9月	

╱	文		:  石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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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就因脑溢血去世了，留下4个

孩子给廖女士（两个是前妻蒋碧薇

所生，两个是自己的儿女）廖女士都

一视同仁，抚养长大。经过那么多的

痛苦和煎熬，如今，二公子徐庆平继

承衣钵，专攻画马。（庆平7岁丧父，

他的成功，经过下放到农村，在法国

辛苦地半工读，在徐悲鸿先生去世	

40多年之后，才在新加坡开画展）悲

鸿去世后，政府领导关心她的起居，

问她有何所求，她提出到北大中文

系学习，目的是为了替徐悲鸿写一部

认认真真的传记。1982年，她成功

了，一部《徐悲鸿一生》，一部举世

瞩目，文情并茂的巨作，呈现在世人

的眼前！

当年，1942年，徐悲鸿初遇这位

年轻貌美、清秀文静、单纯、温柔、

细致尔雅的廖静文，而今变得刚强、

不屈。为了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她手

持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信件，力求建筑

徐悲鸿纪念馆的成功。为了圆徐悲鸿

先生的梦，在徐悲鸿先生去世之后，

廖女士便毅然地将徐悲鸿先生留下

的心血结晶1200多幅，和唐宋以来的

名人书画1000幅，以及徐悲鸿先生从

外国收回的10000件画作，绘画资料

等，捐献徐悲鸿纪念馆。而后，她的	

《怀鸿堂》办事处，就安置在徐悲鸿

纪念馆里，她每天都坐在这里，接送

那些对徐悲鸿满怀纪念的人。她每天

工作不断，看书报、杂志，读有关徐悲

鸿的一切，回信作答。……直至90岁

高龄，这种精神，令人赞叹！

不忘徐悲鸿与新加坡的情结

“新加坡是个使我留恋的地方。

我到别的国家访问的时候，不到几

天就归心似箭了，但去年受邀到新加

坡作《徐悲鸿纪念展》，一去十天，

竟毫无归心，……悲鸿与新加坡的

关系，我定会与新加坡的友人联系，

使悲鸿的艺术及精神，继续在这个

繁荣进步的国家发展。……”自1927	

至1940年，徐悲鸿4度来新加坡为抗

日奔走筹款，他的爱国精神，孜孜不

倦的努力作画态度，对新加坡艺术

界人士有深远的影响，更提高了我国

的美术水准。这一点精神，也影响了

我国的美术爱好者，例如陈文希、陈

宗瑞等等著名美术家。

那一年，拜访了廖静文之后，我

们常有短讯来往。例如1996年由中

国出版的《美的呼唤》，一部整500页	

的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由徐悲

鸿纪念馆编制的巨作完成了，她也寄

了一本给我，并亲题：

“十分感谢对悲鸿的尊敬。新加

坡永远是我们记忆中的一片绿洲，

给予了悲鸿以难忘的支持和温暖。”

至2003年，我出版了《花如解语

总是情》，一部七彩的咏花诗集，寄

了一本给廖女士。她嘱秘书代笔回

信，使我分外惆怅：

“多年不见，十分想念你。

谢谢你寄来的咏花诗集。你的

诗，语言清新优美，把花的芳香及不

同的品性，以诗的语言，传达给读者，

使人回味无穷。摄影也非常好，看得

出是有中国绘画的修养的高手所拍，

构图、色彩均十分讲究韵味。

百花的品质，无论是高雅的，还

是热情的，无论是天香国色，还是冰

清玉洁，都象征着人间对美的向往和

追求，‘诗言志’，你的诗给人以美的

启迪、美的呼唤。

我已是80岁暮年，‘百病缠身’，	

糖尿病、颈椎病加上心脏病，双手

麻木写不了字，只能嘱秘书代录，请

谅。”

我含着泪，回了信。想到生、老、

病、死是人生常态。但死有轻于鸿

毛，有重于泰山。想到她对徐悲鸿先

生生前死后的不离不弃，就不禁唏

嘘，也想到那一年初见廖女士的时

候，她说：

“如果在我平淡的一生中，曾经

有过美妙的回忆，那就是去阳朔的小

船上开始的。……”

那一刻就是永恒。我们都在泫然

中随着廖女士在英年早逝的徐悲鸿先

生去世40多年后，去分享那凄美的前

尘往事，让舒曼的《梦幻曲》因为这

对世界画坛的才子佳人的刻骨铭心

的爱情而回荡在我们的心中：

一片银纱遮遍太空

虚无缥缈  万里朦胧

锁住了全般世界

不锁我白日的梦

欢乐的过去

青春的恋人

两情缱绻   细语温存

我耽在回忆中

心如飞絮  身似浮云

一生 心事尽浮出

在梦一般的黄昏

徐悲鸿先生，廖静文女士，你们

在天堂相见了，祝愿你们荡漾在舒曼

的小舟上，摇摇荡荡的一路牵手，一

路走好！……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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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为她流泪
╱	文		:  韩   弓

也许你不该读这些诗

这些诗在流泪

一

1996年冬天

四川的余世友

不该走到永兴镇的小桥边

不该听到婴儿的哭声

微弱、不远

余世友不该好奇心起

不该在草丛中发现											

一个新生女婴

冻得浑身冰冷

气息奄奄

弃婴父母的良心

已经喂狗吃了

余世友的本能

为什么还有人性

为什么产生怜悯

余世友几次抱起女婴

又几次放下

30岁没对象的穷汉子

自己没本事成家

如何把女婴养大

如果余世友掉头就走

女婴恐怕就要没命啦

他叹口气，咬咬牙

我吃什么

你跟我吃什么吧

二                                                                                                                                                     

给你取名叫余燕

单身汉当起了爸爸

给你喂米汤

给不了母乳

给不了你一个妈妈

营养不良的余燕

从小体弱多病

如同苦瓜藤上的小瓜

春去春来

却一天天长大

余燕聪明乖巧

乡邻都喜欢她

她知道爸爸是家的支柱

她不要让爸爸忧心、生气

她要很乖很听话

三

第一天上学

她就想到孝顺的方法

她要天天学习

天天回来教教

不识字的爸爸

																																																																																																																																						

她要做个好学生

努力学文化

她要考第一名

让爸爸竖起大拇指

光彩脸上挂
																																																																																																			

余世友有个孝顺的女儿

心里乐开了花

工作更起劲

生活更快乐

苦日子也幸福呀

四

2005年5月

晴天霹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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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从天降

余燕得了急性白血病

躺在病床上

余燕鼻血流不止

爸爸束手惊慌

要救女儿

需要30万元医疗费

穷爸爸无助绝望

看着爸爸忧郁的眼睛

和日渐消瘦的脸庞

余燕拉着爸爸的手

话还没说出来

已经眼泪汪汪

爸爸，让我出院吧

不要为捡来的娃悲伤

大家都说我命贱

害不起这种病

燕儿不怕死亡

苦命的女儿呀

爸爸没钱救不了你

爸爸太让你失望

你才8岁呀

请求上天留你在世上

五

记者傅艳

写了一篇报道

呼吁世人挽救余燕

消息迅速传开

善款源源捐献

全球华人

爱心同现

善款超过56万元

手术费用足够了

余燕又进了医院

傅艳阿姨

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余燕

因为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我也要做善良的人

对！这是我们的心愿

六

骨髓穿刺检查

针头从胸骨穿入

化疗令余燕呕吐

余燕没吭一声

撑住常人难忍的痛苦

主治医生徐鸣

尽心尽力如慈母

帮助余燕闯过鬼门关

休克、败血、溶血、大出血

几乎返魂乏术

化疗虽然保了命

但也损弱了体质

并发症频频发生

消化道出血

控制不住

腹如刀割

难忍痛楚

医生护士都尽力

输血又输液

终究于事无补

七                                                                                                                                                     
                                                                                                                                                      
                                                                                                                                               

徐鸣医生说

余燕啊

给我当女儿吧

你要什么

不妨告诉徐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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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燕目光一闪

闪出一串泪花

啊！徐妈妈

我是你的女儿

我不是捡来的娃

回光返照

余燕轻声说话

徐妈妈啊

女儿要走了

还有一点儿牵挂

请给我买一双红鞋子吧

请给我买一袭花裙子吧

我要照一张美美的相片

左边是我爸爸

右边是徐妈妈

八

																																																																																																																																																					

余燕昏迷了8小时

医生抢救了8小时

余燕坚持了8小时

不愿离开

余燕挣扎了8小时

终于离开

余燕捉住爸爸的手

不愿松开

余燕捉住爸爸的手

缓缓松开

爸爸眼眶的泪水

	一滴滴落下来

九

余燕写的遗言里

感谢众人的爱

但愿剩下的善款

可以救助

其他患病的小孩

8岁的余燕

写下8岁的感慨

我爱这个世界

我来过

我很乖……

作者为本地资深文学工作者

																																																																																																																																																

注：	阅读佚名散文《我来过，我	

								很乖》后有感而作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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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钟   华

心香一瓣
忍顾拿破仑

拿破仑24岁成为将军，30岁不到就

征服了意大利和埃及，成了全法

国人民的希望，而立之年当上法兰西第一

执政，35岁成就人生顶峰，加冕为法国皇

帝，52岁卒于荒岛，死后成了褒贬不一的独

裁者。

作为独裁者的初期，他让国家走出了长

期的困境，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可随后

席卷整个欧洲的军事侵略，最终让拿破仑

万世威名功亏一篑，但时至今日，拿破仑仍

旧是法国人心中最伟大的皇帝，永远是令

人崇敬的悲情英雄。我时常想为什么人们

会崇敬一个困死小岛的落寞英雄？不是有

句老掉牙的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英雄与否

从来都不在于未就的功业，而是他为后世留

下的“价值”，就如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

气盖世的豪迈，虞姬虞姬奈若何的柔情，无

颜见江东父老的悲情……他的有情有义成

就了人们心中对英雄的期盼，所以他轻轻

松松就将务实算计成就伟业的刘邦，甩出了	

20条街。同样，拿破仑即便兵败滑铁卢，困

死海外荒岛，但在法国人心里，杀声呐喊的

背后，他令人肃然起敬的理想主义和文艺

气息，他创造法国绚丽的历史巅峰，以及深

远的人文影响，任何一样都足以奠定他永

恒的英雄地位。

油画深处的不祥预兆

拿破仑的功绩之一，就是为法国人留下

了一个与众不同，瑰宝无数的卢浮宫，而卢浮

宫能给他的只是这样三幅画作：《拿破仑加

冕仪式》、《拿破仑在滑铁卢》和《圣赫勒拿

岛上的拿破仑》，它们勾勒出拿破仑加冕为

王之后，由盛而衰的人生轨迹。

在这三幅画作中，《拿破仑加冕仪式》

是最有争议的一幅，由拿破仑的宫廷画师

大卫创作。去过卢浮宫的人大多都会在这

幅油画前端详良久。它几乎占据了整面墙，

笔触细腻，色彩明艳，画中钻石折射出千支

蜡烛的光辉，使得巴黎圣母院更加庄严肃

穆，万众期待的加冕仪式这里举行，不可一

世的拿破仑完全违背加冕规程，他头戴类

似希腊神话中的花环王冠，背靠教皇与祭坛

为自己的皇后约瑟芬加冕，狂傲之情溢于言

表；在他身后的教皇一脸严肃，做出祝福的

手势；这位新国王的母亲莱蒂齐亚着装高贵

的坐在贵宾席中间，面带微笑为儿子骄傲。

然而，一切果真如此？坐在看台上盛装

丽服、笑容可掬的拿破仑的母亲其实并未参

加加冕仪式，这位拥有贵族血统的母亲有种

种不祥的预感，她认为儿子不该攫取波旁王

朝的皇权。当拿破仑约请母亲来巴黎时，住

在罗马的莱蒂齐亚找了种种借口推脱，不得

已登程后故意拖延时间，最终如愿错过了作

为母亲所能目睹的最荣耀的盛典。

席间祝福盛典的教皇庇护七世，祝福的

手势是被画师擅自加上，这位被迫为拿破仑

举行加冕仪式，并被这位十二年前的无名小

卒当众奚落的尊贵教皇，当他手中王冠被拿

破仑夺过自行戴上，他倍感羞辱，那一刻仇

恨的种子已在心中发芽，只等一有机会便

要好好报复这个狂傲的“侏儒”，后来他果

真借故开除了拿破仑的教籍，也因此引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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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之灾，不过也导致拿破仑在宗教上

名誉受损，为其埋下了祸根。

而油画中教皇的祝福手势指向

的正是在跪接加冕的约瑟芬皇后，

这个曾经的漂亮寡妇，法国上流社

会的交际花，雍容华贵，集百般娇媚

万千仪态于一身，俨然是整幅油画

的亮点。可实际上，就在她接受加冕

的前一刻，拿破仑的妹妹，在为她牵

斗篷时故意想让她摔倒，而一边同样

为牵斗篷的黛丝蕾却好心扶住了她，

让她不至于在大殿上出丑，而黛丝蕾

偏偏是拿破仑为了娶约瑟芬而抛弃的

未婚妻……

这幅多处虚构的画作表面风光

无限，实则暗流汹涌，已经将拿破仑

称帝后的众叛亲离，教皇的仇恨和

报复都跃然纸上，这幅象征荣耀的油

画，原来早就暗示了拿破仑将跌下巅

峰，悲苦交加的后半生。［拿破仑一

世加冕大典	Le	Sacre	de	Napoléon	

（法文），巴黎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各	

一幅）］

在这幅巨幅油画前的长椅上，我

安静的端详很久，偌大的卢浮宫到底

还是纪录了这位人民皇帝的辉煌，可

惜，随后这一切就像我要走去宫殿深

处一样，辉煌将被远远的丢在身后，

不复存在，这让我感到纠结和失落。

作为革命派出身的拿破仑，为什

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登基称帝？仅仅

是对王位的觊觎和对权利的贪婪？	

那我们未必太看低拿破仑了，虽然他

的确很矮。

超级帝国的理想

1769年8月15号，一个男孩出生

在刚被法国人占领的科西嘉岛，他

的家庭是自16世纪便定居于科西嘉

岛的意大利贵族，他的父亲当时是科

西嘉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而他本

人长大后，也曾一度不把自己当法国

人，还参与过科西嘉的反法运动，直

到科西嘉人把他们家赶出科西嘉。

男孩流亡到了法国本土接受炮

兵训练，尽管此刻他还是个大屌丝，

却已敏锐的发现科西嘉对他而言太

小了，法国才是真正的舞台。求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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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因为他古怪的名字——拿破仑·波	

拿巴和科西嘉人的身份，受到排挤

和歧视。不过，星座迷都知道，狮子

座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决心让他们无

法接受平庸，才情俱佳的拿破仑，饱

读诗书，聪明坚韧，不但精通数学和

天文学，还热爱文学与宗教，适逢欧

洲启蒙运动，年轻的拿破仑就此奠

定了艺术家式的理想主义气质，参

军的经历又让他身上有了明显的军国

主义作风。他自此将亚历山大大帝当

做自己膜拜的对象，亚历山大大帝曾

经征服了当时欧洲人已知世界的所有

土地，这为拿破仑“重建”埃及文明，

征讨欧洲各国建立巨无霸式的梦想帝

国埋下了伏笔。　	

有意思的是，大凡独裁者似乎

都有偏执的浪漫主义，像秦始皇、凯

撒、亚历山大、希特勒……他们要么

依附一种文化，疯狂推崇模仿；要么

摧毁现有的文化形式，要以一己之力

创建新的文化模式；他们几乎都是

胆大妄为的探索者，足够的自恋认为

自己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只认同自

己独一无二的头脑才配思考，尽管拥

有无数的追随者，他们却仍然在追梦

的路上孤独前行，但同时，他们又会

流露孩童般的天真，铁血政治的背后

包裹着的不乏诗意的情怀。正是这些

诗意的情怀，让他们对不切实际的妄

人痴梦信以为真，这也成就了他们独

特的领袖魅力，让追随者疯狂。简而

言之就是文青加愤青的气场无限扩

大，最后自己也无法收场。拿破仑何

尝不是如此。

拿破仑骨子里的科学家搭配艺

术家的风格，让他对建设他心中的

帝国有着很多美好的构想，甚至相当

前卫。可惜任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理想都将沦为妄想，继续中世纪才可

能建立的超级大帝国的想法必然失

败。即使是拿破仑本人，也曾在称帝

后说，他发现时代变了，他一直构想

建立一个中世纪查理曼大帝式的帝

国，但他称帝太晚了。话虽如此，一个

合格的独裁者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他

念念不忘超级帝国梦，让很多不合理

的行径都有了合理化的原由，让他在

偏执的路上渐行渐远。

梦碎滑铁卢

	《拿破仑在滑铁卢》这张画远

远不如加冕仪式那么显眼，如果不

是特别留意，很容易就会错过。不大

的画幅上，拿破仑神情沮丧，往日的

英武威风荡然无存。他的背后是残

阳、短岗、衰草，眼前横尸遍野，血

流成河，曾经无限荣光的鹰旗耷拉在

大炮身上，只剩几个死里逃生的近卫

军仍然坚守在侧。滑铁卢让“溃不成

军”成为拿破仑这位“常胜将军”的

结局，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比利时小镇

由此人尽皆知。

《拿破仑在滑铁卢》就是1815年

6月18日的历史写照，不过更悲催的

还在后面。命运有时候无情起来仿

佛也有了人性的刁钻之恶，当拿破仑

千辛万苦率领残部退回法国的时候，

欢迎他的却是“打倒暴君”的怒喊，

这与他从埃及失败归来，民众欢天喜

地的夹道欢迎简直是冰火两界。如果

说《拿破仑加冕仪式》是他由胜转衰

的前奏，那么《拿破仑在滑铁卢》就

是他的人生跌入无限黑暗的拐点。

拿破仑的帝国，看似强大无比，

鼎盛时期欧洲除英国外，其余各国

都向拿破仑臣服。实际上却不堪一

击，像其他独裁者一样，他的王国只

因其个人强大的意志力而存在，当肉

体被禁锢或消亡后，这种意志便没

有了载体，他们的继承者很难再托

起这样一份“伟业”，原以为千秋万

代的功绩不是分崩离析，就是后继无

力。拿破仑的超级帝国梦在他流亡荒

岛之后，再也没有人能扛起他的超级

帝国继续前行，法国退回了自己的壳

里，作为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在欧洲

成为了异类。

不过奇怪的是，这次法国人没有

哀伤，早在拿破仑称帝之时，整个欧

洲拥护自由的战士都背离了他。原先

崇拜他的英国诗人拜仑就对他冷眼

相向，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愤怒地从	

《英雄交响曲》曲谱扉页上划掉了这

位英雄的名字，法国著名女作家斯达

尔夫人的客厅则成了嘲讽他的沙龙，

拿破仑不得不用特权将她驱逐出境。

然而，当时的法国人民却仍旧沉醉在

皇帝无往不胜的兴奋中，当拿破仑第

一次从囚禁他的厄尔巴岛对着攻来

的军队说：向你们的皇帝开枪吧。军

士们疯狂地奔向他，把他扛起欢呼，

浩浩荡荡的回到了法国，人民把所有

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伟大的君主身上。

可是滑铁卢之役打破了拿破仑的不

败神话，长期与反法同盟作战的法

国人，靠着胜利止痛的法国人，终于

抛弃了他们的皇帝，冷漠的目送他被

押去英属的圣赫勒拿岛。

话说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其实也很

简单，要么给他们一个“大饼”，要么

画一个更好的“大饼”，当人民发现

这两条都没法满足时，那好吧，只能

等着被唾弃了。

英雄末路

200年前，拿破仑乘坐诺森柏兰

号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在海上航行

了整整10周才到达圣赫勒拿岛。200

年后，游轮在离小岛还有很长一段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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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时候就熄火了，需要转乘汽艇。

虽然内燃机代替了船帆，但是通往

圣赫勒拿岛的路依然如此的漫长。

小幅的《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

仑》简洁外加重色调。大海一望无

际，仿佛无边的黑洞，一身戎装的拿

破仑站在圣赫勒拿岛的岩石上，留

给世界一个短小的背影，余下是大

片的空白。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一

个苍凉的背影已足够诠释一代枭雄

的落幕。

即便是流放地圣赫勒拿岛上，拿

破仑对他是“篡位者”的议论仍然忿

忿不平，他对亲信们说“称我为篡位

者，实在荒谬。我只是登上了路易十

六自己没保住王座而已。要是我是

路易十六，会阻止革命的爆发……”

　在凄风冷雨的荒岛上，拿破仑对

于自己的加冕称帝始终讳莫如深。但

我相信因为在意所以才辩解，拿破仑

清晰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致命错误，迫

不及待戴上皇冠的手仍颤巍不安。

除了内心的挣扎，肉体的折磨也

与日俱增。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

对拿破仑十分刻薄，千方百计地折

磨他，让他住在岛上最寒冷的高地	

（称为“死林”），这里到处臭气四

溢，从餐具到衣帽都有老鼠光顾。更

恶毒的一招是每当滑铁卢战役周年

纪念日，总督就故意在“死林”附近

阅兵，以此羞辱失败者。至于提供拿

破仑的饮食更是难以下咽，变质的

肉、发霉的米、发酸的酒便是他和随

从们的日常伙食。本来有胃病的拿

破仑病情急剧恶化，双腿浮肿，要不

是意志撑着，恐怕早就撒手人寰。

然而曾经的钢铁意志也正在一天

天消亡。最明显的征兆是，有一次拿

破仑对访客表示自己对女人不再感

兴趣了。拿破仑在人生极盛时期对性

爱的需求是旺盛至极，连巴黎上流社

会出名的交际花约瑟芬，也是第一幅

油画中接受加冕的皇后及此后的弃

妇，她就曾向朋友坦言无法满足拿破

仑超强的性欲，而今在荒岛上的拿破

仑居然表达对女人再无兴趣，这不是

简单的生理需求减退，根本是内心的

放逐。“权利是男人的春药”，而此刻

的拿破仑已经感受到权利远离他了，

且无望重新获取，此刻的他已失去了

反败为胜的信念，曾经无比强大的意

志力即将消磨殆尽。

在拿破仑死去的前一天的夜里，

岛上掀起了最猛烈的风暴，拿破仑

居住的朗伍德别墅摇晃了一夜。第

二天，第一缕晨光照亮了他狭小的房

间，风暴平息了，一息尚存的拿破仑

僵硬横卧，眼角还挂着泪珠，当天下

午5点50分，太阳落山，拿破仑死了。

诗人夏多布里昂曾经精确描述过

圣赫勒拿岛：“岩石铸就的灵柩台”。

是的，这就是拿破仑的灵柩台。

所幸，历史的温情在于它总可以

神奇的祛弊存真，即便对于独裁者，

拿破仑留给后世的价值并没有随着

他的凄凉离世而被淹没。

遗珠欧洲

再强调一遍，即便作为独裁者，

拿破仑的一生仍然瑕不掩瑜，历史

价值可圈可点。尽管他渴求的伟大

帝国谈不上分崩离析，因为压根就没

能实现，但他对艺术、文明、科技的

敬意，对国家政治的构想却遗珠法

国乃至整个欧洲，也为人类文明做

出了贡献。

政治上，拿破仑称帝期间被称

为“法国人的皇帝”，历史上也就查

理三世有过此等名号。对内他亲自

参与制定和颁布了《拿破仑法典》，

流落荒岛的拿破仑曾经自认这是他

人生最大的成就。据说，在召开的关

于民法典制定的100多次会议中，拿

破仑亲自出席的就有90多次，积极

献计献策，热烈参与讨论，很好的活

跃了会场气氛。《拿破仑法典》涉及

的物权、债权、婚姻、继承，以及许

许多多的概念沿用至今，精髓完整传

承到了近现代社会的民法。此外《拿	

拿破仑即便兵败滑铁卢，困死海外荒岛，但在法国人心里，杀声
呐喊的背后，他令人肃然起敬的理想主义和文艺气息，他创造法国
绚丽的历史巅峰，以及深远的人文影响，任何一样都足以奠定他永
恒的英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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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仑法典》从法律上保障了私人财产

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奠

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玩得转的基础，非

常了不起。

对外，拿破仑五破反法联盟的入

侵，捍卫了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成

果，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根基，让

此后各国更快更顺利建立资本主义

政府成为可能，为欧洲的强大放定

了基石。同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超级

帝国梦，多次对外扩张，发动了拿破

仑战争，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

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法兰

西帝国殖民领主……还好他不需要

名片。当时的欧洲各国除英国外，都

向拿破仑臣服。他还分封他的兄弟

成为那不勒斯、荷兰、威斯特伐利亚

国王，搞了一个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体

系，并第一个提出欧罗巴合众国的

构想，不惜为此战斗到最后一刻，虽

然以失败告终，但二十一世纪欧盟

的形成，不是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在科技文化上，来到巴黎，我们

看到荣军院、凯旋门、方尖碑、枫丹

白露、卢浮宫……拿破仑的印记无处

不在，就连塞纳河上的大桥、沿岸的

码头，甚至巴黎的供水工程，都是拿

破仑时代所建。拿破仑的爱好很健

康，他可能是唯一最热衷科学的独裁

者，他创立的中央集权的科学和教育

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科学的

繁荣，制定了保留至今的国民教育制

度，成立了公立中学和法兰西大学来

培养人才，鼓励科学研究与技术教育

事业的兴起。

众所周知，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

下达过一条著名的指令：“让驴子和

学者走在队伍中间。”他的远征军带

了成百箱的书籍和研究设备及一个由

175名专家组成的随军科学艺术工作

团，包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博

物学家、地理学家、火药师等。这批

科学家们也不负所望，从埃及带回了

大量珍贵的资料。如考古学家若玛所

写的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埃及考古的名

著《埃及记述》，就是根据这次埃及

之行所搜集的资料完成的。此外，拿

破仑带回不计其数的埃及文物，最

著名的是刻有三种不同古老埃及文

字的罗赛塔石碑，在20年后，被法国

语言学家商博良成功破译，从而提

供了一把打开埃及文化之谜的钥匙，

随之爆发的“埃及热潮”对欧洲文

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涉猎到绘画、建

筑、乃至音乐等。拿破仑的埃及行无

疑是彻底的军事失败，但从另一方

面来讲，这次浩浩荡荡的追寻亚历山

大的埃及文明之旅改变了世界。法

军到达埃及时，沙土已经淹没了狮身

人面像的脖子，没人还记得古埃及文

化的辉煌，不过这一切因为拿破仑的

到来，彻底改变了。

再来说说，游客只记得争睹蒙娜

丽莎的卢浮宫。	拿破仑不断地向外

扩张，称雄于欧洲，于是几千吨的艺

术品从所有被征服的国家的殿堂、图

书馆和天主教堂运到了巴黎。拿破仑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装饰扩建卢浮宫，

在这座建筑的外围修建了更多的房

子，并增强了宫殿的两翼，还在竞技

场院里修建了拱门，卢浮宫巨大的长

廊布满了他掠夺来的艺术品，拿破仑

将卢浮宫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并在

拱门上装上了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上取下来的雕刻马群......原来法国人

高品位的装修是这样炼成的。

如今，两个世纪过去了，卢浮宫门

前排着长队的人群，还在向世界彰显

着拿破仑的功绩。

法国人永远的皇帝

1840年的9月，终于得到大英帝

国的恩准，拿破仑的遗体被送回巴黎

入土为安。灵车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

缓缓行驶，拿破仑终于在自己下令建

造的凯旋门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躺着“凯旋”了。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挣扎离世前

立下遗嘱，一再提及要曾经的御用医

生解剖尸体，他认为英国人用慢性中

毒的方式杀死自己，他要求这位医生

查明死因。然而他的医生在一批英

国人的簇拥下又能得出怎样不同的

结果？尽管法国人心中也充满疑问，

但作为loser（失败者）也只能认了。

其实，是不是英国人杀死了拿破

仑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看拿

破仑的一生，我们可见一个真正强大

的拿破仑并不是在军事上的征服，惟

有思想上的征服才能有如此久远。拿

破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上的举措促进了文化科技和法国资

产阶级的发展，对世界影响深远。

拿破仑失败了？从未就的大业上看

毋庸置疑，可是放在历史长河中看，

就未必然。

正如拿破仑自己曾经说过，世界

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刀剑，一种

是精神。拿破仑的一生，精神最终战

胜了刀剑得以长存。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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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母亲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念

对印尼民族而言，1998年5月12日

的Trisakti大学枪击事件与隔天开

始的暴乱”是连在一起的，统称为“五月暴

乱”。

1998年5月14日（星期四）下午，先有一

批看似受过军事训练的男子，唆使当地民众

抢劫已经被他们砸开大门的Plaza	Sentral大

商场。抢劫行为一直延续至晚上，也不知是

什么人竟然在入口处纵火，二楼和三楼也

出现大火（有人说是暴民在附近地区焚烧

店屋时蔓延的火），致使许多困在里面的无

知居民活活被烧死。

事实上，上述活活被烧死的混沌蒙昧居

民是受到不法之徒煽动唆使的，他们也是所

谓“新秩序时代”政府愚民政策的受害者，

当时的“幕后黑手”妄图利用这些无辜的生

命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雅加达还有许多商场同样发生如上所述

那样烧死了许多人的事件，因为被烧死的人

绝大部分是焦炭状态，许多尸体是黏在一起

的，很难准确计算死者人数，当局仅能以装

尸袋估计死亡人数。

根据印尼红十字会的资料，Plaza	Sen-

tral大商场当时用去了170只装死尸的塑胶

袋，雅加达北区Ramayana	Koja商场用了

36只，丹格朗Ramayana	Cileduk商场用了

300只，单单上述三间商场至少烧死了506

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加上雅加达西区发生

纵火抢劫时所烧死的22人，以及其他没有

列入记录的受害者。由此可见，暴乱幕后黑

手所施一石二鸟之计何其毒也！

╱	文		:  何华实

1998年5月14日，暴民在Citraland商场前面焚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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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府所公布的财物损失资

料，共计毁损了1604间商店，2479间

商业建筑物，40间大型购物中心，65

间银行，45间工厂，	13间市场，1026

间民房和384间私人办公室等。但人

们认为这是最保守的数据。

我在历史现场:“母亲病了！”

有人说，“五月暴乱”是因为印尼

在1997年至1998年遭到金融风暴

的冲击，货币剧烈贬值，民不聊生所

引起的；有人说，这是因为1996年至

1997年期间出现漫长旱灾，粮食严

重减产，许多灾民跑到城市所引发

的；也有人说，主要是因为大学生游

行示威并演变为暴力活动所造成的。

然而，针对“大学生涉及暴力活

动”的说法立刻遭到各方的驳斥，不

少社会自筹组织举出了许多证据，说

明大学生反而是这场暴乱事件的受

害人。

就我个人的理解，大学生这次展

开游行示威，其目的不外是反对新秩

序政府的腐败和贪污，他们要求政治

上和经济上的整体改革。但他们在进

行表态活动时，被一群心怀叵测之徒

有组织、有预谋的引发为社会暴乱。

事实上，我亲眼看到或听到了

1998年5月12日的大学生游行示威

活动，而且亲眼看到和听到了同年	

5月13日至15日的五月暴乱事件，甚

至在暴乱事件顶峰期，我就是在雅加

达西区的Pluit医院亲眼看到和听到了

暴徒们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罪行。

1998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时

分，我像平常一样从老巴刹（Pasar	

Senen）搭公车到草铺（Glodok）三

间土库街（Toko	Tiga）对面的印度尼

西亚日报报社上班。这家报社当时是

印尼唯一的中文报社。

我按照习惯先到班芝兰（Pan-

coran）唐人街食摊“填肚子”。我

一边走，一边想着最近所听到的新

闻：1998年5月6日（星期三），苏门答

腊岛最大的城市、印尼华人其中一个

聚集地棉兰，当天发生了社会骚乱，

一群暴徒破坏了数百间店屋，一些

汽车和摩托车遭到焚烧，Aksara大

路的Aksara	Buana商场大厦遭到暴

徒抢劫。在这场社会骚乱中至少有五

人死亡，数十人遭枪伤。听说，大多数

被暴徒抢劫的商店或店屋是属于印尼

华人的……

“唉！母亲正在生病！”于是我联

想到正在生病的母亲。母亲年纪已八

十岁，在我还开店做生意的时候，母

亲与弟妹一直和我一起生活。我做生

意失败之后，母亲就住在比较富裕的

三哥和三嫂的家。

我当然同意母亲住在三哥的家，

她能够得到更完善的护理，这是当

时满身债务的我所无法做到的。而母

亲也不担心我的生活，因为母亲在跟

着我生活的二十年期间，看到我多次

顺利地解决生意上的危机，她看到从

1966年因当局封闭华文学校而辍学

的我，拉着手推车到处买货和卖货，

她又看到我聘请店员、打理店面，接

着她还看到我买汽车扩充营业。母

亲几次看到我受到挫折，但每次却又

会东山再起，这些都使她非常相信我

的生活能力，然而她最担心的是社会

骚乱，特别是针对印尼华人的暴力事

件。每逢说到历年来的反华事件，她

经常借喻为“国家正在生病”，必须

提高体内的抵抗力……

自我懂事以来，经常听到印尼
发生反华事件

到了1998年1月至2月期间，各

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

事件更是此起彼伏，其中比较严重

的是在庞越（Probolinggo）、栋加

拉（Donggala）、松巴哇（Sumba-

wa）、弗洛勒斯（Flores）、马者连加

（Majalengka）、勿里碧（Brebes）、

苏邦（Subang）、龙目（Lombok）和

兰陶不拉八（Rantauprapat）等地。

“哥啊！我今天煮了一盆梅菜扣

肉，请你尝新。”

我忙扶正眼镜一看，原来不知不

觉已走到我经常光顾的食摊，摊主

正热情的招待我吃午餐。
五月暴乱，雅加达暴民焚烧华人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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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铃……”腰带

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我赶忙掏出手机，拉开天线。是

三哥的声音：“阿五，母亲刚才突然昏

倒。我已经送她到Pluit医院，是Raya	

Pluit	Selatan的医院，你三嫂现在陪

着她。你晚上放工后就到医院吧。”

母亲最近的身体抵抗力很差，

经常生病，经常看医生，但这次却是

留院治疗，令我感到很担心。所以当

晚放工之后，我径直到Pluit医院看

望母亲。

暗藏杀机的晚上

1998年5月12日（星期二），雅加

达西区Trisakti大学的学生们举行大

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苏哈多政府

搞坏了国民经济，尤其在1997年使

到全国经济濒临崩溃，但还是被“人

民协商大会”（MPR）自1966年以来

一直被选为总统。虽然我已经听到

这个消息，但我当天下午还是打点一

番准备到印度尼西亚日报报社工作，

然后再去Pluit医院看顾已经昏迷四

天的母亲。

从老巴刹到班芝兰大约有9公里

路途，我通常是搭小公车去的。但那

一天我花了大约1个小时徒步走到

Sawah	Besar区，在那里才找到去班

芝兰的小公车。

岂知到了报社，只见铁门紧紧闭

着。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听到

守门员从里面发出招呼的声音。他

说，今天报社无法正常运作了，因为

Trisakti大学生的游行示威已演变成

警民冲突事件，警察打死了几名学

生。学生们的示威活动已失去控制，

他们开始破坏商店和交通设施，现

在正朝向草铺走来。

守门员大惊小怪的问：“时局这

样乱，你为什么还敢前来呢？”

我无言以对，只是心里想：时局

这样乱，我还是尽快到医院看顾母

亲吧！

“你先进来吧，如果现在立刻倒

回去，恐怕会碰上大学生队伍。”守

门员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不但是报社关

着门，附近的商店也已关门，连摆地

摊的小贩都不在了。

果然不错，我走入报社后不久，

大约有半个钟头，只听得路上一阵

喧哗的声音，约百余名大学生举着拳

头喊口号：“苏哈多下台！”“反对苏

哈多！”这些学生的情绪虽然非常激

昂，但他们走过报社和附近的商店时

并没有任何破坏活动。

后来，我听到消息说，一群

Trisakti大学生从校园出来时受到军

警的阻拦，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

候，附近高架路上的军警却向校园

刚出来的大学生射击，而且枪声很

密，当场打死了四名大学生，打伤了

十余人。

傍晚来临了，班芝兰的气氛竟然

与往日不同，路上行人很少，而且越

来越少，草铺前面也再没有什么车辆

走过，我感觉一丝丝的寒意，似乎周

围暗藏杀机，黯森森之中，就像有一

只魔鬼正伺机而动。直到晚上，我才

等到一辆人力脚踏车夫，便叫他载我

去Pluit医院。

当晚，如同前几个晚上一样，我在

病床傍边低声向躺着的母亲说话。因

为医生说，母亲是老年人中风后的并

发症，她虽然看似昏迷状态，但有时

候还会听到外面的声音，家属应该轮

流和她讲话，希望病情能缓和或至少

不再加剧。

母亲在中国原乡曾读到女子中学

的程度，她在病前喜欢看电视，读报

纸，也喜欢注意国内外时事。所以我

向母亲低声叙述雅加达最近发生的

事情，包括当天下午发生的Trisakti

枪击事件。

印尼许多高等学府，包括雅加达

的Trisakti大学的学生，从1998年初

便经常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对没有通

过民主选举，连续担任总统逾30年的

苏哈多非常不满，而且苏哈多政府贪

污、腐败、裙带风无一不全，尤其最近

几年的政绩非常糟。印尼在1998年上

半年的国民经济剧降了16.5%，货币

价值如冰山解体一样崩溃，在1997

年7月的美元汇率是2400盾，但到了

1997年年底，要用17000盾才能兑

换1美元，贬值的程度超过600%！不

但如此，“新秩序”政府还频频发生

侵犯基本人权的事件。

我低声叙述大学生的示威活动，

讲述我刚才在报社的经历，以及大学

生示威游行并未破坏任何建筑物的

经过等。母亲还是紧闭双眼，但我发

觉她呼吸比较急促，脸色也更红了，

似乎听到我的说话。

“母亲，您赶快好起来吧！您所

说‘母亲’正面临大病的袭击！”我

一面说一面用湿棉花涂母亲的嘴唇。

1965年爆发“九卅事件”之后，

苏哈多除了利用军事力量掌握政权

之外，而且也利用中、大学生示威和	

“清乡运动”巩固其政权。当时在

发生1974年“Malari”反日运动转变

为反华事件时，母亲就已经说，这是	

“坏徒”从中挑拨的，每当“国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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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病”，许多人生活很辛苦，就容

易被人挑拨作出扰乱社会的行为。

我的生意失败之后，三哥主动要

求母亲搬到他们的家。我当时是“四

面楚歌”，日夜都有债主来催债，不胜

其烦；而且我所居住的老巴刹区环境

不好，母亲又多病，我无力供养，她搬

到家境更好的三哥家去住，当然更理

想。母亲临走时，多次交代我：“国家

正在‘生病’，社会治安不好，你不要

再开店了，免得受到破坏……”

到了深夜，三哥叫车夫送七弟代

替我陪伴母亲，我便搭三哥的车回

家。在路上，车夫对我说：Trisakti枪

击事件激怒了大学生，他们扬言从明

天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苏哈多拉下台。车

夫还说，事态非常严重，他准备明天

回乡也已要求请假。

王其信与土著合力救人

1998年5月13日（星期三），我已

经得到关于报社放假至未能预定的

日期，所以我决定未来的几天就在

医院陪伴母亲。大约中午时分，三哥

亲自驾车载我和妹妹何美莲及妹夫

王其信到Pluit医院。

为了避开大学生的游行队伍，

我们选择走高速公路。在路上，看

到远处出现许多冒出浓浓黑烟的地

区。我不禁问道：“大学生正在烧轮

胎吧？”

“不像，如果是烧轮胎，冒出的

黑烟不会那样高。”三哥回答说。

“好像是在烧汽车或房屋……而

且好多处！”王其信说。

“会不会又有暴徒破坏我们华人

的商店和住宅？”我感到焦虑不安。

三哥说，大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并

不可怕，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表达政

治或经济上的诉求，最怕的是有人乘

机挑拨或捣乱时局。

到了Pluit医院，我们看到医院前

面的Pluit	Selatan	Raya大路的情况

很平静，路上没有行人，偶尔有汽车

匆匆忙忙掠过，大路左右两端的大

桥都有武装警察守着。

然而到了傍晚时分，Pluit	Selatan	

Raya大路的情况突然紧张起来，	

Pluit医院对面的大路上不知道从什

么时候开始涌来了一批又一批衣着

凌乱的人群，你推我、我推你的要冲

进医院。

这些人喊着：“赶快把支那人赶

出来！”“赶走支那人！”

但医院前面大路两端守卫的警

察架起了篱笆障碍，端着冲锋枪大

声的喝斥，叫他们赶快离开现场。因

看到医院有很多军警防守，暴民们

就涌到左右两边方向去破坏其它的

建筑物。

不久，Pluit医院附近左右两边传

来喧闹的声音。我们猜想这可能是暴

民正在破坏附近的商店。

喧闹的声音延续很久，后来有一

群附近居民跑到医院要求避难，大部

分是附近居住或开店的华人，有男有

女，有老有少。他们说，前来袭击的暴

徒犹如波浪式，第一批暴徒专门选择

目标，只对华人的店屋或住宅进行破

坏、砸门、掷石头；接着来的就抢东

西、搬东西，再后来的就打人、伤人。

夜色更暗了，医院后面的居民区

突然响起一阵凄厉的尖叫声和呼救

声，妹夫王其信刚好在医院前面吃

晚饭，他生来一副侠义心肠，立马放

下碗筷像飞一样冲向声音来源，坐在

他旁边的何美莲要喊都来不及喊！

Pluit医院后面隔着一群建筑物就

是Pluit	Raya大路，王其信赶到当地便

看到一幕令人感到非常恐怖的情景。

只见数百名气势汹汹的暴民朝着

一排排的店屋楼上丢掷石头，有的还

扔自制的瓶子炸弹。另有几间大门已

乱民掠夺商店里的电器。



怡
和
看
板

YIHE SHIJI Issue 28 	115

被捣坏的店屋，一群暴徒喊打喊杀

的冲进去……

王其信身体健壮，肤色比较黑，

这对当时的情况无疑是“保护色”，

暴徒们以为是他们的“同类”，甚至

有一名暴徒还邀他冲进店屋抢东西。

王其信只是摇摇头，心里虽然气愤难

当，但他知道只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

不能救人的。

当时王其信听到几声枪响，但就

是在现场上看不到军警人员。后来，

王其信才知道当时也有不少土著人跟

他一样不同意暴徒的行为。

Pluit	Raya大路的店屋大部分是

三层楼，有些屋主是做家庭工业的。

当暴徒来袭时，有些工人来不及跑，

他们就和店主及其家属躲在三层楼。

稍后来的暴徒因为抢不到什么东西

了，他们就开始打人、伤人，甚至强奸

妇女与杀人。

王其信看到有几间店屋因受瓶子

炸弹的袭击，开始起火，一些躲在店

屋里面的人沿着屋顶爬到邻屋，再

从邻屋朝着Pluit医院的后院爬去。下

面的暴徒实在是穷凶极恶之徒，他们

居然向着趴在屋顶的人丢掷石头……

“野蛮！残忍！我们赶快救人

吧！”旁边的人说。

王其信立刻想到自己必须抓紧机

会到相应的地方去救人，于是他拔

脚跑向Pluit医院后院。这时，旁边的

几个土著人也跟着他跑，有的还说：	

“我们赶快从那一头去救人！”

王其信等人向Pluit医院负责人借

了梯子，医院保安人员也乐意配合在

周围把风，他们就在医院后面救了

数十人，获救的人有男有女，多数是

华族，但也有土著。

协助王其信救人的土著人都是

当地的居民，根据他们所说，他们并

不认识这些暴徒，可能是外来的人。

这时候，我和三哥正推着病号床

把母亲送到检查室。我在检查室等

候，三哥却跑到急诊室看个究竟，因

为他看到大约有20名受伤的人进入

急诊室。当晚的急诊室真是乱七八

糟！可说是“人头汹涌”，三哥看到

刚进来的人大部分是土著，有的坐

在轮椅上，有的躺在病号床上，有的

却是被人扶持。这些人讲话粗鲁，而

且很大声。

后来，三哥从护士口中得悉，原

来这些人是在医院附近抢劫商店时

受伤的，有的被碎玻璃割伤，有的被

土炸弹烧伤，还有是在爬上三楼要

抢“更好的东西”时失足跌断手或

脚骨的。

三哥对护士表示他的不满，为什

么医院还是要医治这些“暴徒”呢？

但护士的答复耐人寻味，她说这些

人是不是“暴徒”只有警方才能鉴

定，医院的职责就是拯救生命，即使

找上门的是执法机构所指定的通缉

犯，也要一面为他护理，一面报告给

有关当局。

遭暴徒追杀的“梦游人”

我把母亲送回病房之后，突然听

到房外有吵杂的声音，赶忙打开门

一看，只见斜对面的病房，两名护士

一左一右扶着一位面色苍白，目光呆

滞，身材适中的中年华人，最引人注

意的是他状若奔跑的姿态，只是两

脚一前一后慢慢摆动，不停的摆动，

就好像梦游人在慢跑似的。

只听得左边年纪比较大的护士向

右边的同伴说：“这位先生体力耗尽，

体液不足，出现虚脱的症状，等下给

他调整头低足高卧位。”

这间加护病房本来只准住一名

病号，但因医院的加护病房已住满病

号，而“梦游人”需要加护看顾，医院

方面便把它权充为双人房。

五月暴乱前，棉兰先发生反华事件。



怡
和
看
板

116 	怡和世纪第二十八期

两名护士把“梦游人”扶上病号

床，为他罩上氧气管，在他左手附上

点滴，点滴架子上挂了两个瓶子，这

时我注意到“梦游人”两只脚还是交

换着一蹬一蹬的不停。

护士叫我们出去，说要给病人换

衣服。“梦游人”不但上衣给汗水侵

透，而且裤子也是湿湿的，还有一股

尿味。

究竟是什么情况啊？护士出来之

后告诉我，这位中年华人从丹格朗

的Cileduk驾着摩托车要到雅加达西

区的Pluit，但刚才下午在经过雅加达

西区Taman	Anggrek大商场时遇见

一群暴徒，这些暴徒看出他是华人，

便拉他下车，倒出摩托车油缸的汽油

泼他，还要把他和摩托车一起烧死。

他奋力逃脱，从事发地点跑进附

近的Tomang高速公路路口，他一口

气在高速公路跑到Pluit高速路口，再

跑到Pluit医院对面的大路，就被警察

拦住了。当时的他神志还算清醒，能

够出示身份证和讲明事态经过，但

当警察把他送到Pluit医院接待处后

竟然神志不清了，两脚却不由意识的

跑步式的摆动。

护士还说，医院方面已经打电话

给这位不幸者的家人，但因Cileduk地

区仍属偏僻地带，当晚又没有交通车

辆，他的家人可能在明天早上才来。

这时我注意到医院每一个走廊

都有避难的华人，他们有的站着，有

的靠墙坐着，有的索性躺在地上，他

们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脸上掩不

住惊恐的神态。

这些避难的华人除了当地或附近

的居民之外，还有来自Kapuk住宅区

等居民。听他们说，Kapuk住宅区居

民大部分是华人，所以暴徒选择这

个地区大肆抢劫、破坏，也烧毁了很

多房子。我心头油然升起一阵悲情，

白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唯有希望这场母亲所说“母亲”的

病尽快得到治疗和护理。

妹夫王其信还走到附近的Ge-

dung	Panjang路，那里的Gedung	

Panjang殡仪馆（天堂殡仪馆旧址）

已被人纵火烧毁。根据当地居民说，

殡仪馆当时停放着三副灵柩，暴民们

把棺木统统打开，希望能拿到贵重物

品，过后他们把棺木推到路上烧毁。

当时的Gedung	Panjang殡仪馆

斜对面有一座公寓大楼，这个公寓大

楼当时也发生抢劫和纵火事件。过

了数天之后，我才知道这座公寓大

楼还发生了众多暴徒轮奸并残杀华

人妇女的事件。

1998年5月14日（星期四）早

上，Pluit医院来了更多的避难者，也

来了一些探病的人。我在医院前面

吃完了早餐，刚好看到有三个人向前

台的值班护士说，他们是从Cileduk

来的，要看望昨晚留院的病人，于

是我联想到母亲所住病房斜对面的	

“梦游人”，便也走上前去搭腔。果

然不错，他们是“梦游人”的妻子和

两位哥哥。

我问他们：“路上的情况怎样？”

“梦游人”其中一位哥哥回答：	

“Cileduk同样发生抢劫和纵火，大

路上很多车辆被烧毁，所以我们选

择小路。”

值班护士来了之后，便领着三人到

病房，我在背后跟着，因为我也想回到

母亲的病房。然而他们发现“梦游人”

并不在病床上，浴室也空无一人。“

这位病号去哪里了？”护士拉开白	

色布帘问隔邻病号负责看顾的家属。

“我们没有注意呀。”看顾隔邻

病号的家属是两位女青年，她们并

没有听到“梦游人”发出什么声响。

会不会被其他护士带到治疗室或

手术室？不可能，医院方还在等病号

家属指定主治医生，而住院医生昨

晚也没有什么特殊交代。

正当护士和病号家属们忙着寻

找“梦游人”的时候，有人赶过来

说：“梦游人”已经“跑”到医院最外

围的院子！于是大家三脚两步的蜂

拥赶过去。

“梦游人”已经跑到医院大门口

了，但被医院保安人员拦住，“梦游

人”见状便回头又跑，这时早被赶来

的妻子抱个正着，“梦游人”挣扎了一

会，左看右看，看了又看，确认抱他

的是自己的妻子和哥哥之后，叫了一

声“Tuhan！”（天啊！）竟然两手一

松又昏了过去。一群人便把他送回加

护病房。

到了病房门口，“梦游人”突然惊

醒过来，他惊恐万状睁大了眼睛，双

手挣扎着，两脚蹬着地板，口中发出

微弱、含糊的声音，似乎在叫“To……

long……”（救命）。家属们赶忙安慰

他，告诉他已经安全了，亲人和护士

们会护理他，要他安心躺着休息。

“梦游人”也不知是否听到家属

们的安慰声，但他手脚已经软瘫无力

了，口中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

后又昏了过去。

脆弱人性和患难真情

把“梦游人”扶到病床躺下之

后，“梦游人”的一位哥哥出来和我



怡
和
看
板

YIHE SHIJI Issue 28 	117

们见面并表示感谢。他说，他们居住

的Cileduk地区同样发生了抢劫商店

和纵火事件，但因为居民区里面，华

人和土著的房子混杂在一起，所有

的房子前面都涂写着“Pribumi”（土

著）字样，所以暴徒只是袭击店屋和

豪华房屋。

妹夫王其信也转述他所听到的

消息：距离Pluit医院不远的Pluit住宅

区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因为当地

居民很勇敢，特别是旅居当地的棉

兰华人，他们在通向住宅区的路口安

置篱笆或障碍物，还拿着木棍、大刀

等武器坚守在住宅区入口处。他们的

决心很明显：如果暴徒胆敢进来，不

是你死，就是我活！

王其信说：“5月初，棉兰先发生

社会骚乱，暴徒抢劫华人财物，后

来因为很多华人敢于反抗，军警也

及时赶来维持治安，暴徒们也就撤

退了。”

到了晚上，突然听到“梦游人”的

房中传来一阵阵的哭声，我们立刻想

到这位不幸者就此逝世了……

这个可怜的人！他被暴徒们追

杀，从Taman	Anggrek大商场跑到

Tomang高速公路，又从Tomang高

速公路跑到Pluit医院，跑得筋疲力

尽，跑得魂飞魄散，为什么多舛的命

运还是不肯放过他？为什么还要逼

他再从Pluit医院跑到天堂？

当天整整一个晚上，大家没能睡

觉，三哥在病房看顾母亲，我和王其

信等则在病房外面，与许多避难者在

一起。我们一直谈论着所看到的和所

听到的暴乱事件，也从电视上看到当

天的雅加达几乎所有的商业区都发

生抢劫和纵火事件。大家也明白了，

这一天又是“五月暴乱”的高峰期！

Gadjah	Mada和Hayam	Wuruk

两条大道直至草铺及大南门、小南门

等城区被暴徒严重破坏，这些暴徒从

上午约十时已开始抢劫商店和店屋里

面的商品，他们抢劫的东西从快熟面

乃至电脑等，他们甚至冲进Holland	

Bakery等面包店把店里的面包分发

给外面的同伙。暴徒们在抢劫的同

时，也纵火焚烧Glodok	City酒店和

Glodok	Plaza商场，周围许多店屋等

建筑物也遭殃。

1998年5月15日（星期五）早上，

我从Pluit医院出来，希望能在半路

上搭到公车回家。因担心大路上还

有暴徒，我便一直抄小路走，走过

AMB公寓大楼时，我看到这间豪华

公寓大楼受到严重破坏，几处黑洞

洞的窗口还冒着黑烟，路上有海军陆

战队员把守。

走到临近老城区火车站时，在一

个火车轨道区的小巷，我看到当地贫

民窟一排破烂的房子，前面却堆积着

许多豪华家具和电器，其中有大型沙

发、大型电视机、双门冰箱等等。这

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我的心不禁沉

了下去，沉得很深，很深……

天啊！人性竟然如此脆弱，多年

诵经膜拜却轻易被魔鬼诱惑，昨天

的淳朴变为如今的奸诈？善与恶的

距离居然是一念之差？但我又想到

母亲所说的“母亲”生病的道理，这

些“愚民”主要是受到愚民政策的影

响，再受到不法之徒的诱导就变得

如此是非不明、善恶不分了。我唯有

希望“愚民”能清醒过来，能清醒的

识别真正的民主生活。

后来我听到消息说，上述无知的

居民因害怕政府追究这些“抢劫”

的东西，又加上流氓、无赖之徒的恐

吓和勒索，不但失去了“抢劫”的东

西，而且还赔钱给“冒险”把东西送

回物主的人，这可说是“偷鸡不成蚀

把米”的教训吧。

1998年5月16日（星期六），雅

加达的治安情况大致上受到军警的

控制，但路上行人还不多，来往的公

车也很少。我在晚间时分还是从老

巴刹步行至Pintu	Besi才搭到一辆

小公车。

小公车走到Sawah	Besar路靠近

火车站时，我看到路旁的店屋群还冒

着黑烟。Gajada	Mada大路旁边的情

况更为凄惨，许多建筑物遭到烧毁，

其中有一间店屋的前门被摧毁了，从

外面可看到里面狼藉的砖瓦……忽

然，这间店屋隔壁同样受到严重破

坏的建筑物走出了一位中年华妇，她

一直走到路边，并招手喊停要上车。

这位华妇可能是在里面看到小公车

之后才敢出来的。

当时，在小公车坐着的除了我之

外，还有三位身材魁梧的土著，一位

坐在前面司机的旁边，另两位坐在

我对面。华妇上来的时候，我特意向

她微笑表示打招呼，我注意到对面

两位土著很注意我们。也不知是我

疑心太重，还是什么的，我总觉得他

们目露凶光。

华妇坐在我旁边，她脸容姣好、

身材匀称，只是低着头的，这令我感

到忐忑不安。车子走到班芝兰路口

时，我注意到Glodok	City酒店虽然

还冒着黑烟，但附近已有军警把守。

我立即叫车夫停车，并向华妇用印尼

语说：“我们在这里下车吧。”

华妇立刻知趣的应一声跟着下

车。摆脱了虎视眈眈的“凶光”之后，

我们两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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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而行是更安全的，但我们两人

不再说话，只是静静的一起朝着唐

人街走去。

我也看出低着头走路的她，心情

应是很沉重的，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

会从遭到严重破坏的建筑物走出来，

不知道她受到怎么样的损失或伤害，

也不知道她要到什么地方，但我没有

发问，我不忍心再触动她的伤处。

两人就这样静静的走着，走了大

约一百米之后，终于找到一辆人力

脚踏车，看起来车夫的年纪超过五十

岁。我确定安全之后，向华妇说：“您

先搭车回去吧。”

她紧握我的手颤抖的说：“谢谢

您，谢谢您！”两人就此握手告别。

华裔大学生一家的遭遇

雅加达的暴乱结束了，大学生的

示威活动却更加剧烈，参加活动的人

越来越多，而且其他阶层人士也参加

了反对苏哈多政权，要求改革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运动，这也表明了大学

生并非挑起五月暴乱的始作俑者。

我从亲友口中也听到他们在“五

月暴乱”事件中的亲身经历，或经得

起反复核对的消息。

居 住 在 雅 加 达西区 珍加 冷

（Cengkareng）高善美新村（Kosambi	

Baru）的Tarumanagara大学经济系	

大学生林X英，父亲刚逝世不久。	

1998年5月13日（星期三），她因前一

天身体不适没有去读书，而且前几天

又没有看报纸或看电视，竟然不知道

校园隔邻的Trisakti大学发生了枪击事	

件，所以她在当天仍然准备去上学。

林X英带着丧父悲痛之情坐小公

车到珍加冷区Daan	Mogot路的十

字路口等巴士，当时这个十字路口是

属于最危险的地点之一。她等好久，

一直没有巴士车经过，只好叫了一辆

三轮摩托车赶去Glogol区上课。然

而三轮摩托车走到靠近Citraland商

场大厦的路口时，前面有人打着手势

要车辆倒回去，林X英只好下车去了

解情况。

此人告诉她，大学生的示威游行

已演变为暴力行为，Grogol区的数间

大学从昨天就不上课了，前面的路上

有大批人群正在砸毁商店，焚烧汽

车和摩托车。这个好心人叫林X英赶

快回去。

后来，林X英从同学们口中得悉，

五月暴乱是别有用心之徒挑起来的，

甚至有些暴徒乔装成学生模样。而

且，她当时幸好走得快，避开了那些

没有人性的暴徒。

林X英的哥哥林X丹是在珍加冷

大街旁边Ramayama商场里面的摊

贩。1998年5月13日（星期三）那一

天，他虽然听到前一天发生了Trisakti

枪击案，但他认为大学生示威活动已

属司空见惯，也就不太在意。

然而到了下午，他听到了坏消息：

一群暴徒正在破坏距离珍加冷不远

的店屋群，暴徒除了抢劫财物之外，

还纵火烧商店。林X丹相邻的许多

摊贩纷纷把摊子盖上帆布，有的把商

品装上手推车……

正在此时，又传来更坏的消息：

暴徒们已到前面的Ramayana大商

雅加达东区芝巴蓉公众坟场内的“1998年5月惨案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雕塑了一只拿着
针线的手，正缝补一块破布，
可解释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但“游子”已成焦炭，可
见“慈母”之痛心，这也表明民
众要求政府彻查“五月暴乱”的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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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时，许多摊贩拿了自己比较值

钱的商品拔脚就跑，而林X丹却忙着

收拾东西，因为这些商品是他一家人

仰赖的生活之本，而且父亲刚病逝不

久，他还负担着沉重的债务。

正当林X丹手忙脚乱的收拾东

西，但听到前面人声鼎沸，有许多人

喊打喊杀，只听得：“烧！烧！”“杀

死支那人！”林X丹知道情况非常危

急，他只好忍痛丢下手中的东西，从

市集后门逃脱。

他冲到将近珍加冷十字路口时，

发现许多暴徒正在大路上烧毁汽车

和摩托车。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

可能越过十字路口跑回家。

就在此时，一位带着白帽子的	

“哈吉”（麦加朝觐者）看到林X丹

是华人，便急忙拉林X丹离开现场。	

“哈吉”说：“先到我家里躲避吧，我

家隔壁是清真寺，他们不敢冒犯。”

到了目的地之后，好心的“哈吉”

告诉林X丹，暴徒们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破坏华人的商店和房屋，要抢劫

华人的财物，甚至还要杀死华人、烧

死华人。

这时的天色已开始阴暗，“哈吉”

叫林X丹当晚就住在他家里，翌日

再看周围的情况。结果林X丹在“哈

吉”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1998年5

月14日）清晨，林X丹腰系纱笼，头戴	

“Piji”黑布帽，一身土著打扮，在“哈	

吉”陪伴下返回家中。当晚，林X丹和

其他高善美新村青年人共同守夜。

其实，1998年5月13日（星期三）

晚上，暴徒们也袭击了林X丹所居住

的高善美新村。当时，林X丹的住家只

有母亲张X英和妹妹林X英，听到暴

徒们抢劫和焚烧距离住家约二百米

的小型超级市场，两母女惊骇万分，

她们把大门锁了，又把房门锁了，两人

就在房间里相依等到天亮。

正当暴徒们纵火焚烧小型超级

市场的时候，高善美新村的一群青

年人在居委会长和邻组长的率领赶

到现场，而且赶来现场的居民越来

越多，他们带着木棍、长刀和菜刀等

武器。暴徒们看到这种情形，便灰溜

溜的散去。

珍加冷属雅加达西区，这个地

区与丹格朗南区的Ciputat接壤，而

Ciputat的Plaza	Sentral商场大厦在

1998年5月14日（星期四）自下午便

受到“第一批”暴徒的袭击，这些暴

徒只是负责破坏，然后叫当地居民

及一些外来居民抢劫商场的东西。

一位叫BD的受害者家属说，他

和几个朋友在1998年5月15日（星期

五）凌晨来到Plaza	Sentral寻找他

的弟弟，他们把这家超级市场二楼的

大门撬开，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看到

满地已烧成焦炭的尸体。他们再上去

撬开三楼的大门，看到的同样是满地

的焦尸。BD说：“我们没有上到四楼

和五楼，因为太恐怖了！”

据说，无知的民众1998年5月	

14日（星期四）抢劫Plaza	Sentral	

商场的活动延续至半夜，后来不知道

是什么人把入口处关闭，而且不知道

是有人放火，还是附近被暴徒焚烧的

店屋所蔓延的火，居然把整个超市包

围成火海。附近民众因听到超市发出

许多人的呼救声，纷纷前来拯救，居

民们用绳子和床垫救出了30人，并把

他们送到附近的伊斯兰医院。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998年“五月暴乱”虽然已过

了17年之久，但印尼华人以及许多

兄弟民族的正义人士仍未忘却这个

惨无人道的暴力事件。2015年5月	

12日有百余人受害者家属及其他

人士选择坐落于雅加达东区科伦德

（Klender）的Plaza	Sentral大商场，

举行为“17年努力为受害者申冤”的

悼念活动。这个商场就是17年前发

生“五月暴乱”时，其中一个受到最

严重破坏、抢劫和导致许多人丧失

生命的地方。

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	

“17年努力为受害者申冤”的纪念

活动也在雅加达东区芝巴蓉（Cipa-

yung）的Pondok	Ranggon公众坟

场举行，大批大学生也参加了这项

活动，致使参加人数倍增。他们还在

1998年“五月暴乱”受害者合葬地

为“1998年5月惨案纪念碑”启幕。

这个纪念碑雕塑了一只拿着针线的

手，正缝补一块破布，可解释为“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但“游子”

已成焦炭，可见“慈母”之痛心，这也

表明民众要求政府彻查“五月暴乱”

的决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以抚

平历史的伤痕。

作者为印尼《国际时报》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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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落定在汕

头大学，这得归功于李嘉诚

先生从中斡旋。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全

球知名的大学，能和汕头大学合作，设

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这对双方

尤其对汕头的教育、文化、经济的发

展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早在1980

年，中国政府将深圳、厦门、珠海、汕

头设为四个经济特区，经过三十多年

的发展，这四个特区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但是，比较前三个特区，汕头经

济特区的发展相对缓慢，所以，这次	

“广东以色列理工大学”设在汕头，打

造中国的“硅谷”，相信这有助于刺激

汕头科学经济的再度起飞，也有助于

汕头的国际化进程。以色列理工学院

在精密机械仪器的设计和制造、环保

产业的发展，土壤、水资源的治理，以

及生物制造等方面，都享有国际盛誉。

如果通过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中

国以色列产业园”的建设，双方能够

有效地结合推进，那么整个潮汕地

区可以学习和利用以色列的很多先进

科研成果，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潮汕地区一直又重视教育的传

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与唐朝诗

人韩愈南下潮汕，播下的文化远因有

关，近代学者如饶宗颐，也是潮汕的

荣光，他的国学基础都是早年在潮州

打下的。据我所知，潮汕地区最好的

中学就是创办于1926年的金山中学，

饶宗颐、杜连孙、柳北岸都是金山中

学毕业的，大画家陈文希也曾执教

金山中学。但是与邻近的福建厦门相

比，汕头一直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

由于陈嘉庚的关系，厦门大学及集美

学村扬名海内外，但是汕头的高等教

育一直落后，直到有了李嘉诚的热心

捐资，1981年创办汕头大学，才改变

了局面，使得潮汕地区有了一所优秀

的大学。

李嘉诚对汕头大学及广东以色列

理工学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几个

月前，《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或多

或少对他不够公平，在某种程度上也

误解了他。还是，时间，会证明一切。

别的不说，至少他对汕头大学的“乡

情”和捐助有增无减。李嘉诚捐助	

1.3亿美元，广东省和汕头市联合拨款

1.4亿美元用于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

建设和初期运作。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办学初期，

三分之一师资为以色列理工学院教

授，其余全球招聘。今年六月招生，

生源除了来自中国大学，也面向海外，

它将是一所国际化的学府。

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5月，中国共有2845所高

等学校，其中中外合办大学9所，2所

筹办中。目前为止，中外合办大学以

文科、商科专业为主，广东以色列理

工学院是其中仅有的纯理工科院校。

据我所知，中外合办的大学，多以商科

为主，以赚钱为目的。广东以色列理工

学院则目标远大，正如李嘉诚在12月

16日建院仪式上说：此次和以色列理

工学院合作，将共同在中国推动一个

能够改变个人和民族未来的改革，这

个学院将是一个发展科技、寻找智慧

的场所，中国和以色列双方将努力开

创工程学科和生命科学研究和创新

的新篇章。

李嘉诚是有眼光的，早在创办汕

头大学初期，他就特别注重医学和生

命科学。李嘉诚对汕大医学院的感

情非常特殊。李嘉诚曾在演讲中提

到：“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稻田，今

天，已有四万多毕业生贡献社会，不

少汕头医学院的毕业生，服务70%潮

汕地区病患者。”教育和医疗，是一个

成功商人对家乡的最好回馈和报答。

这样的情感是“跑不掉”的。

李嘉诚做事认真，他没有选择欧

美而选择以色列，缘于他对以色列科

技教育二十多年的观察。以色列确实

具有一些优秀的科技教育品质值得

我们学习。李嘉诚的选择对我们新加

坡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以色列理工学

院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应用科学是它

的强项，而我们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

南洋理工大学在世界的排名也是年年

上升，我希望接下来，汕头大学、以色

列理工学院和新加坡的大学三方也能

展开深入的合作。其实，以色列理工

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早有合作，他们

的三个诺贝尔奖得主阿达·约纳特、

丹·谢赫特曼、阿龙·切哈诺沃几乎

每年访问新加坡。在这个基础上，三

方可以进一步加强联系，举办生命科

学、计算机科学、医学和生命科学的

培训班，相互取长补短，这对新加坡、

中国、以色列都将有益。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陈嘉庚基金主席

李嘉诚与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	文		:  潘国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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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刘伯孳

一项被遗忘的华侨银行业务

华 侨银行开展的许多银行相关业务是

大家所熟悉的，华侨银行大厦已经

成为新加坡标志性的建筑，但华侨银行在上

世纪的3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经营的侨批业

务或许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

19世纪中期以来在中国的福建、广东等

地以及东南亚华侨聚居地，陆续出现的一种

专为华侨递解信款，兼有金融与邮政双重服

务功能的民间经济组织即侨批局，并发展成

为海外华侨和中国东南沿海侨乡人们从事的

一个行业即侨批业。在20世纪上半叶侨批

业兴盛的时代，侨批局与华资银行在侨批业

中的经营网络互有交叉，两者之间在侨批业

务上的合作与各自业务范围的差异并存，形

成经营网络的互补关系。①

本文将以近年来发现的侨批、汇票等实

物作为例证，来说明华侨银行的侨批业务

经营和特点，以及促进新马及周围地区与中

国之间的侨批局资金调拨银行化进程，开创

了海外华资银行直接经营侨批业务的先例。

有关华侨银行

李光前家族控制的南益集团在橡胶业界

的成绩和贡献自不待言，然而，对于华人企

业在20世纪迅猛发展的历程而言，更具有

影响的是李光前家族控制华侨银行对华人

企业在融资方面的贡献。

华侨银行（Oversea	Chinese	Bank	Ltd.）	

为新加坡华资银行，1912年由林文庆、林义

顺、黄仲涵等合作创办。为抵御经济危机对

银行的冲击，1932年与新加坡华商银行、和丰

银行合并成立华侨银行有限公司（Oversea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td.）。② 

1937年至1954年，李光前担任董事会主

席。③据作者收集的实物资料，该行在新加

坡的小坡，马来亚的吉隆坡、安顺、巴株巴

辖、吧生、槟城、芙蓉、蔴坡、马六甲、新山、

怡保，印尼的巴城、泗水、占碑、棉兰、巨港，

缅甸的仰光，越南的海防，泰国的曼谷设有机

构；在香港、上海、厦门设立分行。华侨银行

在上世纪的20年代开始在厦门设立分行。厦

门的分行有两个分理处，一个在鼓浪屿，一

个在厦门中山路1号。位于厦门中山路1号的

华侨银行至今依然在营业（见图）。

从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中看到，华侨银

行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营与侨批业有关

的业务，主要体现在为侨批业务调拨头寸和

直接经营侨批业务两方面。

华侨银行经营侨批局的头寸调拨

一些侨批局直接从海外将银元运到在家

乡的经营场所，进行分捡再由批脚分发给侨

户。王顺兴信局就是直接从马尼拉发银元，

经水陆交替地运到在泉州，经分捡、整理再

分发给侨户。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款项

调拨周期较长，不利于与同行在时间效率上

竞争。因此，有些侨批局就利用华侨银行来

调拨款项到中国。下面具体举印尼漳合兴信

局通过泗水华侨银行调拨头寸给厦门正大

信局的实例来说明。

图1所示为印尼泗水的漳合兴信局通过

印尼泗水华侨银行专驳款项给在厦门鼓浪

屿的正大信局⑤。漳合兴信局于1930年8月

在印尼泗水开设，经理是郭志汉。这张汇票

正面收款人为蔡其国，应该是正大信局的

经理，汇票背面盖漳合兴信局、正大信局的

业务章，并盖正大信局的经理周夾的私章。

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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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汇票显示漳合兴信局和正

大利用了华侨银行在泗水和厦门的经

营网络来进行头寸的调拨，这即是华

侨银行开展侨批信局头寸调拨的例

证。当然，我们还有正大、捷兴、南通

和记等信局通过新加坡、吉隆坡的华

侨银行调拨头寸的例证。⑥

华侨银行直接经营侨批

1932年，华侨银行设立民信部经

营华侨个人汇款业务，并与中国交通

部邮政储金汇局合作，规定凡在中国

国内通邮并设邮政分局的地方，均可

代为转交，同时接受侨批局的委托，

代为解付侨批款，递送回批。1938年

华侨银行增设民信部时刊登的一则

广告，其通汇范围遍及广东、福建、

广西诸省。⑦

华侨银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

直接侨批业务,因交通受阻,而趋于停

顿。战后立即恢复直接侨批业务，并

进入了经营的高峰时期。华侨银行于

1946年规定汇率国币每万元收叻币

十五元八角,另每封邮资叻币四角。这

时的汇率侨批局一般均比银行规定

的价格低，保持在14余元之间，很少

超过十五元者。⑧

			华侨银行直接开展侨批业务，常

常与侨批局合作。下面是马六甲华侨

银行与当地的侨批局的例证。

图2所示如图，这是一封1945年

由马来亚马六甲寄往同安马巷曾厝社

的侨批。该侨批封的背面，盖马六甲

源裕兴信局(GUAN	JOO	HIN)紫色

受理圆形章，列源字一帮101号，再盖

马六甲华侨银行(O.C.B.C.	MALACA)	

紫色受理章,理款号为AA37。该侨批

封是华侨银行在马六甲直接经营侨

批的例证。

该批的寄出时间是民国卅四年

十月十八日即1945年11月22日，距离

日本投降才三个月多。是内信中提到	

“日本已投降，交通以顺复，信汇可

达”。说明了华侨银行在日本刚刚投

降，即在马六甲开展侨批业务，为因

中断了近3年的侨批业务而处于艰难

生活困境中侨眷带来了亲人的消息

和生活费。

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华侨银行

在缅甸的仰光和越南的海防直接经

营侨批的例证。⑨上述华侨银行直接

经营的侨批接收地均为福建，但有一

些实例说明华侨银行在新加坡⑩、泗	

水⑪、吧城⑫和槟城⑬的分行转驳汕头

和江门的侨批。可见，华侨银行直接

经营的侨批业务包含了福建和广东，

而侨批局受经营规模和业务网络分

布的限制，不能做到这样的业务覆盖

规模。

华侨银行经营侨批的运作方法

华侨银行在直接经营侨批时，从

上述侨批显示的，是与海外的侨批信

局合作，这些信局有在海外客户来

源、在国内拥有派送网络。在具体运

作方法上，华侨银行与海外当地有一

定业务基础的侨批局互相合作，完成

一般所需要的运作流程（即批款收

集、头寸调拨、承转、派送解付四个

环节）。

图3所示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民

信部”民国卅六年（1947年）七月八日

的帮单，列福字2帮，共8条，涉及批

款227万5千元。其中8个侨户分别来

自同安、晋江、南安、莆田、鼓浪屿等

地，右下角盖“印尼锡江同成兴华侨

银信部”的业务章。从该帮单可看出

华侨银行在经营侨批业务时，使用的

业务流程与侨批信局相同，记录交易

项目的方法是侨批局经常采用以汉字

作为总帮号，再以数字分出次帮号。

在该单据的第二行开始为“执事

先生台鉴：兹抄上福字第2帮民信8条，

共国币贰佰七十七万五千元正，请即

照市价伸算，并加汇费及回批费，一

印尼泗水华侨银行的汇票

⑪⑫⑬⑭⑮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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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登记敝号来往帐去项。回客家信已

由敝号直接寄交贵国内代理处，请发

函嘱其按地址分发，并取回批寄来敝

号为荷。”可见，华侨银行在业务流

程中负责头寸调拨和转承，而“印尼

锡江同成兴华侨银信部”则负责批款

收集、派送解付（含回批收集寄回华

侨银行）两个环节。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华侨银行

经营侨批业务中海外涉及新加坡、马

来亚、缅甸、越南、印尼等地，国内涉

及闽南和潮汕、江门等地。华侨银行

成为海外华侨和家乡之间的情感和

经济联系的纽带。华侨银行为众多的

侨批局从海外转移资金到国内提供

了相对快捷和安全的平台，也为普通

的个体华侨与家乡亲友的联系提供

与侨批局相似流程的服务，适应华侨

在侨批局寄批的习惯和形式，并与侨

居地的侨批局合作经营侨批。显然,

华侨银行的侨批业务经营使传统的

侨批业在资金调拨和跨国经营提高

了效率，也显示当时新加坡侨批业的

区域中心地位。

作者为中国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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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辛  仁 缅怀陈六使之旅

“大事业、大气度、大毅力”之中，观赏集

美大学学生在宽敞现代的诚毅学院影剧院

举办的大型文艺晚会。深感陈六使既有陈

嘉庚和当年他资助过的集美大学作伴，更

有无数心地善良、饮水思源人群的祝福，他

是不会寂寞的。

	可喜的是，在载歌载舞的迎宾宴和隆重

庄严的开幕典礼上，又遇见许多熟悉和久

违的面孔。咦！那不是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

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学长吗？耄耋之年

的他，十天前还在吉隆坡，带领我们参观新

纪元学院校园内落成不久的陈六使图书馆，

又安排我们亲历当年陈六使开创，后来转手

于他，由他发展壮大，成长为马来西亚数一

数二的纸品厂。哦！那边廂站着拿督谢诗坚

学长，他是槟城韩江学院举足轻重的南大

校友，出身报人，曾向我们讲述过学院传媒

系的大好前程。看！台上大会主持人周增

禧学长，半世纪前是南大学生会的外交家，

如今以敢于发声而受到关注。他说：“我也

是同安人，当年陈六使说我的同安话讲得

不标准。”这次他领导霹雳州南洋大学校友

会发起缅怀陈六使之旅，并获得马来亚南大

校友会、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马六甲南

洋大学校友会、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砂拉

越南洋大学校友会、加拿大多伦多南洋大学

校友会的响应和支持，共同促成大会的成功

举办。哇！久违的林连玉精神奖得主谢太宝

博士，难得第一次出现在校友的集会上。祖

国确实亏欠他太多了，而今他在荷兰海牙把

余热默默献给社会，偶尔回国探亲访友，曾

见校友在羊年佳节书写篆书“善”字相赠，

代表南大人的“向上向善”。集会上他上善

若水，谦和持重，彬彬君子，真个是南大精

神的象征。对南大校友的各方面优异表现，

2 015年11月下旬，散居马来西亚各

州、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荷兰、

香港的南洋大学同窗和亲友，不远千里万

里，汇聚厦门集美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

的家乡，缅怀铁骨铮铮、万众敬仰的新加坡

华教一代先驱。

22日晚翔鹭国际大酒店中央大厅灯火

通明，宽广高耸的厅堂，披上红妆的桌椅，

整齐地排列着餐具，十分亮眼。当天，人们

从四面八方赶到厦门报到，当中有提前游览

闽西或云南而至的，有从加拿大和美国经吉

隆坡而来的，也有从荷兰海牙赶来与多年不

见的老友相聚的，无不风尘仆仆，或握手互

道平安，或围坐交流信息，时间的刻痕，夺

不走精神的青春。宴会厅靠墙一侧搭起大

舞台,		横幅布条上写着：世界南洋大学校友

缅怀陈六使先辈。在这种场合，与会者难免

浮想联翩：陈六使的生平事迹、南大创办的

艰辛历程、南大的坎坷命运，一幕幕浮在眼

前。缅怀先辈，春风化雨，不忘掘井人；如今

井枯水断，鹊巢鸠占，令人唏嘘。

此次大约350位南大同窗和亲友齐集

厦门集美，别具意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陈嘉庚与集美大学，第一次被衔接起来。他

们都是集美同安人，都在教育上作出巨大

贡献而名留青史。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在

先，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在后。陈六使曾在

陈嘉庚于1913年兴建的集美小学念过书，

南来后又在陈嘉庚橡㬵公司任过职，陈嘉

庚的待人接物、朴实大度、高风亮节等优秀

品质，不能不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次缅

怀陈六使之旅，得到集美大学校友总会和集

美大学诚毅学院的鼎力配合，不能不说是南

大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我们参观陈文

确陈六使陈列馆展品和图片，沉浸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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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六使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莫大的	

安慰。

在濒临海湾风清景朗的集美鳌

园，我们先参观了巍峨壮观的陈嘉庚

纪念馆，然后步行到一箭之遥的陈文

确陈六使陈列馆。那是一栋两层楼独

立式旧建筑，四周砌上围墙。走进大

门，左侧竖着一个牌子，写着	“南洋

大学校友会中国联络处”	两行大字。

右侧墙角小花园竖立陈文确陈六使

兄弟灰青色花岗岩雕像。陈列馆外观

简朴，门楣写着	“陈文确陈六使陈列

馆”，雕金行草，正方映入眼帘的是	

“华族翘楚		乡贤楷模”。陈列馆能展

示的物品不多，比较显眼的是“1955		

南洋大学”校名的木质复制品，用来

生产胶片的一台大型机械，当年他用

过的办公桌，何香凝署上陈六使姓名

的菊花图等。但是，浏览陈列馆的文

字和图片后，才真正领悟到陈六使的

伟大。陈嘉庚是他学习的榜样，他大

力资助过集美学校，支持过陈嘉庚在

新加坡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但是，

他的丰功伟绩，在于他立足本土，认

同新加坡。早期南侨女子中学，以及

道南、爱同、崇福，光华等小学能够

得到发展，大都受恩于他。但是，更

难得的是，身兼怡和轩主席和中华总

商会会长的华社领袖，他能够顶住殖

民地政府的压力，义不容辞，于1951

年领导华人社团为20万无地位的华

人争取到公民权，且鼓励民众参选、

参政，推动华族融入当地社会。1953

年他倡议创办华文大学，并即席认捐

500万新元；1956年南洋大学正式开

学，他在开学仪式上说：华人“数百

年前南渡，经历无数的磨难与苦难，

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

起一间大学……”；1962年，南洋大

学理事会成立，他当选为主席，1963

年9月22日他失去公民权。陈列馆把

陈六使一身事迹如实展现在观众眼

前，阅之既令人赞叹，又叫人扼腕！

插上翅膀的思维，一下子从集美

现场，降落在马来西亚广漠的土地。

那里不是崛起了南方学院、新纪元

学院和韩江学院吗？与华小、独中衔

接起来，守护华文教育的薪火。从马

来西亚华文高等学府，我们自然联想

到南洋大学，从南洋大学我们必会感

染南大精神的魅力和无限生命力。如

今南大真实的历史和南大精神，在陈

六使的故乡集美同安生根，逐渐被认

识、被理解、被传颂。所以，23日晚，

集美大学年轻学子，把对陈六使和

南洋大学的敬仰，转化为对远方客人

的尊重和欢迎。虽说我们之中大多数

年事已高，但激情不减，陶醉在他们

刻意安排，献给大家的精湛表演。在	

“缅怀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文艺

晚会”上，我们沉浸在远方客人管乐

队演奏、舞龙、合唱、南音、舞蹈、武

术表演，其中《欢迎进行曲》、《保卫

黄河》、蒙族舞蹈《梦归》、藏族舞蹈	

《心声》、维吾尔族群舞《花儿为什

么这样红》、武术《中华魂》，尤令

人震撼，仿佛唤回半世纪前的青春

时光。

步出影剧院，与集美大学生挥手

告别，不禁心潮澎湃。我想：南洋大

学的生命虽短暂，但“春蚕到死丝

方尽”，化成多少彩蝶，多少英才，飞

翔、活跃在国内外不同领域，有口皆

碑，没有辜负全社会对这所大学的期

望。如今星移斗转，“当惊世界殊”，	

已无人敢于漠视、歧视华文了；当年

加在陈六使、南洋大学和许多人身上

的紧箍咒，已没有实际意义了。一小

片乌云，毕竟遮不住蓝天。遐想漫无

边际，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标准

普通话：“	伯伯们，注意脚下，前面有

灯火的地方，就是大路，”原来是一名

白衣蓝裙的女大学生，正指点我们朝

亮处走去。缅怀陈六使之旅，也到了

该划上美丽句点的时刻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陈文确陈六使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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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光酒气里的金门╱	文		:  尤   今

钢刀上的血泪与智慧

想要买一把钢刀的这个念头，在我决定

到金门去旅游的那一刻起，便化成了一条水

蛇，在我心里不安分地钻来钻去。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斩钉截铁地告诉自

己：“一定要买一把金门钢刀回家！”从厦门

乘搭轮船抵达金门的那一刻，像蚂蟥一样盘

踞在我脑子里的，依然是	“我要买一把钢

刀”这个驱之不去的念头。

表面上，我渴切要买的是钢刀；实际上，

我真正想要留存的，并不是钢刀，而是一段

特定时期的历史。

一到金门，便急巴巴地来到莒光路遐迩

闻名的“金永利钢刀店”。

一迈入店里，昔日战争残留下来那狰狞

的影子，便当头罩下。

店铺的右边，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大大

小小、长长短短的炮弹壳，铁锈色，貌极凶

狠，只瞄一眼，便让人联想起血肉横飞的

可怖战场。

店铺的左边，陈列着大小不同、长短不

一的钢刀，包括了剁骨刀、菜刀、面包刀、水

果刀、收藏刀、柴刀、万用刀，等等。锐利的

刀刃，全都讳莫如深地闪着慑人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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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满目的钢刀，全都是由炮弹

壳焠炼锻烧而成的。

这个下午，非常安静，然而，不知

怎的，此刻，我的耳边，却不绝地响

着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啊，那是历史的声音——是“万

炮轰金门”那震惊四方的巨响。

1958年8月23日下午，中国一鼓

作气给金门狠狠狠狠地发送了两万

枚炮弹，这就是轰动四海的“八二三

炮战”。由1958年至1979年这20余

年间，有超过100万枚炮弹落在金门

的土地上。中国前期使用的是极具

杀伤力的炮弹炮击金门，打的是硬

仗；后期使用的则是炮宣弹——在

炮弹里塞进宣传资料，再填入适量

的炸药，向敌方阵地发射，炸药的分

量足以把炮弹炸开，但又不会烧毁

里面的传单。借此进行心理战术，打

的是软仗	。

这些犀利的战争武器，如今又

怎么会变成千家万户便利好使的炊

具呢？

在《金门行业文化史》（罗志平

著）一书里，有一段相关的记载。

据传在1958年金门炮弹如雨期

间，有一名士兵，为了克服炮弹轰炸

的恐惧心理，有一天，抱着捡来的	

“炮弹钢片”，来到了一家打铁铺，

请求少年打铁师林世安为他制成钢

刀。对方这个愿望，让林世安蓦然兴

起了“化干戈为钢刀”的美好意愿，

希望借此为金门人消弭“可怕的战

争阴影”。自此以后，林世安展开了

60年与鼓风炉为伍的打铁生涯，天

天“打、敲、铸、磨”，那铿铿锵锵的

敲打声，把他的耳膜惨惨地震破了

一个洞，但也为他赢得了“金门菜刀

大王”的美誉，金永利制刀老铺的名

声自然也不胫而走。

金门另外一家赫赫有名的钢刀

店，是历史悠久的“金合利”，在1937

年由吴朝熙创立。在“八二三炮战”

之后，金门地区废炮弹壳很多，慧眼

独具的第三代传人吴增栋，从中嗅出

了商机，有计划地收购废弹壳。每一

个炮弹壳，可以制作大约60把菜刀。

由于炮弹壳钢铁的质量上好，以它

打制出来的菜刀也具有“刚中带韧”

的特性，即使切割硬物也不易变形，

锋利耐用。坚持手工制刀的吴增栋，

凭借高超的技艺和灵慧的巧思，终

于使“金合利钢刀”成了金门一块闪

闪发亮的金字招牌。

我在“金永利钢刀店”挑了一把

售价	900台币（折合新币	36	元）的

水果刀，；又去“金合利钢刀店”花

1500台币（折合新币60元）买了一

把剁肉刀。

店员用纸张示范，刀口过处，纸张

立马被划分成两片，着实锋利无比。

她表示，以炮弹壳做成的钢刀，即使

几年不磨，也锐利如故；又说，这刀，

永远不虞生锈。

她说的是刀，但是，听在我耳里，

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历史。

那么多的生命牺牲在炮火中，留

在亲人脑子里的记忆，就像钢刀一

样的锋利；这些闪着泪光的记忆，是

一生一世也不会生锈的呀！任何时

候回想，都会有刀子剜心一般的痛

楚。许多曾在沙场出生入死的老兵，

初见由炮弹壳焠炼锻烧而成的钢刀

时，都止不住心头大痛而泪流满襟。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将炮弹壳化为炊具，除了展现出

金门人“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能和智

慧之外，也寄托了他们把战火化为炊

烟的渴盼和追求。

政治的因素，造成了无可挽回的

时代悲剧、形成了难以弥补的历史伤

痕。然而，“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如今，以炮弹壳焠炼锻烧而成的钢

刀，成了大量流进中国大陆的手信，

缔造了一种全新的气象。

回返新加坡那一天，我将买来的

两把钢刀用布密密包好，妥妥帖帖

地收在托运行李中。行李重得坠手，

因为呵，里面装着的，是一段异常沉

重的历史……

高粱金光罩金门

高粱，挺得直直直直的，一支支

宛若棒槌，扎扎实实地在金门肥沃

的田地里营造出绵延无尽的金黄，那

种饱满到了极致的丰盈、那种艳丽到

了极致的绚烂，简直叫人欢喜得手足

无措啊！

绽放得轰轰烈烈的高粱，是金门

人用以酿制高粱酒的原料；而高粱

酒，是金门三宝之一。

高粱酒之所以会成为金门经济命

脉之一，当地人都以感激和缅怀的语

调，归功于胡琏将军。

胡琏将军曾在金门主持军政，由

于勤政爱民，被视为“金门现代恩主

公”。

胡琏将军在《金门忆旧》一书

中，曾经提及他本人和高粱种植的

渊源。

过去，金门土壤贫瘠，只能以番薯

为主食。当地人嗜酒，每个月至少需

要向台湾购买酒10	万瓶以上。思维慎

密的胡琏将军因此提出了一个万全的

构想：如果金门人能将买酒的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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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款改而买大米，以大米换回高粱来

酿酒，并以高粱稈来充当燃料，这样

一来，金门人便可以“饮高粱酒，吃

大米饭，燃高粱稈”，一举三得。	

说做便做，在50年代初期，胡

琏将军积极推行“一斤高粱换一斤	

米”、“种植高粱可免缴税”等等有利

于高粱普植的政策。

金门丰沛的明媚阳光、干燥的土

壤特性，在在都有利于旱地高粱的

大量种植。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

的情况下，高粱便“一发不可收拾”地

在金门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高粱丰收之后，当地人便利用旧

金城宝月泉那含有丰富矿物质的甘

冽泉水酿造酒味芳馥、口感柔顺、滋

味浓郁的“金门高粱酒”了。

胡琏将军《金门忆旧》表示：让金

门人自行生产高粱酒，比起往昔从台

湾买酒，便宜得多，因为免去了运费、

也减少了耗损。除此之外，每年还能

从高粱酒的销售中获得一大笔利润。

“穷则变，变则通”，在金门广植

高粱，是睿智的胡琏将军在粮食匮乏

的情况下想出的解决方策，这个方案

不但带领金门人突破了困境，而且，

自此之后，也让甘醇香浓的高粱酒香

飘四海，成了金门的一大标志。

就算是进口的高粱比自家种的

来得便宜，金门人酿酒，始终坚持用

当地种植的高粱，因为在他们的心

目中，只有在金门的土壤里茁长的高

粱，才能酿出质地最好最纯最香最

棒的高粱酒。然而，我想，金门人的

这份坚持，是搀杂了一份感恩的心情

和怀旧的感情的。高粱酒，掺入了这

样浓郁的感情，味道自然是无与伦

比的好了。

目前，由于高粱酒的需求量日益

提高，金门高粱的产量不足所需，所

以，必须向中国大陆购买。大陆与台

湾商贸互通，用大陆土壤种植出来

的高粱，配合金门的技巧与秘方而

酿制出来的酒，喝起来，应该也有别

有一番滋味吧？

2015年11月7日，金门的高粱酒，

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习近平和马英九于新加坡共进

晚餐的历史性时刻，马英九特别准备

了两瓶俗称“黑金刚”的金门陈年特

级高粱酒。该酒出厂的年份，正是两

岸签订金门协议的1990年，可说是意

义深长的“和平之酒”。据行家指出：

该酒经过了长长长长25年的沉淀，既

有阳光的澄澈、也有月光的温柔；既

有大海的澎湃、也有湖泊的恬静；既

有钻石的先声夺人、也有绿玉的温润

可人，是动与静圆融的混合体，是叫

人荡气回肠的上上佳酿。

这两瓶酒，久远的年份，加上深

厚的历史沉淀，使它们展现了空前绝

后的绚烂风情。

金门所生产的高粱酒，度数高低

不一，低者28度，高者58度。据金门

人告诉我，喝金门高梁酒，有个妙不

可言的“十八字诀”：

“莲花指，举杯轻，入喉深，舒展

眉，置杯重，喊声爽！”

这短短的“十八字诀”，把金门

人畅饮的豪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

来。

我酒量不行，无法好好享受具

有“香、纯、甘、冽”四大特色的金门

高粱酒，可是，勤奋聪慧的金门人，

却让酒气酒香酒味从酒瓶里强劲地

窜出来，缠缠绵绵地钻入了鸡蛋、肉

肠、牛肉干、金门呛蟹等等小食里。

这些小食，我一一品尝了。天真烂漫

的鸡蛋，沾上了酒气之后，变得老气

横秋，别有一股沧桑的味道，极耐咀

嚼；油脂满满的肉肠，颟顸笨重，但

是，高粱酒却让它变得很轻盈，连吃

几条，都不觉得腻。已经被驯化了的

牛肉干，为高粱酒灌醉了以后，原本

的野性都被激发出来了，在肚子里恣

意驰骋，九曲十三弯的内脏都被酒

味熏香了……

处处找机会将高粱酒“发扬光

大”的金门人，对于高粱酒的感情，

是根深蒂固的。高粱酒就像一面镜

子，照出了过去艰辛的穷日子、照出

了现在富饶的好日子、也映照出将来

艳阳满天的大好日子……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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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点滴

当人们提到古巴这个国家的时候，都

会想起长满胡子的卡斯特罗，反

叛不羁的哲古华拉，味道香浓的雪茄，索洒

（salsa）舞蹈及所向披靡的排球队。但真

正的古巴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本人不

久前曾亲身前往那个少数仅存的社会主义

国家旅游，了解到一些情况。

由于政治因素，美国于六十年代初开始

对古巴实行经济禁运，直至最近才出现关

系解冻迹象。美国并没有到古巴的航班，

从亚洲出发的旅客，一般经欧洲城市或加

拿大到古巴。而我便选择取道墨西哥城出

发到首都哈瓦那。一般旅客出发时办理候

机手续须顺便购买相等于入境签证的古巴

旅游卡，后来从航空公司职员知悉中国护

照持有人进入古巴是享有免签待遇的，基

于特区护照是中国护照的一种，我便大胆地

尝试不办理旅游卡闯关，航班降落哈瓦那荷	

西马迪（Jose	Marti）国际机场后，我便战战

兢兢地往口岸护照检查柜台进发，初时入境

官员看到护照封面是好像也有点疑问，后来

当我指出护照资料页上中国国籍一栏后，便

马上盖章放行了。

1959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1902年于

美国扶植下独立，历史上也是列强兵家必

争之地。后来经过数十年的独裁腐败统治

后，人民透过领袖佛得尔	•	卡斯特罗及哲古

华拉带领下进行抗争，最后于1959年推翻

独裁政权，成立现政府，以社会主义制度	

推行。

这种社会主义气氛于哈瓦那机场便可马

上感受到。机场里的工作人员满脸严肃，所

穿的制服让人想起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口岸官

员的模样。

╱	文		:  张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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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目前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

制，即法律上所有财富都属于国家，

人民不许私自拥有任何私产。土地、

房产，食品或日用品，都由政府分配。

社会主义于古巴实行了几十年后，加

上美国从六十年代初实行贸易禁运，

令国内社会资源匮乏。可这并没有让

古巴人民沮丧。相反地，古巴人的乐

天性格，加上文化的熏陶，让这个国

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另外，古

巴于教育及国民医疗的投入在该地

区是让人赞叹的。　

从哈瓦那市面的景象就能知道当

地的经济发展仍有待改善。哈瓦那市

中心（Centro	Historico）的建筑物，

不是颓垣败瓦，就是残旧破落。不

过从建筑物本身的模样，可察觉此

地几十年前的辉煌岁月。马勒肯长堤

（Melacon）沿佛罗里达海峡于市中

心岸边伸延至革命广场一带，那里

为哈城景点集中地，包括耶稣会教堂

（Iglesia	del	Sagrado	Corazon	de	

Jesus），巴罗克时期建筑特色的中央

格勒高俱乐部（Centro	Gallego）及

宏伟的哈瓦那剧院。而沿着马迪大道

（Paseo	de	Marti）往南走，则看到当

地著名的印格特拉亚酒店，旁边为圣

拉非尔大道，两旁都是贩卖冰淇淋、

服装及供水设备零件的摊贩。过了大

道，则矗立着仿照华盛顿国会山庄的

建筑物（Capitalio），原来这建筑物是

1929年由美国背后支持的独裁者马

查度（Gerardo	Machado）花费公帑

1700万美元兴建作为古巴国会场地。

革命后现作为古巴科学院及科技图书

馆。如对雪茄生产程序感兴趣，可到

国会山庄后面工业大道的雪茄厂参

观，工厂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半每

十五分钟给游客安排到厂内参观，每

人每次收费10	CUC（约90港元），游

客亦可于工厂大门旁边的门市部选购

正宗的古巴雪茄，由每根4.5	CUC到

一盒过万元不等，丰俭由人。游客也

可到附近的奥比斯蒲街（Obispo）搜

购心爱的纪念品。

精神及艺术生活方面比我们精彩

其实古巴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

切，每年中国大陆都对古巴提供一定

数额的经济援助，这无疑是对外交孤

立的古巴雪中送炭，而古巴国内的公

交车及长途汽车都是由中国廉价提

供的。另外，哈瓦那市中心也设有占

地极广的华人区，虽然目前居住区内

的华人已不多，但中国餐馆及武馆比

比皆是，不时也会见到当地人练习太

极拳及武术，当地人知道我从香港来

时更上前热情地打招呼。　

古巴由于资源匮乏，吃方面实在

乏善可陈，街上小吃以油炸薯泥及水

煮肉三明治为主，就算较高级餐厅所

尝到的食物亦不怎么样，至于由当地

人主理的中国菜更叫人失望。不过

饮料方面，古巴啤酒味道清爽，另外

有一种叫马尔他（Malta）的大麦提炼

非酒精饮料让人精神一振，霖酒更是

驰名世界。

几天后，我马不停蹄到了古巴中

部另一个城市――千里达参观。千里

达是古巴中部的一个小古城，在那里

居住的大部分都是以前从中美洲逃难

到该地的难民。

千里达于1988年被宣布为世界文

化遗产之一。市内博物馆林立，穿插

于大街小巷内，仿佛穿越历史，回到

古时。当地最著名的景点，为美亚广

场（Plaza	Mayor）上的西班牙式教

堂。如对垂钓感兴趣，可到六公里外

的拉布卡（La	Boca）大展身手。顺便

一提，到此旅游可顺便要求住民宿安

排膳食，当地餐饮服务极度缺乏。　

旅程的第三站是东部的圣地雅哥

市（Santiago	de	Cuba）。由于地理

位置靠近海地及牙买加，当地文化深

受加勒比海岛国所影响。街头巷尾随

处可听到艺术家演奏强劲节拍的音

乐。市内景点如博物馆，教堂及食肆

等集中于塞斯柏德斯广场（Parque	

Cespedes）附近。广场侧为荷西亚

莎高大街（Jose	a	Seco)，为当地最

畅旺的购物步行街。当地海边也有雪

茄厂房（Fabrica	de	Tabaco）供游客

参观及选购优质雪茄。

总的来说，古巴人民的物质生活

可能不比我们香港富裕，但精神及艺

术生活方面肯定比我们精彩。虽然生

活贫穷落后，但脸上总挂着发自内心

的笑容。我衷心祝福这个热带加勒比

海岛国，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怡
和
动
态

YIHE SHIJI Issue 28 	131

  陈抗教授主讲：
  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其国际影响

  怡和轩讲座

2015年10月3日，怡和轩俱乐部、

陈嘉庚基金联办，新加坡厦门大

学校友会协办讲座“中国的经济形势

及其国际影响”。主讲者为新加坡国

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

目主任陈抗教授，主持人为黄锦西

律师。陈抗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当

前中国经济形势和人民币汇率走势，

并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将对国际形势

的影响。

2015年11月28日，怡和轩俱乐部主办“政府终身健

保计划与相关医药保险”讲座，主讲者友邦保险财

务经理马倩女士和IPP注册理财顾问胡姚茜女士，

分别就“终身健保计划”较之“健保双全计划”在

保险覆盖以及保额方面的不同做出专业分析。

2015年12月12日，俱乐部举办葡萄酒品尝会，主

讲者耿信生先生带领大家用正统却简单的方式

认识葡萄酒，在其指导下，听者在轻松的谈笑间

便对葡萄酒有了概念，也足以应付生活中常态

的品酒和挑酒，让大家对辨识葡萄酒的种类与

选购会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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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长辈骆水兴
薄饼盛宴招待怡然阁阁友

高龄97的骆水兴（前排左四）

是备受尊敬的怡和轩长辈，

经常在家以家传薄饼宴请友人。	

2015年11月16日中午，怡然阁阁友

传统孙氏十三势太极拳班成功开班，前新加坡
国家队武术教练苏自芳老师（左五）亲自执教，
学生们在第一堂课后，用抱拳礼表达对中华传
统武术的热爱。

本地著名书法家林书香到怡和轩授课教习书法。

齐集骆府，开怀饱尝美味薄饼后合

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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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0日，来自美国、澳洲、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近20位学者，在参加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举办
的“侨批”论坛之余，访问怡和轩。

2015年11月14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黄瑚
教授（前排左四）与香港《明报》总编辑钟天祥(左
二）等一行人到访怡和轩，与怡和轩主席潘国驹教
授（前排右三）及董事部同仁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015年11月间，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	
（前排左二）应“无界限讲坛”之邀，到新加坡以	
“另一个中国”为题做公开演讲，过后到访怡和
轩，与《怡和世纪》编委进行了交流。

学术交流  增添俱乐部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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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  友谊长存

2015年11月25日，厦门市海外联谊会常务副
会长蔡林娜女士（前排左一）与陈嘉庚长孙
陈立人（前排右一）来访怡和轩。

2015年12月2日，怡和轩俱乐部受同安世界联谊大会邀请组代表团前往厦门参会，杨松鹤副主席（前排右五）
一行8人在参会期间走访同安、翔安等友好单位。

	2015年12月28日，厦门市委政研室何培昆副主任	
（正中站立者）一行人前来参观先贤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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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林镇川 王培源 王守志古坚文

张耀冰 陈威良 陈文庆

怡和世纪 欢迎各界

投稿：

有关时事、财经、历史、文化、人物或地方介绍、人文建设的题材。文章以1200字	

或2000—2500字为宜。对任何被采用的文稿，编委会保留删减、编辑权力。

批评：

若对本刊任何文章有意见，请以短文提供不同看法，篇幅以500字为宜。

惠赐广告：

本刊发行量已达5,000本，在会员间与新加坡各界广为流传，在本刊刊登广告，	

商业效力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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