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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 翻天覆地
科 技发展乃大势所趋，在人类依然可以主导发展方向之
际，如何恰当地引导它往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利益之处发
展，如何让新科技创建新时代，造福普天下，实考验吾辈
之智慧，应当戮力以赴。

远古以来，人类就不断寻找突破生活局限的方法，例
如挖掘洞穴御寒、钻木取火、割兽皮取暖、开垦土地等等，

的社会矛盾加深，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因科技鸿沟进一步
扩大等等，都将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都是为了反制大自然的局限，开展生机。在这过程中，器

这波巨浪来势快而猛，人们不得不深入反思许多问题，

物与工具的发明既能克服种种困难，也能开创许多新的可

例如怎样让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纯粹为了技术

能性。现今智能科技的发展，更带来一个新局面，例如改

的进步，造成人类社会出现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当人工智

变某种生活习惯、带来某种新的生产方式、提供新的作战

能全面发展，机器能够比人类思考得更快更准确，对人类

手段，甚至影响社会的思维和文化。

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呢？最终到底是科技服务人类，还是

人类思想的许多结晶，正是源于变革社会和改造大自
然。也正是从突破局限、克服难题一路走来，人类一再地
试图颠覆大自然、改变大自然，乃至于尝试主宰大自然。
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我们面
临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是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人类被科技绑架，或甚至是科技摧毁人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科技的需求不同，掌握程
度不同，受惠的程度也不同。如何做到互惠互利，知识共
享，发挥全球化的优点，而不是更方便某一方掠夺与剥削
另一方，则是必须面对的哲学和道德课题，有赖全世界知
识分子共同关注。

两三百年来，人类一步步朝着主宰自己命运、掌控以
至改变社会和大自然的方向迈进。医药科技让寿命不断
延长，卫星科技让讯息不再受到地理的分割，生物科技可
以制造替补器官。而今后，当人工智能等等技术进一步发
展，人类很可能反过来成了造物者，创造一种具备某种程
度的智慧的“新人类”，为我们服务，听我们差遣——理论
上应该是这样。
这已经不是科幻小说或电影才有的情节。

科技可以创造无可限量的财富，但要如何分配是个严
肃课题，需要每个国家政府好好处理。要是新科技带来
的是财富集中，而不是更为平均的国民所得，社会势必累
积不满和浮躁情绪，这将刺激政治上的变化。在科技的推
波助澜下，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变化可能来得比预期更快。
在应对方面，要看政治领袖能不能与全社会进行有效的
沟通，社会大众能不能理性面对时代巨变，全体社会是否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共识。

长期以来的科技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负面现象，

科技发展乃大势所趋，在人类依然可以主导发展方向

但总体而言，对人类是利多于弊，包括生产力提高、生活更

之际，如何恰当地引导它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之处发

便捷、体魄更健康、经济更富裕。然而这一次的工业革命可

展，如何让新科技创建新时代，造福普天下，实考验吾辈之

能造成工作岗位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极端化、数码鸿沟引发

智慧，应当戮力以赴。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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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99年的好莱坞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引起观众极大的震撼，影片主角穿
梭在真实世界与电脑程式构建的虚拟世界之间，展开生死搏斗，各种科技幻想、颠覆性的假
设以及哲理令人应接不暇，成为科幻片的经典。
当时看电影的人大概还不怎么感觉到科技的冲击。但近年来，人类已经真真切切地体会
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快到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单是手机的功能和应用设置，几乎每几
个月就发生一番变化，社交媒体的应用范围接二连三地突破，让使用者的生活一直在改变，从
衣食住行到社交娱乐，一再挑战人们应对变化的能耐，以及接受新事物的极限。
新兴科技包罗万象，从云端计算、机器人、人工智能、手机应用软件（APP）、虚拟实境
（VR）、网络交易、越来越精密的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3D打印到大数据的整合，经由不
同的结合与交互应用，发展出许许多多新的工作方式和生产方式，演变成种种全新的工商
业与经济发展模式。
这些新发展逼迫政府和企业必须尽快应变，应变手段不再是从过去的传统智慧寻找解决
方案，而是必须拿出创新的思维与方法。这些方法在哪里，至今没有确切答案，全世界都只能
边发展边观察。比较肯定的一点是，现有教育方式应该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但与此同时，也
应该注意不能丢失人文素养与价值。
在这巨变过程中，受到颠覆最大的莫过于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工作方式，而职
业种类和工作岗位则免不了在科技的引进过程中遭到淘汰、转换，影响之深远难以完全预料。
本专题的几篇文章，透过不同视角和本地专业人士的现身说法，探讨这波工业革命的方
方面面，试图抛砖引玉，为读者呈现某种程度的未来景象，激发大家关注和思考这个人类历
史的重要时刻，在享用智能科技成果的同时，感受我们的时代正如何一步步被颠覆。
欢迎光临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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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迎竹

看智能科技
如何颠覆时代
这

是一个科技不断突破不断带来惊

严格来说，这场结合电子、信息以及自

奇的时代，也是一个容易让人看不

动化等科技技术所带来的变革，已经持续

清方向的时代――无论是职场工作者还是事

了将近一代人。过去十多二十年间，已经有

业经营者，都可能在不经意间遭巨浪吞噬。

不少产业借助科技和电脑化，提升了生产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正面对严峻的转

力，也促进了创意，经济产能也在这过程中

型挑战。讽刺的是，这个挑战来自人类本身

扩大。举个例子，电脑软件和硬件的出现，

的技术发明。虽然过去每一次的技术发明和

就对二十年前的广告业带来丰硕的收入，创

工业革命都会造成结构性的变革，但越来越

造不少新的就业机会，然而也淘汰了一些原

多专家相信，没有一次比今后的冲击规模更

有的职业。

大而深刻。
今年初，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把这
场技术带来的改变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本地广告材料业者沈文庆就经历了这一
过程。他回顾过去画大型电影广告看板的师
傅，九十年代在电脑化打印出数码文字和图

YIHE SHIJI Issue 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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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直接黏贴在广告画板上之后，开
始面对冲击，但是当时的电脑技术

过去一两百年经济运作模式
将面对“破坏性变革”局面

《天下》杂志在七月初以工 业
4.0为主题的报道中，详细介绍德国

还不成熟，与画板工作者还有共存

越来越多欧美和一些国际组织

如何建立这一平台，以及各国的因应

的空间。沈文庆说，这一共存的局面

的研究都认为，这一波持续的科技

之道。即使德国各界积极筹划应变，

维持了差不多五年，随着电脑科技进

创新，例如机器人（包括人工智慧或

但加入这一波改变的德国企业也只

一步成熟，速度和准确度超越传统手

自动化系统）、3 D打印、各种手机

有25%，需要持续宣传辅导。工业

工绘制技术，并且形成比较完整的供

应用软件（APP）、网络订购服务、

4.0平台的秘书长邦廷更直截了当指

应链，电影院等业者也普遍接受电脑

金融消费科技、物联网等等，都将在

出，不改变的企业，几年后就等着关

数码打印的产品，甚至蔚为潮流，画

不久的将来全方位改变各种行业的

门大吉。

板师傅于是加速受到打击，兵败如山

生态。

倒，在短时间内纷纷失去仅剩的市场
和工作机会。当时广告界的手绘师徒

事实上，欧洲经济最稳健的德

实际影响至今没人说得准

国，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成立一个“工

这场大变革对职业市场的实际影

业4.0平台”的协调单位，最早提出第

响，至今没有人说得准。全球的研究

这是一个行业的例子。但见微知

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美国、中国、日

机构、雇主、工会、政府，都有各种不

著，从中可以看出，一旦技术成熟并

本、韩国、英国等随后陆续跟进，成

同看法，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新兴

且形成产业链，新兴科技带给传统

立类似的机构平台。过去一两百年

工业技术结合物联网科技，满足客制

职业市场的冲击，可以达到摧枯拉

人类所遵循的工业和商业模式，以

化需求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就是市

朽的程度，连带对经济形态造成难

及经济运作方式，从生产、管理、交

场完全按照个别需求生产特制的产

以预见的改变。而新兴科技的发展，

易乃至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不久

品，可以创造许多新兴工作岗位。但

近几年来正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演

的未来都将面对这场被称为“破坏

另一些人相信，没有研究显示这波工

变，更关键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机

性变革”（disruptive change）的彻底

业革命在全面扩展开后，全球职业的

器和电脑都开始出现自我学习或者

翻转局面，一些领域很可能出现大规

供需情况可以取得平衡。更多的人其

自我演变的能力，也就是可以达到完

模转变或消失。而这一步伐正在加速

实不敢持乐观态度。

全自我操控、不必依赖人力的现象。

前进。

制度也因此瓦解殆尽。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Changing
the World

By Tan Eng Teck
Translated by Wong Yee Fong

M

ankind is on the brink of its most
severe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Ironically, the challenge
is posed by its very own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Although past innovations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have always led to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but more experts
are believing that we are facing our greatest
and most profound disruption yet.
8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Early this yea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years, many industries have improved their

(WEF) in Davos called this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and expanded their

transformation “The Fourth Industrial

economic output by utilising technology and

Revolution”.

computerization.

Strictly speaking, this revolution, brought on

Once technology has matured and an industry

by a combin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chain is formed, the impact of emerging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has been going on

technology on the traditional job market

for almost a generation. In the last 10 to 20

can be devastating, causing unanticipated

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大量现有

室行政相关工作。新增工作则有200

（或“传统”）工作职位在消失和改

万个，很大部分来自相对高技能和小

变中。例如中介业、消费服务业、金

行业种类。

融业、行政工作、媒体业等等。而新

新加坡的挑战在于
蓝领素质与雇员心态
过去，人类对科技的发展总是

研究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

怀抱比较美好的想象，认为科技必

ligence，简称AI）的趋势预言家马

定能改善生活条件，提升工作效率，

丁•福特（Martin Ford）在新著《机

促进幸福。然而这一波来势汹汹的

世界经济论坛今年初的一份报

器人的崛起及其对未来失业的威胁》

科技浪潮所夹带的威胁却越来越令

告指出，数据显示，各种正面和反面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人望而生畏。

的结果，与行业和地区有密切关系。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而“最终决定究竟是出现大量失业

中就指出，人工智慧其实会带来多方

劳工的局面还是大量新机会的诞生，

面的危机，这场革命会给人类造成

取决于今天的行动”。世界经济论坛

“大破坏式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

警告，今天不采取紧急和针对性的措

一是新的AI不仅有体力，还有脑力，

施应对即将来临的转变，建立能掌握

可以自我学习。二是今后的发展有别

未来技能的工作队伍，各国政府将会

于过去每次只影响局部行业，渐进改

面对不断扩大的失业队伍和社会失

变，企业和劳工可以有转换跑道的时

衡，商业领域也会面对持续收缩的

间，例如制造业员工可以转去服务业

出现大量人员流失可能会影响餐饮

消费群体。

等，但这次的冲击却是全面而且在短

业，虽然科技行业人员会增加，但消

时间就会影响所有行业。

费习惯的变化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领域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仍无法匹配
原来消失的。

世界经济论坛根据十五个经济

许多国家政府近年来开始正视并
积极应对，然而如何着手却不是容易
的事。首先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和经
济情况，拟出轻重缓急对策。例如农
业、轻工业，暂时影响比较小，但却可
能受到其他领域的变化波及，例如餐
饮业的兴衰会影响农业，金融业如果

交通运输业、清洁业的自动化会影响

体、大约18亿6000万个雇员的资料，

今天的AI结合了大数据、云计算

按行业种类进行调查统计，指出从

和3D打印等技术，不但会学习，还

2015至2020年，在710万个工作流失

会做出决策，因此其影响覆盖蓝领

中，超过510万个源于这波“破坏性就

和白领多种工作，许多可预测性或重

诸如此类的连锁反应，每个国家

业市场变革”，其中三分之二是办公

复性的工作内容，都可以由AI取代。

都必须有不同考虑，相对单纯的城市

disruptions to the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y has been accelerating
in recent years. More importantly, researchers
have discovered that machines and computers
are fast self-taught and transforming on
their own, 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able to
operate by themselves independently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

set up similar agencies. The industry and
business model that mankind has been used
to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including the way
the economy operates - from production,
management, trade, to the lifestyle that
follows, will soon be overturned by the socalled “disruptive change”. Some sectors are
very likely to change radically or disappear.
And the pace of change is set to accelerate.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 that the
market can tailor products to individual
demands, thereby creating many new jobs.
But others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global job market will be balanced when
the new wav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fully
expanded. More people are pessimistic.

The actual Impact remains Unknown
In fact, Germany, the most stable economy in
Europe,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coordinating
unit called “Industry 4.0” as early as three years
ago, pioneering the concep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was followed by
US,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UK, who

The impact of this disruption on the job
market remains unknown. The view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employers, unions,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differ greatly.
Some propound that emergi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internet to meet the customised demands

下层社会的生活素质，连带影响基层
消费能力。

According to a WEF report early this year,
statistics so far have shown that the final
outcome depends on the type of industries
and the particular region in question. WEF
noted that “it is our actions today tha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we head towards massive
displacement of workers or the emergence
of new opportunities. ” It caution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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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新加坡，反应理应比较直接简
单。很多人认为，新加坡的挑战在于

科技推波助澜
政治社会变化来得比预期快

因为这一波变化的核心是知识
与技术。掌握知识、具备创意的工商

蓝领阶级的素质能不能赶得上行业

当失业或者职业配对失衡的现象

业领袖，不分年龄，都可以从全球的

的转变。此外，服务业领域的新加坡

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学生毕业后所学

庞大市场获取巨大的收益，快速成

雇员心态，一直比不上临近一些经济

与市场脱钩的情形越来越多，经济数

为巨富。然而这样的企业因为能吸引

体的雇员那么积极友善。

据光鲜亮丽却是因为新科技带来的

顶尖人才，于是大者恒大，足以在一

以餐饮业为例，新加坡很少人愿

财富集中，而不是平均的国民所得，

定程度上垄断市场，因此几乎所有

意从事厨师工作，在越来越普遍的机

这些现象都将累积社会的不满和浮

的预言都认为过去饱受诟病的贫富

器人加入前台服务之后，原本的人类

躁情绪，经由越来越发达的社交媒

差距问题，社会不公问题，只会越来

服务生能不能、愿意不愿意提升技

体传播，社会的怒气会导致极端化现

越严重，而不会消解或缓和。

能，改变态度，做管理和保养机器人，

象。已经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本土主

以及修正机器人错误的工作？当机器

义抬头就是例子。

回应贫富差距的现象，近年来各
国政府和政党都争相提出对策，包

人可以提供更长时间服务增加营收，

这些现象都将刺激政治上的变

括增加高收入人士税收、提高企业税

人类雇员愿不愿意配合？而雇主是不

化，以及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改变，可

收、征收遗产税等等，另一方面，提高

是能够提供足够而合理的待遇，让转

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坏，这听起

低下阶层社会保障和救济措施，帮助

型后的企业继续保有浓厚的“人味”？

来像废话，但重点是，不久的未来，在

老年人应对医疗与生活开支等等，借

这些都是今后必须面对的挑战。

科技的推波助澜下，政治和社会方面

此一手进一手出，达到社会财富重新
分配的基本效果，改善社会观感。

事实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最棘手

的变化可能来得比预期更快。在应对

的问题不是技术，也不是经济增长

方面，要看政治领袖能不能与全社会

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很多国家开

和就业，而是社会和政治。虽然世界

进行有效的沟通，社会大众能不能理

始加紧检讨和改革教育政策，提高

经济论坛等国际机构持续并越来越

性面对时代巨变，而沟通的效果，则

教学效果，并且积极探讨教学方式

积极发布研究报告，但实际的变化

要看全体社会是否能找到解决问题

与课程纲领。在这方面，各种研究显

结果只能由个别国家自己去评估，这

的共识。因此到最后，这一波生产方

示这一波教育改革与过去有极大程

是政府最受考验的部分。

式的时代巨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度的差别。

unless immediate and targeted measures are
taken to address the upcoming transition
and build a workforce equipped with skills for
the future, governments will be faced with
growing unemployment and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 while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be faced with a shrinking consumer base.

Many governments have begun to confront
and adapt to the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but it is not an easy task. They
have to first determine their prioritie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Each
country has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For a
relatively simple city state like Singapore,
the strategy should be simpler and rather
straightforward.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Singapore’s challenge lies in the ability of its
blue-collar workers in keeping up with the
industry transition. In addition, Singapore
employees in the service sector would have
to be as enthusiastic and friendly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neighbouring economies.

Indeed, the thorniest problem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not skills, economic
growth or employment, but socio-politics.
Even though WEF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encies have been diligently churning
out reports, it is ultimately up to individual
governments to assess its own transition
outcome. This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governments.

Socio-political Change is Happening
Sooner
In the past, mankind had always imagined the
positive change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could bring, thinking that it would improve
lives,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bring
happiness. However, they are finding the
threats brought on by the onslaught of
technology more daunting.
10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When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unemployed
and job vacancies becomes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skills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the
market becomes more prevalent, and the
glamorous economic data really stems from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of those who

教育和科技专家都建议新的教学
内容必须包含未来科技生活所需，包

例如语文、德行、史地、美学、音乐，
都应该继续是教育的重点。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打工仔也无
需过于悲观。长期观察科技趋势的广
告业者沈文庆就相信，未来的工作不

括远距离互动技术，这不仅关系孩子

虽然教学方式会有很大的差异，

日后的学习能力，也与应用科技远距

但课程内容与精神必须继续发挥传

离工作能力相关；教师还是不可缺

承与延续的作用。换句话说，人文科

他说：
“很多时候只要收集足够

少，不过对文凭的评估和制定方式会

目在时代发生巨变的同时，应该有

数据，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就有可

变化，更着重在互动与解决问题的能

意识地加以维护，甚至于，因为科技

能做到行业整合，使得企业盈利增

力、沟通与表达能力等等，并且文凭

变化过于迅速，它对人类心灵与性情

加。在这过程中，新概念会带领企业

可能不是根据一个孩子待在学校多

的冲击，没有人能准确评估，这样的

转型，职位不会减少。很多人不是失

少年后就自然颁发。当然，越来越多

时代更需要好好延续传统人文知识

业，而是工作对不上。就像以前华校

人相信编码能力会像目前的数学一

与思想，避免新人类的心理在短时间

生很多没有工作，只好纷纷创业。但

样，成为必修的学科。

内出现过大的波折，造成社会乃至政

是创意无极限，创意可以创业，也创

治问题。人文科目对心灵的抚慰、沉

造职位。体力工作会减少很多，但脑

淀、启迪作用，不仅不因为科技发展

力需求无极限。更多的脑力会开发更

到极致而显得凋零冷清，反而更应

多新的职位，人类甚至可以更快上太

该受到肯定，得到支持，在教育系统

空，那是更大的发展空间。最重要是

中进一步发挥陶冶社会人心、激励

政策不要阻碍私人企业的发展，打工

创新思维的关键作用。

仔在心态和知识上也要顺应时代调

诸如此类的变化，昭示的是一个
新时代以及新人类的到来，在生存、
就业能力等方面，
“那些人”与现在阅
读此文的各位和我们的先辈，预料将
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不同。

就业能力不是未来教学的全部
人文科目更应受到肯定

人文科目的学习对于思想和心态
的帮助不可限量。很多企业家觉得新

然而此刻在思考这一课题的我

加坡人工作态度或对职业的心态有

辈，包括世界各国的教育等领域工

待改进，人文科目在这方面对于调

作者，自然也会想到，就业能力依然

整工作者的心理和职场伦理具有一

不会是未来教学的全部，其他方面

定的作用。

benefited from new techology instead of
an even distribution for the nation, social
discontent begins to brew. Resentment soon
becomes radicalised, fueled by a powerful
social media. The rise of localism in Europe
and US are examples.

ratio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ci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entire society’s ability to
find a common grou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new wave of transformation is a
political issue.

Such phenomena will stimulate political
change, as well as transform socio-economic
policies. These changes may be for the better
or worse, needless to say, but the key is that
they could happen at a much faster rate
than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 driven
by technology. The outcome will depend
on whether political leader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its society, and
if the society is able to face the upheaval

A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form the crux
of this new wave of transformation, business
leaders with the know-how and creativity,
regardless of age, would be able to reap
huge returns from the global market and get
rich quickly. The conglomerates established
by them would then be able to attract top
talents, and they would become even bigger
and more powerful to monopolise the market.
As a result, most predictions anticipate that
the issues of widening rich-poor and social

一定会减少。

整提升。”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inequality will only worsen, rather than
getting resolved or alleviated.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have propose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rich-poor gap. These include
increasing taxes of high-income earners and
corporations, and imposing inheritance tax,
while drumming up social welfare and support
for the low-income group, as well as providing
medical and daily assistance for the elderly,
all in the hope of redistributing wealth and
improving societal sentiments .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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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士铭

金融科技对新加坡
金融业的影响和挑战
在

12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新加坡，许多家长一直以来都期望

岗位，但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正面临挑战。

孩子长大后能到银行任职，毕竟

这些银行职位，在10年后甚至早至5年后能

银行职位多被视为地位崇高和薪资丰厚的

否持续下去，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未知数。

科技的日新月异令金融领域业者未必
有足够时间来调适，可能会在未来的
金融服务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以时下在本地开始流行的苹果
支付、三星支付和安卓支付等流动支
付平台来说，乍看之下对银行影响不
大，毕竟支付业务仅占银行营业额的
大约7%，但仔细分析后，就不难发现
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多少会减弱银行
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并导致银行因而
失去重大的顾客消费成交的信息。
影响较为显著的则有目前兴起的
互联网P2P贷款和众筹平台，它们为
传统金融服务业者的客户提供替代
的贷款和存款选择。在财务咨询业
务方面，近期出现的机器人投资顾问
（robo adviser）就能以远低于一般
财务顾问的费用提供几乎相同的服
务，对于金融界的财务顾问不啻是
生计的威胁。还有广泛用于虚拟货
币交易的互联网錢包技術数据区块
链（Block chain），以及事先设计好
交易策略，然后将其编制成计算机
程序的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
等正在茁壮发展起来的金融科技，都
在将来可分别冲击银行的汇款以及
交易业务。

银行不再主导金融创新，创新主
导权已转由业外公司与机构掌握
现有银行和其它金融业者如今
近年来势汹汹的金融科技(Fintech)，

新科技可能造成传统金融业的天

显然目睹同以往不同的营运局面。银

正在逐步改变传统金融服务业的现

翻地覆

行过去在金融业内向来是创新的主

有市场生态，尤其是今年3月花旗集

金融科技其实早已存在，像互联

导方，业外公司和机构能涉足金融创

团发布一份长达112页的金融科技

网银行服务和线上股票交易就已面

新的空间不大，但这一波新金融科技

深入分析报道，更是引发了金融业内

世了好一阵子，成了大家熟悉常用的

浪潮就与以往不同，是多由金融领域

对于金融科技是否是威胁的热议，

典型例子。但与这些早期例子不同的

外的业者主导推动，并获得市场大力

以致金融科技的冒起成为本地金融

是，近几年浮现并在形成中的各种新

支持。据美国研究机构CB Insights估

业内从高层到雇员、监管当局和消费

金融科技却公认是会对传统金融服务

计，亚洲的金融科技起步公司到今年

者共同关注的课题。

业务的各领域层面带来冲击，而这些

首季就取得高达26亿美元的新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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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同期暴增500%。换句话说，

的影响。本地银行与金融服务的业务

业界产生破坏的转折点而泰然处之。

金融科技近期的迅速进展让非银行

模式以后会否彻底变化，很大程度上

毕竟业界以外的金融科技公司可凭着

业者得以涉足金融领域，从核心的

取决于现有金融业者对于金融科技

其拥有的创新优势，伴随着飞跃发展

消费者银行业务，如定存、个人贷款

的采纳意愿，金融管理局和相关监管

的金融科技投资势头，随时打破本地

或信用卡等，乃至于保险、财富管理

当局能否跟上金融科技发展步伐制

银行和现有金融业者享有的坐大优势

和财务咨询等高利润业务，都恐怕

定与时并进的条规架构，以及金融服

局面。即便是决定投资或收购金融科

很快不再是现有银行和其它金融业

务消费者对于新科技的接受速度。

技公司，银行与金融业者在目前数百
间这类起步公司之间能否选到最终

者不可攻克的堡垒。
也 就因为如此，花旗集团题为

业者的现行对策：自建平台，
合作或收购金融科技起步公司

“数码破坏”（Digital Disruption）的
分析报告在三月发布后很快引起金融
业内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议论。报告就
预测，按照金融科技目前的持续发展
步伐，接下来10年恐怕约30%的全球

本地的银行和现有金融服务业

的成功者，而不犯上投资失利的错
误，也是银行与金融业者高层必须
考量的问题。

者如今大致上都意识到采纳金融科
技的重要性，各自采取行动应对这波
金融科技浪潮，包括尝试建立自身的

官方高度重视与支持金融科技的
发展，也面对如何监管的挑战

银行职员将会丧失工作，指出尽管银

金融科技平台，或是同外边的一些金

对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相关监

行不会遭取代，它们的分行却恐因

融科技公司合作，或是通过创投基金

管当局而言，金融科技已被视为促进

更多服务通过线上或手机进行而将

投资于金融科技起步公司，甚至干脆

本地金融业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要

锐减，加上更多后勤流程自动化，银

全面收购这类起步公司等。

行工作岗位难免也将相应遭削减。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服务的最大
冲击点，也许在压缩其业务毛利
事实上，金融科技对银行与金融
业带来的最重大破坏力，不一定是
使到银行和其它金融业者失去市场
份额或成交量，而可能是对它们的业

例如星展（DBS）私人银行早从
2014年起就投入了2亿元到包括国
际商业机器（IBM）Watson的人工智
能系统在内的数码策略计划中。通

素，自然列入重点推展的对象。它们
认识到，金融科技的广泛采纳是改
造金融业的先决条件，将能鼓励业
者以更量身定做的新方法满足客户
的需求，如借款者、贷款者、付款者、
收款者、中等收入投资者等，为他们

过Watson的系统，星展的投资顾问

带来更便宜、更便利，以及更人性化

和关系经理能向客户提供与客户所持

的服务。

投资组合相适应的及时推荐。

考虑到金融科技作为一个新兴行

务毛利产生负面冲击。银行在放贷和

星 展、华 侨（O C B C）和 大 华

业，可对传统金融业带来巨大变化，

接受存款之间所赚取的利差，以及提

（UOB）也都各自开展了金融科技

要现有金融业者全面拥护恐有一定难

供其他银行服务收费方面，由于来自

起步公司催化计划，汇丰（HSBC）

度。新加坡政府在力推金融科技方面

金融科技业的低价服务的竞争，将会

和瑞银（UBS）也在本地开设创新研

可说是不遗余力，金融管理局早在去

面对越来越多缩减压力。至于市场份

究室来探讨改进银行服务的方式，汇

年8月就设立了新的金融科技和创新

额或成交量，银行将来受到的冲击多

丰新加坡分行自去年底起还同几家金

组，并承诺在未来五年投入2亿2500

少将视金融科技冲击所引发的金融界

融科技公司在企业财库管理、即时数

万新元支持金融科技和创新，在今

巩固程度而定。

码支付和数据分析项目紧密合作。

年5月成立新的金融科技署，以统筹
监管金融科技在本地发展的事宜。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金融科技对

但必须指出的是，本地银行和现

于新加坡银行与金融服务所带来的

有金融业者在迎合金融科技大潮流

当然，金融管理局和相关监管当

冲击，可堪比早前互联网交易对股票

的步伐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不能

局在应对金融科技迅速发展方面也

经纪，优本招车服务（Uber）对于德

因为在业务规模和顾客采纳度方面

面对一些挑战。由于这波金融科技浪

士业务以及Airbnb对于传统酒店业

觉得仍占上风，数码科技还未达到对

潮目前方兴未艾，当局要有效规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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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不宜将条规架构固定化，以免

结语：消费者不会排斥新科技，
银行与金融业者不可掉以轻心

在面对金融科技的飞跃发展时不可

在新业者还未到达一定规模就监管

至于消费者对于新科技的接受速

掉以轻心。随着消费者可能从光顾

方面的业者恐怕是个进行式过程，在

扼杀它们。在可见的将来，当局更多
时候还需要与金融科技业者和金融
界持续沟通制定临时规定，以确保
公平对待各方，让金融界能切实从新
科技中受惠。此外，金融科技发展所
需的人才库是否足够，本地院校能否

度，必须指出随着惯用手机等各种新
科技工具的新一代消费者逐步成为
金融服务的主要顾客组成部分，未
来的顾客接受金融科技所需的时间
只会变得越来越短。基于金融科技

总之，本地银行与金融业者今后

银行和其它金融业者的行为转为拥
护新科技的数据方案，金融业者应
如何更有效地结合金融科技并检讨
它们的业务运作模式，已经成了刻
不容缓的处理事项。无论是对监管
当局还是金融服务消费者而言，金

及时栽培出伴随金融科技发展所需

所带来的服务使用便利性，以及将令

融科技也将会是他们不时关注并触

要的人工智能和预测性分析等领域毕

银行的各种产品和服务费用和定价更

及的重要课题。

业生，也是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关注并

具透明度以及合理等种种好处，消费

协调解决的课题。

者未来排斥新科技的可能性也不大。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rise of Fintech
to the Financial Industry
By Tan Shih  Ming

F

intech has gained traction in recent
year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 ecosystem. The
112-page Citigroup fintech analysis report
released in March of this year has particularly
raised fierce debates within the local financial
sector as to whether fintech poses threat to
the industry. The emergence of fintech is
becoming a matter of concern to the financial
regulators, the local banking top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Fintech has existed for a while, like Internet
banking and online stock trading are wellknown examples which are already in the
market for a long time. But unlike these earlier
examples, the variety of new fintech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s widely perceived to impact
almost all areas of business i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The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troduced by fintech may leave

little time for financial industry to adjust
and adapt, and may in the future brought
disruptive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The most notable effect to date is the rises of
the P2P lending and crowdfunding platform,
which provide alternatives to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 customer loan
and deposit options. In the financial advisory
business, the Robo adviser that emerges
recently can provide general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at a much cheaper commission than
almost the same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financial advisers. Other development in
fintech such as Block chain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virtual currency trading, as well
as algorithmic trading based on designed
trading strategies, can produce impact upon
remittance business and trading operations
of the banks in future.

Going forward, the local financial sector
should not take the growth of fintech lightly.
As consumers may change their behavior
in their engagement with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may even embrace
digital solutions and new technologies
provided by fintech, the top urgent task for
financial sector players is how to integrate
more effectively with fintech and consistently
review their business models. As for regulators
and consumers of financial services, fintech
is bound to be an important topic they will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and touch on.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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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气（NEC）新加坡分行董事经理林国伟

林

国伟说，根据联合国估计，2050年

业国为中心转变成更多中心，一国或少数

世界人口会从现在的70亿增至96

几个国家说话算数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亿，尤其关键的是城镇人口会从35亿激增
至63亿，世界要面对资源严重不足的威胁。
林国伟是日本电气（NEC）新加坡分行
董事经理，也是亚细安区域副总裁。日本电
气是世界五百强企业，30年前是开发电视
机等日用电器的领头羊，近几年的发展领

他补充说，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充满
许多变数，或许我们更适合从虚化的网络
世界的整体观察来描绘科技可能怎样影响
世界的面貌。

步入数码新世纪

域包括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系统、智慧城

林国伟说，互联网的使用者2014年已

市、国家安全系统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等，是

超过30亿人，估计2050年将增至80亿人，

世界50强科技创新公司。

换句话说，约八成的世界人口会成为网中
人。他们都将直接或间接成为大数据分析

科技加速影响世界
林国伟说，在35年里世界城镇人口激增

16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的组成部分，并在不同层面使用人工智慧
和机器人。

1.8倍，意味着能源供应量须增加1.8倍、食

“在网络世界里，
‘个人’的影响会继续

物增加1.7倍，水资源增加1.6倍。不过，地

扩大，会继续从社交网站获得资源。”他补

球可不是个资源取之不尽的宝藏，工程师

充说，信息与通讯技术（ICT）提供的视频

出身的林先生说：
“站在今天科技的水平，

共享网站、群体集资和其他先进的信息科

以及我们能预期的科技发展，很多科学家

技，不只会在个人范围普及，也会越过国界

对于世界的未来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以至无远弗届。

他指出，未来世界的变化会是多方面的，

他分析说，这一来，世界经济的网络联

如环球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版图，将从七大工

系就会加强各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更多的

新兴工业国的创新和发明，在经济成

“我们也可以从各种公路 使用

程度，便可以在夜间使用灯光照明。

长的背景下，反而会传入发达国家。

数据，如不同时段的车流速度、车辆

某地的水质不良，便可以使用更有效

数目、车辆种类，预先而不只是及时

的过滤系统除去不利于植物生长的杂

地为公路使用者提供公路情况的建

质。泥土也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改良，

议。”

比如降低土壤粘性，让空气、水分和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也带来
新的威胁如机密外泄和网络攻击等。
其实，网络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融合已
经开始，而这种环球趋势正在加快速
度发展。
他指出，新加坡作为世界的一个
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多元化趋势的改
变，协调步伐，一起努力，拥抱“数码
新世纪的多元社会”的莅临。

大数据含四个V
有了较全局的观念，林国伟接着
从企业和社会需求，分析大数据和
人工智慧的作用。
他解释大数据的组成包含四个
V，除了足够数量（volume），还需多
样性（variety）、速度（velocity）和精

大数据的使用，已证实能协助许

肥料更容易为植物吸收。

多公司改善企业运作，比如印度的

他说，新科技的使用开始阶段无

茶叶公司，根据大数据更准确地追

可避免会提高成本，但是只要科技

踪每年高达一亿公斤的茶叶收成和

越来越普及，使用科技的费用便会

营销情况后，便能设法消除运营系统

逐渐减少。

产生停机造成的损失；高级医疗联盟
使用增强的数据库后，能更好地共享
和分析技术改进，既提高治疗效果也
减少支出。
美国网上的资料显示，梅西百货
能根据掌握的需求和库存数据，对

“太阳能板的使用，随着五年来
的不断推广，大幅度增加产量的结
果，价格已经便宜很多。”他透露，
与太阳能板原理一样的“电灯板”产
品，是一种能收集电灯能源的新发
明，相信以后也会推广使用。         

7300万种货品进行实时调整价格；
沃尔玛使用语义搜索技术后，能提升
在线购物完成率10%至15%；

物联网的广泛应用
林国伟说，进入数码化时代，也

确（veracity）。他补充说，对企业来

莫顿牛排店有一次接到顾客以推

需对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缩

说，最有效的大数据解决方案，首先

特方式订餐，在确定对方是该店常客

写IoT）有点认识。物联网是互联网、

得识别业务要求，然后制定基础架

后，便派出一名身着燕尾服的侍者把

传统电信网等资讯承载体，让所有

构、数据源和分析方法，接着企业就

晚餐送到纽约的纽瓦克机场。现在好

能行使独立功能的普通物体实现互

能从现有的内部信息取得新的洞察

多快餐店已能根据视频，分析等候列

联互通的网络。

力，制定大数据技术战略，再随着时

队的长度，自动改变电子菜单，显示

间的推移逐步升级相应的基础架构。

哪些是能较快供应的食物，哪些是

他进一步解 释，企业能从大数

准备时间较长的食品。

物联网一般为无线网，而由于每
个人周围的设备可以达到一千至五
千个，所以物联网可能要包含500兆

据更好地了解和预测客户行为，客户

据说，美国运通已能根据交易数

至一千兆个物体。在物联网上，每个

偏好和需求能力，从而改善客户体

据，用115个变量来进行 分析和预

人都可以应用电子标签将真实的物

验。这种方法特别针对营销和服务，

测，发展了能预测顾客忠诚度的模

体上网联结，在物联网上都可以查出

适用于零售业、电信、医疗、银行、金

式。

它们的具体位置。

融、以及那些最终涉及消费者与市民
的消费行业。
他举例说，大数据也可作为企业
和客户之间的双向通道，例如分析

大数据提高农业生产
谈到我们生疏的农业，大数据能
怎样提高农作物产量呢？

他解释，通过物联网可以用电脑
对机器、设备、人员进行集中管理和
控制，也可以对家庭设备、汽车进行
遥控，搜寻位置、防止物品被盗等类

电动汽车使用者的驾驶习惯：加速、

林国伟引述日本电气的研究说，

似自动化操控系统，同时透过收集

刹车、停车和电池充电的大量数据，

大数据可以收集某地多年的生产状

这些小数据，最终聚集成大数据，用

汽车工程师便能不断制定产品的改

况，分析土质、气温、空气和水质对农

在重新设计道路以减少车祸、重新

进计划，逐步改善司机驾驶电动车

作物收成的影响，然后针对性地提出

规划都市、灾害预测、犯罪防治、流

的经验。

改良建议，比如某些植物需提高日照

行病控制等社会重大变动。
YIHE SHIJI Issue 30  17

怡
和
专
题

怡
和
专
题

他指出，物联网的推广未来是没

国14冠高手李世石之间的人机大战

质取得更好平衡的机制：通过使用

有局限的，对大部分人类生活的影响

进入第三局后，李世石没能挽回赛

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家远程办公、灵

也将“无微不至”。

点，执黑中盘再次失利，在五番棋的

活选择值勤时间、选择适合自己需求

较量中总比分以0：3落败。

的较短工作时间。

人工智慧飞速发展
新加坡的人口老化问题与日本
和韩国一样严重，不过，法国、英国
和瑞典的生育率却已有显著提高。无
论如何，人口老化带来的一连串社会
问题，却是不易解决的全球性难题。
林国伟认为，人工智慧在这样的
背景下取得的进展显得特别重要，
人工智慧的产品机器人的品种日新
月异，便是配合时代的需要应运而
生。机器人的种类，从基本的清洁类
机器人、宠物玩偶类机器人、人类体
机器人、以至工业机器人、战斗机器
人和科研机器人都有。
他指出，机器人的科技水平不但
越来越高，而且会进步得越来越快。
他相信科技界采用了深度学习的

林国伟分析，人输给机器，不但

在这种多元需求的环境里，他相

在围棋业界引发巨大震动，也引起人

信科学家会发明一个平台，使用人工

们对人工智慧进展的关注。

智慧全面地决定和配对多元的人力资

“这不只是机器庞大的计算量和
超快的计算速度远非人脑所能及，最

林先生指出，以后会有更多人缩

关键的是阿尔法围棋所展现出的非凡

短工作时间，与家人一起享用业余时

学习能力，尤令人惊叹不已。”他解

间，或者参加社区活动如运动；另一

释，这里指的学习能力，是指机器人

方面，也会有人一身兼多职；有人虽

能在下棋的同时立即针对另一方的下

然担任全职工作，仍能参与服务社

棋方法分析、综合、比较和判断，并且

区的活动。

迅速选择制胜对方的策略。

他预测新的人事系统也会发展

林国伟说，机器人和用于其他领

起来，环球化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将

域的人工智慧产品，显然有助于人类

有助于强化这种新的工作方法。与此

开拓更广大的自动化空间，到时候

同时，通过生物认证等途径来强化安

老人不必太担心独居生活、行动不

全系统也显得有迫切须要。

便，记忆力减退等烦恼，自动化装置
会给予他们大力的支援。

演算法，已使得人工智慧的使用不断
取得飞跃式的进步。

源，以满足公共和私人项目的需要。

就业新景象

“使用信息与通讯技术，日本电
气会设计新的、多元化的工作方式。
我们的目标是为一个时间和空间都
有限的社会，充分和合理地使用时

1997 年 5 月 ，世界国际象棋棋

工业、农业、服务业以至科学含

间和潜在的能力。”林先生描述的社

王加里•卡斯帕罗夫，以2.5 ：3.5 （1

金量很高的医学领域，自动化趋势会

会局限和限制包括年龄、活动能力、

胜2负3平）输给电脑程序“深蓝”。

越来越迅速，需要动用的人力贵精不

语言沟通和文化差异等方面。

深 蓝 是 一台由国 际商用 机器 公司

贵多，在这个经济结构发生激烈变动

（IBM）历经6年时间研制成功、带

的过程中，劳动大军自然也得多次经

有31个处理器并行的超级电脑。它

受改变，有些人免不了被抛在后头。

有高速计算的优势，3分钟内可以检

林国伟说，工厂需要较少的操作

索500亿步棋，弱点是还不能像人一

人员，无人飞机替代农民在广袤的田

样总结经验。

野上施肥，餐馆和银行使用更多机

2016年，另一场“人机大战”爆发

器人接待顾客，医院里有更多机器

了，这次科学家选择与韩国围棋手下

医生和护士值班，这些都是可以预

战书。围棋下法看似简单，要下得好

见到的现象。

却非常困难。在所有双人对决游戏

不过，他引述日本电气专家的研

中，围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棋类，包

究说，失业率虽然在不同阶段可能

含许多计算程序无法理解的棋理。

出现高峰，但是，随着生产力大量提

可是，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围棋大

高，未来的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将

赛里，阿尔法围棋（AlphaGo）与韩

会更重视建立起一套工作与生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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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伟说，未来的社会充满各种
挑战，特别是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带
来的压力，不过，随着数码科技时代
的降临，我们有可能支援一个更安
全、更公平和更富裕社会的存在。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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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也智能
╱ 文  : 南治国

周家茵谈餐饮业科技化

同

乐餐饮在新加坡可说是一个家喻户

们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觉得餐饮业和新

晓的餐饮品牌。餐饮业既是一个传

科技的关系大吗？

统行业，也是一个离不开创新的行业。在新
科技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同乐餐饮集团
是如何适应当下的科技变革，如何在科技大
潮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如何拥抱不断涌现的
新科技，又如何因应形势，不断打造新的经
营模式呢？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专程赶往
同乐集团总部办公室，开始了对同乐集团执
行董事周家茵的采访。

答：同乐集团的愿景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餐饮公司，为顾客提供优质的餐饮和用餐服
务，倡导餐饮同业互补互赢的经营理念。在
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传
统的厨艺和烹饪方式，另一方面，也必须大
胆引进新的科技。以ERP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为例，这是一个建立
在信息技术基础上，集信息技术与先进管

问：家茵，您好！谢谢您抽空接受我们

理理念于一身，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

的采访。最近我们《怡和世纪》编委同仁非

业员工及决策层提供决策手段的管理平台。

常关注现代新科技对职场的影响，可以说新

新加坡政府很重视这个平台，并给新加坡的

的科技改变了很多职场的游戏规则，也给我

企业一定的资助，鼓励它们在经营过程中使

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乐集团

用这一平台。这个平台成本低，简单易用，已

是新加坡餐饮业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我

经包含了先进的IT管理方案，对中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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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具体到餐饮业，我们在管理中最
值得一提的应该是中央厨房。中央厨
房能通过规模采购、集约生产来实现
菜品的质优价廉，同时还能降低食品
安全风险，形成集约化、标准化的操
作模式。集中采购能保证品牌原料
的稳定供应，快捷的物流体系又能
保证原料的多样、新鲜和安全。在成
本方面，中央厨房既能减少进货的中
间环节，又能提高不同原料的综合利
用，减少浪费，还可以降低各分店的
加工成本，减少库存，降低损耗，甚
至减少租金的支出和人力成本。中央
厨房是一个综合运用现代新科技的
周家茵

案例。
问：上面您提到的主要是新科技

尤其适用，因为它紧跟企业拓展市场

购、财务、营销中可以采用的新的科

对餐饮管理的功效，请问，自动化智

的需求，以最快的周期和便捷灵活的

技，在很多企业都是通用的。我这里

能等新科技是否也可以帮助餐饮业

架构支持特定行业在生产制造、技术

就举几个餐饮业中比较突出的例子

改进菜品的制作呢？

服务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管控，并且

吧。顾客到餐馆就餐，传统上是到了

和Microsoft Azure云平台和Office

餐馆，引座员带他们到指定的座位，

365密切协同，推动企业通过低成本

给 他们菜单，让他们点菜，整个 过

的云计算，加强各部门的协作，从而

程，都离不开服务员。现在，有了互

提高生产力，改善管理，进而更好地

联网和新媒体，顾客在来餐馆的路

服务客户。目前，新加坡很多的中小

途中就可以通过手机看到餐馆的菜

企业都在政府的资助下使用ERP系

单，甚至可以在线订位、点菜，他们

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新

的点菜单也自动进入厨房的系统，

科技不仅改变了我们同乐餐饮业的

答：当然可以，而且，改变几乎是
无处不在。譬如说上面提到的中央厨
房，它不仅能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而且也能保证主要产品高质量批量
生产，促进新菜品的研制和开发。以
同乐集团为例，我们的主打产品和新
的菜式基本都是在总部中央厨房批
量生产和开发研制的。譬如叉烧包、

这样厨师在顾客还没有抵达餐馆的

美味咖喱鸡和烤鸭等是同乐集团的

时候，就可能开始备料了。这是现代

主要产品，我们都是在中央厨房统

智能科技带给餐饮业的改变。新加

一制作，在制作过程中，我们的厨师

问：您举的ERP系统这一个例子，

坡的许多餐馆因为人手不足，都采用

们需要认真比较各种配料搭配而形

的确非常典型，它是一个可以推广到

了iPad点菜，餐饮业称之为Mobile

成的不同口味，经过大家多次调制、

很多行业的一个企业管理平台。具体

Ordering，这就是对传统点菜方式

实验、甚至对火候也严格管控，然后

到餐饮业，我们想知道同乐在餐饮及

的一个变革。其他的如我们现在比

集体品鉴，最终决定它们的配料配

管理中采用了哪些新的科技？

较通用的自动订位系统（Reservation

方、工艺流程和火候管控，形成严格

答：新的科技，往往有其很大的

System）和自动收银系统（Point-of-

的制作流程，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

适用性，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虽然有

Sale System）等等，都很大程度上使

了质量和口味。在新菜式的开发方

各自的特点，但也有很多的相通性。

餐饮业摆脱了对劳动力的依赖，而且

面，中央厨房也功不可没。同乐集团

上面提到的ERP系统，还有一些采

使服务更方便快捷，更准确高效。当

每周在中央厨房都有一次厨师品鉴

管理，而且也影响了许许多多其他的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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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我们的管理团队和厨师团队一起

前二十五家分店都各自需要至少一名

在餐馆举行家庭聚餐，还会在餐馆和

探讨新菜式的研发，思考制作工艺的

财务，现在，我们在新加坡总共就只

朋友约会，只是餐馆的装饰，餐饮的

改进，寻找味蕾上的新灵感。当然，随

有八位财务人员。从这些数字可以

模式和餐馆的菜品和味道一定会随

着科技的进步，一些智能新厨具对餐

看出，新科技的使用，大大降低了我

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变得更舒适、更

饮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譬如我们采

们的人力成本。

方便和更美味。

用的炒菜机和炒饭机，它可以通过程
序的设定，不知疲倦地炒制不同的青
菜和炒饭。一个没有任何煮炒经验的

问：新科技的使用，有这么多的
好处，那它的成本如何？

年轻女性也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而

答：新科技的使用，当然是需要

且炒出来的青菜和炒饭的数量是几

一笔设备投资，我们员工的整体素质

倍于之前的厨师，质量也是绝对保

也需要培训提升。但它带来了生产力

证的。

的提高和人员的精简，相较之下，新

问：从上面的访谈中，我们已经
感觉到自动化智能科技的应用是可
以帮助餐饮业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是否可以请您举一、两个例子进行
具体说明？
答：在餐饮业，新科技应用的最

作者为本刊副总编辑

科技的使用，企业成本是明显降低
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鼓励
并资助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提升生
产力的原因。
问：如果大胆想象，一、二十年后
的餐饮业将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呢？

大的好处应该是节约成本，减少劳力

答：新的技术一直在改变人类的

和保证质量。餐饮业的人力主要包括

生活方式。对于餐饮业，变化是肯定

服务生、厨师和管理人员这三大块。

的，就像现在的网上书店和网上超

以同乐集团新加坡的二十五家餐馆

市，一个点击，就可以把想要的书，

为例，电脑点菜下单，至少可以帮助

想吃的食物让速递员送到家里，但我

每间分店减少一名或多名服务生，中

觉得，餐饮是我们作为社会个体进行

央厨房的使用，使得同乐集团在新加

社交的一个重要方式，任何时候，我

坡的采购员从以前的二十多名减少到

们的情感都需要面对面的联络和沟

现在的六名，加上通过ERP等系统的

通，所以，实体的餐馆还会继续存在

使用，财务、人事等也能统一管理，以

下去，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应该还会

餐饮是我们作为社会个体进行社交的一个重要方式，任何时候，
我们的情感都需要面对面的联络和沟通，所以，实体的餐馆还会继
续存在下去，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应该还会在餐馆举行家庭聚餐，
还会在餐馆和朋友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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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变化：
水的冷暖，听鱼怎么说？
╱ 文  : 林 沛

职场达人邢益雅的现身说法

第

四次工业革命。来了吗？
快了，
“下一件大事”。

我笑着问，她戏谑地回答。我们对看一
眼，忍不住又笑了。但我发现，她的笑似乎
带着点苦涩。

影响职场变化的大环境描述
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其实是欧洲，主要
来自德国的警告。
2011 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
出现“工业4.0”一词；2013年，
“工业4.0”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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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向德国政府提交了有关实

里夫金专注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

上述围绕着第四次革命已在酝酿

施建议的最终报告。同年，德国教育

数码科技的研究，名下著述甚丰。近

或只是第三次延续的论争，不管究竟

与研究、经济与科技两个部会，将若

作，包括了2011年出版的《第三次工

是欧美两大霸权，或者是施瓦布、里

干实施建议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

业革命》（The Third Industrial Rev-

夫金两个权威在进行话语权的争夺，

的十大未来项目，投资预算达2亿欧

olution）和2014年出版的《零边际成

我们在这里面对着一个不争的事实

元，用在提升制造业的电脑化、数码

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是：本地职场生态，好些年来确实已

化与智能化。2016年1月20日至23

Society），探讨数码化（第三次工业

经发生了明显而巨大的变化。

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

革命的核心标志）带来的各种可能。

里夫金1995年预见制造业、农业

针对施瓦布以“模糊了分界”作

与服务业将大批量地流失工作机会，

斯举行，直接标出“掌控第四次工业
革命”作为年会主题。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里夫金指

该论坛 创办人 兼执行主 席，瑞

出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的数码

士籍德裔经济学家克劳斯 •施瓦布

化的本质，本来就是把视、听、实质

（ Klaus Schwab）会前发表文章

与生物体系的交流，都转化成纯信息

指出：
“此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

（pure information）；经过转化的信

利用水力与蒸汽，促成机械式生产

息，可重组为一个巨大的互动网络，

（mechanize production）；第二次

犹如一个生态系统（ecosystems）

利用电力，开创规模性生产（mass
production）；第三次利用电子与信
息科技，推进自动化生产（automate
production）。现在，建基第三次数
码革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

般地运作。因此，分界的模糊仍然只
是第三次革命的固有特点，不是什么
新的现象。

全球失业率将显著上升。他预测的
情况是：自动化操作（automation）
将使蓝领、零售与批发贸易业的工
人，遭受灾难性的冲击，萎缩的职场
将变成一个高压力的场所；另一方
面，为数相对较少的企业经理与知
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一类
“精英”，却将在高科技的世界经济
环境中成为宠儿。
对于邢益雅 来说，里夫金的预
测，在几个月前仍然还是正确的。

至于施瓦布强调“速度、范围与

几个月后，却几乎成了某种嘲弄。几

其特点是：各种科技交融，模糊了实

系统性冲击”三大征兆，并以此论证

个月前，她是跨国公司设在本地的

质、数码与生物个别范畴的分界。”

第四次革命正在酝酿，而不是第三

区域总部（regional headquarter）

次革命的延续。里夫金则认为这三

的高层；几个月后，她 成了本 地 职

大特征，都是在数码科技固定成本

场重灾区“PMET”（Professionals,

锐减、使用边际成本低微，加上数码

Managers, Executives and Tech-

科技与生俱来的互动本质的带动下，

nicians，即专业人员、经理、管理人

过去廿五年来已经发生或正在陆续

员与技师）里的一个裁员的数字。

施瓦布强调，当前变化不是第三
次革命的延续，而是第四次革命到
来的征兆，其关键在：1. 变化速度。
史无前例（和过去三次截然不同）
的，指数性而非线性发展的速度。
2. 覆盖范围。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所

发生的事实。

说严重些，几个月，已经是天翻
地覆。

有产业，几乎都避不开。3. 形成系统

里夫金早期的著述，1995年出

性的（包括对经济发展、企业营运与

版的《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职场生态的）冲击。

Work），早就在探讨信息科技的迅速

围。天地翻转的冲击力度。施瓦布的

发达与广泛使用，将彻底改变企业的

描述，其实哪一点都不虚假，甚至没

运作模式，
“终结”达数千万个工作机

有太多言过其实的水分。里夫金实

会的问题。

际上没有反对这样的描述。双方或

上述德国的论述，实际上是存在
争议的，并非共识。譬如，美国经济
与社会学家杰勒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提
法便极不以为然。世界经济论坛这
一届年会，大张旗鼓以“掌控第四次
工业革命”为主题，里夫金尖刻地讥
之为无的放矢的“走火”（misfire）。

高速的变化。铺天盖地的影响范

两人的分歧，不在这里，而在由此引

鱼的经验：水忽然寒冷砭骨，

申开去的，对这类现象的分析、推论

而且事前竟毫无征兆

与定性。

这次访谈，是配合本刊本期“工
业革命4.0”专辑进行的。

她服务的集团，是一家为企业客
户供应市场信息与分析，提供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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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知道，确实也不能怎么样。面
对着的，是那么迅雷不及掩耳的变化
的速度、范围和冲击力度。施瓦布和
里夫金，都没有错。被裁的人，像她
那样被裁的PMET，当然也没有错。
只不过，对被带进剧变漩涡的后
者如她来说，更添了一层与生活、尊
严攸关的现实处境问题，必须面对。
错与不错，都不例外。

还是鱼的经验：江湖没了，更
邢益雅

咨询的机构。集团设在本地的公司，
是集团的亚太总部。她的正式职务
是人事部高管，负责集团的组织发展
（organisational development），按
上头的决策，培训和调动相关人才。

没料到，这回轮到了她自己。
而且，要是说水，那水是一夜间
变得刺骨冰寒的；说鱼，骤然下降的
水温，让鱼事前一点防备没有。远在
太平洋对岸的总部，闭门会议上达

市场，她是熟悉的。企业发展策

成内部决策，放弃原来按地理区块部

略、经营方向、营运模式如何在快速

署的区域化发展策略，转向按各类别

调整，高新科技如何带来新的市场

市场的在地化经营。一纸公文下达，

拓展思路与新的竞争概念，并影响

她所在的“亚太总部”顷刻哀鸿遍

着职场的瞬息变化。按理说，都是她

野。整个“亚太总部”团队，都成了冗

研究、关注的范围。

员。

都说，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 我 们 事 前 真 的 一点 都 不 知

她就是一尾善泳的鱼，少有人比她更

道，”她轻声说，苦笑。那么重大的决

熟知水性的了。

策，肯定不是一两天仓促作出来的。

然而，所谓“熟知”，也就是这

可是集团纪律严明，内部会议对外

么一说，谁都没有能耐把话说满。譬

保密到家。事情虽然过去好一些时候

如，我们正听惯了总被人挂在嘴边

了，回想起来，也许不免仍有余栗。

的全民就业，话音刚落，2009年我们

话说回来，即便提前知道了又能

的整体失业率忽地就升高至3.0%，

怎么样？她后来了解到，差不多同个

居民失业率更攀到4.3%；近九万个

时间段，做类似策略转型、机构重组

居民失业人口，在重新觅职的路上

的公司其实还有不少。大数据的整

失魂落魄地徘徊整十个月（见新加

合与数码化通讯技术的运用等，克

坡人力部“劳动力市场统计”的“失

服了信息直接交流的障碍，带起一片

业率简表”）。

“去中介”的扁平化管理风潮。从区

要看如何相濡以沫
庄子说：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
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
湖。”话说得好，但不可或缺的前提
是：还有一个能够遨游的江湖。
目前，在速度空前、范围空前、冲
击力度空前的搅动下，能上哪儿去找
回过去那个和煦的江湖？事已至此，
她更在乎的是突变以后，有一个可以
独自舔舐伤口、可以和众“难友”相
濡以沫的较大较好些的缓冲空间。
一夜之间，她必须离开职场，进
入一 个不同的世界。“离 职咨询服
务公司”（outplacement services
company），
“职业资料库”（job
bank），等等。她在职时，在为从事
机构重组的企业客户提供善后服务的
过程中，没少接触这类机构，也没少
处理过相关事务。然而，一旦转换了
位置，从旁观者变成当事人，无端来
袭的陌生感于是禁不住蔓蔓滋生。
来到这些课题。她坐直身子，稍
微整理了一下思绪，认真地侃侃而谈
起来。

1. 离职咨询服务公司

那时候，她服务的和同类的机

域化发展的分层监控，到在地化放权

企业裁员，把 裁退的员工交托

构，正为此，为“他人”做企业机构重

经营的直线管理，其中未必没有内在

给“离职咨询服务公司”善后。至此，

组的善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逻辑可循。

企业算是了结了最后的责任，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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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莅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带引下，或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延续发展的影响下，无论未来会出现什么变化，有一点我坚信是永远
不应改变的：人的世界，任何时刻，任何处境，都必需有人的温度。
不管什么范畴或领域，未来针对任何变化的具体应变措施，都不应
欠缺这个。科技发展以人为本，不能沦为空谈。

什么手尾。至于这类公司，除了组织

有一套防范企业纯粹虚应故事的措

心理辅导，提供工作机会资料等，确

施，是难以办到的。框架面的规定，

实也无从再多做些其他什么。

还必须有执行面的实际情况调查与

“再怎么说，在商言商。招揽交
托业务，恐怕才是这类公司的首要
任务，”她平和，就事论事地说，
“而
不是被交托者重新任职。”

跟进，才能杜绝弊端。

3. PMET-中小企业联系撮合计划
2009年，新加坡管理大学经酝
酿后推出“PMET-中小企业联系撮

“鱼”话说完，回到人的世界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仍然是庄子。把“之乐”改成“之
苦”，或其他的什么就是。
我答应做这个访谈，没想到因此
有了一段和“鱼”的对话。体会到世
事无常，见证了辛酸苦辣，却是一个

她指出，随着我们职场这些年来

合计划”（PMET-SME attachment

的动荡，这类公司其实掌握了大量失

matching programme）。中小企业

业者的详尽资料（学历与专长，工作

可利用该计划聘用闲置（即被裁退）

性质与经验，等等）。官方要是能够和

的PMET为项目顾问，提供协助企业

在即将莅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类公司达成某种形式的合作，对协

提升营运层次的专业意见。在为期

的带引下，或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助被裁员者撮合、转换工作岗位，一

六个月的联系撮合计划下，5,000元

延续发展的影响下，无论未来会出

定大有助益。

的项目顾问费，企业只须支付30%，

现什么变化，有一点我坚信是永远不

2. 职业资料库

另外70%由新加坡标准、生产力与创

应改变的：

2014年8月，新加坡劳动力发展

新局（SPRING Singapore）资助。

局（人力部辖下机构）出台“公平考

“截至目前为止，这是个对被裁

量框架”，规定雇员超过二十五名的

退PMET有最大实际帮忙的计划，”

企业，出现月薪不高于1万2,000元的

她脸上满满都是感激之情。

职位空缺，都必须在职业资料库刊登

“你还记得吗？有一阵子，被裁

至少十四天的招聘广告，到时若没有

退的PMET满大街在跑的士。出台这

新加坡籍员工成功应征，才可以考虑

计划后……这样的‘奇观’，至少不

雇用外籍专业人员。

再那么触目可及了。”她不失顽皮地

“这当然是用心良苦的政策，”
她表示理解当局的苦心。
然而，凭着多年的市场经验，她
也深知这样的政策要行之有效，没

很有收获的愉快经验。
对话结束，理当回到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任何时刻，任何处境，
都必需有人的温度。
不管什么范畴或领域，未来针对
任何变化的具体应变措施，都不应
欠缺这个。科技发展以人为本，不能
沦为空谈。
作者为本刊编委

笑了笑，
“我华语不好。也许我该说
‘触目惊心’？”
难得她如此放松，我们再一次相
对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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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林理明

高科技数字化时代
对会计专业的冲击
最

近常在报章和网站上看到颠覆式

年意大利数学家兼传教士卢卡•巴其阿勒在

创新，颠覆式思维和颠覆式技术等

其《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中所阐

这样的名词。我国政府领袖也在不同场合强

述的复式簿记 (Double entry accounting)

调我们要做好迎接颠覆式技术 (Disruptive

记帐法。这种记帐法沿用到今天，只是从以

Technologies) 的准备，以及新加坡作为国

前的手抄帐目和以算盘计算，转变成使用计

际金融中心应加速对金融科技 (Fintech) 的

算机 (Calculator)和会计机器 (Accounting

发展和利用。

machine)，直到今天广泛使用的各式各样

颠覆式科 技的产生 起 源于21世 纪所

的会计软件 (Accounting software)，以及

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创始

审查帐目使用的审计软件。但数字化 (Dig-

人施瓦布教授在他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

italization) 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命：转型的力量》中详细阐述了可植入技

和云端计算，大数据分析等越来越广泛的

术，数字化，物联网，3D打印，无人驾驶，

使用，已使会计行业面临颠覆式技术的影

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智慧

响和冲击。会计公司无论规模大小，不管喜

城市等技术变革和创新对这个社会深远的

欢与否，唯有拥抱数字化时代，将颠覆转为

影响。1

正能量，才能与时并进。在可预见的未来，

电子商务 (e-business) 的发展，也颠覆
了多个行业的商业模式 (Business model)
和营收模式 (Revenue model)，Uber 和
Grab-taxi虽没有计程车，却能让多个计程
车公司的车队为它的客户服务；阿里巴巴的
淘宝虽没有开店，却是规模超大的电子商
场，产品最多，营销规模也最大。各行各业的

计公司的营运模式，也将决定哪些业者会
被淘汰，哪些会更茁壮成长。数字化时代如
何影响会计专业呢？以下是已发生或在可
预见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变革和创新。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众多企业都不得不加入电子商务，在互联网

社交媒体如 facebook, twitter, wechat

上进行营销，以保住市场份额，而且也不得

和whatsapp等的广泛使用给会计公司和客

不通过电子渠道接受客户的付款。

户互动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会计公司可以

会计公司传统上的服务是提供公司秘
书、代理记帐、审计和报税等服务，但这些服
务的内容和过程即将部分或全部被数字化
科技所颠覆和取代。现代会计起源于1494

参阅《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场席卷世界的社会大革
命——新华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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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科技一定会从不同层面颠覆改变会

定期的在社交群中为客户和朋友圈提供有
关法律，会计，税务的最新变更和经济与商
业信息；接受提问和咨询，以及公布一些专
业服务的信息或培训课程等。通过社交媒
体，会计公司也可提高知名度和发掘潜在
的客户，或利用社交媒体跟踪工具 (Social
media tracking tools) 搜索，跟踪和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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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深入了解客户的需要，并打造更
切合客户需求的服务。

智慧手机和平板电脑
现代的社会几乎人手一机一平
板，而且随时随地用手机寻找信息，
进行互动和交易。不少会计公司已
将电脑网页的信息提升成可轻易由
智慧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的应用程
式 (Apps)，为客户和潜在的客户群提
供信息或一些财务应用工具。笔者所
属的公司在中国的咨询公司为客户开
发了一套人事管理和薪酬计算软件，

林理明（右）畅谈会计工作的新方向。

让企业的员工可随时随地以手机下
载薪水清单，申请各类假期，和报读
内部培训课程。中国地大物博人多，

省事。笔者工作的会计公司也开发了

应用，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计公司也

总公司的人事部可在北京处理有关

一套云端薪酬软件，供客户随时随

可利用它来盘点大面积的农作物、

人事事宜和计算薪酬，在深圳出差的

地下载使用，客户完全不用购买该软

矿产或煤矿，既省时又省事，还可大

员工可以通过手机轻易了解当月薪酬

件，只需按员工人数付费。

幅度提高精准程度。

大数据分析 (Data Analytics)

总结

和申请年假，病假等。

云端计算 (Cloud computing)

大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在会计公

数据化时代对会计专业的颠覆和

由于云端计算的快速发展和信息

司间也日趋普遍。会计公司在为客户

带来的变革已经是势不可挡。随着手

安全设施的日趋完善，企业已经无需

完成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时，也可通

机、平板电脑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将大量资金投资在电脑硬件和伺服

过数据分析与客户分享其销售情况

云端计算的普遍化，信息的开放和

器 (servers)上，而是可以通过数据

和趋势，存货，应收帐和应付帐的变

共享共用，信息安全 (Info security)

中心，存储数据或由云端下载软件，

化，和各种财务比率或财务指标所

和网络安全将是会计专业面临的一

按需使用，按量付款，既提高生产

呈现的财务状况，让客户能更好地掌

大挑战。中、小型会计公司可综合力

力，也节省资本开支。通过云端计算

握业务和财务状况，从而改善业务和

量共同开发新科技，也可在成本可承

提供的方便，会计公司的员工可以由

提高效率。笔者从业的会计公司尝试

受的范围内适当、合理地投资于一些

内联网 (Intranet)下载资料和各种应

用大数据软件进行分析并与一些客户

比较成熟的数字化科技。更重要的是

用工具，进行作业和提呈报告，管理

分享财务报表以外的信息，反响都颇

中、小型会计公司一定要密切关心和

层也可以直接由内联网提取文件和报

为正面。

跟踪客户的业务发展和需求，并不断

告进行批阅后再发还给员工，而这些
互动完全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此

强化与客户的联系和互动，毕竟会计

无人驾驶飞机 (Drone)

外，分布世界各地的员工，却可以通

会 计公司在进行园丘公司的审

过网络直播 (webcast) 参加培训课

计时需要盘点园丘里的农作物如油

程，提升技能。同样地，会计公司也

棕树，橡胶树；或在盘点矿业公司堆

可通过互联网让客户由云端下载公

积如山丘的矿砂或煤矿时，往往非常

司为该客户存储的资料和报告，省时

费时费力。随着无人驾驶飞机的广泛

公司与客户之间建立的互信 (Trust) 才
是事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作者为本地知名会计师暨怡和轩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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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帏幄  决战千里
╱ 文  : 方

重

郑耀楗谈高科技的力量

见

面 时只 知 他 是 怡 和 轩 会员，却

他曾跌入谷底，但凭着惊人的胆识和魄

不知这位年富帅气、充满活力的

力，终于重新站了起来。东山再起，一步一

企业家，竟是三家挂牌公司的主席。今年

脚印，这次力求做稳、做强。手下两家公司

48岁，相貌和举止远比岁数年轻得多。从圣

WE 控股和Jubilee 工业在新加坡上市，另

公会中学到新加坡理工学院，服役两年。毕

一家EG工业在马来西亚挂牌，业务以电子

业后受雇日本电子公司4年，又在父亲的帆

零部件、组装、注塑为主。三家公司年营业

布厂工作一年，27岁创业，从此未曾离开过

额约3亿美金。

电子业，红火一时。41岁遭遇经济危机，由
于“商业决策的错误”， 一亿身家泡汤了，
还债台高筑。他说：
“我花了整整3年才把
债务还清了。”  
那已是2012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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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高科技的力量
这三家公司的总部设在Ubi Techpark
大楼三层的三个单位，雇用约70名PMET
(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

但是，这三家公司约三、四千其他员

员工开会，既省时，又可顾及该办的

率，意味着你必须自动化、智能化，

工，分布在中国昆山、槟城、新山、泰

事。公司经理也可应用科技，借助电

新科技带来新机遇。以他的公司而

国、印度等地，如果没有当今的智能

子邮件了解和分配工作给员工，以提

言，新加坡只维持一个总部、一座仓

科 技，很难想像他们如何“运筹帏

升生产及工作场所的效率。”

库、一定数目的 PMET.，创新和效率

幄，决战千里之外”。

郑耀楗也在公司内推行 企业资

电子科班出身的他，最清楚科技

源规划（ERP)，记录下全部存货的交

的力量。他说：
“未来企业的演变，

易，如出货单、收据、存货转移等等，

科技起着最重要的影响。如今有了

以确保对存货的管控水平。公司还应

电邮、互联网、智能手机，随时随地

用 SAGE 会计系统做帐，制定资产负

可以进行沟通。强大的信息工具，已

债表，更好呈现财务状况和有效配置

掌握在雇主和雇员手中。”

财务资源，也可以估计来年的预算，

他指出：
“科技创新改进大小公
司的营运，而最新的科技进展，为企
业创造提升业绩的机会，我的公司也

规划未来。

研发领域成长空间很大

不例外。我相信把科技与企业结合起

现阶段，他正调整公司的步伐，

来，有利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增

朝研发方向迈进。他相信比起其他

强竞争力，立于不败之地。”

领域，研发具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他以网际（IP) 和语音网络相结
合为例，认为这样做可简化商业信息
的沟通。他说：
“信息科技在企业营
运中扮演重要角色，让我们在市场
中具有竞争优势。我充分应用现有
的信息科技手段，如WhatsApp、微
信，与客户和总部取得联系。把数据

目前，他在槟城拥有一个研发单位，
运作皆通过新的科技手段。他注意
到，随着移动、线上和其他数码支付
的发展，数字科技的进步将继续主
宰未来的电子支付行业。他说：
“我
们相信，亚细安国家的电子支付市场
潜力巨大，可望财源广进。”

集中于一处，让信息随时可用，这意

然而，在他看来，科技也不是万

味着信息传递更加简易，有利于决

能的，须因时因地制宜。他说，在新

策。此外，免费网络通话（Skype) 的

加坡，企业必须朝高端发 展，你必

应用，可提供视屏会议科技，方便与

须研发，必须支付高工资，必须讲效

才是出路。公司的生产基地主要在
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注塑
基地主要在上海昆山，因为劳动力成
本急剧上升，所以公司必须重视生产
效率。在印度，低工资和广阔市场并
存，必须在劳工密集和自动化之间
取得平衡。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工人
数目达三千多个，电子部件和组装厂
关注的还是现有的经济效益，无须
急于创新和自动化。因此，在这些地
区，新科技可能导致的职场问题，近
乎不存在。
让郑耀楗引以为傲的是，公司的
电子部件和组装生产，已迈入世界五
十强之一，是“小型的富士康”。
个人方面，他一年有六个月置身
国外，往返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
中国大陆、台湾、韩国、越南、柬埔
寨之间。新加坡总部的 PMET, 也在
各地奔走。是什么把这些分散各处
的人员互通互联呢？排除智能科技，
这种联系和沟通显然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然而，在他看来，科技也不是万能的，须因时因地制宜。他说，在
新加坡，企业必须朝高端发展，你必须研发，必须支付高工资，必须
讲效率，意味着你必须自动化、智能化，新科技带来新机遇。以他的
公司而言，新加坡只维持一个总部、一座仓库、一定数目的 PMET，
创新和效率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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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才有生命的精彩
与诸捷和素琴的一席谈，刻骨铭心。
原来，梦想可以给人添加翅膀，让人翱
翔蓝天，编织生命的精彩。三月天，万里无

诸捷和姐姐素妮，妹妹素琴、弟弟诸
珊，各自舞出缤纷多彩的芭蕾人生，或在新
加坡荒地开拓、或在中国大地腾升，或在欧
美百花园绽放！

╱ 文  : 谢声远

云，王如明君和我，来到一栋出租公寓的高

╱ 采访  : 王如明

雅大厅，与吴门三兄妹促膝长谈，像梦幻般，

诸捷1938年出生于新加坡，小学念南

踏入时而跌宕起伏、峰高景秀，时而充满传

小，中学进入华中。课余时间在一家叶姓

奇、叫人眼花缭乱的艺术世界。

芭蕾舞学校学习。一年有余，便被来新视察

谢声远

吴诸捷于60年代在中国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男主角王大春，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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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籍考官看中，推荐他前往英国深

蕾舞剧《无益的谨慎》（La Fillemal

得，
“江青来看我们表演”，与我们一

造。因成绩优异，完成学业后，英国

Gardee) 的主角。剧情讲述富裕的

一握手。”

芭蕾舞团要留他当演员。

西蒙夫人为了重金聘礼，一心想把

他回忆道：
“那时我才15岁，父母

女儿嫁给葡萄园主托马斯的儍儿子，

江青点名演《白毛女》男主角

亲不希望我空有技术，缺乏文化，要

但女儿已心仪村里一个青年农民。西

但 是，诸捷 对 江青的印象是：

我回来继续念书。”

蒙夫人用心计阻隔这对恋人，谁知弄

“操纵艺术，芭蕾舞也不例外，你胆

巧成拙，反撮合了他们。诸捷演农民

敢违抗，重者脑袋落地，轻者受罚。

角色。他说：
“周恩来总理对中国芭

院长被撤职，顶尖演员让你跳就上，

骨子里对芭蕾舞有一种莫名热

蕾舞的成长，十分关心。他曾留学法

不让你跳就得靠边站。我之所以被

爱和执著，这条路他非走下去不可。

国，听说我们排练此剧，给予高度的

江青点名跳王大春，也是偶然的。技

“回到新加坡，我在报上读到苏联芭

肯定。周总理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

术当然过硬，跳《红色娘子军》独舞

蕾舞专家在北京开设舞蹈学院，不顾

人，关心我们的饮食起居，改善我们

片断，江青看了，说了一句，就让跳

父母对新中国物资匮乏的忧心，坚决

的工作条件。”

《红色娘子军》独舞那个演吧，她指

一种莫名的热爱和执著

远赴北京，心想既可从苏联专家那里
学到专业，又不会荒废中文。”

50年代末芭蕾舞艺术在中国有了
长足的发展，不久上海也成立了芭蕾

的是我，所以才有机会扮演大主角，
否则也是一筹莫展，谁叫你是华侨
呢！江青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经她

诸捷或许没想到，这一去不是两

舞团。他指出：
“大家都在思考中国

年、五年，而是漫长的20年。在一旁

芭蕾舞如何发展：一方面向经典芭蕾

的妹妹素琴深有感触地说：
“他那时

舞剧如《天鹅湖》挺进，高技术，高水

朽木不成材，碎铁不成钢，不是

年纪还小，要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

平，这是中央领导对我们的要求。另

猛龙不过江。诸捷13岁习舞，15岁获

义无反顾，需要多强的信念啊！不过

一方面，芭蕾舞不能停顿，这时候产

奖学金赴英，转而负笈北京，为的是

他算是幸运的，因为那时苏联派往北

生一出民族舞剧《鱼美人》，用芭蕾

在苏联顶级芭蕾舞大师指导下更上

京舞蹈学院授课的，是一批最优秀的

舞形式呈现，但结合一些中国元素。

一层楼。26岁后一跃而登上革命芭

芭蕾舞专家。”

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推出《白毛

蕾舞台，扮演无以复加的顶尖大主

女》、
《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上海

角。但他毕竟是良材，是优钢，是猛

排《白毛女》，北京集中于后者。在

龙，有独立人格，有艺术追求，有是

《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中，我与主角

非判断，告到革命年代，奔向不同前

无缘，被安排跳主要的独舞片断。”

程，势所必然。

诸捷当年来到北京，确实恰逢其
时。
“新中国为了建立一支芭蕾舞队
伍，重用从南美回国的舞蹈家戴爱
莲女士，通过她延揽苏联专家前来

一点，出人头地了，哈哈！”

指导。我赶上这个机遇，进入中央芭

诸捷在中国芭蕾舞界最亮丽的一

“之后就走了，谢天谢地！”他

蕾舞学院，插班4年级，完成最后两年

页，是扮演《白毛女》男主角王大春。

说，似乎松了口气。但他是感恩的，

的学业。1958年首届20名毕业生，成

故事讲述解放前华北偏僻地区贫农杨

与中国中央芭蕾舞界一直保持联系。

了中央芭蕾舞学院的班底，并逐渐成

白劳的女儿喜儿，与青年农民王大春

他说：
“现在的中国芭蕾演员，也在

长为中国芭蕾舞大师级人物，当中就

相爱，地主黄世仁见色心动，逼杨白

世界顶级之列，技术能力和方方面

有闻名遐迩、天鹅湖女主角白淑湘。

劳以其女抵债，杨白劳被迫自尽，喜

面，都是强大和优秀的。”

她演天鹅，我演王子。白淑湘现为中

儿被抢入黄家，受尽折磨，又遭黄世

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仁奸污，她只身逃离黄家，隐藏深

素妮创办新加坡芭蕾舞学院

山，头发全变白了。后来，参加解放

他没有回到新加坡，而是在母亲

军的大春回到家乡，救出白毛女，为

和姐姐安排下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不过，最令他难忘的是1958年

她伸冤雪恨，重见光明。这是风靡全

与1970年离开新加坡到温哥华的姐

毕业后第一次登台演出，演法国芭

国的不朽的革命芭蕾舞剧。诸捷还记

姐素妮会合。小时候与素妮一道习

周恩来关心芭蕾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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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1955年底诸捷从英国回来，素

大海另一边，素琴主持下的新加

团内。80年代中，他的专业舞蹈团曾

妮、她的一个友人和诸捷，在维多利

坡芭蕾学院的规模，不比温哥华吴

与来自中国的专业舞蹈团在温哥华同

亚纪念堂（当时维多利亚剧院正装

氏芭蕾舞学院逊色。它拥有500多名

场演出。但是，他坦言：
“专业舞团无

修）演出一场芭蕾舞，区区三人，只

学员，年龄介于4岁至成年，每周上

以为继，是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太大。

能演出经典中的若干片断。素琴对

课两次或三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

人总要往高处走，温哥华之外，有纽

那次演出印象特别深刻：
“毕竟受过

初级班又细分5级，高级班3级，在

约、伦敦、巴黎等大都会，总要一步

专业训练，对我们晚辈来说就很了

奎因街公教小学旧址上课。她说：

步往上，等培养成才之后，他们有更

不起，演出效果极好，激励年轻一辈

“学院努力发掘特殊人才，凡可栽培

广阔的天地，各奔前程，虽觉可惜，

对舞蹈的热爱。震撼之余，是由衷的

的，会尽量鼓励他们，让他们将来有

但也理所当然。所以，学院决定还是

向往。”

机会加入专业舞蹈团，参加演出。”

以教学为主。”

1958年，素妮和友人终于创办

兄妹二人，一在温哥华，一在新

对素琴能一直撑起新加坡专业

新加坡一所芭蕾舞学院，院址设在

加坡，各有芭蕾舞训练学校，遥相呼

芭蕾舞团，诸捷由衷敬佩。因为“这

Keng Lee 路一间有地楼宇。素琴和

应，亦美事一桩。

是要费很大心血的”。在新加坡，这
条专业路线确实也是十分坎坷。素

弟弟诸珊都曾在那里受过熏陶。素
琴在南洋女子中学毕业后，1964年

素琴让芭蕾舞更上一层楼

琴说：
“一是人才难觅，条件、天份

也奔向理想，进入澳洲芭蕾舞学院

1988年，素琴和邓添福一道成立

缺一不可，二要筹措经费，虽然政府

深造，她是亚洲首位从该学院毕业

新加坡专业舞蹈团，成立之初，只有

给予一定的补助，但舞蹈团本身还

的芭蕾舞蹈员，1966年返新。当时新

7名成员，如今增至38名，是新加坡

得物色赞助人，或发动慈善筹款。”

加坡还没有专业芭蕾舞团，她便在

唯一以芭蕾舞为主的专业舞蹈团。素

也许，素琴最大的慰藉，是已先

姐姐的芭蕾舞学院任教。1970年，素

琴任团长20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为舞蹈团和学院找到接班人，把

妮远赴加拿大，任一家学院舞蹈系主

其兄诸捷也曾在温哥华创办过专业舞

吴门开拓的芭蕾舞事业，继续发扬

任，在温哥华继续从事芭蕾舞教育生

团，希望把优秀人才集中在专业舞蹈

光大。当初，她成立专业芭蕾舞团，

涯。新加坡芭蕾舞学院的校务，则移
交素琴负责。

诸捷离开北京在温哥华创业
诸捷在温哥华落户后，1977年
自创 吴氏芭 蕾舞学 院（T h e G o h
Ballet)，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学
员约400名，来自加拿大本土，南美
和不同国家的移民，各种肤色都有。
分成业余和专业两类。前者以爱好
舞蹈者为对象，家庭一般都有文化背
景，很多从三岁开始学，六岁是一道
关，过后继续学习，直至高中毕业。
有成才当专业舞蹈演员的，有转业当
老师或由电视台编导的。
“但专业舞
团太难了，无以为继。”他的最大的
安慰，莫过于培养了优秀的下一代，
其中尢以他的女儿吴振红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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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前总统王鼎昌（中坐者），与新加坡专业芭蕾舞团负责人吴素琴（右）和邓添福（左）及团员于1993年合影。
王鼎昌也是该舞团赞助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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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年前他的弟弟诸珊英年早逝不
无关系。素琴回忆道：
“诸珊是最小
的弟弟，1948年出生，父母希望他完
成正规教育，诸珊虽然10岁开始也
在课余时间到姐姐素妮的芭蕾舞学
院习舞，但他也没让父母失望，南小、
华中、直到国大生物化学系，一路走
来，学校功课也不错，不折不扣的科
班出身。大学毕业之后，他却告别生
物化学专业，只身跑到欧洲去追逐
深藏在心中的彩虹。素琴说：
“诸珊
外表温文尔雅，有点内向和腼腆，根
本无法想像他日后在世界芭蕾舞台
上发出如此灿烈的光辉。”

诸珊追梦蜚声欧美芭蕾舞界

吴诸捷与女儿吴振红在新加坡接受访问。

素琴说：
“70年代初，诸珊在荷
兰国家芭蕾舞学团学习，一跃成为出

且听她是怎么说的：
“新加坡舞

级，她用标准北京话说道 “当年学习

色的芭蕾舞蹈员。后来，团里一位与

蹈剧场的创团作品之一就是诸珊的剧

环境好，老师认真严格，学习范国广，

芭蕾舞编剧家有联系舞蹈员，把他介

作《开始》（Beginning),  象征一个生

音乐数理，无所不学，水平也高。小

绍给华盛顿芭蕾舞团团长，被聘为华

命的结束，一个舞团的诞生，仿佛冥

时候生活在大院里，父母都是跳芭

盛顿芭蕾舞团的编导。诸珊绝对是芭

冥之中已有安排，让诸珊与新加坡芭

蕾舞的，平日耳濡目染，自小对艺术

蕾舞世界的天才，像慧星划过暗空。

蕾舞团融合在一起。拥有演出专利的

就有特殊的感觉。”

短短一生里，他创作近40支舞码，成

吴诸珊基金会，对演出团体提出高要

为世界舞蹈界公认的编剧名家，代表

求，新加坡芭蕾舞团也不例外。诸珊

作《魅幻铁城》、
《天堂之鸟》、
《动

的芭蕾舞剧，融会贯通，既有古典的

力》等，更是脍灸人口。1986年，他

技巧，又有东方韵味，亦中亦西，符

获华盛顿市长杰出艺术家奖，在欧美

合新加坡芭蕾舞团倡导的包容性和

舞蹈界享有盛誉的《纽约时报》舞评

多元性，这个舞团是国际上演出最多

家，赞他为芭蕾舞“新古典”浪潮的

吴诸珊作品的舞团之一。”

缔造者之一。同年，他成为新加坡文
化奖得主，国内外一致肯定他对芭蕾
舞的巨大贡献。然而，天忌英才，就在
1987年，诸珊因病逝世。”

振红意外出现令大家惊喜
采访接近尾声时，吴门第二代人
物，诸捷培养的佼佼者吴振红出现

来到温哥华后，除了正规教育外，
从9岁到18岁，她也在父亲创设的芭
蕾舞学院接受艺术教育和熏陶。十几
岁就在学院跳主要角色，1988年参
加伦敦举办的 Adeline Genee 芭蕾
舞比赛，成为第一位荣获银质勋章的
加拿大籍华人，同年进入加拿大国家
芭蕾舞团，终于实现了首席舞蹈员和
女主角的梦。她曾经作为客座红牌
演员，参加过丹麦芭蕾舞团、新加坡
专业舞团、香港芭蕾舞团、中国国家

吴素琴、邓添福的专业舞团 - 新

在面前，带给大家一阵惊喜。虽已为

加坡舞蹈剧场 - 成立于1988年，时

人母，但那副跳芭蕾舞的特有身材，

间的选择决非偶然。她是她化悲痛

磁铁般的视线，顾盼神飞，灵动的手

多年后，她对芭蕾舞艺术自有一

为动力，体现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并

足，轻快舒缓，虽不在舞台上，却无

番体验：
“到了一定年龄，我巳经不

以此让编剧家诸珊的作品有更多上

不显露她的芭蕾舞本色。振红随父

太拘泥于技术了，不再关注于能转多

演的机会。

母离开北京时年仅八岁，读小学一年

少圈跳得多高，我希望在舞台上完

芭蕾舞团、华盛顿芭蕾舞团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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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忘我，做到形神合一，也希望观众

已，放学后穿着校服去看戏。一场两

这就不难理解，素妮和诸捷，另

在那段时间完全忘记自身，融入到

个钟头，意犹未尽，又买票连续看了

辟蹊径，不自觉地走上芭蕾之路，后

剧情中来。”

另一场，足足4小时，坐得屁股都痛

面跟来的是年纪小得多的弟妹素琴

了。”

和诸珊。那时大概未曾想到，芭蕾舞

“2009年，我退出舞台，加入父
亲一手创立的芭蕾舞学院。通过舞蹈

出于好奇，我把思路转回到吴门

教学，让少年儿童体会到，学会刻苦、

四杰的家庭背景。在场精通马来文，

自律、奋发，接受挑战，建立自信，才

吴家排行第六的诸庆，揭开这层薄

能在世界上取得成功。”

纱：
“父亲吴金塔，创建老牌公司建

三代人的努力值得崇敬

源兴，经营椰油等土产生意，战后
投资和和饼干厂（和和篮球队曾蜚

的根苗，会在诸捷的女儿振红身上生
长。这是三代人的努力啊。第一代辛
勤创业，打好经济基础，却又思想开
通，让孩子受教育，学文化；第二、第
三代人把先辈的创业精神, 转化为
精神的财富，在令众人望而生畏、要
求严格的贵族化艺术领域，许以终

芭蕾舞是一种轻盈、舒缓、高雅

声一时）和肥皂厂。他的足迹遍及在

的舞蹈，起源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

东南亚一带。印象中的父亲，见多识

时期意大利的宫廷。随后，它在法国

广，对儿女的教育持开放态度，希望

吴门的芭蕾舞之花，曾经或正在

和俄罗斯发展成为一种广泛流传、

我们朝各自的志向发展。当然，大哥

新加坡、北京、温哥华、华盛顿、巴

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舞种，需要长时

诸福，二哥诸辉对弟妹的文化启迪

黎、伦敦、墨尔本，丹麦、香港等地绽

间的学习，贵族色彩较浓。究竟是什

和影响，也不能低估。诸福战后活跃

放。我们能不为之深表崇敬吗？

么背景和力量，让吴家的子女，早在

于中正戏剧会，诸辉是华中学生自治

50年初期就对芭蕾舞如痴似醉呢？

会主席。诸辉毕业后回中国深造，是

素琴的一段回忆，是值得回味的：

杰出的外贸人才，一度任重庆市长得

“记得小时候，父亲希望她和诸珊

力助理，曾受委与日本方面谈判重大

把心思放在学业上，但两人又对芭

的煤炭贸易协定。诸福帮父亲打理生

蕾舞欲罢不能，所以经常要瞒着父母

意，但对戏剧的兴趣不减。1955年与

说是去补习，其实是去上姐姐素妮的

剧坛同道共创艺术剧场，推动话剧活

芭蕾舞课！有一次，俄罗斯顶尖演员

动。当时我们全家已迁至巴丝班让一

乌兰诺娃主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间大房子，剧场的人可在屋后排练话

的电影在新加坡上演，我们兴奋不

剧，文化人进进出出，蔚为风气。”

吴诸珊与素琴 摄于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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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锲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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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传丰校长

灿烂六十  莫忘初衷
访德明政府中学校长符传丰博士

╱ 文  : 安诗一
╱ 文  : 廖依然
╱ 采访  : 林清如

南治国

问：德明政府中学（以下称德明）今年

其中之一。当时和德明一起成立的还有立

的60周年庆场面非常热闹，非常成功，在新

化、华义和德新，今年都是建校六十年庆。

加坡人的心目中，德明已无疑是最优秀的

德明的首任校长孙焕新在1958年德明

学府之一，对此，我们对符校长和德明师生

政府中学新校舍落成典礼上的致辞指出：

表示敬意和祝贺。德明走过了灿烂而辉煌的

“如所周知，政府当局，期望我们把学校办

60年，我想，我们今天的采访就从60年前的

好，俾不失发展华文教育的本意，同时在‘公

起点开始，请符校长谈谈60年前，德明创校

务人员’马来亚化既定政策之下，期望我们

的背景、学校的性质和愿景。

好好培养人才……”前训育主任邱新华老

答：德明在1956年10月14日创立。这个

师当时也对我说，德明过去一直以来都没

年份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处于学潮动荡

有介入任何政治问题，学生只要好好读书，

时期，许多学校都被迫停课，因为考虑到学

做堂正君子。德明这样的育人方向，与当时

生的学习需求，教育部特别设立了几所政

学校成立的背景息息相关。

府华文中学，以容纳受学潮影响的学生，帮
助他们不参与政治，只专心读书。德明便是

问：从创校到现在，德明在治校风格上，
有什么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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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近期的五位校长里，林乃
燕和陈添福是华中的，我和孙振炜
是德明的。林乃燕是在任时间最长
的校长，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很会讲
故事，口才很好。而对我实际掌校影
响最大的，是谢泽文。他曾经是我的
上司，对我的影响有两点：第一是他
写书法，我从中得到一点小启示，所
以我在家也偶尔写写书法，当然，我
没有谢泽文写得好。但是在学生让
德明“灿烂六十”校庆切蛋糕仪式。左起：德明咨询委员会主席魏成辉先生、谢泽文前校长、林乃燕前校长、张志贤副
总理、符传丰校长、陈添福前校长、孙振炜前校长。

我题字时我可以写，我敢写，有一两
个字写得好，学生拿到也会很开心。
第二点是我在教育部的时候，他是
德明的校长，他请我回来演讲，这就

答：从校训说起吧，就是“诚信
勇忠”。德明的学生谦恭懂礼，走在
校园里学生会跟你鞠躬、点头、问
好，这是华校的传统。但有一点稍有
不同，最早成立的时候，德明学生的
家庭背景都很普通。在创立初期，
学校没有校舍，于是暂时借用蒙巴
登路一间尚未开办的英文小学校舍
上课，校名也就暂用加冷西政府华
文中学（Kallang West Government

简要谈谈德明的几位校长的治校风

启发了我现在也经常找毕业校友回

格和对德明的贡献？

来做演讲。

答：德明的发展就从这张照片说

问：德明的第一位校长是孙焕新

起（手指贵宾访客室墙上的合照），

先生，我们对孙校长知之甚少，您是

这幅照片左起分别是林乃燕、谢泽

否可以多聊几句孙校长？当时德明成

文、孙振炜、陈添福和我，这是在学

立的时候，政府对校长的人选应该是

校校友会庆典上拍的，德明的校长们

非常慎重的，为什么政府最后选定了

常常一起吃饭和聊天。与德明相关的

孙先生担任首任校长？

大小场合，大家都会到场。

答：我们对孙校长的了解，也只

Chinese Middle School）。1957年

五位校长虽然风格不同，但是学

有一些从早期的南洋商报期刊上获

12月，迁至德明路（Dunman Road）的

校的大方向从未改变，每一任校长的

取的信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校舍

校舍，教育部便将校名定为Dunman

办学理念都是相似的。我们每年都会

落成典礼的致辞。但在这次筹备德

Government  Chinese  Middle  School，

在传统节日期间寄贺卡给前任校长和

明六十周年纪念刊《灿烂六十》时，

为了谐“Dunman”字音且具有较佳的

退休教师们，这是德明一贯的传统，

我们与孙焕新校长的女儿孙慧敏取

意义，就采用“德明”为校名，取“大

在重要的活动如校庆、颁奖典礼、教

得了联系。我记得她当时拿了一些他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师节聚餐时，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

父亲在接任德明校长前与教育当局的

善”的寓意，全名是德明政府华文中

们回来。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

往来书信。内容大概有承诺德明绝不

学。我们的使命是充分发掘学生潜

非常重要。退休教师和毕业的校友都

会参与政治活动，只专心读书等。由

能，使他们成为“关怀、服务、领导”

会和学校保持联络，并且不间断地回

此可见，孙校长对于德明的创学目的

社会的国民，使德明成为培育“堂正

校服务，继续为德明出力。老师和同

非常明确。因此政府选择他为首任校

君子、社稷栋梁”的顶尖学府。

学之间培养了很深厚的感情，德明对

长也在情理之中。

问：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还是从起
点开始。您是德明的第8位校长，德

于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有情、有爱的
家，一所家一样的学校。

问：德明一直是一所非常重视华
族传统文化的学校，就我所知，新加

明的发展，校长是掌舵手，对学校的

问：你在德明管校七年了，前面七

坡知名艺术家刘抗先生就是德明早

发展至关重要。您是否可以和我们

任校长中哪位校长对你的影响最大？

期的学校的美术顾问，指导德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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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美术。德明的第二任校长陈人浩

值得一提的还有今年德明六十周

金的学生有25人左右。在此计划下的

先生的书法非常了得，不少德明的毕

年校庆的安排。在主题和徽标的设计

学生，可选修中国通识等相关课程，

业生也活跃在本地文化、艺术和华教

上，为了体现华校的底蕴，我提出了

以增进对中国的国情、政治、社会、

领域。您能否给我们简括地介绍德明

用刻有德明小篆字样的印章作为徽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了解。他们在毕

60年来在培养学生对华语华文和华

标。在决定选用“灿烂六十”为庆祝

业后可能为各行业架起新中两国交

族文化的兴趣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

主题时，我和几位老师更是走访本地

往的桥梁。

德明今后可能采取的举措？

著名书法家许梦丰校友，请他为母校

答：为了培养德明人对华语文和
文化的兴趣，德明主要从三个方面着
手。首先是我们营造的校园文化。只
要学生一踏进校园，那尊伫立在草坪
中央的孔子雕像便映入眼帘，学生们
立刻就能感染到文化的气息。此外，
我也十分重视和强调双语的使用。
校园内大小指示牌、学校网站、学校

题写祝福。
“灿烂六十”是德明不忘
初衷、六十年发展历程最好的写照。
7月10日的六十庆典当晚，我们也推
出了“诗书礼乐”大型表演——《水
调歌头》。这是由德明华乐团、交响
乐团、合唱团、舞蹈队联袂呈献的大
型表演，并配以校友许梦丰用书法的
方式呈献的《水调歌头》，更由前播
音员李荣德校友现场朗诵。晚宴当晚

的出版刊物、甚至是食堂的招牌也是

180多张桌子座无虚席，海内外校友、

双语的。德明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氛围

全校师生、新旧教职员工齐聚一堂，

可见一斑。

其乐融融。德明人欢聚在这所像家

双文化课程的内容是配合中国
国情、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方
面编排的，再加上它不是传统的考
试科目，因此学生也不会有太大的负
担。学校也精心策划了浸濡课程，帮
助学生们按“认识中国、体验中国和
研究中国”的三步曲循序渐进，深入
了解双文化。我们第一届双文化奖
学金毕业生中有一位叫陈葆佳的，也
是当年总统奖学金得主，她选择前往
中国北京大学修读本科，随后去美国
读硕士，目前就职于新加坡交通部。
精通双语双文化，帮助她将所学进

其次，则是具备一套完善的教学

一样的学校里，共同见证她的成长。

机制。这包括多元化的课程设计，各

问：谈到新加坡的双语和双文化

子还有很多。双文化课程的开设迄

年级华文课程的系统规划和衔接，

教育，我们也是一定不能绕过德明

今11年，我们已喜见她的累累硕果。

老师们严谨的教学态度、灵活的教学

的。德明是教育部指定的四所最早开

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学生们在学习华

办双文化课程的学府之一。您是否可

文和华族文化时不可或缺的关键。另

以谈谈“双文化课程”这样一个理念

外，只在课堂内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是如何产生的？通过德明和其他三

因此校方和老师都极力鼓励学生们

所学府的教学实践，
“双文化课程”

走出学校，参与和华文相关的比赛及

的效果如何？

行实践，为我国做出贡献。这样的例

问：在采访您之前，我特别翻了
翻多本德明从1950年代到现在的毕
业生特刊（或文艺特刊），对早期德
明学生的华文理解和写作能力非常
钦佩。坦率地讲，虽然德明现在的学
生的华文能力在同侪中依然是佼佼

活动。我们让学生们踊跃参与比赛并

答：
“双文化课程”于2005年推

者，但相较于早期的德明学生，已经

不是为了名次或荣誉，而是希望他们

出。最初教育部选定参与这项计划

有明显的差距。请问符校长您是如

在参与的过程中将课堂所学灵活运

的只有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校及

何看待华文在德明学子身上的“退

用，付诸实践。

德明政府中学这三所特选学校。目前

步”呢？这种“退步”的趋势还会继

此外，学校也十分鼓励老师们分

参与这项双文化课程计划的学校已

续下去吗？

享资料，出版教学论文集。如：我们

增加至六所，先后加入了立化中学、

近年来已出版过两期教学论文集；

圣尼格拉女校和公教中学。这项计划

再如学生文学年刊《艺林》，迄今已

旨在为我国培养精通双语、学贯中西

出版20多期，除了收纳学生的作品

的双语、双文化人才。

外，也有校友和老师们的文学作品。
且与时俱进，已发展成双语合集。

答：这种退步是大环境所造成
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更多。我觉得就两个字——坚持！
看谁坚持得久，看哪一所学校能不忘

德明每年参加双文化课程的学生

初衷坚持到最后、继续保留与弘扬华

有60多人，其中获教育部双文化奖学

族文化的精神。德明一路来就是靠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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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办学，不管外面风风雨雨如何，我

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改进，锦

21世纪，能在东西方世界游刃有余，

们依旧坚持走我们自己的路，并将诚

上添花。

为社会做出贡献。我更希望德明毕业

信勇忠、尊师重道、饮水思源等华校
精神传承下去。我每年都会去参与
不同的浸濡活动，通过我的努力来
“施肥”，为他们打气。学生看到校
长飞过来陪他们一起分享这段文化
之旅，每个人都深受鼓舞。这就是坚
持的力量。
作为特 选中学，坚持 是最重要
的。越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将来越
能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击
下保住自己的特色。坚持不是校长
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而是上下一心、
深入至整个校园的文化。设想如果
我们明年出版的刊物将双语变为一
种语言，新的学生入学进来的感受肯
定是不一样的。学生每日在这里生活
学习，我们校园的文化氛围，如茶艺
教室—德馨阁，语文特选课室—厚
德轩等等，都能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
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境。
因随着社会学生家庭背景和用语
的改变，学生的华文水平没有以前那
么强。我们能做的，就是只要学生来
到德明，我们都会坚持让他接受最好
的华文教育。老师们会在教学法上推
陈出新，用科技等多种方法来激发他
们的兴趣。再比如，双文化的学生每
年跟着华文部老师出国浸濡，受到老
师们言传身教的影响，在毕业后很多

问：就我们了解，在长期的教学管
理过程中，您积累了很多治校心得，
譬如在您执掌南华中学期间，您就
将自己的治校心得和学生的绘画结
合起来，出版了一本小书《校长讲，
学生画》。作为一名校长，您最重要
的治校心得是什么？
答：我 最 重要的 体会是：如 何
“以人为本，任人唯贤”，如何启发普
通人做出非凡的贡献。我认为必须在
用人、教人、育人、养人、留人等方面
有独到的看法与做法，才能够启发不
同年龄层的老师们共同为学校、为学
生做出贡献。因此，把对的人放在对
的地方，尤其是像学校这样一个以
育人为本的地方，保持良好的人际关
系，才能够真正体现“育人”的精神，
才能够得到卓越的成绩。
我认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必
须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因此，一个卓
越的校长，必须以文化建设来治校
和领导师生，才能使学校独具特色
与魅力。
另外，我认为领导也应该以培养
下属为己任，并且希望他们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领导是一条自我成长以
及成长他人的旅程”则是我个人最
喜欢的一句格言，愿与各位共勉之！

都从事文教工作。如今年外交部奖学

问：谢谢符校长！新加坡的教育

金、报业控股奖学金的德明学生，都

能取得耀眼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

是双文化学生，他们将成为新加坡

大批和您一样思想敏锐、无私奉献

未来的栋梁。

的教育工作者。最后，能否请您说说

因此，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每
个人坚守自己的岗位、不随波逐流，

您对德明学子的期待和您对德明未
来的期许？

这就是德明成功的秘诀。任何特选

答：未 来的德明学生必须能够

中学，只有坚持把能做的做到最好，

掌握双语、双文化，面对复杂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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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持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因为一个
人能够在学有所成的时候，还保持着
对人友善、彬彬有礼的态度与价值观
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德明办学的宗
旨：为人与为学。
在未来，我们仍将坚持我们的办
学理念，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能
够在东西方世界游刃有余的全方位
人才，为新加坡乃至全世界做出贡
献。我相信，在历届校长和师生的多
年努力下，我们的基础是扎实的，有
了灿烂六十年的历史，德明的明天会
更美好。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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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叶鹏飞

美国政治边缘力量
登堂入室
美

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并没有

总统选举进行到8月底，特朗普在一系

因为在7月的党大会，正式获得提名

列侮辱少数族群、穆斯林、妇女甚至烈士家

后调整其竞选基调，从基本盘往中间争取无

属，引发舆论义愤的言行中，终于在8月31日

党派选民，反而继续其口无遮拦的表现。这

的凤凰城竞选演讲里，明白地宣示其反对非

不但让很多中间选民对其弃若敝屣，连党内

法移民的排外立场。他扬言，一旦当选，将进

主流派也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那些争取连

行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行动，只有通过合

任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担心中间选民把对

法途径入境美国的墨西哥人，才有资格申请

特朗普极端政治立场的不满，发泄在自己身

居留资格。这将冲击约1100万人。特朗普宣

上，纷纷与他划清界限。美国媒体在8月份引

称；
“关于移民的辩论只有一个核心主题，

述一些民调结果说，民主党的希拉莉不但能

那就是美国人的福祉。”

入主白宫，民主党本届甚至有望从共和党手
中收复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

参选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的3K党前头
目杜克（David Duke）在推特上直播了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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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
度伟大”，契合了他们的想法。
在意识形态上，
“另类右翼”并
非全然是赤裸裸的白人至上种族主
义。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崇信自由放
任主义（libertarianism），主张维护
言论自由，因此对于自由派的政治正
确动辄以各种歧视弱势的道德名义，
图片源自网络

规定什么言论会冒犯弱势而予以打压
的做法非常反感。代表主流保守主义
的共和党日渐向政治正确低头，也是
导致“另类右翼”鄙视共和党并自我

普的这场演讲。许多被美国媒体形

“另类右翼”主要活跃于社交媒

容为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的团体，也

体，特朗普同他们的关系被主流媒体

纷纷对这场演讲表示赞许。英国广

留意，也来自于他个人的推特账号。

特朗普旗帜鲜明的反对移民立

播电台在一篇题为《特朗普的纳粹冲

他在7月2日的一则推特，贴了一张背

场，主张在墨西哥边境筑墙防止非法

锋队——另类右翼都是些什么人？》

景满是美元、一个红色六角星内写

偷渡的墨西哥移民，并驱逐已经在美

的报道中，追述了这些原本被排斥在

着“最贪腐的候选人”，主照则是希

美国主流政治外的边缘团体，如何

拉莉的拼图。特朗普的反对者即刻

因为特朗普而受到主流关注，甚至可

指出，这则推文的照片组合，是在暗

能因此登堂入室，成为政坛必须正视

示犹太人和金权政治的腐败联想。

的力量。

接着就有记者查证，照片原图来自一

活跃于社交媒体的非主流
这个被统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的松散社会文化运动，并没有
固定的组织，大部分成员匿名上网，
主要代表了极端主张的美国社会边
缘群体，包括民粹主义者、白人至上

个“另类右翼”网站——反对犹太人
是白种人沙文主义的主张之一，但也
是美国主流政治的禁忌。虽然特朗普
随后把六角星换成圆形，希拉莉阵营
已经就此大做文章，指控特朗普与白
人至上种族主义者沆瀣一气。

组织起来的原因。

国境内定居的1100万墨西哥非法移
民，赢得了“另类右翼”的欢心。他们
的担忧之一，正是不断涌入的墨西哥
移民，有一天将改变白种人在美国社
会的多数族群地位。虽然特朗普不
一定完全代表“另类右翼”的政治立
场，他们却已经把他当做自身立场的
政治象征，而且在他身上找到了政治
集结的汇合点。换言之，就算特朗普
日后改变立场，或者最终败选，
“另类
右翼”作为一股明确的政治力量的事
实，已经成为定局。

种族主义者、阴谋论者等美国主流

奥巴马在2008年成为美国历史

政治向来不屑一顾、各大媒体视若

上首位黑人总统，被视为是“另类右

无睹的零散政治势力。他们挑战传

翼”集结的主要动力。尽管他们以维

选总干事窥见一二。保守派新闻网

统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更反

护西方（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文

站Breitbart的老板班农（Stephen

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明价值为号召，批评者却指控他们

Bannon）立场激进，誓死要摧毁左

correctness）运动，也因此而拥抱口

实际上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另

派自由主义，甚至认为支持共和党的

不择言，但被他们视为“不顾政治正

类右翼”认为，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

福克斯电视新闻台立场不够保守，而

确而说真话”的特朗普。尽管立场激

西方文明价值理念，正遭受黑人激

扬言要取而代之。Breitbart的影响

进且人数不多，他们原本微不足道的

进主义、女权主义、平权运动和提倡

力与日俱增，其网站浏览量同《华盛

处境，却因为特朗普的共和党总统参

非白人族群权利的多元主义的侵蚀。

顿邮报》和雅虎新闻旗鼓相当。美国

选人身份，而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

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将“失去美

《大西洋月刊》形容班农是个“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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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朗普不一定完全代表“另类右翼”的政治立场，
他们却已经把他当做自身立场的政治象征，而且在他身上
找到了政治集结的汇合点。换言之，就算特朗普日后改变
立场，或者最终败选，
“另类右翼”作为一股明确的政治
力量的事实，已经成为定局。

的反保守主义者”；但是一些离职的

诋毁和仇视数百万支持他的美国人。

默契），一举打败共和党其他十多名

Breitbart从业员却指责班农，把原本

这迫使她随后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对

总统参选人，显示美国社会对政坛老

立足于反对威权的新闻网站，转变为

自己的笼统说法感到遗憾。希拉莉的

手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结构的愤懑。桑

特朗普的个人宣传机器。

失言肯定会对她的选情造成伤害，连

德斯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一度让希拉

一些民主党人也觉得她言论不当。她

莉陷入苦战，同样反映了这股强烈的

在同一天的公开活动时因身体不适临

民怨。但是特朗普和“另类右翼”眉

当希拉莉团队揭露特朗普与“另

时退场，引发舆论怀疑她隐瞒自己健

来眼去，最终让后者乘机从遭受鄙视

类右翼”的联盟时，特朗普一开始矢

康状况的新闻，进一步冲击其选情。

的边缘进入政治主流，恐怕将进一步

口否认，宣称并不知晓这些团体的

希拉莉的失言，可能让“另类右

存 在。可是，希拉莉穷追猛打的结

翼”借特朗普崛起的现象失焦，反

果，却不慎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

而让自己蒙上了“不包容”的负面形

误。她在9月11日的一场政治筹款活

象。在美国社会越来越撕裂的大背景

动上说：
“用非常笼统的说法，你可

下，
“另类右翼”所代表的仇恨政治与

以把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归类在我

排外情绪，显然具有时代象征意义。

所谓的一篮子的可悲人物。对吧。

自小布什靠最高法院裁决，在2000

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

年打败对手高尔的总统竞选挑战后，

惧症者、排外主义者、伊斯兰恐惧症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越发不易取得政

者，应有尽有。”她接着表示，特朗普

治共识，非但国会立法程序经常遭杯

让这些“无可救药”
“非美国人”的边

葛，财政预算案也被彼此当做斗争工

缘分子得到重视，让其网站从寂寂无

具，危及联邦政府的运作——美国的

闻变成超过千万的浏览量；他个人也

两党制越来越失灵。学者形容美国民

推送和转发“另类右翼”那些充满仇

主正陷入“否决政治”的泥淖。但是

恨的信息。

两党政治基本的礼仪，依然是双方不

失言错失政治先机

反讽的是，希拉莉这番冒犯他人

扭曲美国的政治生态。无论谁当选下
一届美国总统，美国民主的特性难保
都会发生恶化的现象。
作者是本地新闻从业员

敢公然违背的默契。

的话，正好违背了她所代表的民主党

特朗普以“政治局外人”自居，在

一贯所赞同的政治正确立场，并让特

党内初选时靠“说真话”（其实就是

朗普因而得以反守为攻，形容希拉莉

肆无忌惮地破坏既有的政治礼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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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大马
╱ 文  : 潘永强

中国在马来西亚的软实力

中

国的崛起对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秩
序都带来重大的冲击，对中国周边

的国家更是造成全面和直接的影响，这不只
在经贸、政治、军事等传统议题上改变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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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强推广软实力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许多“中国因
素”逐渐浮现，由此而产生的意义可能是

政治生态，在其他非传统的关系上，如文化、

正面的，如促进经贸互动与投资，也可能形

语言、传媒、教育、移民、婚姻、流行文化、民

成负面干扰，如文化冲击和意识形态矛盾。

间交往等层面，也势必引发诸多连琐效应。

因此，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

现出来的情况则有甚大差异，以越南

第二高，仅次于巴基斯坦的82%。在

和菲律宾而言，两地民众对中国的观

这当中，有88%的马来西亚华人，对

感普遍不高，但在马来西亚，社会上

中国持正面态度，而马来人当中也有

却是对中国普遍持正面观感。

74%，对中国具有同样的好感。相比

民调反映：
大马最能体现中国软实力
马来西亚可谓是在亚洲地区中最
能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国家之一，马来

及周边国家怎样回应中国崛起的现
象，将是未来区域政治中值得关注
的议题。
中国政府近年也意识到，要在海
外增强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影响，除了
依赖经济、军事、科技这些硬件的实
力外，也需要在硬件延伸不到的地
方，辅之以软性的力量来弥补，因而

度，却只有54%，而表示不友好的态
度则有 41%。
在同一项调查中，针对中国政府

西亚相当大部份的政商精英和一般

是否尊重本国公民的人身自由时，马

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和偏好度都是持

来西亚有高达60%民众认为中国尊重

正面态度。尽管社会上有部份人士和

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印尼相同(60%)，

团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自由

但低于巴基斯坦(65%)。如果我们看

和文明水平持批判立场，但社会主

回同一个针对美国而问的题目，即美

流的态度还是对中国具有好感。这

国政府是否尊重自己公民的人身自

里引用两份专业民意调查的数据，以

由时，马来西亚民众只有51%认为美

了解马来西亚民意对中国的基本态度

国尊重人权，却有高达41%受访民众

为何，同时通过民调数据正确的把握

不认为美国尊重人权。也就是说，马

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与偏好。

来西亚民众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尊重

第一份民调是由美国的皮尤研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部分建筑工程（图片取自网络）

之下，马来西亚民众对美国的友好态

自己公民的人权。

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在对华关系上应该采取怎样态

2015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度，马来西亚民众也极为务实。有

Attitudes Survey)，它就全球40个国

83%的民众认为，应该与中国维持

家的45,435名18岁或以上的民众进

紧密的经济关系，而只有7%民众认

行面访所得到的结果。这里特别摘

为，应与中国在领土争议中持强硬态

取马来西亚民众的调查结果，以了解

度。马来西亚在参与调查的东亚各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国中，最倾向于与中国发展友好的

另一份民调是由马来亚大学中

经济关系。

国研究所和独立民调中心(Merdeka

在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和独立

Center)联合进行，针对马来西亚人

民调中心联合进行的民调里，也显示

对中国的观感展开调查，这项民调

至少有70%的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持

是在2016年4月展开，共访问了1109

正面观感，而持负面观感的民众则有

位21岁或以上的各族民众，其中马来

22%。其中华人和马来人回答正面的

裔民众占50%，另外50%受访民众则

比率达到69%，印度人则达81%，回

是非马来裔。  

教徒土著是73%，而非回教徒土著
有60%。在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马

加强在全球推广软实力的工作。根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2015年调

据国际上外交和智库的专家们之观

查，多数亚洲邻国的民众对中国持

察，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工作在西方收

有积极的评价，其中马来西亚对中国

效不大，做法也不见得有效。但在周

保持友好态度的民众高达78%，在参

这项民调也指出，有67%的民众

边地区尤其是东南亚，中国软实力体

与调查的九个亚太地区国家中排名

认为马中关系是往正确方向发展，而

来西亚人认为中国的形象比美国和
印度来得好，但低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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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往错误方向发展的民众有22%。

首先，对中国负面观感偏高的国

益，造成马来西亚社会对中国倾斜的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有45%

家，通常是明显感受到中国的威胁，

态度，这些因素皆有利于营造对中国

认为这对马来西亚是有利的，但15%

不管是军事、经济、领土威胁，或是

的正面观感。

视为潜在威胁，6%认为是严重威胁，

历史情结上的情绪。东南亚国家中，

而19%表示中立。对于中国在军事上

越南和菲律宾与中国有领土纠纷，反

的崛起会否成为马来西亚的威胁，民

华情绪强烈，新加坡和印尼在区域

亚民众容易认同中国发展模式，以及

调结果则是呈现分歧，有28%认为中

安全上对中国保持警惕。但在马来

形成对中国正面观感的重要原因。中

国将是潜在的盟友，但也有20%认为

西亚，暂时尚未因中国的崛起而感受

国虽然走向改革开放，但并未走出共

是潜在威胁，以及7%认为严重，另外

到明显的威胁，这里说“暂时”，是因

党体制，故被学者视为后极权主义

22%认为中国是保持中立。

为随着中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扩张，

(post-totalitarianism)，马来西亚虽

来自中国的压力和竞争是潜在的，但

然采取议会民主政体，但政治体制的

由于马中之间在综合国力有巨大悬

本质仍充满威权特征(authoritarian)，

殊，须在政经上依赖中国，因此在策

并非自由民主的体制。表面上两国的

略上不去渲染和突出其存在的威胁。

政经运作模式上大相径庭，但统治精

比美国来得正面，而且普遍认同与中

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的社会

英在政治管制、人权、新闻自由、经

国关系友好将有利于经贸互动。不

经济与现代化程度，仅次于新加坡，

济干预、威权控制上，其实有许多共

过民意也认为，中国崛起后在军事和

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大马政府意

通的价值与取向。

安全上的威胁是存在的，不过现阶段

识到在地缘政治上不可能摆脱中国

马来西亚尽管有定期的议会选

马来西亚仍视中国为利益伙伴多于安

的影响。在马哈迪时期，由于外交上

举，自2008年以来两届大选有大量选

全威胁。     

与英美澳等西方国家时有矛盾，大马

民支持两线制和期待政党轮替，但民

概括而言，这两项民意调查都呈
现同样的趋势，即有七成及以上的
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持正面观感，
同时中国在马来西亚民众眼中，形象

其次，马中之间在政治与社会治
理上有许多共享的价值，也是马来西

在外交上与中国友好，即使在南海问

大马社会对中国好感的结构条件

众在国内政治上倾向民主化的态度，

题上与中国存有领土纠纷，大马依赖

不等于在内心对自由民主有坚定和真

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普遍

保持低调和不触怒中国的态度，马哈

诚的倾慕。马来西亚民众特别是华人

正面，固然与中国近年在教育、文化

迪也公开驳斥当时盛行的中国威胁

社会，虽然在国内政治议题上表现出

和媒体上的输出有一定影响，但除了

论。在经贸上，马来西亚把中国视为

进步改革倾向，但没有在涉及中国议

这些操作意义上的因素以外，在客观

出口市场，是棕油、天然气、工业制

题上表现出同样态度，对于中国在

因素上，也有其他有利的结构条件增

成品的重要消费国，同时也期望中国

人权自由、政治威权、少数民族问题

进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的偏好度。中

资金前来投资。马来西亚华商由于国

上的表现，一般上持容忍和宽容的

国同样在西方和东亚国家利用教育、

内市场规模较小，又面对族群政治和

态度，认为国情不同和发展阶段有

文化和媒体手段推动软实力，但没有

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把中国视为开拓

别，应该稳定压倒一切，甚至全面接

类似有利的结构条件配合，也会事

市场和商机的重要对象。

受中国官方说法。

倍功半。

在国力悬殊下，马来西亚没有能

马来西亚领导人在九十年代西方

综合而言，马来西亚社会普遍上

力抗衡中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因而成

国家担心中国威胁的时期，多次在

对中国存有偏好和好感，与以下的结

为中国积极争取的对象，两国高层互

国内外场合声称中国对本区域不存

构条件有关：一是马来西亚暂时没

访频密，中国更把国家重点大学的第

在威胁。在一些国际议题上，马来西

有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威胁，二是马中

一个外国分校设在马来西亚，促成厦

亚与中国站在相同立场，如反对美国

之间在政治与社会治理观点上有许多

门大学大马校区在2016年2月开课。

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扮演国际霸权的

共享的价值，三是马来西亚有大量具

马中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巨大差

角色。马哈迪时期在国际社会强调反

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华人人口。

距，加上现阶段与中国交往中有所受

西方的亚洲价值，重视集体主义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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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这些政治价值观也与中国政

于中国的媒体和官方论述在大马有

是政府行为、社会民情和中国对外宣

治领导人雷同，因此马哈迪在中国被

颇大影响，加上由政商精英支配的

传的综合结果。

视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人。

华人社团普遍亲中，不愿开罪北京，

另一方面，在中东情势和反恐问
题上，马来西亚的回教徒也对美国为
首的西方阵营持批判态度，普遍谴责
美国在中东支持以色列的政策。由于
政府不时对西方持批评态度，在政治
和社会治理的价值观上又有甚多共
同之处，在在影响到马来西亚民众对
中国的观感。

因此中国的官方意志不难在马来西
亚取得认同，如香港占中、台湾太阳
花运动、台湾独立、南海议题上，马来
西亚华人社会就有相当响亮的声音是
支持中国立场，即使不同世代和思想
阵营偶有论战，但异议声量往往敌不
过主流的亲中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马民众对
中国的好感既有来自经贸利益、文化
情感，也包括回教徒对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中东政策不满。然而，软实力
更为关键的意义，是一国的社会价值
观、政经制度、道德标准、法治运作、
国际责任、价值体系等因素，是否具
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在这些意义上，
马来西亚民众尽管对中国具有好感，

第三个导致马来西亚社会对中国

可能影响大马对中国好感可持续
性的变数

产生正面观感的结构条件，就是大量

中国近十年来在国际上意欲提升

的华人人口和一个有活力的华人社

软实力，但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的观察

群，根据2016年统计华人人口约有

中，显得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政治

665万，占总人口的23.4%。马来西

体制缺乏改革、人权和自由受到侵

亚大部份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维持

蚀，抵销了在文化和宣传上所做的努

传统文化和习俗，华文和中国方言在

力。中国是唯一把获得诺贝尔奖的本

此外，中国在周边国家的软实力，

社会上普遍通行，华文小学和独立中

国公民关押在监狱的国家，2010年

最终仍取决于中国政府、公民以及中

学蓬勃发展，对中文的流行文化和阅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至今仍在

资机构在海外的行为。由于越来越多

读存在着大量且有质量的需求，是中

狱中。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

有中资背景的机构，都开始往海外投

国在海外开展软实力较易着力的切入

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

资和取得合作项目，当中资更多地参

点之一。

出，当中国想运用文化和叙事来营

与马来西亚的商业和经济活动后，

华人在政治上都认同大马，也能

造软实力，却与国内的真实现状不

他们在履行合约、劳资关系、环保标

进入政治体制发挥尽管次要但仍然

一致时，这种努力就不容易受落。美

准、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行为，都会影

有意义的角色。不过，由于大马华文

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响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有些

教育体制的完善和巩固，母语教育

Shambaugh)就认为，中国政府不能

中资在海外投资和并购行为中，因处

的熏陶使他们在文化和情感上依然

靠国家力量和金钱来打造软实力，

理不当，与当地社会产生冲突。因此，

认同文化中国，加上语言和人际网络

它需要通过社会自发的产生，因此

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并非固定

上的方面，当他们与中国互动时更显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软实力依然非常

不变，而是取决于未来更复杂和多重

得自在与从容，因此对大中华地区保

虚弱(China’s soft power remains

的互动交往后，中国政府与企业的行

持紧密的关注。中国近年不少提升软

very soft)。

为是否可以在观念和价值上，取得国

实力的工作，就是以华人为对象的。

中国受限于其国内的政经社会体

另一方面，由于马来西亚的族群

制，在全球推动软实力的效果不尽理

与宗教政治压力，华人社群备受各种

想，但在某些周边国家，民意显示对

偏差待遇，以致华人社会普遍乐见中

中国的观感和认同度都颇为正面。

国国力强大，这里既有民族主义的情

马来西亚民众在观感上对中国呈现

绪，也期待可以从中国崛起中提升本

正面印象，可以间接折射出中国在马

身的地位，并从中获取经贸利益。由

来西亚具有一定程度的软实力，这

但不见得在任何价值和观念上，都
会认同中国的行为与态度。如果中国
不在政经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上，进
一步自我完善和调整，那么目前在一
些周边国家所取得的软实力地位，就
未必有可持续性的影响。

际社会的信任和认同。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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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黄彬华

萨德入韩
与东亚新冷战趋势
今

年8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三国外

韩两国，近年更有演变成为"东北亚共同体"

长会议在东京落幕。虽说，这是一

筹备中心的趋势，显示东北亚国家关系已

次例常的东北亚三国外长会晤，但没有发

有正常化、紧密化的趋势。但曾几何时，三

表联合公报，意味着没有任何具体成果，当

国关系不仅质变，还有沦落为对抗前线的

然也就看不见近期的三国关系紧绷状态有

危机。

所缓和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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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

东北亚三国曾定期举行首脑会谈，亦

说，这是朝鲜发展核武、滥射导弹带来的

进行过例常的外长会议，尤其是毗邻的中

后果；亦有人说，这是美国推行其“亚洲再

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遂构成了当

亚三国是东亚最发达的国家，但三

今东北亚局势紧张，东亚正处于十

国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却因

字路口的局面。

为发展阶段的差异，反而充满互不认

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地形特殊，
体制有异，加上大国政治的频繁操
纵，即使有核弹也解决不了当今的半
岛问题。同理，萨德体系也非万能，
即使能追踪到来袭导弹踪迹，却不一
定就能将它消毁，何况美国的萨德系
统，根本不是设计来保护像首尔那样
的特殊城市的“盾”。因此，韩国人普
遍认为，萨德入韩并非要保护韩国居
民的安全，反而担心它会强烈刺激平
壤等会研制更为犀利的武器。
其实，明眼人早看清楚，萨德系
统虽然不能保卫韩国，却有助于美国
在东北亚加强其军事威慑力量，因为
入韩萨德的雷达射程是2000公里，
不仅远超半岛范围，还可深入内陆的
中俄广大腹地，使中国俄罗斯等的绝
密军事情报，可瞬息间进入美国军方
的情报网，甚至成为日本积极备战的
机密资料。因此有人说，美军在韩部
韩国人民对部署萨德的反应（图片源自网络）

平衡”战略带来的紧张。东亚将不再
平静，这似乎是一种趋势。

域关系的建立；二是朝鲜半岛的一分
为二，既造成严重的民族分裂状态，
更造成国家的长期对立，加上所谓
“朝核问题”的干扰，不仅产生了长
期的半岛安全隐患，更给外来势力乘
虚而入的机会，从朝核危机演变为萨
德危机，进而牵动整个东北亚进入紧
张状态，甚至成了整个东亚都开始忧
心如焚的状态。
但是，今天的东北亚问题，除了本
区域的国家，比如和平崛起的中国，
兄弟阋墙的朝鲜和韩国，虎视眈眈的
日本，更不能忘记外来势力之首的超
级强国美国，特别是它这次所扮演的
角色，除了会改变东亚的现状，更可
能把整个东亚带上一个近似新冷战
状态之路。

沛公”，真正目标还是在围堵中俄。

未曾停止过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关注

由于中俄门户洞开，美国不仅可
对整个东北亚高度机密的军事部署
色，就如同将窃听器植入了东亚大
陆，后果是使中国、朝鲜、俄国等国

因为它没有继续“韬光养晦”，甚至

的军方不能丝毫动弹，不仅使既存东

在大建远洋舰队，有企图要收复失

西方势力均衡即刻崩溃，还可让美日

土，这当然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嫉妒

韩军事同盟今后在东亚独占鳌头，予

和不安。朝鲜发展核武更是事实，虽

取予夺了。难怪有人分析，这是疑似

然它是在铤而走险，背后却没有任何

“东亚北约”桥头堡的建立，更是

国家给它支持，包括经济和技术援

“新冷战”的开始。

政权已视它为唯一的护身符，当然不

的国家关系正常发展，更妨碍了区

其实，从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就

也有人将它归罪于中国的崛起。

助。平壤倾全力发展核武，说明平壤

怨和边界纠纷不断，不仅妨碍了彼此

署萨德系统，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

了如指掌，而萨德系统所扮演的角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同对方的倾向，加上近期又因历史恩

和干预，驻军和军演更是例常行动，
美国遂成了决定朝鲜问题去向的最
关键国家，包括目前的朝核威胁、平
壤的蠢蠢欲动、日本的东山再起，可
说没有一项不与美国有着紧密瓜葛。
反对美国的一方，除了不断在离间美
韩关系，更希望能拆散美日联盟，以
为摆脱了所谓“美国强权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之后，整个东亚会
变得更加和平繁荣。
相反的是，在世界超强 美国眼
中，朝鲜半岛的安危，不仅威胁其盟

疑似“东亚北约”桥头堡

友韩国的安危，更将左右东亚的未

会轻易放弃这条生命线。虽然有关国

世界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东亚，

来走向。美国不愿其世界霸主地位、

家已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但

而东亚的心脏更在东北亚。一、东北

东亚强权的威风遭到削弱，因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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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重返亚洲”，一要加强第一岛

充实和扩展韩国经济实力；三也希望

韩国毅然宣布加入萨德系统，当

链计划围堵中国的扩展；二要补强

能摆脱日本势力的长期摆布，特别是

然使美国日本如释重负，却使犹疑不

美日韩军事同盟关系，除了鼓励日本

传统经济势力的渗透，而从此能在东

决的朴槿惠政府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

尽速“重返战场”，包括架空其《和平

北亚坐稳其三足鼎立的地位。因此韩

局。一是韩国人普遍怀疑萨德系统有

宪法》，让日本能够派兵出国，就是在

国不仅接收了中国伸出的橄榄枝，甚

能耐保护韩国；二是韩国出人意表选

东北亚建立疑似“东亚北约”的桥头

至一时还表现出要全面倒向中国的

边站的结果，首先让中国吃惊，接着

堡——萨德反导弹系统。

姿势，不仅让美国忧心忡忡，更令日

让中国失望，结果便是东北亚局势的

本心焦如焚，使陷于孤立无援状态的

必然大风吹。

在中国背后捅一刀

朝鲜就更加坐立不安了。萨德问题却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

使中韩关系面临最大考验，有些中国

积极开展对外扩张计划。它的第一

人甚至认为，中国已被高丽棒子背后

个吞并目标便是一水之隔的朝鲜半

捅了一刀，可见情况严重。

岛；接着把侵略魔掌伸展到中国东
北，建立所谓“满洲国”后，更从中

两大集团对峙局面

东北亚局势巨变的结果，一是美
日韩军事同盟将急速加强；二也许
就是中俄朝同盟的再现。首先，它不
是中国期待的局面；其次，中国即使
获得朝鲜与俄罗斯的拔刀相助，却
也无助于使中国发展成为东亚真正

国东北再扩展到几乎整个中国。朝

过去美国对朝核问题的举棋不

的大国；第三，中韩一旦反目成仇，日

鲜半岛遂成了军国日本向西扩张的

定，一是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复杂；二

本必然会倾全力“重返半岛”，半岛人

首个桥头堡。

是美国实际上也力不从心；三是中国

民期待的“统一朝鲜”理想不仅更难

的逐日在壮大，相对上美国更加束

实现，甚至将会破灭。

战后朝鲜半岛分裂成南北两个国
家，朝鲜人皆认为祸根就是日帝侵略
和殖民朝鲜的结果，至今仍认为是朝
鲜民族的怨和恨。虽然，通过美国的
牵线日韩后来成了半个盟友，但大部
分韩国人依然不忘他们的新仇旧恨，
一是日本至今还未真诚表示忏悔，特
别是将朝鲜妇女当“日军慰安妇”的
奇耻大辱，影响到战后日韩关系一直
处于波涛起伏状态、美日韩军事同
盟关系摇摆不定。
韩朝关系的对立，却让美韩紧密
关系获得额外补强。美国不仅藉口“
朝鲜威胁”继续在韩国驻军，还利用
它在日本强大军事基地，在通过日韩
间的紧密经济利害等关系，组成了外
紧内弛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关系。韩国
在东北亚，外表上是左右逢源，实质
上依然是个大夹心饼中的一块肉馅。

手无策。但因此却助长了朝核的快
速开发和深化发展，最后终于造成
连中国都感到不厌其烦的反感。美
国的及时介入，韩国的铤而走险，遂
产生了萨德系统得以堂而皇之进驻
韩国的局面。

盘朝鲜政策。中国已经闭口不再谈
“中朝血盟”了，说明它已放弃了这
个概念。中韩建交，说明它已背离了
这个观念，双方快速发展经济与文化
外交关系，更说明中国的大国外交思

韩美双方于7月8日公开宣布，

维已经成熟。但这次，中国不仅被韩

美 国 军 方 的“ 萨 德 反导 弹系 统 ”

国背后捅了一刀，内陆所有空防机密

（THAAD：Theater High Altitude

更会被勒索或公开，后果将是中国对

Area Defense。或称：末段高空区域

朝韩的更加不信，其次则必然会有新

防御系统）即将进驻韩国。接着又宣

的对抗措施的出台，整个东亚形势也

布，此萨德系统将部署在距离首尔

必然起巨变。

东南200公里的庆尚北道星州郡。
萨德进驻韩国计划其实并不新

谁希望东亚分裂、对立，又再回
到旧冷战时那样混沌的局面呢？

鲜，因为早在2014年6月，时任驻韩
美军司令斯卡帕罗蒂便以朝鲜“核
导危险不断加剧”为由，明确提出在
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计划。但两年多
来韩国政府却一直在否认、含糊与明

但韩国却不因此满于现状，一要

确之间徘徊，原因就是担心韩国民众

分化中朝的“血盟”关系，以提升韩

会强烈反对，加上中国的诸多批评，

国的国际地位；二要拓展中国市场，

使朴槿惠政府一直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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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许被迫要重新检讨其全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迟迟不来的经济改革
╱ 文  : 卢丽珊

看俄罗斯经济的变与不变

“俄

罗斯经济真的不行，尤其是加

的寡头，像蜘蛛一样盘踞在一个由克里姆

里宁格勒，这里没有发展！你为

林宫编织的高压蜘蛛网。

什么还在这里？”

根据我的解读，玛莎•格森生动描绘的

日前与一个面无表情的俄罗斯店员聊着

蜘蛛网景象，一边厢影射对付寡头的终极

聊着，认为身为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富裕的

目的是拧熄任何可能带来政治挑战的寡头

新加坡的我应该离开俄罗斯，上述是她的

苗火，另一边厢是经济格局的“旧药换新

理由。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尤其是

瓶”现象。今年初，寡头话题重新泛起，俄

卢布暴跌,这两年使收入减少是确有其事，

罗斯的经济衰退导致一些大型俄罗斯公司

但是单就如此俄罗斯就不值得守候吗? 我

不得不吸引外资注资，观察家甚至担心，西

也一直问自己：俄罗斯的希望在哪里？它到

方制裁和卢布贬值等现象的最终结果，真

底是变还是不变？

正“吞噬”股份的会是那些亲中央的寡头。

新瓶旧酒，寡头商人盘踞克里姆林宫

要了解俄罗斯经济的走向，就必须追踪和理
解重新洗牌后的状况和重组部分。

表面上俄罗斯解体后的经济格局大致
定格，出现令人咬牙切齿，甩也甩不掉的寡
头商人，连流行歌都要揶揄他们一番。普京

常年“吃老本”，
期待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2000年一上台就对付寡头，对他们的整肃也

与此同时，全世界多年来看着俄罗斯

见成效。我曾看见电视直播他到某个不发工

“吃老本”，以原料经济治国、强国、富国，

资的工厂视察，当着全国人民对寡头商人严

其实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没有积极发展中

厉训斥，甚至摔笔羞辱一番，感觉一个腾空

小型企业却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也令我纳

而降的救世者前来拯救俄罗斯。

闷。这让俄罗斯人自己也诟病，成为他们对

对俄罗斯寡头经济深有研究的著名莫斯

执政党的首要指摘和不满。

科作家玛莎•格森（Masha Gessen）说，寡

这些年来以发展经济为纲领的政党也

头当时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例如总统委派

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在俄罗斯平

的企业家全权代表，著名商人鲍里斯•季托

安经营。早在2000年，不服的媒体业寡头

夫（Boris Titov）。他在今年三月创建的“增

Vladimir Gusinky和超级寡头Boris Bere-

长”政党明确表明，政府这些年来无法打造

zovsky都纷纷逃亡到国外。有政治野心的

一个不依靠石油的经济体，尤其是现在全球

寡头Mikhail Khodorkovsky锒铛入狱也成

油价下跌，对于国家该走的道路，人民又面

为国家电视台的新闻常客。玛莎•格森的言

临抉择，并郑重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该

下之意: 虽然铲除寡头的大工程业已完成，

党当前最关注中小型企业的利益，这个政党

俄罗斯不会出现任何有政治实力的寡头，

是联合几个反对党而成，却因和克里姆林宫

但是亲中央的超级富裕商人则成为新时代

关系密切而受到怀疑。不管这样的政党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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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关系为何，它的声明和创建即说

入。随着卢布受到的强烈震荡，经济

营化，库德林还倡议提高公共财政

明“发展经济就是硬道理”的刻不容

重重受挫自不在话下。

预算，进行社会、司法和安全改革。

缓。经济整体结构的“不变”深深困

西方评论员更是对俄罗斯的经

第三派是普京身边的另一个经

济前景黯淡多有论述，美国评论人

济幕僚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y

伊恩•布雷默去年的一篇文章令我印

Glazyev）为首,他说话经常出格，让

加里宁格勒一个商人马克西姆受

象尤深，也阐明俄罗斯经济严重缺失

人摸不着头脑，例如把乌克兰人称

访时表达对俄罗斯现状的深刻不满，

的部分——稳健发展的中小型企业。

为精神病人。他多年反复“上书”的

他说政府过去靠油价高过尽好日子，

他列出的经济衰退的五大因素之首就

经济政策受到媒体和学术团体的重

没有办法再发动经济的引擎，当中涉

是经济缺乏多元化发展，过度依赖原

视，也成为目前一些大学经济系学生

及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他甚至悲观

料经济。他也指出政府致力于支持大

的活教材。

地认为要改变现状只有推翻这些执

型国营企业，挤压中小型企业的生存

这一派以“斯多雷平斯基俱乐部”

政者，而这样的观点在年轻人当中更

空间。在欧盟国家，中小型企业占国

（The Stolypinsky Club）的现实派市

有市场。

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在俄罗斯

场经济主张著称，成员包括学者、银

瑞典前财政部长安德斯•博格，

只有百分之十五。他也列举经济完全

行家、企业家和政治人物。斯多雷平

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金融体系

受制于油价、经济制裁以及俄罗斯人

为何许人？有必要稍加介绍。

倡议主席说，创业是一个社会中最强

口锐减等因素。

扰俄罗斯人，迟迟盼不到经济改革，
感觉生活犹如一滩死水。

大的变革力量……在一个不断变化的
经济，每个社会都需要调动企业家的

派系林立，取决于背后政治势力

出生于1862年的彼得•斯多雷平
是1906年至1911年间的帝俄首相，
当年大力提倡土地和农业改革，以

军队。很显然的，一个重视中小型企

今年五月下旬，普京签署命令成

业的亲商环境和发展模式是俄罗斯

立俄罗斯联邦总统经济理事会，经过

人所期待的，也是需要的。受访的鲁

两年的沉寂再次召开会议，任务是为

斯兰•巴里亚科夫是加里宁格勒国立

未来三年制定启动经济引擎的政策。

作对。基本上他的改革在某种程度

技术大学的经济系教授，他说，俄罗

理事会从早期的十来位经济学者，政

上是成功的，仅仅在1906年和1907

斯确实有帮助创业的机构，但是相对

治家和企业家锐减到六位成员，代表

年间就有15%的农民受惠于改革，他

一些国家发展经济大力帮助中小型企

俄罗斯三个不同的派别。德国谚语

们成为地主后对沙皇更为效忠，很大

业的模式，俄罗斯做得远远不足，例

有道，高明的厨师太多，反而会煮坏

程度上稳定了沙皇的势力。斯多雷平

如提供更低的银行汇率和种种创业

一锅粥。从组成人员和迥异的主张，

在1911年相信遭革命党刺杀，年仅49

优惠等配套。

俄罗斯经济改革之路还是会步履蹒

岁。当年的改革内容虽然和现代社会

跚，举步维艰。

没有太大关联，其改革精神及创造更

他举例，新加坡、德国和中国都

对抗来势汹汹的革命势力，他认为只
有通过改革让农民成为小地主才能
有效制止他们加入革命团体与沙皇

是很好的发展模式，可是俄罗斯政

第一派“厨师”是中央银行行长

多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业者的努力却为

府在经济政策上却一直无法达致协

纳比乌琳娜（Elvira Nabiullina）为

后人所敬仰，持现实派市场经济主张

议全力扶持中小型企业。他认为这主

首的保守派，至今没有具体倡议。第

的人并以他命名自己的团体。

要是由于不同的协商团体在最高领导

二派是被视为现实主义者的前财长

海内外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当年

层身边有不同的主张，一直无法使经

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领

的斯多雷平是唯一能够拯救岌岌可

济多元化发展。

导，他在2011年因与时任总统的梅德

危的罗曼诺夫王朝的救星，还被誉

自从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重新

韦杰夫就缩减开支产生分歧而辞职。

为“沙俄最后一位改革家”，他的早

纳入俄罗斯的版图，俄罗斯受到西方

普京重新上任后库德林再度受邀入中

逝注定帝俄不可逆转地歼灭于革命

列强的强烈谴责和经济制裁，再加上

央，并主张高度中央化的政府减少对

党之手。2012年12月，斯托雷平的塑

石油价格暴跌，大大削弱国家的收

经济的钳制和管制。除了主张经济私

像在莫斯科市中心，离莫斯科“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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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政府所在地）的不远处
再度耸立，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双双出
席揭幕和鲜花仪式，可见重视程度。
如今，拯救俄罗斯经济的妙计也
一一展现于第三派“厨师”的锦囊中。
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印更多钞票以带来
巨大的刺激作用，允许经济出现更深
化的赤字。以农业取代石油的主张在
民间也很有市场。基本上其导向是经
济民族主义和控制央行汇率，以发展
国民经济，也就是我们理解的中小型
企业。另一方面，他们还主张切断俄
罗斯和西方国家的财政关系，禁止使
用外资等令人不安的措施。
作为一名成功商人和商业监察
员，季托夫亦是斯多雷平的成员，设
立政党后的多重身份使他更活跃地
在媒体和政坛倡导这一派的主张。
他曾表示俄罗斯要取得经济奇迹必
须效法亚洲四小龙倡导高度自由的
经济措施。根据我的观察，最终哪
一派胜出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政坛获
得多强大的后盾和支持，以及权利无
限大的普京会作何决策，不过很明显
目前是第二和第三派在拉锯和竞逐。

中国留学生络绎不绝，“是我还
不走的理由。”
一个如此大的国家，牵一发动全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双双出席斯托雷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塑像揭幕和献花仪式。

身，经济改革肯定艰难，其被动和混
乱构成一幅侧面理解俄罗斯政治结
构，甚至是俄罗斯民族的图像，或者

的热切期待，不管起落浮沉，沧海桑

走的理由，就是他们继续来的理由，

必须反过来从俄罗斯政治和民族去

田都一样值得密切关注。

我们心照不宣。

理解经济结构的变与不变，深思其
因果的关系。

在我身边大部分从中国来的留学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生是来俄罗斯学经济的，有时我不禁

个人认为一个因红色革命而改变

觉得有点讽刺，中国的经济改革红红

全世界的国度和民族，不能因它一

火火，来的学生一个比一个富裕，相

时的颓势而小觑其潜力；它充满令人

比之下俄罗斯显然是自惭形秽的，但

苦寻答案的问号，交织对未来远景

是前来的学生还是络绎不绝。我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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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庄嘉颖

亚细安墨守成规的风险
近

年南海领海争端加剧以及中国与

程，甚至调整心态接受其他东南亚区域组

日俱增的经济影响，一直在激化

织的存在等改革方向。

亚细安内部的分歧。各成员国立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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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或许是让亚细安、区域内成员国

从今年六月和七月分别在云南和老挝举办

及其区外伙伴国更有能力处理东南亚内部

的多国会议上可见。亚细安成员国当时要

和周边当前种种挑战的关键。现有的亚细

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建立基本共识所面对的

安体制起源于冷战期间东南亚非共产国家

困难特别明显。今年九月在万象举行的亚

的利益考虑，也因此反映了许多当时的需

细安－中国高峰会议上，各方似乎也只能暂

求，包括刚刚去殖民地社会对领地、领海

时回避异议，再度同意遵守已有的海军《海

控制的敏感，应对外部势力介入内政的威

上意外相遇规则》(Code for Unexpected

胁等。连该组织的不同中文名称也带着冷

Encounters at Sea，简称CUES)。除非亚

战的影子。中国官方会把亚细安称为“东南

细安成员国正视并着手整合其组织的内部

亚国家联盟”或“东盟”，这是因为北京把

运作和操作，这个历经冷战和后冷战时期

这些非共产党政府当作与社会主义国家敌

的东南亚区域组织恐怕会面临被现实淘汰

对的资本主义联盟的一份子。台湾则称之

的可能。为了开拓亚细安的未来，成员国或

为“东南亚国家协会”或“东协”，这虽然

许需考虑如何推动内部协调、理顺决策过

比较接近组织英文名称的本意，不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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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因为要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和与中

和与中美的长期协调，在1989年成功

进一步的区域合作计划，反应相当

华文化圈的差别，而以英文译音“亚

迫使越南放弃对柬埔寨长达十年的占

冷淡。亚细安在推动约束各方行为

细安”自称。

领。90年代初，亚细安开始推动区域

的“南海行为准则”上的进度也非常

不过再怎么说，一个缺乏能力面

合作。这包括在经济方面携手组成

缓慢。2000年后较有效的亚细安合

对现况，难以在不同议题上找到共

“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sia-Pa-

作计划，如“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

鸣，甚至分裂的亚细安，不但会削弱

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协议”(ASEAN-China Free Trade

成员国在区域和国际上的影响，也

简称 APEC），在政治方面带头建立

Agreement，简称ACFTA)、
“亚细安

会让大国在区域内的角逐更加直接、

亚细安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架构（ASEAN+ frameworks）、

摩擦更加激烈。这可能会提升区域不

Forum，简称ARF）。亚细安也同时

“清迈倡议多边化”货币交换机制

稳定的机率。以往以“亚细安为中心”

通过构建ASEAN+3（中、日、韩）、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

（ASEAN Centrality）的考虑虽然有

ASEAN+1（中国）等平台，强化自身

alization，简称CMIM）、湄公河合作

很多局限，不过它却是一个方便建立

在区域政治、经济互动和协商中扮

等，大多似乎是由亚细安外部的伙

共识和推动合作的最低门坎。但是，

演的角色。90年代末， 原来的成员

伴国推动的。至于2000年后东南亚

当下容许这样运作方式的政治条件

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

区内贸易大量增长与“亚细安自由贸

似乎不再存在，则剩下的只是一个

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还更进一步欢

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简

成员国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的组织，

迎之前敌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

称AFTA）项目的发展有多大关系，专

要求这样的亚细安一如既往地化解

对外封闭的缅甸加入亚细安。

家一般还未定论。

紧张局势、舒缓棘手决定，恐怕将越

不过90年代末，也是亚细安动量

到2010年后，亚细安成员国之间

开始削弱的时候，组织内部的分歧也

对于如何面对区域性挑战的异议变

很可惜，亚细安成员国现在对于

跟着越来越明显。1997-98年发生亚

得更加严重。亚细安成员国在2012年

调整组织的运作一般仍然保留过多。

洲金融风暴，亚细安成员国在是否

的高峰会议上，因为无法同意是否公

这可能削弱亚细安及成员国面对当前

重新考虑先争取组织内部共识再行

开提起南海主权争议，造成亚细安无

政治挑战的能力。亚细安成员国依

动的惯例上产生摩擦。有些政府认

法在会后发出联合声明。这是该组织

旧坚持完全的共识、高度自主和互不

为亚细安不该过度约束国家自主性，

历来第一次无法表示最基本的共识。

干扰，以亚细安为区域合作的中心，

在完全达成共识前，相同观点的成员

马来西亚在2015年亚细安国防部长会

以及在中美争端之间保持中立的立

国可以一起先行采取主动 。另外一些

议上，也因为成员国在南海议题上无

场。这种状况导致亚细安对一些课题

政府则认为在亚细安议题上，各成员

法做出一致决定，所以以主席国名义

不是毫无作为，就是只能偶尔地草草

国应该共同进退。这两个观点间的分

发出会后声明。这个以主席声明代替

应付了事，部分成员国甚至一味强调

歧一直没有能有效地化解或舒缓。因

全体成员国联合声明的举动，很明显

自己的国家利益，无视于集体的一致

此，90年代末之后，亚细安在推动更

地把处理差异和对外掩盖争议的责任

行动。其结果是使亚细安在快速转型

进一步合作时，往往碰到不少阻力。

放在每年轮替的主席国手中。因此，

的区域环境中显得无所适从，无法作

部分成员国即使在公开场合，对“亚

亚细安工作的进展很可能变得更加

出任何积极有效的因应。

细安区域经济体”（ASEAN Eco-

依赖主席国的组织能力，而由于亚细

nomic Community，简称AEC）、
“亚

安成员国在组织能力上的差别极大，

来越困难。

漫无方向漂浮中的亚细安

细安区域安全体”（ASEAN Security

亚细安今后所能完成的合作恐怕会随
着主席国的更换，面对很大的起伏。

在冷战结束之际，亚细安当时无

Community，简称ASC）、及“亚细安

疑是东南亚、甚至东亚主要的区域

社会文化体”（ASEAN Social-Cul-

对菲律宾企图让联合国海洋法仲

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顺利的合作

tural Community，简称ASCC）等

裁法官界定中国在南海海域权限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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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亚细安其他成员国同样表示不冷

个组织和成员国都不肯表明任何明

太政治局势中，无论是亚细安整体，

不热的态度。既使2016年7月在仲裁

确的立场。亚细安及其成员就是希

还是个别成员国，要与在东亚活跃的

团做出影响包括亚细安成员在内的

望这样模糊带过分歧，减少纠纷、避

大国维持良好关系，都必须随时随刻

许多东亚国家的裁决，同时引起中国

免在大国之间做出任何明确选择，以

担心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在一个复杂、

极度不满后，亚细安也从未表示任何

此维持亚细安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

易变的环境下，触犯不同大国的利

代表全体成员国的共同立场。能见到

位”。简单来说，这就是所谓“亚细安

益。亚细安及其成员想要左右逢源、

的，只有个别成员发布应该遵守国际

方式”（ASEAN Way）的主要关键。

面面俱到，谈何容易。

法的新闻稿。新加坡外长在今年7月
面对国会询问时，也曾承认要在南海
仲裁上找到共同的亚细安声音，以及
要建立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是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新加坡是现
任的亚细安－中国协调国。

在不同亚细安成员国对于合作课
题存在态度差异的背后，是个别成员
国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的考虑。置身
于东南亚大陆的亚细安成员，一般比
较愿意放弃临海国家关心的航海权
和南海争议上的亚细安共识，换取中

亚细安内部的合作，除了南海以

国对于陆地领土纠纷、河川事务和经

外，也包括比较简单的议题，不过该

济整合等方面的谅解。低收入的成员

组织在这些方面的进展仍然有限。
缅甸罗兴亚人在2012年和2015年，
因为政治迫害被逼以海路逃难，造
成大量人在海上遇难时，亚细安及其
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不做声。亚细
安虽然有成员国共同签署的烟霾行
动计划和一份2002年签署的共同协
议，一当烟霾开始笼罩东南亚的时
候，整体组织一样束手无策。亚细安

国会更愿意为了如天然资源或者物品
外销、基础建设上的援助，放弃与其
他亚细安国家的共同进退。中高收
入的成员，会更容易为了外来资本或
制造和服务外销市场，而舍弃与其
他亚细安国家的统一阵线。类似的
考虑和行为有碍于亚细安的内部整
合及合作。

寻找新视角
当然，按部就班仍然会给亚细安
及其成员一定的保障和回报。强调
通过对话逐步建立共识确实对舒缓
紧张局势和避免争端升级，甚至促
成共同立场会有所帮助。亚细安成员
国之前的领土纷争，长期没有爆发或
成功地以第三方裁决的方式解决，证
实了这个组织在协助成员和平处理纠
纷的实际作用。如泰缅边界、泰柬边
界有时发生的武装冲突，不但非常罕
见，规模也不大，可以算是例外。另
外，亚细安内外的长期经济交流、经
商，也无疑帮忙带动了经济发展和物
质生活的改进。
亚细安面临的一大挑战并不是以

在处理这些相对单纯的挑战时的表

中国的影响力和因此而产生的大

往的作法已经失灵，而是之前熟习的

现，实在让人难以期待亚细安会在处

国竞争，更进一步加大了亚细安内部

运作方式因为环境的改变，面对边际

理如南海争端等较为棘手的议题上，

承受的压力，使该组织更难发起任

收益递减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收益

有多少实际进展的可能。

何倡议。中国所提供的市场、投资、

递减的问题。对亚细安及其成员国而

游客、低利息贷款等机会，提升了注

言，这意味着这个组织在合作和运作

重与中国双边交流的获益，也相对提

上需要寻找新突破。亚细安的成员国

尽管各成员国的精英们不乏一定

升了处理复杂亚细安内部政治的机会

与伙伴国必须超越现有的工作模式，

的共同理念，亚细安整个组织的合作

成本。同时，中美、中日关系的紧张也

研发出一套更符合今天更有争议性、

基础最终还是为了方便和当前利益。

让亚细安更难把握内部的运作。既使

矛盾和不确定性的东亚局势的新模

组织内部的整合始终相当有限。亚细

某个亚细安成员国声称没有选择向任

式。在东南亚和东亚有利益的政府

安成员国的优先选择其实还是一时

何一方靠拢，他们在行为上有意无意

和国家或许要冒一些风险，开始脱

的合作，虽然对外表现共识的模样，

总会有些偏袒。即使保持中立，也可

离熟悉的互动方式，在实际互动方

不过总在幕后追求临时的相互妥协。

能对某个大国比较有利。这种局面

针上大胆地想象和进行试验。这可

碰到难题时，更是如此。这种互动过

很容易让亚细安整体的方向显得模

能要包括考虑如何投入资源以扩大

程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往往是整

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在当下的亚

亚细安的整体运作实力和政治资本、

潜伏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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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促使更成功的合作和区域稳定，亚细安的东南亚成员国务必
冷静和清醒地思考亚细安作为区域组织的缺陷和未来，在有必要
的议题上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个方向并不排除以其他更有效的方
式取代亚细安现在所有的中心位置。东南亚各国政府和领导层是
否有能力和意愿去追求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东南亚的跨国合作
和安全因此仍不确定。

进行改革、以及慎重考虑整个组织将

区域内外如何拿捏自主性、合作的范

外交官员曾把亚细安形容成一头牛，

来的走向。

围和组织能力等条件。

他说期望牛能做马的工作是异想天

东南亚诸国在思考亚细安前景的

一个合作运转良好、更能处理争

时候，可以多思考自己要的是一个怎

议的东南亚，将会是一个更稳定、安

样的区域和区域组织。其中的选择

全和经济繁荣的区域。建立这样的

包括发展一个更能带领区域政治、

环境，一个可靠、具备相对独立性的

经济、安全发展的机制，也包括以其

区域合作和危机管理机制是不可或

他合作关系取代亚细安，甚至最终把

缺的，这样才能稳住不同利益的冲撞

亚细安整个组织予以淘汰。若要强化

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和摩擦。例如

亚细安的话，现有成员国可以考虑决

一个有效的海上和空中行为准则，有

策过程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多

可能协助中美在南海的争端上自我约

数或超级多数决议代替共识。另外一

束，避免紧张局势升温，同时削弱南

个可能是强化现有的亚细安秘书处，

海主权争议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大

使它有能力辅助协调工作，帮忙克服

大降低擦枪走火的机率。这些种种

集体行为困境。

获益或许可以增强亚细安成员和伙

各东南亚国家当然也可以选择降

开、浪费时间。这个观察忽略了亚细
安这头牛可能是病了，需要休息和治
疗，也没有考虑到在一个有拖拉机的
世界，牛以往的功用和效率已经不符
合时代和环境的要求。只有认真探
讨亚细安、东南亚、东亚的现况和未
来，才能让区域国家顺利解决现在
面对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政治学学者
本文改写自作者此前在美国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智库刊登的文章
“ASEAN and the Risks of Business as Usual”

伴国参与互动和合作机制的动机。

低亚细安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亚细

要促使更成功的合作和区域稳

安可以重组，而翻新后的亚细安可以

定，亚细安成员国务必冷静和清醒

依据次区域、大陆－临海国家、国家

地思考亚细安作为区域组织的缺陷

收入等条件作为组织原则。让亚细安

和未来，在重大议题上采取果断的行

成员国各自与组织外的伙伴在不同议

动。这个方向并不排除以其他更有效

题上加深合作，由此走向最终取代亚

的方式取代亚细安现有的中心位置。

细安的方向当然也是一个可能。这些

东南亚各国政府和领导层是否有能力

不同的选项未必互斥，也有在不同可

和意愿去追求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

能性之间折衷的可能，不过亚细安成

东南亚的跨国合作和安全因此仍不

员国在作出抉择前，务必小心考虑在

确定。一位东南亚国家的前任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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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生的职场路  
╱ 文  : 周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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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hinese Helicopter”谈起

干世界各地流行的“新”词汇，Singlish里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作，今个的五月

早已退潮的“Chinese Helicopter”一词上

天异常沉闷，湿热得令人心烦，而一则关

了榜，引发市井一阵子议论。一些老华校

于英语词条的信息，无预警地漾起了圈圈

认为这个词语，是对华校生的嘲讽，有辱

涟漪――《牛津大英词典》近期吸纳了若

尊严，因而发动网上签名，希望收集足够支

怡
和
追
踪

南洋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盛况。毕业生甫离校门即面对择业的困境，
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曰：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量马路”，反映了受歧视学子的辛酸。

持，让辞书出版者把该词删掉。议论

醒了人们反思一种语文在一个时代

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

见报后，不少老华校生坦言，他们并

中的遭遇，是否已经止息？

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
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

不知道“Chinese Helicopter”的存
在，服过兵役的华校生对它就不陌

歧视，从哪里开始

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
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

生了。当年在营地里英语半生不熟，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

尤其发音欠准，荒腔走板，常常为英

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

校生提供搞笑材料。也都认了，接受

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华校

嘲笑也是一种姿态。然而，
“Chinese

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

开枝散叶，花繁果累，学生人数远超

Helicopter”的语言歧视，却意外唤

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

英校，迫使殖民地改弦易辙，端出附

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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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黍校长

杨越

沈文炳

带前提的法规，祭出管制令，凡是依

负担。政策影响家长的决定，由此可

二战以前，华社的国家、民族与

法注册的华校，有机会得到若干津

见端倪。1951年6月5 日星洲日报社

政治认同、华校浓厚的政治氛围早已

贴。不少华校为了纾困而向教育局正

论认为，《十年教育计划》的最终目

引起殖民地当局的警戒。三十年代中

式登记，但仍有华校选择存活于体制

标，是“建立统一的英校教育系统，

国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引发了长达八

之外。殖民地政府改变了不津贴华校

以代替所有的方言学校。”

年的抗日战争，海外华人积极响应，

的做法，但华校的地位却未见提升。

殖民地当局以不平等态度对待

华校师生参与筹款赈救等等抗日活

二战结束后，全球 政治重新 洗

各语文学校，在社会上直接形成了

动，都拉紧了殖民当局的神经。二战

牌，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给殖民地

“方言学校”是次等学校的观感。

结束后，华校的政治色彩更丰富了。

宗主国带来巨大压力。为了捍卫海

二战后，周边地区政治形势的种种

前人民协会理事长沈文炳在《缅怀

外的庞大利益，当局通过教育管制思

骤变给华校带来巨大冲击，华校经

华中》提到：
“1949年初英国殖民地

想，为它们有朝一日退出殖民统治铺

历了波急浪涌的改变：中国共产党

政府示意董事会主席李光前解聘教

垫有利条件，新马也不例外。1947年

取得政权、国民党败走台湾、新马本

职员中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老师”；

发布的《十年教育计划》、1949年的

土意识抬头、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

“当时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发生内

《五年教育补充计划》、1950年的

兴起、左翼学潮工潮前仆后继，都引

战，深深地影响了海外的华文学校。

《学校注册法令》、1953年的《华校

起在地政府的关注。这种复杂的时

华中的老师中间有国民党员，有民主

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

代背景，让华校沾染了浓厚的政治

同盟党员；学生中间有三民主义青年

等等文件，以发展为名，达到限制华

色彩，也加大了华校生在职场上的障

团，有民主主义青年团”；
“薛（永黍）

校发展的目的。有了津贴，与英校所

碍。
“华校等于共产党”的标签，在

老校长那时是新加坡中国民主同盟的

得到的照顾相比，华校依然是次等

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嵌刻在众多人心

中坚，他邀了一班思想进步、反对内

货色。1950年注册的华校约有287

上。1976年，我服完兵役，刚刚进入

战的同事加入民盟。”1948年7月，

所，但获得津贴的只有73所，平均每

职场，某日在百货公司服装部溜达，

作家杨越受聘南来华中执教，他在

名学生只得津贴8.54元，而每名英

遇见一名中年男子指着一款印上东

《华中五十年》写下了亲身经历：
“当

校学生所得津贴是168.57元，分明

歪西倒汉字的衬衫，对身边的女伴

时正是‘紧急法令’时间，公开的政治

天壤有别。 为了拉拔英校，它让英校

说：
“communist”――华文、华校，

性活动是被禁止的，但学生中的秘密

生享受免费教育，迫使众多家长选择

被断定是左翼或共产党的代词，它的

工作仍然是很活跃的。到这年的12月

把孩子送往英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

时代标签，不易褪色。

间，我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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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1949年1月初，就被押送出境，同学

学水准不足，而大学水平低落，是滥

级）荣誉学位的那种魔术感到迷惑。

们不畏殖民地当局的威胁，一批一批

招生的结果――这种因果论调，反复

会不会是他们的教授认为在面对学

地上船送行，那依依不舍的情景，是

在市场上流传。南大学位，被形容为

生人数逐年减少的那种越来越暗淡

很感人的。”

“贬值的货币”、被视为次品，收生

的情形底下，有必要使他们的相对光

素质每况愈下，成了压倒南大的最后

辉更加突出。”（见王如明主编《南洋

一根稻草。

大学文献》及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

以上表述，具体呈现了那个时代
南洋最高学府华侨中学的政治生态。

走过的历史道路》）

其实，同时期的其他华文中学都具有

优秀的华校毕业生选择到新大就

这种特点，中正、育英、南中、中华、南

读，被视为南大无法提升水准的一大

这段说词，明确传达了国家公务

原因。 华校高中毕业生转读新加坡

员主管单位的三点信息。其一、南大

大学，是否隐藏着职场的考虑因素？

荣誉学位毕业生在公共服务委员会

以下一组数字，给人们留下了解读空

的面试表现十分差劲；其二、南大荣

间：1964年，华校高中毕业生进入

誉学位的等级含有水分；其三、上述

新加坡大学修读的人数，仅有37名；

现象是南大招收低水平学生的结果。

六年之后（1970年），增加到371名。

1980年4月1日，李光耀先生给陈

这意味着，被录取进入英文大学的

1955年南洋大学创建，使华校从

共存的复函如是说：
“如果不彻底脱

华校生增加了九倍，这飞跃数字，对

小学、中学到大学串连成完整的教育

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

南大而言，是雪上加霜，它成了劣币

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

驱逐良币的证据。

币。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滥发

侨等中学以及无数小学里的师长身
上，都展现了这种时代色彩。在那个
政治氛围浓郁的年代，教师或学生被
殖民地政府遣送出境是常有的事，五
一三、福利巴士工潮、中四罢考等抗
议风潮，前线震耳欲聋的呐喊，少不
了华校学生的身影。

系统，却无法就此改变官方与职场对
华校生的偏见。华校生是二等公民

1980年3月29日，南洋大学关闭

学位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收入南大

前夕，李光耀总理回复南大理事会主

的学生，结果颁发给许多优秀学生

也注定了毕业生无法回避职场磨难

席黄祖耀的来函时如是表达：
“我随

的良好学位的价值，也受到怀疑。”

的现实。这一点，自南大创校开始，

函附寄公共服务委员会寄给我的一

自1959年南大首届毕业生踏入

官方就没有讳言。它认为，南大生的

份 例表，里面列举了十个比较显眼

社会，南大学位就不被政府承认，

就业问题与水准有关，社会精英也

的实例，说明求职者的“普通”水准

这对毕业生到职场觅职是一记沉重

普遍附和这种讲法。长期来，针对外

与“高级”水准成绩，就像他们在面

打击。1959年白里斯葛主导撰写的

界质疑南大，南大人据理力争，但这

试的回答一样差劲。公共服务委员会

《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对南大先

种正反观点的议论，始终各说各话，

成员对于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教授施

修班开铡：
“我们认为，为一小部分

没有交接。毕业生就业困难，源于大

催眠术，使他们获得一等或二等（甲

不够资格的学生而设的先修班应该

的说法，因南大首届毕业生进入市场
而强化。南大遭遇的重重政治阻力，

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
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
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
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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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
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
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
的机会都没有。

尽早放弃。如果认为在一个学年内，

毕业生，怎样在一个用英文的政府

多。除了人浮于事、僧多粥少，华校生

大学未曾作准备，同时也许对这个特

中工作？结果，南大的毕业生因为英

遭职场歧视的肇因，总是绕着英文不

别的工作并不热心的教授，能把一

文不够好而找不到工作。”

灵光、文凭不被承认以及政治黑名单

些低级材料改变成大学人才，那便
是很大的错误……在过去，中国的公
立和私立大学曾经开办过先修班但被
认为不实际。”这份报告书如是总结：
“本着良知，我们再度表示遗憾，我们
目前不能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

南大降 低收生水准的证据，除
了1980年李资政给黄祖耀回函附件
中，列出十名南大荣誉学位毕业生
不合格的初中与高中成绩之外，我
依稀记得七十年代后半期报章上的

问题旋转。二战后的三十年里，华校
生工作没着落，便捷的解决之道就
是教补习，这是临时性的、免于阮囊
羞涩的权宜之计，但也有人搭上了这
条船，就此航行一生。

一则新闻――三四名南大学生的高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

中成绩上了报，显示南大录取了成绩

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

南大的水平不能和其他政府认可

不达标的学生。新闻见报后，南大人

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

的大学相提并论，这种观点在1960年

议论纷纷，士气被沉重打击。山雨来

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

发布的《魏雅聆报告书》也说得很直

前的风，萧瑟肃杀，华校生职场的天

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

白：
“关于南大毕业生的就业前途，不

空，雾霾来袭。比照当今中学普通源

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

少人持有一种印象，以为南洋大学法

流、工艺教育学院的学生，他们虽曾

有。即便“山没向你走来，你依然向山

令含有承认南大所授予的学位和其他

遭人鄙视，但经过奋斗，完成高级学

走去”，满怀希望投寄了一封又一封申

大学进入政府服务的资格相等。我们

位之后被政治领导公开肯定，华校生

请书，却绝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

曾经从政府方面得知，这事情是不确

当年显然无此礼遇。大器可以晚成，

信，是许多华校生一生难忘的经历。

实的。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

英雄不问出身，社会宽容了，歧视盲

当年的“人浮于事”，多少与“出生不

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

点有了适当的调整。

好”挂上了钩。那年头英校九号（初

学位与其他经被承认的学位相等。”

已故李光耀总理在《我一生的
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说：
“为

华校生的职场境遇

中）毕业，在职场上已经十分拉风。
英校生觅职无门、孤街伫立喝西北

了维持新生人数，南大只好降低收

说起职场上的际遇，老华 校心

风的事，较少听闻。五六十年代，在

生标准，一旦这么做，南大的的水准

中五味杂陈。我近期与不同年代的

众人心中，
“读红毛册”就是出路的

就急速下滑，家长和雇主终于发现

华校生交流往事，从耄耋耆老，到双

最佳保证。那年头，念了英校，男生

南大的文凭没有价值。后来，最后数

鬓渐白的半百翁，忆述当年的职场点

当“财副”（书记），女生当“米西”

届的南大毕业生申请工作，出现了宁

滴，都流露共同的饭碗情结。不论是

（护士），已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尚职

可用中学文凭，也不愿用南大毕业证

初中、高中或南大毕业生，与英校生

业。至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至尊专

书的现象……一个只用华文授课的

相比，华校人的觅职难度都高出许

业，更是英校生的专利，华校生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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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业里简直凤毛麟角。会计，是南

换协议，每年派送若干学生到台大

事，恰巧全是南大中文系毕业后转往

大唯一的专业科系，也是经过几番风

就读，毕业后学位都被承认，支领大

新大攻读荣誉学位的同路人，不禁

雨几番挣扎，十余年后才得到认同。

学毕业生薪水。那些自费前往台湾，

哑然失笑。

路人甲，七十年代中文系毕业，在
英语面试时被要求说讲荀子的哲学思
想，他当下如坐针毡，支吾以对。这道

念的是同所大学同个科系，但回国后
待遇却有所差异，是职场上难得一见
的一国两制。

有了南洋大学，华校生的出路便
有了一个全新的观察点。它能否扭转
华校生的职场待遇，迎来明媚春天？

考验没过关，他回家懊恼异常。同是

文凭被歧视的另一学府，是在新

且听南大人细细道来。王慷鼎博士曾

中文系，路人乙面试时，被问及日后

加坡高等教育史上惊鸿一瞥的义安

经自述：
“五年的采访生涯，让我对广

若有子女，让不让念中文系？路人丙

学院（不是义安理工学院）。它成立于

义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而

接到提问：
“读这么多中文对社会有

1963，止于1967，开办过中文、巫文、

且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了美国

何用？请细细道来。”这些试题，是

会计、商管、化学、电工及家政七个学

亚洲基金奖学金，在1967年中把新婚

歧视刁难，还是试探反应，界线相当

系，绝大部分学生来自新加坡传统华

两年的妻子及刚刚满月的第一个孩子

模糊，反正沉不住气便砸了锅。上述

校。它的文凭，没得到认可。

留在马来西亚，只身跑到美国南伊里

资料，并非电影对白，而是当年华校

在南大文凭被承认、荣誉学位制

诺大学新闻系念新闻学去了。1969年

度落实之前，有极少数中文系毕业生

学成，拿了一个硕士，老老实实回到

变通办法，转到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就

星洲日报复职……然而，读书读多了

读，从二年级开始，续读两年，考试

的烦恼终于来了。我1962年以一个

某日与路人丁吃粥闲聊。他说多

及格可得荣誉学位，换取新大毕业

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被报馆聘为电讯

年以前，一名政府部门退休高管透

的身份。1983年，我被调往教育部华

翻译，月薪是260元，1967年中出国

露，华校生来面试时英语不灵光，给

文专科视学组任职，发现组内五名同

前薪水也只有三百元出头。拿了新闻

生在职场面试遭遇的现实。烟消了，
云散去，沉淀了几十年，画面仍然偶
会显影心头。

面试官楞头楞脑的印象。后来他为一
些大型计划组织人才时，才发现这些
冷门行业里有专业认识的，好多是默
默伏案的华校生。他坦言，这些人英
语多半不灵光，但专业能力强，给他
们机会，都有精彩的发挥。
英语不足之外，文凭不被承认是
华校生职场道上的一块挡路石。议论
文凭斤两，不得不提点台湾的大学文
凭不被新加坡承认的往事。1949年中
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马学子到台湾
深造成了新选项。自那时起，每年都
有若干华校生到台湾上大学，以修
读中文与体育者居多。这些打算以教
育为业的留学生返新后，都面对学位
不受承认的烦恼。他们在中学里觅
得教职，领取的却是非大学毕业生
的俸禄。几经争取，却不如愿。八十
年代开始，政府与台湾达成学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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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回来之后，
‘加薪’30元，因此

埃落定有所知足，而总结出“功德圆

中文凭到工厂或华人小公司申请工

1970年中担任东南亚销数最大的华

满”的人生感言。

作的实例，也不缺乏。我想起六十年

文日报的公关主任时，月薪不到400
元。我心里直在发闷。”

19 67年，路人戊从南大步入社
会，原本在某教会学校代课，不久就

代念小四时的历史老师，讲课精彩，
教学一丝不苟，后来父亲告知，卢老
师是南大毕业生，我长大后才明白话

发闷？华校生常有这种感觉。今

因政治黑名单被迫离开。他在江湖上

年的六六艳阳天，我踏入大巴窑图

找到的第一份正职，是在洋人的油印

中滋味。我认识一名南大后期女生，

书馆寻幽探秘，在书架上与《离校五

机公司上班，每天系着领带到各个公

毕业后当了一段时期的代课老师，

十周年纪念文集》偶遇。那是前南洋

司单位清洗油印机。面试时，洋老板

若干时日之后，才取得正职。更早以

大学中文系第四届毕业同学于2012

说这份工作不需要高学历，初中毕业

前，她到工厂打工，不幸被机器碾断

年出版的集子，里头的文章，忆述了

就已足够。他还是接受了工作，得银

手掌。一段辛酸事，拉出另一段尘封

各人当年的校园生活和毕业后的境

190元，这是一名南大理学士的文凭

的记忆。70年代我毕业三四年后，一

况。张君坦述了他当初的遭遇：
“自

初体验，当时如果到学校教书，月薪

名学弟午后突然造访，一脸郁郁寡

从毕业于南大之后，就赋闲在家，无

是465元。

欢，还我一本当年手抄的哲学笔记。

所事事，幸好当时父母还健在，不然，
难以为生，耻以见人。然而，在这期
间，承蒙老天爷的眷顾和保佑，让我
先后在华义、南华女中、德能与中正
总校代课。可是，为时极其短暂，所
获酬劳均不足以帮补家用。好在天
无绝人之路，直至1966年初，始正式

根据王德丰博士的调查，南大前
十届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平均时间是
7.2个月，花费时间最长的是第七届
12.5个月，第五届11个月。1968年政
府承认南大学位之后，华校生的命运
没有明显改变，寻职之路依旧崎岖，

我诧异，早忘了借出笔记的事，以为
它一直在江湖上代代相传。他没聊多
久便起身告辞，个把星期后，另一名
学弟捎来了他坠楼身亡的消息。无奈
啊，毕业两三年，找不到正业，心情郁
闷，踏上了不归路。

薪水仍然偏低。1977年度南大毕业

那天在国家图书馆翻阅显微影

生就业调查显示，普通学位毕业生的

片，1978年5月3日英文新国家午报

就业率只有70%。1978年4月28日，

第三版“Nantah grad who earns

同学陈君透露：
“这几十年的岁

海峡时报打出吸睛标题：
“Starting

$200 a month”的新闻扑脸而来，

月，静思往事，不堪回首。记得南大

report on Nantah grads BAs WHO

它报导了南大商学士当下在慈善机

毕业后，即被派到黄埔中学代课，承

START AT $300 PM……”报道了两

构当管理员，月薪只有200元的生活

蒙黄埔中学校长提携，推荐到圣约瑟

名南大女生工资两百，三名薪水三百

实况。她毕业一年余，先后打了四份

黄昏中学担任部分时间教师。有时又

的故事。报道指出，两相对比，新大

工，最初在小塑料厂上班，月薪200；

到国防部教导国民服役人员短期修

毕业生的工资至少比南大生多三百

接着当营销协调员，薪金350元；之

读华文。这样过了几年，最后才经公

元。路人己忆述，1974年中文系全班

后到统计局当文员，薪水280。那个

共服务委员会录取，被派到德贤中

六十余人毕业，男生多服兵役去了，

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介于七八

学担任教职。”

四十余女生申请公务员职位，大多铩

百之间。华校生低薪工作的新闻闯

羽而归，仅4人被录取，全分发到国家

入眼帘，让我忆起七十年代，仿佛海

图书馆服务。据他所知，文学院其他

峡时报也刊登过南大生当巴士售票

学系的觅职情况，也一样黯淡无光。

员的新闻故事。

受聘于教育部，在德贤与南洋初级学
院执教。”

张陈二君，都毕业于1962年，都
一样无法在毕业后觅得正职，都经
过两三年的颠簸，才求得稳当的职
业。职场路上磕磕碰碰，是当年许多

华校生踏出校园，当临时工是常

游走江湖几十年，华校生求职遭

老华校生的写照。张君的陈述，不见

态。当代课老师、做临时人口普查员、

遇的段子，我们一路来没少听说。当

强烈字眼，不怨天尤人，能到学校担

教补习或到工厂、工地打临时工……

年服完兵役，新大生与南大生一道

任老师，是老天对他的眷顾。他表达

我青少岁月的阅读内容里，并不缺少

聚于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面试大会，新

了当初的求职窘境，又为后来的尘

这些。南大毕业生退而求其次，以高

大生面试出来，透露考官问他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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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领域发挥，他断然摇头，因为

府民事服务部门，华校生在税务局、

与区域办事处职位增加，但英校生

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南大人踏出面

警察部队、监狱部门、关卡、消防这

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南大与华校高中

试室，对损友感叹：问的都是制服单

类单位为数不少。我近日在大坡巧

毕业生赶上这趟列车，在建屋局各

位，怨不得，出身不如啊。

遇多年不见的政行系同学，聊起兵

单位落脚。其实独立之初，建屋局的

役后求职的情节，他心直口快：除了

中低阶官员里已有不少华校生，原因

制服单位，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我想

之一是它直接面对群众，需要熟悉草

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公共服务委员

根语言的职员与民沟通。

华校生在公务职场上的分布
与新大毕业生相比，进入公务员
系统服务的南大生数量落差明显。据
调查，南大首届毕业生于1959年投入
社会，直到1966年为止，进入公务员
系统服务的只有两百余人。1968年政
府承认南大学位后，公务员里的南大
生人数增加了。1978年李光耀总理到
南大演讲所透露的数据，1977年在政
府部门服务的南大毕业生有1306名，
新大生是2187人。

会出席擢升面试，在走道上遇见久
违的学长，他说已来过几回，当垫脚
石。历史系另一名学长告诉我，监狱

五十至七十年代，原产局是华校
生的去处之一。那年头新加坡还未

部门通常以华语沟通，华校生多嘛，

全面都市化，乡村仍占着岛上的大部

华语是主流用语。独立之初，新加坡

分土地，从事养畜与耕植的人口为数

积极扩展武装部队，不少华校高中及

不少，原产局需要协助农民解决问

大学毕业生参军了，受训成为军官，被

题，一样得以方言或华语作为沟通

认为是一种高薪选择。

工具，因此原产局的兽医与助理群

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一些
法定机构的职能扩大，需要更多高学

里，便有了为数可观毕业于台湾院校
的华校生。

根据多个毕业生就业调查对证，

历的职员参与工作。那时“居者有其

人民协会属下的联络所，也需要

教育圈的南大生比重最高。至于政

屋”政策如火如荼展开，建屋局总部

管理与沟通能力兼备的干部，这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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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英校生较少问津，因此它成了华校

是荣誉班中文系毕业生。这届学生毕

教育体制风云起，身陷困顿的还

生的大市场。当年全岛几百间联络所

业后，直到1980年南大关闭，就再也

包括一群华校掌校者。风光的年代，

的组织秘书，华校高中生和南大毕业

没有南大毕业生进入教育学院受训

华校的校长都由华校生担任，华校没

生多的是。华校生在公务职场上的流

成为教师。沉寂三四年后，仿佛回光

落之后，一些校长被调往以英文主导

向，说明了凡是需要与市井打交道的

返照，1981年教育学院大门敞开，一

的政府学校继续掌政，一些为了英文

前线作业，就有华校生呼吸的空间。

口气录取了百余名华文大学文凭班

的原因而选择提早退休，或降为教师

学员，许多当年心怀教师梦的南大毕

继续在圈子里过生活。1987年语文源

业生，在职场打滚多年后，面对这千

流统一之后，华校出身的校长明显减

五十年代华社创办南洋大学的目

载难逢的机会，选择了更换跑道，受

少，新任的华校背景校长就寥寥可数

的之一，是解决1949年中国大陆政局

训成为合格华文教师。迟来的梦圆

教育圈里的华校生

剧变致使华校师资来源中断的问题。

了，在长时间煎熬之后。

语表达是最大的挑战。由于华校生
的英语发音与句式受方言影响，私下

因此，成为华校教师是南大毕业生的
理想归宿。1966年《南洋大学创校十

了。华校生在新环境下掌管校政，英

我们的体系里，教师薪水始终居

常遭老师或学生取笑。李光耀资政

高，到教育界服务是许多华校生的

生前也多次指出，华校背景的内阁成

生就业调查，显示南大培养了两千多

优先选项。传统上，华校文科生执

员存在这等问题。

名毕业生，其中1100余是新加坡居

教鞭，仿佛理所当然，但当年华校也

民，1300多人来自马来半岛。新加坡

需要大量以华文教学的数理老师，

的千余名毕业生，有七百余人进入教

因此华校理科生到华校服务的也不

育界工作。

在少数。不过，少有人预料到，华校

周年纪念特刊》所刊载的前七届毕业

能容纳华校生的教育空间其实
也有局限，前几届毕业生填满了位
子，接下来路就成了羊肠小道。尤其

的史地与数理老师，很快就面临转
换教学语言的局面。不及二十年时
间，山雨骤然来，华校步下教育舞台

统一学校语文源流以后，华文教
师在校内的处境并不理想，他们被
纳入以英文为主导的工作环境里，
心理上的调适并不顺畅。常见例子是
每当学校会考成绩欠佳时，校园里会
浮现不理性的杂音，华文成了代罪羔
羊――其他科目成绩不好，是学生花

的最后十年，体制转型的酵母提早

费太多时间学习华文的缘故――华

教师需求量随之骤降，跻身教育界

发酵，这群华校背景的教师面临了

文教师，就这样背上了黑锅。另一方

的难度明显增加。到了1973年，教育

职场抉择：要吗，改以英语教学原本

面，由于英文条件不足，一般华文教

学院华文源流大学文凭班的学员人

的科目，否则就放弃，改以中文教授

师只能教单科，因此必须负责教导三

数已不及二十人，被录取的大部分是

华文（第二语文）。倘若两者都非选

四班华文，才能达到教学量指标，以

荣誉班毕业生，普通学位持有者被

项，就离开教育江湖，另谋出路。对

致华文教师得应付繁重的作文批改

接纳的机会微乎其微。之后几年，情

华校生而言，这回教育体制的异动，

量，不像英文老师，可以教导一些批

况江河日下，1977年教育学院华文源

是一次难熬的职场转码，一次人到中

改量不多的科目，减缓了工作压力。

流大学文凭班只录取了10人，清一色

年的心理挫败。

除了教学量，一些华文教师还得用英

是1970年以后，华校学生人口锐减，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
的一代，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
水。痛，并快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春草，更行更远还
生，已然是华校人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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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撰写毕业班学生的推荐书；教育

窄街陋巷，污浊、闷热，房屋低矮、室

华 校遭 遇的百年 歧视，起于政

部或学校里的中文部门，对内以中文

内昏暗，华校人无路可走，又不甘雌

治，也终于政治。华校生走出校门，

做会议记录，同时得准备英文版本

伏，便在阿里哇街之类条件粗糙、房

寻求一份工作绝非易如反掌，被拒绝

上呈主管。

屋破落的环境里起步创业，受尽煎

多回之后，终归还是能觅得一口米

熬，一脚踢没日没夜地干，经常周转不

粮，也许不是优差，也许并非理想工

灵，有幸的获得同学亲友相助，向金融

作，但总能应付日子，回避周遭残酷

长期来，江湖上有说法：由于学

公司贷款渡过难关；不幸的，就此落

来袭的冷剑与白眼。华校生当年寻

位不受承认，求职不易，南大人走上

魄江湖。国际化工集团掌门人张文

职过程所受的歧视，以及二等公民的

了深造之路，纷纷到海内外攻读高

元，南大第一届化学系毕业，1966年

薪金与升职待遇，非外人所能感同身

级学位，让南大声名鹊起，短时间内

下海创业，拮据得只能在维多利亚街

受。没有了南大，没有了华校系统，新

建立了学术地位。王慷鼎博士的研

租赁一张办公桌起步，筚路褴褛，豁

一代人在同一的跑道上竞技，不失为

究显示，南大前七届约两千名毕业生

出去逆流而上，迎来了柳暗花明。当

当中，修读高级学位者有232人。他

年或因好梦难求，或因黑名单走投无

根据1998年公布的数据统计，新加坡

路而出行闯荡，创业置产，大云出岫，

六所大专学府中，南大校友的学术人

亮了名堂，这群华校生的表现，不比

员达243人。他说：
“南大虽只有三个

在跨国资本中平步青云的英校生逊

学院，但在过去42年里，这三院的毕

色。说道是曾经落魄江湖，十年一搏

业生，却在本地的大专学府里扮演了

风云改，绿叶成荫子满枝，这类在六

积极与重要的角色。不但毫不逊色，

七十年代跳海求生的华校生，最终

还叫人敬佩……在70年代初高峰时

在商界与学界绽放各自的光彩，他们

期，重返南大任职的校友人数占母校

的精神意志，丰富了华校的特质。虽

学术人员总数的一半。在国大，文学

然华校成了历史名词，但逆境求存过

院中文系及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

程的点点滴滴，犹如一口话梅橄榄，

化学系与电脑系中的南大校友学术

云淡风清之后，让人细细咀嚼回甘。

逆境求存的华校生

人员数目，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种公平。然而，没有了华校，华文只
是学校课程里的单一科目，语文的歧
视是否就此消失于江湖？孤独而活的
华文科，迎来了万里晴空？看官且睁
眼环顾，华文已经体重不足，仍有人
申诉学母语太沉重；大学里学术人员
考绩升等，华文书写的论文能否在同
个平台上称斤论两；线上线下，你可
听闻，有人朝诉暮怨，呛着外来服务
员只会说讲华语的噪音……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在这个南洋小岛，华校一落地便

逆境，催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春

荆棘满途。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各

天。深造之外，从商是另一个逆境突

方政治势力的介入不曾止息，华校的

围的选项。今日商界中的翘楚，华校

二等公民身份，因英文的优势逐步膨

生比比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赤手

胀而成形。二战后虽面对职场逆境，

空拳，在商界闯出一片蓝天，很多时

华校却有过二十余年的繁盛，那是它

候都与出路困难的大环境有关。前

内心深处潜藏旺盛求存意志的体现。

不久我与一群老华校聊天，轻易得出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

“既然环境逼人，不如放手一搏”的

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的一代，

结论。老南大回忆，1960年开始，南

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

大生在歧视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走

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水。痛，并快

出校门，一些人因人浮于事，一些人

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

因沾染了政治酱汁，被迫闯荡江湖。他

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已然是华校人

们忆述，六十年代市区内藏污纳垢的

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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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语言  我的特权
╱ 文  : 王昌伟

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
讲华语运动与方言的消失
近日网络上流传一首歌名叫《吃饱没》
的福建歌曲的音乐影片，是政府赞助新传媒
针对乐龄人士所拍摄的一部方言剧的主题

不再是华族的主要用语后，讲华语运动的
重心才转向鼓励更习惯以英语交流的华人
接触华文。

曲。据媒体报道，政府的目的是向年长国人

当年政府宣布推广讲华语运动后不久，

传达政策的内容，让他们了解和他们的切身

原本以广东话原音播出的香港电视连续剧，

利益有关的各种资讯。这样的用意，从单纯

很快就变成是华语配音播出。我记得很清

的民生角度来说，自然是好的，新加坡政府

楚，当初观看的第一部以华语配音的连续

通过制作电视连续剧来进行政策宣传也不

剧是郑少秋主演的《倚天屠龙记》。

是头一遭，但要全面了解政府这次的举措，

当时年纪太小，不太能明白这个改变对

我们就必须从1979年开始推动讲华语运动

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可是当越来越多的

以后，政府限制方言的使用讲起。

老人家无法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跟儿孙沟通

当年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的目的，用当
时的口号来概括，就是“多讲华语，少说方

新加坡市井小民，早年常聚在一起，聆听说书人以方言讲古，从中受到文化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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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针对的是方言。一代人以后，当方言

的时候，我渐渐发现，有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就这样失去了。

不同时期对于限制使用方言的不
同论述

这样的认知，实际上是延续建国

指导思想的产物。现任卫生部兼通讯

总理李光耀关于一般人的语言能力

及新闻部政务部长的徐芳达就说，政

过去政府要人们“多讲华语，少

有限，能同时兼顾几种语言的人少之

府是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

说方言”的目的，是为了要消除各个

又少的观点。2009年，时任李光耀首

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方言群之间的隔阂，为新加坡华人

席私人秘书的徐芳达，在一封公开批

许多网民因此批评徐芳达，说他

打造一个共同的语言。回溯历史，不

评一名南大学者有关语言学习的看法

此一时彼一时，前后不一致。实际上，

同方言的群体之间的确会形成各自

时，就以强烈的语气说：
“许多新加

政府在这方面的思维并没有改变。政

的帮群组织，但跨帮群合作的现象也

坡人现在都能很流利地讲华语和英

府在决定是否使用方言的时候，是以

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建国以后，即使

语。任何一个新加坡机构或是南大提

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政府向年长国民

在讲华语运动开始以前，新加坡华人

倡学习方言是愚蠢的做法，这必然会

传达信息为权衡标准的。换言之，方

更多时候是以新加坡人，而非福建人

损害对华文和英文的学习。”

言虽然是年长国民最熟悉的语言，但

或广东人等等为身份认同的基础。

有些针对多语学习课题所进行

他们是否能在媒体上接触自己的语

在我家，虽然外婆只会 讲 福建

的研究报告，的确是得出和徐芳达同

言，却是视政府的行政需要而定的。

话，而祖母只会讲海南话，但这并不

样的结论，但和这个结论完全相反的

这其实是新加坡政府一贯对待文

妨碍她们结为亲家。我父母亲，还有

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另外，李显龙

化和语言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新加

我这一辈的华人，许多都通晓好几

总理在2014年的讲华语运动开幕礼

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

种方言。因此，如果说政府推广华语

上，也以鼓励方言学习会影响双语教

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

是为了加强新加坡华人的凝聚力，那

育的成功推行为理由，指民间呼吁放

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怎么做。

无论如何都说服不了我。

宽方言政策的想法不务实。

方言虽然是年长国人的语言，但使用

近年来，由于社会语言习惯的改

不过，从母语教育的角度回应民

变，政府已经不从消除不同方言群体

间希望放宽方言的诉求，似乎是答

之间的隔阂入手，而是改变论述的方

非所问，因为人们要求的，并不是要

式，试图说服希望看到方言政策改变

政府鼓励人们学习方言，而仅仅是希

的国人，接受放宽方言的使用会妨碍

望政府不要过度限制方言的使用。

华母语的学习这个理由。

的空间，却是由政府希望他们听到什
么来决定的。政府的思维很简单，我
是否要用你熟悉的方式跟你说话，是
我的特权，是视我的需要，而不是你
的需要而定的。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于是

政府现在对于方言使用的态度
温和许多

成为所有语言文化的命运的最后仲

与会者希望政府能考虑放宽媒体上

无论如何，李光耀以后的新一代

样的安排。《吃饱没》的歌词中描述

方言的使用。当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

领导人，对方言使用的态度明显温和

了年长国人退休后快乐的晚年生活，

杰以流利的华语回答时，却把焦点转

许多。李总理在那次讲华语运动的开

也许，只要一个社会富足安康，我们

移到教育上。他说有一次他在上海乘

幕礼上也说，政府不会干涉民间自发

选择把一切都放心地交给政府去决

搭德士，问司机会不会说上海话，而

学习方言的意愿，例如许多宗乡会馆

定，并没有错。

司机告诉他，现在上海的年轻人很

开办方言课程，政府也乐见其成，而

多都不会说上海话，而年长一辈也

且在必要的时候，政府也会利用媒

认为，在学校应该学普通话而不是

体，以方言向年长国人传达重要的资

上海话。同样的，在新加坡，我们也

讯。例如在SARS期间，政府就找了一

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

些艺人，在电视上用方言进行说明和

代对母语的学习。

宣导。这次的《吃饱没》，也是同样的

记得在一次联合早报为了庆祝建
国五十周年而主办的对话会上，一些

裁者，而多年来，新加坡人也接受这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
失去了什么？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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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冯焕好

从小六考试评估改革
谈起
半世纪的教育改革
为了减少我国小学生的考试压力，教育
部在三年前开始研究和探讨小学离校考试
评估制度，终于在今年7月13日宣布改革细

今世界的先进国家政府都加强教育投入，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重视普及义务教
育和高等教育，也配合社会所需培养人才。

节。在2021年的小六离校考试中，教育局将

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断更新，

采用“分八级”的积分等级来评估学生成绩，

与时并进，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有时改变

不再以与同届考生成绩相较后计算的总积分

来得迅速，改变来得频仍，往往令人措手不

（T-score）。

及。回顾几十年来的改革，个人觉得不少新

T-score 从1973年开始采用，但不向考
生公布总积分。1980年，以A、B、C、D代
表科目的表现水平，隔年再推出A*级别。学
生至少三科及格才能升学，当中须包括英
文。1982年起，学生的会考成绩单还列出个
人的总积分，以及同届考生最高和最低积
分。学生拿到成绩单就知道自己有多优越或
多差劣。
这种考试评估被采用了47年，将近半个
世纪。这期间教育部还制定各种各样的措
施，不胜枚举。略计有小三和小四分流、高才
班、中学分流、统一教学媒介语、南大关闭、
小学、中学和高中课程纲要的经常改变、特
选中学、自主学校、中学和初院会考成绩排
名、直接收生计划以及修订大学入学准则等
等，可说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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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富不富强看的也是教育。因此，当

主意是从上而下，只要最高领导有一个念
头，说过一句话，唯命是从的左右就根据
这个想法去制定改革细节。直到细节公布，
执行者都会公事公办，照章行事，殊不知受
影响的就是身在其中，生逢其时的莘莘学
子。

长年累月形成的压力
八、九十年代，国家求才若渴，希望迅
速为建设国家培养所需人才。开始大量建
立学校，让人人有机会读书。为了降低辍
学率，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受至少初中
教育，不至于半途被淘汰，当局便因才施
教，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给予不同的教育内
容。八十年代初，教育部将小三学生（后来
延迟一年）分流。根据他们的小三成绩，分
成EM1（英文和母语第一语文）、EM2（英

《礼记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

文第一，母语第二）和EM3（英文第一，母

先”。远在先秦时代，孔子就强调教育，认为

语第三）。学生在名校读书，在分流时如果

要管理好国家必须要重视教育和发展教育。

进入EM3，就必须转校。这些学生以后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教育家陶行知也

能上主流中学，要去工艺中学学技艺准备

说：”教育是立国之本”。立国之本就是建

谋生。作为家长，总不想孩子这么早就注定

立国家或使国家永续存在下去的根源和本

以后做技工，当然会想办法让他们去补习，

质。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潜力看的是教育，

因此补习行业兴盛起来。

接下来是根据小六会考成绩分

生的学习压力又加重了。我心里非常

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负担，折腾他

流，把小六生分配到中学读特选、快

愤慨，为什么当局要提高升学门槛，

们？没有人能给我答案，上司指示我

捷、普通学术、普通工艺四种不同课

为难这些高中生?

们尽力而为。

程。第四种课程读完后也只能接受

这时，很会把握商机的国人已经

终于有一天，前教育部长张志贤

成立好多培训中心。学院老师是没法

和院长们开会，连同三间大学的代

指导这个测试，要请专才。每个学生

表。在谈到这个新的大学录取标准，

可付80元上四堂培训课，一堂可容纳

所有人没有异议，唯唯诺诺，还以为

200人。哗，价钱不菲，一堂课4000

是创新。最后我只好发声，直指这个

元。我知道这个考试每年至少有四

SAT1对学生百弊而无一利，加重学习

与此同时，政府 也着重栽培精

次，考生可以考完一次再一次，直到

负担；浪费父母的金钱，因为怕输的

英。每次会考成绩公布，传媒就大事

满 意为止，但每次的考 试费是14 0

新加坡学生会去考了一次又一次。一

宣传学校状元。教育部把40间中学的

多元。而SAT 成绩只占入学积分的

般高中生（天资高能力强可能例外）为

中四会考成绩排列出来，公诸于世。

20%，专题作业10%，剑桥成绩70%。

了应付剑桥考试已经精疲力竭，再加

工艺教育，不能进理工学院或初级
学院。当我朋友的孩子分配到第四种
时，他无可奈何地把13岁的儿子送到
澳洲读寄宿中学。那些没钱出国的，
只好接受教育部的安排。

就连那区区18间初级学院也难逃噩
运。每年高中会考成绩公布的翌日，
报章除了登出状元的骄人成绩外，也

本来，我们的学生拿着剑桥考试

SAT1，他们会读到精神崩溃。

成绩单，到国外任何大学都得到承

后来，部长问我的看法，我斩钉

认，而他们在外国深造的成绩斐然。

截铁地说：“取消SAT1 !”部长默

登出排行榜。居末的学院师生真是无
颜见山东父老，唯有苦拼学业成绩争
前位，教学重点聚焦于应试。成绩下
滑会产生恶性循环，学院永难翻身。
因为家长认定不上榜的学校就不是好
学校，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挤入好
学校。这样的教育生态，校长、老师、
家长和学生都有压力，苦不堪言。

学生常是白老鼠
我在1997-2000年间到中学任
职，2001年被调回初级学院。开学不
久，主任问我要不要请专才来开培训
班，教导学生怎样应付SAT1（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考试。我大吃
一惊，SAT1？ 那是美国高中生学术
能力评估测试，新加坡高中生向来
考英国剑桥A水准考试，为什么无端
端增加一个美式考试？
主任解释说是教育部两年前规
定的，2002年的高中生除了考剑桥
外，并考SAT1 和交专题作业，用三
个项目成绩加起来的总分报读本地大
学。天啊! 真没料到离开4年，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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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他与会者讶然！有院长打圆场

孩子未必是会读书考试的，为什么还

接着，王部长还喊出：
“每间学校都

说：
“或许可以减低百分比……”我

大费周章去搞高才班，给家长和孩子

是好学校”的口号，吁请家长不要为

说：
“减低到5%，学生也是要读要

徒增压力? 何不让孩子们一起游戏和

了挤名校而把孩子逼到喘不过气。

考，没作用。”最后，部长说：
“先试

学习，过个快乐的童年?

三年前教育部考虑修改小六会考的

试看，日后再检讨。”

许多新制度在理论上合情合理，

评分制度，原因在此。

离开会议室，有人悄悄对我说：

非常有效。但在执行时往往忽略了教

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

“上头有个大老板，喜欢美国这种测

育是以人为本。人有不同资质和潜

解冻，并非一两个新措施就可奏效。

试。”天啊！一人喜欢，万人受苦。结

能，人的心智发展也有快慢不同，用

最近，新评估制宣布后，受访的家长

果，这个测试采用两年后，在2004年

划一的制度，用一考定终生的制度，

议论纷纭。有些认为这只不过是压力

取消。但那两年的学生已经成了白老

怎不引起家长和学生的恐慌，怎不让

的转移、有的担心直接收生计划竞争

鼠，无端受苦。

人感受学习的压力？加上当局对精英

加大、有的认为新的积分等级总分不

的吹捧，家长都盼望孩子成精英，以

如旧的总积分细致，会出现更多有相

后受到器重，平步青云。作为市井小

同总分的学生争取热门学校的有限学

我把笔锋转移写出以上事件，目

民，我们不能改变已定政策。为了生

额，而用电脑分配很不公平，孩子的

的说明岛国实行的政策有时是非常

存，只好设法去适应。久而久之，读

命运靠的是电脑抽签而非能力和努

短视，朝令夕改并不罕见。也有些政

书为应试成为我们的教育目标，怕输

力等诸如此类的反应。

策在执行时矫枉过正，偏离初衷。

成为我们的特性。

制度实行时偏离初衷

就以直接收生计划来说，教育部
原是希望不要过于强调学业成绩，

2005年后初露曙光

新制度能否减压，现阶段恐怕还
言之过早。我向来对教育所持有的
看法，就是不论当局的政策怎样改，

让一些有特殊才艺的学生以才艺优

在时任副总理的尚达曼任教育

我们对培养孩子的责任和信心不改。

先被录取入中学。但后来演变成一些

部长期间，因为他从善如流，敢于正

我们应当着重培养孩子优良的道德品

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名校，从小让孩

视问题，并热心着手去解决问题，所

行、拓展他们内在的独特潜力、培养

子学习某名校所要的才艺。后来名校

以他把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可

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帮助他们确立适当

允许优异学业成绩学生报名，加上面

能，把学生头上的紧箍咒解开，在此

的人生目标。他们肯定能踏踏实实迈

试等等，坊间便出现直接收生预备课

无法详说。只列举几个改变，如取消

向幸福的人生。

指导班、能力测试工作坊和面试技巧

排名、取消SAT1、废除EM3、开办

训练班等等，这一切反应违背原意。

“北烁学 校”“升 圣明径学 校”等

另一个就是小四学生的高才测
试，被选入高才班的学生有特别老师
教导，报读中学时有特别考虑，当然
使家长趋之若鹜。于是，高才指导班
如雨后春笋般设立，家长不惜重资去
训练孩子，以期挤入高才班。挤不进
的学生会感到失望沮丧，变得忧郁。
挤进的就觉得自己比同辈优秀，变得

专收小学会考多次不及格的学生、
改革普通（工艺）课程、普通（工艺）
学生可以转流至普通（学术）课程、
允许特选小学以华文教授非考试科
目……等。这系列改革使大家都松了
一口气。从此，我们可以实现以人为
本的教育理想，根据孩子的潜能给
予适当的培养。

趾高气扬。孩子才10岁，为什么要把

2011年前教育部长王瑞杰提出

他们分等级？30多年的高才班，只

“未来20年的教育将着重品德教育，

是培养会读书考试拿奖学金出国留

以价值为本。”这是前所未有的，可以

学的人才。自古以来，真正有天分的

扭转过去注重学业成绩的不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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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

当新加坡问题
变成问题的新加坡
╱ 文  : 林恩河

解密新加坡出走马来西亚

1

965年新加坡的独立，既没有像一

西亚”、
“新加坡是被迫独立的”，这样的历

些从殖民地解脱而取得独立的国

史叙述已经成为我们的民间记忆。

家一样，在国家象征的广场举行盛大的庆典
来欢庆国家的独立，也没有国家领导人在广
场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讲，取而代之的是一场
新加坡总理泪洒记者招待会的画面，让新加
坡的独立日充满悲壮的色彩。
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正新加坡广播
电台中断日常节目，出乎意料地插播了总理
李光耀的“新加坡宣言”：
“从1965年8月
9日开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民主和
独立的国家。”这一宣告震惊了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人民。

马来西亚原本就是为了解决“新加坡问
题”而仓促拼凑的一场利益交换（marriage
of convenience）的政治婚姻注2，这场婚姻
从一开始双方就磕磕碰碰争吵不已，最后落
得只维持23个月便宣告破裂的下场。
新加坡是怎样从敲锣打鼓拥抱马来西
亚，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到寻找退出马来西
亚之路？

马来西亚：套在颈项的信天翁
李光耀在自传中曾把他的政治同路人

李光耀在当天下午一场历史性的记者

比喻为不祥的“信天翁”：
“这些亲共分子

招待会这么说：
“即使在那个时刻，我还是

就像是套在我们颈项的信天翁（albatross

不相信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但是当我

around our necks，英谚，意为不祥之物

和东姑单独会谈之后……我才觉悟到没有

或灾难-作者注），我们必须很小 心地摆

其他更好的办法，唯有他的想法才是解决

脱他们，如果我们表现投机，利用完后便

之道，这就是我们必须离开马来西亚”。

抛弃他们，我们将会失去讲华语群众的支

“每当想起我们签下这个让新加坡脱离马

持，合并就是与他们分手最好的课题”注3。

来西亚的协议书的时候，这真是一个令人

无独有偶，1996年吴庆瑞接受新加坡学者

痛心的时刻”。
“因为我的一生，你知道我

Melanie Chew访问时透露了一个据他形容

在成年的整个时期都坚信合并和这两个地

是“国家机密”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为“信

区的统一”。注1

天翁文件”注4（Albatross File）。这些文件有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独立日泪洒记者

李光耀1965年初写给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备

招待会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通过各种社

忘录，内容是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进行“宪

会主体不断重复的叙述，这一经典画面成

制重组”谈判的一些个人意见和对策、李光

为新加坡的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让人觉得在

耀委托吴庆瑞全权处理脱离马来西亚谈判

脱离马来西亚的问题上，新加坡扮演的是一

的委托书，以及吴庆瑞与马来西亚副总理

个“受害人”的角色，
“新加坡是被逐出马来

敦阿都拉查和内政部长敦依斯迈谈判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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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1980年的口述历史中，吴庆瑞

协商的结果”这种说法注6。其实这并

坡有脱离马来西亚的意图、为什么会

强调“马来西亚就是套在我们颈项

不是什么新见解，参与当年谈判的当

产生这样的想法、李光耀怎样设法

的信天翁” 。从他们两人同用“信

事人之一敦伊斯迈在回忆录中就这

导致东姑主动提出让新加坡脱离马

天翁”来形容“亲共分子”和马来西

么述及新加坡的脱离：
“不管一般上

来西亚，并同意在谈判桌上协议分家

亚，不难理解他们对这两者均有弃之

怎么认为，新加坡的脱离马来西亚

的原因。

则吉的心理。

（其实）是双方的协议”注7；另一位当

李光耀当初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的

随着“信天翁文件”的公开，一

事人吴庆瑞在1966年接受访问时，也

成立有两大目的：其一就是消灭共产

些学者在提到新加坡为什么脱离马

是这样清楚地表明 。本文想从另一

党的威胁，借此对付其政治对手，以

来西亚的时候，开始提出“这是双方

个角度去追溯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加

改变行动党在政治上的劣势；其二

注5

72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注8

怡
和
思
维
亚成立五天后举行的大选，行动党
的胜利进一步扭转了原先处于劣势
的局面；第二个经济目的，在马来西
亚成立前直到成立之后的几次谈判
都未能达至协议。

新加坡自行宣布独立
1963年8月31日李光耀在政府大
厦前广场宣布，原本属于联邦政府的
外交和国防的权力，将由新加坡元首
（Yang di-Pertuan Negara）暂时

早在1963年2月面对共同市场谈

代管，直到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为

判的瓶颈，吴庆瑞为了打破僵局，寻

止，这个举动激怒了东姑和英国，认

求一些国外的专家给予协助，世界银

为此举会危及马来西亚的成立，英

行派了两位专家来新，其中一位就是

国在回答东姑的疑虑的时候向他保

法国人李奥纳德•里斯特（Leonard

证新加坡的宣布是没法律依据的，

Rist），他是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麦

并认为这纯粹是讲给新加坡国内人

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政治

民听的注11。

顾问。经过与新、马官员见面讨论后，
李奥纳德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
由联合邦政府掌控开放共同市场的进
程。吴庆瑞对这方案并不满意，问道
如果共同市场计划不能顺利进行那
怎么办，李奥纳德回答：
“假如是这
样，那就不是共同市场的危机，而是
整个马来西亚的概念陷于危机”，吴
庆瑞如此形容“他的深刻及预言式
的评语触动了我”注9。吴庆瑞似乎那
时候起已经对于马来西亚的概念开
始抱持怀疑的态度。
1963年8月7日李光耀下乡访问
时在甘榜石叻作了一段颇耐人寻味
的演讲：
“你们知道，我举个实例让你
们看看，一个几乎很少生存机会的小
国如何以巨大的决心挣扎求存这么长
的时间。以色列处于地中海一小块土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框架内与马来亚联

地上，几百万犹太人团结在一起决定

合邦组成共同市场，并以马来亚联合

一起战斗，他们被企图有朝一日把以

邦作为新加坡工业生产的资源和销

色列变成阿拉伯一部分的2亿阿拉伯

售的腹地，为新加坡经济寻找出路，

人所包围，但是因为犹太人的决心，

他也是以这点作为合并的诉求，这

这块土地被分割出来，可以这么说我

两点我们可以从李光耀当年发表的

们处于相同的情况”注10。这次演讲是

电台广播12讲《为合并而斗争》中看

在马来西亚成立前的一个月，李光耀

出来。第一个目的，在执行“冷藏行

发表这样的看法到底是心血来潮，还

动”大逮捕后基本已经实现，马来西

是心中另有打算？

面对这突发的危机，力挺英国首
相麦米兰（Macmillan）执行马来西
亚计划的英联邦关系及殖民部大臣
桑迪斯（Sandys）感到愤怒，在9月
5日给麦米兰的电报中形容“李光耀
利用马来西亚的延迟成立来达到个
人野心，政治敲诈（blackmail）和擦
边球（brinkmanship）是他常用来达
到目的的手段。”担心李光耀会进一
步宣布新加坡独立并公开煽动人民
起来造反，
“我们很难不逮捕他及暂
时停止宪制”注12。
桑迪斯在电文中说：
“最近几个
星期，李威胁道假如马来亚政府不给
他所要的，他将宣布大选并寻求人民
投给他信任票”。鉴于新加坡立法议
会已经解散，提名日订在9月12日，投
票日必将在马来西亚日数天后举行，
桑迪斯表示“虽然李光耀尚未宣布他
的大选课题，不过他威胁说除非马来
亚政府对几个有关马来西亚协议的要
点给予满意的答复注13，他将在12日宣
布独立并要求新加坡选民通过选票
给予认可”注14。
这次新加坡的闹独立，在英国居
中大力斡旋和施压下，9月11日桑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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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查、伊斯迈尔和吴庆瑞签署了

一定会让他赢得这次大选，他（的判

一份马来西亚协议的补充条款，这

断）可能是对的”

场风波暂告平息，李光耀获得小胜，
同时也让他知道英国人的底线在哪
里：英国人绝不会让新加坡离开马
来西亚而独立。马来西亚在1963年
9月16日顺利成立，但是，这并不表
明马来西亚从此风平浪静，正如桑
迪斯在电文中所预言的：
“即使他得
到他所要的全部，我也不认为事情
已经了结，他将想出新的要求。考虑
到这点，必须明智的认识到我们将会
面对麻烦并做好最坏的准备”注15 。

注17

。

行动党进军马来西亚政治
1964年3月1日新加坡副总理兼

这次大选正如李光耀预料的那

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在为淡米尔报章

样行动党取得大胜，在51席中赢得37

淡米尔《马拉报》（Tamil Malar）主

席，社阵只得13席，还有1席为王永元

持首发式的时候脱稿宣布：
“我们将

取得。不过，得到马来西亚执政党联

派非常少的候选人参与大选（马来西

盟支持的新加坡人民联盟遭到彻底

亚）”，
“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的成立

的失败，特别是联盟成员党新加坡

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党，行动党必须

巫统（SUMNO）在三个马来选民占

自许为全国性的政党”，并强调“行

多数的选区落败，更是许多人预料

动党没意愿挑战马来西亚中央政府

不及的，这让东姑和巫统（UMNO）

或巫统”注19。

感到惊讶。

行动党的宣布参与马来西亚的大
选，被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视为一种背

1963年9月21日的大选对李光耀

一国两总理，内外两个“对抗”

和行动党来说是一场重要的战役，这

行动党的胜利换来5个月与中央

旦旦地承诺不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

政府的关系相对来说较平和的休兵

活动。行动党的解释是在1963年9月

期，不过新加坡行动党政府与马来西

的新加坡大选，东姑在大选期间为

亚中央政府的矛盾始终没转弱，更麻

新加坡联盟站台助选，已经破坏了

烦的是随着行动党在大选中的大胜，

“君子协议”在先，而参与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内部形成一个行动党的第

的大选的决定是行动党中央在2月

二政治权力中心，挑战联盟的权力中

间的决定，由于李光耀当时正率领

心，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李光耀

“马来西亚亲善访问团”出访非洲，

始终不愿意如其他州的首长一样，改

李光耀并没有参与讨论这次的决定，

职称为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而

所以行动党和李光耀在道义上并没

仍旧称为总理（Prime Minister），这

有过失注20。

是行动党与左派分裂后第一次选战，
虽然年初的“冷藏行动”扣留了大部
分社阵领导人和左派工运领袖，重创
了左派的势力，不过行动党还是不敢
大意，为了进一步削弱社阵的声势，
新加坡警方在提名日当天传召许多潜
在的社阵候选人问话，致使他们错过
提名的时间而不能参与这次的大选。
其实，行动党早已精心策划这场大
选，在大选的前10个月里，李光耀马
不停蹄的走访各个选区作下乡访问，
以及这段时间不断地以各种课题与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冲突，塑造他的新
加坡华人利益保护者的形象，赢得不
少原本被他视为“沙文主义”的“讲
华 语群众”的支持。正 如薛尔克 注

点让东姑很恼火，多次要求李光耀更
改，以免不明就里的外国媒体错误地
以为马来西亚有两个总理，一个国家
拥有两个总理就像天空有两个太阳
运转一样不可思议。

叛的行为，因为李光耀曾向东姑信誓

行 动党 显 然 是因为在 新加 坡
1963年的大选胜利，并且一举拿下了
三个新加坡巫统的选区而踌躇满志，
并为了打破政治僵局而进军马来西亚
政治，建立势力以迫使联盟政府选择

（Lord Selkirk）在致桑迪斯一份

在马来西亚成立前，新马的冲突

行动党取代马华公会（MCA）作为中

“分析李光耀的目的和策略”的电文

主要是在经济课题上，在马来西亚

央政府的伙伴。李光耀在槟城的竞选

这么说：
“他（李光耀）相信利用独

成立之后，从经济课题不断延烧到

群众大会上就这样宣示：
“如果马华

立的口号和尖刻的语言来批评马来

政治、种族等敏感的领域，让东姑在

（公会）不能得到城市选民的支持，

人（应该是马来亚政府-作者注）和

事后多年感叹道：
“马来西亚面对两

摆在巫统面前的选择就是维持一个

我们（指英国），指责我们企图破坏

个‘对抗’（konfrontasi），一个是外

失去城市选民支持的政府或是寻求和

他（李光耀）好不容易赢得的在新加

部的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一个是李

能取得城市选民信任的政党合作”，

坡华人中有利的地位，他认为这么做

光耀在内部的‘对抗’”注18。

并说“这与东姑喜不喜欢我或我喜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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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东姑毫无关系，这是基本的政治

生命和导致454人受伤，这场冲突破

19 6 4年9月25日李光耀、吴庆

（判断）”

坏了新加坡原本各种族和平相处的

瑞、林金山和东姑、拉查和陈修信在

环境，也直接威胁到行动党政府与

吉隆坡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休

中央政府的关系。新加坡政府把矛头

战”两年，在这两年内“双方不许谈

指向巫统党内的极端分子（李光耀用

及有关马来西亚各个族群地位的敏感

‘ultras’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特

课题”，
“以马来西亚为先，政党分歧

别是巫统全国总秘书赛嘉花•阿峇

必须挪后处理”注26。

，这个演讲充分表达了

注21

行动党欲取马华而代之的企图心。
不过，新加坡行动党的希望未能
实现，4月25日大选结果，东姑领导
的联盟在全国104个选区中获得89
席，其中马华公会得到29席，比上一
届的大选多得9席，行动党只在孟沙
区由蒂凡那（Devan Nair）以微差中
选，其他8位候选人遭遇惨败。
行动党这次介入马来西亚政治可

（Syed Ja’afar Albar），以及巫统
控制的《马来前锋报》（Utusan Me-

退出马来西亚的“谣言”的出现

layu）的煽风点火，并且认为这是“因

1964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财

为行动党参与马来西亚大选而教训

政部长陈修信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的

行动党”的举措

。巫统党内的“极

晚宴发言：
“新加坡无法如其所愿地

说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判断，要取代马

端分子”和《马来前锋报》反而说是

退出马来西亚”，
“在宪法上并没有

华的目的没达到，还消耗了和巫统仅

行动党特别是李光耀“羞辱马来人和

允许各州退出的条款”，
“宪法当然

存的一点互信，虽然行动党口口声声

企图分化马来人”的结果。紧接着在

可以修改以批准退出，不过这必须

声明只是挑战马华，而不针对巫统，

9月2日新加坡再次发生种族冲突，这

在两院取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

但是，行动党在竞选期间提出“更公

次冲突造成13人丧生，106人受伤。

通过”注27 。

平的机会”、
“更公正平等的社会”
以及“巫统领袖必须调整他们的社
会和经济政策以回应城市人民的期
待”等等，被巫统领袖视为反对马来
人的特权地位。行动党虽然自许为多
元种族的政党，不过它的党员结构九
成以上是华人注22，很自然地被视为华
基政党。李光耀在竞选期间用“城市

注24

有鉴于两次种族冲突造成局势的

陈修 信的发言是因为这段时期

恶化，东姑向李光耀提出组织松懈联

有关新加坡即将退出马来西亚的“谣

邦的建议，就是新加坡交回15席在大

言”喧嚣尘上，不过假如深入观察双

马国会的议席，以及不能插足马来亚

方对此的反应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

和沙巴、沙捞越的政治以换取财政和

现象：当事方的新加坡反而处处强调

内政上更大的自主权

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重要性。1964年

，不过，这个

注25

建议因双方未能达至谅解而告吹。

10月30日李光耀在蒙巴登联络所的

人民”
“乡村人民”等政治语言，很容
易被代入指华人和马来人，行动党特
别是李光耀在巫统眼中已经从政治
对手变成种族上的敌人。
面对马来西亚大选的惨败，虽然
行动党一些领袖比如杜进才、拉惹勒
南（Rajaratnam）、易润堂等还是不
大愿意放弃所谓的“马来亚意识”，
不过吴庆瑞开始对新加坡在马来西
亚的未来感到怀疑注23。

从言语交锋到激发种族冲突
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突然爆发
华巫之间的种族冲突，夺走了23条
1971年吴庆瑞（左）与敦依斯迈（右）摄于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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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宴会上说：
“我们要生存，就必

出马来西亚，因为宪法不允许，我的乐

行动党和巫统的语言交锋的“冷

须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不过大

观马上蒙上乌云” 。从这段叙述可

战”到1965年逐渐变成“热战”，双

可玩味的是李光耀在这么宣示之前

以知道，李光耀前面的宣示只不过不

方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这样的

又说：
“最近苏卡诺派人向他试探，

要打草惊蛇而特意这么说的，他已经

发展，看来是李光耀对于马来西亚已

如果我们退出马来西亚，他们就和我

做了退出马来西亚的打算。

经不存幻想，希望进一步给东姑施加

们恢复贸易关系” 。

注29

注28

新加坡要退出马来西亚的“谣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从言
语的“冷战”变成“热战”

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李光耀回
忆录》中，我们可看到李光耀在这段
时间开始思考退出马来西亚的蛛丝

“休战”协定言犹在耳，不幸地
战火重新点燃。1964年11月底马来西
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在国会提出新财

压力，主动提出“分家”的主张。从上
面提到的“信天翁文件”中一份大约
写于1965年1月的备忘录，李光耀这
么说：
“当东姑在去年12月首次告诉
吴庆瑞他想要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
离出去，这让我们很高兴，第一表明

马迹。他说1964年9月20日中华总商

政预算案，在提交辩论时建议把新加

会会长高德根来见他，对他说你与

坡政府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从40%

英国的工党关系很好，你可以请他

提高到60%，以弥补因为印尼对抗

存的马来种族主义特权并不适于我

们帮忙我们脱离这个困境，让我们自

而增加的财政赤字，并说“这是一次

们，第二这让我们得到解脱，免于陷

己过日子。随后李光耀又说：
“10月

检验行动党是否有诚意成为全面融

入语言和其他种族纠纷的麻烦，我们

17日当我听到BBC电台广播工党已经

入马来西亚的一员”，同时宣布中央

必须从新做出安排，从已经在马来亚

在大选中取得胜利，威尔逊（Harold

政府决定关闭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

形成的种族纷争中脱离”注32。这份文

Wilson）将成为总理，我感到释然，因

注30

。此举肯定影响新加坡商家与中

件的日期正好和“热战”形成的时间

为工党政府将会站在我这边，不过在

国的贸易，李光耀视之为恐吓行为，

吻合，不过文件中提到的“分家”主

同一天听到陈修信说新加坡不能退

反击称“我们不会被吓倒的”注31。

张，并不是让新加坡完全独立，而是

他们终于认识到并入马来西亚和永

1964新加坡种族骚乱期间暴动镇压队在芽笼一带守卫。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76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让新加坡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保留

敬注34。也由于这个发言让东姑痛定思

新加坡国防和外交的权利，这与邓

痛作出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决

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有点类似。

定，不然他必须逮捕李光耀，接管新

李光耀显然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因

加坡政府或者面对种族冲突流血的

为国防军费开销由新加坡负担，他认

场面注35。当然，让东姑作出这样的决

为这么一来，新加坡岂不是变成马来

定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对李光耀不满

西亚的次殖民地。

的情绪已经蔓延到巫统基层，如果东

新加坡在签署马来西亚协议以及

姑不采取断然的行动，将会动摇他的

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行动党应该

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李光耀在1965

是认同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统治地

年5月30日在例打联络所的演讲，在

位的，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的现实。不

谈到“另外的安排”时这么说：
“假如

过，从1965年3月开始，李光耀开始

他们要阻止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口

他们必须用非宪制的方式去阻止”，

号，被认为是公开挑战马来人的统

“那么那些想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治地位和特权，这无疑使双方的矛

亚的各州就会走在一起，我可以马上

盾进一步加深。也在同个时候，杜进

想到这三个州：沙捞越、沙巴、新加

才开始筹备组织马来西亚反对党联

坡。我再可以想到槟城和马六甲。我

盟，作为对抗联盟的压力集团。1965

更相信柔佛苏丹（也会这么做）”注36 。

年6月6日这个以行动党为首的政治联

我想这才是东姑最为担心的，为了避

盟-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Ma-

免出现这个结果，他最终作了让新加

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在

坡脱离的决定。

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成立大会，由
人民行动党、马来亚的民主联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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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协商脱离马来西亚
1964年10月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在新加坡福建会馆
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指出，
“新加坡无法如其所愿地退出
马来西亚。”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人民进步党、沙捞越的人民联合党

1965年7月当吴庆瑞从德国疗养

以及沙巴的马华达党组成。虽然大会

康复回国，马来西亚副总理敦拉查在

表示不反对马来语作为国语以及宪法

吉隆坡召见吴庆瑞，提及近期发生的

上规定的马来人与土著的特权注33，

一连串事件，敦拉查说：
“我们不能

不过，这个组织以“马来西亚人的马

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不等拉查问

定要快，而且要保密，不要让英国人

来西亚”作为斗争口号，以及反对“种

他是否有任何解决办法，吴庆瑞迫不

知道”。拉查则说首先必须确认李光

族主义”的主张，只能吸引非马来人，

及待地回答：
“我们离开马来西亚，成

耀同意这个建议。

而被马来人视为反对马来人特权和马

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们将免于这全

第三次会面吴庆瑞带了李光耀

来统治地位的工具，充其量只不过是

部的烦恼，我们也会从你们给予的烦

志期7月26日的委托信，也就是前面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扩大版。

恼中解脱”。

所说的“信天翁文件”的其中之一，
以证明李光耀同意脱离马来西亚的

1965年5月27日李光耀在马来西

第二次见面是在1965年7月22

亚下议院的“修改感谢元首御词动

日，吴庆瑞单独和敦拉查以及伊斯

议”的发言，被东姑形容为压倒骆驼

迈尔会谈。吴说：
“只有我、李光耀、

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李光耀和赛

林金山和巴克（Barker）才能知悉目

嘉花在辩论中激烈交锋，触及许多

前的讨论”，并说：
“新加坡脱离马来

第四次会谈在8月3日，敦拉查说

敏感课题，他的整个发言被巫统视为

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这是避免以后发

东姑同意这个计划，但是附有两个

“没教养”（kurang ajar）和对元首不

生流血唯一办法，假如要办成速度一

条件：其一是新加坡必须和马来西

提议。敦拉查告诉吴庆瑞这个课题
将交给东姑决定，等他批准之后再
进一步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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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亚签订防务条约，并须负担新马的防
务军费；其二是新加坡不能和其他国
家签订违反这个防务条约的协定，但
不阻止新加坡与他国建立正常的外
交关系。

马来西亚：一个失败的作品
马来西亚既不是一个以独立作为
诉求的反殖运动所催生的国家，也不
是一个以明显国族认同而形成的命运
共同体，它只不过是一个人为安排的

1965年8月3日第四次会谈结束

马来亚联合邦的扩大版。对英国来

时，吴庆瑞已经得到新加坡可以脱

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它

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确定，事后他

是在冷战思维下，英国想在远东的

用一个下棋术语“一个胜局”来形容

殖民地华丽退场的安排，但是终究事

这个结果，喜悦之情充分表露。紧接

与愿违。马来西亚在倡议时就面对菲

着在8月6日双方内阁主要成员签署

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挑战，最后还导

了分家协议注37。

致印尼三年的对抗，致使英国不得不

1965年8月9日东姑在马来西亚

延长远东地区的驻军和增加军费的开

国会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并

支。原本在倡议计划中的文莱在最后

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理，而最

一分钟选择不加入，成立之后不到两

好的方式就是让李光耀成为独立的

年，新加坡又闹退出，诸多事情始终

新加坡的总理” 。

是英国预料不及的。

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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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新加坡角度 来看，李 光耀不
愧是政坛的高手，在马来西亚倡议
之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1954年提出的“多米诺骨牌
论”（domino theory）正走俏东南亚
市场，在这种氛围下他善打冷战牌
取得英国和东姑的支持；在寻求出
走的阶段他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西亚”触动中央政府种族政治的敏
感神经，并不断冲击中央宪制的底
线，让东姑不得不主动提出分家，行
动党成了最大的赢家，先是解决了强
大的政治对手，扭转不利的局面；最
后经过迂回曲折，摆脱马来西亚，取
得新加坡的独立。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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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 Lee Kuan Yew, The Papers of Lee Kuan Yew: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Dialogues,
Vol.3,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2012, P10-11
注二： 林恩河：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的出台？，
《怡和世纪》第29期，新加坡，2016，
P130-138
注三：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23-2015),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5, P373
注四： 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1996, P147
注五： 见国家博物院“共创家园特展”信天翁文件展品。
注六： Edmund Lim, Secret Documents Reveal Extent of Negotiation for Separation,

Straits Times, 22 Dec 2015
注七： Tun Dr Ismail and Ooi Kee Beng, Drifting into Politics: the unfinished memoirs of Tun Dr

Ismail Abdul Rahman, ISEAS Publishing, Singapore, 2015, P72
注八： 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1996, P147
注九： 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A Portrait, Editions Didier Millet, Singapore, 2007, P115
注十： Lee Kuan Yew, The Papers of Lee Kuan Yew: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Dialogues,
Vol.2,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2012, P55
注十一：解密档案：CO1030/1465, no.372, 1 Sept 1963, inward telegram OCULAR 130 from Lord
Selkirk to the CO, forwarding a message from Mr Sandys.
注十二：解密档案：PREM 11/4350, T470/63, 5 Sept 1963, inward telegram SOSLON 109 from
Mr Sandys to Mr Macmillan.
注十三：所谓马来西亚协议要点，即“信封上的协议”（envelope agreement），1963年7月8日在伦
敦Ritz酒店，李光耀随手在酒店的信封上写了4个要点，并要求东姑在上面签名认可，详见
《李光耀回忆录》482页。
注十四：同注12
注十五：同注12
注十六：薛尔克为英国驻新加坡和东南亚最高专员。
注十七：解密档案：CO 1030/1465, no 398, 5 Sept 1963, Inward telegram OCILAR 651 from Lord
Selkirk to Mr Sandys, assessing the aims and tactics of Lee kuan Yew.
注十八：Tunku Abdul Rahman, Looking Back: Monday musings and memories, MPH Group
Publishing Sdn Bhd, 1977, P129
注十九：The Straits Times, 2 March 1964, P1
注二十：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A Portrait, Editions Didier Millet, Singapore, 2007,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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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廿一： The Straits Times, 25 March 1964, P11
注廿二： 冯清莲在她的书中透露1961年行动党的华人党员占92.9%，见Pang Cheng Lian,

Singapore people’s Action Part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61
注廿三： 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A Portrait, Editions Didier Millet, Singapore, 2007, P111
注廿四：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23-2015),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5, P.565
注廿五： 解密档案：PREM 13/430, ff41-47, 21 July 1965, despatch from Lord Head to Mr
Bottomley.
注廿六： The Straits Times, 27 September 1964, P1
注廿七： The Straits Times, 18 October 1964, P1
注廿八： 《南洋商报》，1964年10月31日，第5页
注廿九：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23-2015),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5, P.575-577
注三十： The Straits Times, 4 December 1964, P1
注三十一：The Straits Times, 5 December 1964, P11
注三十二：国家博物院“共创家园特展”信天翁文件展品：Top secret  Memorandum from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to his Cabinet Members
注三十三：《南洋商报》，1965年6月7日，第5页
注三十四：The Straits Times, 28 May 1965, P.6
注三十五：Tunku Abdul Rahman, Looking Back: Monday musings and memories,
MPH Group Publishing Sdn Bhd, 1977, P.147
注三十六：Lee Kuan Yew, The Papers of Lee Kuan Yew: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Dialogues,
Vol.2,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2012, P.581.
注三十七：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A Portrait, Editions Didier Millet, Singapore, 2007,
P116-123
注三十八：Tunku Abdul Rahman, Singapore Breakaway, Full text of speech by the Hon’ble the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9th August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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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本有关陈嘉庚的书，希望能够补充自己
贫乏的知识。

自认服膺社会主义
1933年，陈嘉庚（时年60岁）在欢迎厦
门男女篮球队茶会上致词，提到服务社会
时，他说：
“余之经营商业，不过聊以度日。
初非素封之家，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
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又念社会事
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
行，则无有可为之日。”注一
隔年２月，陈嘉庚的公司收盘。４月，他
在《畏惧失败才是可耻》（发表在《东方杂
志》）文中说：
“我办学之动机，盖发自民国
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
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
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
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
以办学为宜。”注二
从陈嘉庚的自述看，他确是自认向来服

陈嘉庚精神：
我的理解

膺于社会主义的，而他最朴实的想法，是
通过办教育以服务民众。陈嘉庚来自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那么，他是怎样确立为
民众服务的观念的？
1912年民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到家乡集
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蠔厂。这之
前两年，他受推举为新加坡道南学堂第三届

╱ 文  : 连 奇

总理(即董事会主席)，开始致力于教育事
业。当他了解到在新加坡当时当地只有两

傅

树介医生的《一位外孙笔下的陈嘉

人能充任道南的教员时，他“本人对于此事

庚》（刊于《怡和世纪》第29期）说

受刺激极深，以为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

他认为陈嘉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主义现

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是在提倡教育。否

代化建设者”，他“甚至要称陈嘉庚为革命

则实业家与商人，难免私而忘公。”注三从这

的社会主义者”；陈嘉庚由一位资本家成为

里可以看到陈嘉庚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

“从事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谋求人类的幸福，

想法，也是他关注教育实际问题的开始。

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极大化”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他在家乡目睹的现实情况，应该说是

我对战前的历史所知有限，对陈嘉庚的认

促使他自觉负起教育重任，尤其是重视师

识是：倾资兴学的实业家，爱国的侨领。因

范教育的最大推动力。这一年，他“出游同

此，对傅医生的评语不由感到好奇。我翻阅

安各处乡村，目击儿童成群嬉游赌博，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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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看待事物的态度，这里面隐含着他的人
格特质：以身作则，公而忘私，为国为民，择善固执。因为具有这些特
质，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使他从一个实业家出身的教育家，
进而成为当年南洋华侨的领袖。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傅树介医生说
他的外祖父是个社会主义者。

蔽体，且有赤裸全身者”，当他了解

财办教育，是富者的美德。陈嘉庚独

陈嘉庚以无党无 派为立场，以

到是因为“旧学（按：指私塾）久废，

特之处，在于他不止是输财，而且还

爱国为衷心，以无私办教育，使他赢

新学师资缺乏，经费奇重”而无力创

是倾尽家财、倾力办学。陈嘉庚曾

得了侨众的敬仰。在党派林立的南

办学校时，
“深感闽南数十县，同安如

经为了厦大向居住在印尼的富侨募

洋社会，他超然出群，成为侨众心目

是，他处可知，若不亟图改善，恐将退

款，在屡次遭到拒绝后，不无感慨地

中的领袖。1928年，
“济南惨案”发

处于太古洪荒之世，岂不可悲？”注四

说：
“所可怪者我国人传统习惯，生

生后，他“毅然地出来领导筹赈会

在《南侨回忆录》的《闽垣师范学

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既不为

（按：当时称山东惨祸筹赈会）号召

校》这一节，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感，

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

海外华侨慷慨捐输。这一次筹赈会

对于在家乡所见，
“触目惊心，弗能自

不可及。”注六1934年，陈嘉庚曾提到

的成功，使嘉庚先生建立了无比的威

己”。面对残酷的现实，除了没有良知

为大学筹款的事：
“……虽出于厦门

望与领导地位。”注八后来陈嘉庚受推

的人，谁能不动容？这一刻，他和当时
的许多志士仁人一样，决心挑起办学
救国的重任。

择善固执、坚韧不拔的精神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
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在反抗
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不断地探索
救国强国之道。辛亥革命后，中国掀
起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
国的热潮。熟知的名字，相信许多人
都能举出黄炎培、陶行知。陈嘉庚在

（大学）之劝募，亦当由本身热诚乐
输……倘其人不解国家社会为何物，
人群天职为何事，拔一毛亦难，况巨
大捐款乎。”注七因此，他认为一毛不
拔的富商“愚不可及”，其实还指这
些人对于人群责任、国家社会义务
毫无观念。陈嘉庚抱着忧国情怀，一
心为公益事业，不为后辈留财物，这
一点正是他的人格特质所在。我们
也可以这样说，这种特质，其实就是
一种服务民众的精神。

举领导星华筹赈会和南侨总会诸事，
在此不赘。黄奕欢说陈嘉庚的领导
风范是“以身作则、坚韧不拔、贯彻
始终”，这种精神，是否也可以说是
“择善固执”呢？我们看他倾资兴建
集美学校和厦大，公司收盘后仍坚决
不放弃对学校经费的支持，这其实就
是一种择善固执的表现。当他认定目
标以后，就会锲而不舍以求达到。再
如，他对于蒋介石政权的贪官污吏非
常痛恨，如陈济棠、陈仪、徐学禹、吴
铁城、高凌百等，多次胪列他们的罪

当时可以说是实业家出身的教育家。

据说，从1919年开始，新加坡的

状，声讨之余还要求根治。他以种橡

他说：
“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

华侨就已交口称赞陈嘉庚“毁家兴

胶树为例：如果要树苗茁壮成长，就

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这是教育

学”。不久，中国实业教育家黄炎培

必须除净恶草，防治白蚁。他认为抗

救国的说法。他又说：
“……要当以

发表了《陈嘉庚毁家兴学记》，对他

战后要建设国家，对贪官污吏、土豪

国势为判断，在吾侪丁此存亡之秋，

予以赞扬。正是陈嘉庚无私兴学所

劣绅，一定要像除恶草治白蚁一样除

忧国之不遑，奚遑娱乐，故有财宜输

显示的人格特质，使他成为人们心目

恶务尽，绝不留情。注九在反对恶势力

教育为急务。”注五国家存亡之际，输

中的一种模范。

时，这种“敢言、敢怒、敢做”的作风

82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黄奕欢语），不也就是一种择善固

陈嘉庚并不认为自己倾尽家财办学

教育一样，可以培养出人才——这里

执的精神吗？

就可以居“功”自满，他还看到要是

显示的不但是一种远见，也是一种

办学失败了，自己就会因此成为有害

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胸怀。同时，

国家的“罪”人。做一件事情而能顾

并不是非得即失，非失即得，而是得

及功罪两种结果，也就是说，能够从

中见失，失中见得，这正是从正反两

正反两方面来看问题，他思考的周

方面看问题的方法。

陈嘉庚的“择善固执”和他受儒
家思想影响有一定的关系。而儒家思
想的落后因素透过他的“择善固执”，
在他对待一些问题的态度和处置中，
无形中产生了影响。最明显的例子，

全，真是令人佩服。

陈嘉庚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看待事

是他坚决支持和信任集美学校校长

据陈嘉庚的侄儿陈共存回忆：

物的态度，这里面隐含着他的人格特

叶渊和厦大校长林文庆管理学校的

“有一位前陈嘉庚有限公司老职员

质：以身作则，公而忘私，为国为民，

保守方法，因为这两位校长也执行了

告诉我说：在一九二〇年中期，先伯

择善固执。因为具有这些特质，形成

他的一些管理理念。自五四运动以

父大事发展工业时，他曾经向伯父

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使他从一个

后，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

提供意见，认为工业发展太快速是

实业家出身的教育家，进而成为当年

化，集美学校和厦大的管理理念和

很危险，而且又不合经济原理的。但

南洋华侨的领袖。也许，就是因为这

时代思潮已经发生了抵触，终于引发

是伯父答复说：创设工业好像创办

些，傅树介医生说他的外祖父是个

“择善固执”
了学潮。 无论如何，

学校一样，同样可以培养许多人才，

社会主义者。

作为一种思想态度，有时候还是要

工业即使失败了，但是人才已经造

看它的两面性的。当然，像陈嘉庚这

就出来了，从教育的立场来看，这是

样一位对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华

成功而非失败。”注十二办工业也像办

注十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侨领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为国
为民的光辉的一面。
实际上，陈嘉庚在个人特质方面，
还有更多让人注意的地方。有学者说
陈嘉庚的演讲有内容而且合逻辑，所
见极是。其实，陈嘉庚思考问题，往
往看正反两个方面，这是他能够比别
人有创见而且深入的原因。

注一： 《欢迎厦门男女篮球队茶会上致欢迎词》（原文载1933年8月
14日南洋商报），见《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
加坡陈嘉庚基金、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P45。
注二： 见《陈嘉庚言论集》Ｐ１４。
注三： 见《陈嘉庚年谱》（陈碧笙、陈毅明编，福建人民出版社）P14。
注四： 见《陈嘉庚言论集》P10、11。

以身作则，激励世人办教育

注五： 见《陈嘉庚言论集》P31、39。

1920年，陈嘉庚在筹办厦大时
演讲，他提到自己之所以尽出家财兴
学，一方面是为了尽国民重视教育的
责任，另一方面是想要以身作则，不
但出资还亲自到中国经营，希望取得

注六： 见《南桥回忆录》P17。
注七： 见《陈嘉庚言论集》P16。
注八： 引自黄奕欢作《赤子丹心照汗青》（见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
版的《回忆陈嘉庚》P68）。

成功之后，能够警醒富侨也来办教

注九： 参见《陈嘉庚言论集》P175-179。

育。
“至于现在尚在初办，究竟对于

注十： 有关集美学校和厦大两校校长一节，本文不拟作详述。有兴趣的

前途，为‘功’为‘罪’不得而知，盖

读者可以参考《南侨回忆录》、《陈嘉庚年谱》、《鲁迅年谱》、

事或成功，则无论矣。假使失败，则

《鲁迅回忆录》（上册中有关鲁迅在厦门各篇），
《华盖集续编》

定绝其他华侨后来之路，则非但无

（鲁迅著）等书。

功之可言，且将有害于祖国。是以对

注十一：见《陈嘉庚言论集》P38-39。

于前途，觉得非常可怕。……”

注十二：引自陈共存作《我的伯父》（《回忆陈嘉庚》P64-65）。

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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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终刊前三期之发现
╱ 文  : 庄钦永

为纪念《察世俗》创刊200年而作
有人一生想去一次麦加；有人盼望一辈子能一亲耶路撒冷；做为一名中文报纸的记者，马
六甲日夜发出召唤，它是我们的“圣城”——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93年
前在那儿诞生。

2

007年台湾新闻界前辈张作锦在

贵阳市联办第八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以

《马六甲：中文报纸的圣城》一文

“华文媒体200年—薪火传承与时代担当”

里写了上引这段文字。
由于大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英国伦

外华文媒体人参与盛会。一个多月后，10月

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3-15日，由香港《文汇报》发起创立的海

不得不在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古城

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也在韩国首尔召开

马六甲成立布道站，开设印刷馆，出版大

第十届年会，来自全球五大洲27个国家和

量的中文宣教书刊，潜运到中国境内散发，

地区的近百位海外华媒代表齐聚首尔，也以

并向旅居东南亚的华人宣传福音。1815年

《察世俗》为起点，探讨海外华媒在新时代

5月22日，米怜夫妇（Rev. & Mrs William

的责任与担当。

Milne，1785-1822）与一名中文老师、印
工梁发等抵达古城。同年8月，米怜创办了
世界第一份海外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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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约430名海

米怜牧师：
鞠躬尽瘁为宗教事业献上一生

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当时的他，

《察世俗》是伦敦布道会创办、英吉利

心中仅想藉此“无声而有效”（‘silent but

劝世小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资

powerful’）的印刷品传播福音，却没料到，

助的一份报刊，主持编务的是米怜。创刊

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拉开了中文媒体植根海

于1815年。创刊后前三年，每期印500册，

外、蓬勃发展的大幕；他更没想到，他所创

第四年900册，第五年增至1,000册，以后则

办的这份期刊在中国中文报刊史上的地位

无记录，极可能仍是1,000册。它在东印度群

是如此重要，影响是如此深远。2015年，

岛所有华人居留地、暹罗、交趾支那的华人

正是《察世俗》创刊200周年，在中国、台

居住地，以及中国自由流通。这期刊除了弘

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不论是报人、报

扬基督教教义外，也介绍西方的一般知识，

刊史学会，或是基督教史学者、基督教机构

是继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之后，再度引介

等，均在纪念这报刊史上的大事。2015年

西方新知来华的报刊。它在中国新闻事业发

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湖北大学举行“200

展史上，有其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它的诞

年来新闻事业研讨会”。8月，中国国务院侨

生，
“大开十九世纪中叶在华各派传教士广

办、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新闻社在贵州省

为译介西学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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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繁重，除了统管马六

庆祝《察世俗》创刊二个世纪之时，

甲布道站大小事务外，

有一个基本关键性学术问题尚未解

他得学习语文（中文、

决：到底《察世俗》是在甚么时候终

官话与马来语）、为贫

刊？由于学者始终没发现《察世俗》

困儿童办义学、创济贫

终刊号，因此，大家就所见史料有三

疾会（马六甲华人甲必

种不同的说法。

丹曾有亮也参与此项
义举）、主日讲道、沿街
沿户布道及散发宣教小
册子；他也筹办英华书
院，出任院长，负责教
学；此外，又编辑中英
文期刊、翻译《圣经》
米怜牧师

米怜牧师，1785年生于苏格兰阿
伯丁郡（Aberdeenshire）的肯尼芒
教区（Kennethmont）。约1809年，
他成功申请加入伦敦布道会后，就
被送到戈斯波特（Gosport），在戴
维•伯格牧师/博士（Rev. Dr. David

为中文、著书撰稿；统

筹印刷和出版事务，等等。1819年遭
折翼之痛后，内心虽是痛苦异常，除
了照顾年幼的儿女外，还是咬紧牙
根，夜以续日，努力工作。繁重的工
作，积劳成疾。1822年2月20日，自
知身体再也不能支撑，于是接受同

（一）道光元年（1821年）说。
最早 提出此 说 的 是 伦 敦 布道会 传
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 -18 87）。他在18 67年上 海
刊 行 的《基 督 教 新 教 在华 传 教 士
名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里记
载，《察世俗》自1815至1821 年，
刊行 7 卷，凡 524叶。一般上，外
国 人书写的 报刊 史著 作 均 沿袭 此
说，例如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 M.
W. Farnham，1829-1917）《中文
报刊目录》、白瑞 华（R oswell S .
Brit ton，18 97-19 51）《中国报纸

Bogue）那里接受为期三年的神学

工的劝告，做一次航海旅行。先到新

训练。1812年7月16日被按立成为

加坡，4月中旬，在槟榔屿经医生诊

宣教士。8月4日，与雷切尔（Rachel

断，确知自己患肝病与肺病后，他准

1927 年，中国新闻发展史开拓

Cowie）缔结良缘。一个月后，夫妇俩

备先到南非，终点是英国的长途海

者之一戈公振（1890-1935）到欧美

从朴茨茅斯（Portsmouth）启程，准

上旅行。不料，5月24日，回到马六甲

各国考察，在大英博物馆（今藏书归

备到中国协助马礼逊（Robert Morri-

不久后，病情恶化，终于在1822年6

入大英图书馆，简称“大英本”）里，

son，1782-1834）的传教事工。1813

月2日与世长辞，终年仅有37岁。其

他亲眼目睹《察世俗》原件，其后在

年 7 月4日，抵达澳门。由于澳门葡萄

遗体与其夫人和一对夭折子女合葬

他所著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论述中国

牙天主教传教士的反对，9月20日，夫

在荷兰人坟场。

报章历史著作《中国报学史》里也云，

妇俩不得不离开澳门到广州，跟马礼

米怜一生译著丰富，英 文编著

逊学习中文四个月。但广州也严禁

3种，中文21种，其中以小说《张远

外夷居住。为长远宣教之计，1814年

两友相论》及《察世 俗》影响最为

1月，马礼逊差遣米怜到南洋考察，

深远。

《察世俗》“自嘉庆二十年起，至道光
元年止（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
凡七卷，五百二十四页”。说法与伟
烈亚力完全一样。戈氏此说影响中
国学界颇深且久远，往后三十多年，

9月回到广州，与马礼逊磋商，决定在
马六甲设立宣教站。

（1800-1912）》，等等。

《察世俗》终刊日期的不同说法

台湾学者王家俭、中国学者熊月之、
方汉奇等皆从是说。

1815年4月17日，米怜等启程南下

对于《察世俗》的创刊日期，学

马六甲。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

界均有共识。据现庋藏于大英图书

（二）道光壬午年二月（1822年

5月21日，终于抵达目的地，开始长

馆中的《察世俗》创刊号封面“嘉庆

2－3 月）说。1968年，台湾学者蔡武

达7年的宣教事业。米怜一生完全献

乙亥年七月”字样，学者均肯定它在

据大英本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庋藏的

身于宗教事业，工作既是忙碌且非

1815年8月创刊。但是，今天我们在

《察世俗》（简称“燕京本”），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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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现

至关重要。上列文章各篇文章篇名

莱顿大学所藏《察世俗》（简称

代中文期刊第一种〉，推翻了流行一

之后，我特意附上叶码，用意在证明

“莱顿本”）仅有一册，索书号 Gutz

个世纪的1821年说。他说：

二月这一期叶码自 8 上至 17下，凡10

16，它是郭实猎藏书（Gützlaff Col-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库中藏有“道

叶（20页）。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道光

lection）中的一册。郭实猎藏书原属

光壬午年二月”（为1822年2月至3月）

壬午年一月那一期应有 7 叶（14页），

于荷兰传教会、荷兰圣经公会的藏

出版之《察世俗》一期，其中第十七叶

叶码自 1 上 至 7 下。

书，存放在鹿特丹的宣教所。1917
年，又 搬 迁移赫 斯 特 海（O egst-

（卷七）有“论吗啦呷济困疾会事由”

（三）道光壬午年三月（1822年

一项布告。该文最后署有“道光二年二

3－4月）说。蔡武道光壬午年二月说

月初五日济困疾会总理米怜同首事等

流行了32年，2000年同道好友、台湾

谨告”等字样。道光二年二月初五日为

学者苏精教授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

1822年2月26日，可见《察世俗》于1822

出版》问世，其中有一篇文章，题名

莱 顿的这 册《察世 俗》保留原

年初尚继续出版。

〈近代第一种中文杂志：察世俗每

装，是典型的中国木刻线装产品，半

蔡氏再结合米怜当时所写的一些

月统记传〉。苏氏据伦敦布道会档案

叶纸幅高16.4 厘米、宽 11.7 厘米，

书信，认为道光壬午年二月“应为最

及“燕京本”道光壬午年二月号，提出

后一期，故《察世俗》停刊于1822年

《察世俗》终刊于道光壬午年三月的

2日（“日”，应是“月”之误植）”。新

说法。他说：

加坡报业史学者王慷鼎即沿袭此说。
但是，大概中国大陆学者鲜有机会阅
读蔡文，截至2014年，学术界尚多沿

geest）。1980年前后，这批珍贵藏
书正式归 入 莱 顿 大学汉学 研 究 院
（Sinological Institute）图书馆。

封面深褐色。全册只有一叶刊名叶，
浅黄色，格式与大英本各期一样，有
四周双边长方形格子，内分三栏，中
间宋体大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
《察世俗》刊行）第八年（1822）
只出三期（1至3月），按理应是第八

右栏镌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
之”字样，左下栏镌刻“博爱者纂”

卷，事实每期板心下端仍刻“卷七”。

四字（“博爱者”即米怜自己笔名），

先是米怜于本年2月间完成3月份文

笔者详细阅读了 Inter Docu-

上方长方形格子外横署“道光辛巳

稿付刻后，前往新加坡养病，再转往

mentation Company为哈佛燕京图书

年正月”（1821 年2 月至3 月）。正文

槟榔屿，因无起色，又于5月底回到马

馆摄制的《察世俗》显微胶片，发现

版框高13.3 厘米，宽 10.2 厘米，半叶

六甲，终于6月2日去世。米怜在新加

道光壬午年二月这一期的刊名叶和其

9 行，行 24字，版心下端有“卷七”

坡时，曾表示还有两期的存稿，但档

它各期完全相同，只是出版月份镌刻

（与燕京本道光壬午年二月那一期完

案中未见《察世俗》在3月以后续出的

作“道光壬午年二月”，正文每半叶9

全相同），下记叶次。

记载。

袭 1821年旧说。

行，行24字，版心上端有“察世俗”字
样，下有单鱼尾、各篇篇名，再下则为
叶码及“卷七”字样。该期4篇文章及
其叶码详列于下：
1.〈圣经卷分论〉（叶 8 上- 12 下）
2.〈信爱遵致常生〉（叶 12 下-14下）
3.〈神天以耶稣要复和世界他于己〉
  （叶 14 上- 15 上）

据档案立论，苏氏的推论应是可
信的，中国学者如谭树林、刘美华均
接受是说。

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发现
道光壬午年三期
又过了十多年，2013 年 7–8 月，
笔者到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访
书，发现该馆藏有《察世俗》道光壬

4.〈论上年吗啦呷济困会事由〉

午年一、二、三月号。这一发现，终

  （叶 15上– 17 下）

于可以以原件实物支持苏说之准确

在追查《察世俗》终刊日期一事

无误，解决自1867年以降一个半世

上，道光壬午年二月这一期的发现

纪有关《察世俗》终刊日期的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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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俗》道光壬午年三月号中的一篇文章

乍看之下，这册子并不引起我的
注意，因为道光辛巳年正月（1821年
2 - 3月），大英本已有，没什么特别。
后来仔细一看，刊名叶“道光辛巳年

《察世俗》道光壬午年三月号最后一叶

4.〈杂句〉（叶 7 上）

文章，而第11至13篇则属于壬午年三

5.〈吗啦呷济困会〉（叶 7 上- 7 下）

月（3至4月）终刊号那一期的文章。

6.〈少年人篇〉（叶 7 下）

莱顿本的发现，补大英本、燕京
本之不足，让我们从此可以窥视《察

正月”实属误导。这册子并非纯属辛

7.〈圣经卷分论〉（叶 8 上- 12 下）

巳年正月号。全册有文章凡 57 篇。我

8.〈信爱遵致常生〉（叶 12 下-14下）

界纠正了148年来对《察世俗》终刊

9.〈神天以耶稣要复和世界他于己〉

日期之揣测，如今我们可以确定，

  （叶 14 上- 15 上）

《察世俗》是在1822年3–4月终刊；

拿它与大英本辛巳年全卷本比读，发
现二者绝大部分文章之题名相同（只
是前者漏收大英本内的几篇文章）。

世俗》的全貌。它的“出土”，为学术

它的刊行期数也可以确定了，在6年

莱顿本前面 44 篇文章， 除第一篇

10.〈论上年吗啦呷济困会事由〉

〈论神见人也〉单独叶码（叶3）外，

    （叶 15 上 – 17 下）

自第二篇〈吗嗱〉至第四十四篇〈少

11.〈论新遗诏书〉（叶 18上 – 23 下）

我们终于知道它正确的终刊日期，

12.〈耶稣为吾之罪被付〉

甚具意义。

年人篇〉采用连接的序数，自叶 1 至
叶 87。它们是道光辛巳年全卷本。后
面 13 篇文章，则是大英本所没有的，

    （叶 23 下- 25 上）

叶码自成一体，从叶 1 算起，直到叶

13.〈知足即贫而乐贪得虽富愈忧〉

25。虽然没有刊名叶，我们可以肯定

    （叶 25 上- 25下）

它们是刊于道光壬午年（1822年）。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上列第7至

它们既和前面辛巳年卷七的44 篇文

第10篇文章的篇名和燕京本道光壬

章的刊刻年份不同，正如苏精所说，

午年二月号完全一样。我找来燕京

理应作“卷八”，但编纂者在版心下

本与莱顿本做比读，发现无论版面或

端仍镌刻“卷七”，这是值得我们注

是文字，二者完全一致，毫无疑问的，

意的。兹将这 13 篇文章列表如下：

这证实它们是以同一雕版印刷而成。

1.〈新年元旦默想〉（叶 1 上- 3 下）

燕京本壬午年二月号那一期为我们提

2.〈人不可为自主〉（叶 3 下-5上）
3.〈求世乐之害〉（叶 5 上- 6 下）

又9个月中，它一共出版7卷、77期。
在纪念《察世俗》创刊200年之时，

作者为新加坡新跃大学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兼任研究员

这篇文章是据2015年11月25日笔者受邀
在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与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办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上发表论文前半部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我们由此可以肯
定，莱顿本中第1至6篇是属于道光
壬午年一月（1822年1至2月）号里的

YIHE SHIJI Issue 30  87

怡
和
茶
史
座
话

马来亚紧急状态下的移民故事

布赖新村

前言：我的新村研究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有其特殊性与趣味
性，不过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却有待开发。
新村的成立和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存在着
一种因果关系。1948年6月英国殖民政府宣
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Emergency)，为
了有效切断乡村人口对马共的粮食供应及其
他资助，政府有计划地将50万森林边缘及乡

╱ 文  : 陈丁辉

区居民集中到至少480个新村进行管控。换
言之，新村是马来（西）亚特定历史时空下
的产物，也是冷战局势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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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具体承载了殖民官员的心智和视线，
并且有系统地被分门别类和保存。然而这
些当年拥有书写权力的帝国官僚所留下的
文件，其诠释权如今落入阅读档案的研究
者手中。更有趣的是，这些当年被殖民者
记录在案的平民百姓，如今也有机会透过
口述历史来表达他们个人的感受和看法，使
殖民论述和庶民观点因此得以相互对话、交
叉质问。因此，历史的话语权不再由国家或
权力者所垄断。
我的成长过程在马来西亚“后紧急状
态”的1970年代，距离我的祖父母被英国

现有的相关研究大都采取一种强调官方

人集中移民到新村的1950年代，已经是完

的、由上而下的历史观照方式进行，以便突

全不同的时空。虽然我曾住过不同的华人

出“紧急状态”时期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

新村，但生活中有许多相似的空间经验和

的成功；相较之下，以民间的视角、从下而

共同的体验。记忆中的第一个新村，我每天

上的研究长期缺席。国家档案馆所收藏的

早上从家里出发，经过草场、店屋及规划整

齐的马路和住家，穿过市场来到警察

现貌，对新村经过一甲子岁月后的变

到馆员在我的调阅单上写上“Surit”

局附近的小学上课，下课后循原路返

化有了基本的了解。这些新村所在的

字样；二，我连续吃了三个月的同一

回。我的左邻右舍都是华人家庭，附

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有孤立在深山之

口味的咖哩饭午餐。这或许算是东南

近只有一户印度裔家庭，他们一家人

中，也有面海的；有地处都市，有座落

亚查档和田野洗礼之一部份。

讲一口流利的福建话，而我那时习

老镇或乡村，也有耸立在高原上。它

得的破碎的淡米尔语（Tamil）却随着

们的大小规模不一，但都能一眼看出

出紧急状态时期华人新村的移民故

我的成长逐渐淡忘。我视华人新村这

其新村格局。每当走进一个村子，我

事。我以此文向已过世的田野报导人

个世界里的一切为理所当然，95%以

通常会先到大街上的咖啡店或民众

邹汉祥先生致敬。

上的华人讲福建话和华语，除了学校

会堂，尝试找到现任或前任村长聊

的马来语文课由马来老师教学，生活

一聊，以便掌握该村的人口数、历史

中几乎没有机会和其他马来人有所交

材料（特别是旧照片和文字数据）的

集。这是我小学四年级以前所认识的

保存状况、曾发生过的重大的历史

马来西亚，纯粹的华人及华语／方言

事件、有多少位年届75岁以上并能接

世界。直到我的家人搬离新村，到另

山区，距离最近的老镇话望生（Gua

受口述历史的老人家……等等概况。

一偏远的马来乡村，我才意识到原

Musang，旧称毛生）约11公里，距首

如果基本条件都大致满意，我也会进

来在更乡村的地区有这么多的马来

府哥打峇鲁（Kota Bahru）约200公

一步试探这个村子的可亲近性，以及

人。虽然半年后我们家又搬进另一个

里。老一辈人口述中的牙拉顶，范围

在这个村子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如村

华人新村，但我已意识并经验到甚么

包含半路港、石山下、布赖、水心芭、

长的个人背景、我是否可以搬进村里

是族群差异了。我所居住的第二个新

大谷斜等地。相传两百年前就有客

来住等等。除此之外，我也拍照记录

村，格局整齐划一，有棋盘式的道路、

家先民追随原住民的足迹，先后自东

下每个所到的村子，特别是各有特色

大小相当的房屋，我又重回走路上学

海岸的哥打峇鲁沿着牙拉河（Sungai

的村口及牌坊、老屋、店面、学校、警

时经过商店、市场就是警察局的新村

Galas）进入内地淘洗金沙，久而定

察局、大礼堂、教会等等，以便对不同

生活。为何我所居住的新村是如此整

居，进而学习种植水稻并入山狩猎，

州属及地理位置的新村建立一个可

齐，是我成长过程一直存在的困惑。

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布赖

比较的参考框架。

的对外联系主要靠水路和山路，其

下文仅以布赖新村为一个案，带

布赖新村的移民故事
布赖（Ulu Galas，旧称牙拉顶）
是一客家村，位于吉兰丹州的内陆

多年后攻读博士学位让我有机会

我完成初步田野的勘察后，再到

宁静纯朴的农耕生活却因为二战及

回顾、讨论新村的空间设计和权力关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进行长达三个

随后的政治发展而发生意想不到的

系，我必须借助西方的殖民理论、政

月的查档工作。我利用系统查询“紧

改变。从抗日到反殖，特别是在紧急

治和社会分析架构来重新检视我所

急状态”、
“新村”、
“移民”等关键

状态时期（1948-1960），布赖人民

成长的空间和经验，并赋于它新的意

词，把可能有用的数据逐一填写在一

多次因故遭英殖民政府拘留、逐出

义。祖父母口述所提及的紧急状态、

式三联的调阅单里，从此开启了我和

本州岛、驱逐出境，并经验了三次被

戒严、米牌、搜身、马共等词汇，也要

历史档案爱恨交杂的邂逅。我认真研

集中、移民、再移民的历史变迁。这些

等到博士论文取材的需要，我重返新

读英国殖民官员笔下的新村记录，从

变故彻底改变了这个小农村一千多人

村执行田野工作，才重新认识和理解

中央的思维到地方第一线的执行者所

的生活和命运。笔者因研究机缘，曾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空和那个世代所

见所闻，以及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和

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走访当地的

共同经历的集体记忆。

列表。我也调阅一些在田野勘察时觉

耆老和村民，也参阅相关档案和研究

为了较全面勘察官方名单所列

得“有趣”的新村的档案，但很多资

数据，以纪录那一代人的移民故事。

的450个新村，我利用一个半月的时

料即使经过60年后直到今天仍以“机

1941年底日本南侵，马共组织并

间，走访了霹雳、吉打、槟 城、吉兰

密”（Surit）为由不对外开放。因此，

结合当地自卫／后备队成立人民抗

丹、丁加奴、彭亨、柔佛、马六甲以及

在那三个月查档的日子里，最让我感

日军，抵抗日本入侵。关于当时紧张

雪兰莪等州，勘察了超过150个新村

到担忧和无奈的两件事即是：一，看

的情势，地方耆老尚能生动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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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水月宫的观音娘娘如何保护村
民幸免于日军轰炸、抗日军如何英
勇地站岗放哨，通知村民入山躲避
日本兵，以及他们几次成功埋伏和突
击日本搜山部队的故事。布赖人抗日
功绩的证据也反映在村长在战后获
得了英女王颁发的勋章。然而，随着
英国人于1948年6月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布赖地区因曾是抗日据点，加
上其地理位置具有战略优势，又盛
产稻米粮食无虞而迅速地成为马共
重要的森林游击根据地。1948年7月
17日，马共游击队自布赖山区下来围

殖民政府的保安部队

攻话望生警察局，成功占据该镇后
宣布成立马来亚第一个解放区，不
过只维持了五天。英方迅速调度陆
空两军，随即夺回老镇，并进入山区
搜查。牙拉顶的村民闻讯，害怕得纷

铁丝网，并于1949年底陆续将布赖其

大海。连夜的大雨更让人人心惶惶。

余地区的村民集中到围篱内，严格实
施户口及身份证登记、戒严、粮食管

跨州移民：从吉兰丹到丁加奴

制等制度。村民每天早上七点才可以

隔天一大早，村民纷纷烧香送走

出门，下午五点前就得回到村内，出门

家神。有村民向当局要求让神明同

时必需经过警员搜身检查，行动受到

行，英国人最终允许村民带走观音

诸多限制。然而，受到集中管理的布

娘娘。每户人家将打包好的家当扛

英政府事后就攻打警察局一案，

赖村并没有就此平静下来，随后发

上军用卡车，小孩与妇女上车后已容

判处1人死刑，19人监禁。政府更大

生的两起事件更直接促使政府采取

不下男士，他们只好尾随着大卡车下

动作地对大谷斜地区的131名村民

更严厉的集体迁村措施。1950年3月

山。一路上，原来就不好走的山路因

进行集体驱逐，挨家挨户地把他们

25日，马共游击队在Ulu Semor一带

为连夜风雨打得更不好走，经工程

集中起来后即刻行动，过程紧急，只

伏击了一批为数25人的马来兵团。

人员抢搭桥梁车队才得以下山。下午

允许他们随身携带随身衣物，全体载

据报导，该兵团负责护送村民入山砍

三点，大队缓缓下山，抵达话望生已

往话望生拘留，两天后往南转运到彭

收山葵叶（Daun Payung），结果遭

是傍晚时刻。社会福利部派员在话

亨州的瓜拉力卑（Kuala Lipis）、文达

遇到马共埋伏，死伤惨重；来年4月

望生新村大会堂及草场上搭建临时

（Benta）、而连突（Jerantut），再乘

22日，马共在政府加紧军事行动和

休息棚供村民休息，同时也负责村

村内管控的情况下，成功击毙正在巡

民的三餐饮食。5月29日，村民逗留在

视割稻的村长。经此二事件，政府在

那里两个晚上后，政府才调动30 辆

1951年5月25日向350名村民发出明

卡车运送他们先到泊丹（Bertam），

日‘撤村’的通知。当天，英国人调来

然后再转乘火车到瓜拉吉赖（Kuala

了不同的工作队伍，协助家家户户登

Krai）。据称，当时有超过一半的村

记财产、估价、记录农具、畜牲和稻田

民不曾见过火车，许多年长者因震耳

产量，然后将收据交由各户长保管。

欲聋的噪音感到不适或呕吐。下了火

是夜，大多数村民都无法入眠，臆测

车，村民在瓜拉吉赖休息一晚后，次

与此同时，英军开始在观音庙旁

着明日的下场。有人听说是要被遣返

日又改乘政府安排的罗里或巴士继

的牙拉河畔建盖警察局，在四周围起

回中国，一些人担心会在途中被丢入

续上路，终于到达哥打峇鲁近郊。

纷逃离家园躲进山里避难长达两三
个星期，后经由村长劝说，村民们才
陆续返回自己的家园和耕地。

坐火车到柔佛州的居銮（Kluang）扣
留营。该批村民乃在紧急法令下被
扣留，两至三年后才分批释放出来，
但不得返乡，而是被安置在马威垦殖
区（Mawai Resettlement Camp）和
哥打丁宜（Kota Tinggi）等地。许多
人一直要等到1960年代才得以重返
吉兰丹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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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打峇鲁，当地的马华公会支

症而必需在家休养，数周不得外出，

回到牙拉顶老家，遂对投资橡胶园的

部负责安排村民的食宿。由于村民要

更不能谋生。再者，由于地质关系，

兴致缺缺，他们只尝试种植水稻，却

入住的新村尚未完工，他们被迫在临

从井里汲出的井水混浊有异味，不

因为土壤和水质不佳而作罢。许多村

时站住了十几天，一直到六月初，才又

宜饮用。有村民向观音娘娘救助，经

民又重新出外打零工谋生，日子得过

被政府安排的巴士和卡车载送到170

作法烧符并投进大量的茶叶后，水

且过。这样的生活一直要到1957年

公里外的丁加奴州Batu Rakit新村 。

质才逐渐变得清澈可饮用。最后，村

7月16日政府宣布话望生和布赖为白

有几位老妇人经过整天的长途跋涉，

民也面对到语言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区后，才有了转机。村民们开始规画

一路上受尽晕车之苦到达目的地后，

大部份村民只能讲客家话，无法和异

返乡路线，陆续重返旧家园。

发现村子里除了新建在沙地上的五

族沟通，加上人生地不熟，就业机会

排长屋，别无其他，伤心失措地哭坐

有限，必需依赖客属公会的帮忙。大

在地上。

多数孩童小学毕业后就被迫出来打

将近五十多年后，第一户重返回

工帮忙家计，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到

布赖的老村民表示，当年他们一家

城里继续升学。因此，布赖的报导人

人决定返乡重建家园的工程是极为

以“这是政府对布赖人的惩罚”来总

艰苦的。首先，他们得筹措一笔经费

结跨州集体迁村的经验。

作为搬迁、开垦和生活费之用。他们

Batu Rakit新村建在占地约105
亩的沙地上，四周围绕着马来甘榜。
初时，丁加奴州的马华公会分会负责
村民的三餐，也协助他们安顿，州政
府每月亦提供生活津贴，计成人15

由于该村的环境和条件极为不

元、小孩7.8元，为期半年，但村民们

良，村民代表多次向州政府提出重

还是面对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他

新安置的申请。经过三年的争取，政

们原是长年住在山区、世代种稻狩猎

府终于在1954年同意村民再度移民

的人，突然被移植到一片完全不宜耕

至Bukit Gajah Mati（距离瓜拉丁加

作的贫瘠沙地来，不得已被迫出外打

奴约17公里）建立‘新布赖新村’。政

散工，生活极其艰苦。其次，沙地在

府在新村址上盖了105间房屋及一间

炎热的白天里会反光，许多村民因

小学、寺庙和大会堂，给每户人家颁

无法适应而得眼疾，半数以上的人

发30年的地契，鼓励他们开发种植

还因为感染沙地上的病菌罹患烂脚

橡胶。由于村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

白区、返乡、重建旧家园

租了罗里将行李家具自丁加奴运至
话望生，然后在当地赁屋而居，先安
顿妻小。家里的壮丁添购好工具和
备足米粮后，就挑着担子上路，十几
公里的山径，全程徒步，终于回到山
区的老家。当他们看着成堆被烧成
灰碳的稻穗，荒芜了的村落，自家的
良田也长出粗大的树木，不胜嘘唏。
重整家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树上搭
建一间陋屋供夜晚住宿，这样才可
以躲避野兽袭击，以策安全。白天的
时候，他们辛勤地砍树、烧芭、清理
田地、用竹筒引水源至田地，累了就
到河里捉吉罗鱼烹调下饭。夜里，他
们听着群象出没、虎啸狼嗥，深知生
命安危没有保障，内心的恐惧可想
而知。为了要尽快建立好新家园，他
们大约每两个星期才下山一趟去见
见家人，顺便补充米粮、种子和所
需的工具，再挑上山去继续工作。经
过三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整顿好家
园，并且重新下秧种植水稻，静待收
成。半年后传来第一期稻米大丰收的
消息，这激励了更多村民从丁加奴州
重返老家，许多远在柔佛州的布赖人

水月宫如今是观光景点

亦陆续迁回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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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如百年前披荆斩棘而来的先

点。1976年，政府逮捕了17名怀疑和

出现，公共水电服务也要等到1990年

民，布赖人再一次用刻苦耐劳的精神

马共有联系的村民，再度宣布当地

代以后才来到村里，而第一台公共电

重建了自己的聚落。然而，布赖的历

进入紧急状态，颁布12小时的戒严

话则是1997年才牵的线，设在杂货店

史并没有随着紧急状态解除的1960

令，重新进行米粮管控，严厉执行进

前面。除此之外，布赖人还面对了另

年代而平静下来。1970年代马共开

出检查措施，长达7年之久。因此之

一项更不幸、更艰巨的挑战。由于外

始自泰南边境派突击队南下，布赖又

故，布赖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第一

来的采金公司相中这里的矿脉，州

一次成为其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据

条长7公里的柏油路要迟至1989年才

政府于1987年起征收146亩布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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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私有土地作为探勘和开采的地

及水电供应等。因此“新村计划”被

创伤，让许多人一直生活在不确定性

点。这导致布赖的灌溉系统和良田再

誉为战后东南亚最成功的“社会革

和恐惧的氛围之中。即使过了60年，

逢巨变。从1990年代始，许多村民被

命”。然而，当我们检视英国留下的

对我的田野访问工作仍有影响，有三

迫迁移祖坟，稻田都纷纷成了矿湖。

档案时，不难发现殖民政府在具体

名年迈的村民拒绝我的访问，另一位

为了生计，村民逐渐改种橡胶和其他

执行的过程中，常常因为时间的仓促

在访谈结束后，坦言她的不安，因为

经济农作物，而年轻人多外出寻找

以及人力与资源的不足，出现相对

她不确定多年以后政府是否会用我

发展的机会。

的落差。而同为历史的当事人，马共

的文字记录来对付她或她的家人。

布赖的百年政治社会变迁，其实
也是近代马来亚华人移民史的一个
特殊篇章。一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
源，其居民竟不能豁免于国际冷战局
势的对峙，而卷入反殖与反共的战火

和新村村民亦提供了各不相同的声
音。布赖正是一个案例，官方、马共
和民众三方，各自表述了他们对本土
历史知识形构的不同立场，而作出
不同的诠释。

上述三方的说法，在在反映了历
史真相和社会事实的复杂性。政府仅
开放部份布赖新村档案，我们只能从
报章新闻和口述访问作交叉印证，试
图为历史的创造者（history makers）

中，在紧急法令下被监禁、驱逐、集

首先，对英国殖民政府而言，布

向历史守门人（gate keepers）叩门，

中、迁徒、再移民，被迫离开世代安

赖新村是个“黑区”（black area），

以期拼凑部份历史事实和社会记忆。

居、耕作的家园、良田，放逐到数百

马共在当地有相当的动员能力与影

从这个角度言，田野观察和口述历史

公里外的沙石地里，进而面对再三

响力。政府用“土匪”（bandits）和

的方法益显重要，它让敌对双方以

迁移的命运。他们在移民的过程中，

“恐怖份子”（terrorists）来形容马

外的第三方发声，让作为历史主体之

发生了数不清的财物损失、家庭离散

共，以否定其武装斗争的合法性，但

一的新村村民得以述说自己的故事。

故事。他们经常把这些危及性命的经

马共连续杀害村长、埋伏军警，说明

历以及个人内心的恐惧深埋在记忆最

新村集中计划并未奏效，遂改以跨州

底层，不愿再提起。

迁村的手段来“保护村民免受马共之

近年来，由于当地的观音诞庆典
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前来，布赖的水月
宫也成了观光景点。这樽相传见证了
布赖数百年变迁的观音娘娘，本身也
随着祂的信众经历了迁徙，分神到丁
加奴州的新村，如今安坐在本庙，彷
佛会继续默默地守护着、庇佑着这
座客家村的下一个百年。

作者为Murdoch University亚洲研究中心
历史学博士，现任晚晴园研究员

荼毒”。相反的对马共来说，布赖是
一个“有坚强群众基础”的“红区”，
他们是反殖抗暴的人民军，而攻打
话望生警察局是“解放 人民”的正
义行为。在马共作家金枝芒笔下，华
人新村被形容为“集中营”，英军是
“红毛鬼”，是偷抢鸡鸭和强暴妇女
的“兽兵”，而替政府工作的华人则
为“暗牌”或“走狗”。这些反殖抗英

小结：历史三调与反思
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亚紧急状态
时期将高达50万的人口移至480个新

小说的内容，基本上是经由战士口述
而写成，在边区油印成册，是为1958
年先后出版的“十年”系列。

村，这个移民计划被视为击败马共最

两军对峙，处境最艰难的当数夹

主要的因素。官方论述不断宣传新村

在政府和马共枪口下的新村居民。在

是乡区人民的“庇护所”，提供安全

他们内部，各有政府和马共两边的支

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根据政府的

持者或同情者，但更多的民众保持中

规划，
“新村”将拥有相对完善的硬

立，设法在困境中求生存，尽量不得

件设施，如警察局、民众会堂、小学、

罪任何一方。布赖的跨州移民计划是

巴刹、医疗所、商店、住宅区、道路以

极罕见的特例，经历三次迁村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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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受害者听证会实录

╱ 文  : 林 言

高岛伸欣与谢昭思的
共识
2

016年8月18日，怡和轩二楼来了60

这位反战学者曾指出：
“我为日本人曾

多名稀客，他们是日本人，少数几

经的行为感到羞耻，更为这段历史被掩盖

个是专程来这里举行“二战日本太平洋战争

而感到惭愧。”他呼吁有正义感的日本人

受害者听证会”的日本教授和老师，多数是

应该继续向下一代讲解事实，让年轻人吸

受邀前来出席听讲的本地日本居民，包括两

取历史的教训，反对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所日本学校的师生和家长。

不让日本重蹈复辙，并努力实现世界大同的

怡和轩作为曾经领导新马以及东南亚华

目标。

社抗日活动的机构，并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

他在会上也介绍了自己和另一名学者

国难民总会的总部，此时此刻，却能迎来胸

渡边洋介合著的《旅游书中看不到的亚

怀广阔的日本人民坐在一起检讨侵略战争

洲——新加坡篇》，希望在新加坡居住的

的罪行，确实发人深省。

日本人民，也到这些有助于了解历史真相
的地方走走。

坚持宣导真相
听证会的主宾有两位，一是日本琉球大
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一是从日军刺刀下死
里逃生的84岁新加坡老人谢昭思。
心中充满良 知和正气的高岛教授，从
1983年开始每年都组织日本考察队，来到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深入求证日本侵略

94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他死了两天
认识高岛20年的谢昭思，以朴实的语
言叙述了自己1942 年，在日本军刀下黄泉
路上走一趟的经历。他也多次举起自己追
忆当年情景所绘的彩图，情景交融地说明
那段交织血泪的遭遇。

东南亚的真相，也搜罗了大量人证物证回国

那天是大除夕早晨，靠近今天杜佛路的

向日本人民宣导历史事实。在这期间，日本历

村里突然来了几十名日本兵，他和几个躲进

史教科书终于逐渐增加了描述日军侵略东南

简陋防空洞里的亲友都给拉了出来。有个叫

亚并带来巨大祸害的篇幅。

陈亚叻的同龄邻居蹲在地上写了一行字：

“先生，你叫我们做什么？” 随即，

他十分友善的日本兵，一个是日本军

日本兵用枪托狠狠敲他背部。

医，一个是厨师。

“我们被赶到鸭寮，陈亚叻第一

“我很感激他们，我在兵营工作

个被刺死，我舅父在人堆里喊，
‘快

时，他们待我很 好 很 好。日本投降

逃！杀人了！’

时，我也为他们的离去感到难过。”

“日本士兵缩小包围圈，我们只

他讲完后，两名日本听众询问：

能兜着圈子跑，然后被赶到胶林边。

“日本兵杀害你的父亲、哥哥还有很

他们挥舞刺刀，很多人死了，我堂哥

多亲人，你为什么不怀恨他们，还对

死了，我也倒下了。”

他们心存感激？”

谢先生以平静的语调 说，他的

谢先生回答，日军占领新加坡那

头、左胸和右胸都被刺中，流了很多

几年，生活物资非常缺乏，十一二岁

血。两天后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是躺

的他，能在日本兵营里靠洗碗碟找

在胶林的流水沟里，身上盖着泥沙。

到三餐已经非常幸运，何况军医还

“我没死，就爬回家，早上爬到
晚上……”
他回到家才知道家里死了9个人，
全在除夕那天遭遇日本兵的毒手，全
是给刺刀一一刺死的，尸体还在。
谢昭思爬回家时，幸而还见到受
了重伤躲在床下的大姐和奄奄一息
怀着七个月大弟弟的母亲。

两手抹泪痕
华语讲得不是那么流利的谢昭
思，这时话锋一转，不断提起两个待

常带着他骑脚踏车游玩，厨师也常
给额外食物。
不过，谢先生的心弦还是被触碰
了：
“日本兵胡乱杀人，而且杀人无
数，我们心中没有仇恨是假的，只是
时间久了，淡忘了，淡忘了。
“我们恩怨分明，那两个日本军
官对我好，我很感激。可是每年除夕
祭拜祖先，人家是快快乐乐地准备
过新年，我们却快乐不起来，很伤心
呀！我的父亲伯父叔叔和哥哥，都是

谢昭思的话或许没说完，他那两
只晒黑布满皱痕的手，伸到两边脸颊
轻轻抹掉泪痕。

日本教师很难过
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席听证会
的濑户诚，是樟宜日本人学校的小学
部教师。
他很诚恳地告诉记者：
“我听到
受害者的叙述，完全相信他讲的是
事实。我很感激亚洲论坛横滨分会
所做的一切，他们要帮助我们日本人
了解史实的苦心，并为此付出的巨大
努力，确实叫人尊敬和钦佩。”
他赞赏谢昭思先生真是一个仁
慈温和的长者，他和许多东南亚人
民的遭遇都太悲惨了，但是他却能宽
恕日本人民。
濑户诚的大儿子飒马也大方接
受访问：“我们的祖先来新加坡做
了那么多坏事，现在新加坡人民却
那么友善对待我们，我很抱歉，也很
感恩。”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在那天冤枉死的！”

受难者后人陈景龙访问记录
╱ 文  : 林 沛
“这样的听证会，我一定要来。”

轩俱乐部举行日据时期惨被活埋的谢

陈景龙先生曾经是新加坡市区重

长年从事二战日军南洋罪行搜

昭思老先生的受难听证会。陈景龙先

建局（URA）市区规划（Urban  Design）

证工作的高岛伸欣教授，再度组团南

生听说此事后，设法了解到具体的时

部门的代理主管和高级建筑师，退休

来。2016年8月18日，假新加坡怡和

间和地点，终于及时出席了听证会。

后经营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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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示众”，如此活活拖死。各种说法，
他都无从确认，无法证实。
他能确知的，只有祖父当时被日
军杀害的事实。战后挖掘死难者遗
骸，在如今新山市政局大钟楼前海边
的乱葬岗挖掘出来的骸骨中，家人从
金牙与手表，认出了陈合吉老先生。

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
才能避免历史重演
“这样的听证会，我一定要来。”
陈景龙先生说。
“我们不应轻易忘了
二战的这段历史。”
他说，祖父和大伯为支持抗日救
1941年柔佛苏丹依布拉欣偕罗马尼亚籍夫人（中），与陈合吉（右）及其子秉贤合影。

亡奔走筹赈，最终被侵略者冷血杀
害。此事的孰是孰非，孰对孰错，本

他 战 后才出生，不曾亲历日据

回澄海家乡避难，其他六名子女（包

时期那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可

括景龙先生的父亲在内）正好外出

是，他郑重地说：
“这样的听证会，

（另一说是因有人通报躲进山里），

我一定要来。”因为他的祖父，也是

这才逃过一劫。

一名受难者。

祖父陈合吉遇难经过
景龙先生的祖父陈合吉老先生，
是当时马来亚柔佛州侨领，任南洋
柔佛华侨公所（现新山中华公会的
前身）副所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
毅然参与组织柔佛华侨筹赈祖国难
民总会并出任财政，同时以该会新山

战 后，陈景龙先生的祖母回到
新山，几经 艰难，总算逐步重新恢
复了亡夫在世时的家业，还成了雀巢
（Nestle）、马来亚烟草公司（Malayan Tobacco Co）、轩尼诗白兰
地（Hennessy）等在柔佛的总代理
商。然而，当年这起惨案，却成了家
庭禁忌，从此无人在家中公开提起。

分会主席身分领导新山地区的相关

陈景龙先生是成年以后，才从旁听人

工作，通过义卖、义唱、义演等活动，

说起一些。无法较清楚知道当时究

筹募抗日救亡义款。为此，名字上了

竟发生了什么，成了他如今极大的遗

日本侵略军的黑名单。

憾，也许还加上若干困惑（因为祖母

19 42 年1月31日，英 军撤离并

的态度）。

炸断长堤退守新加坡，新山于焉沦

譬如他祖 父 遇难的经过。有人

陷。2月27日，陈合吉落入日军手中，

说，日军当时冲进家里，把家中所有

连同长子秉贤等十九个当时在家亲

人赶上军车载走，从此不再回来。也

属，全数横遭杀害。不幸中之大幸，

有人说，日军把他祖父捆绑在军车

陈合吉老先生的发妻在沦陷前已先

后面，一路拖着在新山几条大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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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理当是分明的。他不明白，祖母当
年为什么反而像掩盖污点般，把它视
为禁忌，不许家人随便提起。悲惨的
遭遇，使受害者反倒无由地产生被扭
曲的心理，这事叫人十分无奈。
陈景龙先 生 深 有感触 地接 着
说：
“我们不但要挖掘、回顾、记得
历史，从史实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
一定还要藉此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毫不含糊地分清是非对错。”
“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避免
重犯错误，防止悲惨的历史重演。”
他说。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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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谢昭思的血仇经历
我父亲叫谢财善，母亲陈秀梅，兄

我在泥堆里被活埋了两日后，竟

后，她撒手西行。我 一生痛恨日军，

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41年，日

奇迹般复活。醒来时觉得口渴，呼吸

为何令我丧失慈母，为何在我只有11

本军入侵时，我11岁，家住阿逸拉惹路

吃力，身上都是泥，我挣扎着身躯，用

岁时便尝尽这痛失慈母的痛苦，我常

的一个新芭。

力扒开土堆，力图站起，但无法起立，

常暗自呼唤，暗自哭泣，我想要回我的

站不牢，眼花身软，又倒在地上，如是

母亲。可我母亲再也不会归来了！

12月中旬，战云密布，轰炸机不
断来袭，我们常躲入杜佛路（Dover
Road）的一个村民合力挖掘的防空洞
里。1942年2月14日早晨，突然来了一
连队的军人排列在斜坡上。

者一爬一伏，在泥土上挣扎前进，一
心想爬回家，赶紧见到家人。我在爬
回去的过程，路经不少尸首，也越过我
们邻家女尸，一个叫阿云的，他父亲叫
陈世昌，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阿喜，小

我当时在姑母家里，突闻惊呼救

的叫阿云。后来才听说，阿云很勇敢，

命声，说时迟，那时快，我姑母已被日

为 了不让母亲被日本兵杀害，她抱住

军杀死。日本兵钻入防空洞，用手电

日本兵的腰身不让刺，谁知日本兵刺

筒探照，他们穿卡基衣，披着渔网似的

杀她母亲后又反过身来对她刺了一

衣物，提着尖刺刀，呼叫我们出洞。当

刀，母女三人共赴黄泉。

时，有同龄亲友蹲在地上写一行字：
“先生，你叫我们做什么？”
母亲身受重伤
日本兵用枪托狠狠击他背部，他
立起身后，便连同我们一起被驱赶至
一处鸭寮，他就是第一个被士兵用刺
刀刺死的人！

次面对死亡的威胁。村里人都开始收
拾尸首，抬去掩埋，而我们家的大男人
都被杀害，剩下妇女小孩，我母怀孕更
不便做粗重活。母亲在悲痛下对伯母
说，我们是女人，受了伤，又没有力气
搬动尸体，将来也无力养育子女，不如
带着孩子们跳入池塘，一死算了。
一群孩子和两个妇女走到池边，
伯母叫我们跳下去，我察觉到又要面

日本兵血洗我们这个村庄，我家
和伯父家共牺牲了九条人命。屠杀发
生前，我家成员除父母兄弟姐妹外，另
有父亲的2个叔伯夫妻，堂兄弟4人，
堂姐妹3人；母亲方面的亲戚，有舅舅

临死亡，很难过，我刚刚从鬼门关逃
回来，由活埋的土堆里钻出来，我强
烈的求生愿望呼唤我，我不愿寻死，
于是向大人喊：我们不要死！大人和
小孩都悲恸地哭泣。

和舅母2人，远亲4人，共计25人，同
居一屋，而存命下来的，仅4人而已。
我先死了父亲，伯父谢财成，堂兄谢昭

我舅父在人堆里喊：
“快逃！杀人

原，他当年只有15 岁左右，还有舅舅。

了！”我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我母亲也身受重伤，不过，她有七个月

几个少年四散逃跑，我和堂兄混乱中

身孕，很勇敢的坚持活到胎儿出世，才

都被刺了几刀。我还记得一个士兵拉

带着重创过世。

我到胶林，又伸脚把我绊倒在地，然
后用刺刀刺我的头，刺我的身体。我

我记起我们埋尸时，又经历了一

母带子要跳池自杀

的头和身上多处受伤，就昏死过去，

再回头说我匍匐爬抵家门，只见

没有知觉。倒下时，感觉极痛楚，身

满屋狼藉，到处横卧尸首，女尸首占

体像火烧似的。在昏死中，我梦见自

多数，有的已浮肿，发出腐臭味；有个

己走入地狱之门，见到许多诡异的幻

小孩尸体，大约一岁半，也遭日军用

境，有阎王审犯，有成排的人头墓石，

刺刀刺死。日军这样滥杀良民，真令

又有荒山野岭，我的身体在此间飘来

人悲叹。我大姐也身受重伤，躲在床

飘去，最后由一个长者指示我走出生

下，不敢见人，我母亲见我回来，抱

天。这段情景，我在日后写了回忆录，

住我的头说，幸好仍活着。她摸我头

并绘了插图。

时的那种慈祥，我永生难忘。三个月

邻人们听到哭喊声，纷纷赶来，
劝解我们回家，又施予援手，叫了几
个大男人来合力把九具尸体抬到胶
林里埋葬了，这才结束了眼前悲惨的
困境。
背弟弟讨奶汁
过了不久母亲生下一个男婴，是个
弟弟。母亲因受伤又精神郁郁寡欢，
没有奶汁哺乳，我每天背着弟弟，到处
向人讨奶汁，喂育弟弟。母亲不堪忍受
折磨，不久就遗下我们撒手西去。我弟
弟后来被伯母转送他人抚养。我们这
群孤儿跟着伯母生活。
原文收录在《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第14部分》，谢昭思是在1998年8月28日
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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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吴韦材

从南洋古文化
到生命的花朵
自

1979年从英国美术学院毕业回来我

墨水笔就开始了写作生涯。即使如此我仍

就开始专业写作，直至去年辞去几

没后悔。并非什么勇气致使如此，而是我

乎所有专栏，专业写作约莫36年。36年之后

深信自己开眼了，世界才是我的人生课室。

淡出文字转而回到画布上，一些不知内情的

而这课室真正刷新了我的视觉，颠覆了所

人以为这是一个大转身；其实，是一次回归。

有之前我接受过的灌输式审美而给我一
次次的重新发现、重新寻找、重新判断的

从大场景里寻找新审美

机会。

年纪很小，就爱绘画。以前没深究是何原
因。至多只想到自己就是众多‘从小就爱画画
的孩子’之一。但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原来
从小爱画画的孩子，对自己双手能画出属于
本身的审美是特有一份满足感的。这满足感
糅合着信心的建立及种种美感的尝试、此外
还添有一份能进行自由选择，能完全主宰的
快乐。在我到处闯荡的那段日子里，山湖河
海，季节变化，人文沧桑，世上这各处大场景
更让我五蕴顿开，新的审美更是不断涌现。

其实也一直没停止过绘画。只因人在旅
途上，绘画只能随缘。
80年代在伦敦海德公园的周末栏杆上，
卖过为求糊口的水墨小品。在一些消费昂贵
的北欧国家，也曾以装饰外墙壁画换得颇长
时期的留宿。记得1996年在美国洛杉矶，两
幅即兴的水彩让我能有幸参加为期十九天
的西部背包青年旅游团。2004年开始旅居

因此我从来就没后悔过31岁那年拿起

北京时，最初是与对门的小马一齐烧陶然

背包到处游荡。第一次游荡回来，口袋只剩

后放到Ebay上售卖。后来我戏说烧陶太慢

七十新元，与其重投职场我买了大叠稿纸与

了索性也就画起来，一幅A4大小的水彩竟

璀璨光华 The f lame  油画  91 x 122 公分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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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始终是我的人生最爱

山上树下 Under the tree  油画  122 x 91公分  2015年

也能在Ebay标得百多元美金。我开

先回到素描去，把基本功先抓回来，

八面的移民、让不同的宗教、习俗、艺

玩笑说那是生活补助费，结果大部分

然后再说。

术都在这亚洲这一隅交流融汇。从小

都成为北京人艺剧团的票房收入。说
过了，都不是很在意的，一切随缘。或

英式的保守教学法有个好处，就

我就对这历史事实极感兴趣。1966

是非常注意学生的基本功。我开始

年参加国际少年美术比赛时，我参

用0.1素描笔进行一系列以书本为静

赛画作《夜之舞》的内容就是一场篝

物的工笔素描，并交给朋友带到当时

火旁的各族欢舞庆典，此画获得冠军

的Affordable Art Fair去。成果是颇

后赠予当时新加坡开国总统由索夫先

感到安慰的。反应不俗，朋友说，好

生，同时也深埋下我对此主题一直关

2014年的年初，元旦后也不知

像如今已经很少人愿意耗那么长时

注的种子。

怎么我就开始有个念头：淡出文字，

间来进行这类工笔素描了。我心里

南洋是美丽的。就连只是‘南洋’

回到绘画里。

倒是想，这下子吃过定心丸，真的就

这个词，在我心里都一直带着温度、

可以开步了。

丰润、抒情、绮丽的感觉。兴都文明

许也就这样绘画于我从无压力。而我
自己也喜欢如此，因为绘画始终是我
的人生最爱，那时我还不想将它正式
地作为我的一项‘专业’。

年轻时常光顾的海峡美术公司是
在史丹佛路，后来搬到桥北路我也还
去过几回。那时Mr. Sheik已不在了。
一位当年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店员，竟
还认得我，但也满头白发了。当他记得
我以前经常到海峡就是为了买油画颜
料时，瞬间我百感交集，原来他还记
得我是画油画的，门外大马路上车辆
疾驶，却像一下子全都刹车了，痕迹
斑斑，都是车轮辗过的岁月。
是的，就在这么不期然的一天我
就回到了绘画的心境里。老实说我

的鲜艳与神秘，伊斯兰图案的纯粹性

重新思考南洋文化定位

及巧妙有致的几何结构，佛教文化里

虽然面对着眼前久违的画架与

慈悲温情的人性感悟，基督文化艺术

画布，鼻腔里吸进那阵阵熟悉的油

里的庄严肃穆，都曾经在南洋这片主

画与松节油气味，我并没有动摇过自

要由群岛及半岛的辽阔海浪上，犹如

己想法，我坚持先进行一个《南洋古

一艘艘各色各相的花舫不断地穿梭

国系列》。

互访，然后，它们也都纷纷上岸了，

好多次旅途上当与别些国家友人
相处，多少都会触及文化背景。你是
华人吗？噢你是东南亚的华人？嗯？
那你们是怎么到东南亚去的？

带来不同的民族，建筑家园，落地生
根。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景象。
写作多年，也从没少写过东南亚
的美丽故事。放下文字，再次专注绘

当时买不起太多的油画颜料，倒是

东南亚民族多元，其实都有其迁

画，古老的东南亚文化又再次像一缕

某个原因我买了不少各样粗细的素

徙背景。多种文化在古老的东南亚

缕熟悉的芳香浮绕脑际。进行‘南洋

描速写笔——总不能太过突然吧？

生根可远溯回到数千年前。来自四方

古国系列’是必行之事，或许终究是

三佛齐 Samboja  油画  南洋古国系列  76 x 61 公分  2014年   

晏陀蛮国 Andaman  油画  南洋古国系列  122 x 91公分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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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人，在参考资料时就已经是一次

系列里所表现的，仍以当时该国文化

文温柔的。画中岛屿上的部落，就如

次的兴奋探索，《大唐西域记》我自

上的种种人文色彩为主。可以说，那

一处处与世无争的生命庇护所，在属

己有一册影印存本，
《诸蕃志》、
《岛

是我透过追索而认识到的古国文化

于他们自己的阳光下，维护着一番自

夷志略》在网络上也能找到，唯独

印象。不过，当在表现时触及到造型

在亮丽，安稳无虑地蜗居其中。

《星槎揽胜》得花上些功夫苦寻。最

上的种种需要，我都会认真地参照

兴奋处，还是神游般去琢磨东南亚

史料，让它当年的文化性格能够凝成

的古老地图。但我相信一切都是值

一幅‘印象中的氛围’，更希望能以

得的。先后创作了《三佛齐》、《狼

这个系列，引动大家的好奇，让更多

母亲是虔诚佛教徒。她茹素三十

牙修》、
《晏托蛮国》、
《真腊》、
《占

人去关注或去探索那段风情迥异的

余载并修习佛学，可我却从小就读于

婆》、《扶南》、《暹罗》、还在创作

久远过往。

天主教学校，加上幼时家居就在爪哇

中是描绘古老苏门答腊的《须文答
剌》。

三佛齐是南洋古国名称。五世纪
建国初时，首都就在今天苏门答腊岛

在生命的这份神性里，
所有能绽开的，就是美

街苏丹大清真寺附近，家的后面又是
门旁竖立着口吐长舌一见发财无常老
爷的大伯公庙，我童年可说是‘接触

多数的南洋古国都先后浸濡过

上的巨港附近。据唐史记载三佛齐在

兴都文化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

七世纪时就开始到中国进贡。三佛齐

道家文化及基督文化倒是稍后才抵

强盛后版图也一度拓展到爪哇岛上。

步的。东南亚有些古国更犹如遗世

不过，历尽当时各种文化洗礼的三佛

多元接触让我对‘各宗教’都产

齐，最后还是灭亡了，它甚至有过一位

生浓厚兴趣。但这个兴趣是指在理解

来自广东南海的华裔国王梁道明。处

上的。我就像许多当时的少年人那样

于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枢纽上，

开敞心胸各个宗教都去‘研究一番’，

印度人为它带来兴都文化及佛教文

那时还年轻，结果觉得自己不适合成

化，阿拉伯商旅又带来回教文化，而

为任何宗教的信徒，其实是种怕束缚

三佛齐这名字也名副其实，可谓三大

和怕犯规心理，倒是喜欢将各宗教

文化齐聚的海上强国。只不过世事

里的哲学思想尝试一番更为深入的

风起云涌，权力世代更替，昔日辉煌

理解。那时只要遇上谈得来的朋友，

光芒悉数只变成今日之悄然沉淀，风

就会谈宇宙神性，谈终极观，谈科学

逐渐轻了，云逐渐淡了，三佛恩泽，都

与神学的交错点，很不亦乐乎一下。

天堂，比如安达曼群岛，古时也为一
袖珍国度，维持着很长时期的原始
崇拜社会，这附近更是一处数百年
来风平浪静的美好人世，但想到近年
的海啸，再看自己在《晏托蛮国》一
画中着重描述的悠然无争，或许世事
的无常，往往也就藏在一片长期的安
详寂静中。
创作《南洋古国系列》其实还有
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
东南亚的古老背景。

留作岁月里的一抹变幻苍茫。

繁多’，难怪看李安《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时，也不禁会心莞尔。

但随着年纪增长，对这些探讨也

晏陀蛮，南洋古国名。在《郑和航

渐渐背脊坐直起来了。我总相信，人

我们这里的历史教育有点教人不

海图》译作‘安得蛮山’。在《灜涯胜

生里每个思想阶段都会有它自己一

明白。问孩子们孔子是哪里人或者问

览》中译作‘按笃蛮山’。其实这小国

番演变程序。有些事情很自然就会

莎士比亚是哪国人，相信很多孩子也

即为今日的安达曼群岛。在近年大海

关注起来，而有些事情也会从此越

都答得出，但假如问他们是否知道淡

啸发生之前，此处海域自古来都是一

想越远。

马锡时代那位在船上传说抛掉皇冠以

片安详水域。晏陀蛮古国，为当地土

我并没想过要悟出一套如何去属

停风浪的淡马锡主人是哪里的王子？

著在公元七世纪所建，属群岛部落

于自己认识的宇宙观。我倒是相信这

相信不是很多人都能答得上来。自己

型，土著的生活朴素单纯，各岛由酋

个认识与这个价值其实随着年龄就

门前或是附近邻居的事情都不清楚，

长管理。他们信奉自然神祗，虽无发

会逐步清晰起来。有时夜里凭栏，望

这是很说不过去的。狼牙修在哪里？

展文字却懂得与东西方过往的商船

着苍茫天幕下停车场的街灯与安静

扶南是指哪里？我不敢说《南洋古国

进行物物交换贸易。创作此画是在大

排列的车顶，人的文明，只有24小时

系列》是历史入画，因为绘画的审美

海啸后，因特别怀念海啸前这里的一

也好，或是无间断地恒常轮替也好，

主要还是由视觉作为起点，也因此这

片安祥人世，因此就连海浪也都是斯

人的文明存于瞬间或存于无尽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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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也不过就那么一回事。一切生命只

亲近这片光亮喜悦，更会在我的绘画

花。唐代诗人杨衡诗句：
‘烛花侵露

有在还能呼吸时及体能还能操作时，

里敞开胸怀去赞颂这片光亮喜悦。

暗，瑟调寒风亮’，就道出了烛花在冷

才能支撑我们精神上那么一点闪烁的
能量。宇宙，冥冥中就拥有着这股奥
妙无比的神性。生命的出现及轮替
之间，也含有这奥妙无比的神性。活
着，闪烁着，绽放着，假如这就是宇宙
间的神性能量，那么这能量就一直托
付在一切处于生命中的众生内里。假
如能够感受到它的奥妙并理解到它的
奥妙，将之挥发出来，就是我们对美
的种种诠释了，音乐的韵律，色彩的
感受，戏剧的冲击，文字的想象，雕
塑的触觉，只要在生命这份神性里所
有能绽开的，应该就是美。
当然，任何所谓依循逻辑性的寻
找都并不足以解释这点。美也无需以
逻辑来解释。那是一颗心去到它绽放

是的，有时我也会在画布上以幽
幽娓娓的色调来描述某种警惕，正因
为我希望更多人们能够对生命的恩典
赐予反思再三。三寸气在，我们就别
模糊愚痴地浪费它，甚至辜负它。唯
有对生命有着一份真实理解与感激
尊重，我们才能启动发挥真善美的
能量。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唯
有面对自己的诚恳，才能在完善这
生的过程中，感应到生命神性里的
喜悦能量。
有画评说，我画的都是人文画。
其实我从来不思量这个。对美来说，
任何的归类也只是画圈圈和把文件
夹放进抽屉里而已。

夜中有多美。而我看烛花倒是随着年
纪不断起变化，年小时看它似花，如
今看它纯粹是瞬间美丽的闪烁。说
‘瞬间’，那是因为我只能有人类的
眼睛，我看到的短暂也只是人类肉
眼的短暂。不过我相信在宇宙的时空
里，一切的出现，大概也就如各处不
同烛花一齐闪烁起来的样子。那是无
数瞬间，也同是变化无尽的永恒。在
这画里，我将这朵光华浮升到无垠宇
宙的背景上，在这朵光华旁边也能依
稀看到恍如银河的星系，这，也就是
一场场不停上演又不停变化的存在。
黎明 会来，但黎明还没真正醒
来。山上的树，呵护着点点萤火虫，
听着它们在叶间隐约低诉。地上一

点的感受。而至今我仍深信宇宙里这

旅行曾经一度就是我的全部生

片凉冷，时光兀自流淌而过。在四周

点生命的神性，虽然万物拥有，但也

活。而如今我仍喜欢旅居于各地。我

的深邃宁静里，这一个安祥躺卧的

只有凭靠感知才能加以开发的一种美

想我那么喜欢各处生活或许就因为我

身影，仿佛凝聚着整个空间的灵思。

的领悟。有些众生，领悟到了，在他们

爱到处去发现一些新的感动。那是教

既不是等候，也不再是怀疑。这难得

以生命形式存在之际，他们就能去到

人兴奋的。而且是一种能持续让生命

一刻，只是全然地相信了生命也能达

生命开花的那个点，只要这个点一绽

保持蓬勃的兴奋。我喜欢从观察中发

到自我观照的一个完整存在。以前的

开来，哪怕就算再小，也是一次美丽

现新的感动，然后就用那当下的感

我常会混淆孤独与单独，孤独其实是

的、完整的过程。当我们对美的感悟

动去翻新自己的思考。有时像画布上

自信尚未成熟，还带点自怜自嘲。而

也都同时产生了默契，那就如大家一

一缕缕丝状的风，有时像一片需要回

单独却是美丽安祥的，身外一切就

齐也都绽开了这点感悟，那么人类

头细看才恍然认得的月色。我喜欢

是心内一切，心内一切也就是身外

所认识的种种真、善、美，就算仍铺

叙述，不介意悉心布局，更乐于对细

一切。处于这个单独里，人能够看到

在一个巍巍挂于苍茫穹苍外的无声

节有一份埋头埋脑的经营，而往往

思维里的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

地球上，它仍是宇宙这点神性一番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常找到我绘作

为，皆在一一过滤，既不苦寻答案，也

喜悦的呈现。

里的一番新审美——也许别人并不

不再苦于分辨，因为生命在静处时才

觉得怎样——但至少现在这确实是

最接近生命，也最接近自己。

因此以前当人问我：你属于什么
宗教的？那时我尚未皈依三宝我通

我感到是生活里最快乐的事。

常都会回答：我虽不是任何宗教信

我绝对是感恩的。我作为人，能

徒，但我拥有对宇宙神性的坚定信

来到这个充满启示、充满问号、也同

仰，我相信真、善、美就是这份生命

时充满闪烁的世上，我不过就想把这

神性最光亮喜悦的一面。

些能感受到的美，画出来罢了。

现在我已皈依三宝了，依然相信

从小爱对烛 光 凝 视，尤其当烛

生命就是一次次绽放的喜悦。我依然

光有时会瞬间啪啪啪地绽开像一朵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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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名智先生的画作
画影波光里的新加坡河
在新加坡生活也有十几年了，日久生情，
得闲暇了，喜欢清晨去爬武吉知马山，也喜
爱晚上去逛新加坡河。有一些年头，在大学
给学生讲解现代文学，不知不觉就接触了
不少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新华诗人们笔下
的新加坡河，从百年前移民南下讨生活的
“苦难的新加坡河”，到抗战时期“怒吼吧
新加坡河”；从自治前后的“Merdeka，新
加坡河”，再到如今和平发展时期“美丽的
新加坡河”，新加坡河是一条流淌着新加
坡历史的河。

蔡名智其人
蔡名智，1931出生，1952年毕业于南洋
美专，就学期间，勤学善思，深得校长林学
大赏识，毕业后曾留校执教了一段时期。后
在知名广告设计公司工作了一段时期，不久
就辞职奉艺，专职创作近半个世纪。
蔡名智的创作，秉承写实主义之传统，
数十载不改情怀，在写实的路上，不断创新，
不断攀高，成为新加坡写实派艺术大师。因
其卓越的艺术成就，2015年蔡名智获“新
加坡文化奖”之殊荣。
除了油画，蔡名智也工设计、雕塑和水
彩。其作品题材广泛，从新加坡河、新加坡
旧街景到外国的城市和山水风光，从写实
人物肖像，到狮虎、
飞禽、锦鲤等等动物的描
摹，蔡名智在构图、取意、设色、用光等方面
均能推陈出新，佳作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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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名智画笔下的新加坡河，是画影波光
里的新加坡河，也是生香活色的新加坡河。
他用超级写实的笔法，把半个多世纪前新加
坡河边拥挤嘈杂的码头、靠河吃饭的苦力、
往来穿梭的舢板和沿河的摊档、仓库、古
树、桥梁及街景艺术地通过画布保存下来。
创作于1983年的《新加坡河》可以说是
这一类作品的代表。这幅画早年就被新加
坡国家美术馆收藏。画面从左下角的河面
开始，视角渐次往岸边延展，先有一只驶动
的小船在碧绿的河面上留下涟漪和光影，
往右，再有新加坡河边停泊着的无数货船，
一直延伸到河岸，货船和岸边的店屋和仓
库融为一体，但画面的景深并不止于此，我
们的视线继续被牵往远方，那里有教堂的
圆穹尖顶，有殖民地年代留下的欧式建筑，
再往远处，还有鳞次栉比的现代化的高楼
大厦，偶尔在楼与楼之间还可以望到更遥

蔡先生一生勤勉低调，生活简单俭朴，

远的天空。整幅作品的构图疏密有致，体现

淡看名利，对艺术却孜孜苛求，珍惜时间，

了画家高超的构图技巧，右下角有近四分之

埋首创作。他的作品已经享誉海内外，为许

一的画面留给了清晨似乎还没有睡醒的新加

多大的博物馆、艺术机构、商业团体和私人

坡河面，通过一只游动的小货轮，划出波纹，

藏家所珍爱收藏。

也牵引了我们的视线。河面是灰蓝色的，泊

在河边的无数小船的舱蓬和岸边的店

我不敢偷懒，拿了画册，认真地

的繁华、威尼斯的渡头，马德里的街

屋仓库的屋顶是一式的红褐色，它们

翻阅，并做了一个统计，仅这四本画

景、丹麦街头的安徒生雕像等等，不

是新加坡河传统风情的象征，再往远

册中和新加坡河相关的画作就不下

仅留下了他勤奋写生的脚印，同时也

处，是浅灰色的现代化建筑和浅色的

三十五幅，从1972年的《船夫阿五

扩大了他的视野，加深了他对世界各

天空，那又是现代化的新加坡的再

兄》到1992年的《70年代的新加坡

国文化与艺术的理解，留下了他对艺

现。就这样，在画影波光里，蔡先生

河》，时间跨度是整整二十年。题材

术的孜孜探求和不懈思索。

用不同的色调，用无穷的景深勾勒出

则有船夫、舢板、码头、古树、桥梁、

了新加坡河的前世与今生，让传统和

街景、集市等等，有好几幅表达的都

现代熔于一炉。

是“满载而归”的喜悦。

蔡先生说他小时候常在新加坡

优秀的艺术作品是有着永恒的生

河边走动，可以说是在河边长大，因

命力，因为蔡先生，新加坡河曾经的

此对新加坡河有说不出的情感，对

光影才得以永恒。

多河边的景致，他不假思索，不必构
思，就油然到了笔端，最后平和而怀
旧地在画布上呈现出来。
我笑着问蔡先生，他到底画了多
少幅新加坡河的画作？
蔡先生说，他的画，通常画好了不
久就被藏家觅走，自己也记不清楚到

记录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殖、马
来亚独立、新加坡自治到新加坡立国
和走向富强的激情岁月。
在去年底正式开幕的新加坡国
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Singa-

那些消逝了的河边景物，有一种源于
内心的不舍与怀念。站在画布前，很

个人轨迹之外，蔡先生也用画笔

以画为史：
那些年，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如果说蔡名智先生画布上的新加
坡河是波光上荡漾着的怀旧，是岁月
沉淀后晕黄的墨迹，那么他的很多新
加坡河之外的作品则不仅记录了他个
人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定格了新加坡
历史中许许多多包孕的瞬间。

底有多少张。他从书橱里拿出他曾经

蔡先生喜欢旅行，而且必定是带

出版的四本画册送给我，说这些画册

着太太李文彦老师，带着他们的画

上保留了部分他过去创作的作品的图

夹和画笔去旅行。他们的足迹遍布东

片，但有相当部分的画作，并没有做

南亚，也遍及神州，甚至也深入到欧

任何图录就被藏家收藏了。末了，还

美很多地方。他画笔下的印尼神庙、

俏皮地添上一句，说送走了的作品，

巴厘岛的女人、丁加奴渔夫、云顶古

就像是嫁出门的女儿，他现在想要

树、香港仔小渡口、上海豫园的秋色、

也要不回来。

苏州的枫桥、桂林象鼻山，还有伦敦

pore）收藏有蔡先生的不少作品。一
些作品是作为新加坡的历史风貌而
特别展呈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
有创作于1955年的《马来亚生活史
诗》（Epic of Life in Malaya）和1959
年创作的《国语课》（The National
Language Class）。
《马来 亚生活史诗》生动地记
录了20世纪50年代新马青年不畏殖
民政府的强权，憧憬马来亚的未来，
追求民族独立的坚定志向和不屈精
神。画中一共有十五位年轻人，每个
人的面部表情都是精心刻画的。画
面的中心是一位站立着的青年，他
瘦削高大，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摆
出了一个坚定的手势。他在充满激
情地演说，脖子和锁骨处青筋暴露，
右手的五个指头近乎夸张地支开，
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直视前方，是一
种极其勇毅、非常亢奋、又格外自信
的姿势。在他的周围，或坐或蹲，是
十四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多为男性，
也有三位女性，他们有睁大眼睛盯
着站立青年的，也有目光低垂的，但
显然所有人都在专注地聆听，神情
也一样的坚定勇毅。画面里的几处
细节，处理得非常精妙：其一是右下
角的一位穿白色背心的青年，在他露

新加坡河旧貌（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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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史诗（油画）

上国语课（油画）

出的左肩上停着一只苍蝇，但他正忘

和我的闲聊中告诉我说，画中人物的

了新加坡的全民健身运动、1981年的

情地倾听演说，浑然没有感觉到苍蝇

原型多是他身边的朋友，甚至其中

《西尔斯立交桥》表现了新加坡城市

的存在；其二是站立的青年手中的那

的一位女生就是她的太太李文彦老

建设的新貌、1984年的《自治二十五

本书，虽然我们很难辨明封面上的书

师。画风是一贯的现实主义，但用光

年的新加坡》描绘的是国庆时新加

名，但封面的颜色是特别突出的鲜亮

和着色与《马来亚生活史诗》大有不

坡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画作

的红；其三是画面远处的背景，有迎

同，从左下角的灰暗色调一直到右上

中都饱蘸了蔡先生对新加坡的热爱

风不屈的椰树，有密布的乌云，但在

角的温暖光亮，整个画面的情绪是

和自豪，也记录了新加坡立国后政府

乌云的缝隙，也有光亮和蓝天。这样

积极欢快的，一华族学生站起来，朗

和人民齐心协力打造美好家园的发

的细节处理，既具象，又能艺术地提

读马来课文，马来族的老师友善地

展轨迹。

升画作的感染力。特别是黑云压城

注视着他，目光里带有鼓励和期许，

的背景与青年学生白色的衣装、红色

其他学生也表情生动，有的笑着看着

封面的华文书籍所形成的强烈的色调

正在朗诵的学生，有的专心致志地

反差，相信对上世纪反殖运动有所了

看着书本。那个年代，是新加坡历史

解的人，一定都能从画面中感受到一

上少有的华族学生热爱马来亚文化、

种强烈的震撼。

认真学习马来语的年代，他们甚至用

《国语课》创作于1959年，当时
新加坡取得自治，马来亚联合邦前
此两年独立，两地都宣布马来语为
国语。画面是一个小型的马来语课
室，一位老师和九名学生，反映了当

马来语来创作，表达对新生的马来亚
的无比热爱，描述他们对多元种族的
马来亚的美好蓝图。蔡先生用他的画
笔记录了那个时代曾经燃烧的激情与
曾经绽放的美丽。

蔡名智先生在艺术美学上追随
王朝闻的艺术必须是对生活的“再
创造”的理念，而在创作实践上则
终 生 服 膺 俄 罗斯 现实主 义 大师列
宾。蔡先生认为，画家必须对观众负
责，必须对艺术要有永无止境的追
求，创作时饱蘸激情，不计时间和精
力，在不断创作和再创作中才会有
“新”的意念的产生，才会 创作出
“新”的意境，才会有对艺术的更深
一层的认识和更高一级的表现。这

时年轻一代对逐步挣脱英国殖民统

其他的画作，如创作于1974年的

是蔡先生三十多年前发表在《南洋

治的未来家园的热爱和憧憬。画面

《餐厅里的工人》反映的是新加坡独

商报》上的言论，到现在，他仍然如

中，就只有老师是马来人，九名学生

立后政府致力于打造工业园区，大批

此坚持，依然在艺术创作上从不懈

都是华族人，这和当年华族学生对

工人投入国家建设的场景，那时候的

怠，不断在再创作中找到新灵感，达

新的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的热

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工人们建设国

至新高度。

爱，并由此而生发的学习马来语热潮

家的精神风貌是高昂的。还有创作于

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蔡先生在一次

1976年的《充满朝气的新加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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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掌盛无边  
刹那含永劫
╱ 文  : 刘 茜

参观美国东北部博物馆杂感

美

利坚立国不过240年光景，但林林

的发展演变，更附带说明当时地球地理气

总总的博物馆有万余间，东北部

候，全而不杂，分而不乱。

地区尤为集中。以纽约为中心，周边华盛顿
特区、费城、波士顿有各类博物馆，或大而
全，或小而精，或专自然科学，或重历史人
文，莫不令人流连忘返。一花一沙，尚可窥

雄厚的物力财力只能助其自然博物馆之
规模，展示和解说的方式方显其内功深厚。
唯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灵活的科学思维，才
能让此类博物馆深入浅出地展示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何况此间陈列皆属精品，驻足玩

才能启迪世人，推动民众求知及求真。在两

赏，更令人有俯仰天地，流连古今，以须臾

岸三地参观过一些科技馆，常迷失于各种晦

纳永恒之感。

涩术语和表达，不知所谓，不明所以。由此

先说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想到，在儿童科学读物方面，通常是英文书
籍活泼有趣，华文读物比较艰涩难懂。狮城

先说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儿童就算母语不弱，也不愿阅读华文科学书

窃以为美国以美国之科技实力和庞大

籍，还真是情有可原。美国的自然科学博物

财力，此类博物馆馆藏之丰，规模之大自不

馆，和美国的一些优秀儿童科普读物一样，

待言，但最令人敬佩的是其结构之清晰精

懂得如何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再加上骨子

当，解说之生动通俗。华盛顿特区自然历史

里的美式天真和幽默，竟然也能使我等自

博物馆“人类进化”展区，分步展示人如何

然科学盲兴味盎然。

由猿猴开始使用工具、直立行走、孕育语

人们向来认为，东方文化崇尚“天人合

言系统等完整过程，各种考古骨骸、工具、

一”，更亲近自然；而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

实物模型和3D动画互为辅助，解说词明白

是二元对立的，讲究“挑战自然”、
“征服

晓畅，八九岁孩童也能大致了解其意。参观

自然”。事实并不决然如此，在近代工业文

民众更可通过玻璃墙，一窥驻馆科学家如

明兴起之后，很多西方的智者都意识到自

何修复文物化石。每个工作台前皆有活泼的

然之可贵，梭罗称人类需在敬畏自然的基

文字说明此项工作内容，更有屏幕直接链接

础上与自然共处，爱默生更相信人与自然

到科学家的显微镜，让你拥有特别参与感。

存在精神对应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

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规模居世界之首，亦

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国家的科技和工业

是热门电影《博物馆惊魂夜》的拍摄场地，

迅猛发展，自然界被极大利用，甚至掠夺

其海洋生物和恐龙展尤为知名。别家博物馆

式开发。与此同时，仍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

恐龙展最多一两个展室，唯此馆有绰绰然三

到自然之可贵，并推动了早期环保事业。美

大展厅，从三叠纪到侏罗纪到白垩纪，时间

国人约翰•穆尔颇有徐霞客之精神，走遍美

线清晰，每段分开说明角、脊椎、尾、牙、蛋

西山水，撰写大量书籍，并倡导建立优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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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家自然公园。而与他结为好友，
也是狂热的自然爱好者的老罗斯福
总统，则在20世纪初就从制度上建

再说文史艺术类博物馆
再说文史艺术类博物馆。

科书所见之经典画作。其感触真如
顿入宝山，既喜且惊。美利坚其兴也
晚，但美国人可在自家博物馆欣赏历

立了美国的资源保护政策，在其任上

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东北部此类

设立的美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博物馆之豪阔。狮城诸博物馆常从

比所有前任所设的总和还多。纽约

世界著名博物馆借展，近年来陆续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入口大厅巍峨

看过印象派绘画、古希腊罗马雕像、

的侧壁上，铭刻着罗斯福的几句话，

徐悲鸿画、木乃伊、三星堆等等。尤

入馆群众莫不仰视：
“自然所蕴含之

记五年前新加坡博物馆（Singapore

神秘之沉郁之魅力，非笔墨可述。若

National Museum）的“梦想与现实”

汁原味呈现。这些房间来自英格兰、

一国能将自然资源作为传承后代之

画展，许多国人争睹二三十幅法国印

苏格兰、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中

资产，使之增加而非减少其价值，则

象派名作，可谓城中盛事。而在费城

国等地，时间跨度从18世纪到20世

国运昌隆。环保不单是保护，更是发

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尤其在

纪初。伦敦有一处名师设计的18世纪

展。”如此对自然的热忱和尊重，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莫奈、梵高、塞

新古典主义风格居所，原为某伯爵所

之科学求真的精神，或许才是美国

尚、德加斯等名家名品，只是稀松平

有，至1930年代其后人变卖家产，美

自然类博物馆能够如此引人入胜的

常，数量之多需用展室计算。常常在

国人如获至宝，悉数购买。如今会

最深层原因。

不起眼的角落，就能撞见往日于教

客室在费城艺术博物馆，餐厅在大都

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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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长河中无数人类文明珍品，令人颇
为感叹。
除单件艺术品外，这几大博物馆
的豪阔体现在若干整体展览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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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博物馆，伦敦据说还空有该建筑外
墙——颇有此地空余恨的即视感。和
博物馆其他藏品一样，这些整体展品
或由私人馈赠，或由博物馆购买。这
不仅显示出美国民富国强，更显示出
该国虽无丰厚历史传统，但在保留文
化遗产上面，却充满后进者的谦虚与
热诚。公共博物馆最先发源于17、18
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原只限于特
权及中上阶层，法国的卢浮宫在大革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塞克勒（Sackler）厅

命期间首先向普罗大众开放。美国则
凭借日益雄厚的财力，大量收集世界
各地的自然、艺术珍藏，在19和20世

亲苏拒美，美国还取消了阿斯旺水

一明君，未曾想近千年之后，其为数

坝贷款，按说两国关系并不亲密，埃

不多的书法作品竟流落大洋彼岸。大

及政府想是的确出于感谢美国在建

都会有整幅元代壁画《药师经变》，

坝过程中保护文物的贡献而赠。埃及

法相慈悲，大气恢弘，来自山西洪洞

同时也向西班牙和荷兰赠送了建水坝

县广胜寺，曾因其是否强夺而来引起

需迁移的古神庙，但如今唯在美国的

争执。后经查实此壁画乃该寺僧人

传承。美国博物馆丰富庞博的馆藏，

丹铎神庙影响力最大，相信与美国博

于1920年代变卖，辗转流入美国收

精心设计的解说词，甚至为儿童特

物馆成熟专业的文物保存和社会教

藏家之手。更有资料显示山西同时

别制作的导览器，都充分诠释了这种

育不无相关。

期壁画因保护不力已近损毁。如此

纪之际密集建成许多高规格博物馆，
且向所有市民开放，如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等。可见，
美国文化并非只有高度商品化的迪士
尼和泰勒•斯威夫特，其内核仍是对
人类文明和自然世界的尊重、保护和

对文化的虔敬和理想主义精神。美

像很多西方博 物馆一样，美国

国自是财大气粗，才能在博物馆建

博物馆中来自古老文明，如希腊、亚

设方面后来居上；然反向推之，繁荣

述、印度、中国的文物数不胜数。人说

发达的博物馆系统，又何尝不是在

卢浮宫的展品一半是抢来的，大英博

某种文化和精神的层面助推了其国

物馆根本是赃物馆。曾抢劫和烧毁了

力之强悍呢？

圆明园的英国人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

殊途，相信令不少龙的传人在观赏馆
内中华文物时五味俱生，意气难平。

最后说博物馆英文词根
并借以解题
放下历史屈辱，着眼于人类文明
之连绵浩瀚，优秀的博物馆无疑为了

美国博物馆的豪阔，当然也体现

金，就在19世纪初几乎拆毁整座雅典

解人类和自然的古往今来提供了依

在其丰富的古文化藏品上。大都会博

巴特农神庙，强夺所有雕像。这些石

凭。正如博物馆英文词根来自“谬

物馆镇馆之宝——丹铎神庙，一瓦一

像如今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而雅

斯”——智慧之神，博物馆凝聚着人

石皆由尼罗河畔运来复原。神庙展厅

典的卫城博物馆只有仿制件。美国

类文明之延续，价值之递进。英国诗

全由玻璃和不锈钢建成，高挑敞亮，

博物馆虽然没有“额尔金石”那样臭

人布莱克的诗句Hold infinity in the

充分引入自然光线，周围环绕水池

名昭著的展品，相信藏品中也有不少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以寓意尼罗河，诺大的神庙，在室内

是混水打劫，巧取豪夺而来。曾在波

an hour，似乎相当能点出博物馆之

也全不见局促。当纽约的阳光，穿越

士顿美术馆偶遇宋孝宗书团扇面一

奇妙处。遂借宗白华先生之译句为此

墙外中央公园的葱笼绿意，在两千

幅，录苏轼诗句“平生睡足连江雨，

篇之题：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

年前的埃及神庙上跳跃，真令人有时

尽日舟行擘岸风”，秀雅端庄，古意甚

空倒错之感。据称神庙乃埃及政府

浓。宋孝宗赵昚为岳飞平反，励精图

1965年赠送。彼时埃及纳赛尔政府

治，有收复中原之志，被称为南宋第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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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唐僧取经》，是罕见的佛教人物连环图

╱ 文  : 庄永康

唐西域行，变！
—
—          
           明《西游记》
想

必是猴年的关系，柔佛海峡两岸最

（Ramayana）中的神猴，与《西游记》齐天

近都掀起了《西游记》热。或更确

大圣的一些渊源。

切来说，是美猴王孙悟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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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峡这边，笔者受新加坡文艺协会

    上一期《怡和世纪》，马来西亚南方大

邀约，6月下旬到榜鹅育德中学，为全国中

学学院中文系安焕然教授发表《从哈奴曼到

学生华文文艺营，讲“《西游记》的前世今

孙悟空》一文，介绍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生”。趁着讲座的馀温，请让我把资料重

整，为大家讲述从现实到幻想，《西

徒的热烈迎迓。唐太宗李世民一见

后世学术研究者应该注意的古代中

游记》成书经过的前前后后。

情况，立刻展现政治家的大度，对玄

国之社会现实。   

奘“非法出境”不予追究，更表示赞

玄奘西行真人真事

赏他的成就，允诺成立大雁塔佛经翻

榆林窟“唐僧取经图”

这里牵涉的有两大脉络：其一，

译中心。小说《西游记》第一百回完

为了替玄奘的西天之旅作现代见

是唐朝僧人玄奘（公元602-664）

结篇，描述唐太宗把玄奘招为御弟表

证，也为了解开佛教在印度和西亚地

到印度取佛经的真人真事，如何演变

示亲热的着墨，并非完全出于虚构。

区千年来的兴衰疑团，台湾佛教团

为明朝小说《西游记》——而玄奘则
转化为书中主角唐三藏；其二，是印
度神猴哈奴曼如何给孙悟空的塑造
提供养分。

唐太宗是否如人所说，受玄奘精
神感召，信奉起佛教？照本人推测，
太宗见玄奘，更多的考虑是政治与宗
教上的交易。大雁塔翻译中心成立之

体慈济基金会属下《经典》杂志的同
仁，曾用了五年工夫，十多次寻访取经
路上的遗址遗迹，撰写、编纂、汇集
成上下两册图文并茂的《西域记风
尘》，出版于2003年。第二年，此书

先说唐僧取经，那是看得见、摸

前，玄奘应太宗之命，
“坦白交代”取

得着的历史事迹。因为玄奘西行十

经路上所见所闻139国的细节：这是

九年后回到中土，曾口述并由弟子写

《大唐西域记》的由来。《西域记》

书中特辟一章，解释从《西域记》

下一部《大唐西域记》；而他另一助

基本上是部游记，对取经沿途地理

到《西游记》的真实与虚构。的确，历

手慧空则根据师父生平，写下《慈恩

人文的纪录异常精确。不幸的是，它

史上的玄奘是个意志坚定、智慧无

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两

也成了后世盗宝者按图索骥的定向

边的高僧，西游记的唐三藏则颟顸

书都流传至今。

追踪仪！

无能、是非不分，两者相差十万八千

也在新加坡举行发布仪式。

里。但真实的历程，却多少也提供了

此外，玄奘回到唐都长安（今陕

有件事很值得一提。玄奘前往西

西省西安市），得太宗皇帝之助，在

域取经，固然是只身而行，以坚韧的

大雁塔成立一个翻译机构，把他携

宗教精神完成壮举，但路上经过的

比如沿途经过的火焰山，便是实

回的六百多部佛经制度化地译为汉

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带），恐怕

际存在的一个地名。笔者偕伴于公

文。大雁塔、唐朝佛经，尤其玄奘亲

才是个转捩点。高昌王麴文泰笃信

元2000年参与丝路之旅，也曾到此

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

佛教，恭请玄奘成为国师，但玄奘去

一游。拍照时，牛魔王和铁扇公主大

都有实体可证。

意已决，苦留不住，乃央他讲经一个

概午睡去了。

出生于隋代的玄奘，俗姓陈，早年

月，然后盛驾送他上道。

小说“想象”的原始资料。

至于沿途有妖魔想吃唐僧肉，或

出家，资质聪颖。很快的，他把当时留

高昌王所送，从金银丝绢大象马

蜘蛛精要与他交欢以求增进道行，

存于中土的汉译佛经几乎都读完了，

匹到随从人员，足够玄奘二十年路程

也并非完全子虚乌有。《慈恩传》卷

但却仍有许多疑问。于是，他苦修梵

之需。只可惜行至凌山，风雪凛冽，随

三载，玄奘来到印度恒河时，有一帮

文，一心要到西域— —即佛教发源

从死去三分之二。就是这么一个人情

信奉突伽（Durga）女神的河贼，洗

地印度，请教专家、研修原典，探究

味浓烈的高昌国，后被唐太宗以“不

劫船上乘客的同时也要杀一个英俊

根源。玄奘相信是在唐太宗贞观元年

愿臣服”的理由，派兵敉平。

美男子来血祭。玄奘请求就义之前

（公元627年）离开中土的。这时唐
朝立国不久，稳定与安全为第一要
素，关卡守卫森严，玄奘只好偷渡出
关。或许由于这样，玄奘出国时的纪

佛教自魏晋便已传入中国，唐朝
的开国君主们好像都比较开明，佛
教一时兴盛了起来。但信众一多，属

先让他念佛，祷告之际，天上突起狂
风，贼船也吹翻了。河贼害怕犯了天
怒而放人，唐僧渡过一劫。

于儒家的朝廷命官、政界群英便顿

最令人惊奇的，是敦煌研究学院

时加强警戒，原产国教——道教，也

为本书提供的安西榆林窟（在敦煌

一 俟玄奘取 经归国，就大不 相

予以抗拒抵制。大唐盛世，儒、道、

莫高窟附近）第三窟的“唐僧取经

同了：他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佛教

释可以并存，但其间也有矛盾，这是

图”（图6）。西天取经的唐僧，第一

录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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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是否如人所说，受玄奘精神感召，信奉起佛教？照本人推
测，太宗见玄奘，更多的考虑是政治与宗教上的交易。大雁塔翻译
中心成立之前，玄奘应太宗之命，
“坦白交代”取经路上所见所闻
139国的细节：这是《大唐西域记》的由来。《西域记》基本上是部
游记，对取经沿途地理人文的纪录异常精确。不幸的是，它也成了
后世盗宝者按图索骥的定向追踪仪！

次有猴、马相陪！这显示佛教东传到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页54

历二十年（1592年）的“金陵世德堂

了西夏（南宋）时期，取经的事迹已

有所综述。其中提到，书中第一节缺，

梓行”（梓行即木刻印行）。出版社是

附上神话色彩。

从第二节起，叙述猴行者幻化白衣秀

世德堂，校整者为“华阳洞天主人”，

“唐僧取经图”仅占巨型佛教壁

士，途遇玄奘，保护他去取经。诗话中

显然是个笔名。但作者呢？没印上。

画《普贤变》左上方的一小角。此画

的孙行者具有西游记孙悟空的坯形；

的“正神”是普贤菩萨。榆林窟的另

而深沙神也颇似沙僧的形象。

最初推断作者为吴承恩的是鲁
迅，1924年他写成了经典著作《中国

一经典壁画是《文殊变》，普贤与文

《西游记平话》，是元代“说书”

小说史略》，要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

殊，则仅是观音大士左右的神祗。由

人讲故事的文本。
“平话”相当于今

与历来尊崇的诗、文平等。尽管后人

此可见唐三藏在佛教信仰中“神格”

天曲艺中的“评书”。此书书名相信也

对推断吴承恩产生质疑，但却也提不

的地位。《西游记》小说中，唐僧、悟

是“西游记”名称最初的现形。

出更可信服的证据，因此鲁迅此说应

空遇到难解之劫，都要找观音娘娘
搭救，其中“逻辑”在此。

民间说唱借佛话西游
当然，上述种种，并不意味着明
朝《西游记》作者曾经参考过玄奘
著作，或到敦煌榆林窟做过实地考

今天能够见到的《西游记平话》，

是目前最正确的。

只留有两个故事，一是明初《永乐大

吴 承 恩 虽 活了一大把 年纪（约

典》中所载，唐太宗宰相魏徵“梦斩

1500-1582），但到老才考得一“岁

泾河龙”；另外是朝鲜古代的汉语教

贡生”之衔，仅做过小小芝麻官，故未

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保存的一段“

留下个人传记。鲁迅是根据吴承恩家

车迟国斗胜”。

乡的地方志，即江苏淮安府志历来的

察。事实是，从佛教壁画到小说成书

不过，
《朴通事谚解》里头有九条

纪录，说此人性敏多慧，博览群书，又

之间，中国民间曾流传过若干家喻户

注解，把《西游记》唐僧取经过程的

擅长写谐剧（戏曲），作有“西游记”，

晓的通俗作品，给《西游记》的书写

轮廓都勾勒出来，如初到师陀国界，

而作出推断。其他如手稿等等实据，

作了铺垫。学界历来对这些作品的考

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

还是付诸阙如的。

究与争论颇多，未能一一介绍，这里

怪……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

当时的学界名人胡适正在做《西

选讲其中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典籍。

儿，又火焰山、女儿国等。重要的是，

游记》作者考证的研究，得到周豫才

唐三藏一师三徒的取经团队已完全

先生（鲁迅的尊称）送来新发现的资

成形。专家如胡光舟认为，本书给西

料，因此给读者全文抄录。胡适与鲁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信是
南宋至元代“说经”人的话本。中国国
内早已佚失，日本有两种藏本。1916

游记作者提供“一个很好的胚胎”。

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将两种本子影印

说到这里须要交代：今天我们凭

出版，介绍回中国。有关此书内容，

据的西游记“正本”，是出版于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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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
支柱，对于《西游记》，他们作了挖
掘古代经典使之重现光辉的启迪。

神猴文化交流时空广阔
最后讲讲当今已成热门的课题：
孙悟空的可能“原型”——印度史诗
《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
当胡适1923年考 证，《罗摩衍
那》中的神猴能从老魔的右耳朵孔
里出来，因此有着“齐天大圣的背
影”时，确曾引起鲁迅的异议。（鲁迅
认为，唐朝小说《太平广记》中，便有
“大圣”无支祈出现。）但在造假与
扭曲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为了“扬鲁抑胡”，这场文学
上的小争论，却无限膨胀为民族大义
的鏖战，你死我活。无怪“文革”最终
酿成“十年浩劫”。
胡适和鲁迅都是人，不是神，我
们怎能要求他们跨越时空，为今人解

朝志怪之书”中，是没有的。只有翻开

塑造成这样一个勇敢大胆、敢于斗

《罗摩衍那》，其中楞伽国（Lanka）

争、生动活泼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的森林旷野，才完完全全是个罗刹

的艺术形象。”灵根孕育源流出，生性

国，成为了《西游记》里魔怪的百科

修持大道生，石猴出世，皆大欢喜！

词典。

笔者年前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

按《罗摩衍那》（即罗摩王子历险

作东南亚十国之旅，2009年在泰国

记）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成型，本是

曼谷看到一座时人创作塑像，真人

印度教经典，佛教撷取了其中故事，

大小，甚感震撼。跟随主人后面的肯

为其布道服务。据季羡林的考证，汉

定是个神猴，但前面走的却不像王

译佛经中的内容和《罗摩衍那》几乎

子罗摩，而十足是个行脚头陀：唐僧

雷同，神猴哈奴曼的形象于是传入

与悟空，这岂不是泰国版的西游记？

中国。接下来当然有宣扬佛教的“诗
话”和给大众讲古的“平话”等等。
季教 授 认为，否 认孙悟空与哈
奴曼等神猴的关系，那样做是徒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眼前的一
幕让我意识到，文化交流的广阔时
空，并不是故纸堆中的翻翻找找就
能体会到的。   

的。
“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作者在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说当时尚未在中华学界萌芽的“印

   

度学”？

     
活在当下的笔者，有幸在1998年
仁定巷报业中心的吴德耀文化讲座
上，听了国际汉学家柳存仁（19172009）华语讲座《中国传统小说与
社会》，并细读了柳教授1996年在台
北研讨会上发表的《神话与中国神
话接受外来因素的限度和理由》，才
对这个问题看出点眉目。
柳教授说，他也要等到1984年
季羡林（1911-2009）先生从梵文把
《罗摩衍那》全部译出（共七大卷），
并同时参照了英文数个版本的《罗
摩》，再比较《西游记》，才能下定
论。
他指出，鲁迅 所 说的无支祈充
其量是个水猴，生平只降服过一个
“水母”，与孙悟空的千变万化相差
甚远。而《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
还有各种法术，在鲁迅所提到的“六
安西榆林窟“唐僧取经图”（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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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编“得窖”的故事
上

期我讲到外婆给我讲了一个关于

在近代，谈到可圈可点的炮制一定要

“得窖”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就叫

提到“学习雷锋”，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发

王二。

本期我接着聊一下编“得窖”类故事的
重要伎俩。编好“得窖”类的故事通常要有
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理论或道德够强大，
或真伪难辨，或深得人心。再就是偶像炮制，
让人易于操作和膜拜。

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几十年来，
中国沈阳部队湖南籍汽车兵雷锋成了家喻
户晓的学习榜样和偶像。据说，雷锋在一
个短短的假期就捡拾了数百斤粪肥，有关雷
锋的一切传说都和捡粪故事一样让人难以
置信。但在当年却成功地在人们心中树起一
座“雷锋塔”，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度过勒紧

炮制偶像
每个故事都有主角，但类似“得窖”的
故事需要的是偶像。王二就是偶像，一则他
“自强不息”，二则他“前世积德”，三则他
“感恩图报”。他成功地自我炮制了偶像，好
让群众们吹捧得有理有据，不仅可以堵上悠
悠众生之口，自己也图了个“心安理得”。偶
像“王二”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曾出现过。
在普通民众中辨识度最高的“偶像”当
属岳飞、关羽，拜关老爷，建岳王庙比比皆
是，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造神”范
例。
尽管岳飞之死无非就是政治需要，关羽
更是刚愎自用，误了卿卿性命。但他们仍被
捧到如今庙堂级的地位，不能不感谢历代统
治者不遗余力的宣传。要知道统治者呼唤忠
诚以保江山永驻，是真心实意，但忠诚也让
他们感到厌恶，因为忠诚会导致两种情况，
一是惹人嫌的直谏良臣，让主人时时刻刻被
大道理捆绑不得自由，二是忠诚必是各为其
主，换个主子就必须肃清旧部。这也是为什
么他们总是一方面痛砍忠诚的“脑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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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腰带的岁月。改革开放后，人们才逐渐对
雷锋事迹提出质疑，这座高塔也随着时光
流逝逐渐“坍塌”，但更荒谬的事情出现
了。在1981年4月1日，一则关于美国西点军
校学雷锋，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假新
闻出街，而这个假新闻居然被一再传播，连
锁效应发生了，雷锋故事再次被当作无私奉
献的典范，让民众效仿学习，却无人在乎新
闻的真假。
由此，我恍然大悟，原来“雷锋塔”在
当权者和人民的心里还未曾彻底地倒掉，
因为他的价值还在。
如果看到以上的例子，就以为炮制偶
像是中国的特产，那就大错特错了。最近
美国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特朗
普可谓是一匹政治黑马横空出世，每日大
放厥词，天天今日头条，
“特朗普现象”已
经是2016年的热词，各地媒体更是对他嘲
讽声一片。但就是这样一位口无遮拦、政
策激进、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大亨却一
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真让全球人民大
跌眼镜。

方面又要忙着给忠诚树牌坊，周而复始，永

我也是疑惑了，怎么远隔着大洋，他就

无休止。因此岳飞被杀了，关羽被杀了，但忠

得了“得窖”的精髓呢？看看特朗普的众多

诚的大旗永远不能倒，所以这两个标杆就一

无厘头理论，似乎与美国自由平等的基本人

直树着，在何朝何代都不会过时。

权相左，实则这个美国竞选史上最大的大嘴

巴，只是反其道行之，说出了很多人

说是神来之笔。同理，生活中有些理

人性即是如此，人们常常喜欢把

想说不敢说的话。选票说明了民意，

论与道德对很多人而言名为伦理规矩

责任强加给别人，在谈及自己时总有

选票证明了他的竞选策略无往不利。

实为枷锁，毅然成为了强奸他人意志

说不完的特殊性，即便在要求他人做

屡试不爽的棒子。  

一些自己根本就做不到的道德要求时

也许3k党的幽灵在美国大地上从

候，也都能表现坦然，实在是匪夷所

来都没有消失，它在中产阶级数量持

去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恐怖袭

续减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美

击事件，第二天，全世界都在为遇难

国白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走向感到担

者哀悼的时候，台湾艺人范玮琪却

忧，还有恐怖主义的无孔不入的种种

不合时宜地在微博上晒出孩子的照

阴霾下再一次悄然壮大，已经成了一

片，瞬间大批网友恶语相向。事后，尽

部分美国人的心声。而特朗普和他

管范玮琪发表了为遇难者祈祷微博，

看到马云和范玮琪的“遭遇”，不

的团队，如果他有团队的话，就恰恰

却仍然众怒难平。这已经不是她第一

要以为被道德绑架是公众人物的事

利用了这一点，特朗普现象也是美国

次因为“晒娃”被骂。当然作为公众人

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随

民众对政治失望的一种宣泄，他成了

物，微博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私人领地

时随地都可能被道德的板砖砸到。

一部分民众的代言人和敢于直言不讳

的意义，具有传播和示范效应，因此

你可能听过这样一些话：年龄大

的英雄，即便词不达意，思想空洞，

大家才对她的言行有所要求本属正

的孩子就该让着小的，怎么这么不懂

笑话百出，他也仍旧是美国政坛上的

常。然而，在网友们激烈甚至恶毒的

事；他都这么可怜了，你必须给他机

“一缕春风”。这像极了那个澳洲政

言论中不难看出，批判已经不只停留

会；你那么有钱，借我点钱还好意思

坛极右政党一国党的前党魁汉森，

在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层面上，而是成

要？你有车就不能跑一趟，自己都这

她于1990年代大力反对亚洲人移民

了众人宣泄情绪的出口。在道德的大

么方便了还不能方便别人，好自私！

澳洲，也借此在1996年获选为国会

衣帽下隐藏的实则是非理性的责备，

你怎么还不结婚啊，我和你爸还能

议员，刚过去的大选她东山再起，还

只要你没做大家正在做的事说的话，

安享晚年吗？你不要选艺术专业，出

有了不小的阵容。她从政首场演讲中

你就是不道德。这样的道德批判貌似

来肯定找不到工作，我们这是为你

便警告澳洲可能被亚洲人“淹没”，其

占领了道德伦理的高地，实际上却是

好；她年轻漂亮这么有钱，肯定不是

带种族歧视的言论激起国际不满，但

道德绑架，宣泄的是对“我痛苦你居

什么好人……如此种种，有没有一种

同时也让很多人满意了。

然幸福”的不满。

很熟悉的感觉？

思。其实仔细看逼捐的本质是道德要
求？还是社会贫富差距带来的焦虑？
当然如何缓解这种焦虑，是更值得深
思的问题。

尽管跨越三国，在世界不同角落

类似的事情不是少数。中国天津

道德虚无主义者认为道德来自

的特朗普、汉森、和王二们都无一例

港爆炸事故中的“逼捐”马云。爆炸

于构建，是一套人造的复杂规则和

外地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貌似

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开始到阿里巴

建议。道德信奉者可能在心理，社会

匪夷所思的行径有着深刻的理由。

巴的创始人马云的微博留言，指责马

或经济上占据优势，但道德本身不

可见树立偶像不管是自我成全还是

云为何不捐款。要求马云捐款理由无

具有绝对实在性，它甚至不具有相

假人之手，都是行之有效，而且影响

非是：你有钱，所以你应该捐！这些素

对实在性。

深远的编故事的方式。

昧平生的人对马云捐款表现了超乎寻

而我认为，缺乏对个体人权的尊

常的期待，甚至都等不及马云作出正

重的要求，缺乏辩伪的评论都是伪

式回应。尽管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

道德，对人的伤害丝毫不逊于真正

如上所述，王二“得窖”传奇不仅

另一个人一定要从事慈善事业，即便

的绑架。然而日复一日，很多人却乐

有感恩报恩的贤德，更有前世善行的

这个人很有钱，大家仍然像打了鸡血

此不疲，披道德的外衣以种种心态

轮回因果，种种论据都与当时的道德

一样亢奋地逼捐。说得好听是公众对

伤害着他人，非逼别人为“道德”牺

价值观相当契合。社会普遍认可的道

慈善事业的殷切期待，实则强迫别人

牲，却不知总有一天，挥着“道德”

德基础，被王二精明的借力，成就了

做非强制性义务的事情，欠缺了对人

大棒的自己也可能变成道德“被告席

传奇故事的道德理论基础，不得不

权的最基本尊重。

上”的炮灰。

挥舞道德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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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高大上理论棒子
比起处处 好用的道德大棒，理
论大棒明显在编故事的技巧上更胜
一筹，也更有“欺骗性”。往大了说，
可以追溯到曾经很了不起的进化论
（又称演化论），作为影响最广泛的
科学理论，也成了生活中很多“故事”
的理论垫脚石。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进化
先后”及“过渡物种”的问题大部分
没有得到证实，主要原因在于大部
分寓言中的过渡物种都没有找到完
整化石，包括与人类祖先关系密切
的南猿和古猿及古类人猿和直立行
走的猿人之间的完整过渡化石，动
摇了进化论的根基，这也是生物研
究界的共识。
尽管如此，进化论不仅作为生物
学的重要分支得到重视和发展，其
思想和原理在其它学术领域也得到
广泛的应用，并形成许多新兴交叉
学科，如演化金融学、演化证券学、
演化经济学等……原因何在？资本主
义竞争机制的内在需要，应该是最根

子— —股票市场，股票最初的起源

果编故事也有道德的话，那么故事中

是由于欧洲在17、18世纪时候，各国

“非零和博弈”的成分多一些，也就

打仗打到一穷二白。没有钱继续扩张

不失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和发展怎么办呢？一些聪明的欧洲人
想到了办法，那就是打白条，这个白条
就是发行战争债券圈钱，但后来还
不起又怎么办？那就让白条可以自己
交易吧，因为只要交易就有价值，那
白条就是现金流，只要有现金就有
人投资，于是就有了股票市场。那到
头来谁埋单呢？就是我们今天常说
的接盘侠，最后砸谁手里谁埋单啊。
现代强大的股票金融体系的游戏规
则，无一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
但股票市场迎合了人们逐利的本性，
也让这个白条市场一路玩到现在。
也许理论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
们不过是存在于正史和野史之间的
矛盾体，在正史里它们光鲜亮丽，真
诚正义，在野史里他们精明势利，龌
龊不堪。也许真相不止一个，却也只
有一个，那就是在名利瞬间易主的世
界中，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都需要
用尽一切资源来保持自己利益的合
理性。

本的诱因。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已经像

如果编故事也有道德

癌细胞一样扩散到我们的生活方方

当我们初听“得窖”只道是村民

面面，最可怕是将进化论运用在遗

愚昧可笑，我们却错了，不知那只是

传学上，导向种族、血统决定论，尽

貌似愚昧的狡黠。再看“得窖”，只

管大多数遗传学家，都反对含有进

道这样的小狡黠有点自欺欺人的幼

化意义的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但

稚，可惜又错了。我们的生活中处处

希特勒仍旧在人种论的外衣下肆无

都是“得窖”的故事，只是有时被愚

忌惮地对犹太人进行财富的觊觎和

弄了还不自知。

生命的掠夺。

面对披着各色外衣，一边塑造偶

如果说进化论是自然科学的研

像，一边挥舞理论道德大棒的“得

究理论遭不当使用，那在我们的日

窖”故事。我们很多时候只能被政

常生活中，一些由果而因地硬造出来

策绑架，被规则绑架，被人情绑架，

的理论更是俯拾皆是。最典型的例

被潮流绑架……但从另一面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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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
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
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
一分，非零和博弈反之。
比如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做法，马
云被逼捐等就是零和博弈，而进化论
之于社会竞争，股票对股民获利就是
非零和博弈。很多政策，法规，个人英
雄主义之所以可以长久有效应该都
是得益于此吧。
故事说到这里似乎太多的负能
量。可我们要相信世界虽然很复杂，
却在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发展，不
是吗？互联网时代的好处就在于它
建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资讯世界，让
很多人和事都不得不跌下神坛，如此
那些故事说多了的人，心里必然会生
出梦魇来，世世代代跪拜“仙人”是
必须的了。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音乐真实地纪录了时代
本土纪录片《我们唱著的歌》观后感
╱ 文  : 刘安安

相

信许多人跟我一样，是第一
次掏腰包买票进电影院观

看本地有心人拍摄的本土音乐纪录
片《我们唱著的歌》，片长128分钟，
教人看后凭添四“多”，即“感触多、
感慨多、感动多及思绪多”。
首先，个人无端端想起中国文化
人王蒙曾这么说过，在中国现代史的
国共内战中，共产党为何能够打败国
民党，因为共产党解放军有鼓励士
气的军歌。
当年南大诗社的莘莘学子，在时
代肃穆氛围之低气压笼罩下，将有写
诗能力和有谱曲能力两班人马凑合在
一起，无心插柳地开创了本地的原创
歌曲的先河，它谱写着在“改朝换代”
下华校生的款款心曲，对找不到北斗
星在何方的那代人来说，似乎是成了
众人心灵的安慰剂。

这是失望之冬，这是希望之春；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面前有
着各样事物；
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人们正在直
登天堂。”
先哲明示：
“祸兮乃福所倚，福
兮乃祸所伏。”说白了，坏事变好事，
好事变坏事，好与坏没有绝对性。在
最坏的年代，好多华校生在无路可走
的情况下，印证了路是人走出来的道
理，自己走出去找到了出路。反讽的
是，在最好的年代，国家步上正轨，
领导人尚得苦口婆心地劝导人民走
出恋栈的舒适圈（Comfort zone），
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further, it was only because I
stoo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走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教人缅怀
一代人的歌声，谱写了时代的青春。
那年月的滥觞是，在一刀切之后，再
加上金字塔尖端牢牢地掌控着由上
至下的话语权，将当初民间之个体及
社群自下而上所焕发出来的自然活
力及灼热能量给灭掉了，成了当代的
一大憾事及带来深远的影响。这造
成近乎半个世纪里，本地人给外人
的集体印象及特征是，同一个母模子
印出来的产品。评价是“一板一眼，不
善言词”、
“由下至上，不善脑筋急转
弯”、
“欠缺人文素养的经济动物”

南大诗社在威权时代的一刀切的

等等。耳边又响起中国近代大师级

政策之下，成了绝响。没想到，应验

人物蔡元培之启示名言：
“与其守成

了“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一定会为

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

你打开另一扇窗”的启示。在初院里

个性。”祸兮？福兮？福兮？祸兮？罢

这又让我想起英国文豪狄更斯在

从华校生转型为英校生的一批批学

了，拾人牙慧的一句话，足以画龙点

其著作 《 双城记 》 里的名句，个人

生，利用华文华语来进行创作歌曲蔚

睛并概括为全文之总结一一“音乐，

斗胆地将一前一后对比的字句之先后

成风潮，歌唱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

比新闻更真实地记录了时代”。

次序加以对调以迁就个人的论述。

冒出头来，加上社会上的有心人及贵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
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智慧的
时代；
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信仰的
时期；
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光明的
季节；

人及时地给予机会及提携，造就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几位新谣的中坚份子。尤甚，几位中
坚份子因缘际会成了本地华语流行
音乐的大腕及教父级人物，并带出了
几位能够站在华人世界流行音乐的舞
台上，与别人争一席之地的歌唱表演
之佼佼者。正如牛顿所言：如果说我
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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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闯入者”
╱ 文  : 刘安安

被

誉为中国电影新生代导演行

编导赋予它层层寓意，耐人玩味及

起”的消极 方法 去应 对。还有，又

列之代表的王小帅，其执导

拍案叫绝。

得面对同辈或同侪的“闯入者”，

的电影《闯入者》，可说是别具一格，
集悬疑、惊悚、伦理、写实、前卫等几
种电影元素于一体，衬以一个有迹

从“闯入者”角度切入，比较澳
洲与本地社交文化的差异

可循的大时代背景，故事以小见大，

“闯入者”教我自然而然地联想

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生的无奈

起，经老校友介绍认识的一位命好

与叹息。

运佳的新朋友，进出本地及外国的
房地产得 心应手，目前处于半退休

电影情节片段，带出“闯入者”
的层层寓意

状态，生意托人管理，长大成材的儿

整部片子的主角是个满头白发

鸟般随心所欲的生活。她说起在澳

的老媪，老伴已过逝，独自坚守着老

洲平时的生活起居，与本地是大不

屋，不跟二个儿子同住。老人家近日

相同的。澳洲人在周一至周四，工作

为家里的不吭声的骚扰电话在生闷

之余的时间是不会去安排约会的，

气，更教她气上加气的是，大小儿子

甚至连一通话家常的联系电话也一

及大媳妇，都认可医生的说法，这是

概不拨。这个作息的时间概念，潜移

孤独老人常有的心理失调现象，而

默化到父母与成家的儿女之间的往

没有用心去聆听及重视她被不吭声

来。她入乡随俗，一听到不该响的电

的骚扰电话所造成的困扰。又，她老

话声，八九不离十，就猜得到是儿女

是有事没事就往大儿子的住家跑，

有求于她的求助电话，多为劳驾她到

扰乱了大儿子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规

他们的家一趟，守候着已预约好的维

律与节奏。还有，她也不管三七二十

修人员按日期和时间来报到。这对本

一，时不时给有个“爱人同志”的二

地的老一辈来说，是闻所未闻并且接

儿子的理发店送餐食，搞得二儿子浑

受不了的新鲜事。

身不自在。

女皆选择移居澳洲，自己过着如同候

只 能 睁只 眼 闭 只 眼，不 与 他 们 一
般 见识，最 多 在 背后 给 他 们 贴 上
“白目者”的标签。
步入二十一世纪的现今世道，一
切以经济挂帅，由上至下奉为圭臬，
结果开出恶之花，世上的国家有者虽
已从“一穷二白”的年代跨入到“丰
衣足食”的世代，但由于上下的脑袋
（思维）跟不上钱袋（经济）突飞猛
进地发展，社会中“穷到只剩下钱”
的暴发户愈来愈多，位居金字塔顶端
仍旧是高高在上，扮演着“闯入者”
的狠角色，罔顾社会中产阶层有识
之士的脑袋跟钱袋经已一起并行成
展，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尊严、丰富
性、包容性、多元性等等价值观、人生
观及话语权。而执牛耳之人顽固地视
知识份子为异议份子，将他们归类为
爱唱反调、制造麻烦事端的“祸水”，
殊不知“草民时代”、 “莫谈国是时
代”、
“愚民时代”、
“威权时代”、
“
极权时代”已没有了市场，政治国事
及国计民生已经不是少数专属人士
方能触碰的课题，自家犹固步自封

段，教我印象深刻，咀嚼再三。闯入

脑袋跟不上钱袋，高层的“闯入
者”继续持“乾纲独断”古法
横行

老妪生活的不吭声的电话骚扰者，

我们这一代在二战后“婴儿潮”

松或太紧，鸟儿会飞走或窒息而死

是名副其实的“闯入者”；对大小儿

出生之辈，大半辈子都 得面对“闯

的陈腐思维，完全没有自信可言，根

子和大媳妇及小孙子而言，说来就

入者”，诸如家族的长辈或职场的

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懂得破旧，

来，闯入并扰乱他们生活空间与节

上司，随 时 都 可闯 入 小 辈 或 下属

怎能立新，更遑论“苟日新、日日新、

奏的老妈或婆婆，何尝不是个不请自

的 空 间 指 手 画 脚，身为 小 辈 只 能

又日新”。            

来的“闯入者”。片名取“闯入者”，

忍气吞声，并采 取“惹 不起、躲 得

这些电影情节中零零碎碎的片

地采取老掉了牙的“乾纲独断”之古
法，手里紧紧地攥住鸟儿，又深恐太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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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刘培芳

约瑟林让全国欢腾！
期待的那样，高举国旗，绕场炫耀。他可是
突破了自己、也创造了奥运历史的记录啊！

我国体坛也应该重新探讨对体育
运动员既有的训练方式，为各领域的
体育运动注入强心针。从国外聘用更
多杰出专才来新指导训练，或定期将
运动员送往外地吸取经验，以达到
观摩、启发和激励的效用。

碧波荡漾、水花四溅，从美丽蝴蝶以
50秒39神速冲抵终点那一刻开始，新加坡
全国沸腾起来了，平地掀起一阵阵约瑟林狂
潮——回国机场的英雄式欢迎；国会议事厅
堂全体起立鼓掌，正式动议肯定他对新加坡
的贡献。没有政治人物以外的国人曾有这样
的殊荣，只有约瑟林！
乘着开顶大巴士，全岛多处作胜利游
行，万头攒动，人人欢呼、喝彩、拍照、尖

星

期六早上，有幸在第一时间见证了
一幕振奋人心的历史！是的，我从

来没有那么激动过。

叫，跻身一起到他最爱的小贩摊，尝一口
炒粿条，喝一口“恐龙美禄”。一夜之间，约
瑟林成了全民偶像！岛国最闪亮的名字，城
中最耀眼的星星！

约瑟林实现了梦想，却那末低调

没有人不爱约瑟林，没有人不为他感

来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现场直

到 骄 傲！情 绪 高 涨 到 疯 狂，人们 手 机简

播：21岁的我国游泳健将约瑟林，在男子百

讯异常忙碌、有趣玩笑也不少。其中一则

米蝶泳赛中勇夺冠军，击败他多年敬仰的偶

说，
“Every child loves “Schooling!”，家

像——美国飞鱼菲尔普斯。一举成名，为新

长们真开心，孩子们都爱去学校了！

加坡赢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电视屏幕上，约瑟林上台领奖，新加坡

他是新加坡多元特色的最佳例证

国旗冉冉升起。国歌前所未有第一次在奥

Joseph Schooling祖先的姓氏确是有

运会上奏响！《前进吧，新加坡》从来没有

些特别，假如不是因为他成为奥运明星，或

像今天这么好听、这么叫人感动。他脖子上

许没有多少人会去注意这个姓氏的来源，或

挂着金牌，右手抚按左胸口，欧亚混血的

许还有人以为他祖上是林姓华人呢？

深邃双眼，圆溜溜炯炯有神。他笑意浅浅，

如果音译，Schooling应该译作斯古

略带稚气的羞涩，随着满场回荡的国歌，口

林。而他取了个较汉化的中文名，很融入新

中念念有词。心中应满是兴奋和激情的，可

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上网搜寻，得

他情态却那么镇静、谦逊，没有亢奋、没有

知Schooling是安格鲁萨克逊英国人中最古

热泪盈眶。

老的姓氏之一，祖先源自大不列颠东部约克

电视机前，我反而是情绪波动、眼眶湿

郡Scholes村，经世代繁衍，族姓到了不同

湿的。他实现了梦想，带来全民荣耀，却那

地方变化出不同拼音，如Scholl，Scholles，

么低调、有教养、毫不张扬，没像一些人所

Scoyles 和 Schooling等等。其中最为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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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应该是创立英国著名足部护理

们无法假设。虽然人们的情绪反应

我们纳闷的是，如果政府有能力

品牌的Scholl了。

可以理解，却也无需质疑“雇用兵”

花巨款去请外援，为什么却无法以同

的价值和表现。外援确是已尽全力，

等的能力和胸襟，去栽培本地如约瑟

争取最好表现，也曾在北京奥运会

林这般深具潜质的人才？为什么让父

和莫斯科乒乓球世锦赛上先后夺得

母历尽艰辛自掏腰包，苦苦支持孩子

亚军和冠军。

的志向？到底我们的体育人才培训制

我们这位1996年才在新加坡出
生的Joseph Schooling，如今已经
在互联网家族姓氏起源的词条里，
与另两位已作古的名人（美国教育家
Dr. Herbert Schooling 以及英国芭
蕾舞蹈家 Elizabeth Schooling）并
列齐名，了不起啊！

度出了什么问题？

是时候检讨我们的体育人才培训
制度了
这回约瑟林夺金，让我们看到一

如今得到奥运金牌，国家给了约
瑟林百万新元奖励金，但交税和回馈
新加坡游泳总会之后，所得还是无法

大家都说，约瑟林是真正的新加

个从4岁开始学游泳的孩子，因为对一

坡之子！68岁的父亲Colin Schooling

项运动的痴迷和热爱，奋斗17年终于

也出生成长于新加坡，祖上血统结合

修成正果的励志故事。年仅7岁时，这

应该是适当时候了，好好检讨我

了英国人、葡萄牙人和犹太人，母亲

孩子清晨四点便自动起床，催促爸爸

们国民服役制度中对杰出运动员的兵

严锦美则是出生于怡保、已移居本地

带他去泳池训练，没有人逼迫，他就

役政策吧！记得当年的游泳健将洪秉

30年的华人。

是一个劲儿的喜欢！

祥吗？他曾经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五

所以说，约瑟林确实是 新加坡

从小，约瑟林就以美国泳坛无

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肤色大融合的

敌手菲尔普斯为偶像。13岁的时候，

结晶，是新加坡多元特色的最佳例

他首次邂逅去北京奥运之前到来本

证。和谐共处、互相包容，几代人生

地训练的菲尔普斯，便立志以这位

于斯长于斯，早已深深扎根于岛国这

大哥为学习榜样，决意像他一样、甚

片土地。

至还要比他更好。8年后，他不但实

正当我们为约瑟林深感自豪之
际，网络世界的议论却沸沸扬扬。竟

现心中梦想，还超越了自己心目中的
楷模。

然有人问他是不是新加坡人，害得

夺魁后，赛场泳池内外，约瑟林

他父亲必须录下视频，先以马来语，

和菲尔普斯频频热情相拥，两人脸

接着是福建话和华语，澄清自己是

上满是喜悦之情，叫人感动！真正的

真正的新加坡人。
“拢总人讲我是红

友谊、真正的运动精神，莫过于此。

毛？我是新加坡人啊！”  
另外有人质疑：假如是乒乓国手
李佳薇获得奥运金牌，会不会得到
同样的礼遇？网谈情绪各异，有人甚
至激愤不已，对政府重金引进中国
来的乒乓球员披上新加坡战衣出征
的做法，大不以为然。

真难得约瑟林有这样可爱的双
亲，为了栽培爱儿，完成他的愿望，他
们变卖澳洲的房产、动用大笔储蓄，
7年里总共花费130多万新元，将爱
儿送往美国受训和上学。面临18岁
国民服役的年龄，他们更费尽九牛二
虎之力，苦等多年才得到国防部批准

约瑟林土生土长，为国家挣得殊

延缓服役申请。原应在本次奥运会后

荣，自然令我们骄傲，而归化新加坡

被征召入伍的他，荣归后已经获国防

的外来运动员，倘若同样获得奥运

部批准，再度延缓服役至2020年东

金奖，国人反应会否那样疯狂？我

京奥运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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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父母十多年来财力上的付出。

十米自由泳选手，可就在事业巅峰时

31岁的飞鱼，在奥运史上得过26枚奖

这些天，我重 复一 遍 又一 遍看

入伍当兵，中断训练，从此错过宝贵

牌，其中22枚是金牌！如今约瑟林刚

“蝶王”水中奋进夺冠的视频，当初

的黄金岁月，无法再攀高峰。

摘金，就得“蝶王”美誉，将来要走的

的紧张、刺激和呼叫，也许已经沉淀，

路还长呢！我们坚信他将努力不懈，

但激情依然。还在视频中，随着他的

再创新高。

父亲科林当天看现场直播那样，一

可否考虑让表现优异的运动员，
以专业运动赛项的集中训练来取代

同欢欣、一起感动！

兵役？那些夜以继日不断挑战高水平

我国体坛也应该重新探讨对体育

的刻苦训练，应该不会比一般军训来

运动员既有的训练方式，为各领域的

科林先生对着电视屏幕向儿子送

得轻松。如果当局能让一些18岁公民

体育运动注入强心针。从国外聘用更

上飞吻，说道：I love you！you have

以特殊的身体健康理由，从事相关文

多杰出专才来新指导训练，或定期将

done a nation vey proud！是的，我

职以替代军训，没理由不许运动员以

运动员送往外地吸取经验，以达到观

们也一样要说：爱你，约瑟林，你令

体育集训来取代兵役。

摩、启发和激励的效用。

全国人民都感到自豪！

以约瑟林的强健体魄、执着拼搏

约瑟林，为新加坡游出骄傲。这

和坚定信念来看，他的前途确是无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不但对他个

可限量的，至少还有十年的超凡活

人，也对整个新加坡体坛的更上一层

力，可以成就另一个菲尔普斯，这条

楼充满期待！

作者为本地知名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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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茅园九皇宫九皇大帝轿子队伍。

九九重阳  海滨之约
╱ 文  : 许源泰

恭送九皇爷回銮夜

农

历九月初九，本是中华传统节庆

色布条，自成一格。九月初九，是九皇诞的

的重阳节。九 九 重阳，只因《易

最后一天，也是整个庆典活动的最高潮，全

经》定“六”为阴数，定“九”为阳数。九月

岛各处的九皇庙宇都会到海边恭送九皇爷

初九，日月双阳，两九并重，故称重阳。自

回銮，参与信徒多达数以万计。近几年来，

古华人庆祝重阳活动丰富多彩，或登高远

连新加坡的政治领袖，包括李显龙总理、张

眺、或遍插茱萸、吃重阳糕等，但新加坡华

志贤副总理、律政部长尚穆根都参与其盛，

人并不以此为兴，却对九月初九另有一番

九皇爷诞辰的规模日益盛大，非比寻常。

浪漫演绎——相约海滨，恭送九皇爷回銮
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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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神明具有明确的渊源与神职不
同，九皇大帝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九皇爷诞辰，是新加坡华人民间信仰

基本上，九皇大帝可分为道教系统和民间

中极具特色的神诞节庆。每年的农历九月

系统，俗称“道教九皇”和“民间九皇”。前

初一至初九，九皇信徒均持九皇素，穿白衣

者源于古代中国星宿崇拜，与指示方位赖以

裤，有者还头缠白巾，腰间或手腕则系上黄

制历的北斗星有关。后者则以民间传说野史

次为紫微大帝，余为北斗七星。拜斗

马似市”，故于1921年搬到后港五英

母、九皇，正是古人对北斗众星信仰

哩（现址）。由此足见新马两地的九

的人格化进程。

皇香火渊源匪浅。尽管如此，新加坡

至于“民间九皇”之传说，版本更
多，并以天地会反清义士为主轴。例
如，清乾隆年间，反清义士追祭天地
会首领万云龙，以及他的儿子、结义
兄弟、部众将领等九人。由于畏忌官
府查问，临时以“九皇大帝”之名义
奉祀。又说有天地会义士开香堂，官
府突袭严加查问，众说拜神祈安，但
坛前无立神像，官府追问其故。其中
一人急中生智，指香炉为神，号“九皇
大帝”，遂不了了之。随后以香炉祭祀
九皇爷的习俗，流传至今。
究竟是神话与传说哪个更早？哪
个更实在？当年是为了配合九皇仪式
而杜撰了江湖传说，还是因为有了神
话传说才演化成九皇仪式？无论如
何，九皇诞辰衍化自道教礼斗科仪，
亦与南洋特殊的九皇信仰结合，自有
一套隆重而肃穆的庆典仪式，在新、
为依归，以汉族子孙反清复明的江湖
豪气为铺垫。

马、泰久盛不衰。从香客相约不屠不
杀，持九皇斋至九九重阳，立竹嵩挂
九灯，接元帅跃火坑，神銮飞舞，乩

道教传统的北斗信仰可分为两

童翻腾，到绕境游行，车水马龙，万

支，一曰北斗星君，以诵念《太上玄

香钻动，齐聚海滨，护送九皇爷回銮，

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简称《北斗

这种习俗和民众虔信祈福辟邪、消灾

经》）求“回生注死、消灾度厄”为效

解厄、长生延寿的诉求息息相关。

应。由于“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之说

目前，在新加坡祭祀九皇大帝的

盛行，此类朝真礼斗科仪盛行于中国

庙宇神坛至少一十六座1，规模大小

大陆与台湾等地，蔚为主流；二曰九

各有不同，最古老的后港斗母宫之

皇大帝，亦以北斗七星（贪狼、巨门、

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按后港斗

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为主

母宫内的《斗母宫碑记》（民国辛酉

星，配以左辅、右弼两星，七显二隐，

年）记载，当时祖籍福建南安的王珠

合称九大星君。南洋的新、马、泰华

玑从槟城请九皇香火到后港供奉，

人地区，则以祭祀九皇大帝为风俗。

由于“日盛一日，香烟如云，善信车

除此以外，传说北斗九星均为斗母之
子。斗母，又名紫光夫人，原为龙汉
时国王周御之妃。夫人于莲池澡浴，
忽有感应，莲化九子，长为天皇大帝，

华人的九皇信仰，还是演化出各自
的九皇特色。例如，一般九皇大帝庙
宇不立神像金身，只在大殿供奉直书
“九皇大帝”的牌位，最多是供奉斗
姆元君，统摄斗姆、九皇。但随着时
间推移，葱茅园九皇宫供奉了一尊九
皇大帝神像，只因该宫理事曾经梦
见九皇大帝的金身；龙山岩斗母宫
更因创办人传喜法师通灵见到九位
九皇大帝，故依“像”塑造了九尊九
皇大帝，依序排列，由九皇大帝到九
皇九帝。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一般的
九皇大帝庙宇，只以舞动精致神轿作
为游境仪式的主角，但蔡厝港斗母宫
却以九皇大帝亲自降乩为特点，平日
不仅是九皇五帝的乩身在宫内开坛
救世，在九皇诞辰期间，更有九位乩
童迎请九皇大帝至九皇九帝附身，
绕境游行，齐聚海滨，蔚为奇观，是
为新、马、泰三地华人庆祝九皇诞辰
中的新加坡特色。
新加坡独立建国至今五十一周
年，九皇诞辰的庆祝活动却是百年传
承，足见民间信仰的文化底蕴不容忽
视。因此，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
郭根维教授，近年来与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t Dean）、香港大学蔡志祥教
授及笔者等专家学者组合成了一支研
究队伍，专门探讨新加坡九皇大帝的
文化特点和历史意义。同一个九月初
九，世界各地的华人多以登高望远，
欢庆九九重阳为主轴，本地华人却
以齐聚海滨，欢送九皇回銮为狂欢，
两种不同的人文风情，却同样是祈
求福寿安康，长长久久的美好心愿。

后港斗母宫、汫水港斗母宫、蔡厝港斗母宫、
龙山岩斗母宫（武吉巴督斗母宫）、大成巷葱
茅园凤山宫、金山寺斗山宫、龙南殿、葱茅园
九皇宫、玉封九皇殿、玄武山翰林院、神仙宫、
龙南寺、准提堂、玉海棠观音堂、南山海庙。
1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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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恋戈壁 这
湖山也风流

里天高地广，日长路遥，树绿草丰，
山美水清，更有泱泱荒漠，翠翠牧

场，成群牛羊，含笑彩岩，奔腾河水，香甜
瓜果，淳朴民风。北疆，不一般的北疆。

北疆 ，不一般的旅游体验
╱ 文  :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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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八人，祖孙三代，乘搭夜机，借

道北京，午后飞抵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费时约
13小时。首站是市内地标式景点红山公园。
乌鲁木齐是蒙古语，
“幽美的牧土”之谓，

晚餐安排在米拉吉，一家古色古
香的维吾尔族餐館。屋内装璜富丽，
温馨舒适，零污染的牛羊肉，做成牛
排、羊肉串、囊包肉等不同佳肴，鲜
嫩可口，余味无穷。店外难得一尝南
疆稀果“老汉瓜”，浅黄色的果肉，清
甜多汁，入口即化，泌人心肺，住处有
安检，可高枕无忧。新疆之遥，旅程
之累，水土之虞，很快就抛诸梦乡。

马牙山上看天池
次日，来到天山天池，才真正体
会到西部独有的湖光山色。远望天
山，山头白皚皚的积雪带，雪线下方
岩层缝隙长着灌叢和草甸的亚高山
带，再往下便是针叶林带和低地带。
大自然自我划界，一丝不苟，叫人啧
啧称奇。蓝天白云，雪山碧湖，层层植
被，不一般的氛围，把你团团包裹，
无法挣脱。千百年来，只有腾云驾雾
的神仙才能消受如此美景，如今凡
人纷纷闯入“仙境”，由环保车带到
半山，再乘缆车登上马牙山，置身云
雾，也像神仙那样饱览池山之美。身
边的岩层，冰侵风蚀，形成一排排酷
似马牙的形状，马牙山真长出马牙
了。山上晴阴不定，俯看天池，或窈
窕多姿，或神秘莫测。我们沿着木栈
道，盘桓而上，愈往高处，愈接近冰
雪，抓在手中，踩在脚下，很快就化
北疆可可苏里的江南风光，令人流连忘返。

解了，冰雪竟也如此脆弱！蓦地，冷
风嗖嗖，寒气袭人，撐不住了吧？身

那已是久远的事了。如今这个大城市

12月4日，他前往伊犁途中，经过鸟

边岩缝间孤寂的矮树，顶风立雪，坚

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人头攒动，牧

鲁木齐，登上此山，望苍茫大地，赋

韧不拔，给了你勇气，继续朝高处攀

土早已不知所踪。不変的是：初夏阳

诗一首：
“任狂歌，醉卧红山嘴，风劲

登，终于到达观景台，此时云雾大作，

光明媚，绿意盎然。红山公园依山而

处，魚鳞起”，吟之令人感慨万千。如

把天池和周围的山体罩住，真个是不

辟，树木夹道，游人如鲫，气氛和谐。

今，丧权辱国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

知天池真面目，只缘身在天山中。眼

山顶坐落林则徐石像，双目烱烱，顶

东方的睡狮醒过来了，林则徐的名

看云雾不散，我们折返原路下去，天

天立地，瞻仰者络绎不绝。一代销烟

句“苟利国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趋

山天池摇身一变，像披了一袭薄纱，

英雄，落个流放新疆的命运。1845年

之”，曾激励过神州多少英雄豪杰啊！

愈显得影影绰绰，若有若无，也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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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梦幻的奥妙，处身其中，能不为
之倾心吗？
坐缆车下到半山，乘便参观哈萨
克族的氈房，品尝当地奶茶，顿感温
暖。氈房以花纹装饰，密封式，留有平
顶天窗。氈房内部寬敞，陈设简单，中

下榻景区内的山庄，近水楼台。
清晨冒着寒气歩至后山坡地，天已
微亮，太阳躲在山后，靠着光和彩霞

写一幅幅喀纳斯金色画面，灿烂辉煌
到了极致，英雄岂可貌相？
至此，北疆的二山二湖，己足令

的移动，宣示它的存在。初时仅山顶

我心满意足了。但新疆的多姿多彩，

积雪受光，露出层次，山腰是淡淡的

远甚于此。

紫绿色，山脚是朦胧的云杉带。継而

野马越道追彩虹

央一大片绣花垫褥特别显眼，可坐可

天色转亮，山体和植逐渐清晰：彩云

卧，靠门道摆放火炉水壶瓷碗之类，

遁迹，蓝天飘浮几团白云，雪山辉映

犹记得那天游毕天山天池，车子

用以招待客人。户外烧烤摊上摆放

在侧光里，特别神气，下方是蓝绿、

行驶在五彩城附近的小道上，天边

着羊肉串和囊，香味扑鼻，在寒气中

墨绿的植被，近处房舍点点，红屋顶

半截彩虹一路相伴。突然，驾驶盘上

格外诱人。大山、绿原、氈房，牧民，

映着日光，格外耀眼。山区的早晨，

的宋司傅尖叫：
“驴子！”古丽马上

给人一种单纯、朴实、憨厚的感觉。

宁静、安祥、清新，远离都市的喧嚣、

认出是极其罕见的濒危物种普氏野

烦躁、雾霾，短暂逗留，也难忘怀。早

马，耳短而尖，颈鬃竖立，正越过小道

餐后下山，独自徜徉在湖边的木板

朝彩虹方向的密集草叢奔去，跑得快

沿途游览过好几个景点，三天后

道上，竟不见游人。左侧湖面波光粼

极了，却逃不过眼明手快队友的长焦

到达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景点。此处

粼，湖中偶见露出水面的狰狞岩石，

远摄镜头，而且被清晰地定格下来。

阳光特别灿烂，景区开阔。环保车把

远处的高山仿佛摆好姿势，把晨光、

大家特别兴奋，普氏野马一时成了热

我们带到山脚，
下车沿着山边的台阶，

白雪、绿丛装入镜头，满载而归。身后

门话题。原来，19世纪初期北疆准噶

拾级而上，从高处欣赏静卧在右侧

自由生长的云杉、冷杉、阿尔泰白桦、

尔盆地常有野马出没，1879年俄人普

峡谷中的喀纳斯湖。攀爬一千多级，

落叶松，各展风姿，导游古丽说：眼前

尔热瓦尔斯基发现这个物种，并以他

来到山顶的观鱼台。观什么鱼？传说

的白桦，别看它披挂着刚生长的小绿

的姓氏命名。他买下两匹成年母马和

中的湖怪。那是一座设计典雅、皇气

叶，到了深秋，气势如虹，满山遍野的

一对三个月大的小马，把母马宰了，做

十足的木结构亭台，登上顶楼，晴天

白桦林，与周边的绿树交织一处，挥

成原大的标本，连同小马一道带回俄

喀纳斯湖气象万千

俯瞰，一览无遗，却不见湖怪。湖约
10平方公里，是天池的10倍，深200
公尺，与高耸逶迤的阿尔泰山作伴。
远眺群山，郁郁葱葱，墨绿、深绿、
亮绿、浅绿，在斜阳下组成绿色的海
洋，如泼，如皴，如染，气象万千，美
不胜收。顺着山势观湖，轮廓变化有
致，如鱼尾、如鱼身，如鱼首，深蓝
的湖面，微微 透出浅紫或亮绿，那
不是一条活生生的蓝色大鱼吗？湖
区山美水秀，宁静致远， 北望雪山，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就在山背。近处
云杉列阵，守护着湖山。山坡黄花点
点，芍药丛丛，还有含苞待放的不知
名矮树，山脚数朵芍药绽放，红艳艳
的，不欲争春，已把春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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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山砂石与绿草并存，牧地哺育了阿尔泰短尾羊。

立下不朽功勋的三号坑
上世纪50年代，可可托海市有西
部 “小上海”之称，苏联专家纷纷进
驻此地，大兴土木，修路建桥，开山
采矿。1961年两国交恶，苏联撤走全
部援华专家，但当年苏联的烙印，历
历在目。市内苏式建筑和雕塑，屡见
不鲜。晚餐后朝三号坑走去，经过两
段苏式木桥，用的全是坚固的落叶
松木材，靠条钢和螺丝拴紧，典雅大
方。木桥跨越额尔齐斯河、銜接三号
坑与可可托海市，因其对矿产的输
送贡献殊大，被称为 “功勋桥”。从
桥上眺望额尔齐斯河，河岸曲折，河
从观鱼台俯看喀纳斯湖面，那里好像静卧一尾蓝色巨鱼。

水浸漫，河面开阔，难怪在蒙古人眼
中，可可托海又名“蓝色的河湾”。过
了“功勋桥”，步行约15分钟，便来

国。母马标本在国内巡回展览，因其

水中钙、锂、锶、锌、铁等26种活元

珍稀而大为轰动。小马被饲养起来，

素，如何激荡我们的身躯，也是一种

成为俄罗斯第一代圈养野马。1907年

全新的体验。一早户外凉意阵阵，沙

他再次来到北疆时，野外野马已很少

枣树透出丝丝芳香，我们穿过葡萄

见。后来其他国家的探险家把剩下的

架，到餐厅用餐。乍见墙上一幅野马

来历。矿坑如同古罗马圆形斗兽场，

老弱野马一并带走，1957年后估计中

的速写，趋前细观，竟是新加坡友人

深、长、阔各有二百余公尺，像大碗似

国的野马已绝种。1986年，中国开始

陈清业于2007年所作，野马果真与

的，上阔下窄。矿坑主体已停产，但它

推动“野马还乡”计划，先后从欧美

新加坡有缘？

曾盛产世界上已知140多种有用矿物

引人18匹“世界存活的唯一野马”，
2001年后成功放养在准噶尔盆地方
圆好几百平方公里的卡拉麦里有蹄
类自然保护区。目前，全世界的野马
数量不足1400匹，比大熊猫还珍稀，
深具动物演化研究的价值。从野马

离开五彩城和古海温泉所在的五
彩湾，车子奔向北方的阿尓泰山区的
可可托海。那不是什么海，而是额尔
齐斯河的发源地。来到峡谷，我们改
乘环保车溯涧而上，流水清澈湍急，

到不久前才对外开放的三号坑。山
头上“大跃进万岁” 五个大字，正
俯看着我们，诉说这矿坑的不寻常

中的86种，包括大量稀有及放射线
元素。功勋之大，令人咋舌：它曾为中
国偿还上世纪60年代初欠苏债务的
47％，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诞生的母亲矿。

两旁氈房点点，树木密布。可可托海

塞北江南可可苏里和摄影家天

是哈萨克人给的名字，取“绿色的丛

堂禾木，也都是此行的亮点。可可苏

林”之谓，想来不无道理。源头矗立

里与可可托海相距不远，车行一个

一座神钟山，水涌不断，哗啦啦往山

半小时。这里原是沼泽地，高山雪水

谷低处流去，额尔齐斯河诞生了。它从

注入后形成的独特景观：远山碧水，

阿尔泰山东南，一路奔腾，走了五百多

小桥芦苇，恬静惬意的塞外景致，诗

当晚下榻于古海温泉大酒店，茫

公里，流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最

情画意，令人神往。禾木是我们游览

茫戈壁之中，有一处绿色带和相当规

后注入北冰洋，全长四千多公里，成

喀纳斯景区后南行不远，折往东部、

模的温泉设施，让我们惊诧不已。入

了中国唯一往西流的大河，也是北疆

在盘山道迂回盘旋，好不容易才来

夜，大家浸泡在古温泉之中，想像温

的一道风景线。神钟山，何其神也。

到的小山城。这里有图瓦族的木屋，

故乡无野马，到“野马还乡”计划的
推行和野马在自然保护区自由驰骋，
再到普通游人有幸与野马擦肩而过，
中国的巨变，连流落国㚈的野马也
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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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布在绿色的山谷，小河流淌，宛如

漫长的风蚀作用，呈现为赭红、黑、

个融“ 军、政、企“ 为一体的特殊社

世外桃源。我们顺着台阶，爬到高

白、绿、黄，形成大小不一、色彩斑

会组织，是中央直辖的省级单位，总

地，俯瞰下方，那美的感觉，只可意

斓的梦幻城堡，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部改设乌鲁木齐。扭开电视机，还能

会。定格的每个图象，都是大自然的

你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五彩滩

观赏到兵团电视台，其相对独立性也

艺术杰作。高地另一边是大片平坦

地处阿尔泰山南麓，受额尔齐斯河的

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实在太复杂了，

的绿地，远处牛群低首吃草。极目眺

滋润，色彩丰富，红、黄、黑，白、绿之

凡事遽下结论，不免是瞎子摸象。

望，山外有山，蓝天与积雪相看两不

外，还外加紫、灰等其他颜色。更奇的

厌，白云与绿坡不时擦肩而过。俄尔

是，这大片雅丹地貌，与河水、绿树、

骄阳被来者不善的黑云遮望眼，大

红花、远山融为一体，和谐无间，刚中

重返乌鲁木齐，在人群中游走维

地沉下脸。突然一只白色大犬闯了出

有柔，柔中有媚。北疆景点，异彩纷

吾尔族大巴札，新疆特有的食品、饰

来，跑去逗弄牛群，牛群展开反击，大

呈，不可思议。

品、织品、玉石着实叫人眼花缭乱。

结束语

狗奔上跳下，眼看战火就要烧到我们

然而，更不可思议的，却是在石

广场上当地人手臂上搭着雄鹰，让游

脚下，小孙女吓得忙拉着姐姐往山下

河子市的所见所闻。它是1950年的

人举起拍照，收点小费。可怜老鹰双

疾走。这场牛犬之争，无果而终。因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屯兵、开垦、

目被套上眼罩，任人愚弄。晚上观看

阴不宜拍照，我们决定撤退。到达山

戍边的产物，原先只是少量哈萨克

新疆民族歌舞大汇演。维吾尔、哈萨

脚时，太阳开了个玩笑，刚把乌云驱

族等少数民族从事放牧和种植的村

克、阿拉伯、吐鲁番、俄罗斯舞蹈各具

走，露出摄影爱好者期待的夕阳光

落，后来成长为县级城市。我们从魔

民族特色，舞姿优美，激情四射，特別

线，但谁也没有气力再爬上山，而导

鬼城经克拉玛依石油城往南，先是

是一个“阿凡提”扮相的维吾尔族演

游又催我们上车，赶往216与217国道

看见戈壁布满戏称为“叩头机”的采

员，在舞台和观众席上跳上跑下，载

交接的布尔津市。原本安排要在布尔

油装置，以及克拉玛依炼油基地和

歌载舞，进行互动，欢声四起，增添

津逛新疆最大的烧烤夜市，但赶到时

城市的一角。后来又看见大片大片

了剧院的亲和力。第二天，带着依依

已夜深，那晚我们第一次以快熟面充

的棉田，麦田、玉米田、釀酒葡萄农

不舍的心情，挥別在旅途上结为朋友

饥。旅游嘛，总会留有遗憾的。

场之类，以及远处绿树掩映农舍，总

的导游和司机，挥别给我们留下美好

觉秩序井然，构成新疆特有的风景

记忆的北疆的点点滴滴。

石河子，新疆兵团的骄傲

线。愈是趋近石河子，耕地面积愈辽

上午，车子从布尔津出发，一路

阔，林木也愈葱绿。到达石河子市，

奔南，把阿尔泰山抛在后头，渐行渐

已是傍晚时分。这里道路宽畅，市容

远。中午赶至乌尔木的魔鬼城。又是

整齐，高楼林立，绿化突出，车子行驶

一处 地壳变动的故事。一亿年前，这

有序，行人熙来攘往，俨然是一个大

里本是辽阔的湖泊，后来湖泊干涸，

城市。导游古丽告诉我们：石河子一

地壳隆起为砂岩和泥板岩混杂的平

度是建设兵团总部所在，面积约450

台，经过漫长的水侵风蚀，出现方圆

平方公里，人口65万。这是一个从无

约10公里的雅丹地貌带，地形怪异，

到有，人可胜天的例子。石河子是新

形状如城、如兽、如烽火台、如泰塔

疆兵团在戈壁屯垦建市的缩影：兵团

尼邮轮，不一而足，给人以无限的遐

现有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分布北

想空间。我们之前到访的五彩城和

疆各地，辖区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总

五彩滩也都是雅丹地貌，但个性截然

人口近300万。2004年以后，兵团仿

不同。魔鬼城兀立在草木不长的荒漠

效1976年成立的石河子市，先后增

上，天地悠悠，苍凉无语，引人深思。

建5个县级市。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历

五彩城以煤层为主，含火烧土，经过

史和体制因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

126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怡
和
天
地

勿拉士峇沙老监狱侧面全景，旁侧是当年印度洗衣匠用来晒衣的多美埔（Dhoby Green），摄于1870年代，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收藏。

图说“老脚拘间口”
╱ 文图  : 吴庆辉

勿拉士峇沙(BrasBasah)老监狱
“老脚拘间”让我们看到一段流放与开垦、民主与剥削，人权与福利的故事，一段殖民时代
  历史的面向。

“老

脚拘间口”是闽南话“旧监牢前

就在16至18世纪将非洲黑奴送到北美和

路口”的意思。
“脚拘”即脚镣、

加勒比海地区开垦新大陆。后来由于奴隶

脚铐,“脚拘间”指监牢；这座老监狱的位置

制度被取消，开垦所需的劳动力就改用被

就在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草

“流放”的囚犯。

地及多美埔（Dhody Green）的旁边。

18-19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年代，

“Bras Basah”是“晒湿米”的意思，早

“流放”是对被定罪者的一种刑罚和改造，

年人们在这草地晒米，19世纪20年代原属

它包含囚禁、约束、隔离社群以及通过劳务

于皇家山植物园，范围包括多美哥（Dhoby

或拓荒，让囚犯接受重回社会的技能训练。

Ghaut）以及多美埔一带。1850年代，海峡

把囚犯移到海外殖民地服刑，一来解决本国

殖民地政府在圣约瑟书院对面，靠近善牧天

社会负担的问题，又可为殖民地的开发提供

主教堂那一端的草地盖了这座大监狱，主要

劳动力资源。

是用来囚禁被流放的印度籍犯人，他们也是
一支建设新加坡基础设施的劳动大军。监狱
在1880年代被拆除，旧址重新辟为前圣约瑟
书院（今天的国家美术馆）的运动场，也就
是今天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所在地。

英国的囚犯流放地 （Penal Settlements）主要是在北美洲和澳洲。 在16101770年代送往北美的囚犯多达12万人 , 而
送到澳洲的囚犯，在1787-1868年的百年间
多达16万5千名。

利用流放犯人开垦殖民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

16世纪，欧洲国家紧接航海上的地理

ny）则将南亚次大陆的犯人，送到东南亚

大发现，开始殖民大洋的彼岸，大英帝国

的明古连、槟城、马六甲。1819年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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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拉士峇沙老监狱正门，摄于1870年代
摘自麦纳尔少校撰写的《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1899.》

设立贸易站后，建设基础设施的劳
动力也是来自被流放的印度囚犯。

贸易站的建设队

勿拉士峇沙老监狱一景，19世纪末
新加坡文物局收藏

当年统领流放到新加坡的印度

建筑工地工作或到郊外垦荒；午休后

囚犯的是海峡殖民地的总工程师，

从下午1点至5点再度回到工作岗位，

包括比较知名的工程师哥里门（G.

傍晚6点集合点名，晚上9点回牢房。

D. Coleman，1833-1840)、麦波申

按照被流放的地点来分，英国人

中校（Col Ronald Macpherson）

当年分三个时期放逐犯人，首先于

以及麦纳尔少校（Maj J. F. A. Mc-

1787年至1825年，从印度马德加斯

Nair）。根据麦纳尔少校在他的书

（Madras）与 孟加拉（Bengal）把囚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犯送到苏门答腊明古连（Bencoo-

1899）的叙述，当时被送来本地的印

len）；其后在1826年与1873年间，

度囚犯分成六个等级。第一级者不必

改为流放到三州府, 即新加坡、马六

被囚禁，可以居住在牢外（“Ticket-

甲与槟 榔屿，除了从马德加斯与孟

of-leave”），但需定期报到；第二

加拉，也有来自香港的犯人；后期是

级是在牢里行为良好者，可以当管理

1850至60年代， 囚犯被流放到印度

员（“Petty Officer”）；第三级者可

的安达曼与尼科巴群岛（Andaman -

到监牢外工作，有薪金收入；一般的

Nicobar Islands）。

囚犯是第四级，需戴脚铐；第五级者

在1825-1873年间，英国流放新
加坡的印度囚犯的人数平均每年在
1000-1200人之间，高峰期约2千多

勿拉士峇沙老监狱位置图，1860年代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收藏

囚犯主要从事开芭，填平沼泽、
铺沟渠、修路、搭桥、盖房子以及帮助
土地测量等劳务工作。由他们参与建
造的本地建筑工程计有圣安德烈教
堂、莱佛士书院、莱佛士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 1852-1854 ）、皇
后坊（Empress Place  Building) 、法
院、福康宁炮台（Fort Canning）、还
有当时的总督府（Governor House)
与殖民地政务署（Sri Temasek，即
现今位于Istana的总理官邸）,他们参
与的最后一项大工程是1869年建造
的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 ）。

是那些初来的有暴力倾向或在牢里
犯规的，得戴重脚镣；第六级是妇女
或年纪大的。

名声远扬的监狱工厂
老监狱设有工厂，制造品有砖块、

人。第一批印度囚犯是在1825年4月

当年牢里实行囚犯自我管理的制

藤器、绳子等；此外还有木工厂、机械

18日从马达拉斯加运来的80名囚犯，

度，由资深的囚犯充当管理员监管囚

房、缝纫坊等。囚犯在服役期间因此

接着又在4月25日从明古连送来122

犯的日常作息，每月得3元工资，从事

获得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许多囚

名孟加拉囚犯。这些犯人最初被安

劳务工作的普通囚犯每月工资是5角

犯刑期满后选择回到印度故乡，留下

置在勿拉士峇沙的临时牢房，在1840

钱。监牢里的作息时间是早上5点钟

来的则从事小贩、牛车夫、放牛人、

年代他们参与建设永久性的监狱。

起床，6点至11点到监牢的工作坊、

木匠、石匠以及石矿场工人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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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级别的印度囚犯，级别较高的负责管理工作（左1，2，3），而级别低者（右图）需要穿戴脚镣，
摘自麦纳尔 少校撰写的《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1899.》

监狱工厂的管理方法在当时名声

该监狱的设计采用单间囚禁牢房的

“技术移民”。监牢工厂提供经济发

远扬，荷属东印度、暹罗、日本等地方

新概念，而樟宜监狱（Changi Pris-

展的平台，同时也是一所象征权威的

也派人来学习这个管理制度。

on）则是在1936年竣工。

符号，
“老脚拘间”是一个统治和管

但是部分殖民地官员以及本地
居民还是对这种开放式的管理方式

理的个案，让我们看到一段流放与

结语

开垦、民主与剥削，以及人权与福利

有所顾忌。他们防范犯人当中那些曾

“老脚拘间”囚禁被流放的印度

参与1857年印度叛变的军人，也担心

犯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提供基

本地印度私会党的活动，认为这好比

建的劳力资源，后来成为本地早期的

的故事，一段殖民时代历史的面向。
作者为本地资深文史工作者

一颗“计时炸弹”，而每逢本地的宗
教庆典或其他游行活动期间，他们都
会感觉到是处于动乱的危险边缘。

殖民地时期的四间监狱
1820年代东印度公司开始在新加
坡设立贸易站时，囚犯是关在皇家山
脚的军营里，后来才安置在勿拉士峇
沙的临时性牢房，直到1850年代永
久性牢房竣工为止。从1873年起不再
有印度囚犯被流放到海峡殖民地，勿
拉士峇沙老监狱（“老脚拘间”）终在
1880年代被拆除。

  参考资料：
［1］ Maj J. F. A. McNair (1899)《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London: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
［2］ C M Turnbull (1970) 《Convict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 1826-1867,
JMBRAS Vol 43 No1 (217) 》
［3］ Donald Davies , 《The Prisioners Built Themselves In, Straits Times
10-4-1955》
［4］《Church that convict Labour Built, Straits Times 30-12-1956》.
［5］ Donald Davies,《 The Jail the Convict took over from the warden,
Straits Times 17-11-1957.

新加坡殖民地时期的其它监狱有
建于1847年的珍珠山（Pearl’s Hill
Prison）民事监狱，建于1882年的刑
事监狱欧南监狱（Outram Prison），

［6］麦冬《成为历史的新加坡监狱 ，联合早报 10-6-1983》。
［7］ 韩山元《新加坡19世纪的建筑功臣印度囚犯的功绩：少为人知的史实》，
联合早报缤纷3-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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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横贯欧亚
的千年梦想
冯达旋教授
谈“一带一路”
的
历史背景与意义

应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和怡和轩之邀，前台湾清华大学副校长、现任澳门大学校长
特别顾问冯达旋于7月5日在怡和轩以《一带一路：亚洲高等学府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发表
专题演讲时，着重讲述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意义。他认为，一带一路假如成功的
话，可以说是人类千年愿望的实现。以下为冯教授当天演讲的实地摘录。
——编者按

或

许大家不知道，在宋朝，开封竟然

看看，我说好，你明年安排什么时间去？他

住有8000个犹太人。他们都是来

说现在要去，开完会马上去。

自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当时中
国人搞不清楚回教和犹太教的分别，都叫他
们清真教，但是犹太教和回教是不一样的。
2006年我当了华中科大一个研究委员

我们就去了，带我们去的是南京大学和
河南大学的徐新教授和张倩红教授。我们
还找到一名中国的犹太人，也在他家里吃
了顿饭。

会的主席。当时我们请了一位诺贝尔奖得

╱ 文  : 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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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西查诺瓦一起开

我问他，你这么忙，为什么就能马上改

会。他是2004年化学奖得奖者。他说得奖

变行程呢？他说了：我的文化永远站在我专

后生命就改变了，变得没时间，任何事情都

业的前面。对于中国人或者华人来说，这

要一年前通知才能决定到时能不能出席。

句话显然很值得反省。我很少听到中国人

他听我说了犹太人聚居开封的事便说要去

这么说的。

欧亚成为超级大洲
在座诸位可能也知道贵州已建
设了世界最大的无线望远镜。中国
正在改变。最近习近平主席去了萨
拉热窝、华沙，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刚才主持人说
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

欧洲和亚洲的称呼是人为的，不像北
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等是很自然的疆
域划分。今天把欧洲和亚洲区别，是
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横贯欧亚梦境实现
一带一路的第二个重大意义是：
实现横贯欧亚的千年梦想。

中文为印度第三语文？
一带一路还有什么具体内容呢？
穿越许多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
生活方式的地区和国家。你现在可
以说，那些地方不管它，我不会去的，
但是要一带一路成功的话，我们就必
须对这些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生活
方式的地区和国家有很深的认识。

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亚历山大大帝就曾是穿越欧亚

中国人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的统治者，我们的老祖宗成吉思汗

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一带一路要

大倡议。这两个计划就叫一带一路。

也挥军穿越过欧亚。21世纪有个很

成功，中国至少要对沿路重要国家的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有趣的发展，与20世纪完全不一样，

政经文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我刚才

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

它有非常大型的基础建设，亚洲高

提起很多这样的国家，不过首当其冲

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经济

铁的普遍化。

的是印度。印度有12亿人口，百万人

发展潜力巨大。

自21世纪开始，中国已经建了1万

使用的语言最少有29种。可以想到

但是习近平没提一带一路的历史

6000公里的高铁路线。奥巴马上台后

印度的复杂性，历史文化语言的复

背景及其历史意义。大家仔细想一

也表示要在美国兴建高铁，到今天为

杂，其政治与中国更是完全不一样。

想，一带一路对整个人类有些什么意

止还没见到一寸。当然高铁，日本在

颁发诺贝尔奖是1900年开始的，

思？ 我想，一带一路假如成功的话，

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

可以说是人类千年愿望的实现。首先
亚洲和欧洲会成为一个超级大洲，北
美洲看起来的确是一块土地，可以看
成一个洲；南美洲是，非洲是，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也算一洲。

大家想一想刚才讲到的古代丝
绸之路。假如我们把古代丝绸之路
变成高铁来穿越，那会是一番什么

第一个得奖的亚洲人是泰戈尔，他在
1913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1930年，
另外一个印度人，也是第2个亚洲人，
拉曼获颁物理学奖。

景象！那么地面和空中的交通有什么

很多印度人目前在美国的重要大

不同呢？从新加坡飞伦敦，当中有什

学担任校长，或在很多研究机构里领

中亚有五个大国，一个是哈萨克

么你不管也不知道，当然希望机师

导研究工作。中国人就非常少。

斯坦，人口1700万，是新加坡三倍；

会知道。在地面就存在很多内容。你

一个是吉尔吉斯斯坦，和新加坡人

1946年我父亲冯国桢是中央社

坐高铁的体验肯定就很不同。比如

口差不多600万；另一个是塔吉克斯

驻印度代表，1月20日他访问了即将成

你每天开车从家里到办公地点，路上

坦，860万；土库曼斯坦，和新加坡

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他跟我父亲讲

很多东西只能视而不见，你走路的话

一样540万；另一个最大乌兹别克斯

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印度与中国

就会注意到沿路店铺在卖些什么。也

坦，3100万。

联手，亚洲的将来就有保证。

就是说，那会引起经济政治文化的改

另一方面，英国有6300万人、法

变。

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也常到印
度。有一次，我有机会和教育部长谈

国6800万人、德国8200万人；广东省

这个很可能实现的一带一路计

话。他说，他希望全印度的中小学都

1亿零700万人。五个中亚国家合计的

划，结果会是怎样的呢？首先是欧亚

上中文，让中文成为学校的第三语

人类思维的改变，十年变不了，一百

文。印度那可是12亿人口的国家，不

我有个题目，如果有人帮我找到

年后保证会发生：两个大洲已转换成

是500万人的新加坡，也不是2300

答案，我会很感激：什么时候欧洲叫

一个超级大洲，这个就是千年的思

万人的台湾。这个动向非常大，影响

欧洲，亚洲叫亚洲？在某种程度上，

维改变。

非常深远，不能忽视。

人口却不到7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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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亚洲文学
我是怎么找到尼赫鲁和我父亲说

量，在创造性领域里发挥神奇的作
用。”

我们很自然地在这个历史性的会
议上，想到大学教育的推广问题。一

的那句话呢？我是从印度著名报纸

所以，中印互相深入了解，是推行

般来说，讲到文艺复兴，很多人就想

《印度教徒报》的记者马诺达斯所撰

一带一路必须面临的挑战。我告诉自

到笛卡尔和哥白尼这些伟人。在我

写的文章里。

己，没想到70年之后，习主席提出的

来说，文艺复兴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竟然是实现尼赫鲁愿望的

则是普及高等教育。

他的文章写得情词恳切。这里摘
录几段很有意思的文字：
“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大

一股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文艺复兴普及大学教育

家常为西方文化的可取之处、对我

印度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印

们文化的影响、其不可避免性、传统

度的12亿人口里，同时懂英文和中文

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其他问题辩论。

的不超过700人。在中国，国人也须全

就像中国上世纪20年代发生的

面了解印度，全方位认识印度。高等

五四运动，大力倡导西方价值观和

教育，尤其在大中华和东南亚的高等

理想，我们也有反对传统的声音，而

教育，都需要把尼赫鲁这句话当成目

且有一定数量的拥护者。我们如果

标，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一带一路能

能在这方面交换经验，肯定很有教

促进中印文化深刻的交流。

育意义。

2013年12月，我们在新竹清华

好一段时期，一般英国人了解的

办了一个历史性的大会，我负责一个

印度文学就是鲁德亚德•吉卜林和之

主题演讲。在23所欧洲大型大学和

类的作家的作品。印度人和英国人

亚洲17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们面前，我

对中国的了解，则以赛珍珠的《大地》

可以和他们讲些什么呢？我首先留意

为窗口。不过，当我读了鲁迅的好些

到这些欧洲大学都成立于文艺复兴时

短篇小说和《阿Q正传》后，我认识

期，历史最早的是1096年成立的牛津

到，除了赛珍珠和其他天才作家作品

和1209年成立的剑桥，最晚的是阿姆

反映的现实，鲁迅作品的真实性却只

斯特丹大学，成立于1632年，伦敦大

能由一个道地中国人才写得出来。

学成立于1666年。在参与的亚洲大学

我不是要在这里展示我对中国
文学的浅薄认识，我要建议的是，亚

里，1877年才开始的东京大学便算是
年龄最大的了。

洲应该有一个强大和准备充分的计

我们在这么一个破天荒的那么

划来发扬亚洲文学，以满足加强彼

重要的一次会议上，可以讨论哪些

此认识的需求。

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呢？我后来发

那么谁能对此采取有效的指导步
骤？对我来说，就是印度第一任总理
尼赫鲁的这句话：如果印度与中国联
手，亚洲的将来就有保证。
联手不是 只限于 外交 上，它可
以，通过所有途径，形成一股心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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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说过笛卡尔吧？笛卡尔坐
标？还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后来更出
现了牛顿。现在离开这些伟人已经几
百年，我们都继承他们的精神了吗？
其实没有，欧洲大陆正普遍受难。
文艺复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
大的社会运动，吸引千万学子，一起
推动对自然界、文化、人跟人之间、
以及对自我的认识。我们都念过书，
都有同学。笛卡尔、哥白尼和牛顿也
念过书，也有同学。他们的同学跟他
们一样，都曾有效的、有系统的，在大
学受教育，一起推动人类对自我的更
深刻认识。一般学生虽然不曾像伟人
发挥那么巨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在
各自的岗位上，对文艺复兴的发展作
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对我来说，这个
就是大学对人类最巨大的贡献，也就
是为什么要办大学的缘故。正是从这
个角度，我找到大学存在的意义。

新世纪更严厉挑战
我们现在站在东西方的哪个平台
上？21世纪的平台，其实是20世纪的
转变促成的。

现，我们应该讨论大学的重要性，现

我给大家举个刚才提到的例子：

在已经很少谈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

印度文豪泰戈尔在1913年获颁诺贝

要上大学？高等教育在21世纪怎样

尔文学奖，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殊

负起更大的责任？最令人注目的是，

荣呢？评语是：他能把自己的诗意思

在这个会议上有人问：当欧亚在思维

维，卓越地以英文来表达，并成为西

上融合的时候，大学可以对人类和平

方文学的一部分。20世纪初，西方人

做些什么？

还有深深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

赤裸裸地反映在诺贝尔奖给泰戈尔
的赞语里。
2000年，又有一个亚洲人获颁
诺贝尔文学奖，就是高行健。他的得
奖原因是：开辟了中文小说与戏 剧
的新道路。从这两句话，可以发现西
方观念在内涵上的转变，已为21世
纪的亚洲年轻人开辟一条宽敞的大
道。
但是我们也知道，21世纪充满了
更严厉的人为挑战。最近大家都有
听闻：人和人的仇恨，人口暴增，地
球暖化，经济危机，贫穷、无知、疾
病。我们最近和广州的钟南山院士和
高福院士讨论了哲学问题，也提到人
类的灾难：全球有40亿人口缺水，缺
能源，但是21世纪的世界已也互联
网。一有互联网，无论在地球哪个角
落人们都享有同样的机会。

那些将来的巨人，拥有新的文化

一路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国目前只有

背景，一定会提出划世纪的思想来看

三所南亚研究中心，第一步就应该建

待人类的新挑战。

立100个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我觉
得新加坡是一个适合的、可以成为中

最好和最坏的时代
让我总结一下，大家应该看过这

学都在讨论成为中印平台的可能性。

样一本书：《双城记》。作者狄更斯一

我前面讲过，没想到习近平主席

开始就这么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

70年后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竟然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

是实现尼赫鲁总理愿望的一股不可

这是愚蠢的时代。大家想一想，21世

抗拒的推动力。一带一路可以创造超

纪与狄更斯所形容的19世纪有很大

级大洲，超级大洲可以创造新文艺复

的相似之处吗？

兴，新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巨人可

一带一路可以带来什么结果？一
带一路须有推动深入认识世界的强

2005年，汤玛斯 • 佛理曼写了
《地球是平的》。2009年他出版第
二本书时说了：没想到，地球现在更
平了。
我们现在要问，超级大洲将如何
推动新的文艺复兴？新文艺复兴对
人类又会有什么帮助呢？有了超级
大洲的思维，一种混合了多种文化的
新文化一定会产生，那是文艺复兴时
代人类绝对想不到的局面。
往后几年，在超级大洲思维的平
台上，我深信会出现新的笛卡尔、新
的哥白尼，新的牛顿。这些人将为我

提出时代的新思维，来克服人类面对
的各种挑战。

大力量。中国必须全方位地认识印

我们看到中国的中字，含有自我

度和其他一些国家，中国作为一个

之明，自我能让中国保留优秀的文

大国，必须为人类而不只是为中国创

化。古代丝绸之路，不是中国人 所

造条件。

建，也没有要求中国深入了解外国和

我最近读到李光耀讲的一句话：
无深思策略，无远见领导，推行任何

地球更平了

印交流的平台。最近澳洲几所重要大

制度，非困难即失败。

世界。但是今天的地球已经完全改
观，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倡的，它对中
国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中国最
严峻、最苛刻的要求，就是如何一方

1961年5月25日，美国肯尼迪总

面保存其优秀文化，一方面全面深入

统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承诺要

了解他人的文化，他人的思维。在某

达到这个目标，在10年内，把一个人

种程度上，高等教育必须挑起这个

送上月球然后安全回来。1969年7月

重担，这是高等教育21世纪的重要

20日，美国人果然登上月球。

责任。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深入了解

美国有300年历史，历史短。中国
历史有五千年。美国人做起事情来，

文艺复兴的经验，迎接新文艺复兴
时代的到来。

往往不能从历史角度考虑，也不可

一带一路的成功，不能只是中国

能。中国是文明古国，长远及重要的

的成功。假使它会成功，也是全人类

历史事件不能切割，做起事来，可以

努力的成果。

也必须从历史文化角度去建立策略。
作者为本刊编委

新加坡可成为中印平台

们奠定新的基础，解决新的挑战。

今天的印度是中国的月球，中国

而且在超级大洲的高等教育领域里，

要全方位了解和认识印度所需要的

将能做好准备，迎接新文艺复兴时代

决心，绝不亚于1961年肯尼迪总统

的来临。

所下的决心。中印深入了解，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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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与中国
外销陶瓷的灵光

活。入唐，越窑青瓷、唐三彩、长沙窑，炫耀
夺目。随后的宋元，其制瓷工业更是登峰造
极，北有耀州、磁州、均窑等，南有龙泉、建
窑，以及享有“天下瓷都”美誉的景德镇。
中国陶瓷，除皇家珍藏，士大夫的玩赏
之外，事实上，朴拙率真的民间日常器用，亦
饶富生命力。诚如吾师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

╱ 文  : 安焕然

陶

与瓷不同。瓷器的烧造，窑烧火候

陈信雄所说的，陶瓷有质感、造形和纹饰之

温度、瓷土选材、技术和条件等，都

美，更有亲切之美。陶瓷原为实用而制作，

要比陶器制作来得高超和复杂。

“大小相套”的中国外销陶瓷
陶器，世界各地多有生产；瓷器则是中
国的发明，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三千年前
商朝的“原始瓷器”。至东汉，出现成熟的瓷
器烧造。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普及大众生

用之于日常生活，最为亲切。而对中国陶瓷
最真实的肯定与赞美的，乃是各国对中国
陶瓷的赏识与采购─外销陶瓷。
中国瓷器之外销，是海上丝路商品之大
宗。自晚唐、宋元至明清，一千多年来，享誉
全球的中国瓷器，以质高物美之姿，大量销
往世界各地。这种专供外销的陶瓷，谓之
“中国外销陶瓷”。这是中国长程贸易中，除
传统丝织品之外，另一个重要且量多的输出
品，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制造”。
尤其是在海上丝路，中国陶瓷更见其魅
力。瓷器与丝绸不同，它笨重易碎，不适于陆
路骆驼承载，而较适宜于承载量大的船运。
因而中国陶瓷之外销，主要取道于海路。北
宋朱彧《萍洲可谈》指说：当时中国的远洋
贸易船，都载满了商货陶瓷器，其“舶船深
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
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
无少隙地”。
今海底古沉船之打捞，中国陶瓷动辄数
万件。从日本、韩国、东南亚、南亚、中东，甚
至远至非洲的考古发现，都有大量中国古外
销陶瓷的遗留。由于陶瓷碎片不会消失，在
某种程度上重现了海上丝路的光辉历史。
英国史学家Sir Mortimer Wheeler更说，非
洲的“坦桑尼亚被遗忘的第十世纪以后的
历史，就写在中国瓷器上面。”
别以为中国陶瓷只有在古董拍卖场的
喊价才有价值。触摸陶瓷破片，是感性认知
的美，亦是考古鉴定研究。凡古董钱币，市
场有价，就会有真假混参。完整的瓷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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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假乱真”。唯有散落世界各地

南亚住民以叶盛食的饮食习惯，广受

取海道从印度返中国时就曾携带这器

的陶瓷破片，没人会去刻意仿造。因

欢迎。有些东南亚土著更是以中国陶

物，时称为“君墀”。

为它的“无用”、
“无价”，帮了我们

瓷当宝贝或“财产”来珍藏。

重建真实的历史。

据说kendi是僧人游方时携带，用

其二、有些遗留在东南亚的中国

以贮水备饮及净手之器。后来伊斯兰

中国外销陶瓷大量运销世界各

外销瓷器，其画风与中国国内者亦

教传入东南亚，这种造型器物仍被延

地。瓷片灵光考古发掘所勾勒出的贸

有回异。其中包括书有阿拉伯文、或

续下来，用于穆斯林平时祈祷前之小

易航路，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遂而把这

绘有艺术化的伊斯兰古兰经文的图

净、饮食后洗手之用，以及朝觐麦加

条从东亚、东南亚到印度洋的海上丝

案和文字样式瓷器。

装盛圣水或阿拉伯蔷薇水带回之器。

路，亦名为“陶瓷之路”。

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
有“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
人”赞誉的，不是别人，而是来自新
加坡南洋学会的韩槐准。在中文论述
里头，韩槐准可谓中国古外销陶瓷研
究的先驱。他祖籍海南。南来新加坡
生活期间，和同好发起创立南洋学
会。那些年，韩槐准在其居处“愚趣
斋”，常陈列他所收藏的唐宋元明清
陶瓷器、珍品碎片，与南洋学会同仁
大谈其南洋陶瓷史，兴致之雅，治史
之颠，还真是一股傻气。
早在30年代，他就对遗留在东南
亚的中国陶瓷产生兴趣，到处搜集考
察，先后在《南洋学报》发表《中国
古陶瓷在婆罗洲》、《旧柔佛出土之
明代瓷器研究》。又在1959年以他
25年来的搜集和研究心得，写了一本

其三、一些器皿的烧制，是契合

韩槐准《军持之研究》指出，宋

东南亚住民特殊的生活习俗所需。

元明时期，海洋事业发达，目光敏锐

其中即有婆罗洲土著爱好珍藏的陶

的中国商人为扩展其外销产品，乃审

瓮，以及一种叫做“军持”的特殊盛

察商情，了解东南亚民风所需，仿制

水瓷瓶。

马来传统习惯所重视军持式之陶制

军持的灵光
诚如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

水壶，特依其式定造为更优制、不透
水的中国瓷器产品，外销东南亚和印
度洋各地，遂而大受欢迎。

问题》所说的，宋元明中国瓷器之外

2012年，我曾到印度尼西亚廖

销，特别是广东、福建和浙江，这几

内丹绒槟榔博物馆参观，看到数件

个地区的瓷窑，很多是为外销服务

长颈、大腹，旁加一乳房状的注口的

的。结果，当时这些瓷窑制作的瓷器

“中国制造”军持。我震撼了。推断

产品在中国国内流行比较少，迄今很

应是明代器物。因宋代军持的出水

少出土发现，反而是东亚、东南亚、

注口，一般较为细长。

印度洋沿岸发现很多。

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

这些在中国少见，却广泛发现于

集》就指说，
“商人为了谋求利润，

东南亚的“中国制造”器皿之中，尤

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

值一提的是一种叫做“军持”的盛水

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这样中国陶

瓷瓶。

瓷在对外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渐成

《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

宋代文人陆游写《巢山》一诗，

外销陶瓷本身的特点。”因而“在生

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这本虽仅一

就有一句“取水一军持”。一般的查

产和运载这些外销陶瓷时，要根据

百余页，附插图68件的小书，是为

索，会说“军持”是一种装水的瓶子。

当地人民的需要，做到产品对路，价

中国古外销陶瓷的最早一本中文专

问题是，这水瓶为什么要叫“军持”

廉物美，运载到国外，才能畅销。”

著。2008年，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

呢？“军持”这词也不太像中文！但它

主编《韩槐准文存》，亦辑录了其有关

确确实实是“中国制造”。

中国外销陶瓷在东南亚的多篇文章。

同理，今天大谈“一带一路”、
“新海上丝路”。惟当中国深入世界

军持，其实是马来文的kendi。写

的当儿，不能仅是“中国模式”的照

所 谓的中国外 销陶瓷，即指它

成“军持”，可能与闽南译音有关？

搬。了解“他者”是很重要的。古代

是专门供“外销”的中国瓷器。韩槐

待考。它原本是一种注水壶形的陶制

海洋中国，早已懂得这种“跨文化”商

准指出中国外销陶瓷的几项特点。

水瓶。Kendi的使用，又跟印度文化有

机。这是有必要谦逊地向历史学习的

其一、古代输来东南亚的中国陶瓷，

关。这词原出自梵文kundi的音转。在

经验和启迪。

多为盛食品以请客兼代筵席用之大

印度化时代，东南亚人已有用这种造

盘。这种盛食大盘的引进，改进了东

型器物来盛水的习惯。魏晋僧人法显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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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忘录》谈华语语系
2012年10月，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
文化中心、新加坡联合早报、南洋大学毕业
生协会联合举办了一场“三合一”的学术活
动——“传承文化、作育英才：纪念陈六使
逝世四十周年”专题演讲、新书推介暨研
讨会。会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
教授——王德威发表了《华语语系的人文
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的主
题演讲。该演讲内容，收录在2014年3月出
版的“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
演讲系列”之第五本演讲集中，题为《华语
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
2015年1月，针对华语语系课题，南洋理
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教授的公开演
讲系列，邀请来访的耶鲁大学中国文学与比
较文学教授——石静远教授，在新加坡报
业中心礼堂讲演《华语语系研究及其对母

华

语这两个字，是新加坡人最熟悉
的一个词。因为推行了三十几年的

“讲华语运动”，已深深烙印在大家的脑海
里。讲华语就是讲普通话（不论标准不标

╱ 文  : 佟

暖

准），写成文字就是华文（中文）。在多数人
的观念里，Mandarin代表华语。

2016年，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与中华语
言文化中心联合国家艺术理事会和艺术之
家，于5月14日以“华语语系”为主题主办国
际论坛，邀请华语语系研究创建者史书美教
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亚洲

这里要谈的华语，不是Mandarin而是

语言文化系和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香港

Sinophone。Sinophone已经定译为“华语

大学中文学院陈汉贤伉俪讲座教授），发表

语系”。

主题演讲“华语语系观点看新加坡的华文

Sinophone是近年来国际汉语学术界

文学”。参与盛会的还有彭小妍（台湾中央

的热门研究概念。Sinophone中文译名的

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刘俊（中国南

这个“华语”所包含的“语言，指的不必只是

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

中州正韵(的普通话), 而可以是与时、与地俱

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与庄华兴（马来西

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1］

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高级讲师暨中

使用王德威教授形容为“新世纪以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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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观念的重塑》。

文文学博硕课程召集人）。

受注目的论述力量之一”的华语语系理论概

本次华语语系国际论坛同时发布由南洋

念来论说新华文学和马华文学的学术著述，

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助理教授许

可谓方兴未艾。

维贤主编的新加坡小说选《备忘录：新加坡

华文小说读本》，收录了22篇自战后

语语系表述•呈现》（Visuality and

民地统治时推行英语、法语、西班

1948年至2011年的新华小说为文本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牙语和葡萄牙语等殖民语言的历史

参照，借此论证“华语语系文学的观

across the Pacific），被认为是“英

史实，(历史上的)殖民地使用殖民宗

念符合新加坡”。显而易见，华语语

语世界第一本将华语语系形诸文字的

主国而被视为“亚流”的语言，如何

系（Sinophone）研究已是南洋理工

著作”。史书美也在发表的英文论文

实现了颠覆和解构殖民宗主国的语

大学中文系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

《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Global

言“中心”地位的研究而构建的华语

本文参照中外学者的论著，简单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语系概念，刘俊在《华语语系文学”

介绍“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理论

Recognition）中，最先提出“Sino-

（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

的生成背景，也尝试从《备忘录》导

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

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

论所应用的“华语语系”视角，和大

这一概念。

心》一文中（见原文注释○8）认为：

家探讨新加坡华文文学书写所面对
的问题。

《备忘录》和华语语系
《备忘录》的导论这样描述“新
加坡”语境下的华语语系：
“……在新加坡的这种历史与
现实语境之中，
‘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也许值得参照并进行
思考。
‘华语语系’可以看成是‘多
种语言和方言同时发声的领域，一

“史书美教授的看法是，
‘华语
语系文学’指的是中国之外，世界各
地的华文作家以华文书写的文学，以
区别中国境内以中文创作的文学，也
就是不将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包括在
华语语系研究内，这一界定引起学界
的质疑与讨论。”［3］
后来，史书美在《反离散：华语语
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4］一文中，
对华语语系研究的定义是：

个不断挑战和重新定义群体、种族

“华语语系研究是对处于中国和

和国族关系的领域。’首先要说明的

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

是，这里的‘语系’(phone)不是‘语

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

言系属分类’（language family），

的研究。这里‘中国和中国性边缘’不

‘华 语 语 系’是 学 者 在 后 殖 民 或

仅仅理解为具体的，同时也要理解为

跨殖民(transcolonialism)的语境

概略的。它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地

下，为了更便于描述和平行比较有

缘政治之外的华语群体，他们遍及世

别于‘英语语系’(Anglophone)和

界各地，是持续几个世纪以来移民

‘法语语系’（Francophone）等等

和海外拓居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

的泛中华（Pan-Chinese）文化生态

同时，它也包括中国域内的那些非汉

和历史形势所创造出来的词汇／概

族群体，由于汉族文化居于主导地

念。……”［2］

位，面对强势汉语时，它们或吸收融

华 语 语 系 的 英 文 名“ S i n o -

合，或进行抗拒，形成了诸多不同的

phone”在英语中原本没有这个词，

回应。由此，华语语系研究在整体上

它是英文学界根据“Anglophone”

天然就是比较的、跨国族的，但它又

和“Francophone”等的构词法而

处处与时空的具体性紧密相关，即依

“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

存于其不同研究对象而变动不居。”

“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与其他
具有使用汉语（中文、华语、华文）
社群的国家和地区不存在殖民与被
殖民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汉语“输
出”，也不 存 在英、法 等国那 样 依
靠殖民统治向殖民地强行推广自己
语言的现象，由是，史书美在这 里
‘仿造’
‘Anglophone’和“Francophone’
‘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
史书美个人色彩的Sinophone（‘史
氏Sinophone’），其实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一种不
合适的“误用”。
读了以上内容，再来解读《备忘
录》导论引用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时
所关涉的后殖民或跨殖民(transcolonialism)的语境，诚然，新加坡的确
是华语语系研究的一个鲜明“例证”
。因此当导论接着谈到“……华文和
方言（尤其是福建话），1980年代之
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在人民
群众生活和政治活动中扮演过‘合
纵连横’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如
今华语文在新加坡仅被允许保留着
传承中华传统的象征性文化功能，而
不像英语那样被赋予跨越各族群多
元文化的‘优越性’和‘中立性’……”
的文化生态，并发出“新华文学可以

史书美（Shu-mei Shih）教授

华语语系西方学者使用后殖民

呈现为一种为了遗忘而产生的文学，

的专著《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

主义的理论针对西方帝国拓展其殖

或者一种一直跟遗忘进行抗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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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备忘录》是一种成果，它尝试提供一种质疑“元叙事”逻
辑的新视角。然而，对小文学是否可以经典再现的期盼之余，活在
中心与离散的想象空间，不能罔顾新华文学（马华文学亦是）的历
史进程，因为语言和书写的差异而构成新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
一直在殖民的、种族的、多元文化的历史中产生变化及统一起来，
形塑自己的特色。

学，而更多的作品是介于这两极之

独特性，
‘中国’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遗

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

间”的感慨，联系到这本小说选集的

迹，但不一定是必然的指涉。”

群体的研究”。所以，此种研究虽然

书名——“备忘录”，其中意涵饶有
意味，也令人颇感沉重。

《备忘录》导论谈新华文学
《备忘录》导论引介华语语系概
念接着谈新加坡华文文学：

2014年6月8日，史书美在新加坡
接受访谈时，对她的“去中国中心”
论进行了辩解，强调她提出的“华语
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
挑战，它也是对在地的不同的中心
论的挑战”。［5］文章以美国和马来西

从最可求同存异的母语问题入手，却
无意于以汉语或者中文大而化之地构
建“世界华文文学”或者“华文文学
的大同世界”，它给人的第一印象，
或许就是执着地批判对中国的执着
(即夏志清先生所谓“obsession with
Chime”)。［6］

“无论是英语或华语或任何的一

亚的华语语系文化为例，阐述以上观

种语言都不应该有一语主宰和统一

点，但没有给出什么是华语语系研究

当面对“一个新的全球势力结构

‘世界’或‘天下’的幻想，因此华语

范畴的新华文学“对在地的不同的中

与区域关系网络”（导论语），
“相应

语系研究者并没有天真的以为主张

心论的挑战”的具体内容。

于这个时代的殖民主义、国族主义的

华语语系就是要取代英语霸权，或者
非此即彼图谋取代中国汉语的地位。
‘华语语系’这四个字在新加坡容易
引起神经过敏的上述两极反应，问题
经常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华’字上。殖
民时代的新加坡，无论是英殖民统治
时期或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年月，任何
被冠上“华”字的人文在殖民者眼里
都是需要被监视和规训的。”

“……立足混杂性应该说是华
语语系研究的共识，石静远、王德威
合编的《全球化的中国文学：批判性

位置与认同方式”（导论语），对华语
语系研究的思考，是该理论归结到底
可以带来怎样的一种文学？

的文选》(Global Chinese Litera-

若以战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

ture：Critical Essays，2010)一书便

争所得共识为开端，就在地性和独

主张文学生产与研究超越或舍弃国

特性而言，审视相对于中国中心主义

族文学立场，
‘探勘跨文化互动交流

（或称大中国话语权）已处于“边缘”

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化混杂现象’。但

（对外）的，而面对英语霸权也在一

是，石静远、王德威是将中国大陆、

直被“边缘化”（对内）的新华文学，
是否可以混杂英语、马来语、泰米尔

导论以赵戎那一代土生土长的新

离散华人、华侨、华裔的文学生产一

加坡人响应这些指控的方式为例：二

并纳入考虑，而史书美则要把中国

战后赵戎“大力主张本土化的华文文

大陆排除在外。她所理解的华语语

学文化，并坚持这个‘华’字不是‘中

系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中国以外的

国的翻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华

华语社群，以及中国境内不得不使

究其 根本，在一 个实质上是 脱

语语系概念的论述与赵戎的关注有

用汉语的少数族群”，是对“处于中

离本源去超越国族、抗拒同化的历

所呼应，都指向华文文学的在地性与

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

史情境中，在一个看似开放的、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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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闽南话和广东话等方言，以显示
语言的多样性的“华语”书写而走出
一条康庄大道？

心的话语与权力结合的框架里，如

语境之下的新华作家而言，是否就

命运》的报导里，谈到新华文学正处

何重构新华文学的身份认同，
《备忘

意味着个体和国家效忠、民族多元、

在一个漫长的式微过程中，柯思仁说

录》导论又试图以华语语系文学的

宗教和谐等等（指向融入、同化）政

了“并不那么悲观……需要感到沮丧

概念加上文本参照给予我们怎样的

治理念之间存在一条无可超越的界

的，倒是文学或人文作为一个整体，

一个期许呢？

线，文化认同仅仅是作家寻找自我/他

过去半个世纪在新加坡强调务实主

者之间的距离的思考，碎片——是永

义的教育观念里，被忽视被边缘化甚

远摆脱不了的一个身份。

至被排除在正规课程以外”的看法，

《备忘录》中的小文学
“不过，近30年来，80年代前成

导论接着说到“近年崛起的华语

长于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的作家仍然

语系理论，其主要理论资源之一正是

书写不辍，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来自德勒兹与瓜达里在分析卡夫卡作

语的新一代作家，在区域与国际局势

品而提出的‘小文学’理论。华语语系

转变、中国崛起的时代，继续为华文

在新加坡的境遇，使到新华文学越来

书写注入新的生命力。新加坡的华

越彰显‘小文学’的三大特色：其一、

语语系文学，必须对应于新阶段的中

语言的去疆界化；其二、文学中的一

国因素，以及这个因素对于新加坡社

切都是政治的；其三、文学中的一切

会族群组合与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在

都具有集体价值。”。《备忘录》选辑

这个语境里，新加坡的华语语系不断

的22篇新华小说就是按照这三大特

消减和反复重现，展现一种复杂的内

色来进行分类的。

部张力，一方面与中国重新加强联系
而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仍然
在新加坡社会中进行自我身份认同
建构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
坡的华文文学，除了作为官方建构的

这里不具体评论《备忘录》用华
语语系文学理论来界定22篇小说，其

诚然，
《备忘录》是一种成果，它尝试
提供一种质疑“元叙事”逻辑的新视
角。然而，对小文学是否可以经典再
现的期盼之余，活在中心与离散的
想象空间，不能罔顾新华文学（马华
文学亦是）的历史进程，因为语言和
书写的差异而构成新华文学的内容与
形式，也一直在殖民的、种族的、多元
文化的历史中产生变化及统一起来，
形塑自己的特色，并以文学的本质展
开在地的生活质感，展开作家自身的
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某
种问题的说明材料。

中的一些篇章难免有削足适履或过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度解读之嫌。在联合早报《小文学的

国家文学（以四种官方语文为分类方
式）的环节之一，也可以被视为以华语
语系书写的小文学，是写给新加坡人
的备忘录(memorandum)，尤其是在

  参考文献：

官方视野以外的仍然活跃于民间的

［1］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

各种华文书写。”

［2］ 导论《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p.4。

以上引文，用于对应史书美的这

［3］ 张曦娜《从华语语系文学观点看新加坡华文文学——访史书美》

样一段论述：
“将sinophone用作组

       （《联合早报》2016.5.14）。

织性的范畴，为一个这样的作家提

［4］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赵娟译

供了另一种理论选择，因为它超越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华文文学2011.6.（总第107期）。

国族的界限：它的存在理由是放逐、
离散、少数化以及混杂性，此混杂性
抵抗着同化，不管是同化进中国还是
同化于当地”［7］，那么，
“这跟政治版
图的国籍原则由上至下规范新华作
家的本土／国家文化认同”（引自导
论）的政策，对处于定居者殖民主义

［5］ 许维贤、杨明惠：《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
——史书美访谈录》，
《中外文学》，第44卷第1期（2015年3月）。
［6］汤拥华：《文学如何“在地”？——试论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
与实践》，
《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
［7］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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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困境的胜利者
╱ 文  : 林 康

为22名老迈妇女高声唱起的一曲颂歌

2

016年5月5日至8日，第三届“亚细

所谓摄影小品，可以是纯粹照片、具标

安文学节”（Asean Literary Fes-

题的照片、照片附加简短说明。或者，照片

tival）在印尼雅加达举行。
文学节进行的第三天，5月7日（星期

之外，再配上相关的文章。《挺过困境的胜
利者》，采用的是后一种处理。

六），有两场新书发布会。其中一场发布的

不同处理的摄影小品，呈现方式各异，

新书，是一本“摄影小品”（photo essay）

其共同特点则是：将作为创作素材的照片

集子。

与/或文字，按一定方向进行组合，借此深

《挺过困境的胜利者》：
一个宣示价值的书名
这本摄影小品，书名叫《挺过困境的胜
利者》（Pemenang Kehidupan/Winners of
Life）。是个照片结合中英对照文字的集子。

化题旨（对这个新发布的集子而言，贴切地
说是“诉诸良知”），感动读者，引起共鸣。
《挺过困境的胜利者》。两位作者，摄
影师奥德里安•穆利亚（Adrian Mulya）
和作家丽莉科•H•瑟卓娃提宁西（Lilik H.
Setyowatiningsih），决定给他们的集子起
一个如此直露、色彩如此鲜明的书名。这么
做，显然是一种价值的宣示。
通过这个书名，两位作者对走进他们
集子里的二十二名女性（以及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进入这个集子的，有着类似境遇的女
性们），无保留地表达了他们崇高的敬意。
这些赢得书作者尊敬，被书作者视为胜
利者的女性，出身不一，但没有例外，都是
1965年悲剧的受害者。年轻时，是曾经被
捕下狱的囚徒；目前，更其实都已经是年迈
体衰的老人了。
这个摄影小品集子，在向老人致敬之余，
唤起了一段不应被人轻易遗忘的历史，展示
了书作者为不使湮灭所投入的努力。
印尼。
1965年九三○事件。
九三○事件后展开的可怕的所谓“反
共”清洗行动。
…………

140  怡和世纪第三十期

背景一：1965年悲剧（九三○
与“反共”清洗）
1965年，印尼发生被称为九三
○事件的短命政变。政变流产，陆
军 强 人 苏 哈 托 利用 局 势接 管了军
权。他指责印尼共（背后获得中共支
持）策划此次政变，借此架空原总
统苏卡诺，攫取了印尼的国家政权。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二年的威权
统治。
苏哈托上台后，旋即以镇压共产
党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展开旷日持
久的清洗行动，残酷对付印尼共、印
尼华人。上述两大目标外，其实更旁
及大量其他无辜的平民。
数十万人惨遭屠杀。数万人在不
经审判情况下被横暴下狱，长期受
到监禁。这些人财产被没收，其配

些人获释后，在社会上处境艰难。旁

映，随后在全球多个地区上演，使印

人不敢亲近，甚至予以歧视或排斥。

尼1965年悲剧再次受到国际关注。

背景二：禁忌有所松动，要求真
相的呼声渐起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印尼
经济遭受重创。国家濒临破产，社会
动荡、民生疾苦。1998年5月，苏哈托
在数万名大学生示威浪潮席卷下黯然
下台。强人政治于焉结束。
威权统治解体，对社会舆论的强
力控制有所松动。然而，由于几任新
政府结构中残存的旧官僚与军人势
力，加上长期蒙蔽造成社会认知等
问题及其他因素，对1965年悲剧真
相的追查，照旧面对重重困难。尽管
如此，事情在反复中到底还是逐渐产
生了若干变化。

偶、子女与亲戚也未能幸免，常因“
连带关系”获罪。奴役，酷刑，强迫

比，在任内推行第一阶段宪政改革；

失踪，系统性性侵……种种恶行，罄

改革措施之一是释放含1965年悲剧

竹难书。

中遇难的所有政治犯，恢复前政治
犯的选举权。

人，指责该片具误导性。
同一年，印尼国家 人权委员会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Indonesia）裁定，1965年
清洗行动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印尼
军方及其附庸民间组织犯下的强奸、
刑讯逼供与屠杀等罪行，应当受到刑
事调查。
2014年10月，现任总统佐科•维
多多上台。佐科在竞选总统时承诺，
将致力于解决过去所有违反人权事
件，包括1965年发生的大屠杀，给予
人民必要的平反，依法处置违法集
行该承诺上显然面对着巨大阻力。
2014年，约书亚接着拍摄另一
部纪录片《沉默面相》（The Look of
Silence），缩小涉及面但拉近距离，
聚焦在单一受害者的遭遇。这一回，

国际文学奖的印尼国际知名作家普拉

2000年3月，首任民选总统瓦希

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德，在电视上公开向1965年反共屠

Ananta Toer），以亲身经历和亲眼

杀的受害者道歉；瓦希德也试图撤

所见，在自传性质的文字中对此多

销禁止共产主义的法令，因军方反

有揭露。

对不果。

这场印尼史上最冷血的暴行，严

2001年，女总统梅加瓦蒂（苏卡

重撕裂了印尼社会。在威权统治时

诺女儿）宣布成立历史团队，针对涉

期，成为印尼不容讨论的禁忌与敏感

及1965年悲剧的历史真相进行研究，

课题。官方的说辞，全面占据社会舆

并指示教育部撤销2006年版历史教

论，编成教科书进入学校，成为唯一

科书中关于“九三○事件”的内容。

的、不容置疑的诠释与版本。

放映；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统发言

团。但事态至今发展迟缓，佐科在履
1998年，半路继任总统的哈比

曾获国际笔会自由写作奖及多个

尽管如此，该片仍然无法在印尼公开

影片同样无法在印尼影院公演，但终
于在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与雅加达
艺术理事会（Jakarta Arts Council）
的联合安排下，成功在印尼一家大剧
院举行了放映会；首映场，赢得两千
名观众起立欢呼十五分钟。
2016年7月20日，国际人民法庭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IPT）举证判决，印尼军队及民间武
装在1965-66年间镇压共产党及其

2012年8月，一部美国人约书亚•

支持者时，大规模犯下谋杀、酷刑和

下狱者被冠上“塌博儿”（tapol）

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性暴力等反 人类罪行，建议印尼政

名号，并在身分证清楚注明，犹如打

导演，由当年屠夫重现杀人景象的

府向受害者道歉，赔偿幸存者，惩罚

入另册。
“塌博儿”，其实就是政治

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作恶者。可是，印尼政府（佐科总统

扣留犯（tahanan politik）的简称。这

Killing），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首

任内的政府）在判决次日表示，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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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只是一个设在荷兰海牙的民间机

奥德里安过后多次回去拜访，和

构（NGO），所作判决并无法律约束

她们逐渐熟络。他有时带她们去看电

力，拒绝接受与执行。

影，包括看重新修复的印尼经典《宵

国际人民法庭判决也认定，美国
（提供屠杀武器与印尼共名单）、英
国与澳大利亚（协助向国际作不实
的政治宣传），某种程度是有关罪行

禁之后》（Lewat Djam Malam/After
the Curfew），那是她们年轻时看过
的影片。圣诞节，他会把母亲做的糕
点带给她们。

要揭露并让公众知道真相，这是观察
者该做的事。
为了进一步把事情做好，奥德里
安在成书前一年（2014年）找上了作
家丽莉科，他有十六年以上交情的
好友；找她的更主要原因是，她同样
想做一本关于1965年被查封的妇女

的共犯。有关三方在法庭开审期间

奥德里安的母亲去世，妇女们和

都拒绝出庭，澳大利亚在判决后表

房东发生纠纷。彼此生活中的波折，

奥德里安抓住最具神采一刻、致

示不予接受。

使老少之间的关系变得进一步亲密。

力于还老人以尊严本色的摄影，配上

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年龄的差距仿佛

丽莉科诉诸深情的细致文字，于是，

消逝了。奥德里安发现，这些年长的

有了这个摄影小品集子。

2007-2015年：
摄影小品集历经八年的成书过程
摄影小品集《挺过困境的胜利
者》，在探索揭开1965年悲剧真相
与继续阻挠掩盖罪行的拉锯中，从
无到有，从萌发理念（2007年）到终
于成书（2015年），历时长达八年。
2007年。事情开始得有些偶然。
摄 影师奥德 里 安 一 个在印尼失 踪
者家属协会（IKOHI）的友人，带他
去拜访一位年长妇女。这是他首次
会晤19 6 5年遭查封的妇女运动组
织“Gerwani”的前成员。由于这位

妇女，和年轻女孩的心事其实几乎
没什么两样。她们一样会妒忌吃醋，
要把好东西留给对方，想吸引别人的

运动组织“Gerwani”的书。

一本以《挺过困境的胜利者》为
名的书。

注意；在镜头面前，一样努力让自己

一本为二十二位曾经饱受苦难、

显得好看。摄影师伤感地回述：这期

勇敢而沉着地穿过漫长的黑牢岁月，

间，有些老人离开人世，走了。

如今以“胜利者”姿态傲然活在人世

“我一直想用镜头捕捉这些特殊
女性的勇气与热情。”奥德里安说，

的年迈妇女立传的书。

“对她们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后，我重

摄影手札：
她们凭什么竟要如此遭受迫害？

新为她们拍照，希望拍出过去没能做

“这些 老人，年轻时都是满腔

到的有深度的东西。”

热情的少女，曾经为国家的进步，特

妇女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他们直接

在这些 老人的介绍下，摄 影师

别是在为妇女争取权益上，积极做

上她家去。她家里连她一起，一共住

开始结识住在这房子以外的其他同

出贡献。她们开办幼儿园，为劳动工

了八个老妇，都是1965年悲剧的受

为1965年悲剧受害者的年长女性。

人设立日间托儿中心，从事扫除文盲

害者。

有些是“Gerwani”的前成员，有些

的文教工作，挺身而起反对一夫多妻

是“人民青年团”（Pemuda Rakyat/

的陋习。”

眼前这些姐妹情深、把他朋友当
成孙儿般看待的活生生的老妇人，
和奥德里安从威权时代（每年在电
视重播的）宣传片《九三○运动/印尼
共的叛乱》（Pemberontakan G30S/

People's Youth）的前成员，也有些

“那么，她们凭什么竟要如此遭

其实从来就不是任何组织或团体的

受迫害？”在他摄影手札临近结尾

成员。拍摄的范围因此逐步扩大，拍

的部分，奥德里安难忍激愤地发出疑

摄的对象于是逐步增加。

问。他接着说：

PKI）中认识到的“Gerwani”妇女运

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兼制片人塔

“这个问题至今仍无答案，但我

动分子，是两组格格不入的形象。这

里克•阿里（Tariq Ali）在讨论中说的

们追查1965年悲剧也还没到最后一

些人，怎么会是宣传片中举着刺刀和

一句话，进一步坚定了奥德里安为这

刻。就让这个集子成为一个逗号的

火炬，高唱“Genjar-genjar”革命

些老人留下纪录的决心。塔里克说，

象征吧，一个继续求索、一步步逼近

民谣，把人杀了丢进鳄鱼洞，然后跳

政府既然继续对1965年悲剧及其所

真相的象征。”

起裸体舞来的那些人？

造成的后果保持缄默，观察者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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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 文  : 邱君豪

《许云樵全集》终将出版
从“邂逅”许老说起
35年了。一代学人，东南亚史学家许云
樵已离开人世35年。

直到2004年，我读了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SGM）机关报《宇宙》刊登的一篇社论，
关於SGM欲编纂出版《许云樵全集》（以下
称《全集》），由马新著名学者郑良树教授担

1981年11月17日，上午10时10分，许老
安静地离开人间。当时台北《中央日报》刊
载了中央社新加坡18日专电：
“东南亚历史
学者许云樵教授，因心脏病於昨日去世，
享寿76岁。这位自学成功的学者於1940年
创立南洋学会，定期发行《南洋学报》，刊
登研究东南亚的文章。”

任主编，并以他为首邀集学术界专家如崔贵
强教授、廖文辉博士、王晓梅博士、廖冰凌
博士，还有林水檺教授、何启良教授及何国
忠博士组成编辑委员会。SGM时任会长柯
腾芳先生於《社论》中，引述主编郑教授的
见解如此说道：
“大马华族文教无法扎根落
实，流於表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我

南洋学会是许老和姚楠、张礼千、郁达

们无法积累我们的文化。我们虽然有文化，

夫、刘士木、李长傅、韩槐准、关楚璞等人

但是经常是‘人亡政亡’，人走了，文化就散

共同创设。该学会出版的一份重量级学报

亡，没法传给后进。为了匡补此弊，我们应该

《南洋学报》，许老担任长达18年的主编，

设法把文化保存下来，让后一代随时可以从

也发表了许多足具分量的论文，包括赢得

这个基点出发，不必重新来过。”

1941年中央研究院南洋历史研究第一届学
术奖奖金的《丹丹考》。
许老走的那一年，我才不足三岁。我和
许老没接触过，也不是学历史的，更甭说读

那年我在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念最后一
年。当时我心里已燃起熊熊的使命烈火，意
欲在这片文教土地，如孺子牛般辛勤耕耘，
推动这项意义重大的文化积累工作。

过他的著作。

右起：已故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会长柯腾芳，《许云樵全集》主编郑良树教授，现任创价学会会长许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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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历史年代表》《期刊序跋*》
《会议实录*》。
音韵语言研究共二册：1.《文心
雕虫》；2.《南洋华 语 俚俗辞 典》
《音韵研究*》《暹语研究*》《语文
杂谈*》。
专 题 研 究一 册：《南洋邮 票研
究*》《民间信仰与宗教研究*》《马中
文学研究*》《橡胶研究*》《传统医药
研究*》《新马抗日实录*》。
史地掌故一册：《马来亚丛谈》
《南洋掌故史话*》
艺文杂著共五册：1.《浮云》《希
夷室诗文集》《昭南纪事诗》《萍踪
杂诗》《杂文*》；2.《姑胥》《欧非
胜览》《天竺散记》；3.《世界巡礼*》
《人物评传*》《书评*》；4.《儿童文
学*》；5.《新加坡工商业全貌》《时
2005年初，我戴上四方帽、身著
毕业袍，在礼堂内等待仪式进行。可
心里却恨不得马上开始工作。不久
后我以“临工”身份在SGM出版部
开始了《全集》工作。最初只是输入
文字，记得那是许老与许直合著的

《全集》8卷23册
全集共分8卷，即（甲）东南亚史
地、（乙）东南亚华侨与华人、（丙）

职职员，这意味着我将完全投入担
起出版《许云樵全集》的全部工作。
万想不到的是，我一做就做了十年。
十年间，我每个工作日都在许老的世
界里，从谷歌、百度罕见的“许云樵”
三个字，到如今他的名在网络世界
有了明显的位置，也意味着在这十年
间，越来越多人关注许老，怀念与他

（戊）专题研究、（己）史地掌故、

史略》《黄金半岛题本译注》《世界

（庚）艺文杂著、及（辛）外文译述。

发明史》；3.《东南亚研究译文集*》

东南亚史地共五册，分册如次：
亚近代史》《北大年史》；3.《新加
坡150年大事记》《马来半岛古国考

（上）；4.《东南亚研究译文集*》
（下）、
《英文著述论集*》。

《全集》特色：
甚丰、甚广、甚多、甚富

辨*》；4.《中暹关系史*》《暹史考

主编郑良树教授以“为新马华社

辨*》《东南亚地志研究*》：5.《南洋

弥补歉意，抢救随时湮灭的学术成

对外交通研究*》。

果”为出版初衷，并将SGM “承诺出

东南亚华侨与华人共二册：1.《东

版” 举动赞为“精神与勇气可嘉”、

南亚华侨史》；2.《东南亚华侨华人

“一如既往，拼力奋进，毫不退缩，为

史论集*》。

学术、为华社，令人动心。”

共战的学术伙伴，以及那个时代所

史料与史学共三册：1.《南洋文

建立起的“南洋研究”和浓浓的学术

献叙录》；2.《史学通论》《南洋史学

氛围。

史*》《南洋史料*》；3.《文献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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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传》《佛罗利氏航海记译注》《马
来纪年》《安南通史》；2.《马来亚

1. 《南洋史》《马来亚史》；2.《马来
一年后，我正式递信申请成为全

外文译述共四册：1.《暹罗王郑

史料与史学、（丁）音韵语言研究、

《新加坡工商业全貌》。这也是我进
入许老学术世界的第一道门槛。

事评论*》。

注：*为论文/文章合辑本；其他为原著述，有者
另订书名，如《东南亚华侨史》原为《南洋年
鉴•华侨篇》；《南洋文献叙录》合《续编》为
一；《文心雕虫》亦合《续集》为一。

他纵览许教授一生的著作后，提
出了许氏著述之四大特色，兹全文录
下供读者一览：

《全集》搜集、分类与编纂之
挑战
《全集》经历逾十个寒暑的艰辛

一、先生著作甚丰，就其专业而

努力，从搜罗到编纂，再重新打字、校

言，南洋区域内新、马、泰、印尼、菲

对、排版、设计等，过程之艰巨非三言

律宾及印支各国等，举凡过去及现代

两语可以道尽。副主编廖文辉博士曾

之历史、地理，无论通衢大都或乡野

为文《写在许云樵全集出版之前》详

小镇，几乎无不知晓，无不研究，而皆

细叙述编纂过程的艰辛挑战。主编

有撰述，项目之多，涵盖地域之广，时
下东南亚学者所少有。

郑良树教授为了筹集第一笔出版经
费，率先垂范，于2003年及2009年
举办两次义卖会，拍卖自己的画作。

二、先生著作甚广，除文史之外，

其后出版单位获得不少艺术家鼎立

举凡自然科学之地质、橡胶、物产、

支持，共襄义举，捐赠画作举办义展，

天文、历法、航海、经纬度、风向、医

甚至巡回全马各州，以筹募这笔庞大

学、药物等，几乎无所不涉猎，而皆

的出版经费。

有著作；至于人文科学方面，经济、
政治、考古、民族、史地、音韵、语言、
文字、文学等，几乎无所不探研，而

许老发表著述、论文的时间跨度

在文字校对及排版上也遇到了超
乎意料的困难。许老的主要研究领
域为东南亚史和中外交通，方法采用
乾嘉考据法，其中涉及许多南海古史
地名和音韵语言，包括不少冷僻字、
古音和古义，加上暹罗及印支半岛的
研究还涉及部分暹文。此外，早期排
版之误随处可见，特别是一些关键词
汇；以及早期标点符号、注脚引文格
式的使用没有规范化，编委们都得劳
神费力加以校正。另外，在排版工作
上最棘手的是输入冷僻字及暹文，由
於初期排版系统中没有可对应的冷僻
字，为此而造字逾两千个，数目惊人；
暹文的输入也得请懂晓中暹双语人士
加以确认，避免错漏。惟其如此，经
过三四校以后，仍有不尽人意之处。

约有五十年，加上论著在中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多个国家和

后记

皆有著作，数量惊人。即以文学创作

区域出版，所发表刊物涉及各种中英

去年接近许老忌日，我凌晨睡不

一项，虽非先生所专攻，然旧诗词、

文期刊、报章，这都大大地增加了搜

着，重读了23篇许老门生故友的悼

新诗、小说、游记、散文、序跋、马来

集的难度。最初有廖博士收辑的许氏

念文章，随着他们的追思笔迹，幻想

绝句及报告文学等，各体皆备，数量

著述约一百五十余篇，之后由郑教授

自己就坐在离许老不远的某个角落，

甚多。其广博众多，时下东南亚学者

及崔贵强教授开始搜集许氏著述，也

静静地观望他的人生与生活，去思

所少见。

曾发新闻稿征求待寻的五十余篇文

索他为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章。与此同时，编委会也积极地透过

的人生意义。

三、先生著作甚多，未汇成专书
者，皆以单篇之形式发表；此类单篇
文学，或发表于各类报章，或见于
各种期刊、杂志、纪念特刊，或刊登
于海内外学报，种类繁多；至于发表
地，新、马、泰、中、港、台等皆有；所
用文字，中、英、马、泰等各国文字皆
备。发表处、发表时、发表地、发表

科技网络之便，购下不少许氏于三四
十年代的著述，包括出版于1928年的
《浮云》及1929年的《姑胥》。至今，
仍有部分文章无法觅得，如许氏早于
20年代初在中国苏州《振声校刊》发
表过的诗文创作等。
许老庞大的著述及研究领域的

不久的将来，《许云樵全集》即
将面世，殷望在推介礼上，许老的门
生能从四海八方再聚一堂，一同缅怀
许老生前的点点滴滴。
缅怀许老之际，我脑海中浮现了
两位故人：一是特聘为《全集》审稿
的陈思庆（雪风）先生，另一则是牵引

多元性，让编委会在著述分类上面对

我步入这片浩瀚文教天地的柯腾芳

极大的挑战。初期分类由郑教授与崔

先生。未能让两老亲眼目睹《全集》

教授前后十易其稿，始见雏形，共得

四、先生著作甚富，以数量而言，

的完整出版是我毕生的遗憾。如今

13类。后来廖博士重新通读所有著

包括长篇、短记及图片，已近千篇；以

唯有化遗憾为鞭策自己的动力，快马

述后，经再三推敲，了解到许氏的学

加鞭出版完整《全集》，为自己的不

字数计，今已超过千万；数量之富，

问是以中外交通研究为基础和出发

力稍作弥补。

数十百倍于专书，为时下东南亚学

点，再延伸至其他领域。为此反复讨

者所少有。

论后，最终才精简为八类（八卷）。

文字之复杂，时下东南亚学者所少
有。

作者为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出版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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