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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   谁的责任
显然，政府只能负责提供资源并建立一个可行的制度，幼
儿教育的成败有赖多方的配合。几乎所有幼教专家都会
强调“玩中学”的教学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做老师的要
能做到位，做家长的要能理解“玩中学、做中学、少教多
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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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前教育一跃而成为国家大事的重中之重，并非

偶然。早在5年前的国庆演说里，李显龙总理就已表达了

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总理讲话前后，关心弱势群体的

连氏基金发表了一份有关世界各国学前教育的调查报告，

爆出了我国在学前教育领域远远落后的尴尬局面。

学前教育引人关注，原因多重。其一，我国学前教育并

未正式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商业化经营致使幼儿教育沦为

以牟利为目的的私人业者的逐鹿场所。其二，我国教育制

度过分注重考试与分数，家长争先恐后求助于幼教中心，为

业者提供充分的生源。其三，学前教育平均学费每月从100

元到2000元不等，是一般家庭不轻的额外负担；年青人于

是宁可迟婚或决心不生育，助长了人口结构的迅速老化。

政府在2013年成立幼儿培育署,	整合了托儿所和幼稚

园，开始对学前教育进行管制。政府同时拨款30亿元，通

过遴选与资助合格的核心业者以及在学校附设幼儿园，	

5年内为学前教育增加了5万个全天学额。2017年政府宣

布将把年度拨款由目前的8亿元逐年增加至2022年的	

17亿元，同时计划把附设于学校的幼稚园增加到50所，	

全天学额将因而再增加4万个，使总数达20万个。

政府既然决心在学前教育领域大展拳脚，或许应该进

一步考虑，将其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实行两年强制性的免

费学前教育。连氏基金报告书曾经建议，“政府如果把学

前教育视为必要的公益，那就应该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

甚至将之列为强制性。”	

多年前时任教育部长的黄永宏医生在国会里表示，政

府不把学前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是要避免它被“同

质化”，变成正规教育的一部分。事实是，由于家长的压

力以及学前教育与正规教育之间的脱节，不少学前教育中

心早已逐渐变质，譬如注重起幼儿的书写能力与算术。李

总理在2012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也表示学前教育不会国

有化，“因为目前市场是多元化的，选择很多，不应该剥夺

家长的选择”。事实是，学前教育平均学费再低每月也得	

100元左右，中下阶层的孩子奢谈选择。

新时代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与我们一

起生活的幼儿。科技的感染加速了幼儿对事物的认知与

心理发展，提供至少两年（5到6岁）的强制免费学前教育

可以督导那些因经济或其他原因对学前教育抱迟疑态度

的家长，及时让他们的孩子与其他孩子同时起跑。学前教

育与正规教育在同一线上有机结合，只要通过师资培训

与教学上更为完善的规划，是完全可以避免学前教育被

正规教育“同质化”或两者各成一块而产生的衔接问题。

显然，政府只能负责提供资源并建立一个可行的制

度，幼儿教育的成败有赖多方的配合。几乎所有幼教专家

都会强调“玩中学”的教学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做老师

的要能做到位，做家长的要能理解“玩中学、做中学、少

教多学”的真谛。

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曾经引用非洲谚语，出版了一

本以《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为名的书，阐明

社会环境与风气如何影响幼儿的培育。因此，就学前教育

而言，除了政府以外，师长、家长，家人、左邻右舍，整个

社会都有责任。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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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图：伊顿国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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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  思维  远景

泛谈我国学前教育
请益专家  默默领会

李显龙总理在今年国庆群众大会上，

把学前教育和糖尿病、智慧国同时打包，提

升到国家大事的层面上。当然，学前教育既

没有糖尿病那么叫人担忧，也没有智慧国

那么锦绣前程，但“我们的目标是为不同背

景的孩子，提供良好的学前教育，关注经济

条件较差的，确保他们不会输在人生的起

跑点。”	

我们似乎比梁启超说的“少年智则国

智”更进一大步。我们是“幼儿智则国智”：	

“良好开端（从出生两个月开始）是人生成

功的最好时机。必须做到，因为每个孩子对

我们都是重要的，如果做好了，将推进社会

流动性，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社会。”	

对国人而言，学前教育领域既切身又遥

远，因为置身其中，看不清“庐山”真面目。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方面的体验，最初

理解的学前教育仅限于幼稚园，那时有私人

的、教会的、工会的、政党的幼稚园，为入学

前的儿童提供教育，年龄集中在5至6岁。提

供给4岁前幼儿的托儿所和婴幼教育中心在

80年代之前尚未出现。																																																																																																														

如今，学前教育中心遍布全岛，根据

Skoolopedia整理的数据（来自ECDA/

MSF），目前新加坡共有1,366间托儿所，	

495间幼稚园，不包括教育部拥有的15所	

幼儿园。期盼“幼儿智则国智”的同时，国人

也把视线聚焦于学前教育的体制、素质、国

际排名、受重视程度、具体改变及其意义、

业者角色、师资问题与培训、课程设计与教

学品质、母语学习状况、国立化与商业化、

财政投入及使用，等等。

带着这些问题，《怡和世纪》编委同仁

走访了我国资深学前教育工作者陈鸣鸾。

她是新意元幼源（创办于1998）的创办人、

校长兼老师，在开放空间中为新意元幼源

开发及奠定了新意元的课程风格，包括大班

的方案教学、中班的主题教学、多元文化、体

能、角落教学和双语教育等。2015年她受幼

An Overview of Singapore’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Tan Beng Luan

I n his National Day Rally this year,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made Pre-

school Education, Diabetes and Smart Nation his 

key long-term issues for Singapore. “We want every 

child to go to a good preschool so that all children, 

regardless of family background, have the best possible 
start in life,” he said.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are 1,366 childcare centres 
and 495 kindergartens in Singapore, excluding the 15 
kindergartens manag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文		:   谢声远

╱	采访		:   林清如	

	 	  谢声远	

	 	  林				沛

By	Seah	Shin	Wong
Translated	by	YeeFong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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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  Ms Tan Beng Luan, experienced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 shares her views with 

Yihe Shiji about Singapore’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ystem, its qualit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urricula design.

Ms Tan Beng Luan is the founder, principal 

and teacher of Creative O Preschoolers’ Bay 

(founded in 1997),  an ECD Fellow appointed by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ECDA) 

and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e faculty of SEED 

Institute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Ms Tan established the pedagogy for 

Creative O which includes project work for the 

kindergarten level; thematic approach for the 

nursery;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physical 

education; corner play and bilingualism for 

young children; all these take place in an open 

space environment. 

The setting up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ECDA)

Ms Tan said, “Singapore’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childcare centres and kindergartens. Childcare 

centres used to be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and kindergartens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They 
were merged under the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ECDA) when the agency 
was set up on 1 April 2013. However, in 2014, 
MOE began setting up kindergartens, which are 
mainly located in primary schools. It piloted 
with five and now has 15, with the number 
still growing. Although ECDA was set up in 
2013, childcare centres and kindergartens 
are still governed under different laws. ECDA 

儿教育培育署委任为幼儿教育大使，

协助政府辅导幼师。她也是现任职总

新苗师范学院客卿讲师，新跃大学学

前系论文指导老师。

那天阳光普照，我们来到学校二

楼办公室，熟人见面，格外喜悦。主

人侃侃而谈，听者默默领会。

2012年改革是学前教育的关键

陈鸣鸾说：新加坡的学前教育分

成两块：托儿所与幼稚园，前者隶属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前身是社会青

年部），后者属教育部，多年来分开运

作，但对象都是学龄前的儿童。这种

现象源自于当初设立托儿所，出发点

是给家庭援助，提供场所照顾幼儿，

让母亲放心出外工作，所以教育成分

不被重视。后来发现光照顾幼儿吃喝

拉撒，是一种浪费。于是在时任职总

中央委员会主席符喜泉女士推动下，

开始从教育着手，加强课程并对托儿

所老师进行培训。这项工作严格说

陈明鸾（郑钧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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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部的职权，但当时理念上教育

部统管的正规教育系统，是从小学一

年级算起，所以不过问托儿所的课程

与师资培训。随着国际社会开始关注

21世纪的人才要求，许多国家先后强

调孩子的教育必须从幼儿开始，而非

小一，并把幼儿园划为正规教育的一

部分，如韩国在2004年已立法学前

一年强制免费教育，由中央或地方政

府承担费用。但新加坡幼儿教育一直

是独立于正规教育之外的民间操作。

关心幼儿教育的新加坡连氏基金就委

托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对45个国家的学前

教育展开调研，并于2012年发布报

告：新加坡排名29位，在南美的智利	

（第20位）和欧洲的希腊（第25位）

之后。其实新加坡在步入2000年之

后，在学前教育上，就幼儿园品质、课

程和师资等方面的提升，制定了不少

条例，当时的社会发展部（家庭及青

年部的前身）和教育部的合作也开始

密切；终于，在2013年4月1日成立了

幼儿培育署（ECDA,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整合学前教

育的两个部分：托儿所和幼稚园。这

是新加坡学前教育的一个关键改变。

awards, appointing 14 ECDA Fellows to 

provide 100 hours of paid service each 

year to mentor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of different kindergartens in the areas of 

administration, curricula design, teaching 

quality and addressing issues with parents.  

4. Developing many more training program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obtain a kindergarten 

teaching diploma, while encouraging certified 

teachers to upgrade their skills.”

met with operators of childcare centres and 

kindergartens, and finally drafted a new Bill 

after many dialogues and feedback sessions. 

The Bill is expected to be passed next year. 

But even with the new law,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to be reckoned with, for 

example, the hours of childcare centres and 

kindergartens are different; childcare centres 

are still allowed to enroll children below six 

years of age; and MOE kindergartens passing 

on the child to childcare centres after lessons, 

among many others. The new law has to 

streamline the process.

“Since setting up, ECDA’s roles include:  

1.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laces in childcare 

centres and kindergartens 2. Providing 

subsidies to operators to fund their venue 

rental and teacher salaries 3. Elevat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such as giving out kindergarten teaching 

（图：伊顿国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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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开办幼稚园

陈鸣鸾说：“之前，托儿所归社

会及家庭发展部管，幼稚园归教育部

管，分割成两个系统，现在由ECDA	

把它们统合在一起，在社会及家庭部

底下统一运作。其实很多地方，如台

湾，早已把这两者加以整合，新加坡

起步虽晚，方向是对的。ECDA吸纳

了教育部属下学前教育的官员，隶属

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两者合一后，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ECDA管

辖下的幼稚园是私立的。教育部则

从2014年开始，陆续开办主要附设

在小学的幼稚园，以5间为试点，现

有15间，数目还在不断增加，由教育

部统筹管理。我曾询问这些幼稚园为

什么不隶属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由	

ECDA统管，回答是政府部门各自独

立，不可逾越。从行政角度看，自有

其道理。”

早年纳入英文源流的传统华校

如宏文、培群、道南等，曾在小学办

过幼稚园，称为启蒙班，持续了13年，

收效显著。当时的教育部长陈庆炎

还宣布要把启蒙班逐步扩大到全国

小学。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有远见

的做法，在教育上的一大进步。后来	

做了调查，不知怎么就认为启蒙班作

用不大，浪费资源，结果全部关闭。

陈女士说：“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

原点！”

ECDA虽在2013年成立，托儿所

和幼稚园依旧沿用各有的一套法令，

执行上不一致。ECDA用了几年的时

间，召见托儿所与幼稚园的业者，举

行了好几次对谈会和反馈会。新法

令预计明年初会颁布。陈鸣鸾说：	

“即使有一套新法令，有些事还是够

叫人头痛的，譬如托儿所和幼儿园

的时间不一，前者时间长，后者仅3小

时，托儿所还可以托管6岁前的孩子，

教育部的幼稚园上完课后，孩子转移

给托儿所业者；还有幼稚园是按教育

部订下的假期放假，托儿所是没有假

期的，新法令必须进行整合。但无论

如何，分管多年，我们终于有了集中

监管托儿所和幼稚园的统一机构，

有助于两者在教师素质和课程设计

上拉近一点，不致于各扫门前雪。”

幼儿培育署大展拳脚

成立以来，ECDA	的具体工作包

括：一、增加托儿所和幼稚园名额；

二、给主要业者发放拨款，用在资助

屋租和老师薪金等方面；三、设法在

许多环节上提高幼儿老师的社会地

位，如颁发优秀幼儿教师奖、选拔

14位优秀学前教育工作者为幼儿教

育大使（ECDA	Fellows），每年提供

100小时有偿服务，为不同幼儿园的

校长和老师，就行政、课程设计、教

学品质、家长问题进行辅导；四、推

动新的培训课程，鼓励职场内已有

文凭的老师继续提升专业水平。陈

鸣鸾说：“我是14位幼儿教育大使之

一，深知ECDA	在这个环节上做了许

多工作。它推动很多课程，学费低；愿

意自我提升的在职老师，完成一年至

三年的提升课程后，政府会发给一笔

奖励金。”

EDCA从管辖下的托儿所和幼稚

园，挑选出5个核心业者和23个伙伴

业者。核心业者是：（1）NTUC幼儿

中心，始创于1977年，目前在全岛拥

有130多个学前中心，幼儿老师2200

名，学员约8万个；（2）PAP	社区基金

托幼中心（PCF)，全岛89个支部设立

376个学前中心，学员4万名；（3）京

华基督教青年会学前中心（Metro-

politan	MY	World	Preschool)，有学

前中心33所；（4）馨乐园教育服务财

Anchor Operators and Partner Operators

“ECDA has selected five Anchor Operators and 23 

Partner Operators from the childcare centres and 

kindergartens under its perusal. Anchor Operators 

include: 1. NTUC First Campus’ My First Skool, set 

up in 1977 and has over 130 pre-schools, 2,200 

teachers and about 80,000 students 2. PAP 

Community Foundation (PCF) Child Care Centres, 

which has 376 childcare centres and 40,000  

students run by 89 branches across the island  

3. Metropolitan MY World Preschool, which 

has 33 childcare centres 4. Kinderland Educare 

Service, which has 26 childcare centres  

5. Eton E Bridge Preschool, which became an 

Anchor Operator in 2014 and has 12 childcare 

centres. Anchor Operators are the main 

 recipients of the government’s subsidy.”

She said, “ECDA provides funding for Anchor 

Operators to help subsidise their rental, setup 

costs and teachers’ salaries, etc.” 

Childcare centres will have to obtain and 

renew their licences, which may be valid for 

two years, one year or six months. They have to 

fulfil a set of criteria, such as hygiene, teacher-

student ratio, curricula design, teaching 

quality and parents’ feedback. Officers will be 

sent to inspect the centres to ensure that the 

thousand or so childcare centres under the 

agency meet the minimum standard. ECDA 

encourages its centres to apply for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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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幼稚园前途堪忧

陈鸣鸾寄望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

院重整师资培训的深层次问题，使之

制度化，以有利于学前教育品质的保

证。她说：“学院选择4个优良单位

进行合作，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听

到的是发展蓝图，具体细节有待公

布。从国家层面统一师资培训，可把

学前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当中，标志政

府终于认清学前教育是国家教育体

系的一部分。”

由于至今未纳入始于小一的正

规义务教育，学前教育一直存在很多

私人操作，跳不出商业化的框框。她

说：“从80年代开始，学前教育百分

百商业操作，现在政府决定把本身

的幼稚园发展到50间，比例不算高，

学前教育的商业化操作看来仍会持

续下去。”

陈鸣鸾指出：教育部开办的“官

方”幼稚园，因自成系统，资源庞大，

号称更能做好幼小衔接，确实会给民

营幼稚园造成很大的营运压力。政府

幼稚园收费低，贫困家庭每月只收

$1.50，而家庭收入达6000元的，每

月学费也不过150元，连义务性的教

certification, an accreditation framework 

introduced by MOE.

Setting up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that 40,000 childcare places will be adde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Government will also 

double its annual spending on the pre-school 

sector to $1.7 billion in 2022.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MOE kindergartens will be 

increased to 50. More importantly, it will set 

up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NIEC), a move applauded by 

Ms Tan. “Since the 1980s, the training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has been done 

by private enterprises offering all sorts of 

diploma courses, she said. “Students can get 

a diploma after 1,200 hours of classes. There 

were as many as 15 of such training institutes 

of different qualities during its peak. Although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and its predecessor had a committee that 

looked after teacher training quality and 

set up regulations, such as stipulating 

compulsory courses and the hours of study, 

the committee lacked teeth and a system for 

supervision, resulting in gaps in its execution. 

This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issue. With the 

centralisation of training, I think it will only 

be a matter of time that substandard private 

training institutions be drowned out by the 

competition.”

团（Kinderland	Educare	Service)，	

有托儿所26所；（5）伊顿	E	桥学前中

心（Eton	E	Bridge	Preschool)	2014

年受邀成为核心业者，拥有12间托儿

所。核心业者是政府拨款资助的主要

对象。她说：“ECDA为核心业者拨

款，以便业者在租金、设立中心、教

师薪金等多方面获得政府津贴。”

“托儿所必须领取和更新热照：

分两年、一年和六个月。当局有一套

评鉴标准，如卫生设施、师生比例、

课程设计、教学质量、家长反馈等。

官员会到现场视察，以确保辖下上千

间托儿所达到最低要求。“有些学

校看都不看，不去执行课程框架，也

拿它们没法子，只有在更新执照时，

才有约束作用。ECDA	鼓励辖下学前

中心按教育部的评鉴标准，申请称为	

Spark	的品质认证	。”

成立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

今年，政府宣布未来5年将增加	

4万个托儿所名额，国家财政投入，从

2012年的3亿6千万元，递增至2017

年的8亿4千万，今后5年还将翻倍，

至2022年达到17亿元，教育部幼稚

园则将增至50间。更重要的，是成立	

“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她说：	

“幼儿教师培训曾是	ECDA	重中之

重，如今国立学院的推出，是把师资

培训国立化。”

这是陈鸣鸾第一次用“国立化”

一词。在言谈中，她认为政府不会也

不可能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学前机构

实行“国立化”。“1800多间，要如何

全部国立化？托儿所1300多间，幼稚

园400多间，国立化后每一间都要冠

以国家的字号，有难度啊！”

她对成立“国立幼儿教育培育学

院”表示赞许。她说：“从80年代开

始，幼师的培训完全操在私人企业手

中，林林总总，开办文凭课程，学员修

完1200个课时，可获颁专业文凭，高

峰时这类培训学校多达15间，良莠不

齐，好的不多见。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及其前身，虽设有师资培训委员会，

订了若干条例，如强制性的课程和

课时。但规定归规定，委员会缺乏监

管机制，执行乏力，漏洞难堵，问题

已存在很久。教师培训国立化后，素

质参差不齐的私立培训学校受职场

优胜劣败的制约，学生人数肯定减

少，我想关门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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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幼稚园都自叹不如。她说：“私人

幼稚园将受到较大的冲击。首先，附

设在小学的政府幼稚园，教师是公

务员，政府发薪水，低收费肯定对其

他私立幼稚园带来压力；其次，为了

吸引学生就读，学校开启绿灯，让幼

稚园毕业生有报读所在小学的优先

权，虽然这些小学不是名校，而是邻

里学校，但因为所在幼稚园能与小一

直接衔接，对许多家长还是有吸引

力的。”少子化和托儿化的现象，也

使私立幼稚园面对压力。她说：“现

在父母为了省却接送的麻烦，喜欢把

孩子送去托儿所，政府奖励幼稚园转

型为托儿所，如推动行动党社区基金

婴幼儿中心专注托儿所业务，把幼稚

园这块转给政府小学来办。”	

陈鸣鸾的幼儿教育观

陈鸣鸾还从微观角度，引导我们

进入学前教育的课程、教学、师资、

连贯与衔接、母语、大环境等课题。

（1）课程应该各具特色，不求

一致：教育部出版了《幼稚园课程框

架》，由ECDA发到所有托儿所和幼

稚园做参考。陈鸣鸾于1998年创办托

儿所，她对此记忆犹新：“当时政府不

怎么重视学前教育，也无课程框架或

纲要，只有当时统管托儿所的社会发

展部印有一份宣传单‘（从）玩中学’

给托儿所业者参考，玩中学		(或做中

学）的概念是明确无误的，这在学前

教育理念上已非常先进了。园长的资

Ms Tan hopes that the setting up of the new 

institute will institutionalise and address 

the deep-seated issues in teacher training, 

thereby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institute is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y working with four excellent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training. Now the 

blueprint is out and the details are pending. 

The centralisation of teacher training, coupled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recognise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an Beng Luan’s View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s Tan also spoke about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a and teacher training from the micro 

level:

“1. Every curriculum should have its own 

unique features, instead of being the same 

as each other. If everyone follows the same 

path without trying to innovate, the outcome 

will be similar-  will this produce creative and 

thinki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I propose 

designing “localised curriculum”. For example, 

kindergartens or childcare centres in HDB 

estates can design classes related to the 

community, so that children can learn about 

their environment, neighbourhood shops, 

hawker centres, etc. Likewise, centres and 

（图：Creative	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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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只要有Advanced	的文凭即可。后

来发展到了课程框架，又担心老师不

能很好诠释，就写了指南，举例说明，

意在减轻他们的教学负担，问题是大

家都‘照章’刻板遵循指南，不去动

脑筋，出来的结果大同小异，这样做

能否产生创意型和思考型的幼儿老

师呢？”与此相关，陈女士提倡“在

地化课程”，如设在组屋区的幼稚园

或托儿所，可设计和采用社区课程，

让幼儿认识和了解周围环境、邻里商

店、小贩中心等，而设在工业区、购

物中心的幼稚园和托儿所，都可制

订不同的课程。总之，各有特色，不

求一致。

（2）教学问题：托儿所和幼稚园

都应该倡导和实践玩中学、做中学，

少教多学。“许多家长把玩与学、做

与学对立看待，不理解‘少教多学’

的真谛。有的家长说，幼儿园的小孩

玩太多了，学太少了；另一些家长说，

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不要学

太多。为什么会认为孩子玩就不是

学，玩中不是要说话吗？老师讲故事

也在说话，故事有内容，有道德熏陶，

有品德培养，不是在学文化吗？做中

学更是一种体验，体会所做所为是

怎么回事更是一种文化实践，引导幼

儿自动自发地学。框架说要开发孩

子的好奇心，少了好奇心就不会主动

寻找答案，不会主动思考！教学会变

得枯燥死板。尚达曼提出的少教多学

也是这个意思，具体执行方式是给个

别幼儿园更大的自由和思考空间，赋

与他们更大的权力，充分发挥所长，

各具特色。”	

（3）师资问题：这是我国学前教

育长期未解决好的难题。之前引进

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师资，

后因人头税造成成本大幅上涨而逐

渐退出职场。本地自我努力培训，特

别在托儿师资方面的培训，已取得

长足的进展，跑在很多幼稚园前面，

人才不缺。但因为工作繁重、薪金不

高、社会地位偏低，师资流动性大。

本地完成培训的人才，只有40%	进入

职场，60%	流失。ECDA	正想方设法

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把留住率提高到

50%。”当然，还有师资的素质参差

不齐问题，低档幼儿园在吸纳好的

师资方面确实存在困难。另一方面，

教育部开办幼稚园，正迎头赶上，希

望弱势群体能以极低的学费，享有良

好师资，改变学费越贵学校越好的流

行观念。”

（4）连贯和衔接问题：陈鸣鸾认

为，学前教育是整体的，从18个月至

4岁的婴幼儿培育中心（Early	Years	

Centre)	,	到5-6岁的幼稚园，是一条

线上去，不是分成一块块的。“现在教

育部让它的幼稚园与PCF配对，鼓励

PCF专做	0-4岁的婴幼儿学前中心，

把原有的	5-6岁幼儿转移给政府的

幼稚园。这其实是出于行政和需求

的考量，从教育角度看，这种人为切

割的利弊，是值得商榷的。”另一点

是学前教育与正规小一、小二的衔

接。学前教育是开放的、进步的，但

小一、小二却没有调整步伐，与幼儿

园接轨。常听小学老师说“你准备好

进小学了吗？”	陈鸣鸾认为，这个问

题应倒转过来问：“小学准备好收我

的孩子了吗？”她说：“现在不太讲

幼稚园小学化了，而小学老师的再培

训也在今年开始了。我听说小一、小

二老师须上教育学院一门课，辅导他

们如何认识幼儿教育，这有助于两者

的衔接。南山小学正是这么做的：校

kindergartens in industrial estates and 

shopping malls can come up with something 

different. In summary, the curricula should all 

be unique and different.”

2. Pedagogy - Both childcare centres and 

kindergartens should promote learning by 

playing, learning by doing, and teach less, 

learn more. Many parents view playing and 

learning as conflicting activities.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each 

less, learn more”. Some parents say that 

kindergarten children are playing too much 

and not learning enough. Other say that 

they hope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a happy 

childhood and need not learn too much. Why 

do they assume that their children are not 

learning when they are playing? Don’t they 

talk when they play? When the teacher tells a 

story, she’s talking, too. A story contains plots, 

morals and teaches virtues – isn’t this a way 

of learning about culture? Learning by doing 

is an experience for children to put the culture 

they learn into practice. It enables them to 

learn spontaneously. 

3.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 This is a long term 

challenge for Singapore’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number of foreign teachers 

has been gradually decreasing with the drastic 

increment in poll tax. While we have many 

locally-trained teachers, the attrition rat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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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请来教育学院讲师给小一、小二

老师讲课，讲幼稚园课程框架、如何

授课，又让幼儿园学童和小学老师

互访，以便更好准备迎接新生。既然

幼儿园在改变，小学老师也要了解这

种改变，才能相互配合。我觉得，教育

部可以下达一道命令，要求小一、小

二老师都必须努力了解幼儿园怎么

教孩子，让正面的信息传布开来。”

（5）母语应成为生活的语言：问

及政府这回再次提升学前教育，是否

与意图加强母语有关联？陈鸣鸾不以

为然。她说：“倒是两年前出炉的母

语课程框架，与加强母语教学有关。

学前教育一向肯定母语在幼儿当中的

重要性，不仅是华族，也包括其他友

族。母语框架源自课程框架，但强化

了母语教学，使之成为生活的语言，

让老师在框架下带出文化的认识。过

去母语老师跑班的现象逐渐减少。以

华文为例，现在倾向鼓励每个学童都

有固定班级的华文老师，可用母语作

为媒介语，教导音乐或体育课。你想，

如果一天只见到华文老师一个钟头，

又如何营造说华语的氛围，更不用说

要把华语变成生活的语言了。幼儿园

母语教学注重听说读，不强调书写，

但简单的书写还是行的。”

“上小学之前，学生基本上已能

认读300-500个汉字，小一是不是

应该在这个基础建构上去？把好不容

易打下的认读汉字能力搁置一边，集

中教导汉语拼音，幼儿园母语教学主

轴，到了小学戛然断层。这问题如何

解决，只能说：教育部华文教学组负

责监督嘛。不过，有一点堪可告慰，政

府或私立幼稚园如PCF，如果是混合

型的，母语课都是分开上的，三种语

文都有，由不同语文老师负责教导。

政府幼稚园对此尤为敏感，从不因

师资紧张而取消任何母语课。一般托

儿所或幼稚园视情况而定，比如新意

元幼源，友族是为了学华语和英语而

来，未要求上母语课，而且我们也无

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幼儿智则国智”啊！

至此，陈女士已经滔滔不绝讲了

两个小时，对学前教育的前生今世，了

如指掌。话题转入北欧现象。她说：	

“北欧重视孩子在幼儿时期的素质

发展，不强调书写。我们的学前教育

理念和课程框架，其实与北欧相差

无几，问题出在执行不到位。还有，

我担心教育部幼稚园处理不当会出

现类似‘中央厨房式’的课程执行，

对学前教育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是否有办法摆脱小学里根深蒂固

的精英思考模式？虽然小学的评估方

式已力求多元化，但家长还是很在意

分数和名校，小学在做家长思想工作

方面如不尽力改变他们这种观念，肯

定会使他们对幼儿园‘玩中学、做中

学、少教多学’的理念产生怀疑。恨

铁不成钢啊，不能改变幼儿园，就送

孩子去补习吧。你说是父母的错，还

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唉！“幼儿智则国智”，我们何时

能实现这个理想呢？眼前的现实是：

访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是应该与

校长告别了！

作者为本刊副总编辑

high due to the heavy workload, low salary and 

low social status. Only 40% of locally trained 

teachers enter the profession. The other 60% 

are lost. ECDA is now trying to increase the 

retention rate to 50%.

4. Consistency and coherence -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a holistic system. It should 

continue seamlessly from the Early Years 

Centre which caters for 18-month to 4-year 

children to kindergartens for 5 to 6 year-olds, 

and not be divided into separate segments.  

Now MOE is pairing its kindergartens with PCF, 

encourages PCF to concentrate on running 

childcare centres for 0 to 4 year-olds, so that 

they  can hand over the 5 to 6 year-olds  to 

government-run kindergartens.  From the 

education perspective, such artificial division 

is debatable. The other thing is the intera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formal 

Primary One and Two education. Whil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open and progressive, 

our Primary One and Two education has not 

caught up with the kindergarten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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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集团（Etonhouse	International）

是新加坡较具规模的私营学前教

育中心之一，属下的伊桥（E-Bridge）托儿

所与NTUC幼儿中心、PAP社区基金托儿

及其他两间私营幼教中心同时被幼儿培育

署（ECDA）赋予新加坡学前教育核心业者

（Core	Operators）的地位。应《怡和世纪》

之邀请，创办人胡锦珠与读者分享她的创业

经历与办学理念。

让幼儿“从玩乐中学习”

胡锦珠原是本地跨国会计所一名在职

会计师，上世纪80年代放下工作携女随夫旅

居英伦。她把年幼的女儿送进当地幼儿园，

自己也在那里当义工。对于英国幼教老师	

“从玩乐中学习”的教学法留下深刻印象，

回国动起了要办一所英国式幼儿园的念头。

1995年胡锦珠如愿以偿，在丹戎加东中

正总校附近，以伊顿国际为名创立了第一所

幼儿园。许多家长一时不能接受她那种“从

玩乐中学习”的教学法，胡锦珠可不就此言

休，她决定不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向，

坚持“玩下去”。二十几年的奋斗，成就了今

天伊顿集团的一段传奇。

如今伊顿集团扬名国际，在海内外11个

国家拥有100所学校，1万5千多名学生来自

61个不同国度，职员不下1500名。2003年

打进中国，先主打苏州、上海、无锡，接着

扩展至南部的广州—珠江三角、西南的成

都和重庆等地。

在新加坡，伊顿集团以伊桥(E-Bridge)

为品牌的10所托儿所在课程素质、财务状

况、扩充潜能方面受到幼儿培育署（ECDA）

“	三岁见大，七岁见老。”
   伊顿集团胡锦珠谈幼教╱	文		:  林清如

胡锦珠与托儿所幼儿的温馨场面（图：伊顿国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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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	被接受为新加坡5所学前教

育“主要业者”（Anchor	Operator）

之一，在租金、教师薪金等方面获得

政府津贴。

伊桥招生对象为新加坡公民，遍

布全岛高需求的组屋区。去年刚在

榜鹅埃其德尔(Edgedale	Plains)落

成的伊桥托儿所（E-Bridge	Pre-

school）占地5000平方米，总楼面

3705平方米，可容纳500名两个月至

六岁的幼儿，是新加坡最大的托儿

所。集团在新加坡另有12所以伊顿学

校（Eton	House）为名的托儿所分布

于市区与各私人住宅区，属于收费较

高的高档次托儿所，有些托儿所提供

如日本语、印地语等第三语言课程。

探索•思考•学习

“这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

专属伊顿的教学理念。我们把世界

最先进的教学策略，和亚洲人的双语

文化并行。伊顿的‘探索•思考•学习’

的教学理念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

享受每天学习的过程。当孩子感兴趣

时，学习也会变得有趣和有效。

“人们说，‘三岁见大，七岁见	

老’，幼教非常重要，甚至可说是奠

定人一生的重要教育。做幼教的，就

要懂得孩子心理，关注情商多过智

商。我们要培养快乐、有自信心、有

探索心的孩子。只要孩子快乐、有自

信心，什么东西他都想学、想探索。

因此，幼教不是教孩子读书、背书，

是要让孩子在一个温馨的环境中长

大。我们选用的教师，都经过专业培

训，懂得孩子的心理成长，知道怎样

跟孩子沟通。

“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打心底里

欣赏中文以及给他们奠定一个双语以

及双文化的基础。英文和华文的老师

在双语的大环境下进行教学，许多家

长表达了对我们课程强烈的兴趣，

我们也非常引以为豪，当我们在丹戎

巴葛开汉顿幼儿学校时，国父李光

耀先生就对我们的双语课程盛赞不

已。我们也在华中国际学校内开办

独一无二的‘伊顿中华’——主要教

学语言为华文。

“伊顿拥有自己的课程研发中心

和教师培训中心，以保证每个学校的

教育高质量。我们为教师提供丰富、

实用和系统的培训，确保教学质量。

从2010年开始，伊顿举办了多次瑞吉

欧亚洲学术研讨会议，邀请了来自瑞

吉欧和各国的教育专家。来自于世界

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共聚新加坡。

我们也带领老师到意大利接受培训。

“我们也在建筑和环境设计方面

引进创新理念，例如伊桥在榜鹅开办

了一个新加坡最大型的幼儿园；它拥

有大规模温度检测器，雷电预警系

统，	太阳能系统。我们精心准备的

教学环境可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索

精神	，确保为孩子们提供多样化的

空间和广泛的资源和材料。”

学前教育前景大好

谈到政府准备在未来5年内把附

设于学校的幼儿园增加至50所，胡

锦珠说，“竞争激烈，无形中会提高

教育的水准。学前教育中心多种多

样，竞争会更激烈，这无形中会提高

教育的水准和品质。每个家庭可以

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不同学前

教育中心。”

展望未来，胡锦珠认为新加坡学

前教育的前景光明。“新加坡政府为

了寻求生育平衡，提高生育率，大力

推行鼓励新加坡人生育的政策。而

且政府拨款增加预算，为新生儿家

庭提供奖励。所以说，学前教育市场

很大，前景很好。学前教育是非常重

要的基础教育，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

意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要让孩子

赢在起跑线上。在过去的20年里，我

们已经塑造了一种坚实的卓越与创新

文化。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向

前，追求高品质的信念一如既往，从

没有改变。我们也会不断进步，确保

教育服务的高质量。”

作者为本刊总编辑

位于	Edgedale	Plains	的伊桥托儿所（图：伊顿国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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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一家旅店的落地窗前，外头银

杏树已然转黄，有一股秋日的萧瑟

与凄凉，却也承载着季节转换的一缕喜悦，

这是我亚洲幼儿园访视的最后一站，日本

东京。日本的幼儿教育为亚洲大家，制度完

整，幼儿园课程及建筑在近几年都傲视诸

邦，从各种角度看，都是完整而成熟的。户

外天冷，看见幼儿园教师带著幼儿在社区做

着落叶清扫工作，孩子们对走过的老人们打

着招呼，报以微笑。这是日常的一部分，俯拾

皆是，而非我们常见的被包装的幼儿园单项

活动，用来讨好家长，讨好社会。

说幼儿教育就得从日常说起

如果要说幼儿教育，就得从这个日常说

起。这个日常看似简单，却不简单。首先他隐

含著某种民族文化的脉络，来自于日本人纪

律习性的价值传递，幼儿时期便惯性地为社

区服务，承载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则是家长也赞成在这深秋转冬之际，纵使天

冷，幼儿还是有户外的大肌肉活动，自然天

成。再者幼儿对于季节的感知明朗而深刻，

不只有温度，还有精神上枯木的萧瑟，以及

对时间进程的具体体会。跟长者打招呼，是

一个谦卑的习惯，不是教师的指示与客套，

是来自孩子的自发行为。一个简单的午后时

光，其实昭显着幼儿教育必须体现的价值。

有史以降，学者们纷纷对幼儿教育的重

要性做注解，多年以来，儿童观也因应典范

的转移而改变，儿童的主体性越来越被重

视，这种趋势也刺激了幼儿教育的发展，以

及儿童定位的思考，并同时挑战着家长的

旧思维；幼儿教育各种教育模式蓬勃发展，

各有所长。儿童在这个世纪被定位成为国家

奠基基础的一环，学前教育被视为重要的预

防性儿童福利措施；是作为国家政策，而不

再仅仅只是家事。当学前教育形成重要发声

时，所有与之相关的种种也随之成为大家的

关心，尤其在学术界出现许多重要的儿童观

的诠释与再现。

在这澎湃大势之中，亚洲的家长，却以

其独特的参与与选择权身份，在幼儿教育

中占了最现实的一地。现代的家长面临了智

育为主科举制度菁英思维的期盼，间中夹杂

着要儿童享有开放与自由的关爱与憧憬，用

摇摆困惑的态度默默影响着幼儿教育的发

展。尤其亚洲家长的资优与菁英思维，以及

补充教育的迷思，使得纯粹理想的幼儿教育

都必须面临竞争与灌输的挣扎，一句不能输

在起跑点上，打死多少以儿童为中心理论学

派的快乐坚持。

幼教就是四个字：安身立命

然而从最卑微与既存现实的角度来看，

我个人认为幼儿教育的理想并没有那样远

大复杂，我认为幼儿教育其实就是四个字：

安身立命。是的，我看的也是一种日常，善良

与平和且有秩序的日常；简单来说就是生活

有着落，精神有寄托，四个字涵盖了幼儿时

期必须攒积的一切，也很简单的给了成为

一个人的目标。对幼儿教育而言，太多不切

实际的教育理想口号，往往遮蔽了最基础

原始的思考，并且造就了不切实际的追求。

一个人，在安身之时，最需要的是什么？	

生活有着落，所必须拥有的就是稳妥在社会

中生存，并社会化成为一个公民的能力，幼

儿学习在社会中生存的知识，培养人际相处

的能力，挫折容忍力，能够找寻自己的定位，

幼儿教育
安身立命的日常追求╱	文		:  郑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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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累积得来的知识与态度去面对，靠

习得的能力去处理，学习符合社会

规范，谨守社会道德，可以适应而后

将自己的后半生快乐地持续下去。

立命，精神有所寄托，孩子学会

规划生活，运用时间，培养兴趣，健

康的心理素质，好的运动习惯，遇到

事情不慌不忙，无畏无惧，有勇气面

对新的事物与挑战；这些都是立命

之举。幼儿教育为一种全人观，成就

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条件，就是幼儿教

育的重点。对于幼儿而言，在环境中

培养面对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职责。

幼儿时期你所塞给他的那些知

识，词汇，对于他成为大人物是没有

太大作用的，但是你所传授给他的态

度，培养他的能力，矫正他的行为，给

予他的教诲，指正他的错误，给予他

的鼓励，同理他的困难，一起走过的

挫折……对于他日后成为一个人，或

许平常或许伟大，却是起到了绝对

的大作用。

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在确保儿童

成人之后，可以解释与面对他所遭

遇的种种，并且有能力解决，有心态

可以承担。这些能力与态度的培养先

于知识与技能，而他的最佳时间就是

儿童时期，不同学者不同理论，不同

的能力都有他发展的进程，而这些进

程的黄金基础时间也是幼儿时期。

你的孩子坐得住吗？你的孩子可

以面对失败吗？你的孩子可以抗拒

诱惑吗？你的孩子懂得礼貌吗？你的

孩子有好的卫生习惯吗？你的孩子主

动吗？你的孩子人际技巧好吗？……

就是这些简单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

日常，看似平常，却是教育的基础与

大学问，这也是幼儿教育之所以重

要之处。

“天生的小心翼翼” 
限制幼教的自由发展

回头看新加坡的幼儿教育，2017

年李显龙总理的重要谈话揭示了新加

坡幼儿教育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也

代表可能会有一番作为。新加坡幼儿

教育的现场百家齐放，各种理论与教

育模式所在皆是，可以看见民间的努

力；而近年来随着各种政策与政府资

源的投入，也可以看见逐现生机的学

前生态。

以轻松一点的角度看新加坡学前

教育，我个人观察新加坡的学前有某

种天生的小心翼翼，不管在教育或是

保育上，教师们怕出错，怕被投诉，教

师也怕实施新的东西，新的挑战，在

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教学的可能性。

这个怕，是我遍访许多国家之

后，发现最为严重的。或许学前的家

长需要释怀那些天真时代的种种错

误，以及可能的可被接受的一些失

败，而教师需要将这些生命经验变

成可用的教学资源与体验，去帮助孩

子成长，而不是成天为了一个蚊子包

双方角力，家长万万没有想到兴许

（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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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文化着实在学前教育上绑了一

捆大绳子。

另外新加坡学前教育的标准化也

可能是大好大坏的一个举措。在这个

以标准化著称的国家，当同样的举措

也落到学前教育时，在管理上或许容

易，却也同时限制了幼儿教育本质上

的自由与延展性，束缚了孩子创造性

发展的无限可能。再者社会上普遍

存在传统听说读写教育的氛围，在

智育追求仍占首位的大环境下，面临

菁英主义挂帅的过往与走向全球化

社会个人技能大移转的同时，新加坡

目前亟需的是属于自己国家淬炼过，

经验过，痛苦过，选择过而沉淀出能

与未来接轨的教育理念社会共识。

新加坡幼教发展需要的是时间

另外从某个局外人的角度看新加

坡幼儿教育政策，它正慢慢有着各种

制度成形，却同时存着某些遗憾。国

外的理论模式或是教育取向或许可

以提供新加坡幼儿教育模式的骨干

参照，但是其中的枝叶与血肉却必须

由在地的文化与优良教师的投入，以

及儿童的体验参与之后形成属于自

己的实践；这是目前新加坡幼儿教育

最窘迫的地方，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

育都面临这样一个理论正在成长，但

是师资与学术的建构却不够雄厚的问

题。许多高等教育师资，许多幼教师

资，大都借将于外;	于内者，许多学位

的养成走短捷径者亦所繁多。这是第

二个缺乏：扎实的师资。新加坡需要

从上到下，一群在地深耕的学者，一

群在地厚植的学前教师，需要在地化

之后的投入者去耕耘，简而言之就是

需要新加坡化教育涵养的投入者。

没有社会教育共识的支撑，本土

化学术的创意，扎实出身的幼教师

资，新加坡的幼儿教育要发展具备国

家特色，人民特性的教育取向或是课

程模式，就会有它要面临的空虚及无

力感。例如新加坡的学前教育是世界

上少数把双语教育昭昭置入的国家，

这有他的需求与历史脉络，但是在整

体师资的配套，教学定义却不够明

确，再者课程教师来自四面八方，本

土化脉络不由自主地被冲淡。这是

第三个缺乏：一套属于他自己国民，

国家，文化，脉络渴求下的在地化学

前课程。

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教育的百

年大计，才刚走一半，也或许因为如

此，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织就一切，淬

炼与沉淀。我的看法是，依照社会发

展的进程它一定会走向理想完好的

境界，慢慢地。新加坡有用人唯才，

大胆延聘的天性，也因此势必迎头

赶上世界各国教育的趋势，在建立

制度，完善制度的速度上，将来应可

得心应手。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些急

不得的涵养与淬炼，以及跌跌撞撞

中试验而出的教育理念，千军万马

在地化的历练，学术理论的实践与

调适，都需要时间与支援，支援容易

给，时间纵使再刻不容缓，在教育面

前都必须谦卑地尊重时间教师的千

锤百炼。对我而言，我不希望看见没

有灵魂的复制与捷径的养成在这样

一个正往完善学前迈进的国家出现，

尤其在教育上，包括教学取向，师资，

政策都是，没有加入新加坡的血脉与

学术的实在，再美好的口号，再多倾

量的师资，都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安抚一时的情绪，却无法真正解决

问题，甚至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新加

坡的学前教育需要一段专心的时间

与空间给足养分，让它的建构者可以

成长，以便推进所有的理想与规划。

我想像的新加坡幼儿教育很简

单，却也任重道远，那就是那些应该

有的，都已经是日常了。									

作者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幼教部主任

																																			

以轻松一点的角度看新加坡学前教育，我个人观察新加坡的学前
有某种天生的小心翼翼，不管在教育或是保育上，教师们怕出错，怕
被投诉，教师也怕实施新的东西，新的挑战，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
教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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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Teaching as an Amazing Career

Being  a preschool teacher means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It is not just about passion 
and love for the young children, soft skills and 
attitudes such as respect, humility, resilience 
and reflectiveness are essential for a good 
preschool teacher as well.

Working with colleagues,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you need to respect them as 
individuals and not judge them simply on 
how they may behave differently, or on their 
different backgrounds. We should be humble 
to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ves, even 
the little ones. I’ve learnt so much from my 
little ones when I was a teacher. They taught 
me that life could be simple and enjoyable; 
they taughe me that it was alright to make 
mistakes.

As a preschool teacher, one deals with young 
children, parents, families, colleagues and many 
others on a daily basis. It’s not easy to juggle 
so many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Parents trust 
the school and the teachers to look after their 
children. It is a wonderful partnership when 
parents work with teachers. Teachers should 
regard and treat parents as partners rather 
than their students’ mums and/or dads. It 
would help with children’s development as well 
when they see their parents and their teachers 
as partners. When teachers and parents work 
together, school becomes an extension of 
home where it is safe, fun and secure for the 
child to learn and grow. Of course, there are 
always parents who would demand more 
care and attention for their children. Day in 
and day out, preschool teachers do their best 
for the children under their care because of 
love and dedication. Hence, being resilient 
is right up there on top as one of the key  
attitudes a preschool teacher should have. 

Lastly, being reflective ought to be as part 
and parcel of preschool teaching. Preschool 
teachers wear many hats, as teachers, doctors, 
friends, leaders, etc. With each role comes a 
great deal of ‘job scope’, and one needs to 
reflect on a daily basis so that he or she can 
improve and do better the next day. Despite all 
the stress and commitments, being a preschool 
teacher is an amazing career to hav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hildren’s smiles will make 
you feel that all your efforts are worthwhile. 
And deep in our hearts, we know as long as 

the children are happy, healthy and enjoy 
learning, that sense of satisfaction is beyond 
words. Indeed, nothing is more satisfying than 
being a teacher to the little ones.         

Make Learning Fun at Preschools

In the past preschool educators used to 
be treated as babysitters. The Government 
has now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promo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t’s a good shift and a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lthough personally I felt we might 
have started the emphasis a little too late if 
one were to compare ourselves with other 
countries which are way ahead of u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 
rather unique because of our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Our young children are almost 
born bilingual, being mostly in English-
speaking families with their respective Mother 
Tongue. Different ways of life from the East 
as well as the West would also exert influence 
in ou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East 
talks about values and beliefs while the West 
appears to be more play-based.

The shift has begun to make learning fun at 
the Preschool level and to emphasize on soft 
skills, morals, values and basic foundation, 
rather than preparing young children for 
entrance into Primary Schools. Many Primary 
Schools are now trying to bridge the gaps 
between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s when 
children transit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at 
the age of 7. Some Primary Schools would 
use methods that Preschools used to engage 
students in learning – such as show and 
tell, small learning and discussion groups. 
MOE’s decision to incorporate Kindergarten 
within Primary Schools seems to be aimed 
at bridging gaps between preschool and 
primary education. It is rather similar to the 
UK’s system  where they have Reception 
class (4-6 years old, equivalent to our 
Kindergarten) within an Elementary School 
(our Primary school equivalent), and children 
from Reception classes will move  on within 
that same Elementary school until graduation. 
In fact, this was what schools in Singapore did 
a long time ago. 

But my take is, we should never prepare the 
children to make them school-ready. Instead, 

we should prepare the children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would be ready to keep learning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It’s not about being 
ready to enter a new level, it is the attitude 
they should have when moving forward  as 
they proceed to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and beyond. If a child progresses at his or her 
own pace, who then is to judge or say that by 
a certain age he or she is  supposed to achieve 
these or those goals, and if not he or she is  
to be deemed a failure ?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has a long way to 
go, and there are much more things for us to 
learn and to explore as preschool educators.  
Fortunately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as 
now become so important that it was one of 
the themes of the Prime Minister’s address at 
National Day Rallies, which will surly make 
the career of being a preschool teacher more 
rewarding.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i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re 
are at the moment various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s, such as Pre-Service Training 
(PET), In-Service Training, Continuous 
Education Training (CET)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e should not  
focus  on children’s cognitive aspects alone, 
we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ir physical aspects, 
and their socio-emotional aspects. How they 
interact with people and friends around them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nobody works in 
silos anymore, and that socio-emotional 
competency needs to be developed from 
young.  Teacher’s training should not focus 
only on what to teach, it must cover how 
to teach young children, how to manage 
their behavior, how to set up the conducive 
environment, how to work with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how to develop each child 
individually while being aware of all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ories. Indeed, one 
can never stop learning about the industry 
because the landscape is always changing.  
As preschool educators, life-long learning is 
very important. 

The	writer	is	a	lecturer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t	Ngee	Ann	Polytechnic

Thoughts of a Preschool Educator
By	Janice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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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金诞生于1965年，恰与新加坡

共和国同龄。为人谦恭低调，默默

耕耘，一手打理的燕阁酒楼是新加坡知名

中餐馆。

设有十个厢房的中档餐馆

燕阁酒楼座落于克罗士街上段，面积超

过1000平方米，设宴可招待400人，此外，

还拥有具隔音设备的十个厢房。

酒楼现在提供的百多种菜式包含福建

菜系和广东菜系，也能提供多种素菜。午市

更以各式点心闻名。

燕阁属于中档餐馆，菜肴可口，多变化，

交通方便，服务周到，能满足客人举办大小

筵席的需要。据了解，很多社团都选择在这

里设宴举行庆典。

最近燕阁又增添卡拉OK新设备，喜欢在

酒足饭饱之余唱歌自娱娱人的客人，都踊跃

向他们预定厢房。

欧南园开业

燕阁相信是新加坡酒楼最早具有卡拉

OK设备的中餐馆，这与燕阁当年在欧南园

组屋区经营时的境遇有直接关系。

燕阁是在1985年，由黄龙金的父亲黄天

生收购豪华酒楼改名重新发展的，地点就在

欧南园组屋区多层停车场一端。那时候，这

个组屋区还有主打广东菜的龙凤酒楼和主

打潮州菜的大成酒楼，它们都是比较早成立

的餐馆，已拥有自己的固定顾客群。

黄龙金高中毕业服完兵役后，便参加新

加坡酒楼公会主办的酒楼管理培训课程，并

在一年多后考取了文凭。

1990年，他25岁那年，走进燕阁协助父

亲经营餐馆的事业。

“就在那几年，新加坡经济前景不明

朗，酒楼餐饮业生意明显走下坡，更令我

们雪上加霜的是，欧南园地铁站工程展开，

为人谦恭低调
关心社会的黄龙金

subsequently moved to China Street in 1968. The 

new stall was named Yan Feng Zhi, offering a “food 

truck-style” catering service, which meant preparing 

banquets wherever they were  held. There were few 

restaurants during those days and weddings were 

often held in tents built on roadsides, open spaces, 

or in halls of community centres and ball courts. 

Later, Yan Feng Zhi would move to Beach Road and 

N g Leng Kim was born in 1965, making him 

as old as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Humble 

and modest, he manages Yan Palace Restaurant, a 

renowned Chinese restaurant in Singapore.

A Tze Char（煮炒）Beginning

Leng Kim’s grandfather Ng Lian Kee started out 
with a tze char stall in Eu Ton Sen street area and 

Ng Leng Kim - A Humble Man
By	Zou	Wenxue

Translated	by	YeeFong	Wong

╱	文		:  林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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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屋区的许多入口都被封锁，停车

变得不方便，燕阁的生意尤其受到

影响。”

卡拉OK虽然发明于六十年代，却

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世界多个地方流行

起来。“我自己去香港买设备，那时

候使用的都是LD激光唱碟，需要定

期添购新碟，费用不少。”他在酒楼

里装置好几个厢房，都有隔音功能，

每个房间有两部唱机，一人提供专门

服务，此外，还需要聘请DJ负责播放

客人选择的歌曲。

“那时候不少同行都来参观，他

们告诉我父亲，花那么多钱，能争取

多少顾客？这种花样不足为训，行不

通的。”

他回想，当时决定花一大笔钱添

置卡拉OK设备，当然具有风险，父

亲也有点不以为然。他跟父亲分析，

那是一股时兴的娱乐玩意儿，燕阁

须有勇气带领潮流。燕阁确是很快

吸引来新旧客人，顾客不再计较交

通不便和价格上调，连工作日都常是

高朋满座。

change its name to Zui Hong Lou. By then, 

the business has turned into a shareholding.  

It was dissolved soon after.

In 1985, Leng Kim’s father, Ng Thian Seng, 

bought over an upscale restaurant in Outram 

housing estate and named the new restaurant 

Yan Palace. Junior Ng enrolled in a restaurant 

management training course upon graduating 

from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joined his 

father’s business as soon as he received his 

diploma. He was only 25 years old then. The 

economy outlook was uncertain at that time, 

and Yan Palace’s business was affected. The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construction work 

of Outram MRT Station didn’t help. 

Leng Kim then hit upon the idea  of setting 

up private rooms for karaoke. He travelled to 

Hong Kong to purchase the equipment and 

went on to set up a few private rooms in the 

restaurant. The initiative worked – and the 

restaurant was soon bursting at the seams 

with old and new customers. 

In 2000, Yan Palace was forced to move to 

make way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area 

and found its new home at its current address 

on Upper Cross Street. The new venue is 

spacious and able to hold up to 400 guests. 

The restaurant serves over 100 types of 

Hokkien and Cantonese-style dishes as well 

as vegetarian dishes. It is well-known for its 

lunchtime dim sum. A mid-range restaurant, the 

restaurant is well located and accessible, with  

the ability to host banquets of various sizes. 

A Passion for Community Work

Ng Leng Kim cares about the community 

and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community work, 

spending much of his time and effort in various  

clan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y affairs. 

（郑钧如摄）



怡
和
风
采

22 	怡和世纪第三十四期

“欧南园时代的燕阁，后来几年

保持宾客如云，一方面也因为地方

够宽敞，方便我不断改进厢房的设

施。”有些酒楼后来也学习燕阁设立

卡拉OK厢房，不过，燕阁那时候又

已换上效果更上乘的设备。

2000年，燕阁被迫迁，搬到现在

大坡的地点营业。

煮炒摊开始

回顾燕阁的历史，最早还应追溯

到1968年。

“我祖父黄连枝原本在珍珠坊

开了个煮炒摊，后来搬到俗称赌间口

的中国街经营。档口开始是设在一家

裁缝店后半部，生意好了，便说服裁

缝店让出整个店面，并取了燕凤枝

的店号。”

燕凤枝的经营模式包括包餐，有

点像现在的流动车餐馆，先准备好

食材，用罗里送到宴客地点再即席

烹煮上菜。那时候新加坡还很少酒

楼，最早的应算五月花、太子楼和丰

泽楼等，因此婚宴多选择在马路、空

地搭起帐篷，或租用联络所礼堂及

球场举行。

燕凤枝后来搬去美芝路，改名醉

红楼。醉红楼是股东生意。黄龙金

说，几年后父亲自己创立燕阁，不久

醉红楼也就解散。

采用电脑点菜

踏入二十一世纪的燕阁，一方面

积极提升菜肴的烹调水准和员工的

培训，另一方面也顺应潮流，结合新

科技推动业务不断发展。

黄龙金说，燕阁算是较早采用电

脑点菜的酒楼之一。点菜与电脑挂钩

后，菜单传到厨房和结账处的工序就

直接和快捷得多，不只节省时间，也

减少劳力。燕阁也曾考虑采用机器人

送菜上桌的技术，经过试验后却发现

目前还不适合采用。

“首先机器人的服务自然比不上

服务员的细致招待，能为客人斟茶换

碗盘，其次，我们的菜式种类多，还包

括许多热汤。或许在快餐店推广机器

人服务，便能如鱼得水。”

黄龙金指出，像燕阁这类中等档

次的中式餐馆，目前还是有发展的空

间，只是员工难请，特别是年轻人都

不愿踏入这个行业。

他解释，燕阁有一批工作二十多

年的工友，但是他们也在逐渐老去，

如果没有及时聘请人员补充，餐馆的

运作肯定会出现不少障碍。他透露马

来西亚和中国的工人，现在多数都不

愿来新加坡从事这种劳力工作了。

另一方面，黄龙金指出：“我们有

很多忠诚的老顾客，常会为我们提出

新的菜式点子；我们也能吸引越来越

多的年轻顾客，他们会成群结队来这

里，寻找小时候与长辈们一起享用过

的风味食品。”

燕阁交通方便，价钱适中，菜式

多样化，自然能保持门庭若市几十

年不衰。

参与社会工作，义不容辞

黄龙金关心社会，并以实际行动

服务社会。在打理个人生意的同时，

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社团和社

区事务上。

他毕业于华侨中学，热心参加校

友会工作。在校友会服务长达28年，

从2002年开始任校友会副会长，成

为多位前会长的副手，2016年众望

所归，当选为华中校友会会长，也是

校友会最年轻的会长。校友会举办

大小宴会，他一向义不容辞优惠接

办或联办。

2017年华侨中学董事部改选，他

出任副董事长。												

此外，黄龙金还担任新加坡黄氏

总会署理会长、文礼区公民咨询委

员会副主席、怡和轩俱乐部董事、惠

安公会副会长、崇福校友会副会长、

真龙宫介谷殿主席等。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A graduate of Chinese High School (now part 

of Hwa Chong Institution), Leng Kim i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school’s alumni, serving 

the association for 28 years. In 2016,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becoming the youngest 

president in the association’s history. He was 

always ready to host or co-host alumni events 

at his restaurant. In 2017, he was appointed 

Vice Chairman of Hwa Chong Institution Board 

of Directors.

In addition, Leng Kim  is also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Huang Clan Singapore, Vice Chairman of 

Boon Lay Constituency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 member of Ee Hoe Hean Club’s 

Board of Directors, Vic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Hui Ann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of 

Chongfu Alumni and Chairman of Chin Leng 

Keng Kai Kok Tien.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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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我们应约一早来到勿洛北

五街，拜会了最近加入怡和轩的福

联发五香虾饼厂董事经理陈宥年。福联发

成立于1928年8月8日，是新加坡食品工业

界的老招牌。

陈宥年带着几分自信地对我们说：“喜

欢吃五香虾饼的人，肯定吃过我们的产品，

新加坡有400多个大小摊位，卖的就是我

们每天供应的40多种五香类食品。我们的

市场占有额估计已达八成。新加坡有好多

餐馆和酒店，也向我们订购同类食品。”

福联发供应的食品包括：五香、猪肝卷、

灌肠、香肠、虾饼、豆芽饼、豆干、豆卜、鱼

丸、鱼饼、肉丸、薄饼、蛋卷、皮蛋、蟹肉卷、

苏东排、目斗、豆枝、芋酥、云吞、鸡腿肉、台

湾家卷和炒米粉等。

漳州五香一条街

陈宥年的祖父陈锦程，在1918年从中国

漳州到南洋谋生，不久也携带妻子和孩子

在新加坡落户。他先是在同乡一家杂货店工

作，1928年开始在小坡 厘巷一带挑担兜

售家乡的四种美食——五香、灌肠、猪肝卷

和豆干，兼卖蕃薯汤。

陈宥年在2011年回乡下寻祖，就见识到

漳州石码镇果真有五香一条街。

“石码五香”是漳州龙海传统著名小吃。

长期以来，逢年过节、婚寿喜庆，家家户户必

备卤面，配以五香条来招待亲朋好友，这已

成了石码的传统民俗。

“福联发销售的五香食品，确实就是家

乡的古早食品，现在也是新加坡的传统美

食。”

陈宥年说，他祖父制作的五香很受欢迎。

为了有效接济后来的同乡，就安排他们到小

坡不同地点售卖他制作的食品，他也骑脚	

踏车来回巡视，随时支援，所得作六四分。

“我祖父的小贩生涯，后来就演变成食

品手工作坊。”

陈宥年继承祖业
卖五香虾饼展宏图╱	文		:  林			言

（郑钧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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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潮州虾饼

1964年，新加坡政府实施新条

例，禁止小贩随意摆摊，不过陈锦程

基本上就是作批发生意，各地小贩

每天都到店里来领货。

陈宥年笑着说，就在那个时候，

他父亲陈 历奉子成婚，要求祖父

给予财政支助。后者答应，不过却要

他继承这盘生意。

“我父亲当时很无奈，他原本自

己开档炒 条。他晓得制作五香的

工作很繁重，绝对不是轻松的差使，

何况每天还要给老人奉上五十元零

用钱。”

陈 历勉为其难，生意接过手后，

就想着怎样开拓生意，增加收入。他

广泛结交朋友，一方面扩大小贩的

联络网，另一方面着眼于增加产品种

类至30多种，扩大生意量。

“我父亲虽然没读书却很好学，

他认识了一名潮州老汉，是制作虾饼

高手，就请对方传授制作这种潮州

传统美食的窍门。”原来虾饼是潮州

传统美食，闽南人的五香食品里原本

不包含虾饼。

陈 历也是在那个时候，增聘工

人，添加设备，既增加产量也提高公

司效益。

掌握每道工序

陈宥年认为，父亲的生意虽然越

做越大，家人并没有因此得享清福。

他父亲以前半夜12点就要赶到工

场，以备清晨8点准时出货。后来工作

流程和加工设备有所改进，也还是需

要在早上5点便出门。

“从9岁开始，我每天放学都要

到店里帮忙，放假期间更变成全职童

工。”陈宥年升上中学后便无心读书，

因为就在那一年，学校课本除了华文

一科其他全变成英文，他读得很辛

苦，在留级两年后索性辍学。

“我不善言辞，不会招呼顾客，

每天就负责刮苦肠，刮干净肠是为了

往肠里塞进切成小块的猪肉，工作特

别繁琐和辛苦。”

陈宥年说，经腌渍并以红花米染

成粉红色的灌肠，是五香食品里价

格最高的。

“我一天做下来，即使已经习惯

了，手还是酸痛得举不起来。”

他说，在工场里什么工作都得

做，从配料到制作，因此每道工序他

都能掌握。大哥因车祸去世后，他身

为老二，自然成为这盘生意的接班

人，2002年正式挑起管理公司的重

担，他弟弟则另有发展。

这期间，福联发公司的厂址已经

三迁，最早的 里巷工作坊兼住家，

因为火烧便搬到芽笼17巷，三年后再

搬进阿裕尼工业区，21世纪初搬到现

址勿洛北5街第3017座。

克服多次危机

陈宥年在正式接管福联发公司前

后，公司发生了几次危机，严重动摇了

公司的根基，幸好最终都能越过风

浪，化险为夷。1995年，福联发的生

意欣欣向荣，陈宥年更是踌躇满志，

A Business of Three Generations

Hock Lian Huat (HLH) was set up on 8 August 

1928. It is an established brand in the Singapore 

food industry. “People who like wu xiang (five 

spices) prawn crackers would have tasted 

our products,” says William Tan,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There are over 400 

stalls in Singapore selling more than 40 types 

of five spices food products that we produce 

daily. Our market share is 80 percent. Many  

restaurants and hotels are our customers.”

HLH was founded by William‘s grandfather, 

Tan Gim Teh, who came to Singapore from 

Zhangzhou, Fujiang Province, China, in 1918. 

He made a living as a hawker peddling four 

kinds of homemade foodstuff - wu xiang (a 

meat roll seasoned with five types of Chinese 

spices), pork sausage, pork liver roll, bean curd, 

and sweet potato soup at Bali Lane, Xiao Po 

(the present North Bridge Road) in 1928. He 

later started producing for other hawkers, 

mainly from his house, who sold his produc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He would ride a bicycle 
to monitor their sales and took a 60 percent 
cut as commission. He subsequently opened 
a food processing workshop and began 
wholesaling. Many hawkers would collect their 
goods from the workshop. 

Willam’s father, Tan Ah Lay, would take over the 
reins and expand the business. He expanded 
the hawker network and created 30 over new 
products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range, 
including Teo Chew-style wu xiang prawn 

crackers.

Making his Mark in Tradition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Tan Yew Liang By	Zou	Wenxue

Translated	by	YeeFong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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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工作包括配料的特别配方都

交给属下执行，自己一有时间就约人

打高尔夫球，公司疏于管理，员工更

擅自主张，只要送货的车子出去了，

迟来的订货就不再接受。

这时候还碰上一个大客户趁虚而

入，出高薪挖角，把会调制五香虾饼

的主厨和一名技术工人请去给他处

理生产事宜。这一来，产品销量立即

大幅度下跌。

陈宥年说，其实他父亲早就警告

过，不能把所有制作技巧和食品配

方传授出去，但是事情发生了，后悔

也来不及。

“我父亲提供的对策是，不要害

怕竞争，须加强品质管理，价格不能

降反而要提高，结果公司很快就扳会

局面，业绩提升了。”

2003年，沙斯传染病影响了新加

坡整个市面，小贩生意陷入低迷，福

联发的批发生意当然受打击。陈宥

年指出，那一年他们公司刚搬迁，维

持费大增，而且突然间冒出多个五香

虾饼制造商，削价竞争激烈。

“我加强了公司各个层面的管

理，主要在提高服务素质，另一方面

也扩大营业范围。我们的产品不只

卖给五香摊位，也根据需要供给卖杂

菜饭、酿豆腐和经济米粉的摊位。”

陈宥年那时候还亲自到全岛各地

的小贩中心、咖啡店和食阁，拜访所

有客户，聆听他们的回馈。所以，后来

他也供应更多产品，包括独家配方的

辣椒酱和其他酱料。		

近年获得多个品牌奖

陈宥年透露，公司近年推出的四

种冷冻真空包装五香食品，是以“一

新一食”的品牌，在全国的超级市

场销售。它们是：五香卷（鱼肉）、家

传五香卷、特级五香虾卷和传统脆

虾饼。

此外，他们也开拓网购市场，已占

得先机。目前正积极准备把海鲜食品

推进到海外市场。

Willam started helping out at his father’s 
shop when he was nine years old. He always 
worked after school and turned full-time 
during school holidays. He says he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his studies, so he decided to drop 
out of secondary school when he had to repeat 
a year. At his father’s shop, his job was to clean 
out pork intestines and then stuff them with 
pork mince to make sausages. He had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workshop, from preparation 
to production. As a result, he is familiar with 
every step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ver the years, the workshop has moved 
three times. The first move was made after a 
fire, which saw the workshop, also the family 
home, move from Bali Lane to Geylang Lor 17. 
It moved again three years later to Aljunied 
Industrial Estate. The last move was made in 

the early 2000s, and brought the business 
to the current address in Block 3017, Bedok 
North Street 5.

A Regular Recipient of Brand Awards

Since William took over the business, HLH 
had been through a few crises that shook the 
company to the core. Fortunately, the team 
managed to sail through them.

“I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at every 
level, focusing on lifting our service standards. 
At the same time, I’ve also expanded our area 
of sales. We not only sell to hawkers, but also 
to stalls which sell chap chai bng, yong tau hu 
and economic bee hoon,” says William.

He says that the company has launched 
four types of frozen vacuum-packed five 

spices product in recent years. Sold under 
the brand name Gim's Heritage, the products 
are available in supermarket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nclude fish-based five spice 
roll, traditional five spice meat roll, five spice 
prawn roll and traditional five spice prawn 
crackers. The company also sells its products 
online, and is actively expanding to overseas 
markets. In addition, it has set up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to create new 
products and cultivate new markets. Thanks 
to the hard work of all staff,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the HACCP certification, Singapore 
Brand Award, SME1 Asia Prominent Award 
and SPBA Heritag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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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福联发尤其重视品质管

理，比如特别定制的虾饼全自动生产

机，既能增加产量、减少员工数目、也

能提高卫生水准。冷冻虾饼如果储存

冰箱，可保鲜一年。

“我们使用的试纸，浸在油里

一呈黄色，我们就会更换所用的食

油。”

福联发也成立研究与发展部门，

希望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能不

断研制新产品，打开新市场。经全体

员工努力，公司经获得HACCP认证，

证明产品符合严格的质量安全标准

和质量控制规定。

近几年，福联发还获得多个奖

项，包括：亚太品牌荣誉品牌特别奖、

新加坡品牌奖、SME1杰出奖和SPBA

悠久品牌奖等。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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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

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至	

24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领导下，实现中共高层领导班子的更替，

与此同时，伴随着高层人事变动，中国的大

政方针也进行了重要调整。19大不仅对今

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走向

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也会因为政策变动的

外溢效应而对周边和世界局势产生影响。	

19大的一个重要政治成果是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这不

仅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治地位，

而且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外战略推向了一

个“新时代”。

理解“新时代”特色

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中国的发

展已经历近40载。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

也遭遇了波折和困难，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

发展道路遇到经济增速放缓、地区发展不

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腐败严重

等严重问题与挑战，旧有的发展思路和模

式很难适应新情况的发展。伴随着“新时

代”概念的提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

导层还提出了与之配套的“新思想”、“新

矛盾”、“新目标”、“新方略”等概念，目的

在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

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

解析19大：
习近平的“新时代”╱	文		:  陈				刚

（图片源自新华社香港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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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新的指导思想。

以“新矛盾”为例，19大报告提

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

距离中共上一次提出“主要矛盾”的

判断，已经过去了36年。1981年，中

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现阶段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在“新时代”必

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矛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关注温

饱问题。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是与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	

“供给侧”改革等密切相关的，中国

制造必须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升

级，产业结构也需要向高端制造业和

服务业倾斜，这样才能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在人民衣食住行等基

本需求满足以后，将环境保护、文化

产业等需要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而

这些都是过去中国发展的短板，面临

挑战很大。

发展不平衡是上千年中国历史的

主旋律，共产党希望借助社会主义的

意识形态来克服它，目前难度很大。

这种不平衡目前主要包括城乡不平

衡、（东西部、南北方）地区不平衡、

不同社会阶层收入与资产不平衡。

不平衡带来了人民在就业、教育、医

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困难和

焦虑，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

量、食品药品安全质量等问题在中华

大地仍十分突出，社会和谐面临严

峻挑战，各种不平衡带来了社会矛盾

的激化。《论语》提出，不患寡而患不

均。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但

严重不平均的分配给信奉社会主义

的执政者带来了很大挑战，必须在	

“新时代”中依靠反腐败、扶贫、各种

财税福利政策加以纠正。

“新时代”打上习近平个人印记

由于习近平本人的名字和“新时

代”一起写进党章，这意味着“新时

代”概念必然具有鲜明的习近平个人

色彩。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

都未能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党章，这意

味着习近平在党内拥有自邓小平以来

最高的政治权威。19大的高层人事安

排有利于习近平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

全党的政策执行中去。在7位新一届

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习近平、李克强留

任之外，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等人都在过去五年中在中央层面为

习近平思想出谋划策。在其他18位政

治局委员中，也大多数是习近平非常

信任的人士。

在常委层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

接班人选，即所有常委的年龄都介于

60至67岁之间，没有50多岁的人选跻

身其中。这进一步强化了习近平本人

在政治局的权威，也为他在未来五年

中改革中共领导人接班制度预留了空

间。但如果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在政

治局委员中出现了未来可能接班的人

选。55岁的丁薛祥、54岁的胡春华以

及57岁的陈敏尔是仅有的三位出生于

1960年代的政治局委员，他们都很有

可能在5年后的20大上成为政治局常

委，其中的一至两位更可能接任总书

记和（或）总理的要职。反腐沙皇王

岐山虽然在19大上离职，但反腐大旗

由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接掌，舆论

普遍认为中共反腐态势仍将继续，正

在筹划建立的国家监察委有可能被

赋予全方位的反腐大权。由于反腐

发展不平衡是上千年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共产党希望借助社会主
义的意识形态来克服它，目前难度很大。这种不平衡目前主要包括
城乡不平衡、（东西部、南北方）地区不平衡、不同社会阶层收入与
资产不平衡。不平衡带来了人民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
民生领域的困难和焦虑，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食品药品
安全质量等问题在中华大地仍十分突出，社会和谐面临严峻挑战，
各种不平衡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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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也是“新时代”习近平的执政风格

之一，赵乐际是否具有王岐山的反腐

魄力和能力是未来五年的看点之一。

虽然习近平的权威在19大上进

一步凸显，但中共一贯坚持的集体领

导机制得以延续。退休政治局常委

和委员基本都出席了19大开幕式，江

泽民和胡锦涛更坐在习近平的两侧。

在19大之前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包括

孙政才、吴爱英等在内的12名中央委

员因违纪被除去资格，这个创纪录的

数字也反映了新时代习近平从严治党

的执政风格。

一共有2280位代表出席了19大，

其中来自基层的代表占了33.7%，这

比18大多出了3.2个百分点，女性代

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知识分子代表的

比例也有所提高。19大还改组了中央

军委和中央书记处，国际政治学者出

身的王沪宁领衔书记处，继续为习近

平思想服务。掌管全军的中央军委委

员人数减少，负责反腐败的军纪委书

记首次成为军委委员，这意味着军中

反腐力度不减。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

“新时代”下的中国外交占有更

为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提出的“一带

一路”战略在19大上也被写进了党

章，这意味着这一战略即便在习近

平退休之后也很有可能得以延续，

保证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持久性和

连贯性。从过去五年中国的外交实践

来看，其对外政策越来越打上习近平

的个人色彩。从提出“一带一路”构

想到与美国领导人进行庄园会晤，从

频繁的国事访问到在新加坡历史性会

见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这些都表明习

近平的外交思路有别于其他中共领导

人。但这种外交政策和风格的转变在

他第一任期内是逐步发生而且局部

性的，这部分缘于他与上一届领导层

留下的外交团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也部分在于他需要一个能够贯彻他

自己外交思路的官员队伍来执行这

种政策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九

大以后中共将换上新的外交血液，对

既定外交政策作出较大调整，而这些

变化可能会对东亚乃至世界局势产生

重大影响。

以中美关系为例，虽然中国方面

很早就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来定位中美关系，旨在避免中美对

抗和国际关系上所谓的“修昔底得”

陷阱（即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

有的霸权国），但美国在奥巴马“重

返亚太”战略的指引下，加强了在亚

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安全同盟关系，

并在经贸领域打造排除中国的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中美关

系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恶化。一些中国

周边的地缘热点问题如钓鱼岛争端、

南中国海争端、韩国萨德导弹部署问

题等不断升温，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周

边邻国的关系，但美国与这些亚洲国

家的安全关系得以加强。为了应对这

种周边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中国在习

近平执政后主动提出了“一带一路”

计划，希望改善和邻国的外交关系。

由于美国起初对“一带一路”计划持

怀疑态度，日本等美国在亚太的盟国

在此问题上态度也不明朗。

对中国而言，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修复中美关系面临重要“窗口期”。随

着习近平的政治威信在中共十九大上

进一步得到巩固，新一届人事安排也

有助于习近平在第二任期内推行他所

设想的外交和内政蓝图。从执政者的

角度思考，习本人当然希望一个强势

的大国外交，这是他推动将“一带一

路”写进党章的重要出发点，但他并

不希望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出现严重对

抗。这不仅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

益，也会在短期影响中国进一步的改

革开放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从大国外交的历史来看，强势领导人

既有可能奉行咄咄逼人的外交策略，

也有可能克服国内利益集团的阻力，

和其他大国达成重大妥协。这取决于

这位领导人的世界观和对国家利益的

界定。从特朗普和习近平之前友好地

进行海湖庄园会晤来看，两位领导人

进一步达成合作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随着中美关系发展进入“新时代”，中

国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关系也有

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	
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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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徒众多的国家有三种不同政治制度

印尼是一个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的国

家。她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比较大的是苏

门答腊、加里曼丹、爪哇、苏拉威西、还有巴

布亚。有87%的人是回教徒，然而她却不算

是回教国。

印尼会不会演变成为	
穆斯林国或回教国？

今天要谈的印尼政治牵涉到回教，需要

先介绍回教的教义。如果你要加入回教，

首先要懂得说出两句阿拉伯语，意思是：	

“我作证，万物之主，只有阿拉；莫罕默德

是阿拉的使者。”

2017年11月3日，新加坡东南亚尤索夫伊萨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

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廖建裕先生应怡和轩邀请，在怡和轩以《印尼会演变成为“穆斯

林国”或“回教国”吗》为题，发表专题演讲，主持人为本刊总编辑林清如。以下为廖教授

的演讲摘录。
——编者按

╱	整理		:  邹文学

印尼回教徒示威场面
印尼回教徒示威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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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的基本教义是五大功：念

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教徒每

天须祈祷五次，须缴税，须斋戒，须

施舍——重新分配财富的举措，须朝

圣。除此之外，有个回教法叫沙里亚，

它不是一般的回教法典，指的是回教

徒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它规定了人与

真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

实，回教并没有真正的法典，沙里亚

的内容来自《可兰经》以及其他回教

经典，它包括刑事法。

根据专家们包括美国宗教学教

授John	L.	Esposito的研究，回教徒

众多的国家，实施的总共有三种政治

制度：世俗国、穆斯林国和回教国。

世俗国并不是指没有宗教信仰的

国家，是指没立国教的国家。有国教

就不是世俗国。穆斯林国是把回教立

为国教的国家，虽然仍沿用西方的法

律制度，但是国家领导人是回教徒，

回教法的影响也大，有些甚至扬言其

制度源自回教法；回教国也称为伊斯

兰国，法律以沙里亚为基础。

全世界有193个国家，56个是回

教徒占多数的国家，是回教合作机

构的成员，不过，它们大部分不是回

教国，而是属于上述的穆斯林国。其

实，回教国为数不多，目前相信只有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文莱，世俗

国也少，在东南亚只有印尼。马来西

亚是穆斯林国。

回教徒众多的印尼，至今还是世

俗国，不过，亚齐省从2006年开始

宣布为回教省，实施的是沙里亚法，

虽然他们还没执行砍手砍脚的刑

罚，犯通奸罪男女还真得在公共场

合受鞭刑。

应该这么说，印尼至今是一个班

查希拉国，一个多元宗教国家。印尼

有三百多个民族，两三个大的族群。

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最大的是爪

哇族，占40.06%，早期估计是45%，	

他们拥有悠久历史，掌握印尼的政

治权、行政权和军权。印尼的历任总

统都是爪哇人，从苏卡诺至现任的

佐科，哈比比例外。第二大民族是聚

居爪哇西部的孙达族，15.51%。排

第三的是马来族，占人口总数只有	

3.70%。马来族虽然是少数民族，但

是马来语却成为国语。印尼的多族群

能结合在一起，是历史的偶然，与荷

兰殖民主义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华

人只占人口的1.2%，约三四百万人。

印尼人口最多的是回教徒，占

87%。天主教与基督教占9.87%，居

第二位。印尼政府承认六大宗教，排

第六的是孔教。印尼的孔教与其他地

方不一样，他们是有组织的，为了符

合印尼国情，他们供奉的上帝是天，

使者是孔夫子，圣书是四书五经，都

已全部翻译成印尼文。

印尼至今还是个世俗国

回教徒那么多，为什么印尼不马

上变成一个回教国呢？那是有历史

根源的，因为印尼的回教徒与大家想

象的回教徒有很大差异。回教传入

印尼约在公元十四世纪，回教的迅

速传播只限于沿海一带，没深入内

陆。印尼回教徒至少可分为两种，一

是自由派（Abangan），一是保守派

（Santri）。

在爪哇岛上，在上个世纪，可能现

在也如此，大部分回教徒是自由派，

保守派较少。自由派的人承认自己是

回教徒，却是除了信仰阿拉之外，还

信仰各种神明。很多地方的回教徒相

信榕树附有鬼神，马来短剑也附有神

灵，甚至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鬼神

的存在。苏卡诺的标准照，总是一手

拿着马来短剑。他四次遭暗杀未遂。

他自己这么想，人家也这么认为，是

马来短剑保护了他。至于保守派的

回教徒，每天祈祷五次，生活严格遵

守教规，与自由派迥然有别。

印尼的回教徒有这样的区分，主

要是他们经历过不同的文化洗礼。

我是这么看，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回教势力也逐渐抬头，在后苏哈
多时代，代表强硬派回教徒的回教政党已获得可观的选票。要判断
回教势力仅仅从得票率看是不准确的，宗教特别是种族加上宗教，
会是最有力的武器。每一个当权者或者政治家或者政客，要在印尼
上台，须借用两方面因素，就是回教和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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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教传入以前，人民已有原始的宗

教信仰，再加上印度教和佛教的影

响，宗教已从各个层面渗透进他们

的生活里。

我们说的班查希拉(Pancasila)，

是个印度词汇，意思是五大原则。苏

卡诺在1945年6月1日提出五大原则，

是在独立委员会上的讨论时提出的。

第一个原则是信仰独一无二的上苍；

第二是文明与公正的人道主义；第三

是印尼统一；第四是以议会的协商方

式主导民主；第五是社会公平。

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原则，你只要

相信有独一无二的上苍，就符合五

大原则的需求。如果你是个无神论

者，就反叛了班查希拉。在印尼的土

地上，你要信仰上苍，虽然每个人对

上苍的诠释可能不一样。一般上，你

只要有信仰，就符合五大原则的精

神。或许说这是对一神教的坚持，他

们对其他宗教如印度教和道教等便

存在好些争议。

在五大原则列入宪法前，有人提

议在第一个原则后面补充一句：回教

徒必须遵守回教法。但是在8月17日	

公布前，委员会有人指出，如果列入

那句话，非回教徒不可能接受。后来

跟回教长老讨论，他们同意删除。原

来的那个版本叫做雅加达宣言。

1955年，印尼举行第一次大选，

这是印尼史上最自由的选举，所有

政党，不论什么信仰都可以参加。这

次大选有四个大政党出现，两个世

俗党，即印尼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

回教党，即玛斯尤美和回教教士联

合会（NU）。这四个党有不同的政

治文化：两个世俗党是以自由派回教

徒为主；两个回教党则以保守派回

教徒为主。

苏卡诺要修改印尼宪法，回教党

不愿接受已成为事实的班查希拉，

力主加入雅加达宣言的那句话，双

方坚持不下，苏卡诺索性解散了制宪

议会，回到1945年的宪法，采取了所

谓受领导民主。他说，民主是需要领

导的，由谁领导呢？他没说。但是印

尼人都知道：“是我，苏卡诺。”从此，

印尼就进入一个受领导民主的时代。

苏卡诺上台时有几股政治势力，

最大的两股势力是右派军人和共产

党。他是在这两大势力中求取平衡，

但是，由于他本身受到马克思主义的

影响，虽不是共产党，仍倾向印共。	

1965年政变发生，苏卡诺倒下了。

班查希拉与回教之间， 
苏哈多左右逢源

苏哈多一上台，为了消灭左派就

利用宗教，一般说来宗教政党都反

共，尤其是回教政党更是如此。他利

用宗教势力，包括与回教政党合作，

来消灭印共。当印共已被消灭后，他

发现回教势力正在积极扩充，便改

而用回班查希拉来压制回教运动。

他甚至在学校里头，小学至大学，都

要学生学习班查希拉。大家认为，他

要推行的是多元宗教的政策。但是，

后来苏哈多要增强自己家族的政治势

力受到军人的反对，又开始培植回教

势力，鼓励回教人士加盟。结果回教

徒特别是那些认为对自己有利的回

教首领，全都涌向苏哈多。

苏哈多为了表现自己是虔诚的回

教徒，1991年第一次前往麦加朝圣，

成为哈芝。苏哈多是一个爪哇人，具

有很典型的混杂的宗教信仰，含有

很多印度教和原始宗教的成分。不过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还是继续玩这

张回教牌，所以他在1992年大选获得

大胜，1997年也是大胜。有人说，要

不是经济危机导致内部分裂，苏哈

多可能会继续执政下去。1998年的经

济危机，造成苏哈多集团分裂。那年	

5月，全国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军人

表示不愿干预，他只好放弃政权，黯

然下台，取代他的是哈比比。

回教势力乘机抬头

苏哈多下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面

貌，旧势力虽还盘踞着，不过，军人

没有公开出面，不是在幕前活动，只

在幕后操纵。在印尼，没有军人支持，

没有政党能掌握政权。

我是这么看，在民主政治环境中，

回教势力也逐渐抬头，在后苏哈多时

代，代表强硬派回教徒的回教政党已

获得可观的选票。要判断回教势力仅

仅从得票率看是不准确的，宗教特别

是种族加上宗教，会是最有力的武

器。每一个当权者或者政治家或者

政客，要在印尼上台，须借用两方面

因素，就是回教和种族。

2014年大选是佐科和普拉博沃之

间的竞争，本来后者的支持率只有约

20%，佐科逾38%，但是反对党在最

后两三周利用种族和回教问题作为武

器，使得两者的支持率非常接近。反

对党在宣传运动里，宣称佐科是华人

后裔，名字是Oei	Hong	Leong，是基

督教徒。在那样的激烈竞争形势下，

在大选举行前几天，佐科和家人飞去

麦加朝圣，只为了证明他是回教徒。

所以在印尼的政治圈，宗教很重要。钟

万学讲话不小心，以亵渎宗教的理由

遭判入狱，输给了他的回教徒对手。

其实，钟万学在担任雅加达首长

期间，政绩非常卓越。在市民间展开

的普查里，80%以上的选民对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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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满意，但是当问到：你是否支持他

继续担任雅加达首长时，只有48%

表示会再选这位华裔的基督教徒。

阿尼斯就是利用宗教和种族，取得

58%的选票。

我是这样看待印尼的局势，印

尼政坛可分成两派，一个是既得利

益者，一个是改革派，后者以佐科为

首，钟万学也在他的阵营里。另外一

派是保守派，不要改革，墨守成规，

尽量用贪污等旧方法维持现状，以

普拉博沃为代表。但是，普拉博沃本

身没办法用正当手段在选举中得胜，

一定要利用宗教和种族问题才可能

取得胜利。

普拉博沃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

他的家庭背景并非纯回教，爸爸是回

教徒，妈妈是天主教徒，哥哥是基督

教徒，听说他本身也是基督教徒，在

跟苏哈多女儿结婚后才变成回教徒。

他在政坛上的姿态是个绿色将军，即

回教将军，回教势力都支持他。

印尼的回教势力究竟有多大？印

尼回教化的过程会停止吗？印尼的

回教化过程从未停止。印尼的社会

仍在继续不断地回教化。今年5月，

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和印尼当地

一个民意调查公司合作，调查回教

在印尼扮演的角色。从这个民调中，

我们可以看出激进的回教思想已开

始在民间起作用。

未来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雅加达首长选举过后，政府已经

有点控制不住当地局势，不得不采

取行动了。2014年开始，强硬派回教

势力在中东再次崛起，给印尼很大

冲击，而印尼本身的政治精英也一直

玩回教游戏，培植回教，用回教来削

弱敌对势力。其实，最叫人担忧的问

题是印尼的经济。印尼的经济虽然

没趋向崩溃，失业率却很高，贫富差

距日益扩大。另一方面，现在印共也

成为反对派攻击政府的一张王牌。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里，宗教势力

是一股巨大洪流，要挡也挡不住，虽

然如此，政府还是马上下手，颁布了	

“民间组织法”。这是条总统法令。

凡是违反班查希拉五大建国原则的

组织，就不能活动。有一个团体印尼

回教解放组织（HTI）马上遭解散。这

个组织很早就开始传教活动，成员据

说有一百万人，主要宣传对象是大专

包括中学的学生。值得欣慰的是，两

大回教组织，即回教教士联合会和

莫哈默迪雅，都支持民间组织法的颁

布，尽管它们内部仍有好些传教士不

赞同，不过，大部分人应是支持的。

现在需要做个总结，回教主义会

击败班查希拉吗？在可预见的未来，

印尼会变成回教国吗？

刚才谈到三种形式的国家，世俗

国、穆斯林国和回教国。印尼目前还

是世俗国，从世俗国是否可以马上

跳跃为回教国？是否需要先变成穆

斯林国？确实的，如果要沿着民主道

路，就需要先走第二步，先成为穆斯

林国再成为回教国。

我眼中的印尼，从报纸、电台和电

视的内容来分析，已充满浓厚的回教

色彩。凡是反回教的节目，特别是在

国营电视台都不能上映。既然如此，

印尼共和国不是已经变成穆斯林国

了？在宪法上，回教只不过是受承认

的宗教之一，其它宗教在宪法上具有

同等权利。然而，内部的斗争非常激

烈，许许多多反对派的精英，往往要

利用回教和种族问题，像现在的三军

总司令卡铎•努尔曼多陆军上将，就是

利用回教来增强自己的势力。每个人

都知道，这个人和强硬派回教组织，

包括印尼回教解放组织和回教捍卫

者阵线，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

跟他们的领袖称兄道弟。所以印尼政

局往后的发展可能不是一帆风顺。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廖教授补

充说：

有关下届总统选举

我们现在能预测的是：一、佐科

会寻求连任；二、年事已高、已退休

的普拉博沃将军也想圆总统梦；三、

刚上任的雅加达首长，充满活力和雄

心的阿尼斯，也想更上一层楼。他是

阿拉伯人的后裔，不是土著。

在印尼要竞选总统，首先要获得

拥有25%选举支持率的国会政党的支

持。阿尼斯的政党繁荣公正党（PKS）

所得选票只有7.9%。他还需要与其

他政党合作，联合推举他。如果成

功，他会和什么人联手？是不是和卡	

铎•努尔曼多将军？卡铎最有雄心，

他明年3月退休。他现在积极参与政

治游戏是在为自己退休后铺路。如果

不跟卡铎，又会跟谁呢？即使他得以

参选，我对他的中选还是有点怀疑。

如果阿尼斯参选，普拉博沃也参选，

佐科的选票就可能被他拉走一些，

而对普拉博沃有利。如果阿尼斯不参

选或者选择与普拉博沃合作——在

政治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永恒的

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那么他们的

势力会很大。佐科到时能否获胜，还

是个疑问。

根据民调，佐科目前的支持率是

68%。最近又有一个民调在西爪哇

举行，佐科的支持率也是很高。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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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调确实反映了民意，而我也相

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佐科连任

还是满有希望的。佐科的对手不论谁

上台，特别是普拉博沃，他是绿色将

军，代表伊斯兰的色彩很浓厚，上台

后是否会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呢？我

怀疑。他们只是利用回教作为取得政

权的工具。掌权后，应该是恢复老样

子。话虽这么说，要真正控制回教势

力的发展，在现阶段不是容易的事，

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就

像《天方夜谭》里的神灯故事，被困

在神灯里的魔鬼出了来，就可能不愿

意再缩回去了。

印尼若成为回教国对东南亚的
影响

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印尼变成

一个回教国，不但对印尼，对整个东

南亚的影响是巨大的。大家应该知

道，回教徒多的国家，包括新加坡，

占人口的15%，马来西亚超过60%，

菲律宾南部5%，泰国南部5%。印尼

一变成回教国，一定要影响这些回教

徒众多的国家，积极支持各国的回教

运动。不仅如此，印尼面对的很多难

题就会通过这种方法转移视线，为自

己买一点时间巩固政权。那时候的东

南亚，如果不是一片绿色，至少是一

片淡淡的绿色。

对印尼的华人会怎样？印尼的华

人不是一个单元体而是多元体，爪

哇岛的华人与苏门答腊或加里曼丹

的华人的处境是不一样的。爪哇岛上

的华人已经高度同化，不少已加入回

教。我所观察到的印尼华人的宗教信

仰，40%信仰佛教，38%至40%信仰

天主教或基督教，孔教的信徒很少，

也不晓得为什么越来越少，以前倒是

挺多的，回教徒占5.6%。

印尼如果变成回教国，还要看是

属于极端派还是温和派，我觉得温

和派的可能性比较高。他们对于不

同的团体、族群和信仰的对待，也不

一定会那么强硬，可能会留有空间。

为什么呢？印尼的回教是在什么时候

传入的，众说纷纭，有人说七世纪，莫

罕默德一创立回教就传来印尼，那是

胡说；有史料参考的是十四世纪，所

以当郑和下西洋来到印尼时，他发现

印尼已有很多“唐人”，信仰的不是佛

教或孔教而是回教，他们是从漳州、

泉州和晋江等地飘洋过海来到印尼

的移民。印尼那位一颗眼睛失明的

总统瓦希德，便自称是华人后裔，先

祖陈金汉，从新疆移民。后来中国方

面帮他查阅家谱，发现他是晋江人不

是新疆人。他的祖先其实先到了柬埔

寨，后来再迁移爪哇岛。

以前人们以为东南亚的回教，是

从阿拉伯进入印度再辗转南传的。

这是片面的说法。回教传入印尼，至

少有三条轨迹，一是直接来自阿拉

伯，二是经过印度果阿，三是从中国

南部经泉州南来。陈达生的博士论

文在论述回教与东南亚关系时便分

析了这些情况。印尼土著的研究也

支持这个观点，爪哇岛的回教确实曾

从中国传来。所以，印尼的回教与中

东的回教存在很大距离。在中东不

可能有不同宗教的教堂建在同一条

街上，在东南亚到处都是。缅甸是例

外吧，可能他们没经过时代的洗礼。

我们比较乐观地来预测，印尼即

使变成回教国，应是由比较温和的

回教派掌权，对东南亚的冲击可能不

会那么大，不过，冲击还是会有的。

整理者为本刊编委

印尼斗争民主党示威场面（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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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枪击事故

2017年10月1日，晚上10点。美国拉斯

维加斯发生枪击惨案。59人死，527人伤。

报载这是美国史上造成最严重伤亡的大规

模枪击事故。枪手史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64岁的退休会计师。凶手没有

任何案底，犯案动机至今不明。此人预先

住进曼德勒海湾酒店32楼的一个套房，犯

案时敲破房里两个窗口的玻璃，持枪分别从

两个窗台向下方露天乡村音乐节正在聆听音

美国管制枪械
为什么如此困难

乐会的人群扫射，持续约九至十一分钟。事

后发现行凶套房留下二十二把步枪、一把手

枪和大量弹药。

拉斯维加斯惨案刚过一个月，德克萨

斯州又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故。2017年	

11月5日，上午十一点，德州小镇索塞兰

泉的第一浸信会教堂出现一个身穿黑色

战斗服、配防弹背心的枪手德文•凯利	

（Devin	Patrick	Kelley），持半自动步枪朝

教堂开火，一路杀进教堂。枪击造成26人

╱	文		:  林			沛

（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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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20人伤。根据维基百科，这是美

国德州史上杀伤最严重的大规模枪

击事故，在全美大规模枪击事故中排

名第五，同时也是发生在宗教崇拜场

所的最严重大规模枪击案。

在两起大案中间，2017年11月1日

晚间，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区的一

家沃尔玛超市也发生枪击事故，导致

3人死亡。

美国禁管个人拥枪为什么这么难

女儿和女婿在美国工作生活。特

朗普上台初期，随心所欲的言行引发

可能出台各种荒腔走板政策的担忧，

女儿怕有意外周折，不敢轻易离开。

她不回来，只好换我们去。孩子的妈

和我，今年先后在5月中旬和6月初到

那儿去看他们，待了颇长时间。我7月

中旬回来；看一趟女儿不容易，老伴

早我半个月去，迟我近一个月回，把

免签证的入境准许期限几乎用满。

没想到我们两老回来没几个月，

突然就从新闻看见发生大规模枪击

这样的人间惨事，而且是连接着相

继发生。老伴着实被吓坏了。女儿初

到美国念书那时，一旦发生校园枪击

事故就会有的歇斯底里和梦魇，此时

重新回来。她开始睡不着，或者好不

容易刚睡下了马上又从噩梦惊醒。

我能做的只有安慰，告诉她女儿

住的雷诺，和拉斯维加斯虽然同属内

华达州，直线距离毕竟还有540公里

（那是接近新加坡和怡保之间的距离

呀）。不过，她怎么能不知道，女儿也

在拉斯维加斯爱乐管弦乐团拉琴，遇

乐团演奏就得乘内陆飞机去往那儿。

拉斯维加斯，女儿确是常来常往的。

骨肉相连。对远在太平洋彼岸事

的一般关怀，此刻变得锥心，连带对

生活在枪击案层出不穷环境下人们

会有的惶恐，仿佛也多了几分感同

身受。

人在歇斯底里状态下是不可理

喻的。老伴会间歇性地追问：美国为

什么不严格管制个人拥枪，为什么不

干脆禁止？仿佛我心里该有答案。

最怕还不是这个喋喋不休。最怕是

虽然不问出口，眼里却明显流露怨

怼与无奈的神情，如此犀利，那么叫

人无处可逃。

是的。美国为什么就不能管好个

人拥枪这事？

“枪械暴力档案”整理的数据

美国“枪械暴力档案”（Gun	Vi-

olence	Archive,	GVA），2013年成

立，是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该组织

逐日从事美国枪械暴力相关资料的全

面搜集（媒体、执法单位、官方机关与

商业机构，资料来源多达2,500个），	

经查证、整理后挂在该机构网页与

面簿（FaceBook），每天更新，免费

为公众提供接近“实时”（near-real	

time）的美国枪械暴力统计数据。藉

此，协助关心美国枪械暴力问题的讨

论群体与活动群体、研究人员与文字

工作者，包括相关监管条例与立法草

案的参与人与评论者，取得有用的信

息和具体的数字。

根据“枪械暴力档案”网页2017

年11月19日公布的统计：当年（即截

至11月19日）美国发生枪械暴力事故

达54,423起，造成死亡人数13,722

人，受伤人数27,948人（其中0至11

岁孩童伤亡人数655人，12至17岁青

少年伤亡人数2881人）；发生大规

模枪击事故321起；在警力介入的枪

击事故中，警方伤亡人数273人，凶

手与嫌凶伤亡人数1,828人；“闯门”

（Home	Invasion）引发事故2,193

起，自卫事故1,797起，意外走火事

故1,772起。

另外，同一网页2017年11月5日	

（即两周或14天前）的统计显示：当年

（即截至11月5日）美国发生枪械暴力

事故52,361起，造成死亡人数13,139

人，受伤人数26,930人（其中0至11岁

孩童伤亡人数610人，12至17岁青少

年伤亡人数2758人）；发生大规模枪

击事故307起。

两相对照的差额显示：仅仅相隔

14天，发生枪击事故增加2,062起	

（平均每天约147起），造成死亡人

数增加583人（平均每天近42人），

受伤人数增加1,018人（平均每天近	

73人），其中孩童伤亡人数增加45人	

（平均每天约3人），青少年伤亡人

数增加123人（平均每天近9人）；大

规模枪击事故增加14起（平均每天

1起）。

无需言语，数据自会说话。

冰冷的数据，单搁在那儿，就足

以叫人不寒而栗。

《纽约时报》也让数据告诉你
问题有多严重

《纽约时报》也说：“美国枪械暴

力有多严重，数据告诉你”。

2016年6月13日（奥兰多大规模

枪击事故发生翌日），该报发表凯文•

奎利（Kevin	Quealy）和玛格•桑格-

卡茨（Margot	Sanger-Katz）合撰

的特写，中文版用的就是这个标题。

该特写的第一句话是，奥兰多枪

击案（美国史上第二严重的大规模

枪击事故）的枪手夺走49条人命，	

“但美国人一天内数十个死在枪下并

不罕见”。接着又说，“枪杀在美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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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见的死因，枪击和因轿车事故

致死的人一样多”。

通过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

（2007至2012年可取得数据的平均

值；美国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其他发达国家数据来自

瑞士取名“小型武器调查”的非盈利

机构），该特写突出展示了美国枪械

暴力问题的“不寻常”，以及事态到

底“有多严重”：

德国、荷兰与奥地利的年均枪击

死亡率都是2/100万（和美国高空坠

物致死的比率一样，接近美国低体温

症或飞机失事的死亡率）。

波兰与英国的年均枪击死亡率都

是1/100万（和美国农业意外或从梯

子跌落致死的比率一样）。

日本的年均枪击死亡率约为

1/1,000万（大致是美国人死于电殛

的比率）。

美国的年均枪击死亡率是31/100

万。按美国人口推算，即平均每天有

27人在枪下丧命。

该特写进一步指出一个极具反

讽意味的现象：“在一个拥有枪械权

利受到多数人珍惜的国家里，枪击

致死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

（public	health	concern）。美国介于

十五至二十九岁的男性，枪击是仅次

于意外与自杀的第三大死亡原因。”

由于枪械暴力问题的严重程度，

导致“在发达民主国家中，美国成了

一个异类”。这是该特写面对国际比

较数据得出的结论后，不得不说的

最后一句话。

美国枪械管制面对的五大障碍

拉斯维加斯大规模枪击事故

发生后，英国广播公司（BBC）驻

北美记者安东尼•泽澈尔（Anthony	

Zurcher）评论美国枪械暴力问题指

出，“在联邦层面有关立法管制枪械

的讨论，数十年来几乎不见任何建

树，即便多次投票都显示了支持加强

购买枪械者背景调查和禁售连发枪

与突击步枪的高涨民意”。该记者认

为，这是因为美国管制枪械“面对着

五大障碍”：

一、美国全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全国步枪协会有500万会员，投

入大额资金充作游说政客用途，是

美国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利益团体

之一。以2016年为例，该协会充作游

说或直接向政客捐款的资金达400

万美元，政治宣传费用达5,000万美

元（含为特朗普助选的费用约3,000

万美元）。

该协会对强化枪械管制的法规大

多持反对意见，许多限制拥有枪械既

有措施的放宽，无论联邦或州政府层

面，背后都有其运作的痕迹。它财雄

势大，常年预算开支约在2.5亿美元

左右，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在华盛顿

享有具备可左右政界（哪怕最强者）

成败影响力的声誉。它利用本身并动

员其会员的资源，在财务及组织上支

持其政治同道并打击对手。

二、“蝾螈”式选区划分（Gerry-

mandering）

共和党自2011年起控制了美国众

议院，导致此后要通过管制枪械的新

的联邦法规变得几乎不可能。2016年

6月，共和党参议院议长裁决搁置两

起枪械管制提案不举行投票，迫使

民主党议员在议院席地而坐抗议。

由于众议院选区的划分由州议

会掌控，民主党在州议会所占据的

优势，也就经由“蝾螈”式的选区划

分扩大到众议院，体现在共和党持

有远大于选民比例的席次。此外，乡

村选区的数目远大于城市选区，进

一步导致众议院向支持拥枪权倾斜

的色彩（乡村拥枪人数比率较大，支

持拥枪权的情绪较浓）。

三、阻挠议事（The filibuster）

即使管制枪械的法案真能在众

议院通过，到参议院仍须面对挑战，

而乡村议席远超城市的情况，在参议

院没有两样。此外，法案要在参议院

通过，必须获得100名参议员中的60

票支持，不是简单多数即可。

2013年，在康涅狄格州发生校园

枪击案后，加强审查购枪者身份审查

的议案似乎在参议院都获得两党支

持，但经全国步枪协会游说后，在参

议院只得到56张支持票，最终还是

以四票之差不能通过。

四、法院（The courts）

2012年，康涅狄格州发生校园枪

击案导致27人死亡后，21个州通过了

新的管制枪械法规，其中康涅狄格、

马里兰和纽约州对拥有攻击性武器

颁布了禁令。然而，这类州立法规，

有些却受到美国司法体制的责难。美

国最高法院两次裁决，个人拥有手枪

一类武器，是美国宪法保障的权利。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维

护自由州的安全，需要一支管理良好

的民兵，人民拥有及携带武器的权

利，不容侵犯。”枪械管制运动的参

与者指出，第二修正案的重点在建立

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2008年法

院的一个判例则裁决，第二修正案泛

指拥有枪械的权利，禁止对个人拥枪

施加严格的注册要求。此后，禁止拥

有攻击性武器、设置枪械注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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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公开携带枪械等州立的法规，纷

纷在地方法院面对诉讼挑战。

五、激情无法持续（The enthusiasm 

gap）

受枪击事故引发起来的要求管

制枪械的激情，经常在事态平静后

消退。因此，全国步枪协会及支持拥

枪政客的应对策略是等候——拖延

立法程序。他们也许表达哀思，也许

祈祷，也许下半旗，一直等到人们不

再关注，民意不再沸腾，然后在没人

留意时，悄悄把新的立法做掉，无限

期地予以搁置。

拉斯维加斯枪击事故发生不久，

白宫新闻主任桑德斯（Sarah	Huck-

abee	Sanders）向记者表示，是应该

就枪械管制问题展开政治讨论了，但

现在不是时候，现在是全国应该团结

一心的时刻。总统特朗普也说，等时

机恰当，我们一定会讨论枪械法案。

记者安东尼•泽澈尔忍不住问：	

“然而，什么时候才是恰当时机呢？”

利益集团的运作以维护民权 
打掩护

直截了当的统计数据，无论来

自“枪械暴力档案”或《纽约时报》

特写，都在在反映了美国枪击事故

频发状况的严重。尽管如此，美国枪

械泛滥的问题还是始终无法解决。

大小枪击案每天都有（根据“枪

械暴力档案”2017年11月5日至11月

19日期间的日均数字每天高达147

起），每天有27人（《纽约时报》特

写）或42人（“枪械暴力档案”2017年

11月5日至11月19日期间日均）在枪下

惨死，已经是美国枪械暴力的常态。

不但如此，另外一个常态是：每

当发生严重枪击事故后都会出现加

强枪械管制的呼声，但这类呼声总在

毫无作为（或虽然有作为却没有成

果）的情况下，随着激动过去即悄悄

归于沉寂。激情无法持续，这是英国

广播公司记者安东尼•泽澈尔分析时

说的，而这只是他说的美国管制枪械

所面对五大障碍中的一个。

事实就是如此。任妇人再怎么

喋喋追问，怨怼的眼神再怎么犀利，

这是都改变不了的。加强管制枪械，

在美国就是这么难，更遑论什么禁

枪了。

细看围绕着枪械管制正反面的

攻防，所有的纷争和障碍的分析，最

后总是聚焦到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

案。全国步枪协会的游说与操作，政

客们依附权贵、捞取政治利益的小

算盘，无不打着维护宪法、保护民权

的名堂。

这些人利用第二修正案说事，	

“以第二修正案的名义”抢占道德制

高点。说到尽致，便有了诸如：“修

正案赋予人民自我救济的手段，授予

人民以暴力对抗暴政的权利”；“枪

械背后是自由精神，是公民权利的一

部分，禁枪（或管制）就是剥夺公民

的权利、侵犯宪法”；“持有与携带

枪械是《权利法案》（即美国宪法的

十个修正案）的不可分割部分，一旦

在管制枪械问题上失守，下一道防线

也将守不住”一类说辞。

然而，若对照美国枪械泛滥所引

发各种问题的现实，把支持拥枪和

维护民权挂钩甚至等同，却怎么看怎

么都是伪命题。试想想，美国国内要

是真出现一个行使“以暴力对抗暴

政的权利”的人民武装，支持拥枪的

全国步枪协会和政客们，还会是目前

一样的调调吗？

高来高去的论调无非烟幕，军火

商、全国步枪协会、枪械销售网络、枪

械泛滥所形成的“造、修、卖与收藏”

的一条龙产业链、一个个相对独立又

相互联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随着这

些利益集团起舞的政客，也许才是使

美国枪械暴力问题长期无解的关键。

作者为本刊编委

高来高去的论调无非烟幕，军火商、全国步枪协会、枪械销售网
络、枪械泛滥所形成的“造、修、卖与收藏”的一条龙产业链、一个
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随着这些利益集团起
舞的政客，也许才是使美国枪械暴力问题长期无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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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马来西亚被

视为海上丝绸之路较重要的沿线国家。受

惠于马中关系良好丶政经秩序稳定丶投资风

险不高，加上有一个深具活力的华人社会，

中国国企和资金近两、三年来参与马来西

亚多项基建和发展项目。

但是，随着中国资金大量投资马来西

亚，此一现象也受社会热议，并逐渐出现意

见分歧，演变成朝野政党交锋的焦点，甚至

将成为来届大选其中一个议题。以往外交

议题甚少成为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分歧焦

点，反对党阵营过去并不关注外交和国际事

务，如今中资现象却成为各党派竞相发言的

热点，反映中国因素日益影响到马来西亚的

政经环境和国内政治，进而上升为全国大选

的政治议题。

中国因素并非没有影响过马来西亚政

治。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共产党支持和资

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斗争，长期钳制

马中两国的外交和民间正常交往。1974年马

来西亚大选前，当时的首相拉萨访问北京会

见毛泽东，宣布两国建交，过后官方大事宣

扬，在该年大选中影响了华人的投票取向，

出现明显支持执政党的现象。

如今随着中国影响力在本区域再起，加

上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扩大对外投资和援

助，造成中国因素再次成为马来西亚政治

上有冲击力的议题，惟此次不再限于冷战

时期的意识形态层次，而是直接介入本土

中资因素：	
大马政党政治的新靶场╱	文		:  潘永强

普腾汽车与中国吉力汽车签约仪式（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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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经利益，冲击的面向不限于华

人，也牵动马来人社会，以及激起政

党政治的角力。华人普遍上对中国

资金涌入抱持正面态度，背后反映华

人社会认同中国的崛起，以及对国内

族群政治不满的复杂投射。但在马来

人社会中，却对过度引进中资开始浮

现怀疑态度。

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趋势

马来西亚向来对外资持开放态

度，中国资金前来不足为奇，但向来不

是大马最大的外来投资来源。虽然中

国目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在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中，中资在

2016年占	4.68%，远低于荷兰、新加

坡、美国和日本。但是如果从成长速

度来看，根据国家银行和马来西亚统

计局的数字，近年中国的投资额急速

增加，从2009年的7亿9千万马币，增

长到2016年的63亿6千万马币。

中资在马投放资金，除了配合一

带一路的外交与战略议程外，最受社

会议论的一点，就是牵连上纳吉的财

经弊案。事缘纳吉涉嫌“一马发展有

限公司”（1MDB）的贪渎和洗钱行

为，被国际媒体和美国司法部揭发与

质疑，受到国内反对党的强力抨击，

面临政治危机。国内外分析家认为，

纳吉极需资金和外援，以解决1MDB

丑闻的财政和债务压力，而中国则被

视为适时伸出援手协助纳吉解困。

纳吉政府过去三年陆续将国家

重要的基建项目，授予中国企业去开

发。2015年11月，中国广核集团宣布

以98亿3000万马币，收购埃德拉环

球能源（Edra	Global	Energy	Bhd）。	

同年12月，中铁和马来西亚依海控

股合作收购位于吉隆坡黄金地带的	

“大马城”项目60%股权，以上两个

资产原为1MDB所有。2016年8月，

青岛鲁海丰集团与马来西亚渔业局达

成合作意向，在吉打州建设北方渔业

国际港和产业园。同年9月，中国电力

建设与马来西亚凯杰公司签订协议，

共同开发马六甲皇京港深水码头。	

（不过大马城项目在2017年5月破

局，真实原因未明。）

此外，往返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间

的马新高铁，北京也积极争取，原任

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还在公开场合

声称志在必得。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如碧桂园、富力等企业，近年也在南

部的柔佛州发展大型房地产项目，

柔佛州苏丹还参与碧桂园填海造地

的“森林城市”计划。不只如此，中

国已在吉隆坡设立厦门大学分校，

近期浙江民营企业吉利也购入国产

车普腾(Proton)的股权。中资身影甚

为活跃，不一而足。

马来西亚主要政党对中资之态度  

目前马来西亚基本形成两大政治

联盟，一方是执政的国阵，居主导地

位的政党是巫统，另加上马华公会、

印度国大党、民政党、土著保守党和

其他砂拉越、沙巴的地方政党，组成

一个稳定的执政联盟。与其相对的

是在野的希望联盟，主要由民主行

动党、公正党、诚信党、土著团结党

组成。在马来半岛东北部具有相当

实力的伊斯兰党，是另一股重要的

在野力量。

最先掀起中国资金争议的政党是

土著团结党，该党总裁马哈迪先是针

对有中资背景的森林城市发动攻击。

他指耗资1000亿美元的森林城市恐

沦为中国移民主导的地区，将有70万

名中国公民借购房而移民马来西亚，

暗指这项计划典当国家主权。

马哈迪质疑纳吉积极招揽中资，

目的是利用所获得资金偿还1MDB

丑闻的债务，因此批准大型工程，也

出卖土地由中国企业负责开发。他

强调希望联盟并未反中国，也没有反

对中资，只是反对类似森林城市或东

海岸铁路计划等中国投资。他表示对

中国在马投资无任欢迎，包括中国把

技术丶培训及投资带来我国，但是不

应把土地卖给中国投资者。他认为

东海岸铁路计划和马新高铁都是没

必要的，如果希望联盟执政，会取消

这两个项目。

前副首相安华领导的公正党，同

样认为政府不应过度依赖中国，安

华指出“我们同意和欢迎中国准备

涉足大马经济及投资，不过，单单投

靠中国是不应该的，这会影响国家的

主权、自由。”他的女儿，也是公正

党副主席努鲁依莎领导的智库人民

研究院(Institut	Rakyat)，曾针对中资

课题召开内部讨论会，并拟出政策报

告，指中资来得太快丶太多和太急。她

认为，部分中国来马投资的资料并不

透明公开，反对党难以获取相关资

料，要求政府向国会报告中资详情。

诚信党是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

马来人政党，该党在中资问题上认同

马哈迪的论述。由于该党不少领导

是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对待中国因

素，从对华战略与意识形态的角度

提供质疑。例如该党质问纳吉政府，

过去马来西亚视共产党为可怕之物，

如今却与中共交好，是否说明金钱万

能。他们认为马中之间发展政府与政

府关系是正常的，但党对党的关系却

是另一回事，尤其是中共对新疆穆斯

林有不少宗教歧视行为。	

民主行动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反

对党，在国会拥有37个国会议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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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持群体以华人和部份印度人为

主。由于行动党以华人为主体，华人

社会普遍上认同中资，因此它在中国

课题上显得相对谨慎，只有少数领袖

愿意表达个人主张，其中该党全国政

治教育主任刘镇东在马哈迪掀起中

资议题时，曾撰文指出，大马宜慎选

中资项目，不必全盘接受，以保障国

家利益。他指出，政府对任何外资都

有监控和管制的责任，不能因为中国

经济强大，而放弃对外资的管控。不

过，刘镇东的立场在党内并不受落，

该党其他领袖对此议题保持距离。

中国因素对政党政治之影响

综合而言，中资在马来西亚政治

上面对的争议，基本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一)在现有政府地位不稳和国内

出现政治博弈之际，中国被视为倾

向执政党。(二)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对

于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持不同态

度和立场。(三)中资来马被某些方面

视为与本土企业产生竞争关系，未能

符合本土社会的利益需要。本文接下

来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八

大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主张，马

来西亚由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

以及与中国关系紧密，中国资金年来

密集涌入马来西亚。可是，同一时期

又是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和政局变迁

较大的阶段，一方面是执政的国阵

在2013年大选后失去过半数选票支

持，只能依赖议席上的优势继续执

政，在最迟必须于2018年8月前举行

的来届大选，面对严峻的政治挑战。

与此同时，首相纳吉还遭遇内情复杂

和尴尬的财经丑闻，受国际舆论与国

内反对党抨击。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进入马来西亚

社会视野的中国资金，与纳吉面对的

财经丑闻，两者在时间上巧合，中国

在2015年前后开始以较密集的速度，

收购和参与马来西亚各项战略性项目

和基础建设工程，就被反对党和政治

观察家视为暗助纳吉化解危机，在政

治上大有倾向支持国阵之嫌，引起各

党派与公民社会的极大关注。

以马来人为主的反对党，包括土

著团结党丶公正党和诚信党认为，在

纳吉政权面临政经风险相当脆弱之

际，中资的适时出现，有暗助纳吉克

服危机之意。如果中国资金成功接

收1MDB释出的名下资产，包括大马

城项目和发电厂资产，加上投资金额

庞大的东海岸铁路项目，纳吉将可取

得舒缓的资金，不只能及时渡过债务

危机，还可以勉强维持企业财团的支

持，同时增加他在国内的维稳经费，

以及有足够资源安抚巫统派阀的需

索。这种局面不利于来届大选反对党

的政治形势，也影响马来西亚民主转

型的前景，因此中资及中国因素被反

对党大力挞伐，成为国内政党政治角

力的其中一个议题。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普遍欢迎中

资，因此政府内的华人政党马华公

会就大力经营中国关系，试图以亲中

姿态争取华人选民支持，也造成在野

的民主行动党不能在中资问题上持太

强烈的质疑态度，以免触怒华人选

民。但马来人为主的反对党，以及拥

护马来人民族主义的社团组织，则

对执政党和纳吉的做法大有保留和

发出批评。不同族群政党所呈现的差

异，其实反映了马来西亚不同族群面

对中国崛起的不一致态度。

华人社会的倾中阵营越来越强

大，拥抱中国资金来马，纳吉试图利

用华社此一倾向，争取华人选民支

持。他在2016年10月和2017年5月两

度高调访华，官方对中资审批宽松，

但在南海课题上却表现低调，并无

视中国驻马使馆在华人社会频繁活

动，甚至推荐当年参与马中建交，但

在政治上其实建树不多的华人政治

元老曾永森，受封国家最高级别的	

“敦”(TUN)勋衔。

然则，纳吉试图操作中国因素，不

见得在马来人社会得到好评，反增加

马来人社会对中资的疑虑与不安。马

来人担心中资参与国家重大基建项目

和战略性计划，会影响国家权益和出

卖主权，他们受冷战记忆和马共因素

的影响，对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崛

起有一定顾虑，一般的马来人群体对

中国发展并没有完整的理解，也还没

有作好如何回应中国崛起的准备。因

此，以马来人为主的反对党，就利用

马来人社会对中国的不安和保留，

高调批评纳吉对中资的政策。马来

西亚国产车普腾(PROTON)的49.9%

股权出售给中国吉利汽车，过后指

派中国籍高管来马出任首席执行员，

也对马来人的集体心理带来一定冲

击，因为国产车向来被马来人视为民

族的荣耀。

马哈迪高调触及中国投资问题，

除了政治上要激化马来人选民对执

政党的不满，其实也反映体制内精英

的分歧，特别是马来精英传统上对中

国还是心存保留，或至少是观望。巫

统传统的政经精英和军方系统，虽

然不反对与中国加强经贸互动，但他

们大部份有亲近英美的渊源，在军事

与安全事务上仍对中国有所提防，甚

至认为马中关系的发展势头过快。甚

至长期从事左翼社会运动的马来裔

活动家希桑慕汀，也在反对党的集会

上对中资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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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党政治和族群因素外，中

资近年引起的争议，也涉及中资是否

有利于本土社会的讨论。有学者质疑

中资项目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马来

西亚著名的经济学者佐摩教授(Jomo	

KS)也质疑东海岸铁路计划，他认为

综观全球，像东铁这类大型工程通常

面临超支，因此没有理由相信这项工

程会是例外。“是否有足够的乘客流

量支撑东铁？什么样的货运需要如此

高成本丶高速度的铁路链接？世界哪

条高铁可以如东铁计划宣称的，在其

通过的所有市镇促进这么多商机和

就业机会？”在融资方面，中资投入

的贷款额和财务规划巨大，也使批

评者担心将为马来西亚带来庞大债

务，甚至债留子孙。

部份华人中小型工业也怀疑，中

资在马来西亚的合作对象通常是政府

关联公司或是大型财团，本土中小企

业并未受惠。一些中资甚至从中国引

进原料丶建材丶技术人员，包括厨师

等等，对本地的中小企业和下游产业

似乎没有多大的带动作用。竞争力不

足的华裔中下层商界深恐在恶性竞

争下受到更大冲击。

结论

无论是美国丶欧盟丶日韩和台湾

资金，过去不同时期都在马来西亚外

资来源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对

外开放，中资走出国门前来投资理应

是合理现象，马来西亚没有抗拒中资

的理由，如今却引起朝野政党之间的

争议。究其原因，一是中资前来时，

正值马来西亚政党之间不择手段的

政治博弈，二是中国的软实力尚有不

足，国际社会仍然对中国政经力量

之崛起心怀警戒和提防。

中资在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之间引

发的争论，也反映中国软实力有待提

升，政经精英依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

存有疑虑。马来西亚虽然在总体上对

中国的观感持正面态度，但不论是体

制内部和社会层面的权力精英，依然

对中国国力提升后对本区域的威胁

持警惕态度。中国在其他国家投资和

援助所引起的风波，支持第三世界威

权领袖的纪录，近年在南海问题上所

施展的强势立场，凡此种种也在马来

西亚的知识界和舆论圈中受到关注。

因此，当马来人政治中具有影响

力的反对党领袖挑起中资威胁的观

点后，马上引起体制内部和意见领

袖的呼应与回响。近年中国的统战

和侨务单位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

做了大量的工作，固然争取到华人社

会主流力量的认同，但对非华人社

会和体制内的精英而言，他们虽然

感受到中国力量的兴起，但未必体会

到中国软实力影响，反而在双方利益

有所抵触时，更加担心中国带来的压

力和挑战。

亲中的政党与阵营认为，马来西

亚可以从中国的崛起和紧密交往中

获利，在经贸和投资中受益。疑中的

政党和阵营则担心中国的影响日益

渗透，会造成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和服

从，不符合大马的国家利益和政经自

主性。无论如何，两方在中国问题上

呈现“迎与拒”之间的差距，只是涉

及对华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如何拿

捏和维持马来西亚在美国、中国之间

的等距关系，并没有演变成反中反华

的主张。另外，即使在亲中阵营里，彼

此的期待与利益也不一致，纳吉着眼

于巩固执政权力，华人社会则有抗衡

土著霸权的想法。随着中国在本区域

的复兴，未来马来西亚在对华战略定

位上的辩论，短期内不会休止。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员

森林城市效果图（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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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体道德焦虑到“文化再生运动”

新加坡于1965年“挥泪”独立。面对在

逆中求存的诸种挑战，包括失业、住房、交

通、医药、教育设施等等问题，举国上下，励

精图治，努力解决基本问题。在工业化政策

下，很快实现初段经济起飞；同时进行都市

重建，提供平民化的公共住宅以及基本交

通设施，初步满足了国民衣食住行的需求。

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跻身“新兴工

业国”之列，平均国民所得在亚洲位居第二，

仅次于日本，可算是个小康社会了。

但是由于早期建国历程偏重经济发展，

忽视精神和文化建设，在高速工业化和都

市化的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

受到冲击，诸种社会问题（如犯罪、嗜毒、

色情、离婚等）随之萌现，激起政府当局和

社会领袖的反省和忧虑，乃出现了集体道

德危机意识。

为了抗拒西方文化（当年称为“西方歪

风”）影响，政府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

几项社会运动，包括礼貌运动、敬老运动、

讲华语运动等，我统称为“文化重生运动”。

这些“运动”都在1979	年推出，而且长期进

行，并非偶然，而是清楚反映新加坡建国历

程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1980年代轰轰烈烈推出的“儒家伦

理”运动，更是一个引起国际瞩目的特殊

案例。

“八月群儒会星洲”

1979年是新加坡教育当局开始筹划整

体教育改革的年头，先后提出了《教育报告

书》（吴庆瑞）和《道德教育报告书》（王鼎

昌）	，就中小学道德教育做出全面检讨，重

新制定道德教育课程。

1982年1月，教育部宣布将在1984年推

行“宗教课程”，中三中四学生须就五种宗

教课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兴都教

以及“世界宗教”）选读一科。一个月后，在

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教育部宣布增加一门	

“儒家伦理”课程。当年的副总理兼教育

部长吴庆瑞说他接到李光耀的建议之后，	

		回顾30年前的一场	
	“文化再生运动”
    兼记1987年曲阜儒学大会╱	文		:  郭振羽

郭振羽郭振羽 杜维明（左）郭振羽（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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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思两个星期”，最后接受了李氏

建议。

儒家伦理虽然只是中学道德教

育的一个选项，但是它后来的发展，

远远超过课程发展和师资训练。政

府当局很快将它推动到全民公民教

育和社会运动的层次。以这个“运

动”发展之快，可以说是早已蓄势待

发，影响不但及于新加坡华族社群，

事实上很快扩及全国，甚至引起国际

各界的注意。

首先，政府当局在1982年7月到

9月期间，前后邀请到8位国际学者

到新加坡访问，揭起所谓“八月群儒

会星洲”的热潮。1	在有关部门协调

之下，每周请到一位学者前来，继之

以报章专访、电视访问、专题演讲，

同时也和政府领导及学界领袖进行

对话。在这段时间，接连多种相关活

动，使得这个课题保持高能见度，力

求基本儒家伦理为社会大众知晓，而

了解，而接受，更希望能身体力行。

在这方面，华文报章发挥了最大

效用，不但连日详细报道有关活动，

并且举办座谈会，配合特写、专访及

社论，密集讨论儒家伦理课题。不但

如此，来访学者本身也成为新闻人

物，其言行背景成为新闻，间接助长

了儒家伦理课题的能见度。

就在几位国际学者密集来访之

际，教育部也乘势成立“新加坡儒家

伦理委员会”，由吴德耀担任主席，

杜维明和余英时任国际顾问。1983

年1月，成立儒家课程编写组，由刘蕙

霞主持，负责编写中英文儒家伦理教

材。并且于1984年全面推出中学宗教

及儒家伦理课程。教育部当局完成儒

家课程，当时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

有关儒家伦理教育的教材”。2

为了推展儒学基础研究，并且展

示长期推广儒家伦理的决心，在政

府主导下，1983年成立“东亚哲学研

究所”，由吴庆瑞担任董事会主席，

吴德耀担任所长。这个研究所虽然

是独立研究机构，但是资金雄厚，得

到政府全力支持，清楚地显示政府推

行儒学的雄心，远远超过仅为中学提

供道德教育课程的简单构想。东亚哲

学研究所在开办后的短短数年内，罗

致了多名学者为研究员，包括香港中

文大学的刘述先、来自美国的林郁

生、台湾的戴琏璋，以及来自中国大

陆的李泽厚等，到东亚哲学所作为期

半年到三年的访问和研究。东哲所经

常举办专家讲座以及研讨会，又前后

召开了多个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邀

请著名的儒学专家如陈荣捷、狄百瑞

（Theodore	William	de	Bary）、蔡仁

厚、张灏、成中英、汤一介、庞朴等参

加。在短短几年间，新加坡东亚哲学

研究所成为国际知名的儒学重镇。

当年东哲所设立在新加坡国立

大学肯特岗校区（据说租金每年一	

元），和文学院毗邻而居，距离我服

务的社会学系不远，让我有机会在

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与多位儒家学

者交流。

1987年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

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儒学

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到来自12个

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学者参加，发

表论文100多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最为盛大的儒学大会，在孔子故

里山东曲阜举行，更具有特别意义。

当年本人有幸被邀参加盛会，并

发表论文，可为一记。

1987年曲阜儒学大会纪盛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7

年8月31日在曲阜开幕，9月4日闭幕。

新加坡出席人数30多人，包括发

表论文的正式代表（主要为东哲所和

国大学者），以及列席人员（称为“观

察员”，主要是教育部课程组专家）。

新加坡代表团一行30余人由当年副

总理王鼎昌以及（前副总理）东哲所

主席吴庆瑞领队，分批先后抵达北

京，8月29日乘火车前往济南。第二

天由济南乘大巴士开往曲阜，车行

四小时抵达，入住新建的阙里宾舍。

阙里宾舍是孔府一角改装，不但名字

典雅，设备也有水平，只是服务方面，

到底还是公营，不可苛求。

8月31日开幕式上，群儒咸集。致

开幕词的有中方的谷牧和周谷城，以

及新方的吴庆瑞和王鼎昌，都以华语

发言。第一次听吴庆瑞华语发言，相当

够水平，令人惊喜。王鼎昌华中出身，

风度口才都是一流。记忆比较深刻的

是王鼎昌在开幕式中当场朗诵全篇	

《礼运大同篇》，肃穆虔诚，令人动容。

这一场儒学盛宴，来了多位国际

知名的儒学大师，包括北大的汤一

介，张岱年，复旦的朱维铮，社科院

的庞朴，还有来自台湾当时在北大当

客座教授的陈鼓应（被列为台湾学

者）。中国之外，国际学者还有杜维

明，狄百瑞、柳存仁，陈荣捷，张灏、

成中英等，都是大师级人物。

新加坡的代表，除了吴德耀，刘

蕙霞之外，还有林徐典，苏新鋈，梁

元生，李焯然，吕武吉，锺志邦，古正

美，郭振羽几位。此外还有来自北京

的李泽厚，以东哲所访问研究员身

份参加。

由于新加坡对此次会议重视，联

合早报和海峡时报都派出记者随团采

访。早报派出的是赵慕媛，海峡时报

是张夏玮，连日密集报道会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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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四天的会议，发表论文一百

多篇。几篇重量级论文，还是以传统

儒学定调，譬如汤一介“论儒家的境

界观”，张岱年谈“儒学发展过程中

的统一和分歧”，杜维明谈“孟子：

士（知识分子）的自觉”，陈荣捷谈	

“朱子与道统”，都可说是成一家之

言。在讨论时，狄百瑞和陈鼓应对儒

家伦理提出批评，也有些年轻学者尖

锐发言，看得出来已经可以容许不同

声音。君子和而不同，老夫子地下有

知，当 须含笑。

百篇论文当然参差不齐，老调重

弹者有之，言之无物者有之，还有些

是借题发挥。不过能百花齐放，终究

是好事。

我的论文排在会议第二天（9月	

2日）上午。题目是很平淡的《新加坡

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

件》。3在铺天盖地文史哲学者的论

文之中，这应该是会议中唯一从社会

学观点讨论儒家伦理运动的论文。

我的论文主要从新加坡70年代

出现的集体道德焦虑出发，分析之

后产生的道德危机意识，领导层乃

启动社会运动作为对应。这个过程

类似人类学者华莱士(A.	Wallace)

所称的“再生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为了避免误会，我称之

为“文化再生运动”。以中国为例，清

末有康梁变法，国府时期有“新生活

运动”；韩国有“新民运动”；台湾也

曾努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在中学教授“中国文化基本课程”。

不论成功与否，这都是应对社会道德

危机的“文化再生运动”。

我分析了在新加坡推动儒家伦理

的有利条件，包括华族传统中的儒家

价值观，儒家伦理的非宗教性，入世

而不排外，东亚四小龙崛起，以及政

府全力支持；但是也指出其局限性

和面对的挑战，包括他族同胞的疑

虑，华族内部的分歧，儒家思想的政

治化等。对于推广儒家伦理运动的

前景和成效，我语带保留，指出这场

社会运动是否会达到目标，“还言之

过早”。我认为这是一场社会实验；

这套新的伦理体系是否可以在新加

坡这个现代社会生根，成为“新传

统”的一部分，要决定于这套儒家伦

理与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

体系之间是否契合相融。

我报告之后收到不少回应。不少

人指出就在新加坡当局积极推动儒

家伦理运动，运动正达高潮之际，还

有如此不合调的保留声音，觉得甚

为“清新”（refreshing）。还记得陈

鼓应私下回应说他一向对新加坡带

批判态度，没想到我可以以此方式

表达不同看法，“这样他们也不能不

同意你的分析了”。

第二天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都有

相当篇幅报道，内容完整，都强调我

有关“社会实验”的观点。（只是早报

报道用了“社会试验”，应是笔误。）

这个社会实验的结果，没想到在

三年之后就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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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课程“无疾而终”

新加坡儒家伦理虽然是政府全力

推展的文化再生运动的重点所在，到

底还是中学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是宗

教课程之外的一个选项。而1984年

启动宗教课程之后，却造成各个宗

教彼此排斥，以至于引发潜在的宗教

摩擦。——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预料

之外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

quences）。而当局苦苦经营的儒家

伦理，选修学生比例不足20%，学生

反映课程内容太难，看来长期下来

无以为继。

在轰轰烈烈曲阜之会后不过三

年，教育部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于

1990年宣布停止中学道德教育课程。

当局没有多做解释，因之有人称之

为“无疾而终”。1991年1月，该部发表

《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各族人

民都能接受的“五大共同价值观”，

并据以设计一套新的公民道德教材，

取代原有的宗教课程和儒家伦理。

新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包

括: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

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

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

教宽容。”	可以看出其核心精神仍然

是儒家伦理。经过几年的实验，教育

当局终于体会到不必以儒家之名，仍

然可以推行儒家伦理。

至于企图透过宗教课程推动道德

教育，在新加坡多元社会结构下，则

是弊大于利。学生还没有经由宗教课

程提升道德修养，却先在各自的宗教

信仰中，排斥外教，加深了宗教之间

的矛盾。在此情况下，不得不迅速叫

停。这算是场失败的实验。

教育政策既已改变，东亚哲学

研究所也随之转型，自1991年起全

面停止了儒家思想研究，各方儒学学

者纷纷回归故里。1992年，两年之

后，“东亚哲学研究所”正式改组改

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称为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of	Political	

Economy	(IEAPE)，巧妙的保留了

部分原有简写IEAP（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y）。4

同年，我应邀到哈佛大学参加一

场“文化中国”学术研讨会，就以新加

坡这场社会实验发表论文，我称之为

一场“未完成的再生运动”。5

至此，上个世纪80年代由政府

主导的那场文化再生运动正式走入

历史。

1990年代之后，有关儒学的活

动和研究转以民间团体为主导，包括

南洋孔教会、新加坡儒学会、南洋学

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喜耀文化

学会等。由于社会大环境所限，参加

者年纪偏高，影响有限。1980年代

推展儒学的盛况，只能留在历史中，

此情可待成追忆了。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注：

1	八位学者：纽约大学熊 、史丹福大学吴元黎、纽约市立大学唐德

刚、(当时任教)耶鲁大学余英时、密芝根大学陈真爱、匹兹堡大学许倬

云，哈佛大学杜维明，以及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伍振骜。八位学者中

只有一位女士，所以也有人戏称为“八仙过海”。这些学者当中除了几

位正统的儒家学者之外，其实还有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并不都是儒

家或哲学学者。其中以杜维明参与最为深入，前后多次来新访问，多

次的演讲、交谈和报告，更被编辑成书，1984年由新加坡课程发展署

出版，名为	Confucian	Ethics	Today:	The	Singapore	Challenge。

2	此说有可争议之处，因为台湾早在1960年代就编写并在中学教授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主要以孔孟思想为主导内涵。

3	郭振羽，《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收于《儒

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1987，齐鲁书社，1339-1360页。

4	1997年IEAPE再次改组为“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	

EAI)，并且正式归并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智

库。这是后话。

5	Conference	on	"Cultural	China: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ponsor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1-5	Sept	1992,	Cambridge,	

Mass,	USA.	1996年发表在杜维明主编的《东亚现代性下的儒家传

统》。Eddie	Kuo,“Confucianism	a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Singapore:	

The	Case	of	an	Incomplet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in	Confucian	

Tradition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edited	by	Tu	Wei-m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9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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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中共十

九大闭幕后似乎越发显得火热。

西方论者以为，中共失去了马列意识形态

的掩护，只能靠鼓动民族主义来支撑统治

合法性，而恢复儒学似乎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手段。因此，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自由派

或极左派学者，都对近期大陆各地伴随着政

治虚火而生的儒学热不以为然。

另一方面，欧美兴起的民粹主义、排外

情绪，强人政治等一系列反映社会撕裂的

乱象，让传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似乎陷

入尴尬境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ry）从原本高高在上的“普世价

值”神坛跌落，开始面对各种质疑，甚至出

现倒退、逆转等情况。

在这个大背景下阅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

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2014年的著作《儒

家致善主义：现代政治哲学重构》（Confu-

cian	Perfectionism: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英文原著（由周昭德、韩锐、陈

永政翻译，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译本

在2015年面世），不免隐然感受到时代的脉

动。必须指出，这并非一篇正式的书评，更多

是读后感的整理。

陈祖为在序文中清楚阐明了本书的目

的，不在于介绍儒家的政治思想，或者是

介绍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他说：“这个写

作计划属于特殊的政治规范理论——其主

要目的是在探讨传统政治哲学就数个现代

契合天时的东西方对话
读陈祖为的《儒家致善主义：现代政治
哲学重构》╱	文		:   叶鹏飞

陈祖为（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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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基本课题的意义，例如权威、

民主、人权、公民自由和社会正义。”

如果我正确理解作者的意思，这

是试图在儒学和自由主义之间，就当

代政治所遭遇的课题，搭建对话桥梁

的可贵尝试。1960年出生于香港讲粤

语家庭的陈祖为，在香港中文大学毕

业后到英国深造，获得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LSE）硕士学位和牛津大学博

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亚里士

多德的政治哲学，因此不但对西方从

古希腊至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传

统，有系统性的认识，也深谙西方的

分析性治学法。这些扎实的知识和剖

析功夫，均反映在本书的字里行间。

原著以流畅的英文写成，读者对

象显然主要是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

西方知识界。在美国，因为特朗普总

统颠覆所有政治惯例和默契，国会两

大党相互掣肘导致议事瘫痪，民主体

制的权威面对严重质疑，西方舆论内

部开始出现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反

省甚至怀疑的声音。同时，中共十九

大后北京对外展示强大的文化自信，

乃至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全球性宣

传，更让一些人担心亨廷顿所预言

的“文明冲突论”是否将成为现实。

此外，中共对儒学的鼓吹，也很容易

节外生枝地引发“利用儒家论证极权

合法性”的批评，甚而支持与反对双

方都为维护自身立场而曲解儒学。陈

祖为的这本书，因而可谓恰逢其时。

陈祖为所阐述的Confucian	Per-

fectionism，港译“至善主义”，台湾

则译为“圆善主义”（《礼记•大学》

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止于

至善”）。根据他的说法，古希腊亚

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尽管在内容上

与儒学大相径庭，两者却共同呈现出

对道德伦理、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关

注，以人性为中心贯穿始终，特别是

政治如何保障人们过上正派的生活	

（或译美好的人生，the	good	life）。	

在伦理层面，东西方这两大传统学问

从对于人性的理解入手，就价值、美

德、行为准则等作出道德判断，厘清

何谓美好生活。在社会层面，这两套

学问把社会团体和机制，视为人们

学习如何过上美好生活所需的伦理

知识与能力的场所。在政治层面，两

者均认为国家有责任协调这些社会

团体及其活动，并通过法律、教育、

礼俗、提供资源等手段，协助人们过

上美好生活。陈祖为说：“我发现这

些关于生活和社会的传统至善观点，

尤其是强调政治和美好生活的关联，

有见地且深刻。”

至善主义，因而是强调人要培养

德行（美德），要建立对美好人生的

终极关怀；在政治上，则应由有德行

者创立让人能追求美好人生的环境，

也就是所谓的仁政。对比西方自由主

义仅强调人的自主性，却不问自主的目

的为何，至善主义显然要积极且有意

义得多。陈祖为发现，以亚里士多德为

代表的西方文明古传统，也同样重视

儒家所强调的止于至善的精神价值。

主客位置清楚

尽管博士学位研究的是西方的古

希腊思想，陈祖为在本书里的立场却

是稳稳立足于儒学，因而论述的观点

是从儒学自身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学

术传统的立场来肯定儒学。此外，他

在书中表现出对于儒学义理的把握，

显示他下过一番功夫；而且西方学术

的正规训练，特别是用儒学回答西方

政治学的传统问题，也让他对于儒学

的理解和阐述别开生面，有其独特的

视角和趣味。

陈祖为对于儒学的讨论，主要集

中在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位先秦儒

者的著述。书中附录二的《反对拥有

权概念之权威观》，就是从孔、孟、荀

的论述中，充分且有力地论证儒家反

对把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

包括王位及其权力，所管理的土地、

人民等）当作可以继承或转让的私

有财产。

附录二的精彩之处，在于陈祖为

站在儒家立场，就东西方政治思想

家都关心的政治权威问题，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说明。因为他接受了西方

政治思想的正规学术训练，使得他能

避免一些儒学研究者容易掉入的思

维陷阱——为了维护儒学在当代的

正当性，而去论证儒学同“民主”有

共通之处。

陈祖为在附录二就直接针对

1958年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

及唐君毅四位学者所共同发表的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质疑其中“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

民主思想之种子者”这样的说法。因

为所谓的西方民主，其中一大前提

是“主权在民”，也就是罗马法中的

dominium（所有权）概念，人民取代

君主成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陈祖为

指出，儒学的政治理论并不存在主权

在民的观念，也不必然就得同“民主

制度”扯上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丝

毫不伤害儒学对解决当代政治问题

的参考价值。

他说，认为儒学内含“民主种子”

的说法常用的两种依据，一是《礼	

运•大同篇》的“天下为公”；二是《吕

氏春秋》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

下人之天下也”。可是，据此来证明儒

学有可能发展出民主，或者具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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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精神”，都是不正确的。陈祖为表

示，儒家并不主张“主权在民”，也反

对把政治权威当做可转移的物件。

首先，从《礼运•大同篇》的文字，

陈祖为分析说，天下为公所指的选

贤与能的禅让制，同父子相传的继承

制，仅是两种政治权威或权力交接制

度的不同，儒家并不认为后者就缺乏

合法性。他引述《孟子•万章章句上》

说：“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

周继，其义一也。’”陈祖为表示，在

孔子看来，唐、虞的禅让，同后来夏商

周三朝的王位世袭，道理是一样的。

其中的道理就在于王位所使用的权

力，是用来保民安邦，所以才能维系

天命。这也反映出儒家重视的是权力

如何运用，而不在于权力的授受。陈

祖为同样引述《孟子•万章章句上》孟

子回答万章的话来强调这一点：“万

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

曰：‘否。尧不与之。天子不能以天下

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孟子说天子不能把

天下给予他人，证明天下权柄不是

dominium（所有权）概念。换言之，	

“天下为公”的“为”，是for（为了）的

意思，而不是is（属于）。

其次，尽管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儒

家学说，《吕氏春秋》的“天下非一人

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被用来

暗示“主权在民”也是错误的。陈祖

为说，这句话后面是“阴阳之和，不

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

主，不阿一人”，要强调的是统治者不

能偏心一部分人，而应以万民的利益

为出发点，说的是“公心”，而不在于

指称主权民享。

在陈祖为看来，儒家认为政治权

威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体现于被统

治的人民的接受。他说：“事实是，一

套政治体系获得人民的接受，并不代

表这体系就是民主的。例如，人民有

可能接受君主制度，只要君主的表

现让他们满意。人民的接受也不等

同于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至少就现

代民主理论而言，必须通过特定的制

度安排或程序表现出来，例如修改宪

法的权利或投票的权利。人民接受统

治权威本身，并不是主权在民的制度

性表达。”

这套论述暗示了儒家对于“人”

和“民”的政治角色区分。这个区分

对于当代政治有启示意义，后文会

进一步说明。

理想和现实交错的问题意识

全书共分两部分八章，第一部

分为“政治权威和制度”，细分为第

一到第四章，分别讨论：一、何谓政

治权威？二、一元权威或有限政府；

三、制度的角色；四、糅合儒家思想

与民主。第二部分为“权利、自由与公	

义”，细分为第五到第八章，分别讨

论：五、人权作为备用机制；六、个体

自主与公民自由；七、社会公义与全

民皆足；八、社会福利与关爱。

本书亲近读者的地方，在于陈祖

为于每一章开始都会阐明宗旨，而且

在分析和论述之后，又会在结尾部

分简单重述全章的结论，加深读者

的印象。

相信读者都能够从各个章节获得

启发，特别是辨析自由主义和儒学之

间的矛盾和可能相容之处。我个人印

象较深的是第六章关于“自由”的讨

论。陈祖为指出，自由主义的自由观

是“独立于内容的”（content-inde-

pendent），也就是只要行为是独立

自主的，行为本身的性质并不重要。

换言之，自由主义接受个体生活堕落

的自由，只要那是自主的决定。然而

儒家的自由观却是“视内容而定的”

（content-dependent），儒家只肯

定人的特定自由——那些能够导人

向善的行为的自由。换言之，儒家否

定那些自暴自弃的自由。

其他发人深省的讨论还包括儒

家对权利、公正等自由主义非常重视

的价值的立场。限于篇幅，只能请读

者自行去阅读原著了。

同任何价值体系一样，儒学所揭

示的理想境界必须面对现实世界不

足的挑战。这也包括在自由主义民主

（liberal	democracy）当道的今天，乃

至在面对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宗教极

端主义对世俗价值的反扑、因民族或

信仰歧视所产生的排外主义等一系列

挑战所表现的手足无措，意味着对待

儒学的正确态度，不能是在否定自由

主义的前提下照单全收，或认为儒学

不见容于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而完全否

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陈祖为提出

适度的至善主义（moderate	perf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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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ism），主张无须整体性接受儒家

体系的一切，但是儒家所提倡的一些

政治上的核心价值，却具备普遍性，

无需信仰儒学也能接受。这些核心价

值包括美德、基于道德的人际关系、

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相互承担、仁	

政的原则、政治上的信赏必罚等等。

当然，从儒家的角度，或许并不

能完全同意适度的至善主义这样的

折中法。现实上这可能不乏其意义，

但是儒学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系，以及

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终极关怀，两

者恐怕存在不易调和的紧张。

人与民之别的政治精英主义

在阅读这本书和写这篇读后感

时，我得到一个启发。在自由主义民

主走向民粹主义的歧途时，作为表达

民意和政治合法性的一人一票，最后

所出现的结果，却可能违背甚至伤害

现今的集体利益乃至后代的利益时，

民意本身作为最终的政治权力源头，

或者儒家所谓的天命，本身因而面对

相当大的质疑。

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底下，作为

构成“人民”的一分子，自由主义强调

的是权利，却鲜少讨论义务。这是民

主制度衰败的重要原因。美国《大西

洋》月刊2016年11月8日的文章《无

知并不带来选举幸福》，分析了特朗

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原因之一，在于美

国选民的历史和科学知识匮乏。文章

举例说，2009年的调查发现，有89%

的美国人自认能通过公民测验，事实

是83%的人不及格。

儒家对政治权威采取的是“服务

人民”的概念，而尽管其“天命”说

暗示了人民的认可为重要的基础，认

可本身却不等于直接的政治参与或

授权。要参与政治，个人必须符合基

本资格，就是《大学》所谓的“修身

齐家”的道德训练与政治准备。在受

儒家影响的东亚社会，历史上就产生

了专职于公共事务的“士人”阶层。

换言之，儒家区分了个人和群体

的政治角色。理论上，人人都能参与

政治，只要符合基本的要求（掌握相

关知识）；但是作为群体的“人民”，

却并没有积极或鲜明的政治角色，

更多是从治理角度被区分为“良民”	

“刁民”。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固然有其历史时代的语

境脉络，但也反映了这个政治权利和

义务相匹配的道理。

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这当然是

高度的政治不正确。可是一味强调

人人平等，票票等值的自由主义者，

却无从解决民主滑向民粹的危险。这

反而不如儒家正视每个人资质不一样

的现实，不被虚伪的平等观，蒙蔽了

政治如此重要之事的责任，必须要有

相应的训练和知识才能担当的道理。

深入一层想，儒家对于个人参与

政治事务的重视，反而同自由主义强

调个人主体性的价值有契合之处。人

是被高度重视的，在个人层面，要修

身养性，追求至善的美好生活；在政

治层面，参与的个人也要善用权力，

创造适合人人追求至善的美好生活

的环境，如基本的人身安全、温饱、

社会正义（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

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确应正视儒

学所可能带来的积极贡献，相互参

照，持续对话，去寻求新的政治秩序

的理论基础。

《儒家致善主义》还有许多精彩

之处，值得读者细细去品味。在当前

的乱世读此书，每一个有心人的收获

应当会有不同。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深入一层想，儒家对于个人参与政治事务的重视，反而同自由主
义强调个人主体性的价值有契合之处。人是被高度重视的，在个人
层面，要修身养性，追求至善的美好生活；在政治层面，参与的个人
也要善用权力，创造适合人人追求至善的美好生活的环境，如基本
的人身安全、温饱、社会正义（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个意义上，
自由主义的确应正视儒学所可能带来的积极贡献，相互参照，持续
对话，去寻求新的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



怡
和
思
维

50 	怡和世纪第三十四期

76年前（1941）的12	月7日清晨，日军

偷袭珍珠港，惊醒了当时试图对烽

火连绵的世界局势隔岸观火的美国。第二

天，小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宣战，自此决定了

日本的败局。

美国其实不是对早已在欧洲和亚洲全面

开打的战争无动于衷，不过当时的美国政府

还没有建立世界强国或者老大哥的意识，明

哲保身意味浓厚，对战火中的国际局势采取

观望而带着投机的心态，例如对奋起抗拒日

本侵略的中国，美国因不愿正面与强大的日

本决裂，而放任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

小罗斯福“四大自由论”影响深远

然而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精英不乏对德国

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节节胜利的忧心。小罗

斯福在1941年1月6日的国会演讲中，已经提

醒美国人，在遍地烽烟的国际环境中，美国

无法继续独善其身，倘若民主政体在对抗中

失败，美国人就不可能从独裁政体那里获得

独立与自由，甚至良好的商业机会。他说：	

“长远的和平不能以他人的自由为代价。”

他也引述美国开国先驱富兰克林的话：“放

弃实质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不配享有

自由和安全。”

文：陈迎竹

现代民主政治的
内在逻辑╱	文		:  陈迎竹

（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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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罗斯福呼吁国会支持美国支援

民主国家的盟友和积极备战。他随即

提出著名的“四大自由论”，说明民主

国家的价值之所在。一是言论与表达

的自由；二是信仰与崇拜各自的神的

自由；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意即各

国都能和平发展自身的经济；四是

免于恐惧的自由，即全球裁军裁到

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武力侵犯邻国。

四大自由不仅彰显美国独立以来

宪法捍卫的价值体系，更进一步提出

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容相互侵犯（意即

弱国免于被侵犯的恐惧）的自由，成

为后来联合国捍卫和平的精神，影响

今日世界至巨。

相对于今日美国政府对待朝鲜的

优柔寡断，小罗斯福撑起来对抗日本

的自由民主大旗，具有无可争议的道

德与政治正确性。

法西斯主义结合军国主义，在武

力征服和宣传下横扫亚洲和欧洲，所

致力建立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极权体

制。在欧洲的纳粹大搞种族灭绝，日

本在亚洲则是资源掠夺与杀戮。这些

极权行为彻底背离人类现代文明长时

间论证而生成的价值体系，践踏人权

平等，蔑视民主权利，操弄垄断法制，

轻视蹂躏个人自由。

个人在这样的体制中迅速坠落到

皇权时代的渺小卑微，不再具有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权，也无法依据

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命走向。严酷

的体制不仅宰制与制约个人意志，也

支配个人生活的诸多事务乃至生命

权。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所揭示的极权社会和时代，恰恰是

小罗斯福高举的价值体系的对立面。

新兴国家领袖借民主之名夺权
后却背弃民主

民主自由的价值意识在二战后兴

起的独立浪潮中受到广泛采纳，从亚

洲到非洲，新兴政治组织莫不标榜民

主自由，作为争取独立以及争夺独立

后执政权的政治正确话语，其中就包

括最近刚刚被迫下台的津巴布韦总统

穆加贝，以及菲律宾的马可斯等等。

这一大群新兴政治领袖，有很多

人在掌权后成了独裁者，或者走向小

圈子垄断的寡头政治，成为某种极

权的变相，其终极目的则是让权力成

为自己家族的保护罩，便于搜刮财富

与扫除异己。

为了维持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的门

面，以免受到联合国等国际主流政治

和媒体的质疑和抵制，这些统治者循

例举行定期选举，但每一次选举都

在扭曲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下进行，

甚至要搞暗杀、绑架、贿选，确保统

治者连任。

为了少数家族利益这一不可告人

的目的（表面言论和宣传一定都是国

家和民族利益，必要时就怪罪美国

和西方阴谋），他们把国家公共部门

例如安全部门、司法检察部门、行政

和媒体部门等等都拖下水，为政治

权力集团服务。做得比较漂亮的，则

会透过修改法律程序和铺设论述，

使得不公平的政治变得合理合法。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他们背离现

代民主政治的事实。

真实意义民主应具备四大元素

我们所身处的地区大多具有一定

的法制和选举，不过真正信仰并认真

采纳民主制度的国家领袖其实不多，

很多民主变体的政治领袖发明各种

理论和话术，长久下来，变成似是而

非的课题，很多人因此以为民主的模

式可以有很多种。

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学者戴尔蒙德

（Larry	Diamond，又名戴雅门）归纳

民主制度具有四大基本元素：一，透

过自由与公平选举选择及更换政府

的政治制度；二，公民在政治与公共

生活中都能积极参与；三，对所有公

民人权的保护；四，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法制。

这其中所要强调的，例如公平选

举、公民参与、人权保护等等，早已

民主是为了自由权利，自由权利是为了个人尊严，而尊严是人存在
的其中一个意义。容许人自由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一个社会存在最
基本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社会必须有足够的自由度，开放度，允
许公民取用资源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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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石。必须检验

的是政府在履行这些价值的过程中，

有没有扭曲、糊弄乃至透过重重措施	

“动手脚”，而动手脚的目的，当然

是为了将约束权力的机制消解掉，便

于为所欲为。

我们强调奉行真实意义的民主

制度，不是为了理论或意识形态而

提出来的，是因为民主制度必须伴

随独立的司法，才能保障人的自由权

利——自由在这里不是没有责任感

的为所欲为，自由主义有深刻的演变

历史和定义，此处难以赘述——有了

自由，个体才能维护尊严，充分发挥

个人意志，无论是创造力或者寻求更

好的生活。

只有免于压迫与践踏的恐惧——

无论这种压迫与践踏是来自政治经

济制度、劳动体制或是文化习惯——

尊严受到保护，个体的生命，也就是

人之所以为人，才谈得上有意义。这

是现代社会与过去君主制和宗教强

势时代最大的不同，也是人类最有

意义的进步。

陈冠中：较可取政治理念仍是
中道的自由主义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发展主

要是为了回应英国等君权神授论国家

君主权力泛滥、不受制约，以及教会

垄断精神生活体系，甚至对人民形成

压迫，对政治干预太多的局面。知识

分子因而向古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寻

求理论支援，结合18到19世纪的政治

与经济现实，提出议会选举政治、司

法宪政精神、私有产权、个人人身保

护、政教分离、宗教宽容等等理论。

其背景原因既有工业革命和文艺复

兴后，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也有知

识分子秉持良知，寻找个人免于体制

侵凌的自由空间。这都是时代压迫所

倒逼出来的知识结晶，经一代又一代

人的发展之后，逐渐丰富成熟，成为

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元素。

香港作家陈冠中几个月前在中文

大学一个讲座上说得好：“有人认为

自由主义理念已经过时，社会民主

体制难以为继。但如果你用心的上

下左右求索，结合历史经验和实际智

慧，你或许会认为在当今的思想市场

上，大部分的反自由政治主张是值得

怀疑的，并不是值得信任的选项，然

后你或会同意说，较可取的政治理

念，最丰满的政治思想资源仍是来

自——经常被遗忘、被看轻、被简化

的——中道的自由主义，哪怕自由主

义在学理上可受批评之处甚多，而现

在以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为名的旧

政策旧方案已经显出严重的不足。”

（端传媒刊载）

我们今天会有共识，认为政教不

分问题很大，也无法接受党国不分、

家国不分、司法不独立、男女不平等

诸多现象，这些观念都来源于过去三

四百年间，特别是19到20世纪欧美和

中国大量思想家持续的理论建设、修

正和现实印证，才积累出饱满丰富的

文明结晶。

民主是为了自由权利，自由权利

是为了个人尊严，而尊严是人存在的

其中一个意义。容许人自由寻找生

命的意义，是一个社会存在最基本

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社会必须有

足够的自由度，开放度，允许公民取

用资源和资讯。

人的尊严和自由可为少数人政权
打多少折扣？

小罗斯福国会演讲之后五十

年，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但我们

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极权体制

难以为继。极权体制如果能结合经

济和科技发展，或许就能长期存在，

并且提出新理论，削弱社会对人权和

个人尊严的要求。

问题是，人的尊严和自由可以为

少数人的政权打多少折扣？“优惠”

多久时间？

今年三月，《亚洲周刊》刊出朝

鲜驻英国前公使太永浩在“叛变”之

后，谈到为什么要出走的心理挣扎：	

“我曾经在英国作为朝鲜外交官的

时候，我的两个儿子，每天回家后不

断问我，‘怎么能存在像朝鲜一样封

闭的、非人的社会？’‘为什么在朝鲜

不允许这么好用的网络？’‘爸爸，你

觉得朝鲜政权存在争议吗？’……我

每次接受质疑，都对我像朝鲜政权

奴隶一样的人生感到十分惭愧，同

时在这样的政权压力下，作为卑怯地

生活的父亲，我的处境很丢脸。作为

一个家庭的家长、丈夫以及两个儿子

的父亲，我不愿我的孩子像我一样，

过奴隶般的生活。我离开朝鲜大使

馆的时候，向儿子们说：‘今天我作

为你们的父亲，弄断你们的奴隶锁

链，你们从今天开始不是奴隶，能够

自由地生活了’。”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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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的一般认知

在新加坡，很多人对公民不服从的概念

没有太多认识，更多人则可能觉得那与自己

无关，只要自己守法就好，不需要懂。在新

加坡，很多人也应该不认识范国瀚。

若在网上搜索有关公民社会运动人士

范国瀚（Jolovan	Wham）的消息，会立即

出现一张七名男女戴着眼罩，并排站在地

铁车厢内的照片。他们手上拿着《1987年：

新加坡马克思主义阴谋30年后》（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这本刚在今年出版的书籍，七人据知一

度也翻开书本坐在车厢内阅读，针对30年

前“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这

起大规模逮捕事件进行无声抗议；在一些

地方，民众也许很轻易地就会把这类行为

归为某种表演艺术，但在这里，艺术与政治

总一线之差，看到这样的照片，许多新加坡

人恐怕政治敏感神经马上被挑起，第一时

间就会问：“这合法吗？”

当然，“合不合法”是最直接也是合理的

问题，只不过套在“公民抗命”（civil	diso-

bedience）这课题上时，若只局限于这层

讨论就不够全面了。然而，人民的反应却也

几乎是反射性的，记得较早前在面簿个人页

面分享一篇芳林公园静坐抗议的消息，朋友

圈里马上有人留言问“合不合法”的问题，可

见即使是面对公园演说角落这种特设的“安

全空间”，大家对于言论与行为的自由表达

还是抱着忐忑与不确定的心情。

在地铁车厢无声抗议行动中，范国瀚是

七名参与者之一。11月29日，范国瀚因多次

在无准证情况下举办集会，在公共秩序法

令下被控。警方在文告中形容他“屡次公然

无视法律”，并列举他至今举办非法集会

的事例。这包括2017年7月13日，在面簿上

召集众人参加樟宜监狱中心外的一场烛光

晚会，以及2016年11月26日，召开室内公共

集会，邀请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海外人

士担任主讲者一事。

另一边厢，香港《南华早报》在起诉事

件后随即做了跟进报道，以耸动的标题给

范国瀚贴上“徐顺全二号”的标签，探讨他

会不会是继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领导人徐

顺全后“另一根必须被拔起的刺”，以显示

新加坡法律对公民不服从行为的不容忍，

以儆效尤。

“公民抗命”作为政党策略

然而，公民抗命行为作为一种与权力抗

争的模式，注定与法律产生矛盾和碰撞，或

说其目的便是要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参

与者必须预期到并接受被逮捕和面对惩罚

的后果。有趣的是，放在大环境中看，即使

是在公民社会圈子内，范国瀚等人采取的

“公民抗命”的深层思考╱	文		:  黄伟曼

不合作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印度圣雄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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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与抗议手段也不一定被所有人

接受，甚至可能被当成异数；表面上

来看，引用公民不服从方式抗争在新

加坡似乎也出现式微的趋势，随着互

联网崛起为公民组织和反对党开拓

了新的言论空间，就连过去屡次因公

开抗议以身试法的徐顺全本人，近几

年也尝试一改街头斗士的形象，表示

这类行为不再必要。

那么，所谓的“不再必要”是怎

么回事？探讨范国瀚此次被控，并不

是要为他或者他的行为赋予任何英

雄主义色彩，而是藉此更深入探讨事

件引来的冷漠反应，是否预示着公民

抗命行动在本地正走向末路，还是其

实象征着公民抗命行为随时有星火燎

原的可能？

“合法的不一定是对的，不合法

的也不一定每次都错。”这是徐顺全

最近针对公民抗命行为在面簿上说的

一席话，虽与范国瀚事件并无关系，

但论精神却在同个脉络上。只不过徐

顺全这番话因为有特定语境，目的是

为反驳《海峡时报》10月28日一篇写

民主党的评论，以重申民主党将公民

抗命视为该党创建历史的重要一部

分，竟然显得有些“政治正确”了。

事缘《海峡时报》更早前与民

主党新任主席淡马亚医生（Paul	

Tambyah）进行的电邮访问。当被问

及民主党如今对公民抗命采取什么

立场时，淡马亚同样肯定该抗争方式

在党内的历史地位，但也表示“凡事

讲求天时地利”，如今民主党在社交

媒体上的文章很容易就能达到比示

威活动更好的效果，公民抗命在某种

意义上已不合时宜。

然而，很实际地来看，淡马亚所

说的“不合时宜”，以及徐顺全的	

“不再必要”，相信更多是民主党按

照选票逻辑进行的政治考量，若该党

有在选举中赢得议席的更大抱负，让

公民抗命成为过去式但同时一再肯定

其价值，便是它必须拿捏好的平衡。

寻求支持或反对的更好理由

那么撇开议会选举政治不谈呢？

针对范国瀚事件，本地政治观察家德

里克•库尼亚博士（Derek	da	Cunha）

就巧妙地将政治家与公民社会运动

人士区分来谈。他在面簿网页上发

表评论说，一个要赢得选票的政治

家，必须从现实层面考量，以赢得民

心（work	with	the	electorate	as	 it	

exists），而不是像公民社会运动人

士那样，尝试改变与塑造一个他想看

到的群众（work	for	an	electorate	he	

would	like	to	see）。

库尼亚进一步分析说，像范国瀚

等公民社会运动人士推动的议题，

如为前内安法拘留者讨取修复式正

义，或推动撤销刑法条款377A，为

同性恋者争取权益等，相信大多无

法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估计顶多

只有10％的人民愿意力挺。他指出，

若这些社会运动人士仍然没有意识

到新加坡大体上是个政治保守的社

会，那只是自欺欺人，若他们采取的

手段太极端，也只会带来反效果，遭

社会大众唾弃。

公民社会分子其实也并不是没有

意识到，要达成他们各自的诉求，最

重要还是要说服和教育民众。在美国

政治思想里，由哲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撰写的《论公民不

服从的义务》（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一般被当做公民

抗命的讨论起点，而以梭罗所理解，

所谓公民抗命必须至少达到“公共”

要素，即需要公开地为大众所知，并

且在程序上必须先通过正常程序来

反对不正义的法律；在这层面上，并

不是所有抗命行动都是“及格”的。

其实，从整体来看，本地公民社

会正日益壮大，这也是我最近读《新

加坡议题的倡导艺术》（The	Art	of	

Advocacy	in	Singapore）这本新书

的直观感受。该书籍集结各界公民社

会运动人士撰写的文章，从民间组织

在武吉布朗坟场坟墓迁徙事件上与官

方抗衡的经验，到粉红点集会（Pink	

Dot）透过社交媒体与商家进行的有

效宣传等，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分子在

艰苦环境中，透过公民抗命以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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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争取到政府与民众关注的“成功

故事”，令人鼓舞。

不过，读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

主要还是意识到政府在任何政治与

政策抉择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书中

最常出现“务实的反抗”（pragmatic	

resistance）等字眼，大部分内容阐

述的是公民组织如何在议题讨论过

程中争取到谈判桌上的一席位，但

这一切也意味着主导权总还是偏向

执政者，公民组织则有义务证明自己

是“具建设性”的参与者。这不免让

人质疑：一个完全守规矩的公民社

会，据此发展下去是否真能带来任

何具体改变？

另外，即使是“水土不服”，或

是“不合时宜”，“公民抗命”在任

何社会是否仍然有其存在意义？我

们是否能跳脱“合不合法”的思维

模式，以更哲学的方式探讨“公民抗

命”的理论和实践，以此在崭新的社

会组织结构中，寻求支持或反对它

的更好理由？

“公民抗命”的本质又是什么？	

2000年，艺术家艾未未在上海策划

了一个名为“不合作方式”的展览，

这展览的名称以及艺术家过后所说

的一番话，也许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

题，或至少可放在篇末，启发更多有

关公民抗命的联想。他当时说：“我	

觉得任何类型的不合作，本身已经是

一种身份的确立和态度的明确，因为

至少知道你拒绝与什么合作，这已经

定义了你的生存价值的标准，这个是

很清晰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命

题，它不仅是一个艺术的命题，也是

一个哲学和伦理的命题。”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纽约群众集会纪念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纽约群众集会纪念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纽约群众集会纪念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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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30年，新加坡地铁不幸被经营

成一张负面标签。它的反面新闻，

不时被端上国外媒体版面。近两个月，除去

几乎每周都出现的断线延误，还添加了南

北线轨道淹水造成的大停摆、东西线追尾

相撞以及例常检查报告数据造假事件。这

一连串事故，令举国哗然，直觉它是个弱不

禁风的病夫，三天感冒两天送医，地铁本已

欠佳的形象雪上加霜，它的高管成了过街老

鼠，舆论的措辞越来越不客气。这回网媒与

纸媒铺天盖地的反弹与数落，是小岛罕见的

民生集体“呛声”，那不是市民趁机起哄点

火，而是怨气长期积累的总爆发。

是维修出了问题？ 
前后两任总裁不同说法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社会建设与高效管

理，被世人普遍称誉，但同是社会精英领军

管理的地铁，千禧年以后就不再赢得市民的

热烈掌声。苏碧华掌权九年，人们的记忆定

格在她那张太后般打扮、由八名光膀汉子抬

轿的拉风照片上。2012年她出庭辩称，地铁

故障频仍，绝非缺乏维修经费所致。2014年

大选临近之际，前交通部长吕德耀无预警宣

布退出政坛，民间普遍解读此举是为群众的

地铁怨气买单。那几年，地铁过度利润挂帅

的经营方针不时遭人诟病，2011年吕部长

明辨地铁文化╱	文		:  周维介

（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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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之初，多次乘搭巴士地铁上班，

以体会升斗小民的生活感受。光阴白

驹过隙般飞逝，地铁频频出包的状况

却变本加厉，民怨沸腾已威胁到选票

的流失，海军总长出身的交通部长下

野了，为2015年7月影响25万人作息

的南北线地铁大瘫痪断臂止血。当

时已到任三年也是军旅出身的郭木

财，则继续坐稳地铁主席兼总裁的

位子，在昵称“救火队长”许文远部

长加持下掌管地铁事务，让吃瓜群

众充满期待。而今郭将军五年一任

期满，群众的地铁怨气没有减缓，反

而往上飙升。

在生活火线上煎熬的市井心情，

高管们显然没有切肤体会，看来也

是地铁企业的文化之一。郭木财到

任后，总结出维修不到位是地铁事

故频密的主因，于是加大维修力度，

通过大幅度增加工程师与款项聚焦

维修，尝试就此一举攻克难关。这两

年，大规模的铁道枕木更换工程积

极展开，新信号系统也已装置到位，	

“百万公里一起延误不超过五分钟

事故”的雄心壮志虽然还未达标，但

毕竟有了若干令人鼓舞的向上指数，

偏偏天不从人愿，延误之外，更令人

摇头的戏码接二连三上演，暴露了地

铁存在的不光是维修问题。

民间反应剑指高层管理

近几年每当地铁出状况，当局通

常以技术问题切入解说。地铁出状

况，对蚁民而言就是生活的干扰，

专业上的冬瓜豆腐他听了会天旋地

转。对报章不间断的地铁新闻，部长

表达了不悦，直批大报一如小报，夸

大了地铁故障延误的报道，对地铁

员工并不公平。这段带情绪的发言，

舆论并不领情，群起而发言辩驳。	

接下来发生的地铁事故，错误低级，

让当局哑口无言了，再批评人们对新

信号系统有误解，或尝试用数据证

明自己的作为，已无济于事。于是地

铁总裁改变了既往的发言角度，承认

地铁的企业文化出现了状况。剧情发

展至此，为了止息民怨，地铁局主席

亲上火线，俯首向全民鞠躬道歉，但

这少有的动作也让人嫌。主席道歉

之时，地铁局高阶主管王朝马汉二

人木然地站在一旁，人们质疑，为何

不一道鞠躬弯腰？文化的欠缺，也显

现在管理层身上？

接着的话题发展，便聚焦于地

铁的工作文化上。究竟地铁单位的

工作文化何所指？其实大家也模模

糊糊。“地铁企业文化”脱轨的爆发

点，是当局调查轨道淹水是抽水系

统无法正常操作所造成时，发现一年

来上缴的例常检查报告造假，管理不

当、工作敷衍塞责的态度问题浮上了

水面。这一短板，比技术故障更让人

觉得不可思议。且把时间向前推移，

十多年来的地铁糗事，例如设备森

严的地铁车厂几度遭人潜入，在列车

外皮潇洒涂鸦而未被察觉，等列车在

全岛来回奔驰才被公众发现，把涂鸦

镜头拍下挂上网，管治单位才惊觉出

了大事。安全出了状况，尤其是恐怖

主义横行的当下，政府也透露义顺

地铁站曾是恐怖份子计划袭击的目

标，这信息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从

维修不到位、信号故障、列车遭人潜

入涂鸦、抽水机无法操作、数据造假

到追尾相撞，地铁的形象江河日下，

除了质疑管理松散、态度马虎，还能

如何开脱？

十几年来民间对地铁状况的反

应，早就剑指它的高阶管理层，并就

此提出问责的建议，但都遭冷处理，

强调出了状况当以解决问题为重，而

非忙于追究责任。同时，人们也从其

他领域的出包状况，得出精英并非

无所不能的印象，尤其是来到“政治

层面”，精英面对群众时的表达经常

不到位，总是隔。他们擅于根据数据

理直气壮陈述观点，却忽略了数字

并非生活的全部。过度相信数据，会

忽视了实际感受，使管理者与民意脱

节。当年地铁上班期间的拥挤现象

让人记忆犹新，许多上班族为了避免

迟到，选择“反向倒车再回搭”的无

奈心情被践踏了。那时当局发表数字

回应，证明地铁列车尚有多余空间，

它并不拥挤。这是典型的沟通隔阂问

题，它少了便民的价值与关怀文化。

把十几年来的地铁问题逐个铺展

开来，不论是维修或态度的欠缺，或

是以利挂帅的经营理念，串点联线，

就构成了地铁企业的文化面。作为现

代化的交通系统，地铁当局有必要重

振旗鼓，回到专业根本，组建一支强

大的工程队伍，由具备丰富实战工程

经验的行内人领导，让它的管治回到

正轨。地铁失蹄了，课题延烧至下届

大选的后果，不会比新加坡在国际上

的高效神话破灭更让人心情沉重。

作者为本地资深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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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算得上是世界级

十几年后重返美国麻省波士顿小住一段

时间，赫然发现这里的交通并没有我们记忆

中的便利。路上交通能因其中一条车道不通

车，就出现严重阻塞。巴士半个小时或更久

才来一趟是常有的事，但真正把我们搞得团

团转的，却是这里的地铁系统。

1897年开始通车运行的波士顿地铁系

统，是全美国第一个通车的地铁系统，至今

已经有120多年历史。地铁车厢老旧不说，

同十多年前比较，误点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当岛国人民在申诉地铁总是在上下班的巅峰

时刻发生故障时，其实，麻省地铁发生故障

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一名在麻省住了好多年的新加坡朋友告

诉我们，她两岁的儿子非常喜欢新加坡的地

铁，因为车厢很干净，不像波士顿地铁车厢

内，有时候还能嗅到尿味。毕竟东西老旧了

会坏，尤其是欠缺维修坏得更快。波士顿

还因为有四季，冬季的盐分让地铁看起来

非常老旧，因此经常需要长时间维修和更

换部件。对于在波士顿仰赖公共交通出行

的我们，当地铁出现故障，行程被延误时，

心急之余，心里的不快可想而知。

在新加坡，由于地铁站离住家比较远，

因此我们日常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巴士。在

2012年政府出巨资为新捷运和SMRT巴士

公司购买新巴士，以及支付这些巴士的燃

油费、维修费及巴士司机工资等营运成本

以前，巴士误点和等候时间过长的现象每周

总要碰上个三四次。“有钱能使鬼推磨”，	

政府介入以后，情况大有改善，现在感觉搭

巴士比搭地铁更可靠。

如果纯粹根据数据来做比较，李总理其

实说得没错，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确实能

算得上是世界级的，那为什么新加坡人还那

世界级的
期待、落空和愤怒

╱	文		:            龚慧婷

                    王昌伟

已有120年的波士顿地铁是美国
第一个通车的地铁系统，年久
失修，误点几率高（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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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知足，经常因为行程被耽误了一

下，或者车厢太拥挤而大发牢骚？美

国人不见得更有修养，脾气比较好，

但为什么在波士顿却甚少看到乘客

对公共交通营运者群起而攻？

两地人民对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
认知不同

根据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经验，美

国人对政府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但

似乎主要是针对政策，对因为公共服

务水平不理想而造成生活上种种的不

便的忍耐力好像比新加坡人来得高，

而新加坡人则动不动就把日常衣食

住行所碰到的问题归咎于政府。问题

的症结，也许在于两地人民对政府所

应扮演的角色的认知不同。

在新加坡，政府治理有方，效率一

流，以一代人的时间打造了一个繁荣

的国际大都会，大大改善了大多数新

加坡人的生活，但这一切是通过一种

家长式的作风，甚至铁腕的手段实现

的。在过程中，政府和人民形成一种

默契，只要政府能年复一年“信守承

诺”，为人民提供优质的生活，那人民

就愿意不太过问政府治国的方式，容

许政府限制政治和言论方面的自由。

就比如政府出资“协助”也不

知道算是国营还是私营的新捷运和

SMRT一样，虽然消息公布后，社交

媒体上一片哗然，但到了大选这样关

键的时刻，人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

票投给执政党。对为什么政府能够

用纳税人的钱帮私营公司解决问题

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一个形同虚设的

国会，一个不以第四权自居的媒体，

根本无法有效挑战和监督政府的决

定。于是预算案很快通过，这笔钱很

快拨下来，问题很快获得改善，就像

绝大多数的预算案和法案一样，二读

三读，不到几分钟就通过了。

很难想象同样的事情能够在美国

发生。政府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拨

款，都会受到一轮又一轮的审查，过

程冗长，自然会拖慢行政的效率，现

有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容易获得解决。

即使议会无法扮演好应有的角色，还

有媒体。前阵子《纽约时报》就揭露

了纽约市政府经营地铁的种种过失。

赋予政府更大的行政权力，要为人民

解决各种日常生活上的问题自然比较

容易，但相信美国人不会愿意跟政府

进行这样的交易，因此只好接受公共

服务不尽人意的事实。

新加坡人对地铁经常失灵所表

现出来的愤怒，正是因为他们允许政

府“大权在握”，因此就理所当然地

认为政府应该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

满足人民日常生活上对便利和舒适的

追求。一旦这样的期待落空，那人民

自然会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无能。

作者龚慧婷为媒体工作者、	

王昌伟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根据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经验，美国人对政府的批评是毫不留情
的，但似乎主要是针对政策，对因为公共服务水平不理想而造成生
活上种种的不便的忍耐力好像比新加坡人来得高，而新加坡人则
动不动就把日常衣食住行所碰到的问题归咎于政府。问题的症结，
也许在于两地人民对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的认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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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里面并没有“吃饱没”这样的表

达，但针对一部方言掺杂的本土电

视剧，读者却在报上创意地表示，这是个	

“吃饱没事干”的制作，低估了观众的智

商。另一读者反映，电视剧还一再重播，浪

费公众资源。

读者没提，这部被观众视为无厘头的电

视剧，还参与红星大奖的角逐！

吊诡吗?不。深看一层，这其实牵涉了新

加坡语言与政治的博弈和拉锯，是个很严肃

的课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华文华语的

传习，以及它本应享有的官方语文地位。

护苗保根曾是重要考量

新加坡语言与教育政策的订定，自然要

追溯到建国之初的李光耀时代。引进新科

技与工业化的同时，也要保留各种族文化的

根。同时也因为华人子弟分别来自英文源流

与华文源流（后来还多了新移民子女的学生

群），华文课程须特别设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教育的成效

曾提呈给美国研究机构作专业检讨，得出的

结论是，双语教育要是两头不到岸，后果是

灾难性的——尤其是无法掌握通往理工与

科技的英文。这促使了1987年新加坡全国

学校统一以英文作为教学语文政策的出台。

尽管现在看来很仓促，但统一以英语教

学的政策，是有段筹备期的。早在1979年，

政府便在“华校被淘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的理由下，成立了九所特选学校。进入廿一

世纪，南华与南侨也加入行列，特选学校数

目达到11所。

特选学校，全称是“特别辅助计划学

校”，英文简称为SAP，有“幼苗”、“胚芽”

的意思。值得指出：护苗保根的构想，源自

华社与华文教育界。同步推出的，是在这些

传统华校中设立启蒙班学前教育。

“启蒙班”于1992年停办。而目前，虽

然特选学校都成名校，但“特选”计划是否

过期作废的辩论，正在全国上下,从国会到

互联网，激烈展开。

		 	 	回首本地，为了华文教育的熏陶所

设机制，南洋大学从1955到1980，存在了

25年；东亚哲学研究所，1983至1992，九

年；启蒙班13年。在百年树人的概念中，这

都是极为短暂的时段。是否“命该如此”，

尚待探讨，但其中发出的光和热，至今仍未

泯灭。

就以启蒙班来说，创办以来，入学人

数不断上升，一改“华校将被淘汰”的趋

势。2002年特选学校的中四学生里，十年

前最后一批启蒙班升读上来的同学仍占多

数。这说明，尽管华校已经不存在了，但保

留华校中“薪传不辍”的价值观，仍然是决

定华文华语能否继续存在的要素。

过去的这些年月，尽管华文华语陷入哀

兵作战的困境，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仍然培养

了能够到台湾留学之后还到英国剑桥的学

者、执教华文的中坚队伍、作家诗人等。（目

前看来，他们或许是最后一批了。）为什么？

都拜启蒙班及早护苗保根之赐！

回看当年，启蒙班亦可能是唯一由民间

建议，而得到政府采纳的一项教育政策。对

华社来说，政府这次“聆听”，非常难得。令

特选学校与启蒙班的
存在意义╱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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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遗憾的是，在最近如火如荼的学前

教育讨论中，无论政府或民间，完全

没人提到启蒙班这项值得再三思考

的亲民政策！

“精英”之论今成普世真理

2009年，也就是特选学校制度

运行了30年之际，新加坡华文研究

会副会长谢泽文在该会第六本论文

集中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特选学

校基本上达成使命（后来更增加两

所），但计划的推行却遇到重重波折

与强大阻力。

反对这项政策的是部分受英文

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国会议员。他

们主要认为，特选学校的学生少有

机会和其他种族的学生一齐学习、交

流，而特选学校学生大都成绩优异，

将来会成为国家决策者，如果他们

对其他种族不了解，甚至产生偏见，

便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

类似的辩论目前正在延续，对华

文华语传习的“特殊”部署今天产

生了更大的质疑。换句话说，护苗保

根的构想越来越难以为继。这一方

面见于政界主流（包括教育界）的焦

点，都放在教育等于文凭，文凭等于

就业这些逻辑上。另一方面则强调所

谓新加坡人身份的认同，把各族文化

的根放到认同的对立面，或作可有可

无的抹杀。

再一个重要的事态发展，是目前

主要的“话语权”，都落在1987年统

一以英语教学后出来的社会精英手

上。有位网友去年传了一则外国媒体

的访问让我看。访问对象是从新加

坡到美国求学，得奖后又留在美国

任教的英文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很

有代表性。

学者自称她来自说英语的天主教

家庭，父母没给她上特选学校。但即

使是教会学校中的母语（华文）课，

也有一段“严苛”的经历：老师说她

华文学不好，是假华人，并用红圆珠

笔刺她手臂。回想这些年，她说，令

她感到有所缺失的只是不会说华人

方言。

社会上的“精英”越来越多，“精

华”者渐趋枯涸。因此上面这位女学

者的言论已成为普遍真理，政治正

确。华语电视台的节目，正是能反映

如此趋势的一面镜子：比如，国际大

专辩论的盛况不再，除了做个样子的

戏曲之外传统文化欣赏的节目从缺，

戏剧人才青黄不接等等。方言大闹剧

的出台，难保不是政府面对新一代选

民的应急部署。

特选学校，何罪之有！？

奥威尔的寓言小说《动物农庄》

描绘，那个鼓动牲群闹革命推翻主

人的猪头拿破仑，创造了一套革命

语言：“四腿好，两腿坏！”意味着不

分青红皂白，能“团结”四腿跑动的

动物，打倒两腿走路的人，便是政治

正确的行动。套用新加坡今天的环

境，“方言好，华语坏”，是动物农庄

革命势头兴旺的写照。

然而，特选学校是洪水猛兽吗？

君不见，在新加坡整个政制建构中，

比如青年节，比如国民服役，集选区

制度，政府组屋的种族人口比例，宗

教理事会等等，都围绕着种族和谐

而建树良多。试问，要是这么多的国

家建构都无法带来种族间的同心同

德，那么主要以英语教学而只是多读

点华文的特选学校，何故成为破坏团

结的代罪羊？

令人警惕的是，现在不仅是“后

李光耀时代”，而更是执政党与反对

党都在交班换岗的关头。《早报星

期天》韩咏梅的评论指出，新一代的

从政者，是在一个“理念上人人平等

的社会氛围下”成长的一群。要是情

况果真如此，其中是包含着隐忧的。

“公正平等”当然是值得向往的

理念，但天下万物都能公正平等的

乌托邦，是不可能出现的。追求只有

表面意义的公正平等，却又不能包容	

“他者”（如个别的社群或族群）护

苗保根的特殊需要，很容易便会衍变

成狭隘的平均主义。这对新加坡人的

整体素质，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整体

利益，都不会有任何好处。

废除了所有能鼓励莘莘学子修读

深度华文的政策，让华人子弟个个都

修华文B，大家都说Singlish和半咸不

淡的方言，你说，新加坡人需要这样

的“公正平等”吗？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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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上旬，说是自由行，其实是宜兰的

导游小林，按照电邮里的要点做的

行程表，前后十一天，在台北、宜兰、花莲、

台东来回走了一圈。

电邮里的要点是，腿脚不灵爬不了山、

想吃夜市的小吃或当地特色菜、喜欢有人

文景观的游览场所，因此行程表里有文创园

区、传统艺术、博物馆等名目。虽是走马看

花，也算是一次有“台湾特色”的文化体验。

豪雨中花东往返，公路去铁路回

第一夜入住宜兰，窗外雨声淅淅沥沥。

次日起身，天色并没放晴，雨水不大不小，

毫无停歇迹象。

只听说宜兰多雨，没想到，却是原位于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发

展为2017年第20号轻度台风“卡努”，与东

北风形成共伴效应带来风雨。“卡努”虽不

直奔台湾，但两股气流搅和带来的豪雨，也

给宜兰山区造成泥石流的灾害。我们趁轻

度台风逼近之前两三天南下花莲台东，一

到景点时，先看天色。走在苏花公路上，可

惜太鲁阁燕子口、立川渔场摸蛤、三仙台跨

海步桥、亲不知子天空步道、清水断崖等

景点都去不成。所幸的是老天爷并非都不

给脸，在花莲县瑞穗乡舞鹤的北回归线标、

池上伯朗大道的稻田、野柳地质公园里观

赏奇石时，却是阴雨转晴，使这趟旅途没白

跑，也拍了不少美丽的相片。

第五天下午，手机上特大豪雨的警报很

刺眼，一路提心吊胆，终于投宿苏花公路

边的民宿，惊魂甫定。原可饱览浩瀚太平洋

景观的天台上，面对直线射来的劲风暴雨，

大家都很揪心，明天能否安全出行？次日早

上，司机小陈和我们商议，决定一行人改乘

坐火车先返回宜兰。他独自去排队等候封路

解禁。他晚上才回到家。

失东隅收桑榆， 

带来文创相关的“共伴效应”

俗话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轻度台

风“卡努”与东北风，却给参观宜兰几米广

场、宜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花莲文创园

区、金车威士忌酒厂、兰阳博物馆，当然还

少不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等景点，带来

另一番的“共伴效应”，就是与文创产业相

关的话题。

话说第一天，抵达几米广场时，我并没

意识到此处是以几米绘本为主题公园的文

创园区。事实上，一是事先没做功课，二是

当时天下微雨，影响游览兴致，而触目所及，

下车地点有个空地，不少小摊子在摆卖各类

文化创意的共伴效应
台湾旅游散记╱	文		:  佟					暖

（图：作者提供）



怡
和
看
板

YIHE SHIJI Issue 34 	63

手工艺品和蜜饯手信。初来乍到，转

个圈子也不觉有什么可买可吃的。跟

着别人的脚步往前走，就看见一群小

年轻围在一起拍照，背景是一只大青

草兔子，写着宜兰二字的公交站牌下

站着一对男女装置艺术塑像。再往

前，沿街小店，一家小商场边有葱油

煎饼，脑子里还想着司机小陈说的

他去买“要排队”的小笼包回来给大

家吃，却还是经不起那古早味葱香

的诱惑，每人吃半个热煎饼，不停地

叫好，意犹未尽。

雨倒是下得更细密了，望着街道

对面好像有个园区的门口，却是意兴

阑珊，毫无知觉是应该参观的主题

园区所在处，所以也没“向左走向右

走”；也没去“丢丢 森林”感受几米

绘本视觉艺术的创意。回国后，重新

浏览网页上的资料，感觉是自己资讯

匮乏，当时大家的粗略印象是行程表

里的几米广场并不符合年老者口味，

只得私自暗笑。不过那日里情景，因

为想起文创产业，却也吻合这样的定

义：文化浩如烟海，葱油煎饼也是传

统饮食文化中的一种；至于流行采用

的古早味，算不算也是一个创意（或

说是个点子），若两者合一，倒是足以

勾起隐藏于传统口味中的某种生活忆

念。这忆念形不形成一个创意核心而

造就哪样的葱油煎饼产业，则另当别

论。由此引申开去，结合到新近《怡和

世纪》有关我国文创产业的话题，搞	

清楚文化和文创的定义，殊为关键。

从公公正正的道德教养， 

到处处植根的文化理念

台湾具备农耕民俗的文化资源，

无论远近，随处可以感受到其中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

此次旅途中，车子停在花莲市区

公正包子店的公正街边。问起包子因

何出名，答案是几十年来经营者不

改初衷，质量、价格、服务等诸方面

都名副其实的公公正正。名气之所

以历久不衰，究其实，是道德教养的

一种体味。

在池上稻田里，因“一条翠绿的

天堂路”一拍成名的伯朗咖啡以及来

此取景的长荣航空留下“金城武树”

的景点效应，说明企业的广告创意得

益于池上的农耕风光，两者之间相辅

相成。若论意味深长，以木片制盒装

盛的池上饭包，仍饱含当年农民迁

徙的垦殖岁月，名为便当，烙印的正

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印记。

凡此种种，一路上在夜市、小食

店或酒楼饭馆里品尝到的，不论贵

贱，和养生、和茶艺、和果脯、和海

鲜等等等结合的时令美食，甚至是

各家民宿为你端上来的糕点早饭，

都处处能体会到植根于台湾民间的

文化理念，它以尽可能完美的样式和

品味，提供有素质的和周到的服务。

四十年前，流行在台北海霸王吃粥，

当年穿梭于桌面之间脚蹬帆布鞋的

服务生，一声“小妹”就如影而随，

出现在客人眼前。一经比较就很好

理解，这样的记忆阔别多年却温故

如新的缘故。

泛泛来看，这也是一种无形的，

在历史长河里形成的共伴效应，而且

会随着更为开放而不受政治教条制约

的未来之路，再造独具一格的文化美

德，值得我们思考。

滋养是文化的长效， 

多元碰撞里有矛盾更有共生

具体而言，滋养是文化的长效。

现代世界，多元价值思想之间的碰

撞，不仅是矛盾冲突，也存在共生共

存的机制，主流是趋向和解，趋向和

平。我国和台湾同样存在民族多元，

贫富差异的问题。习惯以单元思维处

理和管制的政策，往往会偏离应有的

文化取向和历史定位，同时也忽视了

看似粗糙却生命力无比旺盛的根源，

或者说草创时期的文化源头。

参观宜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花

莲文创园区、金车威士忌酒厂、兰阳

博物馆等场馆，所展出（演出）的产

品多元，美不胜收，也都体现当地扎

实的文化资源。但也存在一些欠缺，

比如文创园区经营不佳展地空置的

现象。从人文价值定义，不论是精

致或高尚的，不论是大众或普及的，

除了区分效益产出外，应不难看出何

者是政府责任？何者是企业创意？不

过，从总体效果来看，二十多年来，台

湾之前鼓吹和制定的文创政策，仍在

往好的方向发展，值得我们借鉴。

这次造访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参观清朝王室文案资料的特辟专

台，展出台湾清治时期三大民变之一

的林爽文事件。同时，连带展出当年

汉民开拓台湾东海岸宜兰等地时，侵

占和诓骗当地原住民的地契合约等

文物史料。特辟展台的开端，主办方

写了一方说明，大意是希望参观者放

宽胸怀看待从清治时期以来台湾历

史独特的一面，文物史料展品似乎更

着重于展示当初威权强势欺压的端

倪。特辟展台让我想起，七十年代初

到台湾，入境检查行李时，海关要我

务必抠出“牛黄解毒片”小药瓶里大

陆厂家的标签，声称绝不许有共匪。

真要命，引起的联想，绝不是此

次台湾之旅的设计？

散记于此，也无须当真。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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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海浪在烟雨霏霏中，久久凝

视，风动水动，摇篮晕眩的春天，一

支久违的儿歌晃着回家。年轻同事迎娶宜兰

姑娘，携带祝福我从狮岛飞来，站在大洋湾

前的门廊外遐思、谈天。新娘家老祖母一句

话，把我和同来的朱志伟请进客厅来，权以

长辈身份，凑成男方男丁双数双喜的要求，

喝上喜茶。爆竹声中，礼数洋洋。小瓷杯茶

香漾着宜兰长辈的吉祥喊话。年前我因文

学初访宜兰，老作家黄春明先生闽南话的

宜兰语调，此刻却似雨丝飘絮，点着竹风兰

雨，说着宜兰米好吃，鱼丰。小说家言，水

鬼故事亦多。

小说家言  水鬼故事

且复述一则。猪肉叔某，麻绳随身以备

渡水。一回归途中，闻女哭啼，条件反射疑是

鬼。再听，是小女孩声，心头回软，果是小女

童，抱着药包，谓母病买药，因水涨归不得。

啊！诚孝女也。遂用绳捆小童于背渡水。忽

闻大姑娘声问：”叔叔，漂亮 ？”心笃定，

不理。复听小女童药包落水。心仍笃定，不

理。认定为水鬼。回到家来，解绳，哐！背上

落地者乃一棺材板块，迅化成灰。猪肉叔掺

水饮之。自此，凡他一出现于水地，即听鬼

鬼相告：“吃鬼的来 ！”

黄春明讲鬼故事，离不了宜兰的天雨地

水，乡野夹几分黑色幽默。人超度鬼，仰头

一饮，用上了自己的身体，否则风一吹，担

心鬼子又不知魂散何处。阴阳平实，鬼也让

人世间热闹，我是这么想的。这儿，风、水，

总熟悉彼此去向。

老爷酒店  染尘书屋

2015年中初来宜兰，缘于黄春明一定

要香港明报总编辑潘耀明领导的世界华文

旅游作家联会到他家乡来开年会。宜兰礁

溪老爷酒店与文学文化素有渊源，迎来各

地作家。酒店大堂，以一字型排开的开放

百果树红砖屋
宜兰黄春明╱	文		:  潘正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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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书架为隔间，罗列的台湾出版物

类型多元，许多灵魂等待心灵对话，

书廊名“染尘书屋”，书皆由酒店邀

请台湾北中南东的独立书店推荐：	

“以独立书店的眼界，看见每位爱书

老板的不同世界。”在此看书人不必

登记，随意取阅，可以轻松地，一杯饮

料，或软窝沙发，对着兰阳平原展页，

或可携回客房续读。架上书量间而减

少了，酒店亦不以为忤，另再补充。	

“大概是客人忘了……”主人明白

我们挂在唇上的问号，如此微笑地

回答。

八十春明  爽朗如故

黄春明与夫人林美音在早餐时

间来与大家见面。一身溢着朴风，头

上绑着头巾，背着包包。“80啦!”黄

春明悄声对我说。我们聊起三十多

年前他来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文艺

营，之后数度造访狮城，爽朗的智慧

与幽默，润泽了不同年代的热带读

者。他轻声，用手按着左胸说自己正

在做淋巴治疗。2014年九月，临带儿

童剧团出外演出前诊出的。黄春明生

病了，仍坚持大伙务必来宜兰。十多

年前，在他的爱子才情横溢的作家

黄国峻遽然离世期间，他坚持承诺，

遵照约定时间出席了台北的一个讲

座。知道他生病了，对黄先生的承诺

是我们真心地来打扰他。

结头份村  大树歌仔

“村落美学”是宜兰用乡村之美

来寻回传统情感的系列活动，召唤艺

文子弟回乡输供，更从社区带动，激

发永续动源。我们到结头份去作客。

村民为让社区耆老的生活智慧得以再

现，比如推广竹编工艺，比如让酱油

工坊找回阿嬷的味道。在庙公所，地

道乡肴的喷喷香里，我学习削竹薄片，

编织稻草人，直叫心里的小童跳将

出来，拿着成品在风的田野上奔跑。

结头份是台湾国宝歌仔戏原乡。

大树下，接待来客听歌仔戏，新加坡

成长如我者，一折“桃花搭渡”唤醒

了身体里的歌腔记忆。当年台湾歌仔

原生种戏，就在这样的大树下利用四

支竹竿围成四方台演出。结头份村人

对大树存有特殊情感，百年前歌仔戏

鼻祖欧来助就在参天大树下教唱。有

棵大树号“大树公”，枝干上铺上木板

可当床，当年汉族初来，与原住民关

系紧张时，人们在树上挂起铜锣架

设 望台，而二战时日本人为躲美军

侦察，藏战机于大树下——1978年

台风侵袭，四五层楼高的老树拦腰

折断，残留的树头圆周得几人手连手

方能拥抱，旁立碑文永志其文化特

质。台湾旅游作家舒国治说，村口大

树一株，这种宜兰景色最经典。国治

也是联合早报副刊《名采》作者，曾

受邀当宜兰驻县作家，写了本书《宜

兰一瞥》。这回他来相伴，是一张张

活叶文选。

佛光大学  临窗飘云

宜兰河溪穿梭，田塘圳沟坑 埤

之间小村庄分立，新旧建筑错落，别

墅抢眼。当天读报，热议新闻即是拆

除违建“农舍”恢复农地农用的声

浪。田园路径，最自然的摄影轨道。

我们绕山上佛光大学，兰阳平原如

画卷铺开，国治口中宜兰最魅的，	

在其“乡下感”的乡野景茂。确是，

丰富的水泽与静谧的农地，一畦一

畦，可以叫人思维飞扬其上跳耍方格	

游戏。

佛光大学——据悉当年宜兰县计

划设立大学，诸多名校皆来考察均不

果，等到星云法师来林美村勘察，杖

子一敲，即在此村山上发起“百万人

兴学”的壮举，不禁让我缅怀我母

校“南洋大学”在贫困时代先贤办学

的筚路褴褛，人非物非俱往矣。也曾

在佛光大学执教多年的南大杨松年老

师如此形容佛大胜景：“开窗展读，有

时云就这么飘进来。”

钟声展翼  智慧长菩提生

与中文系师生交流后，登上钟

楼，一口大钟高悬，乃姑苏城外寒山

寺馈赠。欲钟鸣，必须聚众人之力拉

敲钟棒，往后一扯往前一击，钟声果

然展开双翼，向兰阳平原，嗡…嗡…

烦恼清，智慧长，菩提生…袅袅而

去、而去，逸入云雾起的海上，隐隐

然显影的是龟山岛。那是清道光五

年（1825），当时的噶玛兰通判乌竹

芳所撰定的“兰阳八景”之首的“龟

山朝日”之屿。此刻暮云卧海，黄春

明亦吟咏过龟山岛，诗人化身为一个

搭火车出外复归来的子弟，从车窗望

着龟山岛——他梦见你，龟山岛/外

地的医生教他数羊/一只羊、二只羊、

三只羊/四只浊水溪、五只台风/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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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山岛——诗人思乡情深呀，数绵羊

终究数到梦回家乡的事态风土上了。

我一介远来客，惟能乘着钟声的

翅膀，以一首诗和鸣：平原之远方/太

平洋续程/湛蓝之远方/牵挂鱼汛/佛

钟一记/尾音/尾随飞燕/逸入天光。

百果红砖  喝咖啡火车等你

火车站、小镇商街、红砖屋，钢

构大树雕塑，让人流、年岁、风情、

建筑、传统与现代在咖啡香里圈成

一个人文场域。黄春明以一系列文

学、戏剧和绘画艺文活动，在宜兰老

火车站对面的老房子设立“百果树

红砖屋——请来喝一咖啡，火车会等	

你”。白天是咖啡屋，晚上是文艺沙

龙，周末是亲子乐园家庭剧场。

百果树红砖屋在2012年9月18日

开张（黄春明2005年创办的文学杂

志《九湾十八拐》刊名相与同源，取

喻宜兰在雪山隧道开通前与外界来

往的绕山路径），老房子变身咖啡文

化场，都市乡镇里不缺潮流，这幢原

为旧米谷检查所的红砖黑瓦建筑，样

式简朴，夏阳底下似乎仍酝发窑火的

烫烧。有了黄春明的创造灵魂进驻，

精神的容积无限元正，气场熏人。深

入民间的黄春明笔下人物均化身精

灵，从洒洒排开的著作里飞天而出

而舞。黄春明化身黄大鱼，亲手制作

墙上挂的或用来和孩子讲故事的多

彩“撕纸画”，配以一首一首儿童诗，

毛边衬稚，童趣盎然。

粒粒皆辛苦的耕耘转化成枝头

结出累累硕果，大厅中央一株百果

树，腾跃美好憧憬与追求的标志。这

棵从人心中长成的树，草绳绕扎树

身粗犷，纸塑果实丰硕。台湾因风土

因季节各令的瓜果都结在同一棵树

上，是梨子？杨桃？莲雾？柿子？我

说不上……各呈面貌，各具形态，各

显颜彩，我形容那都是心灵的果子，

一首大同的欢乐颂。

果然是人们口中的不老的老顽

童，黄春明一时兴起，上得台来，为

厅上围桌品茗的客人们，百果树的因

缘娓娓道来，故事感畅流出一篇引

人入胜的散文，一页页童话绘本，大

家感觉《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

偶》《沙哟娜啦再见》里诸多乡土情

牵的小说中人一一回航，一一如黄春

明在话语中添一笔年少记忆：宜兰山

洞多，火车穿隧道，小时喜伸出小头，

听山洞滴水咚咚咚哼起民谣——丢

丢 ——唱出火车前进的声音。我从

红砖屋的窗口往外望，对瞧的同是红

砖建筑的火车站，周围是建筑师黄声

远设计的钢构森林，钢树上也架着彩

色漫画火车，丢丢 ，丢丢 。

政治漩涡  黄老先生养病

听来看来，百果树红砖屋在台湾

政治生态漩涡中也无法置身度外。

离我们作客之后没半年，传来百名台

湾作家联署，为百果树在2015年岁

末即将熄灯的请愿新闻。宜兰县议

员质疑县政府独厚黄春明团队经营

百果树，删除每年90万台币（约新币

4万）补贴。文化的经营成果在议会

口水战里无计，百果树飘摇在蓝绿角

力中。黄春明不予言，决定约满不续。

火火的闹了一阵，毕竟黄春明和他创

办的红砖屋百果树，均是宜兰亮眼

的文化形象。最后，原本负责经营的	

“黄大鱼儿童剧团”退场，在县政府

文化局的支持下，由“黄大鱼文化基

金会”接手，百果树重新亮灯。重开

之日，黄老先生养病在家，只能由夫

人代表献上祝福。

童言殷殷  有没有乖乖吃药呀

文化小心胸最终激起了社会有识

之士聚合的正能量应对。然而，对于

一位坦荡荡投身家乡文化建设以诚

的老艺术家，以黄老坚毅的性格，依

然坦荡荡奔波重来。遥想黄春明邀请

我们这批四方作家午餐时，提着大水

壶为大家倒茶，从餐馆厨房里提来宜

兰鸭喜滋滋的推介。遥想红砖屋百果

树上，我一一览尽挂着孩子们给病中

的黄大鱼爷爷的祝福与关心的劝诫：

有没有乖乖吃药呀！

坚守承诺  唾弃江湖

“一世总要坚定地守着一个承

诺，一生总要勇敢地唾弃一个江

湖。”

黄老一句箴言，宛如众人合击佛

光大学山上的那口寒山大钟，迎面

而送远，天雨水地，在宜兰斜风凄迷

里，觉得水塘里游来一尾鲤鱼，仿佛

黄爷爷对着坐在百果树小舞台前的

孩子们说，那可是变身水鬼的哦……

黄老先生唾弃江湖的方式，是八旬老

翁压不扁的灵魂。

作者为本地作家，前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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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庭院或木屋，道道地地的垂柳，

苍翠的松树，都那么多姿多彩。好看

的街树，随着庭院处处，绿绿荫荫，

迷人双眼。还有小路，就埋藏在大

街小巷或庭院里，使人目不暇给。雨

后的小路，落花遍地，还有樱花，不

是原产于日本但却成为日本代表的樱

花，就那样红红火火的遮檐盖道，使

人目不转睛，不必跋涉千里，到什么

寺庙去养眼参观。至于那些灯笼，	

（招牌？），大大小小不一，红色、米

白色、白色不一，方形、椭圆、圆形不

一……谢谢子江的“大手笔”，给雨

后的灯笼上的大汉字，呈现“京风”

的“濡湿”之美！Wow！

看子江的画展，很令人想起川端

康成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尤其是前

者。川端康成的笔法，优雅而淡漠。

他的作品气质高雅而充满梦想，很

耐人回味。多少人到京都去，都只为

了一尝难当的“和服体验”，“和服魅

力”，尤其是在樱花树下或红叶树下，

京都惊艳

寻找一个背景，一个具有京都风情的

木造建筑或神社寺院，拍一张穿着和

服的倩影，真是这一生还有什么缺憾

呢！如有遗憾，子江的京都古典人物

画，就给我们的眼睛满足了这份绵

绵情意！看他画那些大约不满20岁

的京都少女，雪白的后颈，抹白了脸，

身穿“振袖”和服，袖长过膝，踏上	

10公分高的传统木屐，走起路来，那

双华丽的袖子，就前后摆呀晃的，有

些加上背后那条长长的背带随风，青

春啊青春！闲来无事漫步京都，让子

江把传统色彩（以蓝、绿、白为主）、	

传统图案、传统打扮、从头到脚，花

枝招展的、低头不语的路过你的眼

帘！看川端康成的作品，知道京都的

西阵，以织和服、领带、和服腰带闻

名的地方。想必子江常来此地浏览，

目观五色，耳听八方，窈窕佳人，看

他所画的舞娘，多么的出神，那心字

形的粉脸，低垂的双目，迷人的双眼

皮，答答羞人（Spring	Time	 in	 the	

Evening），是最佳的代表作！……	

“要做舞娘，非中学毕业不可！”（这

是当晚那位负责茶道表演的日本女士

告诉我的。）

这个画展所展出的画作，有90%

是迷人的淑女，如果问我看够了吗？

不！不够！但愿子江来日方长，除了

京都这些古典女性，穿和服已不是

浪漫的事，希望他多画作一些表情

丰富的着和服的现代娇娆，展现在

我们面前。

作者为本地作家

第一次在我国乌节路的宏伟

建筑，“负离子ION”四楼，

看到如此格调、全Kyoto的“风吹仙

袂飘飘举”的画展！那是在2017年	

9月29日，由White	Space	Arts	Asia

的特出画展。这是王子江的水墨艺

术个人展览。这个Live	Painting从四

楼展览道，直走进展览室，一路上看

到30多幅淋漓尽致的画。画中多数

是“踽踽细步”，娇羞可人的美人胚

子。那些美人，或低头，或侧面，令人

遐想的，我见犹怜，真想把她们一个

个翻过身来，好好欣赏，读她个遍!

Kyoto。当年去京都，白天在人群

挤攘的街道穿梭，夜晚在酒吧灯笼高

挂的街道独行，总觉得她是底面深不

可测的。然而，茶道、能乐、果子、料

理……都早已融入京都生活的骨子

里。而文化，就像是血液一般，那是

京都生命的根本，艺术的的泉源。要

发挥艺术的泉源，能短暂或长期的

居住在那儿，一闻天下之美事，那真

是赏心乐事。Kyoto之与王子江，就

那样的得天独厚。

王子江毕业于北京美术学院，然

后与八十年代，移民日本，选择了京

都，那个日又新、又日新的旧文化气

息充溢的王国之地。在他的画里，中

华文化的书法加上日本文化的绘画，

有着怎样的豪壮与细腻的笔画的和谐

之美，一种“漫不经心的美”。

阴、晴、圆、缺所带给子江的树，

那楠树、枫树、松树、垂柳……或绿

叶成荫，带着微红的枝桠，在古老寺

╱	文		:  石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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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

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

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

暗流汹涌
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文		:  林恩河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	
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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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

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

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

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

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

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

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

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

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	

“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

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

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

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

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

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

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

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

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

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

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

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

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

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

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

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

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

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

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

（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

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

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

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

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

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

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

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

暗流汹涌
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

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

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

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

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

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

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

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

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

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

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

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

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

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

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

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

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

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

索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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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

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

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

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

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

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

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

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

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

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

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

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

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

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

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

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

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

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

（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

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

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的陈

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

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

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

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

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

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

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

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

（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

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

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

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

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

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

人民行动党1954年11月21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成立大会。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怡
和
史
话

YIHE SHIJI Issue 34 	71

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

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

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

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

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

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

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

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

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

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

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

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

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

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	

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

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

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

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1，	

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

助建立人民行动党2。个人对这种说

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

回忆录3，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

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

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

共产党员4。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

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

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

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

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

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

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

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

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

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

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

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

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

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

（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

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

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

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

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

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

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

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

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

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	

“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	

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

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

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

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

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

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

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

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

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

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

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5。

驾驭充满理想的华校生

林德宪制的出笼，让李光耀看到

了机会，他必须把握时机，建立政党，

以便参加即将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

为了建立政党的支持力量，他深深明

白单靠几个受英文教育的朋友，干不

了大事，因此他必须借助这些“守纪

律以及充满献身理想”的华校生的力

量，在回忆录中他毫无遮掩地表白：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

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

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

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

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6。基于这种

想法，“1954年下半年某一天，我告

诉学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

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	

袖”，李光耀在回忆录这么说。

在华校学生的引荐下，促成林清

祥与李光耀的见面，当年林清祥是势

力强大的新加坡各业工联（SFSWU）

的受薪秘书。林清祥随后推荐了也是

新加坡巴士工联（SBWU）受薪秘书

的方水双给李光耀，林清祥和方水

双的加入，促成了以李光耀为首的受

英文教育的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与主要是受华文教育的左

派社会主义者的联合。

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与林清

祥、方水双、蒂凡那以及沙末•伊斯

迈等人定期在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李

光耀的欧思礼路（Oxley	Road）38号	

故居底层开会讨论创党事宜，社会

主义俱乐部一些成员比如詹姆斯•普

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兀

哈尔（SS	Woodhull）和傅树介有时

也参与讨论。

人民行动党的成立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在维

多利亚纪念堂举行成立大会，并发表

建党宣言，宣言代表了当年反对殖民

地主义，争取独立的人民的最强音：	

“人民行动党完全有信心与决心去实

现独立自主的马来亚国。我们认为，

真正代表马来亚人民的政党，他们今

天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尽速终止殖民

地主义。”7不过，杂音也不少，殖民

地喉舌《海峡时报》就这么评论：	

“行动党的政治主张在成立大会上

清楚地表明，不过是一堆精心设计

的罔顾事实的承诺，用来吸引未经思

考的人们”，并把行动党的成立大会

形容为一场“不切实承诺的盛宴”8。

华文报章则表达了华社对它的期望，

《南洋商报》的社论给予赞许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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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人民行动党的成立，无疑地已

可使当地人民一新观感，特别是在行

动方面，我们希望由于该党的名副其

实，未来的一切，都可以由行动的表

现来求取实现，领导当地人民以行动

争取真正的独立自治”9。

人民行动党的成立成为李光耀政

治生涯的起点，也是新加坡左派正式

投入议会政治的开始，也造就了日后

成为左派政治彗星的林清祥。林德宪

制推出的背景，是马来亚共产党在马

来半岛的武装斗争逐渐减弱，新加坡

人民反而在工运和学运掀起一波又

一波的斗争，目的虽说是为了缓和人

民争取更大自主权的要求，不过，这

也给各派政治人马提供一个大显身

手的机会。

一般学者特别是官方论述在提

到人民行动党从创党到执政这段作

为左派政党的时期，总爱视之为共

产党统一战线（Communist	United	

Front）渗透以致试图操纵行动党的

时期。“在1956和1957年，由于共产

党对职工会、华文学校和人民行动

党的支部有强大的影响力，人民行动

党已成为共产党实际上的俘虏”10，	

新加坡文化部信息组这么说。共产党

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这里引一段

马共新加坡负责人之一的方壮璧的说

法：“新加坡的党组织（指马共，笔者

注），自50年代开始，就不断遭受敌

人进攻，到50年代中，组织机构基本

上已经彻底崩溃而不复存在”11。他

的说法符合英国远东安全情报局所

作的评估：“新加坡的马共党员大概

不会超过25人”12。两种截然不同的

描述，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我们可以

从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干部及基

层党员的结构来说明：行动党的领导

层基本是由费边社会主义者（后来偏

爱自称非共社会主义者），比如李光

耀、杜进才、吴庆瑞、拉惹勒南及搞

工运出身的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

等组成，前者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知

识分子，后者多数是受华文教育、也

包括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相对较为激

进的社会主义者；至于其干部和党员

华族党员占了九成以上13，其中大部

分为受华文教育者。这由两种不同背

景的人组成的政党虽然不能达至水

乳交融的地步，不过在反殖民地主义

和争取独立的共同目标底下，大家还

是能够组成并肩作战的统一战线。

社会主义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

新加坡当年的反殖和争取独立

的运动为什么会选择了社会主义，

假如我们对当年的国际环境和时代

氛围给予理解，就不会轻率地作出	

“亲共”、“沙文主义”等武断的指

责。二战后亚非拉的殖民地人民，纷

纷起来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国家

独立，在当年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情况

下，选择社会主义成为必然。二战时

期的新、马，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军与英国联军结盟，成为日占时期

唯一的抵抗力量，战后论功行赏，马

共的抗日军不但得到英国当局的表扬

与肯定，马共也获准成为公开合法的

政党，必然地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好

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国家一片欣欣向荣，占有新加坡人口

75%的华族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转为对社会主义前景的憧憬。不过，

对大多数的“讲华族语言”的华人来

说，“社会主义”不过是“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美好生活的想象，很自然

地，这批人数众多的“讲华族语言”

的群众成为左派政治的天然盟友，

也成为李光耀走向执政之路必须依

靠的群众基础。与其说当年新加坡反

殖运动以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不

如说社会主义成为反殖运动政治动

员的工具。这个时期的人民行动党就

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把两种不同背

景的不同理念的社会主义者，以反殖

争取独立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结合

成并肩作战的统一战线。

1955年4月2日新加坡举行了林德

宪制下第一次大选，刚成立的人民行

动党派了4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

除了蒂凡那落选，其他3位候选人李

光耀、林清祥和吴秋泉当选。人民行

动党初试啼声就取得如此佳绩，可

说是因为其社会主义及亲劳工的政

纲获得广大选民认同。

林清祥是不是共产党员？

人民行动党成立的那一天开始，

林清祥是不是共产党员的问题便成

为大家争论不休的课题，直到今天，

始终没有交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

不是共产党同情者，但我也不是反共

者。目前马来亚人民所要选择的，不

是共产主义或反共主义，而是在殖民

地主义或独立之间作出选择，我坚决

主张以和平及宪制的手段，来摆脱外

国统治以得到独立”；“人民行动党以

宪制合法手段来争取一个独立民主、

非共的马来亚，假如共产党认同这个

目标而支持人民行动党，无人能阻止

他们”14，林清祥在1955年面对马绍

尔的质询时这么回答。在他从政的

整个时期，他都经常面对同样质疑，

也经常必须作出回答。林清祥从来不

否认他曾经是抗英同盟的成员，在那

个时期，一个反殖志士参与这样的组

织是很自然的选择，这和他以后选择

人民行动党，继续反殖斗争的想法是

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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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关当局要不断用“共产

党”来打击反对者？二战以来，在英

美主导下，“冷战”思维盛行，殖民

地当局为了制止人民反对殖民地主

义、争取独立的声音，极力宣传反共

思想，制造共产党邪恶论，在人民群

众之间建立反共、恐共心理，这是一

种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策略，不但正

当化他们的统治，也合理化他们逮

捕反对派的理由。我们今天必须挑

战这种思维，不以思想入罪，不以人

废言，勇敢正视当年历史背景和时代

思潮，给予理解和正当的评论，要不

然，就会不敢承认马来亚人民抗日

军在日占时期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贡

献，进而不敢正确评价当年新加坡左

翼政治在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

的贡献。林清祥上述的声明就代表当

年新加坡左翼在反共“冷战”思想统

治下，不得不作出的有力反击。评论

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亲共”或者	

“反共”，而是他的言行是否符合人

民的愿望和时代的需求，今天的我们

更有必要跳出这种反共泥淖，才能给

予历史一个合理的解释。

孟迪卡谈判

1956年4月首席部长马绍尔在

强大民意支持下，率领由各党派组

成的13人代表团到伦敦进行新加坡

完全自治的谈判，或称为“孟迪卡谈

判”（Merdeka，意为独立或自主）。

这次谈判得到新加坡立法议会全部

党派通过并全面授权，争取在英联

邦内完全自治，除了外交与国防交由

英国控制。行动党派出李光耀和林清

祥为代表，参与伦敦谈判。不过，在谈

判中除了在公民权新条款和殖民地官

员退任后的赔偿问题双方没有异议

外，问题最后卡在内部治安课题上，

英国人坚持内部治安委员会必须由

英国人主导，马绍尔提出内部治安委

员会应该交给新加坡主导，但是让

英国拥有最后中止宪制的权力，马绍

尔的提议在代表团中只得到林清祥

1955年福利罢工期间马绍尔、李光耀、林清祥会谈场面。		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1956年新加坡独立代表团前往伦敦谈判前的会议场面（坐者右4马绍尔、右5李光耀；站立者右
1林有福、右2林清祥）。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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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孟迪卡谈判代表团最后铩羽	

而归。

这次孟迪卡谈判不能成功，最主

要的原因有两点：代表团各个成员

各唱各调，意见不能统一；英国人对

马绍尔不放心，质疑他的反共立场

不够坚定，其实英国人心中已有所属

的人选。

为实践“孟迪卡谈判”前的承

诺，马绍尔返新后辞去首席部长职

位，1956年6月8日由林有福接任。

历史选择了林清祥

1955年爆发了福利巴士工潮事

件，由于雇主与工会顽抗，工潮最后

因警方强力介入而演化成骚乱。福

利工潮后不久，行动党第二届中委改

选，李光耀借故提出要求被视为行动

党左派的原中委蒂凡那、方水双、曾

超卓与准备参选的林清祥退出选举，

这个事件可视为行动党内部产生裂痕

的开始。不过，在隔年1956年7月的第

三届中委选举中，李光耀为了避免在

左派强大势力下日益孤立，要求左派

重新参与中委选举15，林清祥、蒂凡

那、TT拉惹、吴文斗、谢奕田等左派

人士被选入中委会，林清祥更被委为

副秘书长，并且成为中央6个小组委

员会中5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成为

在行动党与李光耀并驾齐驱的两位

领袖，正如林清祥在遗稿所说的：	

“不由得我自己，历史已使我成为行

动党内左派的发言人或领袖”16。一

份解密的澳洲档案也揭示：“政治部

主任相信李光耀对极端派加强对行

动党的控制越来越焦虑”，“从5月开

始（指福利工潮事件之后），行动党内

由林清祥和李光耀分别领导的两派，

紧张关系明显加强，但是总督表明他

有办法替李光耀从极端派中解围，警

察总长也说会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

达至这个目的。虽然我（指澳洲驻新

加坡最高专员——笔者注）对将要采

用的特定手段一无所知，不过毫无疑

问地李光耀被视为在适当的时候将

会是稳定力量的领袖”15。这份档案

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殖民地当局

和李光耀之间有某种默契；其二殖民

地当局随时会为李光耀扫除障碍。

林有福为第二轮谈判扫除障碍

林有福接任后不久，就在当年的

9月及10月展开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和

封闭中学联、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其

中刚被选为行动党副秘书长的林清

祥、党中委蒂凡那、谢奕田以及工运

领袖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等都

相继被扣留。

这场精心设计的逮捕行动被命

名为“解放行动”（Operation	Lib-

eration），新加坡总督赞为“勇敢、

有效的行动”，从已公开的档案可以

知道，林有福一上任就想办法除掉

林清祥，以便为他在日后的宪政谈

判除掉障碍，“但是他是一个重要的

人物，也是立法议员，这使到采取对

付他的行动有些困难”17。在提到这

场因逮捕及查封社团的行动而出现

群众抗争的时候，林有福透露“他不

怕暴力，实际上暴力能让政府找出背

后的领导人”18。政府后来在为逮捕

林清祥的行动辩护时，就诬陷他在美

世界群众大会煽动群众“打警察”，	

以此作为借口19。

1957年3月林有福带领一个5人

代表团到伦敦重启新加坡自治谈判，

李光耀代表行动党参加。这次谈判由

于林有福在正式谈判前已经去过伦

敦协商，新加坡自治谈判毫无悬念地

取得“成果”，新加坡将在下一届大

选后成为自治邦。第一次谈判中卡住

的谁主导内部治安委员会问题，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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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一些改动获得解决，就是委员会

主席由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部长出任，

并拥有投票权。不过，这次“成果”中

附加了一个“防止颠覆”条款，禁止政

治扣留者参与来届大选。

伦敦宪制谈判的消息陆续传到

新加坡，引起行动党内部基层党员

不满，3月24日19个工团代表齐聚行

动党总部，责问并要求主席杜进才及

中委对伦敦的宪制谈判宣示所持的

立场。之后党内左派及基层开始出现

躁动，组织新政党或争取在党中央有

更大发言权等想法开始酝酿。市面上

也传出林有福与李光耀将会结盟的

说法，其实，这并非空穴来风，两人

的合作甚至获得英殖民地当局的赞

许。自从4月伦敦谈判后，李光耀和

林有福在立法议会互动良好，两人

更在6月因为马绍尔向李光耀挑战的

补选中互相支持20。这场补选的产生

是因为马绍尔在立法议会质疑4月宪

制谈判的结果，让林有福和李光耀十

分懊恼，两人觉得马绍尔这种立场是

背后得到行动党左派的支持，李光耀

建议最好的除掉马绍尔的方法就是

激怒他，让他跳出来辞去议席，一向

被人视为快人快语的马绍尔正好落

入圈套21。	

基层不满引发“夺权”事件

6月补选过后，行动党两派裂痕进

一步加深，7月中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

负责人举行一场中委选前聚会，参与

者有二十多人，这就是被李光耀称为

一场左派筹划夺权的“奎笼聚会”。

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党

员大会在羽球馆举行，除了中委改

选，也通过了确定“建立一个独立、

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党

的纲领。改选的结果出炉，12位中委

中被视为左派的中委有6人，即TT拉

惹、陈从今、吴文斗、陈贡元、陈世

鉴和王才安，其中有三位原中委落

选，包括了行动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

王永元。选举的结果让李光耀错愕，

他与另外5位支持他的中委拒绝出

任党职，只保留中委地位，六位左派

中委在协商不果的情况下，选出TT

拉惹出任秘书长，陈从今为主席，不

过，6位当选的左派中委除TT拉惹外

在8月23日全部被扣留，同时被捕尚

有13名支部委员，泛星工联及工运

人士13名以及亲行动党报章《新报》

的职员4名。

这场所谓左派“夺权”事件，把

行动党两派的分歧公开化，行动党

的喉舌报《行动》在逮捕行动之后发

表社论，形容“夺权”行为是“左倾冒

险主义”，并指责这些人是“反党份	

子”22，新加坡马共的领导人余柱业

在口述历史中，把陈贡元和吴文斗称

为“所谓左派”，并撇清与共产党的

关系23。当事人之一的陈贡元在其回

忆录中宣称“奎笼事件”是为协调两

派分歧而召开，中委选举结果出乎他

们意料之外，并为被称为“所谓左派”

和“左倾机会主义”而愤愤不平24。	

兀哈尔的口述历史为这段“公案”增

添罗生门色彩，据他的说法当时在

狱中的蒂凡那在这件“夺权”事件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通过TT拉

惹的传达，鼓动行动党干部起来“夺

权”25。无论如何，假如我们摈除带

有政治偏见的所谓“冒险主义”或	

“机会主义”的评论，这其实是反映

了行动党党内基层对当时一些领导

人和政策的不满。

在“夺权事件”发生的同时，左派

工会正好酝酿加入林有福的御用职

工总会（TUC），之所以有此洽谈是

由于马绍尔退出劳工阵线，计划筹组

工人党，拥有四万多会员的三军雇员

工会宣布退出职总，转而协助筹组工

人党，导致职总面对分裂，为增强职

市议会选举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亲殖民地的右派政党在以华族选
民占多数的新加坡已经失去市场，只有反殖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政
党才有作为，人民行动党作为左派政党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环顾
整个新加坡政坛，人民行动党已是当时具有最好组织、最有群众动
员能力的政党，在即将举行的自治邦第一次选举必将取得胜利已经
毫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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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势力，与筹组中的工人党抗衡，遂

有职总主动找上左派工团洽谈合作

事宜。当事人之一的林清如在回忆录

《我的黑白青春》说得很清楚：“双

方在职总领导层改组的问题上达致

协议后，泛星等卅三（sic）左翼工团

便订于1957年8月22日，在密驼路的

泛星会所开会，准备通过与职总合并

议案。没有想到会议还没开始我们突

遭军警包围，我和多位工会负责人在

公安法令下被捕，……职总与左翼工

团的合并也胎死腹中。”26

不过，当时的报章则有不同的报

道，据其报道在8月22日举行的卅二

工团在泛星会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

决议反对加入职工总会，原因是职总

14人小组委员会表明拒绝卅二工团的

修改职总章程的提议；代表会上反而

提议协助马绍尔筹组工人党27。

有关这次大逮捕原因，政府发表

白皮书说是防止共产党接管行动党

和职总，不过，阻止左派工会与工人

党的合作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林有福在9月3日与澳洲外交部长

R.G.Casey谈话中这么说：“自从补

选过后，他就寻找机会来把颠覆份

子的领袖投进监狱。……因此设计

了引诱他们曝光的计谋，他使用三

个办法来完成：第一是安排职总向

密驼路（Middle	Road）的工会作出

友好的姿态；第二展开广泛的宣传劳

工阵线急于与行动党结盟；第三让大

家觉得他处于弱势及毫无斗志，这些

策略果然奏效”。林有福说：“他已经

帮了李光耀消除了5个中委，他希望李

光耀能重新坐回秘书长这个位子以

便清理行动党”28。林有福谈到设计

安排职总向密驼路工会释放善意的	

“阳谋”，为职总与左派工团合作一

事提供了第三种说法，让这段历史呈

现多种的脸孔。

作为左派的行动党走向执政之路

1957年12月21日在林德宪制下

成立的全民选市议会举行选举，行

动党推出14名候选人，有13位中选，

在32议席的市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

在得到华巫联盟2位市议员的支持下

组成少数党政府，王永元出任首届市

长。其余的17席由其他政党分羹，其

中马绍尔领导的刚成立的工人党，

初试声啼派出5位候选人，一举得到

4个议席，成绩亮丽。行动党在市议

会的成功执政，为接下来的1959年

自治邦的首届选举奠下坚实的基础。

市议会选举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亲

殖民地的右派政党在以华族选民占多

数的新加坡已经失去市场，只有反殖

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才有作为，人

民行动党作为左派政党的形象已经

深入人心，环顾整个新加坡政坛，人

民行动党已是当时具有最好组织、最

有群众动员能力的政党，在即将举

行的自治邦第一次选举必将取得胜

利已经毫无悬念。不过，工人党在这

次选举中的表现也显示出它的实力，

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这么表示：	

“最大的对手将会是工人党，虽然现

在还看不出共产党将把对行动党的

支持转到工人党”29。首席部长林有

福则认为：“真正的危险是马绍尔，

因为共产党将把他们的支持转移到

工人党，在他们的支持下工人党在选

举必将取得好成绩”30。

李光耀与马共建立统一战线

行动党在市议会选举的胜利，让

前一段时期因为领导权受到党内左

派挑战而传出有意与林有福结盟的

李光耀，在权衡局势之后放弃这个选

项。1958年3月李光耀和马共“全权

代表”方壮璧秘密见面，这次的见面

在李光耀的回忆录里虽然轻描淡写

说成是在共产党地下组织主动寻求之

下而为之，不过主角之一的方壮璧提

出质疑，他在回忆录这么说：“试想一

下，如果没有李先生的事先邀请，我

可以贸贸然的就要去见他吗？当然不

可能”。“再试想一下，在当时那种俨

然‘刀光剑影’的处境下，李先生可以
1958年	新加坡独立代表图前往伦敦做第二次谈判前，代表团成员会议场面（右4林有福、右5	

周瑞麒、右7杜进才、右8李光耀）			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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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不白地，轻易答应去见一个素未

谋面，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当然不

可能”31。林清祥的一段回忆也提供

了佐证：“我被扣初期，李光耀先生

常到牢里会见我，最初谈的是各业厂

商职工联合会将面对被封的问题，接

下来他非常担心由于我的被捕，在外

头不知道要跟谁接头的问题，有一回

他隐隐约约写了个‘林村’的名字，问

我是否认识他，可靠吗？”32不过，方

壮璧在回忆录中也透露了一个重点，

就是在1957年中新加坡的地下组织

在雅加达会议中，“对于新加坡的工

作，做了不少重要的决策，特别是强

调必须在新加坡坚持公开合法斗争

的决定”33，书中也谈到李光耀对左

派各行其是感到不解，并通过渠道表

明“急着解决问题”。

撇开谁主动找谁的问题，重点还

是谁更需要谁的支持。虽然，从创党

到执政市议会，人民行动党已经建

立了反殖左派政党的形象，不过如果

面对另一个左派政党，也就是工人党

的竞争，它就不可能在来届大选取得

压倒性的胜利，这样也会影响到它稳

固的执政地位并受到左派的掣肘。从

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

论：为了在来届大选，也就是最重要

的第一次新加坡自治邦的选举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李光耀必需寻求共

产党的合作，以便为他走向执政之

路保驾护航。

方李两人的会面，可说是双方各

有所需，这是共产党试图公开与李光

耀建立反殖统一战线的开始，由于两

人在回忆录中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我们迄今无法针对这个统一战线的

操作作出准确的评价，我们只能说这

是一场黑箱政治交易。方壮璧在回忆

录中只简单透露，他的“第一个任务

是‘修补’与李光耀的关系，解决统

战中发生的矛盾”33，所谓“修补”与

李光耀的关系，是指1957年行动党

中委选举中发生的“夺权”事件，向

李光耀说明这件事的发生与共产党

无关；在提到与李光耀见面目的，他

说：“利用与人民行动党的统战条件

和机会，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全面掌

握各类群众组织、团体的领导权。巩

固并加强在人民行动党中的地位，壮

大左派的力量，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

的变故”33，这些议程显得空泛务虚，

而不是实际可操作的、有助于解决分

歧达致初步妥协（Modus	vivendi）的

合作方案。整个事后的发展说明这是

个不对等的交易，李光耀在没任何背

书的情况下，轻易地得到共产党的支

持，并设计要工人党市议会议员郑

越东辞职，化解了工人党作为左派政

党与他竞争的问题，也一举撤销对另

一个左派政党人民党的支持。方壮璧

在事后多年的回忆录中以“由于敌强

我弱”作为辩解，这是一种片面的说

辞，方壮璧一厢情愿的作法，严重破

坏了当年行动党左派与“温和派”之

间行之多年的合作与默契，也说明了

他对于当年新加坡政局缺乏了解，真

正的情况是李光耀也急需当时属于大

多数的左派选民的支持，才能取得选

举的胜利。

行动党成为集权主义的政党

在取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支持

下，李光耀重新考虑如何加强对党内

左派的制衡，由于短短的一年之内的

两次大逮捕行动，已严重削弱左派在

行动党的地位，并为李光耀加强控制

行动党和建立个人地位提供了空间，

1958年王永元市长率领市议员与职员在市区内进行大扫除。	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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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李光耀成为立法议会唯一左

派代言人的地位得到突出，让他在讲

华族语言的群众中建立良好的形象；

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他乘机着手修

改党章，1958年11月23日在羽球馆举

行的特别党大会上，通过了修改党章

的提议，这项改革就是设立干部党员

制，只有所谓干部党员拥有中委会的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多年以后，当年

行动党的主席杜进才这么说明干部

党员制：“我们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

共产党是怎么控制党组织的，这就像

教会，谁选教皇？红衣主教；谁选红

衣主教？教皇，就是这么一回事”34。	

干部党员制让李光耀从此牢牢控制

行动党的决策权力中心，从组织形态

来说，行动党已经从群众性的社会主

义政党被改造成列宁式集权主义的

政党，这是人民行动党的组织结构一

次重大的转变，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

行动党以后的决策和方针。

在完成行动党组织的改造以及取

得共产党的合作之下，行动党更加有

信心在来届大选胜出，为了化解“反

颠覆第30条款”不利的压力和取得左

派信任，李光耀在选前作出了承诺：	

“行动党即便在大选获胜，也不会组

织政府，除非几位与行动党有密切关

系的政治犯得到释放”。他会作出这

个承诺，正如行动党领袖之一的王

永元所说的：“人们不会把这些政治

犯当做颠覆分子，而是把他们视为行

动党党员”。

即便是承诺，李光耀还是留有一

手的，首先被释放的只是少数几位著

名的左派工运领袖，而不是大家要求

的全部政治犯；另外还通过蒂凡那事

先的运作，要求这些工运领袖签署一

份题为《马来亚社会主义的目标与道

路》的文件。虽然这是一份务虚与空

泛的政治主张的文件，也没能形成多

大的约束力，不过要他们在不是自愿

的情况下签署这样的文件，羞辱的味

道是很浓的。

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新

宪制下的第一次大选，以社会主义

纲领和亲劳工形象的人民行动党，

毫无悬念地席卷43席，取得压倒性

的辉煌战绩。																		

作者为资深文史工作者，著述散见于	

《联合早报》、《亚洲文化》、《怡和世纪》	

等报刊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6月3日群众在市政厅前大操场	
等待新政府的成立。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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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

（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

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

闷。1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

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

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

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

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

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

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

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

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

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

“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
   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	文		:  成国泉

╱	译		:  林				沛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	
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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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

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

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

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

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

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

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

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

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

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

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

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

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2然而，这些可

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

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

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

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

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

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

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

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

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

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

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

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

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

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

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

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

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

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

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

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	

•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

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

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

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

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

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

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

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

筑师。3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

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

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

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

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

会会员。4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

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

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

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

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5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

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

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

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

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

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

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6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

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

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

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

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

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7本文通过审

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

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

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

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发展规划

詹姆斯•普都遮里（1923-2000），	

在印度喀拉拉邦（Kerala）出世，在英

殖民地时期的柔佛新山（Johor	Baru）

成长，1930年代从精英教育学院毕

业。作为殖民地社会口操英语的亚洲

精英，本来注定将是官僚或专业人

士的一份子。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

（1942-45）爆发，破除了白种人的

种族优越神话，促使年轻的普都遮

里长途跋涉至恒河三角洲（Ganges	

delta），去支援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解放印度殖民地的

战时任务。1947年，他身经百战带着

反殖思想回到马来亚；1951年，因参

加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

nist	Party,	MCP）卫星组织抗英同盟

（Anti-British	League），被英殖民

当局逮捕拘留。1952年获释后，报读

马来亚大学，成为该大学唯一政治团

体——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会会员。

该学生组织，因普都遮里及其他俱乐

部会员1954年出现在人民行动党起草

成立章程现场，在较广泛的新加坡历

史中具有了象征性的地位。8

同年，普都遮里从马来亚大学毕

业，旋即一头栽进劳工组织的欢乐

世界。他在坐落于密驼路（Middle	

Road）的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

合会（Singapore	Factory	and	Shop	

Workers’Union,	SFSWU），和前华

校中学生、抗英同盟同志林清祥并肩

工作。1950年代的早期的人民行动

党，直至1961年和左翼分裂之前，是

个由英文源流专业精英的费边社会

主义者（以剑桥律师李光耀为代表）

和华文教育出身，在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及其1950年代发展进程中受到政

治启蒙的工会领袖（以林清祥为代

表）合作组成的联盟。普都遮里和他

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友人跨越两个集

团，文化上亲近英文源流专业精英，

理念上倾向于工运领袖。

内部理念差异和国际事件的冲	

击，导致上述联盟关系日趋紧张。	

1956年至1959年，密驼路工会领

袖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拘留。李光

耀游说被拘留的工会领袖，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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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蒂凡那（Devan	Nair）、兀哈尔	

（Woodhull）、方水双、詹姆斯•普都

遮里与曾超卓发表政治声明，维系了

两个集团之间脆弱的联盟关系。题

为《马来亚社会主义的道路》（The	

End	and	Means	of	Socialism）的有

关声明，宣告工会对“建立民主政治”

的承诺，同意马来亚共产党落败不纯

粹是英国军事镇压的结果，因为“马

共争取自身成为全民运动的努力并

不成功”。9

在政治被拘留者当中，詹姆斯•普

都遮里是唯一在理论上，对支持马

来亚后殖民发展走民主社会主义道

路作出申述的一个。1957年9月2日，

马来亚联合邦通过和英国当局谈判

取得独立的两天后，普都遮里向李

光耀说明了有关立场。10他发现马共

成员以华裔为绝大多数，该党若继

续坚持“反殖斗争”可能引发种族内

战。他认为，对社会正义与资源重新

分配的诉求，应实事求是，适应于马

来亚的人口组成与种族结构。否则，

种族冲突一旦发生，很可能会把整

个国家拖垮。正式放弃共产主义后，

他拥抱以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激

烈经济变革”为前提的社会民主主

义（social	democracy），他认为这

和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

概念是对立的，后者建基于“抽象”

思维。社会民主，犹如共产主义，赋

予国家以更大权力去进行经济改革，

但普都遮里慎重地强调，必须确保公

民政治权利“不容侵犯”的地位：

社会民主……其合理性不在抽象

的概念上，譬如言论自由、司法独立

价值、政府的议会形式，而在攸关人

民切身利益的原因里。社会民主是为

了防止发生内战而提出来的合理解决

问题的方案，只要假以时日，它是有法

子提供（如同共产主义）一样的经济优

越性的……它应坚持个人政治权利不

容侵犯的立场，而不是作为我们当前社

会基础的财产不容侵犯。共产主义则

是两者都侵犯的……我个人的政治信

仰是，根据亚洲现有条件，社会主义必

须依赖从西方引进并改造成适用于本

地的超强政治结构，藉此或多或少，在

某种程度上推行完整的计划经济。但

其根本是必须推动激烈的经济变革，

坚决捍卫对政治与法律制度进行反对

独裁的监督。11

在1956-59年被政治扣留期间，

普都遮里致力于为这个“激烈经济变

革”观增补实质内容。他把精力用在

研究马来亚经济中关于殖民地拥有

权的问题。题为《马来亚经济的拥有

与控制权：马来亚与新加坡拥有与控

制权结构及其对第二产业发展与经

济增长所造成影响的研究（1960）》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Malayan	Economy: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s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industries	and	eco-

nomic	growth	in	Malaya	and	Sin-

gapore	(1960)）的一本书，是他有关

研究的成果。他获释步出牢房后还不

到一年，就出版了此书。在这段期间，

普都遮里和吴庆瑞建立了知识伙伴关

系。根据普都遮里所述，吴庆瑞“在

多次会面时全面开动（他）敏锐的分

析思维”，而且吴的“头脑……是近

于不知羞耻的收纳袋”。12

在该书中，普都遮里大量借鉴

当代经济学家如汉斯•沃夫冈•辛格

尔（Hans	Wolfgang	Singer）、贡纳	

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针对待

开发国家所撰述的评论。他试图藉

此确定落后地区（譬如马来亚）资本

形成的性质，及其对有关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的影响。该书一开始就用了颇

大的篇幅，逐步展示“马来亚经济控

制在大型单位手中”的事实——这

类大型单位，即英国机构的商行，以

及分布在橡胶业与锡矿业的买办。13

他接着分析，因为没有什么好处，外

国资本不会把利润留下来，重新投资

在马来亚经济。1955-57年访问马来

亚的世界银行咨询团，以及英殖民地

当局的经济学家，都建议通过引进私

人资本来改善社会经济条件，打造有1963年吴庆瑞财政部长出席大众钢铁厂的揭幕礼。（左起吴庆瑞、黄祖耀、孙炳炎、陈共存）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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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创业的环境。14普都遮里对此不

表同意，他认为政府对待工业发展，

不该消极地只从事基础建设投资，

也不应一切交由“市场力量”带动。

他引述默达尔的意见，指出如果自由

放任，外国资本肯定将避开马来亚，

继续将资金集中积累到发达经济体

去。他举出马来亚国内储蓄净流出的

数据，以此证明世界银行自由市场的

发展方向是行不通的。15与此相反，普

都遮里主张通过提高关税与税收，16

为马来亚创造发展一个自给自足国

内经济的条件。

普都遮里和吴庆瑞这几年的知识

合作关系，使他得以在1961年新加坡

第一个发展规划（First	Development	

Plan	in	1961）的拟定中扮演重要角

色。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赢得

压倒性胜利后，吴庆瑞出任财政部

长，委任普都遮里到既有的工业促

进局（Industrial	Promotion	Board）

当经理。他1959年6月上任，至1961

年8月离职。他上任不久，该机构即

面临改组成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普都

遮里据说是新设经发局的内定主席

人选。他从监牢获释的一个月后，	

《海峡时报》报道普都遮里正在起草

经济发展局法令，该法定机构将在六

个月内成立。17经发局是个从事经济

规划的机构，负责推动新加坡的工

业化发展。对比于其前身的100万元

资本金，人民行动党政府拨给经发

局的财政预算达1亿元，充作国家投

资工业的用途。18

1961年4月，吴庆瑞、韩瑞生（财

政部常任秘书）、普都遮里起草四年

发展规划。19不过，该发展规划并没

有落实普都遮里1957年呼吁的“完

整的计划经济”：

……本规划并不预期政府成为所

有工业发展的源泉，或成为主要的工

业企业家（industrial	entrepreneur）。

鉴于新加坡对国际贸易的严重依

赖，本规划确认未来的工业化在很

大程度上将交由私人企业（含本地与

外国）去发展。政府在本规划中的任

务，主要是创造有利于大量私人资本

进入工业领域的条件。政府在本规

划中对工业企业的参与程度，以经济

发展局的资本金为限，即四年期间达

1亿元。20

该发展规划对工业化的态度，其

措辞透露了普都遮里确曾力争国家在

经济发展中扮演较为核心的角色。至

于强调由私人资本驱动工业化这点，

则清楚看出他做了很大的让步。拨注

给经济发展局的大额资金，以及内定

普都遮里在该局的领导地位，也许是

吴庆瑞给予这位友人的某种补偿。

新加坡通行的历史叙述，对这段

时期的描绘是左翼利用林清祥领导

下的密驼路工会，作为追求激进政治

目标的工人运动。21然而，尽管人民

行动党内部的政治分歧加剧，工会

领袖仍然站出来发声，表示全力支

持该发展规划，那是1961年4月芳林

补选正在进行之际，左翼当时也支持

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吴庆瑞把这称

为职工总会（Trade	Union	Congress,	

TUC）、政府与商界形成“统一阵线”

（united	front）的实例，但他还是警

告工人与工会领袖要谨慎对待采取

工业行动一事，因为“外国资本……

除非确定他们有利可图，否则不会轻

易进来（投资）”。在同一个群众大会

上，普都遮里也呼吁群众支持该发展

规划，让工业化协助纾缓新加坡面对

的最大问题——失业局面的恶化。22

政府和职工总会接着签署工业和平

协议（government-TUC	industrial	

peace	pact），进一步巩固了工人运

动和人民行动党之间的合作。该协

议制约工会在重点吸引外来投资工

业范围内发挥影响力。23		1961年五

一劳动节大会，那大抵是李光耀和

林清祥在同一个讲台上公开亮相的

最后一次，林清祥当时没有就新加

坡的宪政未来表明立场。不过，林清

祥继续支持该发展规划，呼吁工人	

“打倒殖民残余势力，把他们扫除出

去；打倒投机政客；改善劳工阶级的

生活；争取更大尺度的独立；支持四

年发展规划”。24

马来西亚成立前涉及民主的纷争

如果说经济发展局体现了吴庆瑞

和普都遮里求同存异的努力，这两人

对经济发展中私人资本所应扮演角

色的意见分歧，最终还是导致后者在

不久后被边缘化。1959年11月，吴庆

瑞与普都遮里的裂痕出现表面化迹

象。吴庆瑞公布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将致力于引进“最大量的海外资本、

海外科技与管理技术”。针对关于在	

詹姆士•普都遮里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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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革命年代”海外资源引进出

现“退化”的，“来自一定方面的批

评”，吴庆瑞在作出回应时警告，要防

止“出自傲慢与无知的莽撞”行径。25

这些话是对普都遮里不点名的指责。

裂痕在1960年有所扩大，那时候经济

发展局宣布推迟成立，吴庆瑞去了

英国、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寻求咨询

意见与发展贷款。普都遮里这么回

忆，“我晓得经发局将要成立，我将

作为该局主管”。然而，来自联合国

的意见“多少同意了（经发局应该致

力于招徕）……私人企业。这类意见

一下就打动了吴庆瑞心里最软弱最愿

意听见类似意见的那部分。于是我只

好离开……反正即使让我去领导经发

局，我迟早还是要被请走的……”26

虽然不去经济发展局当主席，普都遮

里仍然留在财政部，撰写发展规划草

案，争取工会予以支持。他迟至1961

年8月，人民行动党的分裂已经无法

挽回之际，才离开了财政部。

普都遮里愿意就资本在发展中该

扮演角色的问题上向吴庆瑞妥协，但

他很难同意为了国家发展去限制公民

政治自由的做法。他把社会民主视为

在国家指导经济发展时提供强有力

支持的手段，同时也是作为“监督防

范独裁”的“人民不可侵犯的政治权

利”。实际上，普都遮里后来也披露，

他的社会民主观，和林清祥心目中的

后殖民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民主政治，

也并不一致：

狱方把林清祥调来“自由营”不久

后，因（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革命的

事，我和他发生了争吵……我们当时坐

在一起，听电台播报有关事态的最新

发展。听见（英国支持的首相）努里•赛	

义德（Nuri	al-Said）被吊死在灯柱上

的经过……这时我说，“但愿他们会

建立起民主制度”。清祥于是回应，	

“什么de-mo-ke-la-si？”我们就这

样争执起来。我说，“我们为什么反

对被关在牢里？难道你认为有任何一

种体制可享有出于政治原因就把人关

进牢房的权利，你不就是因为政治原

因被对手关押进来的吗？你要是说人

民不可因为（他们的）政治原因被关进

牢房，那就不同。那是民主的根基”。	

我们争论了好一阵子，后来同意求同存

异，各自保留意见。27

截至芳林补选和1961年4月发展

规划发布时，普都遮里始终还保持

着和吴庆瑞与李光耀的紧密联系。

直至吴庆瑞通知他，他们要“清除”

林清祥集团，把这些人“赶出人民行

动党”，他这才开始疏远这两人。28

普都遮里不愿意相信“革命会‘吞噬

自己的儿女’”。他个人就“清党”即

将到来一事向林清祥发出告警，随

后更扮演中间人角色，促成林清祥

工会集团和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爵

士（Lord	Selkirk）于1961年7月的会

谈。普都遮里在会上听说，人民行动

党1959年上台执政后左翼政治犯继

续被拘押在牢中是李光耀坚持要的，

他感到激愤。29

1961年5月底马来亚联合邦首

相东姑亚都拉曼私下表明有意成立

包括新加坡与英属北婆罗洲在内的	

“马来西亚”邦联，导致职工总会秘

书处“六巨头”（Big	Six）和李光耀集

团公开决裂。开始时，只有新加坡内

阁的少数高层知道东姑的意图。到了

6月份，消息终于走漏。工会领袖林清

祥、方水双、兀哈尔、多米尼•普都遮

里（Dominic	Puthucheary，詹姆斯•

普都遮里的弟弟）、巴尼（S.T.	Bani）

和詹密星（Jamit	Singh）发现李光

耀、马来亚联合邦与英国当局曾经就

合并进行过密谈，他们撤回在7月份

安顺补选中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要

求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怀疑对左

翼采取保安行动是组成“马来西亚”

背后的主要目的，这猜疑一点不错。30

介于1961年6月至8月期间，普都

遮里最后一次尝试在广义民主社会

主义的基础上拉拢双方合作。他对	

“六巨头”有所批评，但对人民行动

党领导人的批评更严厉。普都遮里没

有公开他的批评意见，直至7月26日

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成

立约一个月后，一切已成定局，他这

才打破沉默。关于林清祥是不是“共

产党”或是不是“亲共分子”，普都遮

里对这样的指责表示不解。他认为理

所当然地假设某人的政策背后必然有

来自马共的默默支持是不对的。他披

露自己曾经劝请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和

党内视林清祥为领袖的派系寻求和解

的“临时性协议”（modus	vivendi）。

然而，他的努力无功而返。他向吴庆

瑞进言，指出人民行动党（领导人）

已经“变成一群大祭师（high	priests	

and	priestesses），把从党内排除自

己不喜欢的人视为己任”，而“允许

党内民主”才是保证党向前发展的

唯一途径。31

我说的是“临时性协议”，不是吴

庆瑞博士说的“统一阵线”。我试图

让人民行动党两个派系解决分歧从

而保持党的团结，而不是另行辟设一

个统一阵线。我这么主张，因为我相

信这是人民行动党内部的矛盾，不是

两个政党之间的纷争。我相信，把人

民行动党从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转变成一个单元因素的政党，是不对

的。我相信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

功能体现在能有效团结社会主义者。

在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内唯一不能有容

身之地的“左翼”是共产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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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问题使社会主义者面对分裂

的威胁。要是普都遮里不认同“六巨

头”把“民主”的顺序放在“国家”之

上的行动，他对李光耀与吴庆瑞以不

民主方式牺牲社会主义运动的做法

更加不以为然。李吴两人将林清祥集

团清除出党的图谋，使整个民主社会

主义运动面对威胁。取得国际发展贷

款，获得英国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反

共保安的支持，李光耀与吴庆瑞于是

进而利用了左翼在合并问题上的犹豫

不决。结果就是冷藏行动，从此新加

坡走上一条摈弃了工人阶级领袖的

威权式发展道路。

结语

詹姆斯•普都遮里在冷藏行动中

被捕，六个月后获释，接着从新加

坡被流放到马来西亚。该流放令在

1990年才予解除。他在吉隆坡成为

一名律师，在马来亚大学经济系兼职

教学。他在马来亚历史上发挥着持久

影响的，还是他针对新加坡与马来西

亚发展提出的政治经济理念。讽刺的

是，迟至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发

生种族暴动，敦拉扎克领导下的联合

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后，普都遮里关于

建立马来人资本拥有权的国家干预

发展观才得以落实，成为马来西亚工

业化的政策框架。33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

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

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

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

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在新

加坡左翼队伍中，詹姆斯•普都遮里

试图立足于新加坡的广泛基础，从

思想到行动上去团结不同力量，他有

关的努力无人能出其右。在努力的过

程中，他没有教条地对待上述各种

理念。1950年代早期，他作为抗英同

盟成员，也许曾经服膺于反殖民地政

治的激烈方式，但他后来也批评社会

主义阵线以新殖民主义攻讦马来西

亚计划失之教条。他也许在理念上

认同建立一个中央计划、自给自足的

国民经济的做法，但他也支持吸纳

私人企业与外来资本投资的发展规

划。他认为，假如政治自由是社会民

主的根本，它就不会妨碍马来亚（或

马来西亚）的团结。今天对普都遮里

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

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

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

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至

于普都遮里在1985年的口述历史访

谈中回忆他和吴庆瑞的关系，他也许

有些背时了：

在争论时我对庆瑞很有意见，但

我其实很尊敬他。我的意思是，我不

认同他对私人企业的深信不疑。然而

他也许是对的，我也许错了。新加坡总

是受了惠……我对人民行动党最感到

遗憾的，也许是人民行动党没有给予

（新加坡）政治自由——个人的自由。

它给新加坡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进

步。这个（政治的自由）也许行不通，

我真希望它行得通。无论如何，现在

怎么说都迟了，他们不可能回过头去，

重新再走一遍。34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是本刊编委

[译按]

本文原收在英文文集“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原标题是‘How	I	

wished	that	it	could	have	worked’：James	Puthucheary's	Political-Eco-

nomic	Thought	and	the	Myth	of	Singapore's	Developmental	Model.

詹姆斯•普都遮里（右2）与好友罗拉马芝（坐者）一家人、林史宾（右1）及弟弟多米尼（左1）	
于上世纪90年代摄于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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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路，崎岖坎坷”——这是人

称“阿春”的廖春远（又名春慧）

女士，大半辈子舞蹈生涯的写照。仿佛为舞

蹈而生，为舞蹈而活，为舞蹈而沉迷，为舞

蹈而颠沛，为舞蹈而欢欣。“我生在巴城（今

雅加达），50年代初就读印尼八华学校，6年

级开始学舞，学校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

八华是雅加达一所历史悠久的华校，前

身是印尼中华会馆属下的中华学校，1905

年与印尼知名教育家李登辉创办的英文学校

（耶鲁学院）合并，因校址设在八帝贯路，改

校名为八华学校，有小学和中学。“后来校董

考虑到与印尼社会的融合，学校专收土生华

人，所以学生除了掌握华英两种语文外，还

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

与十二花 舞(SERAMPANG 12)  
结下不解之缘

阿春能在印尼舞和马来舞上取得重大成

就，与就读学校的自由氛围有关。她最初接

触的是富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十二花 舞：	

“每一组舞蹈都有班顿，内容讲一对恋人

如何邂逅，如何坠入爱河，彼此挨近，趋前

又退回，纠结一处，最后喜结良缘。老师讲

得很详细，要我们深入理解，排练严格，表

演认真。”

回过头看，她说：“从前女孩子是不允许

跳舞的，十二花 舞最初由两个男的对跳，

其中一个扮成女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师爷，

一个开放，一个保守，出现在舞台上。那时的

音乐也不怎么悦耳，学起来也困难，可是总觉

得学习马来舞又必须以此入门，好像舍此别

无他径。后来简化为十二个组合，但现在的

人学起来也不容易。于是改用管弦乐器。当

时有一个电台的音乐指挥，写出新曲，现在

我采用的正是这种管弦乐曲，与我们的舞蹈	

组合很搭配，1957年我把它引进新加坡。”

50年代初，印尼还没有正规的舞蹈团，

只有校内学生舞蹈组。我和我的舞伴领

游走于
印尼、新马、香港之间
马来舞传奇人物廖春远女士

╱	文		:   雨				石

廖春远的优美舞姿（菲律宾回族鱼舞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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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带头排练，差不多每星期都有表

演。“十二花 舞原本是苏门答腊棉

兰一带的民间舞蹈，之所以传遍印

尼，与苏加诺总统的提倡有关，他认

为，印尼各地舞蹈资源丰富，不必热

衷于嚓嚓舞之类。在他的推动下，连

总统府都以十二花 舞招待到访的

贵宾。”

全印尼舞蹈比赛获得冠军

“十二花 舞老师得之不易。有

一次看电影，被一位明星的优美舞

姿吸引住，后来通过戏院经理辗转

找到她，请她教导我们6个同学，三

男三女，来去都用三轮车接送。1957

年，我们以十二花 舞参加全印尼舞

蹈比赛，获得冠军。评审团给的评语

是：舞蹈员把这个舞跳活了。棉兰队

很失望，因为棉兰正是这个舞蹈的

发祥地。我们跳的十二花 舞是经

过老师改编的，打破沉闷，生动活

泼，动作跨度大，跳起来满场飞。相

比之下，其他参赛队伍动作小，显得

拘谨。老师的苦心，同学的苦练，终

于开花结果了。”

1957年是廖春远的关键之年。第

一，那年她17岁，还在念中学；文化部

选她和队友代表印尼，参加在莫斯科

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返印尼后，

即又选派她赴新加坡作文化交流并

在南大演出。第二，赴莫斯科之前获

得苏加诺总统的接见，总统惊讶她

们如何能把外地的十二花 舞跳得

如此精彩；她兴奋地回答：“我们跳

得有生气，队型变化也多。”苏加诺总

统“哦”了一声。第三，之前她在雅加

达曾跟英国毕业回来的石圣芳学习几

年芭蕾舞，这位老师后来回到中国，

她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在新加坡停

留一些日子，得到吴素妮的指点，提

升了芭雷舞的技艺。第四，结识南大

的马来舞爱好者，把出国前从第一位

舞蹈老师那里学到的苏门答腊伞舞、

椰壳舞和蜡烛舞，传授给热衷于马来

舞的南大生，从此与新加坡结缘。

在父亲眼中，她不过一个黄毛丫

头，走北闯南，自然担心她会荒废

学业，发出“不行！不行！”之声。但

廖春远不愧是女中豪杰，舞跳得好，

功课和考试也难不倒她，考试前常

常“读到凌晨四点，父亲看到这种情

形，也就不吭声了”。她说：“自幼随

名师Saudi	Bustami，Sofjan	Naan	

及Rosilawati习苏门答腊舞，到 厘

岛艺术学院Nyoman	Keller祖师及

Nyoman	Rideet习 厘舞，沉迷其

中，舞蹈之爱已深入骨髓，无法忘怀，

如十二花 舞组合，闻乐起舞，得心

应手，俨然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早期对新加坡马来舞贡献大

1959年她受新加坡文化部正式

邀请，从水路来新续缘，再次传授马

来舞和展开文化交流。“我和学员借

用旧国家剧场教导和排练，遇有演

出，我都安排了节目。新加坡自治初

期的文化气氛热烈，南大学生、马来

舞蹈团Sri	Warna的成员，纷纷前来。

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馆有什么活动，我

也带一批南大同学去表演马来舞。

还记得那次我表演一个新节目《情

怀未忘》(GADIS	TARANA)，又改编	

《伞舞》(TARI	PAYUNG)、《椰壳舞》

(TARI	TEMPURUNG)和《蜡烛舞》

(TARI	PIRING)。来了新加坡我才开

始编舞，所有舞蹈都经过改编，才付

诸排练和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我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旧日的马来舞，如

《弄迎》(RONGGENG)，左三步右三

步，动作缓慢，气氛低沉，而我在舞台

呈现的新面貌，是为了改变人们对传

统马来舞的看法。

当时南大同学之中有郑良生者	

（人称阿莫），经济系学生，也爱马

来舞，也是追星族。阿莫和阿春男才

女貌，兴趣相投，像马来舞中的男女

主角那样，彼此挨着，趋前又退后，

坠入爱河，于1960年注册结婚，成

为佳话。夫妻相濡以沫，坎坷中既成

全了阿春的舞蹈事业，又让阿莫在职

业生涯中有一道亮丽的光彩陪伴。

他是南大第一届学长，巧合的是，阿

莫和阿春都是咖啡世家，一个在雅

加达，一个在小坡梧槽区，异国鸳

鸯，从此游走于异国他乡。当天他们

夫妇俩在怡和轩接受访问，参加谈话

的还有《怡和世纪》编务统筹王如明

和马来文通吴诸庆。如果说阿春光芒

四射，阿莫更显得平易近人，他回忆

那个时期的文化场景：“新时代新气

象，不同民族间的关系特别融洽，学

习国语、跳马来舞、印度舞、华族舞

蹈，热闹非凡，比如邓亮洪，在大时

代的影响下，也跑去马六甲采风，编

了马来舞剧《马车夫之恋》，可惜终

究不能持久。”

阿春接过话：“在新加坡期间我

跟良生他们去马来西亚采风，在丁加

奴找到祖师Adnan宫女习宫廷舞，Cik	

Z.Ismai习马来舞，研究阿拉伯人带

到柔佛的Zapin舞，后来被推广到马

来西亚13个州。每个州的Zapin都不

同。我们看了很多，柔佛州编得最好，

有层次，其他州的Zapin动作拘谨，较

保守。加里曼丹和印尼群岛也各有

Zapin，但以占碑的Zapin最为开放，

女孩子可以滚地踢腿的，我把它改编

后推广。我们也发现吉兰丹的宫廷舞

(TARI	ISTANA)，还到新加坡岛对面

的布拉尼岛(PULAU	BRANI)，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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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民用的尖顶帽，回来编创一个尖

帽舞(TUDUNG	SAJI)，充分发挥尖

顶帽砍、戴、盛、螺的功能，造型、动

作变化丰富多样，被马来舞蹈团传

承至今，现在Sriwarisan仍在传授此

舞，不知道编舞者‘阿春’是何方神

圣，直到近半世纪后见了我问起来才

恍然大悟！他们说找了好久，真是踏

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教学相长，不断充实自己

1961年2月，她在新加坡期间，

进入芭蕾舞学院学习，在吴素妮老师

的细心指导下，她参加英国皇家芭蕾

舞考试，“考完后吴老师请我表演独	

舞Gaddis	Tarana	及	Serampang	12

给考官，英国舞蹈家里曼女士欣赏。

里曼观后对本地报章记者说：这是

她平生第一次在新加坡看到了真正

的马来舞，以前在他处看到的相比之

下“可说都是变相了的。”里曼女士

说：“真正的马来舞，使我完全入迷

地被牵制着。马来舞的美，美在它的

一切动作连贯融和，队型花样变而又

变，在流动中却又觉察不出任何一刹

那的变换。”		

廖春远也努力学习印度舞，教学

相长，不断充实自己。她强调舞蹈工

作者要重视一个民族的特点，不是

改头换面那么简单，“你的风格呢，

韵味呢？许多人不去研究。譬如印度

舞，一举手一投足，表现丰富，妙趣

横生；眼睛说话，魅力四射，连 厘

岛有名的‘三道湾’肢体语言都无法

比拟。”	

对待马来舞的态度，廖春远主张

传承中有创新。她说：“传统不能抛

五个舞蹈，亦为他们编了5个由浅至

深的舞蹈作为练习基础，现在还一直

传承着，令人欣慰。”

廖春远是由当年文化局长李炯才

当担保人，被邀到新加坡来的。“在

这之前，李炯才、李光耀和陈新嵘曾

以政府要员身份到过雅加达，不知道

为什么找上我，问我要不要再来新加

坡传授马来舞蹈。他们说我会华语、

英语和马来语，是发展新加坡马来

舞的理想人才。当时我才19岁，充满

活力，有很多粉丝，在编舞、传授、采

风、演出各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第

一年（1959）新加坡邦庆庆典，我和

良生他们一道还在政府大厦前的大

舞台表演马来舞呢。”

1961年前后，风云突变。郑良生

呈上结婚证书副本，申请爱妻长期

居留证，结果出乎意料，申请被拒，

短期居留证也不再延长。不解、惆

怅、愤懑之情交织，但他们直面现实，

不让牛郎织女的传说重演，不让别有

居心者的意图得逞，决定离开这片深

情的土地，离开这片马来舞之乡，离

开难舍的亲朋同道，奔向未知之路。

他们来到雅加达，阿春熟悉的城市，

阿莫做新客的地方。“不要紧，一切

从头来。为了生计，高中毕业，有印

尼血统的廖春远办起芭蕾舞学校，

规模很小，在家收生。学员年纪介于

5岁至18岁。良生呢，人生地不熟，就

在椰城深造，专注学业，最后考获经

济硕士学位。”

定居香港，困难中求发展

这期间，他们迎来第一个孩子，

廖春远无暇顾及马来舞。日子一天

天过去，平静的生活过不上几年，

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上台，实行暴

政，1966年他们再度游走他乡，这次
		1957年参加全印尼舞蹈比赛，初出茅庐的廖春远中学生团队，以精彩的	

“十二花踩舞”荣膺冠军。

弃，但一定要与

时并进。近两年

拉萨艺术学院有

个学生写博士论

文，想搞清楚为

什么新加坡的马

来舞，是由一个

印尼人来教导和

传授的。事隔多

年，传承过程中，

有的变味了，譬如

joget，有三种跳

法，不知怎么就

跳成一种。这次

我来了，向30多

名马来舞者作了

示范。Sriwana

希望我所传授的

舞，能成为他们

的马来舞的基

础。当初我在新

加坡一共教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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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旅居香港，最后从旅居变成定居，

一晃半个世纪。在香港这片陌生土

地，他们夫妇俩必须为生活而拼搏：

廖春远当会计员，郑良生找事做。

后来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跳舞的爱好

憋在心中，但平日仍留意香港的舞

蹈活动，有什么表演都争取去观赏。

她说：“那时香港刚开始校际舞蹈比

赛，发现很多人对东南亚舞蹈没有好

感，说三道四的，心里很不好受。文化

革命后期，有个当初回国的印尼朋友

李赞宏，考进了北京东方歌舞团，我

们小时候在一起跳舞，他从北京来

到香港，要上台表演，就拉我做他的

舞伴，这已经是1976年的事了。我重

新起步，剧团听说我会跳东方舞，让

我排练两个印尼舞蹈，表演后大受欢

迎。在香港遇到的第一个知音，影视

明星，香港资深老舞蹈家刘兆铭。他

看了我的表演后上前与我握手，赞许

舞蹈编得好，说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精

彩的印尼舞，鼓励我要坚持下去。”

廖春远感激刘兆铭的鼓励，但她

更忘不了南大同学陈继唐的拔刀相

助。陈继唐来自怡保，是南大学生会

两届秘书长，离校后从商，对文化激

情不减，已故。廖春远回忆说：“有

一次继唐经过香港，说我来到香港

好多年，为什么没有搞一场像样的

演出，我说我没钱又没有观众，票房

有问题，要亏本的。他问我需要多少

钱，我说如果他能招到10份广告，每

份600元，总共6000港元，我可以找

半官方的演艺中心帮忙。继唐回马第

二天就打电话给我，说广告的事已搞

定。别看这6000元，作用挺大，当时

人工才数百元。所以说，继唐是‘雪

中送炭’，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大好

人。我们演出一个晚上，之后活动、

表演频频，80年代发展成香港东南

亚舞蹈团，推出印尼、菲律宾舞蹈之

夜，结交一位菲律宾华裔友人，他知

道我教菲律宾舞、印尼舞、缅甸舞、

泰舞。之前我曾去菲律宾采风，学习

他们的舞蹈，回来就排练一组菲律

宾舞，还请一位老师到香港举办讲

座，开班授徒，搞了两回专场演出。

友人把我推荐给菲律宾文化部长，说

香港有一个东南亚舞蹈团，会跳菲律

宾舞。适逢菲律宾独立大典，我们受

邀到马尼拉。在那里，我排了一个代

表新加坡三大民族的鼓舞，有一位新

加坡的部长看了演出。在香港重新启

步之初，还多亏王庾尧及林亚梅教授

中国舞，在菲律宾随Larry	Gabao舞

蹈博士学习及研究菲律宾舞，还远

赴秦国皇家舞蹈学院学习及研究泰

国舞。两三年后，我又重新登上新加

坡这个分别近20年的岛国。

东南亚舞蹈团的独特地位

廖春远在香港创业的艰辛，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白天工作，养舞蹈

团。放工赶去买菜，接孩子回家，晚

上教舞蹈，回家后找音乐，往往忙到

凌晨两三点，夜苦短，日苦长。舞蹈

团训练学员从不收费，大家都靠兴趣

和热忱支撑下去。后来良生升职了，

薪酬提高了，默默支持，毫无怨言，减

轻不少后顾之忧。因为东南亚舞难度

大，要求严格，学员资历越久，水平愈

高。遇到出国演出，往往须提前一年

准备，慢工出细活，不这么做，能抓

住韵味、打动观众吗？”

1957年获选为印尼文化代表团成员，	
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夕，获苏加诺总统接见。

2007年率团代表印尼赴北京、山东交流，获前总统尤多约诺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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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现在，东南亚舞蹈团有

了自己独特的地位，演出地点主要

在香港。多年的努力改变了港人对

东南亚舞蹈的负面看法。印尼驻港

领事馆，经常请我们代表他们呈献

节目，观看后简直不相信我的演员

是港人。在2001年舞团与印尼第一

任总统苏加诺之子Guruh	Sukarno	

Putera的舞团在香港文化中心合作

演出。跳民族舞，一定要获得这个民

族本身的认可和接受！舞蹈团的名声

已远播，多次代表印尼文化部受邀前

往沈阳、内蒙古、山东、北京等地演

出。新马印三地更不用说了，如公元

2000年为马来西亚国际二千人传教

士大会编了二首歌，排练三大民族

和原住民文化特色的大型创意开场

舞(MALAYSIA	TRUELY	ASIA)及闭

幕舞爱的天地(DIKIR	PUTERA)，深

得马哈迪的赞赏。后来马来西亚旅

游部长黄燕燕女士来函致谢。我们

也远赴森美兰、马六甲、吉隆坡、太

平、怡保、槟城、古晋、诗巫等地，为

马来西亚独中义演。”

由于她对本地区舞蹈的的卓著成

就和贡献，2007年率团赴北京、山东

交流受到印尼前总统尤多约诺的会见

和祝贺，2016年9月她在雅加达接受

印尼现任总统佐科颁授“荣誉文化

勋章”，同年荣获印尼文化教育部文

化总局、文化遗产外事局颁给“为实

现开拓、传播、创新、继承传统文化

艺术大师荣誉奖”，为几十年来第一

位印尼海外华裔获得此奖。

廖春远是联合国文教组国际舞

蹈协会会员，菲律宾民族舞蹈协会、

香港文艺家协会永久会员。担任香

港东南亚舞蹈团、雅加达东南亚舞

蹈团、广州少年东南亚舞蹈团三地团

长、艺术总监及编导。历任香港校际

舞蹈比赛及香港舞蹈公开赛东方舞

蹈评判主席，曾受聘为香港第十届亚

洲艺术节节目统筹及顾问，并应港、

粤、新马各地就东南亚舞蹈特色作专

题讲座和示范，积极充当文化交流的

桥梁，多次策划筹款舞蹈汇演，率团

在东南亚为当地慈善机构义演。她平

生致力于收集、研究、提升东南亚舞

蹈艺术，创作及编导超过70个舞蹈。

最近一次是应新加坡华中校友

会的邀请，在华中剧场举办两场盛

大演出，年逾七旬的廖春远女士，在

舞台上翩翩起舞，把马来舞跳得如

此经典，如此活泼，她步履轻盈，体

态婀娜，风格突显，韵味十足，不由

得让人想起她说过的话：“今天的时

代已经和几十年前不一样了，所以我

的作品也和从前不同，吸收更多新

的东西。”

话题最后转入新加坡舞蹈界现

状。谈到马来舞，她说道：“不要单纯

模仿中国舞蹈，加入太多不合适的技

巧。编舞者须考虑这个民族的信仰、

习惯、情趣等。我注意到现在新加坡

马来舞蹈工作者，把华族舞蹈搬入马

来舞，没有经过消化。他们要新加坡

化，要统一成新加坡文化。这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当三大民族互相交往，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自然形成一

种文化。现在生搬硬套，我觉得没有

意义。这里的马来舞蹈团体，每年都

请我看他们的表演，发现问题，提出

意见。应该说，他们是在传承，但没

有再去发展，不容易得到友族的认

可。我想，这与三大民族舞蹈界各搞

各的，说是有交流，但很少机会在一

起共同工作有关。还有一些人觉得他

们在搞新加坡文化，穿娘惹的服装，

故事也采用新加坡的，穿插其间，但

缺乏相关元素。娘惹有自己特殊的、

不同的舞蹈元素，他们没有去发现，

跳起来像芭蕾舞、现代舞，不能给人

生动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办法，非

靠政府帮助不可。这就是为什么我觉

得香港的自由环境，对我更适合。”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以马来舞

为特色的廖春远东南亚舞蹈团，会落

户在香港，而不是新加坡。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6年9月，印尼总统佐科颁与她“荣誉文化勋
章”，同时还获印尼文化教育一部文化总局文化
遗产局颁发的“文化艺术大师荣誉奖”，以奖励
她为“开拓、传播、创新、继承传统文化艺术”
所作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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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图书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双语出

版社，34年来出版书籍逾千种，绝

大多数是漫画版故事书，而创办人林利国

本身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见识穷困的含义

林利国在海星女中完成中学教育

后，1972年进入新加坡大学（国大前身）社

会科学系。那天接受《怡和世纪》访问时，

她说父亲希望她能掌握双语，因此她进新

大不进南大，无形中给她造成很大的学习

压力，幸好她还能刻苦应付，在大学第二年

时，在各方面都能赶上其他同学。

那时候新大的学生活动蓬勃，项目也

多，她在大学第三年加入新大中文学会华

乐队，从此扩大了生活圈子。

1974年第三学年开始，她参加学生会发

起的赈济孟加拉水灾灾民活动，同学们穿街

走巷，分组到多个组屋区收集旧衣物，活动

也得到社会人士的热烈支持，几天内便筹集

到42卡车的衣服。也就是在这次活动里，她

结识了学生会主席陈华彪。

不久，邻国马来西亚新山市郊的达昔乌

打拉地区，发生百多户马来家庭被迫迁的

事件，因为发展商要把那里发展成高尔夫

球场。她与一百多名新大同学前往支援村

民，反对逼迁。

“那天，我真正认识到穷困的含义，他

们拥有的算是什么住家！木板屋是那么的简

陋破烂，而无良的建筑商还把屋顶拆除。我

看到一大群马来妇女、老人和小孩，哭成一

团，多么凄惨的景象，可是大批警察称他们

为非法居留，还挥舞着木棍赶人。”

林利国以坚定的眼光看着我们说：“这

次的经历是我人生的转捩点。每次回顾人

生历程的时候，当年那位号召公众支持木屋

区居民反抗逼迁的马来大学生的样子，总会

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马大学生会秘书长希沙慕丁	• 莱士的

演讲总是那么激动人心，他说：我们祖国那

亚太图书的背后

林利国理想主义余温未尽╱	文		:  邹文学

林利国林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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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富裕，人民却是那么贫穷！”她于

是立下决心，要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

的民主社会而努力。

这个事件，也致使新大学生会第

二十八届会长陈月清及数位马来西

亚籍同学被驱逐出境，这些同学被剥

夺了学习的权利。之后，陈月清不幸

被马来西亚当局以内安法令扣留。那

时候第二十九届学生会主席陈华彪，

也因被指涉及破坏新兴工业工友联

合会会所的设施而被判入狱。

当选学生会理事

1975年7月学生会改选，林利国

当选社工组理事。学生们还是本着

关怀社会的心态，继续积极参与各

种社会活动。

“我们主要帮忙被迫迁的乡村

居民争取合理赔偿，包括找律师，为

他们填写各类申请表格。”她记得当

年他们活动的范围，包括金文泰、兀

兰、蔡厝港和林厝港等地区。

后来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为新加坡

国立大学（国大），新大学生会解散。

利国也响应学生会号召，前往市政厅

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关闭南大和

解散新大学生会。

“我在新大进入第四年后，几乎

没去上课。不过，毕业前，仍有中文系

教授鼓励我完成学业，最终我没获得

大学文凭。”她估计那时候像她这样

的学生约有十几个。

大学念书虽然常旷课，利国求知

的欲望却没减少，除了在社会实践中

增广见闻，也阅读了不少有关时局分

析、哲学理论和历史的读物，对于未

来的社会有了自己的愿景与憧憬。

离开大学后，经过一番社会运动

洗礼的利国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

都觉得应该有个地方方便今后联系。

他们集资在女皇镇购物中心开了家英

文书店星明（Single	Spark	Creation	

Corner），由她当起书局的负责人。

“我们的书店后来成了许多人包

括留学生碰头的地点，书店见证不少

事情，留下历史的痕迹。”八十年代

经济迅速发展，店铺租金高涨，为了

节省开支，书店搬到组屋区，后来在

1987结束营业。1983年，利国已成

立亚太图书出版公司，开始经营图书

出版及批发。

1987年坐牢七个月

八十年代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中国的开放政策，中南半岛在

美国势力离开后演变的局面……许多

事情使利国感到困惑。1984年她到德

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之后到伦敦，

顺便见了时已流亡伦敦的陈华彪，与

他分享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与感受。

陈华彪劝她不要气馁，鼓励她继续参

与社会活动。

回国后恰逢1984年的国会选举，

利国报名参与了惹耶勒南领导的工人

党竞选活动，有些同学选择声援詹时

中领导的民主党。在这过程，她结识

了不少受英文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

其中有些是在教会活动。1987年的一

天，她和当中一批人突然在政府所采

取的一项光谱行动下被扣留。她在拘

留所待了七个月。2017年恰好是光谱

行动的30周年纪念。

对林利国来说，光谱行动无疑是

一种锻炼，她庆幸还能坚持自己的人

生理念，也觉得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许

多。她相信，除了政治活动，她还能以

其他途径服务社会。她于是决定发展

图书出版事业，向青少年儿童传播多

元文化的精华，促进各民族的了解。

她父亲林子勤显然也支持她的选

择。她回忆说：“我爸爸在我扣留五个

月后，有一次来监牢探望我时带来一

套文房四宝，他说练书法习字可稳定

情绪，不胡思乱想。”					

亚太图书  骄人业绩      

林利国说：“在扣留期间，我都是

单独监禁，不能阅读报纸，也不能看

电视，只能读文化方面的书籍。我从

许多古文得到启发，如文天祥的《正

气歌》。蔡志忠的《禅说》，给我的感

受也很深，有助于我培养既来之则安

之的心态，使我静下心思考人生。”

她出狱后便立即联络蔡志忠，

买下他许多哲学著作的英文翻译版

权，如《孔子说》和《庄子说》等，反

我们看得出，她双眼闪烁着一线尚未燃烬的理想主义的余晖： 
那正是林立国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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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都很好，轻易就卖出一万本。亚太

图书接着出版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及	

《封神榜》等神话传说巨著的英文

漫画书。后来则以儿童为对象，邀请

本地及中国漫画家创作宣扬传统价

值观的“成功美德系列”，以及绘画

本的《弟子规》和《三字经》等。此

外，也把许多中国历史名人故事以绘

本出版。

林利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以

中英文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

侣》和倪匡科幻小说《卫斯理传奇》

的漫画版。前者后来还以韩文、泰文

和印度尼西亚文出版。她指出，亚太

图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漫画形式，生

动地向读者呈现东方的哲学思想、

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精粹，题材则包

罗古典名著、文化历史、神话传说以

至科幻武侠等。

“我们也有邀请专家翻译外国

人写的新马当代历史专著，如陈新才

及张清江翻译的《新加坡历史原貌

1275-1971》及《真相：新马二战沦

陷揭秘》。亚太图书开始营业时，是

向外国书商购买书本版权，不久，却

是外国书商（主要是中国书商）转而

向亚太购买版权，如今亚太卖出的书

籍版权已超过600本。”

“可是，这一切又算什么呢？”

谈到这里，林利国突然短叹一声，若

有所思地说：

“昨天（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

命100周年纪念日，我坐在电视机前

观看有关的历史节目，思潮起伏，不

断反问自己：到底我们从哪里来？又

将往哪里去？”

我们看得出，她双眼闪烁着一线

尚未燃烬的理想主义的余晖：那正

是林立国的力量所在！

林利国的先父林子勤，是新加坡

华社知名人士。五十年代初，他加入

由一批华社精英组织的民主党，后

来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在林

德宪制下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获

选为樟宜区立法议员。

他是1956年前往伦敦参加宪

制谈判的新加坡代表团团员，也是

1955年成立的“各党派九人华文

教育调查团”的团员。1959年自治

政府立法议会选举，他以独立人士

身份参选，败给人民行动党的张福

源。退出政坛后，林子勤从事金融

与地产业。

利国特别尊敬父亲对华族文化

和华文教育的真心爱护。早在1946

年，林子勤便与一群好友，在勿洛

创立了勿洛公立中华公学，还亲自

为校歌撰写歌词。利国的二姑林子

长期执教圣尼格拉女校，后来担

任德兰中学校长。利国说，正是这

位热爱文化教育事业的二姑影响了

他们父女，让他们一直把教育与文化

事业放在心上。

林子勤反对南大与新大合并。利

国从父亲的遗物检出他当年写给李光

耀总理的一封信，谨摘译片段如下：

“过去几天，报章陆续报道了新

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合并的消息，

它引起我对这件国家大事的深刻关

心。……我要承认我可能不了解细

节，……我不能支持你所说的合并理

由：师资不足，缺少好学生。

	“最不幸的情况是，创立者是已

故的陈六使，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加

上共产中国在你内心笼罩的阴影，影

响了你的决定。

“我希望你不要推行两校合并的

建议，应有很多人不认为这样做符合

国家利益。”

作者为本刊编委

父亲林子勤是华社知名人士

1959年林子勤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樟宜区立法议员选举，
败给人民行动党的张福源。

林子勤和二姐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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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5日，瑞典学院发布当年诺

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10月5日，10月份

的第一个星期四，这是该文学奖完全正常

的公布时间。

上年推迟了一个星期公布，特别是出来

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结果，引起纷纷扰扰的

种种猜疑。言者言之凿凿，总归真假难辨。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石黑一雄

评奖结果揭晓当天，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萨拉•达尼乌斯（Professor	Sara	Danius）

宣布：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肯定他“以小说的强

大情感力量，揭示了人与世界联系时所生虚

幻感下的深渊”。

瑞典学院的文告内容与此大致相同，但

称呼石黑一雄时冠上了“英国作家”或“英

文作家”（the	English	author）四字（或按

英文应说三字）。

达尼乌斯随后接受记者访问，进一

步形容石黑一雄的文风是奥斯汀（Jane	

Austen）与卡夫卡（Franz	Kafka）的糅合；

不过，还得“加进一点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再搅拌一下”。

消息一经公开，石黑一雄迅速成为舆论

关注的焦点，记者启动键盘进行网络搜索

的目标。

诺贝尔奖官网上的石黑一雄

诺贝尔奖官网对本届文学奖得主，作了

这样的简介：

石黑一雄
很多是和很多不是于此聚焦╱	文		:  林			康

（图：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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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1954年11月8日在日本

长崎诞生。五岁时，全家移居英国；

他一直到成年后才有机会回到出生

的家乡访问。1970年代末，石黑一雄

进肯特大学主修英文与哲学，毕业

后转到东安格利亚大学进修创意写

作硕士。

1982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群

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随

后全职从事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和

第二部长篇《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都以二战数

年后的长崎为背景。石黑一雄最常经

营的主题：记忆、时光与自我欺瞒，此

时早已出现。上述主题，在他最著名

的小说《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里，表现得尤其彰显。	

《长日将尽》拍成同名电影，由安东

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饰

演尽职的管家史迪文斯。

不受（所处理）事态干扰，十分克

制的内敛表达，形成石黑一雄的叙事

特点。与此同时，他新近的创作却出

现奇幻色彩。在《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他反乌托邦的作品中，

石黑一雄把科幻小说的冰冷暗流带

进了自己的书写。从这部小说，连同

他的若干其他作品，也让人觉察到音

乐在其中的作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

子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夜曲：音乐与

黄昏的五个故事》（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音

乐在他从事人物相互关系的描述时，

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

他最新的长篇《被埋葬的记忆》

（The	Buried	Giant），写一对年迈夫

妇踏上艰辛的旅途，在古老的英国大

地长途跋涉，渴望和失散多年的成年

儿子重聚。这部作品对记忆与遗忘、

历史与当下、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关

系，展开了让人动容的求索。

除了八本书（七部长篇和一个短

篇小说集），石黑一雄也为电影和电

视剧编剧。

（八本小说外，石黑一雄其实还

出版有两个剧本。）

石黑一雄名下作品

•  长篇小说《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1982年；

•  长篇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年；

•  长篇小说《长日将尽》（The	Re-

mains	of	the	Day），1989年；

• 长篇小说《无可抚慰》（The	Un-

consoled），1995年；

• 长篇小说《我辈孤雏》（When	We	

Were	Orphans），2000年；

•  剧本《世上最悲伤的音乐》（Sad-

dest	Music	in	the	World），2003

年；

•  长篇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年；

• 剧本《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2005年；

• 短篇集《夜曲》（Nocturnes: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2010年；

• 长篇小说《被埋葬的记忆》（The	

Buried	Giant），2015年。

贰

从本文命题的“是”与“不是”这

角度出发，以上诺贝尔奖官网对文学

奖得主的介绍（含奖项宣布），当然

可归纳为瑞典学院给予石黑一雄的

极大的“是”。

然而，事情但凡牵扯到文学，总

不会那么直截了当。假如曲引瑞典学

院的说辞，可这么说：一碰文学，是马

上就要落入“人与世界联系时所生虚

幻感下的深渊”的。

这里，从官网“极大的‘是’”，抽

剥出来很多“是”和很多“不是”的纠

缠，逐一铺陈如下：

获奖是不是实至名归

萨拉•达尼乌斯2015年6月接任瑞

典学院常任秘书。

她接任当年，文学奖颁给阿列克

西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

一位从事口述历史与报道文学写作

的白俄罗斯作家，让文学界深感意

外；2016年，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

（Bob	Dylan）是美国创作歌手，揭

晓后文学界更是一片哗然。

由于有过上两年的“恣意”抉

择，达尼乌斯针对这一届评选结果，

在回答《卫报》（The	Guardian）时

郑重地说：“瑞典学院已经选出了我

们认为绝对杰出的一位小说家”，她

希望这个授奖决定可以“让全世界

都满意”。

文学的事，要“让全世界都满意”

太难。

譬如在中文世界里，从事文学评

论的白烨，就不单止表示石黑一雄

获奖很令人意外，还认为诺贝尔文学

奖去年（2016年）游离了文学性，今

年（2017年）又远离了权威性（选择

日裔作家竟然不是村上春树而是石

黑一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光

环正在褪却。说得仿佛文学评奖该

比销量和“人气”，否则就是丧失权

威、光环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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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作家蒋方舟也说，消息传

来“我和阎（连科）老师都挺吃惊

的……相对于（英国文学移民三雄）

其他两位，石黑一雄的写作并没有那

么惊艳”。

英国小说家威尔•肖夫（Will	Self）

则一贯“悲情”地说：“他是好的写

作者，我也承认他是个可爱的人，但

把桂冠压在视野如此奇特的此人头

上，这个奖能为我们的文化重建小说

正道才怪。”

但无论如何，石黑一雄得奖引起

的争议，毕竟相对不多（对比以往，特

别是鲍勃•迪伦获奖的上年）。

由于同为日裔作家，评奖结果公

开后直接被拿来比较的村上春树，

对石黑一雄就有很正面的评价。他

说：“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拥有石黑一

雄这样的同时代作家是一大喜悦。而

作为一个小说家，拥有石黑一雄这样

的同时代作家则是一大激励。在心里

想象他下一部将写出怎样的作品，其

实就是在内心描绘自己下一部将要创

作怎样的作品。”

加拿大文学家，小说《英伦情

人》作者安达杰（Michael	Ondaat-

je）知道消息后，为瑞典学院的决定

感到兴奋。他表示石黑一雄是一个

如此“罕见而神奇的作家，每一部作

品都给我带来惊喜”。

奈保尔（VS	Naipaul）早于2001

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如今鲁西迪

（Salman	Rushdie）成了英国文学

移民三雄中唯一没有（或还未）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虽然他持续是

博彩公司获奖预测名单上的热门人

选）。对石黑一雄获奖，鲁西迪这样

表示祝贺：“恭喜我的老朋友石黑，

自看过《群山淡景》后就很欣赏他的

作品。石黑也玩吉他也创作歌曲，鲍	

勃•迪伦可以翻过去了。”

《纽约时报》介绍新得奖人的

报道，有这样的论述：“瑞典学院过

去曾被批评利用文学奖来发表政治

声明，这回他们选择了石黑一雄，着

眼点倒似乎纯粹是文学成就。”还

说：“石黑一雄作为一名写作者，很难

得同时受到批评家与学者们的喜爱，

在商业上也成功；他的作品被广泛阅

读，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他的小说

单在美国就卖出了不只250万本。”

是英国作家抑日本作家或者 
都不是

瑞典学院的文告，把石黑一雄称

为“英国作家”或“英文作家”（the	

English	author），其实只是他英国

国籍或以英文写作的一个简单的事

实陈述。

比较关心石黑一雄国家归属问题

的，主要似乎还是日本的媒体。

日本报章报道石黑一雄得奖的

新闻，大多突出他的日裔身分，强调

他和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两位先

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之

间的某种联系。譬如，《朝日新闻》

报道他得奖，把标题打做“继川端、

大江足迹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

一雄”；《每日新闻》的报道，标题则

作“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获诺贝尔

文学奖，感谢与川端、大江的纽带”。

石黑一雄获奖当天在伦敦的记者

会上，应邀向日本读者发言时说：“我

在英国成长，在英国受教育，但我看

世界的眼光，我的艺术处理取向，有

很大一部分是日式的，因为我是由日

本人、说日语的父母亲带大的……我

总是透过父母亲的眼睛看世界。”然

而，针对他认为自己到底是英国作家

还是日本作家的进一步追问时，他

表示无法准确回答，“因为我不知道

英国作家和日本作家在概念上有什

么不同，我只觉得自己从来都是一

名个体写作者，我生长在日本和英

国，当然受到了国际环境中所有因素

的影响。”

由于同为日裔作家，评奖结果公开后直接被拿来比较的村上春
树，对石黑一雄就有很正面的评价。他说：“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拥
有石黑一雄这样的同时代作家是一大喜悦。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拥
有石黑一雄这样的同时代作家则是一大激励。在心里想象他下一
部将写出怎样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内心描绘自己下一部将要创作怎
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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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最早的两部长篇（分别

于1982年与1986年出版），都以日

本为背景（其中，《浮世画家》里两

姐妹的名字，都取自日本电影大师小

津安二郎经典三部曲中的两姐妹）。

三十年后，因为南斯拉夫各民族之

间的战争和非洲卢旺达发生种族屠

杀，他创作了《被埋葬的记忆》。这部

2015年出版的长篇，把背景放在古老

的英国大地，但触动他创作动机的战

争与种族屠杀，和他因日裔的身分对

某些事物格外敏感，未必没有关系。

（此书关于一个民族遗忘了屠杀他族

记忆的情节，曾被指影射日本对二战

侵略暴行的集体失忆，受到若干日本

学者的大力抨击。）

不过，他把小说安排在无从查究

的时空里，摆脱现实具体事物的牵

绊，当然也是他立意成为“国际化作

家”的体现。

他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

说：“我不喜欢用品牌名和其他文化

参照物说事，并不仅仅因为这些无法

在不同地理方位转化，这些也很难适

用于不同时间。三十年后，它们将变

得毫无意义。你不只是写给不同国家

的人看，你是写给不同时代的人。”

针对自己的“立意”，他曾经如

此陈述：“什么是国际化小说？我认

为是这样的作品，它涵盖对世上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都具重要意义的生活景

观。（国际化小说）可以关心穿梭往

来于世界各大洲的人物，也可以立足

于小地方从容地安身立命。”

关于作家的国别归属问题，也许

正如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日本学者沼

野充义说的那样，“诺贝尔文学奖的

评选进入了新的时代，对得主以国籍

划分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

谁和谁是不是石黑一雄的师承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赞词，石黑

一雄的小说书写，从此将被牢牢地

和奥斯汀、卡夫卡、普鲁斯特捆绑在

一起。实际上，石黑一雄的作品，此

前也常被拿来和鲁西迪、奥斯汀与亨	

利•詹姆斯（Henry	James）相比，不

过他对这样的比较表示抗拒。

他的小说经常使用第一人称叙

事，利用个人视野和记忆有局限的特

点，在推进时刻意遗漏某些细节。他

倒是坦诚这样的叙事手法来自夏洛

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小

说《简爱》的作者（一位瑞典学院列

举石黑一雄师承时未提及的英国女

作家）。

他的第四部小说《无可抚慰》，

叙事风格和前三部作品比较出现极

大变化。走马灯般出现的人物，梦魇

似的诡谲场景，普遍被认为十足的	

“卡夫卡”。可是，石黑一雄在所有

和自己师承相关的谈话中，从来不曾

提起卡夫卡，叫人不解。

至于普鲁斯特，石黑一雄承认自

己在文学上确曾受过陀思妥耶夫斯

基（Fyodor	Dostoyevsky）和普鲁斯

特的影响。可是，认为普鲁斯特的影

响被夸大了。

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他

对普鲁斯特没有表现得毕恭毕敬：	

“老实说，普鲁斯特除了开头部分，

我发觉他过于平淡无味。普鲁斯特的

问题是，你有时读到一个精彩绝伦的

片段，接着却就要面对两百页彻底的

法国式势利，上流社会的小九九，那

种纯粹的沾沾自喜。如此这般，没完

没了。但是，只要他一触及记忆，他可

以随时变得非常优美。”

石黑一雄说，“我不确定他（普

鲁斯特）处理记忆的方式和我的一

样”，尽管如此，石黑至少没有否认

受到普鲁斯特的启发，“他非常擅于

捕捉记忆的情感本质。我想正是他

促使像我这样的人，开始动念要书

写记忆。”

（图：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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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涉各种文体与类型背后的真相
或本质

瑞典学院指出，石黑一雄的创

作，自《长日将尽》以降“出现了奇

幻色彩”。

《纽约时报》也说，“石黑一雄

是个在文学上反传统的人，他的小

说，遍涉各种文学类型，如侦探小

说，西部、科幻与奇幻小说，乃至各

种流派。”

《无可抚慰》1995年出版后，

评论认为这部超现实、梦魇似的小

说，属于“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sm）作品。2000年的《我辈孤

雏》，被视为侦探小说。到了2005年

《别让我走》面世，即便小说的时间

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仍被认定是

作者另一次的文体转身、跨步进入科

幻小说领域之作。

石黑一雄最新的小说《被埋葬的

记忆》，再一次挑战读者的预期。这

本书讲述发生在古老英国的一个奇

幻故事，书中有食人魔、有西洋龙等。

与此同时，此书也是探索纠缠作者一

生的各种主题的一个寓言，包括思考

个人与集体记忆的脆弱本质。

中国旅英先锋小说家马建撰写	

《文学记忆与怀归——移民与流亡之

间的石黑一雄》，认为《被埋葬的记

忆》书中人物“生活在失忆的雾中”，	

反映了“石黑一雄面临的流亡心	

态”，“他试图填补民族记忆空白。尽

管身居伦敦，遥远的故国，会从他血

液里散发着叹息”。马建在此，看见

石黑一雄从“移民作家”向“流亡作

家”转型的过程。这是马建发出的赞

誉，因为（马建说）“流亡作家把自己

低调处理为移民作家，那仅是人生

的成功，文学则是失败的。相反，从

移民作家走向流亡作家便证实了文

学存在的真谛”。

石黑一雄仅前于《被埋葬的记

忆》创作的《别让我走》，经常被贴

上科幻小说的标签，因为这是一个

诉说“复制人”无望处境的作品。书中

主要人物，是海尔森寄宿学校（Hail-

sham）的三个好友，这些不知来处的

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发现自

己是“复制人”及作为“复制人”的宿

命：成年后成为器官捐赠者，捐赠三

四次后生命“完结”（complete），	

无可逃脱。

台湾文学家郝誉翔介绍此书，

说“石黑一雄透过不疾不徐的笔法，

缜密的写实技巧，情节丝丝入扣，布

置紧密，不但充满了悬疑和推理的

魅力，更被赞誉是他写作迄今以来，

最为真挚动人的一部作品”。这部作

品，采用石黑一雄惯用的第一人称叙

事，通过叙事人对童年往事的回忆，

缓缓揭开叫人不寒而栗的真相。由

于叙事人个人视角的局限，以及整理

回忆碎片需要时间，许多细节是在屡

遭蒙蔽后才逐步坦现的；郝誉翔说的	

“悬疑”和“推理”，无不着力于焉。

假如说，石黑一雄在作品中一

再处理的记忆、时光与自我欺瞒这

些主题，惯常落脚在“帝国”和“阶

级”等延伸出来的“实地”，《别让我

走》在这方面，无疑表现得尤其彰

著。书中的小孩，那些“复制人”；这

些人连生命都不属于自己，比“一无

所有”更加一无所有，毫无机会、无

处可逃的宿命，无由地叫人联想到	

《国际歌》唱出的“奴隶”处境。但

这是抽去“起来”的《国际歌》，因为

书中的孩子们没有反抗的选项，只有	

认命。

说到石黑一雄的遍涉各种文学

类型，《别让我走》让人想到写阶级

的普罗文学（也许得加上“另类”两

字，因为小说中没有通常伴随着普罗

文学会有的“起来”行动或呼声）。

然而，就本质来说，文学真正的

作用不在“移入”，而在启迪思考。没

有“光明尾巴”的灰暗结局，有时候，

也许更具启迪的力量。

另类的普罗文学，即便另类总还

是普罗文学。至于能不能安到石黑一

雄身上，那就再看吧。

作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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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五十多年来第一次跨越这道高墙啊！

56岁的朱文圭提起脚，犹疑了一会，转

过头；后边的田太监向他挥挥手，示意他走

出去。朱文圭仍迟疑，太监笑说：“是皇上

下的谕旨啊！你还怕啥？”

朱文圭略放心，走了两三步，又停下来。

后边太监问：“又怎么了？”朱文圭转过身，

说：“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太监无奈：“随

便什么地方，随便哪里，走走看看啊！这是

你五十多年来第一次跨越这道高墙啊！”

朱文圭没继续走，经这么一说，情不自

禁地抬起头。第一次，从外部看这道高墙。

没啥特别，与他在里面看到的一样，就是

一道褪色的枣色城墙，他在墙里住了54年。

朱文圭有太多疑问，所有的问题最终指向皇

上，皇上为什么要释放他？皇上所有的动

作，最终只有一个可能。

要朱文圭的命。

“有天命者，任自为之。”

皇帝释放朱文圭其实没太多理由，也

没想要朱文圭的命。朱文圭的命不值钱，何

况皇帝刚杀了他当皇帝的弟弟身边的不少

重臣。释放朱文圭，只因皇帝又当上皇帝。	

之前，皇帝被弟弟幽禁了七年。

皇帝再当上皇帝几天后，想起还有个远

房叔叔朱文圭被关了五十多年，于是告诉

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李贤：“亲亲之

意，实所不忍。”李贤大加赞赏，说：“此尧

舜之心也。”

皇帝奏请太后，母亲答应。倒是皇帝身

边的人担心，放了朱文圭会出事。皇帝却

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是嘛！如果朱

文圭是真命天子，就让他当皇帝。对一个复

位的皇帝，这番话除了表现个人的自信与气

度，也是对生命多变的释然。

当上皇帝十天后，即1457年11月12日，

明英宗下诏，“释建文君子孙，安置凤阳。”

明朝没有几个好皇帝， 
所以明史特别“精彩”。

明朝没有几个好皇帝，所以明史特别	

“精彩”。明朝的第六名皇帝，明英宗朱祁

镇九岁即位。1449年的中秋节，22岁的英

再见！广安宫　　╱	文		:  谢裕民



怡
和
艺
文

102 	怡和世纪第三十四期

宗听从太监王振的话，亲征北方的

瓦剌，却在土木堡兵败被俘，史称“

土木堡之变”。

英宗的祖母张氏送赎金到瓦剌

给首领也先，并令比皇帝小一岁的同

父异母弟弟朱祁钰监国。也先准备留

住提款机慢慢索钱，张氏三个星期后

不见孙皇帝，立朱祁钰为帝。

玩输的也先也不想留住没用的

筹码，一年后将英宗这颗球踢回明

朝。接到烫手山芋的景帝朱祁钰，原

本不想当皇帝，做了皇帝后却不想下

台，将英宗软禁在燕京紫禁城东华

门外的南宫。1457年，景帝病重，	

11月2日，朝廷兵变，英宗复位，史

称“夺门之变”。

明朝没有几个好皇帝，英宗也不

是。但对朱文圭，英宗是。

朱文圭认为英宗想杀他， 
因为两家有世仇。

朱文圭认为英宗想杀他，因为两

家有世仇。朱文圭的父亲建文帝朱

允 为明朝第二位皇帝，大明开国皇

帝朱元璋的长孙。1402年，建文帝的

四叔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

难”，攻下南京。建文帝与长子朱文

奎不知所终，皇后马氏自焚身亡；建

文帝次子，两岁的朱文圭被四叔祖禁

锢于中都凤阳。朱棣也拭杀建文帝近

臣与家属万多人。

之后的中国明朝史朝明成祖世

系展开，朱文圭在凤阳经历五朝皇

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

宗，再回到英宗，皇帝从他的叔祖变

成堂兄弟再变成侄儿。没有人关注，

还有个从婴孩就开始牢狱人生的建

文帝后人。

朱文圭认真地说： 
“我没地方住。”

抬头看了高墙后，朱文圭转身看

见他的未来——漫漫无尽长路。他

又转回身，走进高墙里。

田太监看呆了，喊：“你干嘛呀！

建庶人。”

朱文圭认真地说：“我没地方

住。”

太监失笑：“你想我们这些在皇

帝下边做事的奴才，会如此鲁莽吗？”

看着朱文圭不信的模样，说：“早就

准备好了。大明王朝地广财多，怎么

会缺住的地方。”

朱文圭仍认真地端详着田太监。

“你不相信我？好！你准备好

了，我就带你去，顺便看看皇城。”田

太监说：“都说大明三都，中都最具

规模。”

1397年营建完成，但中都未曾作
为京师，逐渐荒废。

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结束元朝

近百年的统治后，认为京师南京离中

原太远，不利于统治。隔年，于当年

起义的濠州，今日安徽省凤阳县，营

建都城。中都于1370年开始建设，

三年后基础建成，再过两年，因工匠

暴动，明太祖杀了工匠，也觉得浪费

钱，放弃中都，改建皇陵。1397年营

建完成，但中都未曾作为京师，逐渐

荒废。

中都自内向外，由皇城、禁垣、

中都城组成。皇城相当于两京的宫

城，禁垣则相当于两京的皇城。禁垣

东侧有一广安宫，实为监狱，专禁锢

明朝罪宗，人们都称它为“高墙”。	

高墙备“高墙军”看管，分东高墙（九

宅）、中高墙（十三宅）、西高墙（十九	

宅）、四高墙（七宅）和五高墙（十宅）

五处。《凤阳新书》载：“崇垣深渠，

门楼敌台，不减郡县城郭规制，且在

宫阙左掖，五墙不时修葺。”

“走了”是去世抑或搬走了？ 
朱文圭没问。

朱文圭经过一处高墙，也不知是

哪个宅，田太监说：“你两个叔叔以

前就住这里附近。”

“现在呢？”

“走了！”

“走了”是去世抑或搬走了？朱

文圭没问，他不知道父皇有多少兄

弟。他知道的，就是身边太监偶尔告

诉他的。不知道英宗的“释建文君子

孙”，包括他们吗？

太监又说：“你搬走了，这里就没

人住了。”

皇帝怀疑有宗人意图谋反。

朱文圭的祖父朱标有五个儿子。

长子雄英八岁早折，次子允 为朱文

圭父皇。朱允 21岁即位后，封三弟

允 为吴王，四弟允 为衡王，五弟

允熙为徐王。

四年后，四叔朱棣攻进南京，给

三个侄儿新封号，24岁的朱允 为

广泽王，17岁的朱允 为怀恩王，	

13岁的朱允熙为敷惠王。四叔要三个

侄儿广泽、怀恩、敷惠。

朱允 与朱允 随即废为庶人，

禁锢凤阳。朱允 于1417年突然死

亡，朱允 几乎同一时候去世，因为

皇帝怀疑有宗人意图谋反。朱允熙比

两个哥哥走得早，他领着新封号随母

亲住入父亲朱标的陵寝，四年后陵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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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火被烧死。朱允 的后人当然也废

为庶人，大概父皇建文帝的关系，朱

文圭也被叫作“建庶人”。

他辜负了第一个太监。 
他必须辜负。

从高墙到东华街，朱文圭禁不住

地兜入禁垣瞧瞧，看看皇城如何神

秘、伟大。也就看那么几眼，所有的

建筑与他住的高墙一样，人在其中，

只显得渺小，而且，建筑大到无藏身

处。朱文圭16岁试过逃离高墙，还没

离开五墙，就被逮着。那时应该还是

杀父仇人四叔祖当皇帝。被捉回来

后，毒打、逼供是肯定的，朱文圭的

右脚从此一拐一拐，留下生命中无法

磨灭的缺憾，而且还饿上几天。太年

轻了，知道身世后，悲愤填膺，准备牺

牲，报仇。可怜看守的太监，从此“失

踪”。36岁那年，朱文圭也想过逃亡，

但他根本没步出过大牢的大门，怎么

逃？那时谁当皇帝？不知道。

宫中无岁月，连谁当家都不晓得，

别说个人年龄。所谓16岁与36岁都是

听太监说的或追算回来的。倒是记

得，自有记忆以来，看守他的有三个

太监；也三次换了两个住处。16岁到

36岁处于个人监禁，一个小房子，没

遮隐，吃喝拉撒都在监视中，春夏秋

冬在大自然中求存。看守他的王太监

不想犯第一个太监——抱歉！忘了他

的名字——的错误，昼夜守着他。他

在小房子无聊时，每每想起第一个太

监，这太监应该是他的保姆，从五岁

就陪着他。“五岁”是那个太监说的，

太监第一天看到他就说：“哎呀！真

快啊！一晃就五岁啦！”之前还有谁，

记不起了。这第一个太监还说了他的

另一个年龄，他一直记住。在他逃跑

被捉回来后，太监失望地说：“孩子

啊！都16岁的大人了，干嘛还干这种

事？”是的，他辜负了第一个太监。

他必须辜负。

再次听到数字是田太监说的。他

从王太监监管的牢房，换回16岁之

前住的地方，接他的是田太监。田太

监劝中带威胁，说：“关了20年，要老

老实实啊！年纪不小了，不要有非分之

想，好好度过下半生吧！”田太监不

知道，那时他正想再度逃走，只是仔

细想想，机会是零。而且，这地方有

住房、茅厕、灶房，比关了他20年的

牢房好太多，而且还有一个他自小就

喜爱的小院子。这里有太多记忆，加

上田太监那番话，从那时候开始，他

才准备在广安宫度过残生。他告诉自

己，他叔祖的后人都在宫中度过，他

也是；他们在燕京，他在凤阳。

不知道凤阳还有叔叔们的后辈

吗？

朱文圭没想要收拾东西，他只想
再凭吊他痛恨的高墙。

从禁垣出来，朱文圭犹疑了一会，

折回广安宫。田太监问：“又干嘛？你

的动作都怪怪的。”朱文圭没回应，

田太监再说：“东西全不要了，新家

都准备好了。”

朱文圭没想要收拾东西，他只想

再凭吊他痛恨的高墙，从他两岁就被

送来、度过半辈子的广安宫。是的，

他每天都想逃离这里。大概老了，这

几年觉得，也不需要四处跑动，不需

要知道太多的事，生活一切由田太

监打点也很好啊！该知道的，田太监

都会让他知道，不该知道的，知道来

干嘛呢？干嘛一定要到外头过逃亡

的日子？大明王朝的皇帝走了又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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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又走，到头来，他还好好地住在

高墙里。

但是，他还是必须离开，为父

皇，为那条一拐一拐的腿，即使要他

的命。

“我们先回去， 
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新住处不远，沿着东华街往东

走，到了东城街再往南，靠近仁爱

坊，就是朱文圭的新家。一路尽是新

鲜事物，还没到新家前，朱文圭已屡

受刺激，虽忍着不发问，最后见到有

人牵着一头怪物，还是忍不住走近

田太监，低声问：“那是什么？长这

个样子？”

田太监几乎被吓到，不相信自己

的耳朵，看着朱文圭，怀疑他连这动

物也不认识，说：“马啊！”

朱文圭看着动物，专心地念：“

马？”再问：“就是你们骑的马？”

田太监看着他，不知道怎么回

答。朱文圭又指向另一边，问：“那一

头不像马的，是什么？”

田太监顺着另一方向看，说：“

牛啊！”

“就是耕田的牛？”

田太监受不了，说：“我们先回

去，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就像从前一样，负责住在这
里就行，其他的我来忙。”

新家在路末端，独立、幽静，与

其他房子有一定的距离。房子共三

进，还有前后院，两边另有房子，而

且，屋子里住了很多人。这是另一个

皇宫，朱文圭这么告诉自己。

“这就是你的新家，我是管家，

你就像从前一样，负责住在这里就

行，其他的我来忙。”田太监怕朱文

圭发问，再说：“这些人，男的二十，

供你差遣；女的十人，都是你的婢

妾。”看着发呆的朱文圭，说：“这些

都是谕旨。”

朱文圭不相信这一切，也不相信
皇上会对他这么好。

朱文圭不相信这一切，也不相

信皇上会对他这么好。但圣旨是这

么说：

朕恭膺天命，复承祖宗大统，夙

夜忧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德其所，而

况宗室至亲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

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余年，悯此

遗孤，特从宽贷用是，厚加赏赉。遣人

送至凤阳居住，月给廪饩，以安其生。

与阍者二十人，婢妾十余人，仍听婚

姻，以续其后。庶副朕眷念亲亲之意。

朱文圭知道这位侄儿皇帝叫英

宗，不知道如何处理与他的情感纠

葛，但仍感激他。朱文圭不知道如果

自己当上皇帝，还会记得关在牢里的

远房叔叔吗？何况是曾祖父关的重

要罪宗。

朱文圭没有特别开心，天下本应

属他；也没有不开心，他得补回56年

来对生活的认识，每件事都是新鲜

的。也因为这些新鲜事，没让他跟自

己的情感没完没了的纠缠。

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提，他想看看

父母的容貌。但他更知道拥有建文

帝画像的灾难，而他家里是没有秘

密的。

英宗的确带给他一个新家，但

是，他相信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负有任

务——从不同的生活层面监视他，包

括他刚娶的夫人陈氏。



怡
和
艺
文

YIHE SHIJI Issue 34 	105

田太监说： 
“本来嘛！你走老来运。”

结婚是重大的决定，也是他这辈

子没想过的。朱文圭从婢妾中选了一

个年纪最大的，不好辜负人家黄花闺

女，名门正娶。最大的也只有20岁，可

当女儿。田太监频说：“好哇！老夫少

妻，明年生个娃，家里就更热闹了。”

朱文圭感谢田太监的美意，也明

白他的意思。虽然与田太监的身份

从犯人与监管到主人与管家，朱文圭

对田太监仍抱着从前的态度，恭敬听

从。除了田太监依然像在高墙般监管

着他，朱文圭也感谢田太监在生活上

帮他。而且，谁知道哪天他与田太监

又回复从前的身份。

夫人是凤阳人，家里务农，这正

是朱文圭要的。他准备学习农务，也

养了马、牛、羊、鸡、鸭、狗，当成功课

来养。只是他觉得不需要这么多人与

他们一起过日子。夫人提醒：“如此

遣散，他们将失去生活依据。”家里

只好养了三十多人。

朱文圭学务农，老是觉得农间生

活比在宫中好。田太监非常不以为

然：“如你所说，我爹就不必把我送

到宫里当太监，这些姑娘与男丁也不

必依赖这个家了。”

“那只有大明王朝几个人在过好

日子。”朱文圭没说，改说：“还是朱

文圭好。”

田太监说：“本来嘛！你走老来

运。”

老运要走得顺，得坚守本分，朱文

圭的日子是人家给的，从房子的环境

就知道自己不该与其他多人接触，偶

尔与夫人散步，也只在家附近；除非

田太监吩咐，不主动到市场去。

但是，朱文圭渴望知识，告诉田

太监，与夫人没事，想一起读书识

字。

田太监迟疑着，没回应。

朱文圭还没机会读书识字就把好
运用完。

朱文圭还没机会读书识字就把

好运用完。春节前，习惯早起的朱文

圭竟赖床不起，夫人摇了他的身体，

赶忙喊田太监。

田太监见过死人多，摸了摸额

头，探了鼻息，叹息：“他大概不适应

外面的生活。”

家里的人忙成一团，田太监静

静地抽身，走到屋外，对着灰蒙的天

空，倒抽一口气，说：“你还真的了结

了心愿，可我呢？怎么没想想我，我

也算照顾你好些年，才刚过几个月

好日子，接下来又不知道要怎么了。”

一阵风过，竟飘来今年的第一

场雪。

“建庶人”应该就是朱文圭的
后人。

十年后的1467年，也是成化三

年，皇帝是英宗的长子明宪宗朱见

深。南司礼太监覃包等禀奏皇帝，建

庶人、吴庶人两家衣料短缺，明宪宗

命工部予以供给。

这里提供了答案，60年过去了，建

文帝与三弟朱允 都有后人在“靖难

之变”中生存下来，“建庶人”应该就

是朱文圭的后人。

南明二皇帝先后追谥朱文圭为原
怀王、润怀王。

再远一点，南明年间。

北朝结束后，南明草草成立，

并追谥前朝宗人与忠臣。1644年，

南明首位皇帝——明成祖第11代子

孙——弘光帝朱由崧，追谥朱文圭

为原怀王。第二年，南明第二任皇

帝——明太祖朱元璋第23子的第九

代子孙——隆武帝朱聿键，追谥朱

文圭为润怀王。　

像当初于纷乱、无闻中被送入广

安宫，朱文圭也于纷乱与无闻中获

得他应有的名分，虽然距离他去世已

187年。

作者为本地作家，《联合早报》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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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第100期后决定停刊

5年前第一次拜访方然和芊华的家，是

因为《赤道风》杂志25周年。一份民间办

的华文文学杂志，又不依附于任何文学团

体，由他们夫妻俩撑起，能走过那么多年，

可说是奇迹。

方然后来中风，幸好复原得不错，我又

去拜访了几次。踏进他们的三房式组屋，客

厅靠墙摆着两个书橱，茶几上叠着许多书，

睡房之外，另一房间是书房兼《赤道风》的

工作室，除了电脑和打印机，也都是书。在

小客厅里，我们多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杂志

是不是继续走下去。这次再登门，因为他们

做了决定，《赤道风》2018年初出版第100

期后就不再做了。

聊起来才知道搞《赤道风》真的不容

易。他们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这份文学杂

志成了他们的家庭事业，好长一段时间是自

负盈亏，方然经常得从他教补习的收入里拿

出钱来贴补杂志的不敷，2008年《赤道风》

开始申请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出版赞助，后来

也得到中华语文文化基金的赞助，才解决了

排版印刷开销，以及些少的编辑费。

只是他们年纪也大了，方然今年已74

岁。5年前的谈话中，芊华就说，其实她一

直想放弃，因为看不到前面的路，也不知道

老来怎么办，“想到这些，有时候在赶出版

时心里会很烦。我们结婚30年，杂志就办

了25年，我们没有孩子，《赤道风》就像是

我们的孩子，一直背着这担子，不能放下。

常有朋友说，你们一定要搞下去，我心里就

想，那我不是还要挨好多年……”

是的，他们又“挨”了5年，如今终于下

定决心。

芊华说：“多次说要放手，却没有什么别

的具体打算，停下了生活也未必更好。这次

真的下了决心，可是现在一想到《赤道风》

不做了，心还是有点乱。”

走过100期的《赤道风》╱	文		:  林仁余

（郑钧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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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话沧桑

说起《赤道风》的出版，就一定

得说到1980年代的本地文学杂志	

《热带文艺》，《赤道风》主编方然

回忆说，当时“正值新华文艺冬去春

来，‘百花重开’时节，许多在70年代

末、80年代初‘冬眠’过的诗人墨客，

基于各自的文学理由，纷纷又再战江

湖，重新组织起来”，后来，《热带文

艺》的其中6名编委决定另搞一份杂

志，找上了方然，组成7人的编辑部	

（杨涌、史英、流军、长谣、冬琴、黎

声、方然）。方然说：“待杂志之各项

筹备工作就绪后，势须找一个‘容易

被接受’的出版人去注册，于是便决

定以芊华（我太太）的名义，先申请	

‘赤道风出版社’之商业准证，并于

同年的4月间，正式让《赤道风》文

学季刊（创刊号）新鲜出炉。”于是

芊华就成为《赤道风》文学季刊的出	

版人。

创刊号印了2000本，方然说：	

“我们不知死活，以为编辑部人多，

就能多卖几本，想不到后来剩下不

少。”创刊的那一年，编辑部还办了

小说座谈会、小说讲习班及诗歌座

谈会、散文座谈会，搞得热火朝天。

可是出版了第8期之后，编辑部

同人意见不同，大家相继离去。方然

说：“我脾气比较硬，别人觉得做不

到的，我就更要做下去。怎么讲，把

一本纯文学华文杂志办起来实在不

容易，就这么收档了岂不可惜？”于

是他担当起主编，芊华负责稿件的打

字与排版，他们以“夫妻店”形式继

续经营这份杂志。他们也帮人打字，

及替文友出版文艺书籍，帮补生活。

从1986年至今，他们拉扯着这份

文学期刊。近年来他们体力无法负

荷，这也是停下杂志的原因之一。	

《赤道风》每期设有“青少坊”，让

学校老师组织学生们投稿，出版后方

然芊华亲自把杂志送到学校去，这几

年幸好有热心文友帮忙，开车载送他

们，可是扛着一包包的杂志爬楼梯，

越来越感吃力。杂志订户中，有些来

自马来西亚，他们为了节省邮费，每

期出版后都把马国订户的杂志带到

新山的邮局投寄，方然生病之后，这

几年也是朋友协助，开车载他们到	

新山。

办文学杂志本来就不是件简单的

事。方然曾在文章《十七载沧桑话风

情》中叙述了他们早期的情况：“一

大堆事物都亟待办理，但整个编辑部

只得哼哈二将……有些事若确实包办

不了的，唯有四处去求救兵。……可

是杂志的销路、经费诸问题，也跟着

接踵而来。”

难得的是，这些年来他们周围的

一些朋友，需要时都会出手扶杂志

一把，积极投稿，长期订阅杂志，或

不时在《赤道风》上刊登贺词广告

等等。方然说：“对于《赤道风》，	

有些读者比我们更坚持，他们不断

续订，甚至还会主动问，几时在杂志

上登广告、贺词。这些都是鼓励。”	

方然生病那段日子，更有人拔刀相

助，承担起杂志的编务工作，这些都

是令他们铭感的。

他们也不时调整《赤道风》的面

向，比如增设了以学生为对象的“新

文荟”（后来改称为“青少坊”），	

走入校园，增加了销量。2007年杂

志从季刊改为4月刊，每一期为一些

学校设立学生作品专辑。2009年也

与艺术站联办了“中学生华文创作

比赛”。

方然说，《赤道风》提倡写实主

义，希望提供一个文学创作的发表平

台。文艺评论者李选楼在《谈赤道风

三十年的发展》中说：“当《赤道风》

面对经济最艰难的时刻，还持续地为

作者提供创作平台，浓化华文文艺气

息，给新华留下宝贵文学遗产。《赤

道风》的贡献还在于它的门户开放，

吸引了大批作者的稿件。倘若根据	

《赤道风》发展的分期列出，这是一

组庞大的作者群。……	他们来自不同

派系，大家济济一堂，在《赤道风》季

刊上调动笔锋，各展才华。”

李选楼根据《赤道风》发展的三

个时期，整理出作者群名单。

草创期：从创刊号（1986年4月）

到第8期（1988年7月）：方修、成君、

严思、陈剑、史英、长谣、古琴、石君、

怀鹰、林琼、长河、方然、流军、李汝

琳、柳舜、君绍、黎声、曾采，等等。

转型期：从第9期（1988年10月）

到第40期（1998年9月）：除了如方

修、史英、林琼、石君、怀鹰、曾采、

成君等长驻作家，还有周粲、杨松

年、馨竹、田流、蓝钦然、小兵一名、

柯奕彪、莫河、伍仲、张挥、网雷、云

谷涵、灵犀、何必问等。

成熟期：从第41期（1998年12

月）到第94期（2016年9月）：活跃

的包括艾禺、择浩、张挥、林锦、林

高、石君、君盈绿、康静城、李喜梅、

陈薇、清哲、陈志锐、陈彦、曦林、伍

木、华英、凌江月、叶松华、灵犀、林

琼、彼岸、学枫、伍仲、秋毫、王辛之、

怀鹰、馨竹、田流、周粲、杨萱、竹石、

李伟星、黎声、晓容、梅筠、青如葱、

冰秀等。新移民作家赖世和、王新

平、穆军、齐亚蓉、安诗一、依然、章

良我、心闲牵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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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担子后的计划

针对他们将在2018年初卸下	

《赤道风》的担子，我请方然和芊华

写几句感言：

方然说：

“身为一个山村里长大的孩子，

自小就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总想多结交些外面的朋友，跟他们说

说心里想说的话，但欠缺的是个合适

的沟通平台。粗浅的说：我搞文学的

本意也是为了通过文字与人多沟通、

多交流，知道彼此的存在。作为一份

杂志，正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赤道风》也便这么坚持了下来。至

今我们也确实学了很多东西，交了无

数朋友。”

芊华说：

“藏在心深处是依依不舍的苦

涩。如果没有作者和读者，学校与各

方面不离不弃的支持和爱护，造就

不了今天的《赤道风》。值得表扬的

应该是这些人，他们是真正的伟大

者。虽然种种原因让我有几次想放弃	

《赤道风》，但终究是一份爱，这份

爱可以是对方然也可以是杂志，最后

还是坚持下来，毕竟杂志是与人沟通

的桥梁，从中得到很多乐趣和学习经

验。感恩也是原因之一。当年（18岁）

不小心掉进红灯码头大海，是朋友奋

不顾身把我救上来。这一生无以为

报，告诉自己往后要以绵薄之力做有

益人群的事，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这是一种信念的动力。现在已花甲，

精力越来越有限，要抒写成长的河水

山一直是心里的未了心愿。希望告别

《赤道风》之后能有较多时间创作。

相信有舍必有得这句话。”

芊华想写自己成长的河水山，方

然几年前也说过想写部长篇小说，纪

录小时候住过的“万基山”。我问他目

前进展如何？他回答说：“2013年开

始写，写写停停，大致已完成。这几

年怕心脏负荷不了，写得比较慢，目

前在做最后修改，预计明年出版。”

万基山（Monkey	Hill）已经不存

在，原址在现在的Jalan	Kukoh一带。

方然形容那里是“小山丘，亚答屋密

密麻麻的，住的多是金门人”，还说

关于那个地方的历史与人物，“我不

写，就没人写了”。

方然年轻时第一份工作是在裕廊

工业区的砖厂当烧砖工人，后来在建

筑工地，太丰饼干厂工作，还摆过地

摊，教补习等，他是在校友会、文团活

动中接触到文学及写作，以后就没有

离开过文学。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方然、芊华

及五六个朋友成立了文艺小组，成

员都是就业青年，每两星期聚一次，

学习汉语拼音、文学理论及写作，组

员轮番编杂志《文小》。这是完全在

稿纸上手写、剪贴或手绘插图，并装

订的文章合集，共出版了16期。每一

期只有一本“孤本”，在成员间传阅。

他们现在还收藏着其中的15本	

《文小》，视如珍宝。我在他们那小

小的客厅里读着这份珍贵文物时，看

到的是那时代的青年对文艺的热爱，

也看到了《赤道风》的缘起，以及方

然和芊华几十年来对文学写作最纯

朴的追求。

作者为前媒体人士，	

现为联合早报专栏作家、草根书室合伙人

（郑钧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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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加坡人吃多了吗？

不是，是中国人！

原来中国人富裕起来了，除了大

酒楼大宴会要有鱼，连小康之家的

饭桌上也要有鱼了。以前只有一线城

市吃鱼，现在连二线三线也吃起鱼

来了，甚至，连西部稍大点儿的地方

也吃鱼了。

日本呢？长期高龄化少子化的

结果，人口少了，吃鱼的人少了，捕鱼

的人当然也少了，捕获鱼的总吨数自

然也减少了。

今天，日本只有16万渔夫，是它

的巅峰期1961年的四分之一。而中

国这边现在有678万渔人，是日本渔

夫的42倍！

日本的渔业捕获总量今天已经渐

渐地减到355万吨，是它曾经拥有的

最高记录的（1984年）三份之一。而中

国这里则是“年年有鱼”，已经增长到

1500万吨，是日本的4倍。

中国吃鱼的人越来越多，卖鱼的

人就多了起来，捕鱼的人就忙了起

来，渔船就越造越多，越开越远，开

到位于日本北海道以东的西北太平

洋，这里是秋刀鱼渔场，这里是公

海，谁有本事就是谁的。

可是，日本人大叫“不公平”。原

来，拥有300年传统捕秋刀鱼的日

本，她的渔场是在日本东岸的近海，

使用的船只主要是20吨到100吨的中

小渔船。然而，对中国来讲，要到西北

太平洋去捕鱼，是“远洋”作业，得绕

捕鱼的人和吃鱼的人

过整个日本列岛，去到亚寒带的千岛

群岛南面的大洋上，这个渔场，不只

是提供今天要吃的鱼的渔场，更加

是中国远洋渔业船队的“考场”之一，

打造上千吨的大型远洋渔船，开到这

里，又锻炼拳脚，又给老百姓的舌尖

送上鲜美的鱼儿！在这儿锻炼好了，

就可以开往更深更远更蓝的大洋了！

可是，让日本人“捶心肝”的是，

秋刀鱼群们的洄游路径，是从中部

太平洋朝西面的日本列岛东岸，顺着

反时钟方向而行的。日本渔夫从前只

要在家门前的近海等待，鱼儿就会游

过来的，怎么最近越来越少了呢？用

望远镜一看，只看到浩浩荡荡的中国

渔船队，遮盖了东方远处的大洋。

日本把中国游客在日本大买特买

日本产品的现象，称为“爆买”。现

在，又增添了一个新词，叫做“乱获”

（意指不按规矩的大量捕获）！7月，

日媒开始报道，在中国“乱获”的影

响下，鱼儿的价钱在短短的两年之

间，暴涨了3成！还说，只要无法阻止

这种“乱获”，恐怕将来秋刀鱼会离

开日本的食桌越来越远了。

回头看看，也是在高龄化少子化

路上的新加坡，我们爱吃的鱼，会是

谁替我们捕的呢？

作者为企业高管、怡和轩会员、本刊编委

╱	文	:  林少彬

日本人爱吃鱼，生的也吃，熟

的也吃。

生鱼片叫“刺身”，这个日本名

词，早已经被载入著名的英语大词

典，也被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爱苗

条的美媚们当成最健康食品。

可是大家知道吗？一般的日本人

家庭，不是常常都能吃刺身的，因为

美味的生鱼（片）比“死鱼（片）”昂

贵许多。“死鱼”所指的是那些活鱼

在被抓上来之后，从鱼船到鱼港，再

辗转经过几个码头和冷藏库，才抵

达我们的巴刹摊位，曾经几度被冰冻

又再被解冻之后的鱼儿，行家笑称为	

“死了几次的鱼”。

善于精打细算的日本太太们，会

用烧烤鱼儿来讨孩子们的欢心。其

中，最普遍最大众化的是秋刀鱼！日

本人叫它“Sanma”，听起来像在叫	

“三妈”。上班族的爸爸们呢？偶尔

也会在午餐时，吃上一个烧烤秋刀

鱼套餐，大约只要七到八元美金。

今天，在新加坡的食阁和日式料

理店里，都可以看到“烧烤秋刀鱼”。

一条完整的秋刀鱼摆在你的面前，瘦

瘦长长的半月弧形上面，没被烧烤过

度的部位好像还会发出一点银光，名

副其实的一把秋刀啊！这种吃鱼的方

法，是几时从日本传到新加坡来的，

已经无法考证……	

可是，今年6月，日本太太们生气

了，爸爸们也生气了！生什么气啊？原

来，日本人能够吃到的秋刀鱼数量减

少了，价钱就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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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里来回川行的车子，再过两

三年，就会开始	“变脸”	了。

2017年电动汽车抢滩之战揭开帷幕

2017年的五六月，正是瑞典春夏交

接之际，从寒冷渐渐变暖，突然，沃尔沃

（Volvo）汽车厂朝着深蓝的天空开了一枪，

向全世界宣布她的新一代车辆将采用“安

卓”(Android)科技，2019年将停止生产

燃油车，2021年将把全自动电动车送上大

街。（沃尔沃是中国吉利汽车公司旗下的品

牌之一）

7月，欧洲大陆开始刮起“终结燃油”热

风，首先是法国政府在6日宣布，将在2040

年禁止燃油和柴油车，到2050年实现零排

放。跟着26日英国政府也宣布从2040年开

始禁止贩卖燃油和柴油车。（其实，荷兰、

挪威和德国等国家政府也提出过将在2025

～2030年禁售传统燃油车的计划。）

9月9日中国放风声说将让燃油车退出

市场，11日奔驰(Mercedes-Benz)	宣布在

2022年以前停产燃油车。28日中国政府宣

布了“双积分制”鼓励新能源车辆的普及

和发展。

10月，美国通用汽车(GM)宣布将在

2022年提供至少20款电动汽车。11月17

日，美国特斯拉(Tesla)汽车公司推出了大

型电动卡车。波涛汹涌，此起彼伏，简直让

人接应不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一场未来工业的抢滩之战，揭开

了帷幕！

抢的是什么“滩”呢？抢的是未来汽车

的新能源和新科技的领导地位。

跑了百多年的燃油汽车，终于在2017年

被宣判“死刑”。然而，一部传统汽车的背

后，有着一个庞大的汽车制造产业链，造就

了本国和海外几十万个工作岗位，长年累积

起来的发动机科技专利牢牢掌握在先进国

几位老爷们手里，不让发展中国家接近，高

价卖到世界各地新车的收益，成为各先进国

的经济支柱，国内执政党的财务靠山，让欧

美日列强统领世界经济几十年，直至今天。

尽管如此，著名的各所智库已经推测

新能源车贩卖数量会在2030年左右超越

传统车，只要走进今天的国际著名车展会

场，都会看到各大传统车厂都拼了老命推

出一款到两款电动车，敲锣打鼓吸引来宾

们的眼珠！

生活在一个“要新要快”的数码时代的

你和我，有谁会有耐性等上十几年啊。笔者

相信电动车将以更快的速度普及和演化成

为我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欠缺的一部分。只要

当政者不加以阻挠的话。

“滩”在哪里？就在中国

那么，“滩”在哪里呢？答案是：就在

中国。

根据2016年的全球各国汽车销量排行

榜，中国排名第一，共卖了2千8百万辆新

车。

“2千8百万辆新车”是个什么规模的数

字呢？它比起第二名的美国加上第三名的日

本，再加上第四名的印度的总和（2千6百万

辆）还多了2百万辆！而且这个数字年比增

长10%以上。倘若我们假设2017年是增长

了10%的话，那就是等于280万辆新车，这

是比英国在2016年所卖掉的269万辆还多

了11万辆的意思！

汽车变脸了╱	文	:  林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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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在2千8百

万辆新车之中，卖出了35万9千辆电

动车！这比美国还多了一倍！虽然中

国在技术上或许还有瑕疵，充电站也

有些不足，但是每年都以双位数增长

率在攀高改写记录！

那么，今天中国的电动车霸主是

谁呢？

2016年的十大排行榜如下：第一

名比亚迪汽车（BYD，占市场18%），

第二名北京汽车（BIAC，同16%），第

三名众泰汽车（ZOTYE，14%），第四

名吉利汽车（GEELY，10%），第五名

知豆电动汽车（ZHIDOU，8%）……

从第一到第九都是中国厂家，第十名

才让给美国特斯拉汽车（3%）。

这个《世界最大电动车市场龙虎

榜》就让老爷们神经紧张，入夜难眠

了！读者们或多或少都有听过特斯拉

汽车公司的名字吧，但是请问有几位

认识知豆电动汽车公司呢？

9月28日中国政府颁布的	“双积

分制”	是让中国能够达到零排放的

政策，振兴未来汽车工业的平台，保

育新能源科技幼苗的机制，只要再

过个5年8年，谁是新能源车的领导

国家，答案昭然若揭。

日本呢？各大车厂都急了，眼也红

了，就是拿不出救命仙丹。龙头老大

丰田在8月买下万事达（Matsuda）来	

“壮大声势”	，但是丰田社长本人也

坦白地承认，“正带着船队，走向一片

汪洋大海”	。

为什么呢？

因为，电动车不只是加装上了一

个电池的汽车！

就正如飞行器（Drone）不是缩

小版的直升机一样。全世界能生产

直升机的只有几家厂商。可是飞行器

并不用缩小后的直升机马达，也不

用铁板，还能用手机操作，又能玩乐

又能航拍，还能派送快递。而今天的

中国深圳，已经变成了世界各种品牌

飞行器的生产基地了。

电动车也一样，一不用破坏环境

的汽油，二不用那沉重的马达，零件

数量比汽车少了3成到4成，用的是

新材料，提供新的功能，新的社交价

值！这才是老爷们最最担心的事儿：

搞不好几年之后，中国又变成了世界

各种品牌电动车的生产基地，而在

世界各地的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	

“百度”和“知豆”！？一想到这里，

还有哪一位老爷能坐得下来呢？

可是，对于想创业的朋友们来

说，这是百年一遇的良机呀！

如果你有科技，就去参与新能源

车刚刚生长出来的产业链吧。

如果你想开修车行，就去掌握新

能源车的修理方法吧。

如果你想开卖车行，就去争取个

总代理权吧。

作者为企业高管、怡和轩会员、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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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7年，比特币肯定是个绕不开

的最重大投资主题之一。除了它全

年激烈的波动和令人咋舌的涨幅之外，围绕

着它的新闻与是非持续不断，也是它引起各

界关注的另一主因。无论是对各地政府、投

资者、交易所甚至是一般商家而言，它的动

向和存亡都可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当

前各界对它还未达成共识之际讨论它的前

途，也许有助于厘清关于它的迷思和疑惑。

比特币的起源

探讨比特币的未来，不能不先了解它的

过去。比特币是如今已发展成接近1000种

以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作为支付系统

的加密货币之一。它是在2009年雷曼兄弟

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期间，由日本人

中本聪创立的，尽管此说至今还存有争议。

比特币的流通起初只限于精通电脑运

算技术的小圈子人士之间，但随着人们对

欧美国家央行在金融危机后接连超发货币

失去信心，比特币越来越受欢迎，创立后

短短几年时间就形成了相当大的市场规模

和舆论影响力。

比特币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

是“挖矿”，用户必须衔接到比特币网络，然

后根据运行特定算法获得它。第二种是交

易平台，比如利用贩卖机、互联网或手机应

用程序购得或转卖。第三种是同持有比特

币的人兑换。

到目前为止，比特币和其它加密货币都

不是法定货币，不被任何中央银行控制，也

无需经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发行，所以被一

些人视为”替代货币”，而这也恰恰是要探

讨它的未来所须涉及的重要特质。

比特币最近暴涨暴跌的背后因素

一般人之所以认识并关注比特币，恐怕

主要与它在近期大起大落有关。先是中国人

民银行2017年9月4日协同证监会、保监会、

比特币
还有前途吗？

╱	文		:  陈士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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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网信办、工信部、工商总局等

七部委宣布全面叫停比特币交易，导

致比特币价格跌幅超过10%。

但是比特币很快止跌回升，到了

11月下旬就一度短短8天内暴涨将近

50%，冲破8000美元大关。随着价

格大升，根据交易平台Coinmarket-

cap，比特币加上近1000种加密货币

的市值当时高达2420亿美元。其中比

特币占了六成。

这期间引起比特币猛涨的利好消

息，包括：美国重要支付公司Square

允许特定顾客在其现金应用程序买

卖比特币，世界最大期货交易所芝加

哥商业交易所计划在2017年底推出

比特币期货等。

可以这么说，比特币这几年受落，

与“首次数码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简称ICO）投资大行其道有

很大关系。所谓ICO，与“首次公开

发售股票”(IPO)类似，不同地方是

把公司股票换成比特币或其它加密

货币。ICO平台的出现，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交易比特币的技术门槛，让

普通大众更容易参与。

比特币自2015年初在200美元

触底回升后，就伴随着越来越多比

特币的ICO，促使比特币的市场需求

越来越多而价格一路上扬，尤其是

ICO引入中国后，在当地比特币交易

数量迅速增长的带动下，价格升势

更为凌厉。

在中国下重手取缔比特币交易

前，比特币交易的膨胀之快，从ICO

融资数据变化中可见一斑。加密货币

网站CoinDesk的数据显示，从2017

年4月份开始，ICO的融资总量开始

陡增。4月1日全球ICO的融资总量是

3.34亿美元，到了8月22日就已激增

至17.82亿美元。

各界对比特币看法不一

正因为比特币价格的功能变化和

价格激烈波动，各界从它面世后就一

直没有一致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以

国际金融界来说，摩根大通（JPMor-

gan	Chase）首席执行长戴蒙（Jamie	

Dimon）形容比特币为骗局，但投资

银行高盛集团总裁布兰克芬（Lloyd	

Blankfein）近期则说，尽管他没投

资比特币，但也不会轻视它的价值。

比特币在不同的国家也获得不同

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国在比

特币政策上出现差异。在德国，比特

币被视为货币的计量单位，而在美国

则被定义为大宗商品。中国央行早在

2013年就将比特币定义为虚拟商品，

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美国把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定义

为“大宗商品”，纽约的一家比特币

期权交易所LedgerX因此可进行完全

抵押虚拟货币掉期交易。而近期芝加

哥商品交易所宣布计划推出比特币期

货的意义重大，因为期货是在全球都

非常主流的交易品种，比特币一加入

期货市场，也就意味着被主流金融

市场接纳，将会有更多金融机构，或

者比较大的对冲资金进入比特币市

场，加快其流动。

在中国，从人行等七部委为叫停

比特币交易而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

发行融资风险公告》中，可看出当地

对于比特币等各种非央行发行的替

代货币是严厉禁止的。正如《公告》

提及ICO	时所言，中国官方将比特币

或其它加密货币交易视为“本质上是

一种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行为，

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

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

违法犯罪活动”。

至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目前没

有监管加密货币如比特币的计划，但

会密切留意可能出现的洗钱行为或

其他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比特

币交易在这里不算非法。比特币交

The Future of Biticoin
By Tan Shih Ming

L ooking back over 2017, Bitcoin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vestment them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addition to its fluctuations and startling 

increases, the controversies that surround 

it are another major cause of concern to all.

Bitcoin is now one of the nearly 1000 types 

of cryptocurrencies evolved into payment 

systems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It was 

said to be founded by Satoshi Nakamoto 

in 2009, ami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Everyone knows about Bitcoin because of its 

recent price fluctuations. First, its price sank 

in early September after Chinese authorities 

banned all forms of Bitcoin trading platforms 

such as Initial Coin Offering. But it recovered 

and once broke 8000 U.S. dollar mar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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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商早在2014年就在这里推出比特

币贩卖机让人兑换比特币。

比特币的未来可能发展

从各国各界对比特币尚无共识来

看，比特币的未来发展毋庸说还是以

政策风险为主。各地决策当局主要关

注它的两个层面。一是它自面世以来

一直波动幅度大，作为投资工具是属

于高风险产品，如果出现过度投机、

金融机构过度参与的情况，就可能

造成连锁式的潜在金融风险。其次，

它的交易具有匿名的特点，可以绕开

监管转移资产至全球任一地方，具有

洗钱、逃税和资本外流的潜在危险，

也为恐怖主义提供了资本的温床。

其实比特币起码到目前还不具备

现实货币的相同功能，其价值在于产

生的算法或者技术，即区块链技术。

正如中本聪当年在创办比特币时发

表的白皮书里所言，比特币是“一种

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货币功能

并不是最终目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比特币的基础

技术即区块链，是金融界和各地政

府当前高度重视并推展的重大金融

科技之一。区块链技术的公开透明、

数据库可靠等优势，可极大地降低

整个金融系统的成本。

在微观层面上，区块链技术也可

加快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

金运作效率，进而降低资产负债比

率。在宏观上，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加

密货币，可以改变目前货币政策宏观

调控建立在不可预期的基础局面，

从而更精准地应对宏观经济挑战。

中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澳大

利亚等国家央行都先后宣布启动区块

链研发，包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内

的一些央行甚至已测试自身主导的区

块链支持加密货币。

由此可见，比特币的未来发展不

一定是悲观的。只要它的基础技术持

续获得各地政府重视并认可，它最终

成为法定货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毕竟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货币

从来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经济活动

发展而演化的，从早期的物物交换发

展到商品货币乃至后来的信用货币，

都是适应人类商业社会发展的自然

选择。作为上一代的货币，纸币技术

含量低，从安全、成本等角度看，被

新技术、新产品取代是大势所趋。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mid-November amid the flurry of good news, 
including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the world’s biggest commodity exchange’s 
announcement that it will launch future 
trading for Bitcoin by end of 2017, as well 
as leading U.S. payments company Square’s 
allowing select customers to buy and sell 
bitcoins on its Cash app.

With the role of Bitcoin evolving and its price 
fluctuating, there has been no consensus on 
how to deal with Bitcoin since its birth. Bitcoin 

has different defini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led to differ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cyptocurrcency.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blockchain, 
Bitcoin's underlying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ajor fintechs to which the financial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s now place 
great importance. Its open and transparent 
features together with reliable database can 
greatly reduce the cost of the entire financial  

system.

Henc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itcoin 
is not necessarily pessimistic. As long as 
its underlying technologies continue to 
receive the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of all 
governments, it is still possible that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 legal t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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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比特币的未来发展不一定是悲观的。只要它的基础技
术持续获得各地政府重视并认可，它最终成为法定货币的可能性还
是存在的。毕竟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货币从来都是伴随着技
术进步、经济活动发展而演化的，从早期的物物交换发展到商品货
币乃至后来的信用货币，都是适应人类商业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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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出售热潮并未改变市场基本面

2017年的集体出售热潮几乎是所有人

都始料不及的。

全年至今，新加坡总共有22宗集体出售

项目（不包括工业厂房）成交，总值达74.4

亿新元，远超过2016年总值10亿元的三宗

项目，是自2007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

前）以来的最高记录。

根据市区重建局（URA）的估计，这次的

集体出售热潮，将为市场注入额外的9300

个私宅。

集体出售市场旺热，导致土地价格跟着

水涨船高，有国会议员担心未来房价接下

来的走势，10月在国会发言，问部长对这一

轮集体出售的看法，以及它未来将如何影

响房市。

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

于是首次针对集体出售热潮放话，并指出这

不一定会导致私宅价格上涨，因为发展商仍

然受到市场供需的牵制。

他更表示，由集体出售带来的额外私

宅供应量，实际上可能有助于缓和价格的

增长。

换句话说，部长认为目前私宅市场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加上政府在需求和供应

两方面双管齐下，都已经做足了措施，应能

集体出售
与未来楼市展望

T he en bloc frenzy this year has caught almost 

everyone by surprise.

To date, a total of 22 residential projects with a total 

value of S$7.4 billion has been sold this year - the 

highest in 10 years.

This en bloc wave will result in an additional 9,300 new 

homes injected into the market, going by estimates 

from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The buoyant collective sales market has prompted 

questions by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and others, 

who worry about its effects on the broader residential 

market from next year and beyond.

In Parliament last month, however,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Lawrence Wong struck a 

reassuring note, saying that prices may not necessarily 

increase, as developers are still subject to demand and 

supply forces in the market.

In fact, he said the additional supply of homes resulting 

from collective sales could actually help moderate 

price growth down the road.

In other words, both the demand and supply-side 

measure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for a “stable and 

sustainable market”, as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residential market have not changed.

Property Market on the Upturn amid 
e+En bloc Fever, but What’s Next?

By	Christine	Li

╱	文		:  李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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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新加坡是个“稳定并可持续的

市场”。

我本人相当同意部长提出的看

法，就是现阶段就要开始对房地产市

场做出严密监督、甚至干预的举措，

的确言之过早。

毕竟，新加坡的房地产价格才刚

刚开始回稳，10月底新出炉的第三

季私宅价格指数显示，房价终于在

连续下跌15个季度后止跌回升，但仅

比上个季度小幅上扬了0.7％。这个上

涨究竟只是昙花一现，还是另一轮牛

市的开始？如果是后者，那么在房价

偏离基本面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

何应对呢？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轮

房市复苏的主要催化剂来自集体出

售，因为几乎所有的降温措施都继

续生效。无论是对发展商，还是个人

买家或投资者而言，2018年市况令

人捉摸不透。

市场正走向持续复苏之路

不过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房市经

历了三年半的调整期，目前已经过了

拐点，正走向一条持续复苏的道路。

这里有几个原因。

首先，集体出售市场重燃，已经

导致更多旧项目的屋主，即使在没有

什么集体出售的潜能或胜算的背景

下，也蠢蠢欲动要搭集体出售的顺风

车。这些屋主设立销售委员会并委任

销售中介与律师。由于这批业主也同

时启动了集体出售程序，纷纷从转售

市场上撤下待售私宅，造成市场上开

始出现转售私宅短缺的情况。

据悉，有些颇有集体出售潜能的

旧公寓，由于转售交易突然骤减，一

旦有单位推出市场，就有几方人马

抢购。

加上市场情绪改善，而房贷利率

却依然保持低水平，转售私宅的屋

主于是不急着脱售，价格开始坚挺，

甚至走高。

其次，发展商也开始为手头没有

足够的私宅推出市场而发愁。高纬环

球（Cushman	&	Wakefield）的研究

分析就显示，2017年以来市场一直都

处于超卖水平，因为发展商每个季度

售出的私宅和登场的私宅比率，已经

连续第三个季度超越100％。

2017年第三季，这个比率甚至达

到了225%，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

可解读成发展商每推出一个私宅，市

场就能卖出2.25个私宅，显示了私宅

销售的速度，要比发展商补充土地供

应的速度更快。

于是乎，尽管2017年以来集体出

售热火朝天，但还是有更多发展商愿

意以高价进场收购地皮。据我们的估

计，市场上大约还有约10来个发展商

还在积极寻找地皮，它们预料在未来

12到18个月会再出手收购大约总共

10至15幅地皮。

第三，私宅租赁市场似乎也稳定

得比预期要早。由于集体出售，市场

上已经减少了约2500个私宅单位，一

些失去住所的租户和暂时不买私宅

或组屋的屋主，只能另找住处，这将

为疲弱的租金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事实上，租金市场已经开始出现

了复苏迹象。根据市建局的最新数

据，非有地的中档私宅（即位于其他

On this basis, I agree fully with Mr Wong that 

regulatory scrutiny of the property market at 

this stage would be premature.

After all, Singapore’s property market has just 

begun to stablise when the third quarter price 

index showed a slight uptick of 0.7 per cent.

However, the question remains whether this 

uptick is just a blip, or the start of a bull run? 

If it’s the latter, how should the government 

react in the event that property prices move 

away from the fundamentals?

In my view, the market has passed an inflexion 

point and is embarking on a sustained 

recovery path.This is partly catalysed by the 

collective sales boom, and 2018 looks set to 

be an interesting year for both developers 

and individual buyers and investor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Firstly, the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en bloc 

market has encouraged more owners to pull 

their housing units from the resale market in a 

bid to jump on the collective sale bandwagon. 

Even those with little chance of success are 

also trying their luck.

As a result, there is now a shortage of resale 

properties on the market - a turnaround from 

the situation at this time last year, when there 

were too many. This lack of supply will stoke 

demand and prop up the market.

Secondly, developers have also been running 

short of units for sale.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rket has remained in the oversold 

domain for three consecutive months, with 

the ratio of units sold over units launched by 

developers exceeding 100 per cent.

In fact, this ratio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of 

225 per 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this year, 

indicating that developers are selling units 

faster than they can replenish.

Despite the buoyant collective sales volume, 

anecdot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still around 10 developers who are land-

starved.

As such, we expect the en bloc market to be 

sustained over the next 12 to 18 months or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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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区）和有地私宅的租金指数，在

2017年第三季都止跌回升，分别上扬

了0.9％和0.6％。

那些靠近多个成功集体出售项

目的地段、如实龙岗、后港、东海岸

和淡滨尼等，都将受益。这股租赁需

求，将有助于推动这些地段的租金

在未来几个季度回弹。

最后，自从有地私宅的价格从

2013年第三季的高点回落16％之后，

买家似乎开始回流。2017年第三季，

有地私宅的涨幅达到1.2%。

一些成功集体出售的业主，也正

好借此机会，提升到有地私宅，因为

它往往是身份及地位的象征。

另一方面，随着公寓面积越来越

小，一些买家也会感觉有地住宅的居

住面积较大，相比公寓更物有所值；

另一些则担心房价继续上涨，假以

时日会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于是急

着进场。虽然总偿债率（TDSR）限制

框架依然存在，但成功集体出售的业

主，将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赔偿金，

有助于他们减少贷款额度，因此也相

with potentially another 10 to15 sites being 

transac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irdly, the rental market is also stabilising 

sooner than expected, benefitting from the en 

bloc wave, as displaced tenants would have to 

look for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Going by the latest URA data, green shoots for 

the rental market have already sprouted in the 

non-landed segment in the city fringe (Rest 

of Central Region), as well as landed segment 

islandwide where rental indices rose by 0.9 per 

cent and 0.6 per cent, respectively.

Neighbourhoods around recent en bloc sites, 

such as Serangoon, Hougang, the East Coast 

and Tampines, are likely to benefit in the 

coming quarters. This will underpin the rental 

recovery moving forward.

Lastly, landed property also staged a comeback 

after correcting 16 per cent from the peak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3, as buyers are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market.

Landed properties are expected to benefit 

from the en bloc wave because some displaced 

owners c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upgrade 

to this property class, which is often seen as 

a status symbol.

Buyers also find more value in homes with 

larger floor areas, and the fear that prices will 

eventually increase and put these properties 

beyond their reach.

Although the Total Debt Servicing Ratio 

framework is still in place, the premiums 

received by en bloc owners could help reduce 

the loan quantum, making the upgrading 

relatively easier.

Cause for Concern?

Besides the en bloc factors, buying momentum 

in the primary market could also come from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ligibl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upgraders who have just 

met the five-year Minimum Occupation Period 

for both the Build-to-Order and Design Build 

and Sell Scheme flats.

Based on our estimate, there are around 

19,000 of them this year and a further 13,000 

（图：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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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容易提升到有地私宅，由此推高成

交量和价格。

除了集体出售的因素之外，一手

市场的买气也可能来自更多符合购

买私宅资格的组屋提升者。这批提

升者都是在八九年前买下预购组屋

和私人组屋的国人，他们一般已经

住满五年，加上过去几年收入和储蓄

都有所增加，所以刚好可以趁此机会

购买私宅。

据估计，2017年有多达1万9000

户组屋提升者，2018年还有1万3000

户，这比前几年有明显的增加。

再加上未来三年内，每年将陆续

竣工的私宅单位数目骤跌至不到1万

个，还不到过去每年平均的一半。

当前流资泛滥，低利率或者负利

率弥漫全球，实体房地产投资预计

会继续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与通胀

抗衡。

next year, a marked improvement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All these factors could point towards a more 

sustained recovery of the property market, 

when the supply completion is normalised to 

around 10,000 units per year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half of what it used to be.

Property as a hard asset continues to be 

regarded as a safe investment choice, 

reinforced by inflation and often negative 

real interest rates.

Individual buyers and investors, particularly 

the beneficiaries of successful en bloc deals, 

are also expected to take the plunge and seek 

value buys in the near-term.

With buoyancy continuing into the next 

two years on the back of brighter economic 

prospects, developers’ hunger for land remains 

ravenous.

They are thus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keenly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land tenders and place 

bullish bids for well-located sites.

So is this cause for concern?

I am of the view that the current improved 

market sentiment just reflects the cyclical 

nature of the property market.

What goes down must come up at some point, 

and the converse is true.

As Mr Wong has rightly pointed out, the 9,300 

new units from the enbloc sales will weigh on 

the market once the physical completion of 

these units hit the market a couple of years 

down the road.

The market will then correct itself if the 

underlying demand is weak should the 

domestic economy hit another rough patch.

Buyers and investors with no holding power 

will probably have to face the harsh reality 

when that day comes.

So while sentiments among developers and 

buyers may be positive in the short term,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long this can last.

Christine Li is the head of research at global real 

estate consultancy Cushman & Wakefield Singapore

更多私宅买家及投资者，尤其是

那些集体出售的受益者，预计会在

中短期内踊跃进场，寻找物有所值

的投资项目。

此外，经济前景改善，市场信心

增加，发展商对收购地皮的欲望越

来越强烈。他们预料将积极参与公

共和私人领域的土地招标活动，并

对位置良好的地点踊跃投标，这番

蓬勃的景象，也让这个经过了三年多

漫长严寒的房地产行业，终于迎来了

迟到的春天。

然而这些，真的会令人感到不

安吗？

我认为，目前的市况转好，其实

仅仅是反映了房市的周期性效应。

房价下跌到一定程度后，总归是

要回弹的，反之亦然，这个道理相信

投资者都明白。

正如黄循财部长所说的，一旦这

9300个来自集体出售的私宅在未来

数年竣工登场，就会给市场带来价

格下行的压力。到时国内经济表现如

果疲软，那么市场自然会自我调整。

在那一天到来时，那些没有持守

能力的买家和投资者，可能不得不面

对严酷的现实。

作者为房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环球的

研究与咨询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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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7年11月19日，星期天，晴。按照

与寄居多伦多的一位新加坡朋友

的约定，我们去她家午餐。这个家中小朋友

口中的“鸡饭奶奶”，将用狮城携来的道地

调料烹煮海南鸡饭和叻沙招待我们。

“往飘来饭香的方向走”，虽然车程要

40分钟，味蕾早已唱起了歌。

离圣诞还有一个月，事先得知这天城中

有一年一度的花车大游行，没想到交警封路

的范围那么大，车子绕来绕去，最后竟堵在

一条小街上寸步难移了。

困在多城车龙   
怀想城中各色海南鸡饭

为了一盘心仪的鸡饭塞在车龙里，想起

近些年时而短居多伦多，在这个美食极其

多元，有北美洲“美食天堂”之称的城市，

已有六次吃过五家不同餐馆的海南鸡饭了。

开在大多伦多密西沙加的“狮城餐	

厅”，很可能是多伦多最早卖海南鸡饭的餐

厅，营业至今30多年，抚慰过好多游子的胃。

有留学生的恋爱记忆之一，就是与女友来回

坐三小时巴士去吃鸡饭叻沙河粉。2009年

我带着好奇光顾，与来自狮城淡滨尼的女主

人聊了一会，今年再访，饭点时顾客涌涌，老

板娘却“人面不知何处去”。餐厅最惊人的

是菜单上新马泰和印尼美食有76种之多，

几乎包罗所有能在新加坡小贩中心和食阁

见到的食物——新加坡却似乎不见这样一

家集东南亚小贩美食之大成的餐馆？老板

换了，菜单依旧万宝大全，一行行熟悉的菜

名叫人感动。按我心里的多城鸡饭排行榜，

此处鸡饭可名列第二，较讲究的狮城海南鸡

饭三种标配蘸料：黑酱油、蒜蓉辣椒酱和姜

茸也都齐全，只是姜茸上撒了没切细的青葱

有点煞风景（细节就是一切啊）。

第二次吃到海南鸡饭，是去年秋天在士

嘉堡的马来西亚风味娘惹餐厅“膳园”。那

天一进店堂，就被南洋特有的香料味勾了

魂，恍然不知身在何处。点了海南鸡饭的，

雪天赶赴鸡饭宴
多伦多海南鸡饭体验╱	文		:  余				云

牙买加华人后代	Craig	Wong	在多伦多开的海南鸡饭餐馆（余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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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回想却只记得黄澄澄鸡皮卖相

诱人，很像上海小绍兴三黄鸡，味道

却毫无印象了。

今年秋冬在多城待的时间稍长，

吃海南鸡饭的次数也多了。有一家	

“兰花轩”位于华人聚居的列治文

山，店面不大名气不小。中年新加坡

老板原住马林百列，老板娘是香港

人。他家的叻沙上过《明报》海外版，

果然红艳艳的卖相口味俱佳；多城还

少见的肉骨茶也热辣可口熨贴人心。

是人气太高了吗？鸡饭竟须预定，我

们临时冲去，老板娘说厨房仅剩最

后一只鸡腿。鸡味如何？想起诺曼梅

勒评一位女作家小说的那句“好也不

是太好”。尤其多城粤籍人士甚多，想

吃鲜嫩的白斩走地鸡不难，倒是那碗

饭，浅金色泽粒粒分明，入嘴满满鸡

油香却不油腻，可见煮饭时鸡汤和鸡

油的比例控制精当。

十分意外，迄今为止本人舌尖体

验到的顶级多伦多海南鸡饭，是在

市区唐人街一家牙买加华人开的餐

厅里。主厨Craig	Wang（王志荣）的

故事《明报》海外版曾有大篇幅报

道。祖先从中国移民加勒比海岛国，

长辈三代生活于牙买加的Craig在多

伦多出生长大，高中毕业后去法国学

烹饪，在米其林餐厅工作几年后回

返多城。因念念难忘祖母常做的海南

鸡饭，他在从小就乐于探索的有趣街

区，开了家店面设计别致，主打海南

鸡饭的“Jackpot	Chicken	Rice”。	

他的“多伦多版海南鸡饭”并没照搬

祖母的食谱，而是用法式真空低温

烹调来料理鸡肉，这种较低温度而

长时间加热的烹饪方法，既使材料

充分浸入鸡肉，又让鸡肉的口感嫩

滑多汁，如他自己所言——“我从没

见人这么处理海南鸡饭”。他的鸡饭

摆盘有点奇葩：不但有对半切开的

日式温泉蛋，鸡肉间还插了几片“翅

膀”——因西人对嫩滑鸡皮之类并无

好感，Craig就换位思考变通，用烤成

金黄的脆鸡皮搭配泰式辣椒酱。这餐

完毕，难得家人一致称赞。“饮食是

一件好亲密的事”，以“好味”为极致

追求，“用灵魂煮食的人”才能俘获刁

钻食客的心。

变异海南鸡饭   
有人成功有人惹民愤

Craig的Fusion式海南鸡饭让我

想起一则新闻。2016年底，加拿大某

中文网站刊出一条消息：以教导业余

厨师如何烹饪而出名的加拿大厨师麦

迪麦特森（Matty	Matheson）灵思舞

动创作出一种改良版“海南鸡饭”，	

不料食谱一公布，即刻引来亚洲网

民“围攻”。

麦氏创意版海南鸡饭食材如下：

鸡、鸡精块、白米、无盐牛油、粗盐、

黄瓜、橄榄油、茴藿香、闪电花、辣

椒、香菜、新鲜酸柑汁、腌制生姜、

葱、芝麻和可食用的花。这些脑洞大

开眼花缭乱的食材让海南鸡饭粉丝

大多伦多“狮城餐厅”的鸡饭（余云摄）低温烹调料理的鸡肉（余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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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跌眼镜，直呼这是假的海南鸡饭，

别去尝试。有人说，除了鸡、米、黄瓜

和辣椒，食材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正宗

海南鸡饭有关。最离谱的大约是洋厨

师大量采用“可食用花”来煮鸡饭，

有网民困惑地留言：“什么是茴藿香

（anise	hyssop）和闪电花（szechuan	

buttons）？”有人干脆怒吼“亵渎了我

们的美食！”遭质疑的还有烹调手法，

食谱最后一个步骤是在上桌前将鸡

汤淋在饭上，一个网民说：“我的天

啊，这不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吃法！”

变异，是食物离开原乡后的自然

发展，同样用融合变异方式改良再

创，为何Craig成功了而麦厨师“激

起民愤”？是网民太保守还是麦先

生的改革太激进僭越了底线？这款

麦氏鸡饭华人不买账，其他种族食

客呢？——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

事。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麦大厨不

来蹭“海南鸡饭”的光环，世上鸡＋

饭之类食物多也，你就叫作“加拿大

鸡饭”，“不去尝试”的海南鸡饭粉

丝们，顶多一笑置之吧？

海南鸡饭考据 
正宗在故乡抑异乡

然而“海南鸡饭”的招牌实在太

闪亮了，受了蛊惑的麦大厨也不能免

俗。还注意到上述消息里网民“正

宗海南鸡饭”和“这不是我们在新加

坡的吃法”的留言。如果说洋厨师的

鸡饭荒腔走板，什么才是“正宗海南

鸡饭”？是海南鸡饭的源头中国海南

岛文昌的鸡饭，还是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移民潮传到马来半岛的

鸡饭？新马两地的海南鸡饭，谁又更	

“正宗”？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有过一篇报

道，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海南

籍华人回乡探访，想要尝尝家乡美食	

“海南鸡饭”，当地乡亲却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海南岛有四大名菜：文

昌鸡、加积鸭、东山羊与和乐蟹，在

东南亚发扬光大的海南鸡饭，祖宗

便是四大之首文昌鸡，而鸡油香饭，

则是物质不丰富时代人们对食材的

最大化利用：文昌人把制作白斩鸡过

程中留下的鸡油和烫鸡时剩下的鸡汤

淋在热饭上，一般而言传统老店会更

准确地写成“鸡汁饭”。鸡汁饭与白

斩鸡都是单点的，这也便是那时东

南亚琼籍人士到了海南只见“文昌

鸡”却吃不到“海南鸡饭”的缘故。

近年来为了共有美食的“版权”，	

新马两地时有争论，甚至出动部长力

挺；两地都有海南移民先辈发扬光

大鸡饭的记述，狮岛王义元和马六甲

梁居清的故事同样动人。怎奈如今无

论西人或亚洲移民，多已认定新加坡

的海南鸡饭为“正宗”无疑。个中缘

由？维基百科条目里这段话颇中肯：

随着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当地人

口以华人为主，比起马来西亚，新加

坡政府对传统华人美食更为重视，

用各种方法包装推销新加坡海南鸡

饭，使它成为世界知名料理。事实上

海南鸡饭已被视为新加坡“国菜”，

并在新加坡人推动下流传到世界各

地，许多五星级宾馆，但凡有亚洲菜，

少不了这道被西方人认为源自新加坡

的海南鸡饭。

最近又尝了一餐鸡饭，店名唤作	

“粉爱捞粉”，打的是“多伦多首家海

南风味小吃”旗号，除了鸡饭也卖海

南捞粉、黄灯笼辣椒酱、清补凉等。

文宣说“粉爱捞粉”老板是海南人，

所以“这是真正海南人做的海南鸡

饭”。可鸡饭一上桌，我们面面相觑，

都被它的长相唬住了：围绕盘中米饭

大半圈，点缀着姜葱茸，（只取鸡腿

部分的）鸡块怎么个个愣头愣脑皆

方脸？再一寻思，海南鸡饭两大基本

原则是：烫煮得柔滑爽嫩的白斩鸡和

用鸡油鸡汤蒜蓉拌炒的香饭，只要味

道不走样，球形饭团可以（海南人最

早带到马来亚的就是鸡饭团），方形

鸡块又有何不可？

雪天赴家宴   
这第七餐鸡饭我肯定记得

车子塞了多久？待我把在多伦多

的鸡饭体验默默回忆一遍，我们也

终于驶近目的地了。天空飘起了雪

花，这2017年多伦多的第二场雪，是

来助兴的吗？下午三点，望得见安大

略湖的高楼公寓里，香喷喷的鸡、华

丽丽的饭，被一众“饿狼”风卷残云

一扫而空。听说这天下厨的并非“鸡

饭奶奶”而是其子——在念食品化学

的研究生，更教人惊讶欣喜。

是谁说“食物是最美的情书”？

一代代移民，把饱含思念和族群文化

的食物携带到世界各地。我肯定会记

得在多城的这第七餐海南鸡饭，记得

曾在北美的下雪天里，花了几个小时

去赴一场东南亚的鸡饭家宴。

作者为前媒体人士，现为联合早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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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出门去看风景已不是件轻松的

事，特别是去著名景点。一旦有人

报出地名，脑海就会自动生成一套程序，计

算那里的游客量、空气情况、航行距离、住

宿条件、胃的适应度、时间成本和友情指数

等等。这么算下来，往往都会觉得窝在家里

读书、喝茶更为惬意。至于那种“来一次说

走就走的旅行”，真的要让给浪漫而冲动的

40岁以下青年。

但是这次，因为友情指数偏高，我二话

没说就来到了杭州的天目山。天目山位于杭

州西北方向80多公里处，我们一行到达半山

宿地时天色微暗。看看手腕上的时间，觉得

这个点天空不应该是这种颜色，纳闷之际，

忽听见数声野鸟的长鸣，再看看四周山上

遮天的大树，便明白这天空的颜色是森林

的投射，是山深的缘故，这比真实状况更微

暗的微暗，或许有我心里对环境的附加。

晚饭后，天空尽黑，我们一行七人沿那

条惟一进山的公路散步。夜虫的鸣唱此起彼

伏，时强时弱，地面和树上都被声音占领，嚣

张得就像声波袭击。但这声波是动听的，貌

似没有规律，却似乎又有规律可寻。我相信夜

虫是有配合的，就像作家们的相互影响或相

互化学反应。它们生活在这一片小圈子夜夜

鸣唱，不可能不相互照应，相互模仿，甚而相

互抄袭。谁唱谁歇，谁高音谁低音，谁美声谁

民族，谁第一声部谁第二声部以至于谁第N声

部，好像都有安排，并与人类愉悦的基因记

忆暗合，在我们听了那么多的创作音乐作品

之后，最终却折服于这些音乐素材。它们制造

了寂静，也制造了远离尘嚣的效果，还仿佛制

造了新鲜的空气。可不是吗？此刻，那些带着	

草木芬芳的氧气，正随夜虫的声波扑鼻而来。

在这里睡眠质量之高，可以用时间来衡

量。那就是晚睡一小时，还可以提前一小时

用来呼吸的风景

╱	文		:  东				西



怡
和
天
地

YIHE SHIJI Issue 34 	123

醒来，丝毫没有困倦。原因，当然是

空气质量优良。究竟有多优良？第二

天我们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森林里

穿行，个个步步生风，没有喘息。即

便有，那也是假装，目的是为了洗肺。

穿行于森林，最令我惊奇的是每

行几米或十几米就会看见一棵参天

大树，有两人合围那么粗的，也有三

人合围那么壮的，叫柳杉。像这种三

人合围以上的树，在天目山共有400

多棵。最大的被称为“树王”，十几棵

排成一列的叫“将军立队”，两棵原来

有距离后来根部慢慢长拢的被命名

为“夫妻树”，从一条根上长出两棵

并排的称“兄弟树”，因树龄过大折

断的某根象形树桩则叫“观世音菩

萨法像”，而那些树与巨石崖壁互咬

处，就是前辈修炼之人悟道的地方。

因为柳杉的直，高，粗，密，看上

去不是一般的壮观，而是蔚为壮观蔚

为奇观洋洋大观奇伟壮硕。我真的很

少连片使用这么宏大的形容词，但此

处不用，脑海里定会冒出一万个“无

法形容”，无法形容当时我被惊着了

被震撼了的心情。那些巨壮的柳杉

每一棵都顶天立地，每一株都直指

蓝天，每一根都脊梁挺拔。它们像地

球上的巨臂，又像冲天的火箭，明目

张胆地猥亵蓝天。或者，它们就是巴

别塔，不仅在宣誓自己的伟大，也向

上帝发出了挑战。像这么密集成片的

大树，我只在台湾的阿里山看到过。

话音刚落，就有人补白天目山已经跟

阿里山缔结为“姊妹山”。

“60后”出生的人基本都知道，	

1958年中国曾经历过“大炼钢铁”，

如果不是生长在奇险处或交通不便

处的大树基本上都被砍伐。为何此

处山林得以幸免？原来，1956年，也

就是大炼钢铁前两年，国家林业部

就已经把天目山划为禁伐区，作为自

然保护区加以保护。真是万幸，否则

我们在中国大陆真的看不到连片的

挺拔的脊梁。

除了柳杉，天目山还有被称为植

物“活化石”的野生银杏，还有被称

为“冲天树”的金钱松。以“天目”

命名的动植物有85种，其中“天目铁

木”全球仅在天目山遗存5株，它被

称为“地球的独生子”。整个自然保

护区内，生长着国家珍稀濒危植物

35种，有种子植物1718种，蕨类植

物151种，苔藓类植物291种。这么多

植物长在一起，经光合作用，经化学

反应，经风雨雷电雾的刺激，经地球

电场电流活动对水分子的电解，那会

产生什么样的空气？只能笼统地称之

为“馨香的空气”。在天目山馨香的空

气里，“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达10

万余个，其含量是同类风景名胜区的

冠军。“负氧离子”在医学界又称“维

他氧”、“空气维生素”、“长寿素”以

及“空气维他命”等。

所以，在天目山穿行时，我发现了

呼吸的三个层次。第三层次用鼻子呼

吸，喉咙处微甜，鼻尖处淡香；第二

层次用胸腔呼吸，神清气爽，精神为

之一振；第一层次用丹田呼吸，张开

每一个毛孔，放松每一个细胞，让自

己彻底地浸泡在空气里。有人说，这

还是呼吸吗？这简直就是在跟大自

然“啪啪”。

作者为中国知名作家、广西作家协会主席

杭州的天目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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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

像湄公河和它的支流这样美丽、壮观而又汹

涌澎湃的河流。这些河流注入大海，这些水乡

的土地也将消失在大海的胸怀之中。在这一

望无际的平坦土地上，这些江河水流湍急，

仿佛大地是倾斜的，河水直泄而下。”

																					——【法】杜拉斯《情人》

正如《情人》中所描述的那样，美丽壮

观的湄公河有“东方多瑙河”之美誉。上个

世纪二十年代，十五岁的法国少女杜拉斯

在这条河上邂逅了那位给予她终身不渝的

爱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爱情与欲望、

哀愁与怨恨、离别与痛苦、怀旧与思念等复

杂的情愫纠缠交织的湄公河如今依旧奔腾

不息，泥黄色的河水在阳光下依旧壮观，令

人惊叹。

抵达西贡， 
迎面扑来的热浪如同恋人火辣的吻

西贡，这个对胡志明市有一点儿怀旧，又

夹杂着一丝苦涩、几分浪漫的城市，就坐落

在西贡河的岸边，湄公河三角洲东北部。抵

达西贡的时候，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如同恋

人火辣的吻。果然，过海关的时候，被问到

是不是来这里寻找情人。何尝不是呢？西

贡就像是越南与法国混血的姑娘——随处

可见法式长棍面包、滴漏式咖啡、淡蓝的百

叶窗、黄白相间的法式洋房，一切的一切仿

佛都是为了一场灵与肉的约会而布景，而预

设，而存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将来

亦然——时光在这里变得闲适而悠长，空气

西贡：
湄公河畔的情人 ╱	文		:  	卢珏璇

（图：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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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弥漫了甜润可人的浪漫，甚至还

有让人欲罢不能的暧昧……

湄公河畔的这位情人可谓景色优

美、风情万种。踏上西贡，参观那些具

有法式风格和美式风格、或具有历史

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可以感受到东西

方文化在这里并存不悖，甚至是完美

融合。西贡河绕城而过，夜色迷人，在

静谧和祥宁里泛舟，在醉人的夜风里

观赏两岸水墨景致，别是一番情趣。

法属时期的建筑让这座城市印上了巴

黎的浪漫，万家灯火的西贡港码头堤

岸一如中国上海的外滩，是情人们约

会的绝佳去处。

旱季里注意防晒的白皙女子， 
雨季如忽笑忽哭的孩童

西贡地处热带，只有旱季和雨季

之分，夹杂着盛夏青木瓜纯淡的清

香，阳光总是那样毫不吝惜它的热

力。西贡女子早已学会将自己的脸庞

严严实实地裹起来，一顶宽沿的遮阳

帽不够，还要外套一顶摩托车帽。墨

镜、手套、围裙是摩托车女郎的必备

防晒“武器”。如果你细心观察，在她

们的围裙里常常是一条紧身短裙，围

裙除了遮阳，还可以防止走光——为

逃避热辣的阳光而如此刻意装扮，

西贡女子的爱美之心让人爱怜。西

贡女子或凹凸高挑，或玲珑小巧，由

于平时很注意防晒，皮肤大都白皙，

夜幕降临时，她们卸下这身防晒的	

“盔甲”，大方且大胆地秀出自己娇

美的身材，约上三两知己，跨上摩托

车，或只是兜兜风，或在路边咖啡店

里随意小坐，闲散、写意，成为夜的

西贡妩媚不羁的风景。

雨季的西贡如同一个说哭就哭，

说笑就笑的孩童。每天要下好几场

雨，下起雨来轰轰烈烈，肆无忌惮，

雨点狂乱地敲打着旧式的百叶窗棂，

闷雷一个个地从昏暗的天际炸开，闪

电一道道从天幕间恶狠狠地划过，惊

醒梦中的人们，也引发摩托车的警笛

声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一道道珠

帘悬挂在天地之间，酣畅淋漓；尽管

这样，空气中依然夹杂着凤凰花的

味道，狂野，又不失妖娆。一场洗礼

之后，温度骤降了许多，仿佛是冲了

一个凉水澡，西贡愈加脱俗，愈显清

丽。不一会儿阳光从乌云的缝隙中露

出了笑脸，如此大方，野性十足，用奔

放的热情炙烤着这方土地。

老城区的坑洼路面， 
是在诉说着往昔与沧桑么？

暴雨之后，坐上慢悠悠的公交

车，从滨城市场晃到了西贡的堤岸。

华人主要集中在堤岸区，多条街道

以中国古代圣贤命名，包括孔子街、

老子街等。从小吃甜品店、理发店、

糕点店到宾馆，广告的招牌都有中

越文对照，大多使用繁体字。曾试着

去和店长聊天，发现他们大部分都

已经不会说中文，但有些长者还可

以说粤语或闽南方言。这里交织如

网的电线，密集的人流和车辆，叫卖

声混杂在轰轰响的摩托声中。老城

区那些旧房子的雕饰早已零乱而斑

驳，爬满青苔的旧墙，坑坑洼洼的路

面，是在诉说它的久远的往昔么？还

是倾诉它太多的沧桑……城中的一

处古旧的房子，阳光透过百叶窗，筛

进空楼，曾经的繁华如南柯一梦，而

今只余游客的嘈杂，有谁还记得当年

十五岁的杜拉斯和她的情人推开这

扇木门时令人心旌摇荡的吱呀声，又

有谁记得他们相拥在这扇百叶窗前

的绝望与不羁？

茂密蓊郁的热带林木，法国风情

的建筑群，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充满

欧洲情调的露天咖啡，满街飘荡的鱼

露的味道，由远及近的叫卖声，有剧

猛的骤雨，有狂野的骄阳，有敢爱敢

恨的女子，还有那从游船上飘来的越

南特有的独弦琴韵，更重要的是，这

里有杜拉斯和她的情人，这一切构成

了西贡这座城市撩人的风情——这

就是西贡，一世湄公河畔的情人，一

座有故事的城市。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

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

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

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

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

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

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

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法】杜拉斯《情人》

作者执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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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村的历史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分

别是采矿期、种稻期、树胶期、现代转型

期。金矿的开发高峰期是在19世纪，而20

世纪已经落寞。现在正对着水月宫的咖喇河

（Galas	River），以前便是金矿开采的主要

地点。据布赖村民的介绍，他们在咖喇河流

域淘金已有几个世纪之久，1825年左右，由

于卷入马来苏丹的内斗，布赖矿工被大量屠

杀，过后才有村民重新迁入此地，而重新迁

入此地者依旧都是客家人。咖喇河流域是吉

兰丹州早期开采金矿的主要基地，沿河工作

的矿工们会在休息时来到布赖村聚集休闲，

特别是在观音诞时，聚会、赌博、饮酒、吸食

鸦片等，让这个小村庄变得繁荣活跃。

进入20世纪，金矿的枯竭使布赖人集

体转向稻米种植。1933年马来亚行政官员

S.M.	Middlebrook造访布赖，他看到的布

赖有七八百名操客家话的村民，几乎全都

从事稻米种植，不再淘金。然而，这本该平

静的农耕生活却因时局动荡而破坏。1941

年日军入侵东南亚，布赖所在的吉兰丹州

是日军入侵的第一站。他们躲入山芭，加入

马共，与日军作战打游击，过了3年零8个月

的悲苦生活。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布赖人

才回到村里，重新整理这被践踏得一塌糊

涂的村庄。但是好日子并不长久，英殖民政

府开始整顿马共，布赖人在抗战期间多数加

入马共，此处成为“黑区”，殖民政府要求布

赖整体迁村以重新规划。直到1960年代马

共势力消解后，布赖人才被允许回来，当年

迁走的人多数选择回来重新开始种稻的生

活。本节第一段报章所描述的“世外桃源”

景象就是1970年代所见的布赖。

马来西亚昔日矿村的
命运辗转		╱	文		:  吴静玲

2 017年6月上旬，我们一行六人跟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老师

踏上了北马田野考察之旅。此次考察从槟城

辗转往南到达吉隆坡，以客家历史文化，特

别是早期客家人与锡矿业的关系为主。下

述是行程中最紧凑和最丰富的一天，我们

一早进入吉兰丹州的布赖村（Pulai），中午

到达彭亨州的劳勿（Raub），午餐后进入文

冬（Bentong），傍晚到达吉隆坡。一天之

内穿越三个州属，不仅领略了不同的风土人

情，也深刻感受到昔日矿村在时代潮流推动

下的命运辗转。

布赖：曾经沧桑的“世外桃源”

“布赖，深藏在茫茫林海之中……豁然

开朗，一小片田垄，几间板屋、竹社，在眼前

伸开……”。出发之前，我在早期的报刊文章

中读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布赖村，让

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向往。从话望生（Gua	

Musang）出发走了大概30分钟到达村中心

的水月宫（观音庙）。通往布赖的路早已修

成水泥路，路两旁是无尽的棕榈树，没有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

喜感，但是清晨七点多的雾气还未完全散

去，环绕水月宫的群山在雾气缭绕中倒有

几分“仙气”。水月宫的理事傅先生带领我

们来到附近的早餐店，他熟络地跟店里正享

用早餐的村民一一打招呼，大家也对我们的

到来表示欢迎。清爽的空气加上村民热情淳

朴的招呼，让我们不禁感叹与羡慕，确是“世

外桃源”般的宁静与和睦。

然而，翻阅文献，才知道布赖村并非由

始至终都如此宁静和睦，它也经历过一段

段沧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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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布赖人享受着这难得的安宁

时，1983年政府一纸开采金矿的文件

传来。机器开进稻田，肥沃的土地被

无情地翻掘，然而，开矿很快以失败

告终。被践踏过的土地无法重新进

行稻米种植，于是布赖人转而进行

橡胶种植。

进入21世纪以后，在橡胶种植之

外，布赖也同时发展棕榈种植业。如

今，布赖还在开发旅游业，水月宫成

为开发的重头戏。水月宫是布赖人

的精神中心，不管是在苏丹内战、日

军占领、或者政府的强势开矿时期，

布赖人始终相信是水月宫里的观音

菩萨在保佑着他们，才让布赖不灭，

布赖文化与精神也不灭。每年农历

二月十九日的观音诞是布赖最重要

的日子，所有在外地工作求学的人，

不管年纪大小，都要回到布赖村，参

与这重要的节日。游神、设醮，为期

五天至一周的庆典，几乎每一个村民

都参与其中。

经历了这一段段沧桑历史后，布

赖才回归“世外桃源”的宁静与和

睦。为什么一个如此纯粹的客家村

能够在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环境下

长期保存下来，其背后的原因自然

复杂。但是布赖人对家乡的眷恋、对

文化的执着、对未来的乐观，或许是

原因之一。布赖村还成立了水月宫妇

女美化组，在水月宫前修建广场、八

角亭、竹林、卡拉OK等休闲场所，每

到夜晚，老少年轻来到广场前喝酒聊

天、嬉笑玩耍，一幅“怡然自乐”的景

象。傅先生还带我们到村里的小学转

了一圈，作为学校董事会的成员，他

表现出对布赖下一代教育的关心，

修建新校舍、从外聘请老师、还准备

给老师建宿舍，他们在努力地让这个

地方发展得更好的同时，也在努力地

保存着传统的精神文化。

劳勿：金矿产区转身农业基地

离开布赖，我们驱车前往劳勿	

——早期重要的金矿开采地。劳勿处

于马来亚黄金环带上，以其高产量闻

名于世。据资料介绍，早在16、17世

纪已有华人、马来人在劳勿一带的小

溪以木制琉琅淘洗金沙。20世纪以

前，劳勿地区的通行都靠牛车栈道，

发展较为落后。直到1909年从劳勿

清晨的雾气围绕着水月宫周围的群山(作者提供)清晨的雾气围绕着水月宫周围的群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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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古毛到吉隆坡的公路才建好，此

地不再偏处一隅，一跃成为马来亚最

重要的金矿产地，也使劳勿走入最为

光辉的时代。

1880年代澳洲金矿公司便进驻

劳勿，准备展开长期的大规模金矿开

采，因引进新型的管理方法和开采技

术，到1905年，它成为彭亨地区唯一

留存下来的外国矿务公司，它还雇佣

了大量华工进行探矿和开矿工作。金

矿开采的顺利展开也促进了华人人口

和商业贸易的增长；且劳勿在当时是

交通枢纽，位于立卑—劳勿—文冬主

干公路上，大道从市中心穿过，前往

东海岸各地均须经过此处；天时地

利的优势使其成为繁荣的市镇。据

记载，每年的农历新年，澳洲金矿公

司还会向英殖民政府申请，允许华人

聚赌，为期3天4夜，赌博方式应有尽

有，闻名全马，甚至有外地人特地到

此一赌。可见华人数量之大及其在

开矿事业中的重要性，这些华工也以

客家人为主。劳勿今日还有七个主要

的华人会馆，分别是客家公会、广西

会馆、高州会馆、惠州会馆、大埔同

乡会、福州同乡会、福建会馆，前5所

均是客家人为主的会馆。此行我们也

特地走访了劳勿客家公会。

成立于1939年的劳勿客家公会，

至今已有78年的历史。2015年重修

之后，现会所为一幢三层楼店屋建

筑。相比其他地方的会馆，劳勿客家

公会显得比较简单，现在会馆主要的

活动就是组织山歌比赛等文娱活动。

据会馆理事介绍，会馆没有组织春秋

祭活动，而本地华人最主要的信仰则

为观音信仰。

位于都赖路的观音堂是远近闻

名的大庙宇，车行在马路上，所见皆

是陈旧的两三层楼店屋建筑，突然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装饰焕然一新的

观音堂，虽然我们时间有限，没有前

去参观。但是据介绍，就像水月宫是

布赖人的精神中心一样，观音堂也是

当地华人的精神中心，每年的观音诞

都是华人最为热闹的日子。而观音堂

的重新修葺与装饰，也让它成了远近

闻名的一处旅游景点了。

劳勿虽然比布赖面积大了许多，

也不像布赖是一个纯粹的客家聚

落，但是作为金矿开采区，他们的命

运却有几分相似。1961年澳洲金矿

公司撤出后，劳勿的金矿业才真正陷

入低谷。同样的是它之后便转而种

植橡胶、棕榈等热带植物，而且劳勿

还是驰名远近的花生和榴莲种植基

地，每年的榴莲季节也是劳勿的旅

游高峰期。

如今，年轻人多数离开劳勿到大

城市工作了，依靠农业发展的劳勿再

难找回过去的辉煌，高速公路的修

筑也再次让劳勿偏处一隅。曾经依

靠金矿开采和便利交通而繁荣一时

的市镇，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躺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在午后慵懒

的阳光下缓缓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文冬：老房子诉说活历史

离开劳勿前往文冬，我们的第一

站来到了文冬客家公会。文冬是早

期主要的锡矿产区，矿工也多数是客

家人。已有77年历史的客家公会，两

年前刚重修了位于陆佑街73号的会

所，是一幢三层楼高的店屋式建筑。

从1967年在两广义山建立客属总坟

后，客家公会每年都会举办春秋两

祭，妇女组则不时组织山歌比赛、推

广客家美食活动等。文冬客家公会

目前有会员近800名，大部分来自惠

州、东莞、大埔及海陆丰等地。

文冬的第二站我们参观两个多月

前才开幕的文冬文化馆。位于陆佑街

17-18号的文化馆，前身是陆佑在文

冬成立的东顺公司老店原址。走进

馆内仔细品读，才知道小小店铺的几

经变化，也正是文冬这个小镇的命运

辗转过程。

文冬锡矿蕴藏量丰富且接近地

表，开采成本低，可是直至1890年

代，从雪兰莪进入文冬的陆路只有

黄贤强老师（右2）与考察团员（作者提供）黄贤强老师（右2）与考察团员（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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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的山路，人员进出文冬或运锡，

多数要经由东海岸的瓜拉彭亨和北

根河口，行船约100英里才能到达，

非常不便。英殖民政府深知只有建

立文冬与雪兰莪的陆路联系，才能将

文冬开发成有价值的矿区。1897年，

在英国人的邀请和苏丹的支持下，陆

佑来到了文冬，他与政府签订协议：	

3年内在文冬勘测4000亩最佳锡矿

地的特许开采权，长达21年矿地租

期不必缴地税，并可建立市镇。但

是，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开辟一条从

文冬至布赖的道路，以便衔接彭亨主

干公路，将锡米运到雪兰莪销售。建

路费4万1千元，陆佑须付2万5千，其

余由雪兰莪政府支付。陆佑找来当时

的南洋首富、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

张弼士，及驻槟城副领事谢春生，作

为合伙人共同出资开路，3人还一起

成立了开矿机构东顺公司。

1897年陆佑即带来数千名工人

进入文冬开始开矿，不料第二年瘟

疫爆发，许多矿工犯了脚气病，身体

瘦弱、走路无力。陆佑想到叶亚来曾

在雪兰莪战争靠仙四师爷显灵反败

为胜，决定把仙四师爷神像从吉隆

坡请到文冬供奉，并重建了广福庙。

现在广福庙前堂上还挂着一块1902

年所立的牌匾“泽及群生”，立匾人第

一排的陆弼臣、张弼士、谢梦池，正是

东顺公司的三位合伙人。

东顺公司的第一任经理是辛

炳，1898年受陆佑邀请来到文冬，负

责矿场及街场的开发管理，1903年退

休。随后，崔贤于1904至1906年担任

东顺公司第二任经理，他原是雪兰莪

政府承包商兼矿商，能力出众。他们

两人在担任东顺公司经理期间贡献

良多，曾经参与开发过或居住过的

街分别被命名为辛炳街（Jalan	Ah		

Peng）、崔贤街（Jalan	Chui	Yin）。

这两条街与陆佑街共同成为文冬市

镇的主干街道，生动地记录着文冬

早期的历史。

1947年，老房子易主给陆佑远

亲吉隆坡大实业家张郁才、廖荣枝，

柏荣公司经营胶园。这也意味着文冬

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树胶	

种植阶段。就像布赖与劳勿一样，几

乎所有的矿村最后终须面临矿产枯

竭的命运，而马来亚适宜的气候环

境和树胶种植盛潮正好给他们的转

型提供了机会。在橡胶种植业衰落之

后，这座老房子又转售给经营中草药

的同发公司，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为文

冬文化馆，成为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文

冬的一张文化名片。

百年辗转，这所老房子依旧焕发

着生机活力，在诉说着这个城市的

历史，诉说着华人开辟这座城市的

贡献。

结语

车行一天，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吉

隆坡。与白天触目所及的陈旧与宁

静、空旷与绿色相比，进入吉隆坡好

像进入另一个世界，高楼林立、灯红

酒绿、车水马龙。布赖、劳勿、文冬这

几个因开矿而曾繁荣一时的市镇，最

终均难逃矿产枯竭的命运。在时代潮

流推动下，市镇几经辗转寻找属于自

己的发展道路，从橡胶、棕榈种植到

旅游开发，虽不似吉隆坡占据地理与

政治优势，却也发展出另一种惬意释

然的自然风光。而这一路以来，总可

见华人拼搏的身影。

在旅程中曾遇见一位自称广东人

的老先生，却说着客家话，问他为什

么，他答“飘洋过海人人都是客”。

从中原移民到闽粤地区的客家人，与

闽粤再到南洋的客家人，这“客家”

的含义或许都一样吧，心境或许也

一样吧。随着历史的发展，曾经外来

的客家人成为闽粤当地的一部分。而

在马来人主导的马来西亚社会里，华

人对当地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也像

原乡的“客家人”一样，慢慢成为马来

西亚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继续对这些

地方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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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挥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烟事

袅袅》，给我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

很难给它一个清楚的界定：它是小说？还是

散文？是政论文？亦或是历史叙事？林康

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会上赋予它一个新的说

辞——“张挥体小说”，但是我想说的它是介

于一种虚构、自传、新闻、政治议论和历史的

小说书写，这种小说书写不但扩展了小说创

作的空间，也开拓了小说书写的N种可能性。

虽然说张挥小说的书写在文学世界上不是一

种创举，我们很容易地从他的小说中看到拉

丁美洲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小说的影子，不过在本地文坛

上这种新的小说文体倒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它直接挑战我们习惯性的小说阅读神经。

强烈的个人视角带出历史的体温

我不是学院派的文学理论专业出身，不

想鹦鹉学舌地用我不熟悉的后殖民文学理

论或者是流行到有点泛滥的魔幻主义理论来

议论张挥的小说，我想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

到张挥小说的原点，用我的视角来解读“张

挥体小说”的书写。

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家或是其他形

式的文学家或艺术家，一定要和体制保持距

离，这样才能够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具有高

度的敏感，才能较客观地对各种各样的社会

现象和政治生态采取批判性的审视。我必须

表明这里说的“体制”是构成当下社会和政

治现状的机制，而不是一般定义的“政权”

或代表“政府”。我并不主张凡是反体制的

文学艺术创作就是好的，但是在文学艺术创

作上对社会具有批判性的敏感是一个有良知

的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最起码的要求。萨特曾

经这么说：“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

妥协和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议、

要唱反调、要批评。”当我们的社会把母语

教育视为禁忌、把反对政治当作邪恶政治，

并已经成为我们集体的无意识，张挥利用

他的文学叙事把我们的政治历史放在政治

道德伦理上来作一番审视，并对压抑的母

语处境作出无声的抗议，这无疑地对我们

麻木的社会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

读完张挥的小说，感觉到它是由许许

多多碎片化的叙事铺展出来的，其中有个

人的写照，有新闻的直接引用，也有历史事

件的参照，更有个人海阔天空的呓语，不时

掺杂一些寓言式的故事情节，他就是利用

碎片化的叙事引导我们进入他想构建的历

史叙事，以他的方式和他的理解来讲述历

史。他的历史叙事的呈现方式虽然显得很

主观，带有强烈的个人的视角，但是我们能

够从中感觉到阅读宏观历史叙事感觉不到

的历史体温，让我们从这些历史的碎片中

找回失忆的历史。

小说的文学或历史叙事贯穿两条主线

有人说《烟事袅袅》是一部魔幻主义的

作品，我更属意把它归为现实主义的类别，

小说在素材的缀取上主要还是基于历史事

实或者是一些“想象的真实”，虽然作者

不时会穿插一些寓言式的叙事，比如说在	

“鸟说新语”、在“三只脚椅子的传奇”、

在“头你输，花你输得更惨”这些片段，利

用寓言的文本把不便明说的议论和想法置

入。作者是一位会讲故事的高手，书中一

些故事比如“黑色的意见箱”、比如“木德

学英语”如果抽离出来，其实就是很好的微

伪装成小说的历史叙事
我读张挥的《烟事袅袅》╱	文		:  河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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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小说，这些故事读了让人感觉到情

节的荒谬，然而就是因为它的荒谬让

我们感到比现实更加深刻的现实。

正如作者在“引子”中表达的，他想

把我们引入他所构建的“记忆战争

的游戏”，他设计的游戏似乎把作者

和读者的传统友好小说阅读习惯打

破了，不过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作者是

讲故事的高手，他就是能够让不同文

类文本的呈现不再是我们读者关注

的要点，让我们不知不觉中被带入他

的“记忆战争的游戏”里。作者把这

些不同文类的文本用一种相近的话

语策略，来展示各自多样化的特征，

并超越文本主义的限制，实现作者想

要传达的历史叙事。

贯穿张挥这部小说的历史叙事或

者是文学叙事有两条主线：一个是被

压抑的华文的处境，另一个是被扭曲

的政治生态，这两个方面都具有着共

同的政治符号：华校、华文教育和华

校生。对这两条主线的叙事，张挥巧

妙地利用“烟事”和“ 遮里”来作为

隐喻：以老爸乌金教儿子刘根源抽烟

来隐喻华文教育的传承，以抽烟环境

不断地受限制来隐喻华文的处境；以

遮里这种红色的小果实来隐喻阿

泰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当年许许多多

华校生的理想。

无论是小说中的阿泰或者是现实

中的原型谢太宝，无疑地都是一个完

美指标性的形象，他是华校生的脊

梁，代表了当年华校生坚持理想、为

真理执着、为正义不畏牺牲的理想

主义的化身。张挥选择谢太宝来作

为小说阿泰的原型来说明被扭曲的政

治生态，在新加坡历史上是不二的人

选，他的事迹，他的遭遇，让人很容易

把他和曼德拉、甘地、切•格瓦拉连系

起来，无论是小说中阿泰对代表理想

的“ 遮里”的呵护，还是历史现实

中谢太宝对理想的坚持，他们共同具

有的人格力量无疑是对小说中那个伟

大艺术家的嘲笑。

关于历史文本和方言词汇书写的
商榷

书写历史的小说或者是小说的历

史书写，归根结底还是历史叙事的文

本。对于历史的文本，我们必须要有

严格的要求，小说既然以谢太宝作为

阿泰的原型，就不能乖离谢太宝的在

新加坡历史中的历程。很遗憾地我们

看到张挥在历史叙事上的硬伤，比如

他说“当时阿泰已经是社阵裕廊区的

国会议员（应该是立法议员），……

阿泰不赞成匆促行事，主张合并应

该经过充分的准备而且公开的辩论

后审慎进行，反对不平等的条件下

匆促合并。”（见书76页），这样的叙

述说明谢太宝是在1959年大选时就

成为立法议员，事实上谢太宝是在

1963年9月21日马来西亚成立5天之

后举行的大选中中选为裕廊区的立法

议员，并在之后代表社阵成为马来西

亚国会议员。在书中的231页我们见

到这样的叙述：“但没想到在合并之

前，政府果然来一次‘冷藏行动’，	

将林清祥等人全部都捉去坐监牢，

阿泰就是在这一次‘冷藏行动’中被

捕的。”其实谢太宝并不是在“冷藏

行动”中被捕的，他是在新加坡独立

后的1966年10月29日被捕的，事由

当时的社阵杯葛国会，进行“议会外

群众斗争”，政府借口援引“内部安

全法令”把他投入监狱，从此谢太宝

在没有审讯下被关长达32年之久。

张挥的《烟事袅袅》沿袭他一贯

小说书写的语言风格，一种特有的新

加坡华语的风格，或者说是一种张

挥式的语言风格，他在说故事当中加

入许多当地方言，展现了新加坡语言

的特色，不幸的是我是一个“语言原

教旨主义”的信徒，对于他在方言书

写方面表现的随意性颇有微词。他

的随意性表现在对方言词的书写喜

欢用谐音字甚至是用罗马化拼音，而

不是下一点功夫去查出方言词原本的

词汇，导致原本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

的方言不能从文字上表现出来，这虽

然也许只是小瑕疵，在追求完美的语

言表达方面不免是一种遗憾。

结语

张挥善用隐喻，书中采用许许多

多的隐喻来说故事，小至一个人名，

大至故事细节，他都利用隐喻的方

式表达。他以隐喻的方式、冷嘲热

讽的语言以及应用黑色幽默来对	

“体制”进行张挥式的批判，这种	

“体制”无论是表现在被压抑的华语

还是被扭曲的政治生态，都是他不放

过的对象。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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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7年甫从旅居13年的台湾返马

后，我第一批采买的马来西亚本地

华文出版品中，包括Sybil	Kathigasu的回忆

录《悲悯阙如》。当时囫囵吞枣，目标性阅

读，锁定书中特定人物为对象，然而一无所

获。《悲悯阙如》的作者因在日据时期协助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他们提供情报和医

药而被捕，受尽日军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屈

服。因此她的回忆里虽有我所要寻找的对

象──有马共，有抗日军，却没有女战士。

如此过了10年，日前因有长辈闻悉此书，

要找人写篇书评，这个工作辗转落在我头

上。十年人事几番新，重读《悲悯阙如》，	

除却那种“寻（女）人”的急迫，我倒有机

会用我一贯索引派的阅读习惯，细读作者

本身作为女人的心灵，同时检验书中刻划

的人事和景象。

回忆录中阙如的传主事迹

Sybil	Kathigasu作为一位立传传世的

抗日女英雄，她的生平事迹却鲜为人知。她

的回忆录不包含个人的身世、背景和成长。

根据零星资料显示，Sybil	Kathigasu原名

Sybil	Medan	Daly，1899年在印尼棉兰出

天主、殖民主与抗日军
重读《悲悯阙如》╱	文		:   潘婉明

作者在Sybil	故居采访（作者提供）



Sybil在日据时期的幸与不幸，交织在天主、殖民主和抗日军的神
与世俗的意义之下。Sybil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仁慈来自信仰。
系狱期间，她无时无刻不向天主祈祷。火烤朵恩事件令她更确信天
主的慈悲。她是欧亚裔，她的荣耀来自殖民主。她深信英国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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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母均为欧亚裔出身，因此她身

上包含了多重欧亚血统。她的母亲

是一名接生妇，她也继承衣钵，受训

成为护士及接生妇。她的丈夫是原

名Arumugam	Kanapathi	Pillay的印

度裔医生，两人因信仰不同，婚事一

度受到女方家长反对。Sybil是虔诚

的天主教徒，男方其后在父亲的许可

下改名改宗，两人才得以于1919年在

吉隆坡结婚。

1926年Kathigasu夫妇移居

怡保，在市区波士打路（Brewster	

Road）141号开设诊所（这间店屋至

今仍在）。Sybil	Kathigasu说得一口

流利的广府话，对其他华人方言也

略有掌握。她有三名子女，1919年出

生的长子夭折，两名女儿分别是1921

年出生的奥尔嘉（Olga）和1936年出

生的朵恩（Dawn），另外还有一名养

子威廉（William	Pillay）。

日本侵略马来亚扰乱了Kathi-

gasu夫妇在怡保行医的平静日子。

两人先后于1943年7月和8月被捕，在

狱中受尽苦刑。及后他们的养子也受

牵连。1944年2月下旬，Kathigasu医

生和威廉分别被判刑15年及3年，监

禁在太平（Taiping)监狱，Sybil本人

则被判终生监禁，关闸在华都牙也

（Batu	Gajah)监狱，一直到1945年9

月6日二战结束后才获释。Sybil由于

负伤严重，随即被送往英国治疗，期

间于1947年获颁乔治勋章（George	

Medal），却因旧伤复发病情恶化，旋

于1948年6月12日病逝。1949年3月，

她的遗体经槟城运回马来亚，安葬在

怡保圣米高教堂的罗马天主教坟场

（St.	Michael	Church	Cemetery）。

目前，怡保市内有一条以她命名的街

道：Jalan	Sybil	Kathigasu。

日据时期行医很受爱戴

《悲悯阙如》没有介绍这些背

景，该书以1941年12月15日日军轰炸

怡保街市为开端。当时Sybil	Kathi-

gasu刚为一名产妇接生完，闻讯赶

回诊所才发现丈夫因被霰弹击中受

伤送医了。怡保一夕之间烽火连天，

大批城市人口逃离家园，向周边乡镇

转移，Kathigasu一家也不例外。当时

许多逃难的人一路往南，但没有特定

目的地，Kathigasu一家人和几位亲

近的朋友同行，他们的座车为了躲避

日军战斗机轰炸公路，急忙拐进一

条叉路，在那里巧遇友人，因缘巧合

地来到甲板（Papan）。甲板及其周

边乡镇早年因采锡开埠，都是矿业

重镇，但随着怡保崛起并取代了其地

位，渐成市郊。甲板全镇只有一条马

路，友人的家在大路将尽的74号，他

慷慨地邀请Kathigasu一行人同住。

当日据已成定局，74号屋主一家

搬回城市，Kathigasu医生不久也回到

怡保行医，但Sybil决定留在甲板。她

向屋主租赁整间双层店屋，在此开设

诊所。这期间，许多过去的病人闻风

前来求医，附近的镇民、贫苦人家、

马来警察都来看病，重症病患需等

医生回来诊断，轻微者则由Sybil看

诊。Kathigasu夫妇行医不分贵贱、

不分族群，很受病人和民众爱戴。

犯险弄来收音机收听盟军消息

日据初期，宪兵部下令人民交出

所有无线电收音机。凡持有收音机

者，需在指定期限内缴到警察局领取

证明，否则倘若在突击检查时被宪兵

搜出，则必遭处决。Kathigasu家的收

音机留在怡保，被占据他们房子的日

本人没收了。没有信息的日子让Sybil

感受孤立和痛苦，她深信英国殖民者

必定会扭转局势重返马来亚，因此这

种与世隔绝、对外在一无所知的日子

非常折磨她。她强烈渴望重新联系

上自由世界，不惜犯险弄来一台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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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空管的收音机。她和友人把这

台代号为“约瑟芬”的收音机拆散改

装，把外壳的木箱烧掉，把扬声器掩

埋在后院的菜园地，把必要的零件

暗藏在不同的地方，每日夜里重新

组合，以耳机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新

闻。这个做法虽然冒险，但是收到来

自盟军的消息却大大地激励了、慰藉

了她和她的朋友，加强了她们对真理

最终会获得胜利的信心！

然后“约瑟芬”因她操作不当而

烧坏了。于是她又大胆地先后弄到	

“约瑟芬二号”（后因泡水故障）和	

“约瑟芬三号”，这是种下日后她的

养子威廉及相关人等被捕的祸根。然

而更大并且来得更早的祸源不是收音

机，而是抗日军来了。

受抗日军倚重救治伤员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民众自发参

加的抗日武装部队，由马来亚共产党

号召，抗日军的成员不一定是马共，

但这支由马共所率领的游击队是当

时最有规模的、并且在三年零八个月

的日据时期持续战斗的武装组织。

马共领导的工运、工会活动战前在甲

板、布先（Pusing）、端洛（Tronoh）

一带非常活跃，马共中央委员单汝洪

（阿海）即出身甲板，不过他在日据

前夕被调动到森美兰州的知知港。

当时马共霹雳州的总部设在怡保

以北的朱毛（Chemor）山区，位处怡

保以南的甲板地区则由江雁指挥。马

共透过甲板居民的联系，先是大胆地

把病患送到Sybil的诊所医治，得悉她

有抗日的决心，人格正直可靠，逐渐

倚重她救治抗日军的伤员。抗日军在

条件恶劣的森林生活，常见的疾病包

括疟疾、疥癣、脚气病以及身体肿痛

等，因此他们需要奎宁、维他命等药

物。根据Sybil自己描述，她能辨识出

抗日军的脸，因为他们隐匿在森林

里，长期接触经绿叶过滤了的阳光，

脸孔有一种淡绿色的痕迹。在她诊

所进出的抗日军可谓“络绎不绝”，

有时甚至跟来求医的马来警察同处

一室。不过，比较“显眼”的患者则安

排在晚间八点以后才依约定上门，比

如受到枪伤的抗日军，要等医生从怡

保回来动手术开刀取出子弹，所承担

的风险不同。

夫妇养子先后被日军逮捕在日本	

人的统治下，处处都有告密的人。	

1943年7月底，日本人通知Kathigasu

医生去一趟特高办公室，随即扣留

他。Sybil了解到事态严重，应该很

快就轮到她了。她立刻促人带走坏

掉的“约瑟芬二号”，用水泥把“约

瑟芬三号”封死在地洞里，又清点了

药物存货，把大量的奎宁、药丸、碘

酊、硫磺膏、泻盐、麻布、棉花、绷

带，以及其他简单的手术工具打包起

来，交给可靠的同志送去给抗日军。

然后她匆匆安置家人，交待大家一

定要坚称对她个人的作为和行动毫不

知情。8月初的一个早上，日军派了阵

容可观的人力，持手枪和机关枪押送

她到怡保。

较早前，主管霹雳州抗日的第五

独立队司令赖莱福被捕了，地方游

击队要求Sybil协助查出他被囚禁的

地点。一张由江雁写给她的字条落

入日本人的手中，导致她的身份败

露。Sybil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和逼

供，表面上要逼迫她承认自愿救治抗

日军，事实上日本人更想从她身上套

取到抗日军的情报。Sybil不为所动，

身心受尽摧残。不过，她在牢房里结

识了许多雪中送炭的朋友，他们协助

她传送书信，也帮她争取伙食，或挟

带物资和口信进来。这些甘愿犯险

Papan	街景（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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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狱卒和清洁工的善意，让她得以

尽可能地与Kathigasu医生串供，把

责任推在她头上，以便保全丈夫、家

人、朋友和同志。

随着她坚不屈服和配合的决心，

她招徕无数毒打，以致于背椎受伤

不能站立和行走。不久养子威廉因携

带“约瑟芬三号”到怡保，在朋友家

偷听广播而被宪兵逮捕，这个消息无

疑是雪上加霜，令她极为忧心。她又

设法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因此她带

着宪兵队回到甲板74号，起出还残留

在家中的“约瑟芬们”的零件残骸，

说服日本人这一切都是她个人所为，

孩子只是在她被捕后发现她私藏的

收音机，因此把它带到朋友家。这样

做可以免除威廉“搜罗”收音机的重

罪，但过程中不得不交待她“搜罗”

这些“约瑟芬们”所牵涉到的人，所

幸他们最终只被轻判几个月的徒刑。

怒斥日军有日罪有应得

日本人从Sybil身上得不到预期

的情报，恼羞成怒之下抓了年仅7岁

的朵恩，并将她捆绑起来吊挂在大

树上，任由群蚁叮咬，脚下还燃起火

盆，威胁要烧死她。这事非常考验身

为人母的Sybil，但朵恩说“不要说，

妈妈。我爱你，我们死在一起”的话

给了她勇气，她没有屈服，只是频密

而重复地祈祷，求圣母慈悲，直到一

名高阶官员出面阻止了这场闹剧。朵

恩安全了，欣喜若狂的Sybil除了感激

天主对她的祈祷有所回应，同时也

高呼“马来亚和英国万岁！”她不顾

一切地冲着残暴的吉村军曹说：“当

马来亚再次归属英国，你将罪有应

得！”忿怒的吉村以一记重拳把她击

倒在地，还用脚猛踢她的脸。

事情至此，日本人似乎已无意再

跟她顽强的意志僵持下去，遂于1944

年2月下旬结案转交法庭审判。Sybil

被判终生监禁移送华都牙也监狱，

一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重获自由。不

过此时她的身体状况很差，呈半瘫

痪状态。

Sybil在日据时期的幸与不幸，交

织在天主、殖民主和抗日军的神与

世俗的意义之下。Sybil是虔诚的天

主教徒，她的仁慈来自信仰。系狱期

间，她无时无刻不向天主祈祷。火烤

朵恩事件令她更确信天主的慈悲。

她是欧亚裔，她的荣耀来自殖民主。

她深信英国和盟军节节败退只是一

时的，英国绝不会放弃她所建设和

统治的殖民地马来亚，也不会抛弃

马来亚的子民。她是医者，她的苦难

来自抗日军。事实上把抗日军的信

使带到她面前的是Kathigasu医生。

医生的历史角色以及他也支撑过日本

宪兵部酷刑的事实，可能被忽视和低

估了。不过Sybil在后续的发展中卷入

很深，抗日军多次建议她举家避入森

林，但她考虑到无辜的人可能会受牵

连而婉拒了抗日军的安排。

祖国最后把她的朋友当成敌人

Sybil算是熬过了日本人统治下的

残暴不仁，但她的健康并没有恢复过

来。她在英国治疗期间着手书写她的

回忆录。纵观《悲悯阙如》全文，以我

的角度，它作为文本不无缺陷。我并

不怀疑其中人事物的描述及其经历的

真实性，但一路读来却有某种似曾相

识的熟悉。全书的内容完整、行文流

畅，但情节稍嫌奇幻，化险为夷的巧

合频仍，而对话也过于细致，即使面

对酷刑，应对也不失机智，总是冷静

无惧、辩才无碍。这是自传体小说很

常见的写作手法，但《悲悯阙如》是

不折不扣的回忆录定位。

根据网络上暂时无法求证的资料

指出，1948年当朵恩赴英探望母亲

时，她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不能握笔

了，因此《悲悯阙如》最后50页的手

稿并非Sybil亲手所写，猜测应该是由

她口述而编辑代笔。这本回忆录在她

病逝前已完稿，却一直拖延到1954年

才有英文版No	Dram	of	Mercy的出

版。Sybil将永远意料不到，她所热爱

的祖国，在她逝世的几天后，在殖民

地马来亚颁布了“紧急状态法令”，	

将她书中所歌颂的抗日军，那些她为

了信义不肯出卖的马共朋友，在一夕

之间变成国家的敌人，成为国家要

剿灭的对象。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

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

选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	

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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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怡 和 轩 俱 乐 部 所 出 版 的
《怡和世纪》近年来日益

引人注目，颇获各界人士的欢迎
与期待。
        怡和轩成立于1895年，在
122年的岁月里，除了曾经是新
加坡早期政经领袖交流的枢纽，
更曾数次发挥领导新马以及南洋
华侨社会反对侵略与保卫和平的
作用，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支援中
国和新马的抗日活动。新加坡独
立建国后，随着社会演变，怡和
轩好长一段岁月殊少参与社会运
动，似乎恢复了早年富人俱乐部
的原貌。然而，就在世纪交替时
刻，怡和轩开始转型，继续扮演
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公民团体角
色，并以“发扬先贤精神、传承
文化”为俱乐部会务方针。
        2010年6月，怡和轩决定革
新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富
内容，并取名为《怡和世纪》。
每年出版三期，篇幅逐年增加，
从40多页增加至现在的140-150
页，不愧为一本内容丰富的综合
性期刊。

挖掘史实   开拓视野
　　在首期出版前言里，首任总
编辑陆锦坤指出：“我们要藉
此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文化交汇
的平台，传播与时并进的讯息与
观念，并允许不同意见和想法碰
撞，达到集思广益共同进步的作
用。”
　 　 浏 览 已 出 版 的 《 怡 和 世

纪》，它显然能以扎实的步伐，
朝着当初树立的目标稳健迈进。
以今年出版的两期为例，便能具
体说明这本每四个月出版一次的
杂志，所具有的综合性刊物特
色。
　　刊物每期都设有的怡和专
题，是要从多个角度、较深入探
讨一些新加坡社会问题。 
　　比如在第31期分析方言回
潮的专题里，便收集有六篇文
章。首先是林清如撰文《方言回
潮，是耶？非耶？》提出疑问，
郭振羽、李楚林和庄永康分别在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多语的
世界是开放的》《吃饱没？对不
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文中抒
发己见。另一篇情文并茂的回忆

性文章，是陈伯汉执笔的《方言
巨人太阿倒持》，文中追述丽的
呼声受到的冲击。中国语言学教
授郭熙也撰文《新加坡禁绝方言
的思考》，提出了他的冷静观
察。
　　最近一期研讨的专题，则是
整理了各界专家对《新加坡经
济未来报告书》发表的观察与思
考，那都是出现在新媒体和英文
报刊上的言论，对华文报刊读者
来说应该会有新鲜感，或能促进
不同语文知识分子的交流。此
外，刊物也反映了怡和轩部分从
商会员对新政策的回馈。
　　《怡和世纪》的特色，或许
还在对新加坡史料的整理。作者
们从客观立场，以第一手资料细

心追寻历史真相，对于读者拓宽
思维路径有所帮助。
　　周维介的专栏，至今是对几
个文化现象的深入挖掘，如《文
化大坡之书店篇》，钩沉影响两
三代新加坡中文书读者思想的华
文书店的兴起和没落。另一篇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
末》，更是鲜为人知的几近淹没
史料的浮起。在这之前，他也发
表了有关1950年代反黄运动、
新加坡禁书、刘三姐山歌如何唱
红新加坡等题材的专文，情文并
茂。
　　林恩河也曾发表多篇关于新
加坡当代史的文章，他是从陆续
曝光的新马历史档案里，努力还
原历史的原貌，特别是新加坡独
立前后的经历。这些文章在某些
方面与主流论述有所不同，显然
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了解史实。
　　马来西亚文化人士安焕然、
潘永强等人对彼岸文化历史的细
述，也常叫人想起两国曾经有过
的千丝万缕联系。潘永强近期发
表的《七十年代马来亚大学华文
学会事件始末》，图文并茂，诚
为难得的历史回忆。
　　这些文史工作者，除了要花
大力气挖掘史料，显然还须具有
研究历史应负起的责任感、正义
感和使命感，才能为刊物撰写出
那么一篇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
其他曾为刊物提供文史论著的学
者还有柯木林、蔡史君、卓南
生、柯冰蓉、庄钦永等人。

《怡和世纪》封面（合成图）

《怡和世纪》编委：（坐者左起）王如明、邹文学、陆锦坤、林清如
和谢声远；（立者左起）谢声群、林少彬、郑钧如和南治国。

图·话
杨志飞
新加坡水彩画会理事

位于梧槽路的四座组屋，人称梧槽坊（Rochor Centre），
分别呈黄、蓝、绿、红四种颜色，构成一道亮丽彩虹。

不过，这个抢眼地标将让位给一条计划建造的新高速公路，目
前已经人去楼空。这道彩虹组屋群，约在明年就会消失，成为
人们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即将消失的梧槽坊

怡情怡性两相宜
　　《怡和世纪》提供的时评和
财经分析，也常获得读者良好反
应，如叶鹏飞、黄彬华、陈定
远、陈士铭和李敏雯的文章，都
是分析鞭辟入里，有独到见解的
评论。
　　叶鹏飞在分析美国总统选举
的结果时写道：特朗普当选等极
端主义的乱象，表明在政治上缺
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
最后连消极目标也不可得，最不
坏的制度将其最坏的一面，赤裸
裸展现在世人面前。
　　黄彬华论及朝鲜危机时这么
认为：美国利用朝核危机，让东
北亚国家分裂成亲美反朝派和反
美亲朝派，甚至借势结成美日韩
三国军事同盟，在韩国设立了反
导弹萨德系统，反朝变成了围堵
中国的代名词。
　　陈定远分析马来西亚在中国
经济战略上的地位时指出：马来
西亚政府当初提出在关丹建立产
业园，各界反应异常冷淡，但是
中国却独具慧眼，看中了关丹
这个绝佳的地理位置。2013年2
月，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
区的建立，成为以后中国南海战
略部署的一部分。
　　这本注重史实整理与时事论
述的刊物，虽然少刊登文艺作
品，却也容纳多样化题材的书
写，如会员与特选中学的专访，
地方与人物掌故，文学与艺术思

维、书评等，因此阅读《怡和世
纪》也有相对轻松的时候。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我
也经常留意到以下的作者，他们
包括邱立本、梁东屏、胡逸山、
杜平、王昌伟、吴韦材、陈迎
竹、谢诗坚、林婉绯、谢燕燕、
冯焕好、何华、林臻、林高、连
奇、刘培芳、周雁冰、钟华、卢
丽珊、谢声远、王如明、雨石、
南治国和林康等。他们都是文化
界知名人物，肯为《怡和世纪》
供稿，说明他们对刊物分量的肯
定。

社会需要闲人做“傻事”
　　《怡和世纪》的出版经费，
一概由怡和轩及会员赞助，编辑
部人员一律义务服务。电子版不
计，纸版每期发行量为5千本，
免费赠阅。
　　除了本地，读者遍及马来西
亚及海外多个地方。《怡和世
纪》通过潘国驹教授的世界科技
集团的安排，目前已与世界几十
所高等学府的图书馆和学术部门
挂钩，并交换定期刊物。
　　总编辑林清如受访时说，
“这是一个少人读书的年代，我
们还在辛苦经营这样的刊物，至
今也有七年，真不晓得还能坚持
多久！”
　　“有人说那是闲人在搞的傻
事。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或
许这个社会还需要多一些闲人做
点这样的傻事吧！”他补充道。

闲来整理橱柜，收拾旧书刊
及相册之余，顺手翻看学

生时代拍的黑白旧照，青春即时
倒带，脑海往事历历……
　　一张在课室里的留影，依稀
记得星期六早上进行的座谈会，
由学术组正、副两位同学负责主
持。聚焦黑板，字体繁简参杂，
是当年教育部自创的自家简体。

自组联谊会为“永恒”
　　细读座谈会大纲，着实为
“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我辈捏一
把冷汗！看看当时我们在“座
谈”些什么议题：
　　“检讨目前：政体问题；组
织问题；人事问题和设备问题。
　　成就：即席点评。
　　展望将来；改善政体；巩固
内阁组织；促进新旧会员互相了
解；逐使内部设备完善。”
　　那是1973年立达中学的中
四会考班，难以想象我们一伙人
小鬼大的男生，不去紧张年终会
考，反而激进地学人家改善“政
体”巩固“内阁”，还有能力和
精力去完善设备！是要搞学潮还
是组政党？难道不怕内政部闻风
而至，一网打尽，锒铛入狱而毁
了大好前程吗？
　　非也。话说中四那年，我们
这群从中一就同班的小毛头有感
于离别在即，惟恐他日天涯海
角，各奔前程，从此失联，于是
灵机一动，发起组织一个能维系
珍贵情谊的联络站，取名“永恒

联谊会”。
　　当时也没想这事需不需要注
册，算不算“非法组织”，是否
触犯了法律等，就这样以母校为
基地创建了起来，提起来还真有
点晚晴园同盟会的历史氛围！

康乐体育活动有板有眼
　　当骊歌高唱，各奔前程，联
谊会正好发挥效用。我们的活动
很频密，记忆中除了定期开会检
讨，也相约逛街看电影，举办过
野餐、春节晚会、象棋比赛、游
泳比赛及英语讲故事比赛等。
　　记得“游泳比赛”在已关闭
的寅杰游泳池拉开帷幕，一班小
毛头也没申请准证就大咧咧就游
了起来。虽然每次得奖的都是那
一两位有拜师学艺的，其余都只
能当陪衬，大伙还是游得不亦乐
乎——好玩第一，比赛第二！
　　一次，我们还破天荒办英语
讲故事比赛，活动宗旨在于提升

第二语文水平。此外，也曾经在
中峇鲁公园聚会，激荡脑筋，切

磋棋艺。

　　连续两年的春节，我们都策
划表演自娱。除了歌唱及华乐表
演单元外，我初试啼声，尝试写
了一个相声，以及一出当时很流
行的，“琼瑶式”文艺爱情歌唱
剧，并亲自上阵。翌年则呈现另
一出搞笑化妆趣剧，彼此开开心
心欢度佳节。
　　下来好几年，兄弟们接二连
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不甘寂
寞，打算扩充，把身边的伴侣也
纳入，阵容倍增，每当出游，红
男绿女浩浩荡荡，总引来旁人羡
煞的目光。

重温当年的冲劲傻劲
　　珍珠山僻静的荷塘小亭，是
自毕业后我们最常聚会的老地
方，而今小亭依旧，天下则没有
不散的筵席。

　　接下来的日子，经历一般青
年成长的忙碌冲刺，联谊会虽不
再靠搞节目维系情感，在电脑和
手机缺席的年代，一次又一次的
相聚，总不其然地发生在婚宴或
丧礼的大圆桌旁。
　　转瞬间，母校已年届五十，
待我们在校友聚餐会上再次重
逢，青丝已染白霜。真是岁月不
饶人。回眸一瞥，十六七岁的纯
真好玩，冲劲傻劲又回来了……

七年“不”痒

我们的青春“同盟会”

        2010年6月，本地知

名华人会馆怡和轩决定革新

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

富内容，每年出版三期，并

取名为《怡和世纪》。

　　七年来，这本内容丰富

的综合性期刊刊登了不少掷

地有声的好文章，在本地综

合性华文刊物中渐渐露出头

角。

文化名片
邹文学／文图
前新闻工作者 《怡和世纪》春满园

青春记号
江炳松／文
土地测量员

短袖上衣，宽松长裤，粗
布剪裁，这款俗称“阿

妈仔衫”的衣服，妈妈一年
到头都穿着，布色洗得残白
她也不舍得丢掉。妈妈手巧

心灵，能把粗布变出花衣裳，穿起来实用美观。
　　上世纪60年代中，乡村邻里妇女组开办裁缝学习班。妇女
若能学好一门手艺，便于立足社会谋生，即便不能出外工作，
她们在家照顾年幼孩子也能边做家务边缝缝补补找一些外快。
　　妈妈缩衣节食，借钱典当，换来一部缝纫机，她把15岁的
二姐送到缝纫班学缝纫，从此妈妈的“阿妈仔衫”，比别人妈
妈的好看。二姐带妈妈去布摊选花布，会骄傲地告诉摊贩说：
“要一匹，我妈妈穿的！”
　　一匹花布，缝制一套女装上衣和长裤，要多少布？布宽25
英寸，长三码半。二姐先用布尺量出妈妈身体各部位尺寸，衣
裤宽松不紧身，尺码不必太精准。用黄皮纸画出上衣、裤子、
领子、袖子、裤袋的纸模，把布料铺平对折，将纸模放在布料
上，用大头针钉住各个部位，不让布料移位，再用一把锐利的
剪刀把布料裁剪出形状来：
　　长裤一定要长过脚踝，裤管宽宽松松，走起路来，扬起一
阵风。裤头缝上伸缩性胶带，或在腰腹前的部位开个小洞，用
针线缝好开口，贯穿一条细白布
带，穿的时候把布带束起来绑紧
一个活结。
　　上衣开小企领，领下开斜
襟，襟上钉缝一排布纽，布纽挺
细致的做工。缝合一条宽度小过
一厘米的同色花布条，翻转过
来，先打个花结，再把细布带合
折相应的长度做成环勾，能紧紧
扣住襟两边。后来，衣襟改以
钉铁箔钮扣紧，襟两边钉上凹凸
钮，手轻轻一掰就打开衣襟，穿
脱上衣很方便，却少了手工布纽
特有的细致婉约风韵。
　　“轧轧轧轧……”“嘀哒嘀
哒……”，针车轴转，手挑针
缝，线连衣裾，女红细腻。

吾土吾城
余宁／文图
退休人士

妈妈当年的“阿妈仔衫”。

阿妈仔衫

（左图）12名要好的同学组成“永恒联谊会”，为的是维系同窗多年的珍贵情谊。（右图）数年后组员
接二连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把身边伴侣也纳入，阵容倍增。

连续两年春节，我们都策划表演
自娱，开开心心欢度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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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怡 和 轩 俱 乐 部 所 出 版 的
《怡和世纪》近年来日益

引人注目，颇获各界人士的欢迎
与期待。
        怡和轩成立于1895年，在
122年的岁月里，除了曾经是新
加坡早期政经领袖交流的枢纽，
更曾数次发挥领导新马以及南洋
华侨社会反对侵略与保卫和平的
作用，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支援中
国和新马的抗日活动。新加坡独
立建国后，随着社会演变，怡和
轩好长一段岁月殊少参与社会运
动，似乎恢复了早年富人俱乐部
的原貌。然而，就在世纪交替时
刻，怡和轩开始转型，继续扮演
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公民团体角
色，并以“发扬先贤精神、传承
文化”为俱乐部会务方针。
        2010年6月，怡和轩决定革
新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富
内容，并取名为《怡和世纪》。
每年出版三期，篇幅逐年增加，
从40多页增加至现在的140-150
页，不愧为一本内容丰富的综合
性期刊。

挖掘史实   开拓视野
　　在首期出版前言里，首任总
编辑陆锦坤指出：“我们要藉
此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文化交汇
的平台，传播与时并进的讯息与
观念，并允许不同意见和想法碰
撞，达到集思广益共同进步的作
用。”
　 　 浏 览 已 出 版 的 《 怡 和 世

纪》，它显然能以扎实的步伐，
朝着当初树立的目标稳健迈进。
以今年出版的两期为例，便能具
体说明这本每四个月出版一次的
杂志，所具有的综合性刊物特
色。
　　刊物每期都设有的怡和专
题，是要从多个角度、较深入探
讨一些新加坡社会问题。 
　　比如在第31期分析方言回
潮的专题里，便收集有六篇文
章。首先是林清如撰文《方言回
潮，是耶？非耶？》提出疑问，
郭振羽、李楚林和庄永康分别在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多语的
世界是开放的》《吃饱没？对不
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文中抒
发己见。另一篇情文并茂的回忆

性文章，是陈伯汉执笔的《方言
巨人太阿倒持》，文中追述丽的
呼声受到的冲击。中国语言学教
授郭熙也撰文《新加坡禁绝方言
的思考》，提出了他的冷静观
察。
　　最近一期研讨的专题，则是
整理了各界专家对《新加坡经
济未来报告书》发表的观察与思
考，那都是出现在新媒体和英文
报刊上的言论，对华文报刊读者
来说应该会有新鲜感，或能促进
不同语文知识分子的交流。此
外，刊物也反映了怡和轩部分从
商会员对新政策的回馈。
　　《怡和世纪》的特色，或许
还在对新加坡史料的整理。作者
们从客观立场，以第一手资料细

心追寻历史真相，对于读者拓宽
思维路径有所帮助。
　　周维介的专栏，至今是对几
个文化现象的深入挖掘，如《文
化大坡之书店篇》，钩沉影响两
三代新加坡中文书读者思想的华
文书店的兴起和没落。另一篇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
末》，更是鲜为人知的几近淹没
史料的浮起。在这之前，他也发
表了有关1950年代反黄运动、
新加坡禁书、刘三姐山歌如何唱
红新加坡等题材的专文，情文并
茂。
　　林恩河也曾发表多篇关于新
加坡当代史的文章，他是从陆续
曝光的新马历史档案里，努力还
原历史的原貌，特别是新加坡独
立前后的经历。这些文章在某些
方面与主流论述有所不同，显然
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了解史实。
　　马来西亚文化人士安焕然、
潘永强等人对彼岸文化历史的细
述，也常叫人想起两国曾经有过
的千丝万缕联系。潘永强近期发
表的《七十年代马来亚大学华文
学会事件始末》，图文并茂，诚
为难得的历史回忆。
　　这些文史工作者，除了要花
大力气挖掘史料，显然还须具有
研究历史应负起的责任感、正义
感和使命感，才能为刊物撰写出
那么一篇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
其他曾为刊物提供文史论著的学
者还有柯木林、蔡史君、卓南
生、柯冰蓉、庄钦永等人。

《怡和世纪》封面（合成图）

《怡和世纪》编委：（坐者左起）王如明、邹文学、陆锦坤、林清如
和谢声远；（立者左起）谢声群、林少彬、郑钧如和南治国。

图·话
杨志飞
新加坡水彩画会理事

位于梧槽路的四座组屋，人称梧槽坊（Rochor Centre），
分别呈黄、蓝、绿、红四种颜色，构成一道亮丽彩虹。

不过，这个抢眼地标将让位给一条计划建造的新高速公路，目
前已经人去楼空。这道彩虹组屋群，约在明年就会消失，成为
人们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即将消失的梧槽坊

怡情怡性两相宜
　　《怡和世纪》提供的时评和
财经分析，也常获得读者良好反
应，如叶鹏飞、黄彬华、陈定
远、陈士铭和李敏雯的文章，都
是分析鞭辟入里，有独到见解的
评论。
　　叶鹏飞在分析美国总统选举
的结果时写道：特朗普当选等极
端主义的乱象，表明在政治上缺
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
最后连消极目标也不可得，最不
坏的制度将其最坏的一面，赤裸
裸展现在世人面前。
　　黄彬华论及朝鲜危机时这么
认为：美国利用朝核危机，让东
北亚国家分裂成亲美反朝派和反
美亲朝派，甚至借势结成美日韩
三国军事同盟，在韩国设立了反
导弹萨德系统，反朝变成了围堵
中国的代名词。
　　陈定远分析马来西亚在中国
经济战略上的地位时指出：马来
西亚政府当初提出在关丹建立产
业园，各界反应异常冷淡，但是
中国却独具慧眼，看中了关丹
这个绝佳的地理位置。2013年2
月，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
区的建立，成为以后中国南海战
略部署的一部分。
　　这本注重史实整理与时事论
述的刊物，虽然少刊登文艺作
品，却也容纳多样化题材的书
写，如会员与特选中学的专访，
地方与人物掌故，文学与艺术思

维、书评等，因此阅读《怡和世
纪》也有相对轻松的时候。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我
也经常留意到以下的作者，他们
包括邱立本、梁东屏、胡逸山、
杜平、王昌伟、吴韦材、陈迎
竹、谢诗坚、林婉绯、谢燕燕、
冯焕好、何华、林臻、林高、连
奇、刘培芳、周雁冰、钟华、卢
丽珊、谢声远、王如明、雨石、
南治国和林康等。他们都是文化
界知名人物，肯为《怡和世纪》
供稿，说明他们对刊物分量的肯
定。

社会需要闲人做“傻事”
　　《怡和世纪》的出版经费，
一概由怡和轩及会员赞助，编辑
部人员一律义务服务。电子版不
计，纸版每期发行量为5千本，
免费赠阅。
　　除了本地，读者遍及马来西
亚及海外多个地方。《怡和世
纪》通过潘国驹教授的世界科技
集团的安排，目前已与世界几十
所高等学府的图书馆和学术部门
挂钩，并交换定期刊物。
　　总编辑林清如受访时说，
“这是一个少人读书的年代，我
们还在辛苦经营这样的刊物，至
今也有七年，真不晓得还能坚持
多久！”
　　“有人说那是闲人在搞的傻
事。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或
许这个社会还需要多一些闲人做
点这样的傻事吧！”他补充道。

闲来整理橱柜，收拾旧书刊
及相册之余，顺手翻看学

生时代拍的黑白旧照，青春即时
倒带，脑海往事历历……
　　一张在课室里的留影，依稀
记得星期六早上进行的座谈会，
由学术组正、副两位同学负责主
持。聚焦黑板，字体繁简参杂，
是当年教育部自创的自家简体。

自组联谊会为“永恒”
　　细读座谈会大纲，着实为
“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我辈捏一
把冷汗！看看当时我们在“座
谈”些什么议题：
　　“检讨目前：政体问题；组
织问题；人事问题和设备问题。
　　成就：即席点评。
　　展望将来；改善政体；巩固
内阁组织；促进新旧会员互相了
解；逐使内部设备完善。”
　　那是1973年立达中学的中
四会考班，难以想象我们一伙人
小鬼大的男生，不去紧张年终会
考，反而激进地学人家改善“政
体”巩固“内阁”，还有能力和
精力去完善设备！是要搞学潮还
是组政党？难道不怕内政部闻风
而至，一网打尽，锒铛入狱而毁
了大好前程吗？
　　非也。话说中四那年，我们
这群从中一就同班的小毛头有感
于离别在即，惟恐他日天涯海
角，各奔前程，从此失联，于是
灵机一动，发起组织一个能维系
珍贵情谊的联络站，取名“永恒

联谊会”。
　　当时也没想这事需不需要注
册，算不算“非法组织”，是否
触犯了法律等，就这样以母校为
基地创建了起来，提起来还真有
点晚晴园同盟会的历史氛围！

康乐体育活动有板有眼
　　当骊歌高唱，各奔前程，联
谊会正好发挥效用。我们的活动
很频密，记忆中除了定期开会检
讨，也相约逛街看电影，举办过
野餐、春节晚会、象棋比赛、游
泳比赛及英语讲故事比赛等。
　　记得“游泳比赛”在已关闭
的寅杰游泳池拉开帷幕，一班小
毛头也没申请准证就大咧咧就游
了起来。虽然每次得奖的都是那
一两位有拜师学艺的，其余都只
能当陪衬，大伙还是游得不亦乐
乎——好玩第一，比赛第二！
　　一次，我们还破天荒办英语
讲故事比赛，活动宗旨在于提升

第二语文水平。此外，也曾经在
中峇鲁公园聚会，激荡脑筋，切

磋棋艺。

　　连续两年的春节，我们都策
划表演自娱。除了歌唱及华乐表
演单元外，我初试啼声，尝试写
了一个相声，以及一出当时很流
行的，“琼瑶式”文艺爱情歌唱
剧，并亲自上阵。翌年则呈现另
一出搞笑化妆趣剧，彼此开开心
心欢度佳节。
　　下来好几年，兄弟们接二连
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不甘寂
寞，打算扩充，把身边的伴侣也
纳入，阵容倍增，每当出游，红
男绿女浩浩荡荡，总引来旁人羡
煞的目光。

重温当年的冲劲傻劲
　　珍珠山僻静的荷塘小亭，是
自毕业后我们最常聚会的老地
方，而今小亭依旧，天下则没有
不散的筵席。

　　接下来的日子，经历一般青
年成长的忙碌冲刺，联谊会虽不
再靠搞节目维系情感，在电脑和
手机缺席的年代，一次又一次的
相聚，总不其然地发生在婚宴或
丧礼的大圆桌旁。
　　转瞬间，母校已年届五十，
待我们在校友聚餐会上再次重
逢，青丝已染白霜。真是岁月不
饶人。回眸一瞥，十六七岁的纯
真好玩，冲劲傻劲又回来了……

七年“不”痒

我们的青春“同盟会”

        2010年6月，本地知

名华人会馆怡和轩决定革新

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

富内容，每年出版三期，并

取名为《怡和世纪》。

　　七年来，这本内容丰富

的综合性期刊刊登了不少掷

地有声的好文章，在本地综

合性华文刊物中渐渐露出头

角。

文化名片
邹文学／文图
前新闻工作者 《怡和世纪》春满园

青春记号
江炳松／文
土地测量员

短袖上衣，宽松长裤，粗
布剪裁，这款俗称“阿

妈仔衫”的衣服，妈妈一年
到头都穿着，布色洗得残白
她也不舍得丢掉。妈妈手巧

心灵，能把粗布变出花衣裳，穿起来实用美观。
　　上世纪60年代中，乡村邻里妇女组开办裁缝学习班。妇女
若能学好一门手艺，便于立足社会谋生，即便不能出外工作，
她们在家照顾年幼孩子也能边做家务边缝缝补补找一些外快。
　　妈妈缩衣节食，借钱典当，换来一部缝纫机，她把15岁的
二姐送到缝纫班学缝纫，从此妈妈的“阿妈仔衫”，比别人妈
妈的好看。二姐带妈妈去布摊选花布，会骄傲地告诉摊贩说：
“要一匹，我妈妈穿的！”
　　一匹花布，缝制一套女装上衣和长裤，要多少布？布宽25
英寸，长三码半。二姐先用布尺量出妈妈身体各部位尺寸，衣
裤宽松不紧身，尺码不必太精准。用黄皮纸画出上衣、裤子、
领子、袖子、裤袋的纸模，把布料铺平对折，将纸模放在布料
上，用大头针钉住各个部位，不让布料移位，再用一把锐利的
剪刀把布料裁剪出形状来：
　　长裤一定要长过脚踝，裤管宽宽松松，走起路来，扬起一
阵风。裤头缝上伸缩性胶带，或在腰腹前的部位开个小洞，用
针线缝好开口，贯穿一条细白布
带，穿的时候把布带束起来绑紧
一个活结。
　　上衣开小企领，领下开斜
襟，襟上钉缝一排布纽，布纽挺
细致的做工。缝合一条宽度小过
一厘米的同色花布条，翻转过
来，先打个花结，再把细布带合
折相应的长度做成环勾，能紧紧
扣住襟两边。后来，衣襟改以
钉铁箔钮扣紧，襟两边钉上凹凸
钮，手轻轻一掰就打开衣襟，穿
脱上衣很方便，却少了手工布纽
特有的细致婉约风韵。
　　“轧轧轧轧……”“嘀哒嘀
哒……”，针车轴转，手挑针
缝，线连衣裾，女红细腻。

吾土吾城
余宁／文图
退休人士

妈妈当年的“阿妈仔衫”。

阿妈仔衫

（左图）12名要好的同学组成“永恒联谊会”，为的是维系同窗多年的珍贵情谊。（右图）数年后组员
接二连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把身边伴侣也纳入，阵容倍增。

连续两年春节，我们都策划表演
自娱，开开心心欢度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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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怡 和 轩 俱 乐 部 所 出 版 的
《怡和世纪》近年来日益

引人注目，颇获各界人士的欢迎
与期待。
        怡和轩成立于1895年，在
122年的岁月里，除了曾经是新
加坡早期政经领袖交流的枢纽，
更曾数次发挥领导新马以及南洋
华侨社会反对侵略与保卫和平的
作用，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支援中
国和新马的抗日活动。新加坡独
立建国后，随着社会演变，怡和
轩好长一段岁月殊少参与社会运
动，似乎恢复了早年富人俱乐部
的原貌。然而，就在世纪交替时
刻，怡和轩开始转型，继续扮演
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公民团体角
色，并以“发扬先贤精神、传承
文化”为俱乐部会务方针。
        2010年6月，怡和轩决定革
新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富
内容，并取名为《怡和世纪》。
每年出版三期，篇幅逐年增加，
从40多页增加至现在的140-150
页，不愧为一本内容丰富的综合
性期刊。

挖掘史实   开拓视野
　　在首期出版前言里，首任总
编辑陆锦坤指出：“我们要藉
此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文化交汇
的平台，传播与时并进的讯息与
观念，并允许不同意见和想法碰
撞，达到集思广益共同进步的作
用。”
　 　 浏 览 已 出 版 的 《 怡 和 世

纪》，它显然能以扎实的步伐，
朝着当初树立的目标稳健迈进。
以今年出版的两期为例，便能具
体说明这本每四个月出版一次的
杂志，所具有的综合性刊物特
色。
　　刊物每期都设有的怡和专
题，是要从多个角度、较深入探
讨一些新加坡社会问题。 
　　比如在第31期分析方言回
潮的专题里，便收集有六篇文
章。首先是林清如撰文《方言回
潮，是耶？非耶？》提出疑问，
郭振羽、李楚林和庄永康分别在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多语的
世界是开放的》《吃饱没？对不
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文中抒
发己见。另一篇情文并茂的回忆

性文章，是陈伯汉执笔的《方言
巨人太阿倒持》，文中追述丽的
呼声受到的冲击。中国语言学教
授郭熙也撰文《新加坡禁绝方言
的思考》，提出了他的冷静观
察。
　　最近一期研讨的专题，则是
整理了各界专家对《新加坡经
济未来报告书》发表的观察与思
考，那都是出现在新媒体和英文
报刊上的言论，对华文报刊读者
来说应该会有新鲜感，或能促进
不同语文知识分子的交流。此
外，刊物也反映了怡和轩部分从
商会员对新政策的回馈。
　　《怡和世纪》的特色，或许
还在对新加坡史料的整理。作者
们从客观立场，以第一手资料细

心追寻历史真相，对于读者拓宽
思维路径有所帮助。
　　周维介的专栏，至今是对几
个文化现象的深入挖掘，如《文
化大坡之书店篇》，钩沉影响两
三代新加坡中文书读者思想的华
文书店的兴起和没落。另一篇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
末》，更是鲜为人知的几近淹没
史料的浮起。在这之前，他也发
表了有关1950年代反黄运动、
新加坡禁书、刘三姐山歌如何唱
红新加坡等题材的专文，情文并
茂。
　　林恩河也曾发表多篇关于新
加坡当代史的文章，他是从陆续
曝光的新马历史档案里，努力还
原历史的原貌，特别是新加坡独
立前后的经历。这些文章在某些
方面与主流论述有所不同，显然
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了解史实。
　　马来西亚文化人士安焕然、
潘永强等人对彼岸文化历史的细
述，也常叫人想起两国曾经有过
的千丝万缕联系。潘永强近期发
表的《七十年代马来亚大学华文
学会事件始末》，图文并茂，诚
为难得的历史回忆。
　　这些文史工作者，除了要花
大力气挖掘史料，显然还须具有
研究历史应负起的责任感、正义
感和使命感，才能为刊物撰写出
那么一篇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
其他曾为刊物提供文史论著的学
者还有柯木林、蔡史君、卓南
生、柯冰蓉、庄钦永等人。

《怡和世纪》封面（合成图）

《怡和世纪》编委：（坐者左起）王如明、邹文学、陆锦坤、林清如
和谢声远；（立者左起）谢声群、林少彬、郑钧如和南治国。

图·话
杨志飞
新加坡水彩画会理事

位于梧槽路的四座组屋，人称梧槽坊（Rochor Centre），
分别呈黄、蓝、绿、红四种颜色，构成一道亮丽彩虹。

不过，这个抢眼地标将让位给一条计划建造的新高速公路，目
前已经人去楼空。这道彩虹组屋群，约在明年就会消失，成为
人们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即将消失的梧槽坊

怡情怡性两相宜
　　《怡和世纪》提供的时评和
财经分析，也常获得读者良好反
应，如叶鹏飞、黄彬华、陈定
远、陈士铭和李敏雯的文章，都
是分析鞭辟入里，有独到见解的
评论。
　　叶鹏飞在分析美国总统选举
的结果时写道：特朗普当选等极
端主义的乱象，表明在政治上缺
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
最后连消极目标也不可得，最不
坏的制度将其最坏的一面，赤裸
裸展现在世人面前。
　　黄彬华论及朝鲜危机时这么
认为：美国利用朝核危机，让东
北亚国家分裂成亲美反朝派和反
美亲朝派，甚至借势结成美日韩
三国军事同盟，在韩国设立了反
导弹萨德系统，反朝变成了围堵
中国的代名词。
　　陈定远分析马来西亚在中国
经济战略上的地位时指出：马来
西亚政府当初提出在关丹建立产
业园，各界反应异常冷淡，但是
中国却独具慧眼，看中了关丹
这个绝佳的地理位置。2013年2
月，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
区的建立，成为以后中国南海战
略部署的一部分。
　　这本注重史实整理与时事论
述的刊物，虽然少刊登文艺作
品，却也容纳多样化题材的书
写，如会员与特选中学的专访，
地方与人物掌故，文学与艺术思

维、书评等，因此阅读《怡和世
纪》也有相对轻松的时候。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我
也经常留意到以下的作者，他们
包括邱立本、梁东屏、胡逸山、
杜平、王昌伟、吴韦材、陈迎
竹、谢诗坚、林婉绯、谢燕燕、
冯焕好、何华、林臻、林高、连
奇、刘培芳、周雁冰、钟华、卢
丽珊、谢声远、王如明、雨石、
南治国和林康等。他们都是文化
界知名人物，肯为《怡和世纪》
供稿，说明他们对刊物分量的肯
定。

社会需要闲人做“傻事”
　　《怡和世纪》的出版经费，
一概由怡和轩及会员赞助，编辑
部人员一律义务服务。电子版不
计，纸版每期发行量为5千本，
免费赠阅。
　　除了本地，读者遍及马来西
亚及海外多个地方。《怡和世
纪》通过潘国驹教授的世界科技
集团的安排，目前已与世界几十
所高等学府的图书馆和学术部门
挂钩，并交换定期刊物。
　　总编辑林清如受访时说，
“这是一个少人读书的年代，我
们还在辛苦经营这样的刊物，至
今也有七年，真不晓得还能坚持
多久！”
　　“有人说那是闲人在搞的傻
事。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或
许这个社会还需要多一些闲人做
点这样的傻事吧！”他补充道。

闲来整理橱柜，收拾旧书刊
及相册之余，顺手翻看学

生时代拍的黑白旧照，青春即时
倒带，脑海往事历历……
　　一张在课室里的留影，依稀
记得星期六早上进行的座谈会，
由学术组正、副两位同学负责主
持。聚焦黑板，字体繁简参杂，
是当年教育部自创的自家简体。

自组联谊会为“永恒”
　　细读座谈会大纲，着实为
“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我辈捏一
把冷汗！看看当时我们在“座
谈”些什么议题：
　　“检讨目前：政体问题；组
织问题；人事问题和设备问题。
　　成就：即席点评。
　　展望将来；改善政体；巩固
内阁组织；促进新旧会员互相了
解；逐使内部设备完善。”
　　那是1973年立达中学的中
四会考班，难以想象我们一伙人
小鬼大的男生，不去紧张年终会
考，反而激进地学人家改善“政
体”巩固“内阁”，还有能力和
精力去完善设备！是要搞学潮还
是组政党？难道不怕内政部闻风
而至，一网打尽，锒铛入狱而毁
了大好前程吗？
　　非也。话说中四那年，我们
这群从中一就同班的小毛头有感
于离别在即，惟恐他日天涯海
角，各奔前程，从此失联，于是
灵机一动，发起组织一个能维系
珍贵情谊的联络站，取名“永恒

联谊会”。
　　当时也没想这事需不需要注
册，算不算“非法组织”，是否
触犯了法律等，就这样以母校为
基地创建了起来，提起来还真有
点晚晴园同盟会的历史氛围！

康乐体育活动有板有眼
　　当骊歌高唱，各奔前程，联
谊会正好发挥效用。我们的活动
很频密，记忆中除了定期开会检
讨，也相约逛街看电影，举办过
野餐、春节晚会、象棋比赛、游
泳比赛及英语讲故事比赛等。
　　记得“游泳比赛”在已关闭
的寅杰游泳池拉开帷幕，一班小
毛头也没申请准证就大咧咧就游
了起来。虽然每次得奖的都是那
一两位有拜师学艺的，其余都只
能当陪衬，大伙还是游得不亦乐
乎——好玩第一，比赛第二！
　　一次，我们还破天荒办英语
讲故事比赛，活动宗旨在于提升

第二语文水平。此外，也曾经在
中峇鲁公园聚会，激荡脑筋，切

磋棋艺。

　　连续两年的春节，我们都策
划表演自娱。除了歌唱及华乐表
演单元外，我初试啼声，尝试写
了一个相声，以及一出当时很流
行的，“琼瑶式”文艺爱情歌唱
剧，并亲自上阵。翌年则呈现另
一出搞笑化妆趣剧，彼此开开心
心欢度佳节。
　　下来好几年，兄弟们接二连
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不甘寂
寞，打算扩充，把身边的伴侣也
纳入，阵容倍增，每当出游，红
男绿女浩浩荡荡，总引来旁人羡
煞的目光。

重温当年的冲劲傻劲
　　珍珠山僻静的荷塘小亭，是
自毕业后我们最常聚会的老地
方，而今小亭依旧，天下则没有
不散的筵席。

　　接下来的日子，经历一般青
年成长的忙碌冲刺，联谊会虽不
再靠搞节目维系情感，在电脑和
手机缺席的年代，一次又一次的
相聚，总不其然地发生在婚宴或
丧礼的大圆桌旁。
　　转瞬间，母校已年届五十，
待我们在校友聚餐会上再次重
逢，青丝已染白霜。真是岁月不
饶人。回眸一瞥，十六七岁的纯
真好玩，冲劲傻劲又回来了……

七年“不”痒

我们的青春“同盟会”

        2010年6月，本地知

名华人会馆怡和轩决定革新

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

富内容，每年出版三期，并

取名为《怡和世纪》。

　　七年来，这本内容丰富

的综合性期刊刊登了不少掷

地有声的好文章，在本地综

合性华文刊物中渐渐露出头

角。

文化名片
邹文学／文图
前新闻工作者 《怡和世纪》春满园

青春记号
江炳松／文
土地测量员

短袖上衣，宽松长裤，粗
布剪裁，这款俗称“阿

妈仔衫”的衣服，妈妈一年
到头都穿着，布色洗得残白
她也不舍得丢掉。妈妈手巧

心灵，能把粗布变出花衣裳，穿起来实用美观。
　　上世纪60年代中，乡村邻里妇女组开办裁缝学习班。妇女
若能学好一门手艺，便于立足社会谋生，即便不能出外工作，
她们在家照顾年幼孩子也能边做家务边缝缝补补找一些外快。
　　妈妈缩衣节食，借钱典当，换来一部缝纫机，她把15岁的
二姐送到缝纫班学缝纫，从此妈妈的“阿妈仔衫”，比别人妈
妈的好看。二姐带妈妈去布摊选花布，会骄傲地告诉摊贩说：
“要一匹，我妈妈穿的！”
　　一匹花布，缝制一套女装上衣和长裤，要多少布？布宽25
英寸，长三码半。二姐先用布尺量出妈妈身体各部位尺寸，衣
裤宽松不紧身，尺码不必太精准。用黄皮纸画出上衣、裤子、
领子、袖子、裤袋的纸模，把布料铺平对折，将纸模放在布料
上，用大头针钉住各个部位，不让布料移位，再用一把锐利的
剪刀把布料裁剪出形状来：
　　长裤一定要长过脚踝，裤管宽宽松松，走起路来，扬起一
阵风。裤头缝上伸缩性胶带，或在腰腹前的部位开个小洞，用
针线缝好开口，贯穿一条细白布
带，穿的时候把布带束起来绑紧
一个活结。
　　上衣开小企领，领下开斜
襟，襟上钉缝一排布纽，布纽挺
细致的做工。缝合一条宽度小过
一厘米的同色花布条，翻转过
来，先打个花结，再把细布带合
折相应的长度做成环勾，能紧紧
扣住襟两边。后来，衣襟改以
钉铁箔钮扣紧，襟两边钉上凹凸
钮，手轻轻一掰就打开衣襟，穿
脱上衣很方便，却少了手工布纽
特有的细致婉约风韵。
　　“轧轧轧轧……”“嘀哒嘀
哒……”，针车轴转，手挑针
缝，线连衣裾，女红细腻。

吾土吾城
余宁／文图
退休人士

妈妈当年的“阿妈仔衫”。

阿妈仔衫

（左图）12名要好的同学组成“永恒联谊会”，为的是维系同窗多年的珍贵情谊。（右图）数年后组员
接二连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把身边伴侣也纳入，阵容倍增。

连续两年春节，我们都策划表演
自娱，开开心心欢度佳节。

原载《联合早报》2017年3月4日	缤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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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怡 和 轩 俱 乐 部 所 出 版 的
《怡和世纪》近年来日益

引人注目，颇获各界人士的欢迎
与期待。
        怡和轩成立于1895年，在
122年的岁月里，除了曾经是新
加坡早期政经领袖交流的枢纽，
更曾数次发挥领导新马以及南洋
华侨社会反对侵略与保卫和平的
作用，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支援中
国和新马的抗日活动。新加坡独
立建国后，随着社会演变，怡和
轩好长一段岁月殊少参与社会运
动，似乎恢复了早年富人俱乐部
的原貌。然而，就在世纪交替时
刻，怡和轩开始转型，继续扮演
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公民团体角
色，并以“发扬先贤精神、传承
文化”为俱乐部会务方针。
        2010年6月，怡和轩决定革
新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富
内容，并取名为《怡和世纪》。
每年出版三期，篇幅逐年增加，
从40多页增加至现在的140-150
页，不愧为一本内容丰富的综合
性期刊。

挖掘史实   开拓视野
　　在首期出版前言里，首任总
编辑陆锦坤指出：“我们要藉
此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文化交汇
的平台，传播与时并进的讯息与
观念，并允许不同意见和想法碰
撞，达到集思广益共同进步的作
用。”
　 　 浏 览 已 出 版 的 《 怡 和 世

纪》，它显然能以扎实的步伐，
朝着当初树立的目标稳健迈进。
以今年出版的两期为例，便能具
体说明这本每四个月出版一次的
杂志，所具有的综合性刊物特
色。
　　刊物每期都设有的怡和专
题，是要从多个角度、较深入探
讨一些新加坡社会问题。 
　　比如在第31期分析方言回
潮的专题里，便收集有六篇文
章。首先是林清如撰文《方言回
潮，是耶？非耶？》提出疑问，
郭振羽、李楚林和庄永康分别在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多语的
世界是开放的》《吃饱没？对不
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文中抒
发己见。另一篇情文并茂的回忆

性文章，是陈伯汉执笔的《方言
巨人太阿倒持》，文中追述丽的
呼声受到的冲击。中国语言学教
授郭熙也撰文《新加坡禁绝方言
的思考》，提出了他的冷静观
察。
　　最近一期研讨的专题，则是
整理了各界专家对《新加坡经
济未来报告书》发表的观察与思
考，那都是出现在新媒体和英文
报刊上的言论，对华文报刊读者
来说应该会有新鲜感，或能促进
不同语文知识分子的交流。此
外，刊物也反映了怡和轩部分从
商会员对新政策的回馈。
　　《怡和世纪》的特色，或许
还在对新加坡史料的整理。作者
们从客观立场，以第一手资料细

心追寻历史真相，对于读者拓宽
思维路径有所帮助。
　　周维介的专栏，至今是对几
个文化现象的深入挖掘，如《文
化大坡之书店篇》，钩沉影响两
三代新加坡中文书读者思想的华
文书店的兴起和没落。另一篇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
末》，更是鲜为人知的几近淹没
史料的浮起。在这之前，他也发
表了有关1950年代反黄运动、
新加坡禁书、刘三姐山歌如何唱
红新加坡等题材的专文，情文并
茂。
　　林恩河也曾发表多篇关于新
加坡当代史的文章，他是从陆续
曝光的新马历史档案里，努力还
原历史的原貌，特别是新加坡独
立前后的经历。这些文章在某些
方面与主流论述有所不同，显然
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了解史实。
　　马来西亚文化人士安焕然、
潘永强等人对彼岸文化历史的细
述，也常叫人想起两国曾经有过
的千丝万缕联系。潘永强近期发
表的《七十年代马来亚大学华文
学会事件始末》，图文并茂，诚
为难得的历史回忆。
　　这些文史工作者，除了要花
大力气挖掘史料，显然还须具有
研究历史应负起的责任感、正义
感和使命感，才能为刊物撰写出
那么一篇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
其他曾为刊物提供文史论著的学
者还有柯木林、蔡史君、卓南
生、柯冰蓉、庄钦永等人。

《怡和世纪》封面（合成图）

《怡和世纪》编委：（坐者左起）王如明、邹文学、陆锦坤、林清如
和谢声远；（立者左起）谢声群、林少彬、郑钧如和南治国。

图·话
杨志飞
新加坡水彩画会理事

位于梧槽路的四座组屋，人称梧槽坊（Rochor Centre），
分别呈黄、蓝、绿、红四种颜色，构成一道亮丽彩虹。

不过，这个抢眼地标将让位给一条计划建造的新高速公路，目
前已经人去楼空。这道彩虹组屋群，约在明年就会消失，成为
人们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即将消失的梧槽坊

怡情怡性两相宜
　　《怡和世纪》提供的时评和
财经分析，也常获得读者良好反
应，如叶鹏飞、黄彬华、陈定
远、陈士铭和李敏雯的文章，都
是分析鞭辟入里，有独到见解的
评论。
　　叶鹏飞在分析美国总统选举
的结果时写道：特朗普当选等极
端主义的乱象，表明在政治上缺
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
最后连消极目标也不可得，最不
坏的制度将其最坏的一面，赤裸
裸展现在世人面前。
　　黄彬华论及朝鲜危机时这么
认为：美国利用朝核危机，让东
北亚国家分裂成亲美反朝派和反
美亲朝派，甚至借势结成美日韩
三国军事同盟，在韩国设立了反
导弹萨德系统，反朝变成了围堵
中国的代名词。
　　陈定远分析马来西亚在中国
经济战略上的地位时指出：马来
西亚政府当初提出在关丹建立产
业园，各界反应异常冷淡，但是
中国却独具慧眼，看中了关丹
这个绝佳的地理位置。2013年2
月，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
区的建立，成为以后中国南海战
略部署的一部分。
　　这本注重史实整理与时事论
述的刊物，虽然少刊登文艺作
品，却也容纳多样化题材的书
写，如会员与特选中学的专访，
地方与人物掌故，文学与艺术思

维、书评等，因此阅读《怡和世
纪》也有相对轻松的时候。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我
也经常留意到以下的作者，他们
包括邱立本、梁东屏、胡逸山、
杜平、王昌伟、吴韦材、陈迎
竹、谢诗坚、林婉绯、谢燕燕、
冯焕好、何华、林臻、林高、连
奇、刘培芳、周雁冰、钟华、卢
丽珊、谢声远、王如明、雨石、
南治国和林康等。他们都是文化
界知名人物，肯为《怡和世纪》
供稿，说明他们对刊物分量的肯
定。

社会需要闲人做“傻事”
　　《怡和世纪》的出版经费，
一概由怡和轩及会员赞助，编辑
部人员一律义务服务。电子版不
计，纸版每期发行量为5千本，
免费赠阅。
　　除了本地，读者遍及马来西
亚及海外多个地方。《怡和世
纪》通过潘国驹教授的世界科技
集团的安排，目前已与世界几十
所高等学府的图书馆和学术部门
挂钩，并交换定期刊物。
　　总编辑林清如受访时说，
“这是一个少人读书的年代，我
们还在辛苦经营这样的刊物，至
今也有七年，真不晓得还能坚持
多久！”
　　“有人说那是闲人在搞的傻
事。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或
许这个社会还需要多一些闲人做
点这样的傻事吧！”他补充道。

闲来整理橱柜，收拾旧书刊
及相册之余，顺手翻看学

生时代拍的黑白旧照，青春即时
倒带，脑海往事历历……
　　一张在课室里的留影，依稀
记得星期六早上进行的座谈会，
由学术组正、副两位同学负责主
持。聚焦黑板，字体繁简参杂，
是当年教育部自创的自家简体。

自组联谊会为“永恒”
　　细读座谈会大纲，着实为
“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我辈捏一
把冷汗！看看当时我们在“座
谈”些什么议题：
　　“检讨目前：政体问题；组
织问题；人事问题和设备问题。
　　成就：即席点评。
　　展望将来；改善政体；巩固
内阁组织；促进新旧会员互相了
解；逐使内部设备完善。”
　　那是1973年立达中学的中
四会考班，难以想象我们一伙人
小鬼大的男生，不去紧张年终会
考，反而激进地学人家改善“政
体”巩固“内阁”，还有能力和
精力去完善设备！是要搞学潮还
是组政党？难道不怕内政部闻风
而至，一网打尽，锒铛入狱而毁
了大好前程吗？
　　非也。话说中四那年，我们
这群从中一就同班的小毛头有感
于离别在即，惟恐他日天涯海
角，各奔前程，从此失联，于是
灵机一动，发起组织一个能维系
珍贵情谊的联络站，取名“永恒

联谊会”。
　　当时也没想这事需不需要注
册，算不算“非法组织”，是否
触犯了法律等，就这样以母校为
基地创建了起来，提起来还真有
点晚晴园同盟会的历史氛围！

康乐体育活动有板有眼
　　当骊歌高唱，各奔前程，联
谊会正好发挥效用。我们的活动
很频密，记忆中除了定期开会检
讨，也相约逛街看电影，举办过
野餐、春节晚会、象棋比赛、游
泳比赛及英语讲故事比赛等。
　　记得“游泳比赛”在已关闭
的寅杰游泳池拉开帷幕，一班小
毛头也没申请准证就大咧咧就游
了起来。虽然每次得奖的都是那
一两位有拜师学艺的，其余都只
能当陪衬，大伙还是游得不亦乐
乎——好玩第一，比赛第二！
　　一次，我们还破天荒办英语
讲故事比赛，活动宗旨在于提升

第二语文水平。此外，也曾经在
中峇鲁公园聚会，激荡脑筋，切

磋棋艺。

　　连续两年的春节，我们都策
划表演自娱。除了歌唱及华乐表
演单元外，我初试啼声，尝试写
了一个相声，以及一出当时很流
行的，“琼瑶式”文艺爱情歌唱
剧，并亲自上阵。翌年则呈现另
一出搞笑化妆趣剧，彼此开开心
心欢度佳节。
　　下来好几年，兄弟们接二连
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不甘寂
寞，打算扩充，把身边的伴侣也
纳入，阵容倍增，每当出游，红
男绿女浩浩荡荡，总引来旁人羡
煞的目光。

重温当年的冲劲傻劲
　　珍珠山僻静的荷塘小亭，是
自毕业后我们最常聚会的老地
方，而今小亭依旧，天下则没有
不散的筵席。

　　接下来的日子，经历一般青
年成长的忙碌冲刺，联谊会虽不
再靠搞节目维系情感，在电脑和
手机缺席的年代，一次又一次的
相聚，总不其然地发生在婚宴或
丧礼的大圆桌旁。
　　转瞬间，母校已年届五十，
待我们在校友聚餐会上再次重
逢，青丝已染白霜。真是岁月不
饶人。回眸一瞥，十六七岁的纯
真好玩，冲劲傻劲又回来了……

七年“不”痒

我们的青春“同盟会”

        2010年6月，本地知

名华人会馆怡和轩决定革新

原有的会讯，增加篇幅与丰

富内容，每年出版三期，并

取名为《怡和世纪》。

　　七年来，这本内容丰富

的综合性期刊刊登了不少掷

地有声的好文章，在本地综

合性华文刊物中渐渐露出头

角。

文化名片
邹文学／文图
前新闻工作者 《怡和世纪》春满园

青春记号
江炳松／文
土地测量员

短袖上衣，宽松长裤，粗
布剪裁，这款俗称“阿

妈仔衫”的衣服，妈妈一年
到头都穿着，布色洗得残白
她也不舍得丢掉。妈妈手巧

心灵，能把粗布变出花衣裳，穿起来实用美观。
　　上世纪60年代中，乡村邻里妇女组开办裁缝学习班。妇女
若能学好一门手艺，便于立足社会谋生，即便不能出外工作，
她们在家照顾年幼孩子也能边做家务边缝缝补补找一些外快。
　　妈妈缩衣节食，借钱典当，换来一部缝纫机，她把15岁的
二姐送到缝纫班学缝纫，从此妈妈的“阿妈仔衫”，比别人妈
妈的好看。二姐带妈妈去布摊选花布，会骄傲地告诉摊贩说：
“要一匹，我妈妈穿的！”
　　一匹花布，缝制一套女装上衣和长裤，要多少布？布宽25
英寸，长三码半。二姐先用布尺量出妈妈身体各部位尺寸，衣
裤宽松不紧身，尺码不必太精准。用黄皮纸画出上衣、裤子、
领子、袖子、裤袋的纸模，把布料铺平对折，将纸模放在布料
上，用大头针钉住各个部位，不让布料移位，再用一把锐利的
剪刀把布料裁剪出形状来：
　　长裤一定要长过脚踝，裤管宽宽松松，走起路来，扬起一
阵风。裤头缝上伸缩性胶带，或在腰腹前的部位开个小洞，用
针线缝好开口，贯穿一条细白布
带，穿的时候把布带束起来绑紧
一个活结。
　　上衣开小企领，领下开斜
襟，襟上钉缝一排布纽，布纽挺
细致的做工。缝合一条宽度小过
一厘米的同色花布条，翻转过
来，先打个花结，再把细布带合
折相应的长度做成环勾，能紧紧
扣住襟两边。后来，衣襟改以
钉铁箔钮扣紧，襟两边钉上凹凸
钮，手轻轻一掰就打开衣襟，穿
脱上衣很方便，却少了手工布纽
特有的细致婉约风韵。
　　“轧轧轧轧……”“嘀哒嘀
哒……”，针车轴转，手挑针
缝，线连衣裾，女红细腻。

吾土吾城
余宁／文图
退休人士

妈妈当年的“阿妈仔衫”。

阿妈仔衫

（左图）12名要好的同学组成“永恒联谊会”，为的是维系同窗多年的珍贵情谊。（右图）数年后组员
接二连三有了新伴侣，联谊会把身边伴侣也纳入，阵容倍增。

连续两年春节，我们都策划表演
自娱，开开心心欢度佳节。

《怡和世纪》征订启事

尊敬的读者：

《怡和世纪》自出版以来，就通过“免费赠阅”方式向各界推广，发行量日益增加，费用也跟着增加。

有鉴于不少读者表示乐意长期付费订阅，以示对刊物的支持，本刊发行部决定为刊物标价，零售每期

新币10元，长期订阅每年4期新币32元，国外订阅每年42元（包括邮费）。

欢迎并希望阁下加入订户行列，以确保刊物的持续扩展，精益求精。详情请参阅内附表格。



欢迎读者订阅《怡和世纪》杂志，杂志现为季刊，每年4期，每逢1、4、7和10月发行，

敬请选择订阅期数：

《怡和世纪》订阅表格

姓名	Name:																																												Dr	/	Mr	/	Ms	/	Miss	/	Madam

职业	Occupation:																																																				国籍	Nationality:

公司	Company:

地址	Address:

电话	Tel:																												传真	Fax:																													电邮	Email:

我们需要2个星期来处理您的订单。

Please	allow	2	weeks	for	processing.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寄至：

Ee	Hoe	Hean	Club

43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56

Tel:	+65	6224	2678			Fax:	+65	6222	2745	

Email:	eehoehean@gmail.com

1年／per	year	@	SGD$32	(新加坡	Singapore)

1期／per	issue	@	SGD$10	(新加坡	Singapore)

1年／per	year	@	SGD$42	(海外	Overseas)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支票	Cheque										支付	Ee	Hoe	Hean	Club		

银行名称：																											支票号码：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Ee	Hoe	Hean	Club	

银行：OCBC					账号：504－013145－001

注：转账时请注明您的姓名（与订阅表格一致）。





''Our Ready to Eat 
specialties are 

convenient and they do 
not require extensive 
culinary preparations. 
Air fry or toast them 
under 10 minutes for a 
memorable healthier 
experience. Some of 

our products are great 
complements for boiled 

soup or steamed 
dishe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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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唯一

世界，需要领袖。
以影响世界之力，成就伟大，一切由此而生。
无与伦比。举世无双。全新 PHAN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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