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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社会分裂，人人有责。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则“天下可运于掌”；要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我
们先要有一种和谐的心态。

计划、兴建针对老年人的乐龄公寓等。比起瑞士从17岁

就开始强制投保、政府承担50%保费的乐龄保健制度，

新加坡现有的乐龄保健只提供非常基本的保障。今年预

算案拨出20亿元准备资助乐龄保健的加强版，不过保费

的津贴、赔付额等详情尚待敲定。两年前政府决定投入

30亿元推行“幸福老龄化计划”，这是个涵盖医药保健、

退休、就业、住屋和交通等12个领域的综合计划。不过计

划有待民间团体合作，而且要10至15年才能全面落实。

瑞士的养老事业被公认为全世界做得最好，主要有

三种成熟的养老方式：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及社区养老，

政府给予足够资助并进行严格监管。近年我国民间组织

频频呼吁政府改变思维，检讨疗养模式，提供足够津贴

资助民间业者解决人手短缺、硬体设施提升等问题。

诚然，老年医护公共开支肯定将逐年增加，而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今年财政预算案辩论时，财长明确表明不会动用储

备金应付上涨的开支，他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

们应该保持同样精神，为后人种树。” 可是去年底政

策研究所民意调查显示，国人对于“是否愿意支付更高

税务，资助医护领域更高社会开支”这一课题明显存在

分歧。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较不愿意支付更高的税

务，他们倾向于动用国家储备金，即使这意味着保留给

后代的钱较少。前辈勤奋种树，除了要让“后代乘凉”，

同时期待“老有所依”，顺理成章。

严防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社会分裂，人人有责。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则“天下可运于掌”；要建构一个和谐的社

会，我们先要有一种和谐的心态。

林清如 • 总编辑

怡和点击

在现有已满65岁或以上的50万名新加坡老人当中，

有45万名是岛国SG50庆典前后被尊为建国一代

的长者，当中有近19万名年龄在75岁以上。

建国一代当年响应政府建设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

家，接受“各尽所能”为一个新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契

约。新政府破旧立新，百年邻里被清理、私有土地被征

用；国人群策群力，憧憬一个人人有份的新社会。几经

半个世纪，建国一代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没想到现实

社会贫富日益两极化，不少人年近古稀还得为了生活而

奔波。

政府一向反对国家福利主义，强调国人必须自食其

力，养老体系所能提供的保障相当基本。源自殖民地时

代（1955年）就设立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最初是一种通

过强制性储蓄来提供退休养老的费用，经过不断的改

革，变为一种涵盖养老、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多功

能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其中令建国一代最感难受的就

是账户的最低存款额规定。老人因此不得不继续工作，

政府也进一步立法提高退休年龄，鼓励雇主继续聘用

老人工作。

银发海啸的潜在变量不能忽视。政府从不掉以轻心，

不断调整对策，出台了诸如组屋套现、建国一代配套、就

业入息补贴及乐龄补贴计划等为老人纾困解忧的措施。

老有所养；重点不在“老”而在“有所养”。长寿不等

于健康，不一定意味着安度晚年。至于老年医护，政府始

终强调责任主要在老年人自己或其家人，许多旨在提升

老人医护的措施都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比如“瞻养父母

法令”、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参与养老组屋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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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往考来
看我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护理问题

引言

人口老龄化乃世界趋势，问题的聚焦

所在及其复杂性因各国特殊国情而异。新

加坡本是一个年轻国家，由于移民社会的

背景、建国过程的公共政策以及高速经济

成长对生活方式与就业形态带来的影响，

人口增长率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直线下

降，新加坡社会无可避免地日趋老龄化。

政要重话提醒严防老龄化问题演变为分化

社会的银发海啸，老龄化与老年医护课题

被推上了国家议事日程，一时成为牵动人心

的热点议题。本文根据现有资料追述新加

坡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与根源，尝试梳理政

府近年来出台的有关促进人口增长率以及

应对老年医护的一连串政策与措施，同时

综合各方针对老龄化（特别是老年医护课

题）的调研与建议。论述或许未尽完善，旨

在引发各界对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居民人口变化及老龄化趋势的形成

生育、国家政策和移民，是公认影响人

口结构的三大因素。

（一）人口的变化

二战以前，新加坡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

民。随二战结束出现“战后婴儿潮”的生育

高峰，新加坡居民人口（居民人口，在公民

与永久居民体制未建立前，指在地人口）在

介于1947年与1970年的二十四年期间几乎

倍增。1947年至1957年，人口增长率年均

达84.7%；至1970年，达90.8%。

至此，为因应高失业率、住房短缺等民

生问题，国家政策于是介入。譬如1966年

新加坡计划生育与人口委员会成立，1970年

左右推行以“两个就够了”为主要口号的节

育计划，并伴随施政理念推出与其相关的

诸如组屋、学额分配公共政策等。从1970

年代开始，人口的增长开始显著放缓。

1970年至1980年，人口增长率降为

13.3%；此外，1975年以降，新加坡的生

育率退低至2.1%的人口替代水平以下，长

期不得恢复。

下来三十余年，人口相关政策开始并

陆续出现方向性逆转。1983年出台“大学

毕业母亲计划”，1986年发起“三个或更

多（只要能负担）”运动，2001年开始实行 

“婴儿花红”与“第三胎有薪产假”的奖励

生育计划等；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教育普

及与（从1970年代就逐渐发生的）生活方

式与就业形态变迁的日益深化，进一步改

变了人民对婚姻、生育、子女抚养的观念，

形成迟婚、不婚或婚后节育的普遍现象。

两股力量的相互拉扯，反映在居民人

口变化上，人口增长率（和1970年至1980

年的低潮期比较）虽略见回升，但持续呈

现相对迟缓的速度。

新加坡1990年代放宽移民政策，并一

定程度开放永久居留权与国籍的申请，其

影响部分体现在1990年至2000年期间居

民人口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部分体现在

总人口中非居民人口的增加，从1990年的

10.2% 逐年增加到2014年的29.3%。

（二）老龄化趋势的形成

生育率降至2.1%的人口替代率以下，

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导因之一。在新加

坡，1975年就是这么一个相关的转折点，

怡和专题

╱ 文  :  林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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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中位年龄”（median age）

在往后逐步攀高。从1970年的19.5

上升至2017年的40.5；官方根据趋

势估算，截至2030年“中位年龄”

将达47.0。

随着“中位年龄”拉高，新加坡

的“老年支持率”（old-age sup-

port  ratio）即工作人口（20至64

岁）对老年人（65岁及以上）的比

率（反映每一名老年人可获得多少

名工作人口的“支持”），也相应逐

步下调，从1970年的13.3降到2017

年的5.1。

根据联合国新定的衡量标

准，65岁及以上人口在人口中的占

比达到7%，就意味着相关国家进

入老龄化的人口结构。1999年新加

坡65岁及以上人口为23.5万，占居

民人口的比率达7%，开始迈进老

龄化社会。另外，2013年1月新加坡

政府发表《人口白皮书》指出：“新

加坡公民人口在2012 年面临转捩

点，第一批婴儿潮人口步入65 岁；

从当时到2030 年，新加坡将经历

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90 万名

以上婴儿潮人口（超过当时公民人

口的四分之一），将成为（65岁及以

上的）银发族。”

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及老年人口

迅速增加的趋势，把老年医护课题

推上了新加坡的议事日程，成为亟

需优先处理、尽早做好妥善安排的

事项之一。

人口结构变化的经验显示，除了

生育率下降，公共政策（与相关施政

理念）也是一个占据主导性地位的

因素，影响深远（遍及对社会与人

口结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取

向的形塑）。在老年医护的模式与

发展上，公共政策也必然将继续发

挥着重大的作用，决定新加坡能否“

无障碍”地迈进“无龄化”的社会。

譬如，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

年6月13日社论也这么说：“社会老

龄化是新加坡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

的课题，这个课题呈现出多面性，使

问题显得越加复杂而棘手，政府必

须及早从长计议，并掌握情况的发

展趋势。”

新加坡老年相关政策沿革

新加坡过去以“尽量节约”的态

度对待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基本忽

视老年需求（认为子女应该尽孝，

养老是家人的责任）。直至1980年

代，人口老龄化才作为可能影响国

家与社会未来发展态势的议题，开

始较“正式”进入施政者的视野，促

成1982年成立由卫生部领导的“老

年问题委员会”。

（宜康医疗保健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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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提出端

正社会对待老年人态度的主张，包

括推崇孝道，强调照顾父母与年长

家人是子女与后辈的责任，以此作

为老年护理的关键方式；采取措施

提高老年人的家庭与社会地位，如

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调高退休与

提取退休金（公积金）年龄，提供

部分时间、灵活时间或在家工作等

替代就业选择。

1999年“跨部门老年人口委员

会”（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报告，在此前（1995年）针对年长公

民的全国性调查的基础上，制定“

幸福老龄化”（Successful Age-

ing）的施政大方向，提出“多重协

助”的老年护理模式。所谓“多重”

，覆盖“个人、家庭、社区与国家”

四个层面。与此同时，家人应作为

主要护理提供方的官方立场不变；

该报告指出，政府的责任是“协助

家庭与社区扮演他们的角色，而不

是取代他们”。

该报告也提出“在地养老”

（ageing-in-place）的理念，循此

制定“无障碍家居与环境”、面向

老年人的各种住房选择、综合社区

规划，以及鼓励增设提供老年护理

与社会服务的志愿福利团体等发

展策略。

2001年社区发展与体育部发

表《老年护理总体规划报告》，把 

“老年社区设施”的建设纳入“国

民基础建设”规划范畴，即和市

场、学校、医院等同看待。这类“老

年社区设施”分布在人民协会管辖

的“民众俱乐部”、居委会中心或

组屋底层，为不同住宅区的老年人

提供服务。

2004年成立“老年课题委员

会”，作为不同机关的交流平台。该

委员会2006年发表报告，提出四个

关键政策建议：

1.  方便老年人的住房设施，

2.  无障碍社会的建设，

3.  全面与综合性而且可负担的医疗
护理与老年护理，

4.  提供老年人积极生活方式的机会
并照顾老年人福利。

随后，2007年挂在卫生部的

高层“部长级老年课题委员会”成

立，负责协调不同机关与部门的工

作。2009年，《新加坡老年人状况

调查报告》把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活跃老年”（active ageing）的

概念，纳入推广“幸福老龄化”运

动的框架中，上述四个关键政策

建议也相应修订为：1. 在地养老

（ageing-in-place）；2. 活跃老年

（active ageing）；3. 医疗护理与老

年护理（healthcare and eldercare）

；4. 就业与财务保障（employment 

and financial security）。

作为“无龄城市”的跟进，2015

年政府拨款30亿元推出“幸福老龄

化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覆盖12

个领域（保健与养生、学习、志愿服

务、就业、住房、交通、公共空间、

敬老与社会包容、退休条件、医疗

护理与老年护理、体弱老年人保障、

调查研究），提出72个倡议。

2018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增加

老年相关的拨款。包括：为“社区

银发信托基金”（Community Silver 

Trust）填补3亿元，充作对志愿福利

团体筹款提供1元对1元资助的用

途，并把资助范围从提供老年人长

期护理服务的志愿福利团体扩大

怡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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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从事“活跃老年”工作的志愿福利

团体；为“老年人行走与便利基金”

（Seniors’ Mobility and Enabling 

Fund）填补1亿元，另外拨款1.5亿

元充作未来五年资助老年护理与洗

肾中心交通费用途。

老年医护设施当前建设 
与未来发展

人口老龄化，以及其他社会与

经济演变等因素，推动对医疗护理

服务的需求，出现全球性的迅速

扩张。

新加坡医疗护理服务业在国内

外需求的强劲支持下，取得高速增

长。新加坡卫生部统计显示，截至

2017年，新加坡为年长人口提供服

务的长期护理设施，全天候机构

约达71个（含养老院与末期关怀医 

院），日间机构约达116个（含日间护

理所，上门护理服务与上门末期护理

服务机构）。

新加坡政府计划，把养老院

（nursing homes）的床位从12,000

个（2016年）增至17,000个（2020

年），即在四年期间增加5,000个。

与此同时，卫生部也表示将

选择性地接纳、落实2016年巴素

（Radha Basu）报告（即连氏基金

会与邱水娘基金会联合发表的新

加坡养老院调查报告）中所提关于

改善老年护理设施及调整发展方

向的若干建议（该调查报告所提建

议，另文概介）。

关于新加坡老年医疗护理问题

的不同研究报告，共同指出了一些

不足与偏差。其中，政府老年医疗

护理相关政策及其思路，成为这些

批评意见所聚焦的重点之一。

譬如，新加坡政府长期主张，老

年护理的责任首先在老年人自己，

其次在老年人的家人，再来是非盈

利民间组织，最后才是政府应扮演

的角色。在“新加坡人当中不结婚

或不生育”的比重“预期逐渐加大”

的趋势下，对老年医护设施的需求

势将持续上升。政府这种严重依赖

家人支持的老年医护政策的可持续

性，着实让人怀疑。

资金不足造成的问题 
（以养老院为例）

高度强调老年医护是个人责

任，意味着对医疗护理公共开支的

节制。体现在数据上，新加坡是世

界公共医疗开支比率最低的国家

之一。加上在公共医护开支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挹注在急症医院（acute 

hospitals）的，导致老年长期医护设

施的处境更形恶劣。

养老院资金不足，主要造成以

下问题。

（一）对效率最大化的 
         过度关注

大部分老年医护设施专注于

效率的最大化（maximise the ef-

ficiency），形成制度性的倾向。养

老院过度（或单独）强调效率与安

全（这也是监管当局对养老院的主

要评估标准），必然导致住院老人

的生活自在空间受到压缩，最终牺

牲住院老人生活品质这个最重要

的价值。

2016年连氏基金会发表的《新

加坡养老院住院老人的生活品质与

其他相关因素》报告，建议应以住院

老人的生活素质（即在安全与生活

空间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来取代 

“置安全于生活空间之上”的新加

坡式政策，以此作为长期医护设施

运作的最高优先考虑。

实际上，制度化的宿舍式养老院

（即把众多床位集中摆置在一个大

厅或大房的安排），对住院老人生

活品质的恶劣影响，是众多研究的

共同发现。这些研究报告也一致确

认，家居式环境不只对住院老人，

而且对护理人员也有诸多好处。

生活自在空间较大的家居式养

老院，除了有益于住院老人的身心，

养老院的医护工作人员也会有较大

的工作满足感，并且工作负荷也得

以减轻（因为住院老人的要求将显

高度强调老年医护是个人责任，意味着对医疗护理公共开支的节
制。体现在数据上，新加坡是世界公共医疗开支比率最低的国家之
一。加上在公共医护开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挹注在急症医院（acute 
hospitals）的，导致老年长期医护设施的处境更形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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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这样的条例，对养老院试图

改变原来运作模式，提高护理素质，

带来了严重的制约。

2016年，卫生部颁布“关于医

疗护理人力计划的三大策略”，可

惜的是似乎并未触及资金问题。

该文件中关于“技能培训”与 

“吸引本地员工”的首次两个策略，

和外籍员工毫不相干（即意味着和

外籍员工占据老年医护设施工作队

伍绝大比重的现状完全脱节）。至

于第三个策略中的某些自动化与机

器人科技，似乎也未必适宜用在老

年医护设施。

应付社会人口老化，已经确认

是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为完善老年医护设施计，新加坡

政府似乎也到了理当改变思维的时

候了。譬如：全面检讨老年医护设施

相关政策，调整慈善机构资助模式，

重新检讨老年护理设施的营运并寻

找新的方向。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新加坡老年护理》（Eldercare  in 
Singapore），Silin Yang, Millie Lee

2.  《新加坡老年人状况》（State of the 
Elderly in Singapore），Yap Mui Teng；

3.  《新加坡的“幸福老龄化”：在高人口密
度城市中市区建设的影响》（Successful 
Ageing in Singapore: Urban Implications 
in a High-density City），Debbie Loo；

4.  《安全，但缺少灵魂：养老院须要新的
叙事方向》（Safe but Soulless: Nursing 
Homes need a New Narrative），连氏基
金会与邱水娘基金会；

5.  新加坡统计局的人口相关统计与报告；

6.  其他：报章与网刊的相关资料等。

作者为本刊编委

著降减）。

就如上述连氏基金会调查报告

所指出的那样，对开设养老院的目

的，要有一个根本性翻转的重新认

识。养老院不只是一个让老年人接

受护理的场所，更应该是个让他们

得以安享余年的生活所在。

对优质老年医护的需求正在与

日俱增，其特征在要求把每一个住

院老人作为一个个独立生命个体

的人看待，而不只是看到他们的医

疗症状。

（二）老年医护机构人手短缺

老年医护机构资金不足，难以招

揽、留住本地工作人员。

低薪给、长工时、低档工作的

社会认知，导致养老院很难吸引本

地人加入工作队伍，只得严重依赖

客工。

养老院雇用的职员，外国人估

计约占85%，其起薪“低至每个月介

于350元至400元之间，比现时多数

女佣还不如”。这样的工资水平，要

吸引客工已经不易，遑论招揽本地

工作人员了。

此外，客工并不符合申请培训津

贴的条件，培训机会稀少、职业发展

前景欠缺，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这样

的条件下，养老院经常性地面对因

员工流动性高、留职率低所造成的

人员短缺困境；无论外籍或本地工

人，俱都如此。

人手不足，养老院职员单只为

照顾好住院老人的身体需要已经

忙不过来，哪还顾得上细心照料老

人的心理与情绪，尽管后两者对老

人的整体健康与生活品质而言，其

实是同等（即便不是更加）重要的。

另一方面，养老院严重依赖语

言不同、文化相异的客工，也难免

造成医护人员和住院老人之间，难

得有顺畅的沟通和交流。

（三）严重制约了运作模式 
         的革新

 综上所述，资金不足是养老院

一切问题的最大根源。新加坡的养

老院，多数是由志愿福利团体营运

的。根据新加坡政府的现行资助模

式，慈善机构必须自行筹措部分资

金，官方再予以资助（以1元对1元的

怡和专题

（宜康医疗保健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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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氏基金会（Lien Foundation）与邱

水娘基金会（Khoo Chwee Neo 

Foundation）合作，开展新加坡养老院的

田野调查。调查人员走访当时为数达70

余所养老院中的40多所，通过实地考察、

访问、资料搜集与深入参阅，在2016年发

表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题为《安全，但缺

少灵魂：养老院须要新的叙事方向》（Safe 
but Soulless: Nursing Homes need a New 
Narrative），反映了建立在调查发现基础上

的基本思路。

调查报告第12章（最后一章），提出了

改进意见。有关建议概要介绍如下：

一、舒适的空间

新加坡应该重新思考老年护理发展模

式，暂缓建盖划一、以医疗为中心，把数百

张床容纳在大房（6至8张床一间）或大厅

的大型养老院。当局应进行需求的调查与

“连氏报告”建议概介╱ 文  :  林   沛

评估，改变方向，提供较舒适的其他种类

老年护理设施。

以芬兰为例。芬兰老年护理目标是让

3%老年人（75岁及以上）住进养老院，其

他5至6%住在具辅助生活设施（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附带护理人员全天候待

命的住所。新加坡则是养老院足够接纳7%

这类老年人，辅助生活设施却极端缺乏。

二、创新的选择

入住式老年护理设施的新空间，应力

求多样化，尤其该为医疗需求不大但有个

人护理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家居式辅助生

活设施的选择。譬如，为老人公寓或供老

年人居住的两房式组屋提供个人护理服

务（组织一支护理人员小队驻扎在组屋楼

下的办事处）。

扩增老人住房与社区护理设施。目

前这类住房与集中化的设施约有10,400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t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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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2020年将增至16,200个。而

目前75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经超过

17,600个，不是每一个都请得起女

佣照顾。

针对那些不具备申请津贴资格

或想住进私人养老院的老年人，也

应该为他们提供“物有所值”的选

择。志愿福利团体营运的老人院，

由于资金来源不同，护理、服务、

环境也大相径庭。优质者少，多数

有空缺的乏善可陈。为了提供多样

化选择，小型养老院（包括私人营运

的）也应纳入公共资金津贴范畴。

三、监管问题

养老院应从私人医院与诊疗

所法令（Private Hospitals and 

Medical Clinics Act）管辖下移出，

另行制定更适应这类设施运作的

新法规加以监管，并归口到一个监

管当局。

四、协作与合规

设立一个“护理素质理事会”

（care quality commission），制

定较为周详的条例，如护理标准、

运作稽核、发现缺失、从事合规的

评估等。

业者和监管当局之间应加强协

作，减少不必要的“对质”。对入住

式老年护理设施的稽核，应改变单

一强调“效率”、侧重于挑毛病的

方式，转而聚焦于住院老人的福利

与状态（如搜集院内穿尿布或被限

制行动、体重明显下降、出现抑郁

症状的老年人的数据）。

稽核报告应该公开（如同其他

先进国家那样），便于问责，利于取

信于民、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五、能力的提升

针对全天候护理的最低留守职

员规定，应从现行人数规定往上提

高，以便应付增加的行政工作与新

需求。护理失智病人的工作繁重，病

人与护理人员的比例应另作规定。

为了提升能力，养老院外籍员工

的起薪必须调高（现行薪给甚至不

如女佣）。当局可将部分外劳税转

为员工的薪给，资助这类加薪。调

整后，可规定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

外籍员工（包括女佣），要具备护理

或护士相关正式训练的资格。

老年护理严重依赖外籍员工的

局面应设法逐步摆脱，譬如招揽本

地的退休者、子女已经长大的家庭

主妇，以及受其照顾的亲人已经过

世的前护理人员，加入成为全职或

兼职的护理人员。为了争取这类本

地员工加入，薪给之外，可考虑给

予其他优惠（譬如看诊有折扣等）。

六、优质护理

老年护理相关的社会组件应

显著增加，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居住

的环境。养老院规划委员会应吸收

住院老人代表与家属加入为成员，

让住院老人对他们的“家”有发言

权。

入住式护理设施应比较像家而

不是医院的模样。提供津贴收费的

单人或双人房养老院应得到推广，

对普遍上升的预期作出反应；况

且，隐私本来就是人的基本需求。

七、成本问题

官方的资助模式应该调整，提

供的津贴应使接受护理者而不是经

营者受惠。当局可从人力与培训着

手，增加对养老院的资助。在卫生部

的预算中，养老院当下所获得的资

助不足4%。对急症护理与长期护理

的拨款，有必要寻求新的平衡点。

通过制定新的资助机制，可确

保护理的重点从“养成依赖”（per-

petuate dependency）向“复健”

（rehabilitation and re-ablement）

转移。改善住院老人健康状况的养

老院，应获得较多津贴。

八、全面覆盖的保险与津贴

新加坡需要较全面的长期护理

保险。负责“乐龄健保双全”（Eld-

erShield）的委员会，应考虑将长期

护理（含社会与医疗护理）纳入终

身受保范围。

养老院的居住与护理开支，可考

虑加以区分，以便完善津贴机制，提

供较全面的选择；护理费用可由国

家或长期护理保险支付，居住费用

津贴则只向贫穷家庭提供。

九、通透的信息

护理服务相关信息的提供，应

做到清楚、及时。所有养老院应在

网上公布所有收费明细。各种老年

护理设施与服务（含养老院），应

定期每季度在网上公布入住率、等

候时间、床位空缺等更新的资料。

在公开个别养老院的稽核报告

与收费后，新加坡接着需要的是从

事相关评级的公司，为寻求这类服

务的人提供咨询服务（这类咨询服

务，在外国如美国、加拿大、澳洲，

已经普遍存在）。

新加坡需要更加透明的老年长

期护理相关数据与信息，以及更多

针对老龄化人口结构及所需长期

怡和专题



YIHE SHIJI Issue 35 • 15

老年居有定所

介于30至75岁的新加坡人，  78%希望能独自或和配偶   84%希望晚年可以自理

79%对老年可以居有定所表示关心  在自己家里安享晚年

老年医护设施：知情和使用

85%知道有老年日间看护所和养老院的存在  家属或配偶正在使用（或过去曾经使用过）这类设施 

  的只占20%

对养老院最大的期望

 人力 设施

  受过良好培训的员工  维护良好与干净的设施

  有足够人手照顾住院老人的个人需求  有个人隐私

    组织活动与提供治疗

住进养老院的意愿

介于30至75岁的新加坡人，52%  43%愿意把家人送进养老院   29%强烈抗拒把家人送进养老院

愿意在需要时住进养老院

辅助生活设施（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可行的替代

  几乎半数（47%）愿意居住在有辅助生活设施的住所

个人隐私偏好

养老院  60%认为住院老人应住在  将近半数（47%）认为余生  介于30至44岁的新加坡人  

    单人或双人房而不是容纳  住在6至8个床位的大房是  把在养老院享有个人隐私 

    6个床位的大房  不能接受的  视为第二大期望

    （这些人将是目前正在建盖的6至
    8个床位大房型养老院的未来住户）

辅助生活   全体：87%偏向单人或双人房。

    介于30至44岁：95%偏向单人或双人房。

说明：

接受调查者中，希望能独自或和配偶在家里安享晚年的占78%，表示需要时愿意住进养老院的占52%，愿意住在有

辅助生活设施住所的则占47%；这三组数字应结合看待。在家或辅助生活设施是真正的意愿与选择，住进养老院则

是面对现实的某种妥协，因为“养老院如今是唯一压倒性的入住式护理设施”。

（根据连氏基金会与职总英康保险的联合调研报告整理）

【附录】对待老年护理设施的态度与期望的调查

护理课题的研究。譬如：新加坡公

共资金对长期护理与急症护理的投

入分布是什么状况？养老院受津贴

床位的等候时间平均多长？

政府每年对养老院的津贴有多

少？私人经营的养老院有多少家，住

院老人的人数是多少？这些及其他

相关的基本信息，目前并未公开。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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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lthcare has been identifi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 
(CFE) as one of the six key growth 

sectors, with Singapore targeting to become 
“a health innovation hub for patient-centric 
solutions” (CFE, 2017, p. 78). In recent years, 
the health care industry in Singapore has 
strengthened its position as a leader for quality 
care and medical tourism topping the Medical 
Tourism Index ranking in the region and ranked 
fourth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Research Center, 2017). With the global demand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expanding rapidly due to 
an ageing population and other socio-economic 
changes, the healthcare landscape in Singapore 
has grown in tandem at a great rate to serve 

both local and external demands. As of 2017, 

there are about 71 residential and 116 non-

residential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serving the 

ageing population in Singapore (MOH, 2017).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beds in nursing homes from 12,000 (as of 

2016) to 17,000 by 2020 and introduce various 

initiatives to provide better eldercare services 

(Basu, 2016).  

One of the key issues identified by various studies 

is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 eldercare policy. The 

government has long been advocating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ing for the elderly lies 

primarily with the elderly themselves, followed 

Eldercare in Singapore 

怡和专题

The strong emphasis on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means less public funding 
on healthcare. For example, Singapore is ranked one of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in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The situation is worse for long-
term care facilities as much healthcare funding goes to acute hospitals 
(Chin & Phua, 2016). Funding to nursing homes account for less than 
4 percent of Ministry of Health’s $9.2 billion budget for Financial year 
2015-16 ((Basu, 2016).

H

By Silin Yang

Milli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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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family members and the non-
profit organisations as the second 
and third line of support respectively 
and the government as the last resort 
(CARE, 2017; MOH & WSG, 2016). The 
sustainability of policy with heavy 
reliance on family support is dubious due 
to “the expected increase in proportions 
of “Singaporeans who never marry and 
remain childless” (Gubhaju & Chan, 
2016, p. 14), which will lead to higher 
demand for eldercare facilities such as 
nursing homes.

The strong emphasis on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means less public funding 
on healthcare. For example, Singapore is 
ranked one of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in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The situation 
is worse for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as 
much healthcare funding goes to acute 
hospitals (Chin & Phua, 2016). Funding 
to nursing homes account for less 
than 4 percent of Ministry of Health’s 
$9.2 billion budget for Financial year 
2015-16 ((Basu, 2016). Lack of funding 
to the nursing homes has caused 
mainly two problems. Firstly, most 
eldercare facilities are institutionalised 
to maximise the efficiency. Over focus 
on efficiency and safety in nursing 
home operation often compromises the 
resident’s autonomy and ultimately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the quality of life. 
Barr (2008) ques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nocratic approach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in Singapore. He illustrat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mphasis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n measures 
of quality of health service. Wang, et. 
al. (2016) proposes that the highest 
priority be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balancing safety and autonomy to 

replace Singapore’s ‘safety above 
autonomy’ policy. 

In fact,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e 
harmful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ised 
dormitory-style nursing homes o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identified 
the various benefits of more home-
style environment to not just the 
residents, but also the care staff (van 
Hoof, 2014; Wang et. al., 2016; Wyman, 
2016).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ile 
the residents enjoy bette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in a home-style 
nursing home with more autonomy, 
the nursing home staff also experience 
higher job satisfaction and less workload 
due to reduced demand from the 
residents. The fundamental shift in 
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s of the 
nursing homes is required as “nursing 
homes should be a place for the elderly 
to live in, and not just as a place for 

them to receive care” (Lien Foundation, 
2016, p. 4).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eed 
for quality aged care that puts the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as a person, not just 
on their medical symptoms.

Secondly, eldercare organisations with 
insufficient funding are not able to 
entice local workforce. Due to the low 
pay, long work hours and perceived 
low-grade work, nursing homes find it 
difficult to attract locals and rely heavily 
on foreign workers (Basu, 2016; Wong 
et. al., 2014). It is estimated that up to 85 
per cent of staff hired by nursing homes 
are foreigners and the starting pay can 
be “as low as $350 to $400 per month, 
less than what most domestic workers 
get these days” (Basu, 2016, p. 11). This is 
not enough to attract foreign workers, let 
alone locals. Moreover, foreign workers 
are not eligible for subsidised training 

As the current government funding model requires the charities to raise a part of 
the funds through donation, the ability of these nursing homes to make changes to 
their current working model to provide quality care is severely limited. Hence, it is 
indeed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brainstorm new models of funding and care to 
the nursing homes in Singapore.

（宜康医疗保健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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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深入了解新加坡老人面对的护

理问题，《怡和世纪》决定访问本地一

家较有代表性的老人院或护理中心。可

是这样多的机构，该怎样选择呢？

在热心友人杜慧筠的推荐下，我们

在大年初四下午访问了设于丹绒禺惹兰

巴株第10和第11座组屋地面层的圣希达

社区服务中心（St Hilda’s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

我们聆听了服务中心副理事长林爱

秋及经理袁美贞的详细介绍。三个钟头

后访问结束，我们走到屋外交换意见，

竟不约而同地感叹：“那么认真和细心

地为老人服务，太叫人感动了！”

丹绒禺的红衣人
介绍圣希达社区服务中心

陈祖为（取自网络）

本文就介绍我们的所见所闻。

丹绒禺是新加坡较早建成的组屋

区，有13座，1572户，据了解略少过半

数住的是上年纪居民，不少还是独居

的。1999年，马林百列社区发展理事会

推展社区老人关怀计划，圣希达教会给

予响应，号召教会成员挨门挨户访问，希

望能为居民提供及时帮助。

林爱秋说，开始时教友常遇闭门羹，

屋里的人总是隔墙回答：“我们不要买

东西啦，不要再敲门。”“我们不要出

去，都七老八老了，还玩什么游戏！”教

会发现，那时候老人家还不能接受他

们心目中认定的西方玩意儿，持守的是

旧日生活习惯，于是改而邀请他们下楼

喝咖啡。

╱ 文  :  邹文学

╱ 采访  :   林清如 
 邹文学 
 林    沛
 佟    暖

（邹文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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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ject initiated by the  
St Hilda’s Church

Tanjong Rhu is one of the earliest 
housing estates in Singapore.   According 
to available data, a little less than half 
of the residents are elderly, with many 
staying alone.  In 1999, the St Hilda’s 
Church  mobilized its members to visit 
every household in the estate, hoping 
to render timely assistance to the 
community. After the town council 
completed a new 40sqm refuse bin 
centre between blocks 10 and 11, the 
church was allowed to use it  as a 
kopi stop for the neighbourhood.  The 
church was surprised by the response. 
By 2002 St Hildas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SHCSC（was registered as a 

Charity and later it gave the centre a 
name that the community could connect 
with – “Friends Centre”.  Since then, 
the Centre has operated independently 
of the church although most of the 
volunteers are still church members.

The Friends Centre Operates  
from under HDB void decks

In 2004, SHCSC was allowed to convert 
the void deck under the HDB block into 
a Neighborhood Link facility that can 
function as a community gathering 
point to launch the Active Ageing 
programme.

 SHCSC is governed by a Board of 
8 members.  The daily operations 
is overseen by Mdm Lim, a retired 
professional in the finance industry, who 

is also the Vice Chairman of SHCSC.  All 
the Board members, including Mdm Lim 
are volunteers.

 The Friends Centre offered membership 
to all residents aged 55 and above 
paying  a life-time membership fee 
of $2.  Members can  use the various 
facilities and participate in all the 
activities and classes.  They can also 
come in to socialise, read newspaper or 
just catch up with friends.

Soon after, many elderly started 
approaching SHCSC staff for help with 
their letters written in English.  For 
those who lived alone and encountered 
illness, the centre also had its volunteers 
accompany them to clinics or hospitals.  
In some cases, volunteers also linked 
them up with other welfare organisations 

就在那时候，政府在第十和第

十一座组屋尾端刚建好一座垃圾

收集站，约四十平米大小。教会便

要求当局允许他们把它改辟为居

民咖啡站，并安装了冷气机。

林女士说：“没想到居民都爱

上这个咖啡站，每天有近百人常

来这里走动。咖啡站曾为了粉刷

或修理水管而临时关闭一两天，

居然也引起他们的不满。”

千五人加入朋友中心

圣希达教会并不满足于设立这

个联络站，他们发现这里的老年居

民几乎足不出户，少与人交往。

“人不 是 孤 岛，是 群居 动

物。“2004年，当局允许圣希达社

区服务中心，把原本空荡荡的组屋

地面层建成一个大房间，并在那里

成立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推展

活跃乐龄的项目。

圣希达社区服务中心，其实早

在2002年便在社团注册局和慈善

法令下注册为非盈利团体，后来还

给俱乐部取了一个通俗易懂的中文

名：朋友中心。此后，这里展开的活

动便和教会脱离组织关系，不过，前

来协助的义工多数还是教会成员。

圣希达社区服务中心由八人组

成的理事会领导，负责日常管理工

作的是提早退休的金融业人士林爱

秋，她是副理事长。理事会包括林

女士的服务全属义务性质。

林爱秋说：“我们成立朋友中心

后，便邀请年龄55岁以上的居民入

会，会籍是终身制，收费一次过两

元。会员可以凭会员证刷卡开门，

使用中心里的各种设施，参加多种

课程和游戏，也可以把这里当成聊

天阅报的地方和交朋友的场合。”

我们参观朋友中心时，发现装

修也很讲究，东西多却井井有条。

林女士说，中心的布置不需豪华，

却要让会员产生自豪感。

后来，有很多老人拿着英文信

来向中心的职员求助。遇到突然病

倒的无助老人，中心也会安排义工

带他们到诊所或医院治病。此外，

也会引介有经济困难的老人向适当

福利机构寻求援助。

林女士说：“很快的，中心已被

这个社区的居民认可，会员人数超

过1500人。我们的职员和义工所

穿的红色文化衫，也被当成品牌，是

一支获得居民普遍赞许的红衣人队

伍。”除了丹绒禺，中心后来也接受

附近的达哥打弯和旧机场路组屋的

老年居民参加。

朋友中心每周五天也为有需要

的34名老年居民提供午餐，收费是

每月20元（现在为25元）。中心规

定，老人来用餐，每天也须最少参

加一项活动，希望借此鼓励他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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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it to the Friends Centre at Tanjong Rhu
By Zou 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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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elp.  Membership now rose to over 
1,500.  The red t-shirt that our staff and 
volunteers wear quickly became a brand 
name; and they gained the community’s 
endorsement as “Ang Sahs”(红衫). 
SHCSC also accepted residents from 
Dakota and Old Airport Road areas as 
members.

Membership totals more than  
1,500 including a Day Care Centre

Friends Centre also provide lunch 5 
days a week to about 34 needy elderly 
residents, at a cost of $25 a month.  
Other than having lunch, they also 
must participate in at least one activity 
every day. The centre hopes this will 
encourage them to maintain an active 
lifestyle.

SHCSC operates 5 and a half days each 
week.  Members are free to come and go 
as they wish.  Activities and lessons are 
available in the mornings and afternoon, 

持活跃的生活习惯。

朋友中心的开放时间是五天半，

会员自由出入，每天从早上到下午

都安排有各种活动和课程，如华语

班、英语班、绘画班、手工班、歌唱

班以及组织多种室内游戏。附近一

所中学的学生也会定时来与老人交

流。我们参观的那天下午，大约有五

六十人正在观看魔术表演。

老来有病最堪怜

林爱秋说，造成老人最不开心

的事是身体有病，没得到适当治疗，

生活起居没人照顾。

“我们曾与东南社区发展理事

会及陈笃生医院合作，为老年居民

举办一次比较全面的健康筛检，发

现很多老人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慢性病却没治疗。“

自此以后，义务医生每周一次登

门拜访那些卧病在床的老人，督促

such as Mandarin class, English class, 
art and craft, singing group and other 
indoor games.  Students from the 
nearby secondary school also regularly 
volunteer at the centre to socialise with 
the elderly.    

What troubles the elderly most is their 
health; they are worried that when 
they fall ill they will be left without 
adequate care and no help for their 
daily living. The Centre worked with 
the South East CDC and Tan Tock Seng 
Hospital in a one-off health- screening 
for our residents. Volunteer doctors pay 
weekly visits to those bed-bound elderly 
residents.    

SHCSC also has a Day Care Centre(DCC) 
for those residents who are not mobile 
for various reasons. It opens 5 days a 
week, and provides breakfast and lunch 
as well as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s and 
other cognitive stimulatory activities 
for Dementia.  There are now over 80 

elderly enrolled at the Daycare Centre. 
Charges for DCC, including transport, 
is about $1700 per month.  But most of 
the clients pay only just over $100-$250 
each month.  Other than government 
subsidy of up to 80%, SHCSC also 
provide substant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 needy for most of their co-
payments.

The DCC also accepts clients with 
dementia and the  number has grown 
to over 40 now. Dementia i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an ageing population, data 
suggest that in Singapore dementia 
patients will reach 55,000 by the year 
2020; and almost 80,000 by 2030.

 Originally, SHCSC only operated a 3600 
sq ft. centre under a HDB flat.  It has 
now expanded to occupy 50% of the 
void decks of 2 blocks of flats with a 
total floor area of 11,000 sq.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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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服药外，也为他们检查身体。

中心最近组织每周两次的四肢伸

展体操，已吸引约160名老人参加。

林女士补充说，挨门挨户的拜

访活动还照样进行。义工利用农历

新年、母亲节、国庆日和圣诞节，一

年四次登门了解居民的需求。如果

遇到较紧急和复杂的情况，便会报

告给服务中心处理。

99岁高龄老太太练习书法（朋友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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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林女士指出，很多老

人因为各种原因行动不便，没有选

择只能留在家里等待日子的终结，

或者被送进养老院。圣希达社区服

务中心便决定成立日间护理中心，

每周五天开放，每天提供早午餐，

也为失智症患者提供各种复健治

疗和其他有助提高认知能力的学习

活动。

“日间护理中心可协助安顿好

体弱有病老人的起居，也能满足老

人原地养老的心愿。”目前已有80

多名老人加入日间护理中心，中心

也负责安排德士接送服务。

我们在两个日间护理中心走一

圈，发现老人除了参加集体活动，

如玩球和玩牌，也有专人弹琴伴奏

并指导老人唱歌。我们也看到中心

里展示的多种手工、绘画和书法作

品。老人的才华和兴趣，显然能在

这里得到发挥和培养。

林女士说，进入日间护理中心

的老人，生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

有的根本不能走路，有的不能自己

进食和如厕，有的已神志不清，分分

钟需要人盯着才不会走失。

她透露，这里的收费包括交通

接送在内是每月约1700元。不过，

这里的老人绝大部分每月只需付

100至250元，除了政府提供的八

成赞助，圣希达社区服务中心也为

有需要者另外提供补贴。

98岁失智症病人绑粽子

林爱秋说，日间护理中心所收容

的病人也包括失智症病人。

“开始时，80名老人中只有20

人证实患上失智症，现在已增至40

多人。”

她强调，这里的日间护理中心

会加强对失智症患者的照顾，却不

会把他们与其他老人隔离开来。 

“我们认为提供一个集体生活环

境，而不是把他们与其他老人疏

远开来，最少有助于缓和症状的恶

化速度。”失智症是老龄化社会面

对的严重问题，据说新加坡失智

症患者在2020年会增至5万5000

人；2030年，再增至8万人。

林女士指出，根据他们的观察，

失智症病人都喜欢有规律的生活，

假使某天程序有了变动，他们就会

显得惊慌失措，无所适从。

她也给我们看了职员临时拍摄

的两个手机视频：一名98岁老人在

端午节展示了绑粽子的熟练技巧；

一名88岁老人读着华文歌谱，却以

清晰的潮语唱出《月亮代表我的

心》。

“失智症病人或许已不能学习

新技术，可是给他们创造条件，却

可能帮他们记起昔日的技术和技

巧，唤回更多的记忆。”

她说，不把失智症病人隔离，让

他们与同龄老人一起参加活动的安

排，便见证了好几对姐弟、姐妹和

夫妻得以每天在一起生活的方便。

日间护理中心也提供多种专科

服务：语言治疗师协助吞咽功能失

调的病人训练口腔肌肉，脚部治疗

师定期检查糖尿病病人双脚，预

防因肌肤溃烂而须要截肢的情况

出现。

“陈笃生医院的老年医学专科

医生，每个月会来这里与护理员开

会，解答他们在病人身上遇到的疑

难，进而提高他们的护理认识。”中

心目前聘有40名职员，6名来自菲律

宾，4名来自缅甸，他们都曾受过护

理专业训练。

扩大复健中心服务对象

圣希达社区服务中心原本只拥

有一座组屋地面层约3600平方英

尺的地方，现在已扩展至两座组屋

地面层的一半空间，总面积达1万

1000平方英尺，其中包括一个设备

相当齐全的复健中心。

林爱秋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

的多名治疗师，协助我们主持复健

中心的工作。”

复健中心除了供日间护理中心

怡和专题

（林少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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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联中心
是咨询机构

老人面对护理问题需要援

助，特别是经济上的援助，却不

知道向谁求助，卫生部成立的

护联中心（AIC）是最好的咨询

机构。

老人和家人，可以上网浏览

护联中心的网站，或者向设立在

本地六家公共医院和八家综合

诊疗所的护联中心咨询站询问，

相信便能获得有用的资讯。

新加坡政府给老人提供的护

理资助，一共有六个项目。

一、社保援助计划：所有建国一

代及符合申请条件的低收

入家庭，都能由此获得更多

包括私人诊所和牙科诊所的

医药津贴。

二、乐龄助行基金：符合申请条

件的新加坡公民，可获得

购买辅助器材的津贴高达

90%。

三、建国一代残疾人士援助计

划：有至少三项起居活动需

要永久性协助者，可获得每

月生活津贴100元。

四、看护者培训津贴：符合申

请条件者，可获得200元津

贴。

五、外籍女佣减税计划：符合申

请条件者，每月只需支付60

元女佣税。

六、女佣雇主补贴：符合申请条

件者，雇主每月可获120元

补贴。

据最新报道，单只2017年的

首11个月，护联中心总共提供11

万5000个咨询。

的病人使用，也允许这个组屋区其

他有需要的居民使用，包括中风、

置换膝盖、意外受伤、截肢和摔断

骨头的病人和伤者，这样他们就不

需要前往医院锻炼。

2017年定期使用设施的病人有

246人，每天有五六十人能使用这

些复健机械。

此外，连氏基金去年也另外捐赠

七台先进的健身机械，鼓励45岁以

上居民，每天下午5点至9点，前往复

健中心另设的健身房锻炼。

“预防胜于治疗。医学研究证

明，平日锻炼好肌腱和骨骼，即使

有一天受伤或病倒，复原也会比没

锻炼的人好得快。”

要使用这些先进机械，参与者

每两年需缴费10元，并预先接受物

理治疗师检查。六个月后，治疗师

再为他们检查身体，并设计新的锻

炼项目。

定购澡盆方便病人洗澡

林爱秋指出，圣希达社区服务

中心的目标，是逐步增加服务内容

和提高服务水准。

“今年3月，我们从日本定购的

一台新式自动澡盆估计就能送到，

那是专为只能坐着洗澡的病人制造

的。我们知道，很多病人回到家只

能在厨房里洗澡，每次洗澡都费很

大劲。中心有了新澡盆，他们便可

以轻松洗澡后才回家。“新澡盆由

两节组成，护理员协助病人坐进去

后，澡盆两节就能合拢，15秒钟就

灌满水。”

林爱秋说，中心的设立，宗旨

是帮忙老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

老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信心和更

轻松。

“今天的老人多数选择原地养

老，那可不是说说而已，社会除了

需要提供足够的硬体设施，尤须付

出更多的爱心和关心。”

她强调，圣希达社区服务中心目

前提供的、相对全面的协助老人的

服务，在新加坡或许算是个范例，不

过，那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一群人的

功劳，而是集体的爱心表现。

她特别表扬服务中心的全体职

员和义工，一支以穿着红色文化衫

为标志的几百人的队伍。

“我们的红衣队伍里，有很多坚

持服务十多年的男女老少，包括一名

今年已94岁的婆婆。”

红衣人的精神，确实值得钦佩

和学习。

作者为本刊编委

组屋区的垃圾收集所，朋友中心发源自此（邹文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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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空白

怡和专题

╱ 文  :  岑   芪

(李欣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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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着，努力寻思自己到底是什么

人，照片里这些欢快地笑着，对着

你看的这些人究竟是谁。任你怎

么想，只差没抓破头皮了，你还是

记不起自己认识这些人。

你开了房门，做好心理准备，

要面对等在门外的不管什么东

西。门开处，没别的，你对着三张

陌生脸孔，都带了有所期待的微

笑。两个小矮人尖着嗓子高声叫“

爹”，剩下那妇女模样的冲着你露

出笑容，叫你“亲爱的”。

你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你当

着他们面，连忙大力关了门，倒步

退回陌生的房间，你的避难所。那

些人在外头不断敲门，一边佯装关

心，一边催着要你快打开这要命的

房门。才不，你不会轻易上当。你

不晓得他们想干嘛，他们和你有

什么关系。才不，你才不会轻易上

当。因为你知道这些人肯定没安好

心，他们想诓你，从你这儿骗去什

么。一些珍贵的什么东西。才不，

你才不要踏出这房间。除非，除非

你能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下意识地移动身子，穿过另

外一道门，进入一间浴室，和你刚

离开的房间一般大小。浴室尽头

的墙上挂着镜子，你在镜子里看见

一个陌生人。那人在镜子里向你扮

鬼脸。当你举手抚摸自己的脸，他

也摸他的脸。你耸动眉毛，他也对

着你耸动他的眉毛。你不认识他，

可是他却让人懊恼地透着几分熟

悉的感觉。噢，你忽然意识到，他

就是你刚才在房里看见的那些照

片里的男人。还有那两个小怪物

和那妇女，也在照片里面。

你困惑地盯着镜子里的那人，

你相信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出大事了。但是，你又不确知到底

是什么地方出错。小矮人在你脑袋

里，歇斯底里吃吃地笑。这可不是

什么好笑的事，一点也不好笑。然

而，为什么你发现自己也跟着笑，

哀伤地笑出声来？

你忍也忍不住，眼泪沿着脸颊

潸然而下。从内心深处的某一个旮

旯，你清楚地知道，除非你能把镜

子里头那人的身分给琢磨出来，否

则你算是完了。

开
始时，只是小事，细小得微

不足道。从“我明明记得把

眼镜搁在这里”，到一再地“我的

钥匙哪儿去了”。就是这一类的小

迷糊。恼人固然恼人，但没什么大

不了的。况且有她，有她老是跟在

身旁善后。她总能帮你把神秘失踪

的东西找出来。

接着雪球般滚大，变成“我的

老天爷那到底是谁”和“对不起，

我认识你吗”？而且状况的发生，

频繁得惊人。你却还是笑过就把

它置诸脑后，认为无非睡眠不足

的关系。老了老了，你总是说，老

人还须认老，上了年纪不都是这样

的吗？你是劳碌命，什么事都放不

下，一刻也不得清闲的。你总有一

堆说辞，不把她的担心当一回事。

不，你不需要去做什么体检，一

切安好没问题。谢了，你的关心。

然后，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在一

个不认识的地方醒过来。躺在陌

生的床上，在陌生的房间里对着

陌生的墙壁，房里到处是陌生的家

具。你从怪怪的床上起身，把散置

在房里的那些照片抓在手上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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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和年龄的关系

失智症（Dementia）不是单一疾病，是脑部功能退

化导致认知障碍的脑部疾病的总称。病人心理失常，

器官病变，具体表现在智力衰退，记忆力恶化，性格也

会改变。最常见的失智症是阿滋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在失智症中占比介于60至80%。

根据Subramaniam等人在2015年发表的研究报

告，2013年新加坡60岁以上老年人患失智症的比率高

达10%，显示高龄和失智症之间的某种关联。另一方

面，新加坡社会人口迅速老化，在这样的趋势下，估算

截至2030年老年人口将是目前的三倍。因此，事态变

得格外让人忧心。

DSM-5简介

美国精神病理医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年出台《精神错乱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五版，简称 DSM-5（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对这类病症

作了分类调整；以“主要神经认知障碍”（major neuro-

cognitive disorder）和“轻微神经认知障碍”（mil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两个分类，取代原来的“失

智症”。新分类不再全神贯注于记忆力衰退的症状，转

而观察语言运用与交谈能力退化的相关变数。受病情影

响失去自理能力的病人，诊断为“主要神经认知障碍”；

病人若仍保有自理能力，则属“轻微神经认知障碍”。

DSM-5加列“轻微神经认知障碍”的分类，旨在尽

早对认知力衰退作出诊断与治疗；新名称也有淡化“失

智”贬意或消极性标签的用意。不过，以“失智症”指称

神经认知障碍还是有的。

失智症确诊的依据

阿滋海默症协会（Alzheimer’s Association）2018

年指出，失智症作为各种类别脑部疾病的泛称，而许多

不同类别的失智症，病情都呈渐进式的发展，即开始时

出现轻微症状，随后逐步恶化。

失智症有不同症状。该协会规定，至少必须觉察到

有两种核心心理功能出现严重障碍，才能确诊为失智

症。这些核心心理功能包括：

1. 记忆力（失智症病人的短期记忆有困难；譬如不记得

约会，不知道自己把钱包或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不记

得要做饭）；

2. 语言和交谈；

3. 注意力，即集中精神的能力；

4. 判断与分析；及

5. 视觉感知（Visual perception）。

  该协会也告诫，当发现身边的人或自己有这类症状

时，就应该找医生诊断，切不可掉以轻心。

尽早求医的好处

至今为止，药物仍只能减轻症状、无法治愈失智症。

尽管如此，及时确诊还是有好处，譬如让病人与家人有

较充裕的时间，做好（包括病人与护理人）在财务、教育

（知识）上和其他相关支持方面的准备。这个很重要，

有许多实例说明，失智病人心理与行为上的异常，不只

会带给病人本身困扰，家人与护理人经常也被纠缠着

陷入困境。

新加坡的研究显示，护理罹患失智症的老年人，比

护理无病老人的难度不只高出50%。照顾失智症病人的

护理人员，比起照顾其他病症或障碍者的护理人员，健

康状态受损更大，出现心理症状更多，工作负担更重。

因此，讨论失智症的护理时，护理人员的压力也要

周详考虑在内。

对待失智症的态度

根据Chan S W在201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人们看待

失智症的态度，受不同文化、宗教信仰的影响。亚洲国家

（含新加坡）的华裔族群因为文化与宗教，认为生老病死

乃人生必经之路，因此倾向于把失智症视为老化的正常

进程，不认为失智症是需要寻求专业治疗的病理状态，

从而影响了求医的行为，形成“有病不求医”的态度。了

解这种情况很重要，了解后才可能针对性地制定方案，譬

如开展公共教育，提高民间对失智症的认识，借此干预、

扭转上述行为与倾向。

怡和专题

关于老人失智症和我的微型创作【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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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药物仍只能减轻症状、无法治愈失智症。尽管如此，及
时确诊还是有好处，譬如让病人与家人有较充裕的时间，做好（包括
病人与护理人）在财务、教育（知识）上和其他相关支持方面的准备。
这个很重要，有许多实例说明，失智病人心理与行为上的异常，不只
会带给病人本身困扰，家人与护理人经常也被纠缠着陷入困境。

唤起失智症是一种认知障碍的公众意识，教育公众

辨识失智症的症状，广泛宣传有什么寻求医疗护理的途

径，有助于民间树立对自己负责的氛围，改变讳疾忌医

的态度。

关于我的微型小说 

下来，说一点我创作微型《空白状态》的缘起。小说

的灵感，来自我一个研究失智症病人的朋友的遭遇。

她有一个四十出岁的病人，确诊罹患了早发性失智症

（young-onset dementia）。面对病人，她深受震撼。这

么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却陷入通常老年人才有的困境。

她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着的格外的残酷。

此人本来还有好长的一段人生路要走，不可逆转的

病症却蛮横地把一切截断。他清醒过活的日子已经所剩

无几。要是不患病，他本该可以一一努力去实现的，那所

有的一切美好的憧憬，全被剥夺了。

更要命的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从此将永无宁日，

不再能回去往常一般的生活。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他们的日子从此将过得拮据。面对着病人发病，他们将

无可回避，和病人一起承受着心理与情绪上的折磨。

我因此想到，当一个人被诊断出这样的病情时，心

里会萌生什么感受。某人一天醒来，发现自己有某些部

分丢失了，他会产生什么样的脆弱感、不安和恐惧？他

原来清楚的，他原来宝爱珍惜的，他一向习以为常的，

一切都哪里去了？

但当然，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特

权。我的微型，不是某一个失智症病人的如实写照。小

说里的病徵与症状，不排除有夸大的可能。

作者为新加坡心理卫生学院前研究员，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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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佳吉PBM，是新加坡最大自助餐

供应商梁苑集团的创始人、主席

兼总裁。集团于2017年3月31日截止的财

务报告显示，营收1亿6200万元，比上一

年增加29.2%。

梁佳吉于1991年在如切与人合租一家

店面，白天由梁苑餐馆使用，晚上由别人

经营煮炒生意。梁苑说是餐馆，主要接受

自助餐订单。从那时算起，梁先生做自助

餐已经26年，那年他才21岁。

他解释：“从年轻开始我就不想给人打

工，要自己做老板赚很多钱。”

梁佳吉小时候住三房式组屋，父母是

小贩，收入少，因此另一间睡房须出租，

兄弟四人当厅长。

“我12岁就跟干妈借钱做生意，在家

里烘‘乌大’，后来也卖沙爹。”他觉得，不

管多么会读书，即使考到大学文凭也不能

赚大钱，因此他念完中二时，虽然再次考

到全班第一名，还是决定停学。离校后，

他尝试过多种生意，没赚钱却长经验。

发财路上不好走

梁佳吉先生的创业过程并非一帆风

推广独特企业文化
梁苑屡登事业高峰

怡和风采

╱ 文  :   林    言



YIHE SHIJI Issue 34 • 29

顺，发财的路不好走。

“每天清晨三点，我开着那辆

小罗厘到裕廊买菜买鱼，赶回如切，

便得准备材料、烹煮、包装和送货。

“那时候一天工作18小时，开

车送货常打瞌睡。晚上身体一沾上

地板，立刻梦见周公，不过，临睡前

一定记得将电话放身旁，生怕错过

预订自助餐的电话。”

有一次，员工送货到武吉班让，

离开目的地还有两三公里，罗厘撒

娇不动，打给老板求救。梁佳吉赶

紧赶到帮忙，自己把五六盘食物搬

去。路不平，食物重，赶时间，心里

真是着急得不好受。

他记得开始那几年，生意量小，

付了员工薪水还了债，自己身无分

文。因为要应付posted cheque，

有好几年，他几乎天天得起早到银

行排队存钱，才来得及应付当天须

要兑现的支票。

梁佳吉说，做烹饪生意要留住

顾客，关键是要满足顾客味蕾；要

招徕更多顾客，最关键也是口碑。

“我会煮，也不可能烹煮每道

菜。厨师的流动性影响烹调水准，

因此怎样保持餐饮水准是一道大

难题。“

他想到两个方法，一是让每位

厨师专门烹煮一道菜，并把用料、

烹煮方法和所需时间清楚写下来，

那么即使他请假，新来的厨师也可

以照样完成工序。此外，他也预先

调制好酱料，省时也省力。

上世纪90年代中，他便向日本

厂商定制炒饭机和炒面机，有效解

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更有把

握控制好生产的速度和水平。

动脑筋克服困难

2003年沙斯爆发，自助餐订单

少一半，市面上也少人出外用餐。

梁佳吉脑筋动得快，迅速加强把饭

盒送上门的宣传和服务，结果公司

营业额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很

多企业缩减开销，少办大规模的庆

祝活动，他便推出10人份的迷你型

自助餐，结果生意不跌反增。

“我做的自助餐生意，直到

2004年，才打下比较稳固的基

础。”

2007年2月，梁苑中央厨房一

场大火，设备被烧得一塌糊涂，要

恢复原貌最少需20天。那时离开农

历新年只有14天，订单任务繁重，临

时也找不到可替代的厨房。梁佳吉

在掌握全部情况后认定，外观先顾

不了，基本烹饪设备和水电供应却

不可缺，于是在员工日以继夜的抢

修和各组人员协作下，三天后厨房

便恢复运作。

梁佳吉说，梁苑时刻都面对自

助餐经营者的激烈竞争，因此他们

必需与时俱进，除了不断创造新菜

式，也要顾及顾客健康，设计多种

可口健康餐。

“我们也须顾及市场的不同

档次需求，提供不同消费水平的餐

饮。”

他透露，Orange Clove Cater-

ing便能提供档次较高的自助餐服

务。Umisushi寿司店，则是一支拓

展健康饮食服务的生力军。

梁苑也创立Deli Hub Catering，

提供清真餐饮，满足回教社区的需

求。此外，梁苑专为住家提供的送

饭盒服务(under Best Catering)，

Neo Group Reaches New Heights
r Neo Kah Kit is the founder,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Neo Group Limited, 

Singapore’s largest food caterer. The 
group achieved a revenue growth of 29.2 
% to $162 million for the financial year 
that ended 31 March 2017.

In 1991, Mr Neo shared a rental space 
with another business in Joo Chiat. From 
there, he processed catering orders under 
the outfit of Neo Garden Restaurant 
during the day. The space would then 
turn into a tze char restaurant ran by 

the other business in the evening. Mr 
Neo was 21 then. He has been running 
the business for 26 years since.

The road to Success was not easy  

Mr Neo’s journey to success was not 
always smooth sailing.

The volume of business was so small in 
the first few years, Mr Neo recalled, that 
he was left with nothing after paying 
salaries and company debts. To ensure 
that his post-dated cheques could be 

cleared in time, he would stand in line 
at the bank almost every morning to 
deposit money. This lasted for a few 
years.

In the 1990s, he ordered fried rice and 
fried noodles machines from Japan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the lack of 
manpower,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production speed and quality are kept 
under control.

In 2003, Mr Neo continued to deliver 
lunches on time despite the SARS 

M

By Lin Yan
Translated by YeeFong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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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占有很大市场份额。

他补充说，梁苑也很重视现代

科技的运用，既方便顾客订餐，也

为公司的送餐服务省时省力，大大

简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梁苑集团的努力和成就，也获

得国内外机构的认可和表扬。集团

从2012年参加《联合早报》与中小

企业协会联办的金字品牌奖以来，

便多次获奖；此外，集团也连续五年

创下“最大餐饮供应商”和“单日提

供最大数量自助餐”的记录。《读者

文摘》也连续三年颁发“值得信赖

品牌白金奖”给梁苑集团。

收购公司    扩充厂房

梁佳吉透露，集团从2014年开

始陆续收购公司：生产中西式糕饼

的Choz；蔬菜水果贸易商CT集团；

闻名遐迩的同协食品，他们的招牌

产品是嘟嘟鱼丸和60多种海鲜食

品；I Do Flowers & Gifts (a brand 

developed in-house)，提供鲜花和

礼篮附送服务。

“收购这些有发展潜能的公

司，一方面是为了加强集团在饮食

业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在于提高我

们在食品业务方面的竞争力。”

集团也为了直接从越南、中国、

泰国和马来西亚进口食材，而在

2010年创立了NKK公司，目的在

降低营业成本，稳定货源，保证品

质。2012年，梁苑集团成功在凯利

板挂牌上市。

为了满足集团不断扩充业务

的需求，梁苑的厂房也陆续增

大：1992年与人合租的咖啡店面积

是2000平方英尺；1994年搬去的

裕廊西咖啡店有４000平方英尺；

在２013年搬去事业路１号总厂前，

集团在多个地方都设有厂房。事业

路总部的总面积是７万5000平方

英尺。

梁佳吉透露：“2020年，品质

路30 B的新厂落成后，我们便有30

万平方英尺的使用面积，是现在的

四倍。”

事业尚未成功

梁佳吉小时候当“厅长”，20多

怡和风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utbreak. Sales went up. In 2008, while 
other companies were cutting costs to 
stay afloat, Mr Neo increased sales by 
rolling out mini-buffets for ten.

 “The foundation of my catering business 
was not solid until 2004,” he said.

Mr Neo said that Neo Group continues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in the face of 
intense competition from other caterers. 
The group not only has to innovate 
and create new dishes constantly, but 
also develop healthy meal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health-conscious customers.

Neo Group is well-recognised by and has 
received many accolades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odies. It has been 
a regular recipient of the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jointly awarded 
by Lianhe Zaobao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he group has been the record 
holder for the “Highest Number Of 
Events Catered By A Company In One 
Day” and “Largest Events Caterer”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Singapore 
Book of Records. The group has also 
received the Platinum award of Reader’s 
Digest Trusted Brand Award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Acquisitions and Expansion

The group began acquiring other 
companies in 2014. These include: 
Choz, a confectionary for Chinese and 
Western-style cakes and desserts; CT 
group, a fruits and vegetables supplier; 
Thong Siek Holdings, famous for its 
DoDo brand of fishballs and over 60 
types of processed seafood; I Do Flowers 
& Gifts (a brand developed in-house), 
which specialises in bouquets and gift 
hampers delivery.

 “The reason for acquiring such 
companies with developing potential is 

建造中的事业路梁苑总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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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创业时期睡厨房，现在能住进

洋房，生活水平当然是提高了。他

说，现在不必再为一家人的三餐口

粮担心，不过，他仍不认为自己的事

业已经成功。

“如果有一天，我的经理级人

员每月能有月薪七八千元，都有能

力住进共管式公寓，我才会觉得自

己的事业有成就。”

梁苑餐馆开始经营时只有八名

工人，集团现在有员工1500多，其

中五人还是当年梁苑餐馆的老伙

计，年龄都达六七十岁。

“老员工对公司忠心耿耿，我非

常感激，每年都给三个月花红。我还

赐给他们免‘死‘金牌，只有我才可

以辞掉他们。“

他认为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

须照顾好他们的福利，也须积极培

养大家对公司的归属感。他常提醒

管理层，应尽量创造与员工在一起

的机会，多与他们交流。每逢节日

如农历新年、母亲节、父亲节、中秋

节和圣诞节，公司都会为员工举办

联欢会。

“新职员在试工三个月正式受

聘后，作为总裁的我，一定为他们举

行欢迎茶会。”公司的四十多名管理

层人员，每两个月一次也须参加清

洁与绿化运动，过后参观厨房并共

用早餐。2018年1月开始，管理层

人员逢周一和周三，下班后一起走

一万步路，希望促进健康。每个月公

司也为员工举行recreational day。

“我也充当‘医生’，在厨房发

生意外事件后，分析了原因，便定

下多条安全条例，如使用左手者不

可操作大刀，50岁以上员工不许进

入湿滑的冷房。”

为了加强员工的归属观念和安

全意识，每天早上员工都须齐唱集

团歌曲，高声朗诵宣言；厨房员工还

须朗读“安全宣言”。梁先生透露，

自五年前推行朗读安全宣言规定

后，员工割伤手的情况大大减少了。

“我给每个厨房员工分发七套

颜色不同的‘彩虹制服’，他们每天

换一套。这些制服背面都印有激励

士气的文字，希望能借此打破单调

的工作气氛。”

此外，每个部门都安装有一面 

“快乐魔镜”，让员工照镜子鼓励自

己加强自信。每人每周也会收到糖

果和巧克力，随时补充活力。

回馈社会不遗余力

集团也发扬慈善和回馈社会的

精神。梁佳吉在十年前设立种子基

金，鼓励员工随自己能力与心意捐

献，他则以一对一方式补充捐款。起

初每个月收到的捐款只有几百元，

现在已增至几千元。种子基金都用

来行善，如参加西南社区发展理事

会的食物派送，使更多有需要的家

庭和老人受惠。

集团也连续第三年把1月1日的

全天收益捐给不同的慈善团体。集

团也定期发动员工响应红十字会的

捐血运动。

梁佳吉PBM也热心参与社团活

动，除了加入怡和轩，也是善济医社

荣誉主席，仁慈医院副主席，众弘福

利协会名誉董事，福建会馆董事，

福建公会董事，裕泉民众俱乐部名

誉主席。

作者为前新闻工作者

to strengthen the group’s capabilitie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as well 
as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atering business.

In order to import ingredients directly 
from Vietnam, China, Thailand and 
Malaysia, the group set up NKK 
Company in 2010. The aim was to 
reduce operational costs, while keeping 
the supply and quality of ingredients 
stable and consistent. In 2012, Neo 
Group listed on the SGX Catalist board.

The group continues to expand its food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business. Come 

2020, it will have a 300,000-square-feet 
facility when its new central kitchen at 
3B Quality Road is completed.

Giving back to Society

Neo Group also promotes charity and 
the spirit of giving back to the society. 
Mr Neo set up a SEED fund ten years 
ago, where he would match dollar for 
dollar for every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ade by his employees. The fund 
started with only a few hundred dollars 
of contributions every month and 
now receives a few thousand dollars 
in donations monthly. The money is 

used towards charity, for example, 
delivering free meals to needy families 
and the elderly, together with Southwest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Neo Group has 
been donating its full-day earnings on 1 
January to various charity organisations 
for three years. In addition, it organises 
a blood donation drive regularly.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Mr Neo is the honorary 
chairman and director of various charity 
organisations and association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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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湧海，现年59岁，从事海上船舶用

品业务超过30载，生意场上阅历

丰富。现任南洋施氏公会主席，怡和轩俱

乐部副总务，晋江会馆名誉会长和执委，

索络公会执委。

从合股公司打杂到独挑家族生意

他与新加坡自治邦同龄，幼少年在芽

茏度过，毕业于光华小学和务立中学，

后进入义安工艺学院，完成机械工程专

业。军训期间，负责炮位和发射角度的测

绘。1983年任职于父亲合伙的公司，夜间

在新加坡管理学院上企业管理专业文凭

课程。

他说：“父亲施剑漂战后南来，在兄长

经营钢缆生意的公司打工。50-60年代，

父亲与三个友人合创源合电器五金，在结

霜桥买卖英军撤退后的库存拍品，从餐

具、照明灯、电缆等，直到废弃的子弹，

亲力亲为  行稳致远
满足海上船舶用品需要的施湧海

怡和风采

╱ 文  :   谢声远

(郑钧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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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奇不有。公司的业务逐渐扩展到

供应船舶所需的电器用品，颇有斩

获。除在结霜桥租用店屋外，还在

三龙街购置一排三单位双层旧屋，

作为库存之需。后来结霜桥店屋在

一场大火中付诸一炬，公司便搬到

三龙街继续营业。”

施湧海于1983年完成军训后，

遵父嘱加入源合，做些搬动运送之

类的打杂工作。1988年公司拆伙。

父亲在拆伙业务基础上另设家族

生意的新公司，命名为海发电器私

人有限公司，由湧海独挑大梁。这

家公司在刚起步的竞争劣势下，稳

扎稳打，立住脚跟，开拓并守住属

于自己的天地。

海上船舶用品供应是一门颇为

特殊的行业，共有三个环节：库存供

应商、船舶用品供应商 （Chandler)

、船东。船舶所需物品包罗万象。

不同库存供应商囤积或进口不同

的货品，施湧海的海发公司，便是

从德国、日本、中国、韩国、台湾、

印度进口电器。船舶用品供应商要

货时，库存供应商根据需要，争分

夺秒供货，集中用驳船从海上运抵

船只停泊处。当然，船舶用品供应

商有时也兼做库存供应商，或后者

兼做前者。施湧海就曾经同时扮演

过库存供应商和船舶用品供应商

两类角色。

存货和备货对施湧海的公司至

关重要，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时扩大

仓储面积。他的生意规模，不仅在

供货中膨胀，也在增添仓储面积中

扩大。他说：“当初抽签抽到三龙

街29号店屋，过了十年左右隔壁27

号转卖给我。我火速把两间旧屋合

在一起，在不影响公司业务情况下

分段重建。同一时间也在沈氏大道

购一货仓。”

我替他算了一笔账：当初他买下

两间旧屋花费不到两百万元，其中

一间还从999 转成永久地契，重建

费80万元，总计二百来万元。“两层

楼的旧屋占地约2600平方英尺，改

造为前方两层半、后方四层的新建

筑，实用面积扩至9000平方英尺，

增加近一倍。新楼的行情，好价时

达到一千来万。”

为了装得下一千多种以电器为主

的货品，他后来又斥资200来万元，

增添仁定巷货仓。“沈氏大道那间

用来储存旧货，新购仁定巷仓库可

让货柜车直接驶入下货，用来储存

新货，较前方便多了。”

他购置屋业，是出于公司增长

的需要，而非为了寻租或投机。他

的生意，高峰时每年有四五百万营

业额，员工屈指可数，生产力之高

令人难以置信。

来自华校出身的乡情、族情和华
族文化气息

自小在芽茏5巷成长的施湧

海，1966年就读附近光华小学，是

末代华校生，念四五年级时有幸遇

到恩师刘仁心。“他为人风趣，有

说有笑，与学生的关系很好，常带

r See Yong Hai, 59, graduated 
f rom Kong Hwa School 
and Broadrick Secondary 

School, and completed his diploma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Ngee Ann 
Polytechnic. In 1983, he worked in 
Guan Hup  Electrical and Metals which 
was first located at Sungei Road and 
then moved to Sam Leong Road, and 
went for night classes at Singapore 
Management Institute to pursue a 
diplo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 Five 
years later, he started his own business 

A steady hand on the Tiller
Interview with Ship Chandler See Yong Hai

- Hai Huat Electrical Pte Ltd at 29 
Sam Leong Street, providing shipping 
supplies. As a latecomer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y, Mr See carved 
a niche for his business by keeping a 
steady hand on the tiller. Today, the 
company has a 9000-square-metre 
headquarters on Sam Leong Road, and 
has acquired warehouses at Sims Avenue 
and Genting Lane.

Shipping supplies - A unique 
industry

A unique industry, the shipping supply 
chain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 the 
inventory supplier, ship chandler and 
ship owner. The range of shipping 
supplies is wide and varied, with 
different inventory suppliers offering 
and import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mmodities. Hai Huat Electrical, for 
instance, imports its electrical products 
from Germany, Japan, China, South 
Korea, Taiwan and India. Speed is 
king in the business, as whenever a 
chandler calls for supplies, various 

M

By Shin Wong Seah
Translated by YeeFong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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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去玩，还自掏腰包请我们用

餐。他感化我们，让我们懂得合群

的重要，也学会如何与人相处。日

据时期他被日本兵开枪打伤，体内

还留下一颗子弹。毕业多年后，我

们一直与这位老师有往来，那时还

不知道50年代他是新加坡文化界名

人呢！后来他去世，我们相约到殡仪

馆吊丧。” 这位可敬的老师也许没

想到，当年他携来的春风化雨，而

施湧海和同学们就沐浴、受教于这

片春雨之中。

“中学就读附近的务立中学，课

本除一科华文，全都改成英文，只有

加倍用功。后来选读义安工院，还

是考虑到那里的华校生比较多。”

与施老板交谈，总感觉到他身

上流淌着乡情、族情和华族文化气

息。工艺科的训练、军训的经验和

结霜桥的起步交织在一起，使他在

生意场上既不保守，又不盲动。在

他身上，我看到稳健殷实。

无论创业守业都全力以赴，行
稳致远

湧海深知创业守业艰难，全力

以赴，行稳致远。“初到结霜桥，脚

力、体力都得用上，渐渐认清这行

业的诀窍。作为库存供应商，要在

接到客户清单后迅速报价，我们以

经营电器为主，价格须有竞争力。

拿到订单后要备货、送货。诚信、关

系、价格、效率、服务缺一不可。有

一个我们常供货的香港客户，他也

是船舶供应商，与大船东关系好，特

别是遇新造船舶的第一次供货时，

种类繁多，数量极大。他在世界各地

找便宜货，到新加坡常与我联系，我

们后来合开了信隆轮船用品（新）私

人有限公司，也是一家船舶供应商。

他在香港拿到订单就传真给我，我

按成本给他由他加价，船不多，我一

边忙电器供应，也忙他的报价。电器

以外的货品，如钢缆、厨房用具、文

具、五金，铁板等就从外面买。这方

面的商家我或父亲大多认识，找货

不成问题，但也够忙的。其他人找

我合作，多被我婉拒了。”

他介绍当年工作情况：“接到合

伙人从香港传来订单，我便投入紧

张的组货、备货、开单、送货工作。

还要通过船务代理和港务局，跟

踪船只到达的日期、时间和海域。

有时船只夜晚驶抵，第二天上午离

开。我们必须一早备好货，分装在4

英尺见方的木质货盘，再平放在驳

船上漏夜出海，利用喇叭和射灯，

靠国旗、船名确定船只及位置后，

才往大船靠去。货物从摇摇晃晃的

驳船吊上大船后，再从绳梯爬上大

船点货，稍不小心脚踝会被摇晃的

船身撞伤。点完货摸黑返航，折腾

整整一个日夜，睡没几小时第二天

一早又到公司。”

“信隆做了20年，香港合伙人

因业务萎缩没人接手，决定结束这

盘生意。”信隆收盘后，湧海继续做

他的电器供应，无须再出海了。环境

变易，他迎难而上，我觉察到湧海身

上的草根性和进取性。“行情不好，

价钱下跌，船东节流，对我们的影

响并不大。其实，生意少做不尽然

是坏事，从前一早忙到晚，出货、送

货、点货，歇不下来。现在反倒有了

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当初购置仓库、

办公地点，省了大笔租金，对公司的

抗萧条起了很大作用。”

家庭幸福，进而服务社团履行
社会责任

话题转到他的另一半。两人同

inventory suppliers would compete to 
provide supplies in the fastest time. The 
chandler then gathers the supplies and 
transports them by boat to where the 
vessel is docked. It is a highly organised 
process as the chandler has to upload 
the supplies and take stock before 
returning to land. Of course, a chandler 
can sometimes double as an inventory 
supplier, and vice versa. Mr See has been 
both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a ready inventory is critical to 
Mr See’s company, which means he 
needs to expand his warehouse space 
at times. His business is expanding as 
the inventory grows, and growing as 
his warehouse expands. Mr See’s true 
qualities lie in his hands-on approach 
and a gumption to sail through any 
obstacles. He invests in real estate not 
to gain on rental or speculative returns, 
but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s of 

his company. At its peak, his business 
volumes can reach as high as four to 
five million dollars. The company’s 
productivity is incredibly high given 
that he only has a handful of employees. 

Giving back to society

Today, Mr See has handed over the 
company’s internal business to his 
younger siblings and his son, while 

怡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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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华和务立完成学业，毕业后分

道扬镳。施湧海进入义安工院，李

春梅转念商科。然而，好像上天刻

意凑合他们似的，冥冥中他们注定

要重新走在一起。在路上，在刘仁

心老师的约会上，在同学21岁生日

聚会上，他们屡屡重逢。

”是我采取主动，邀她看电

影，” 男人的坦承。

“唉呀！读书的时候是不谈恋爱

的，” 女人的矜持。

从此两人耳鬓厮磨，有情人终成

眷属。他们育有一男二女，已有一个

三个月大的外孙。

“有余暇，乃学文”。每个星期

六下午，他们联袂到怡和轩上林书

香老师的书法课，已持续两年，从不

间断，两人的书法进步神速，湧海成

了十个学员中的大师兄。他们恩爱、

好礼、谦卑，特别是热爱中华文化。

我想，这不正是当年就读华校的赐

与吗？更多的金钱，也买不到传统

的美德、生活的充实、精神的富足

和幸福的愉悦！

“有余力，进社团”。施湧海主

要是利用周末或夜晚履行社会责

任。他说：“发心为社团做点事，略

尽棉力，多少受到父亲、前人和同

辈的影响，从中也锻练了自己。”

如今，施湧海把公司内部事务

交由弟妹和儿子料理，自己专注于

库存的管理，默默地支撑着公司

业务的平稳发展。对这个行业的前

景，施老板略沉吟一下说：“还是

有得做。新加坡是一个港口，过往

大小船舶如鲫，我们主要是提供及

时、适时、有竞争力、有效率、有诚

信、不求暴利的服务。在本地区，我

看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能与新

加坡匹比。新加坡库存供应商和船

舶用品供应商,  能在四五个小时最

短时间内满足船舶对各种用品的需

求，这与民间分散的积存和高效的

发送休戚相关，而不少供应公司从

结霜桥起家，也与那里曾经是各类

工业货品和旧货市场集散地有关。

这次访谈是在怡和轩左侧的咖

啡店进行的。道地的肉骨茶、清凉

的椰水、鲜嫩的椰肉，为我们的交

流增添了浓浓的本地风味。

作者为本刊副总编辑

新加坡是一个港口，过往大小船舶如鲫，我们主要是提供及时、
适时、有竞争力、有效率、有诚信、不求暴利的服务。在本地区，我
看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能与新加坡匹比。新加坡库存供应商
和船舶用品供应商,  能在四五个小时最短时间内满足船舶对各种
用品的需求，这与民间分散的积存和高效的发送休戚相关，而不
少供应公司从结霜桥起家，也与那里曾经是各类工业货品和旧货
市场集散地有关。

he focuses on inventory management. 
On 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y, Mr See 
said, “There’s still a demand for the 
industry. Singapore is a port city, with 
many vessels passing through. We 
provide timely, competitiv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service. I have not see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region that is 
able to match Singapore’s capabilities. 
Singapore’s inventory suppliers and 
chandlers are able to meet all kinds of 

demands of any vessel within four to five 
hours, all thanks to a wide network of 
inventory and highly efficient delivery 
service. Many of these suppliers started 
out in Sungei Road, which was once a 
distribution centre for industry supplies 
and old goods.”

Mr See dedicates his weekend or 
evenings to community service. He is 
the Chairman of  Nanyang See’s Clan 

Association,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Ee Hoe Hean Club, Honorary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Singapore Chin Kang Huay 
Kuan,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Singapore Ship Chandlers‘ 
Association.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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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现象  的三种解释

怡和论坛  时评

这些长期被美国社会精英所忽视甚至鄙视的群体，终于在
特朗普身上找到报复的机会。不管特朗普竞选时和上任后
在言行上如何百般的不是，只要是自由派精英所痛恨的，
就是蓝领白人群体所坚定支持的对象。特朗普不学无术已
经不是秘密，可是却迎合了基层的民粹主义口味。此外，自
由派精英引以为傲的教育和知识，也导致这个基层的反弹
带有强烈的反智倾向。

╱ 文  :   叶鹏飞

(图片源自新华社香港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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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现象  的三种解释

竟然能继续获得相当部分美国人

的认同和支持。这所反映的问题，

就不只是特朗普本身，而是美国社

会的政治品质了。

种族/阶级分化的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主要从经济变化入

手。远因是1980年代末崛起的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崇拜自

由市场，另一方面仇视政府对市场

的规范。结果美国工薪阶层因政府

不再提供保护而逐渐失势，中产阶

级因而逐渐萎缩，埋下了日后贫富

悬殊，进而导致社会撕裂的种子。

伴随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是经济

的全球化，美国资本开始走向全世

界，特别是东亚地区。交通科技的

发达大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形成

了全球产业链；中国也因此趁势而

起，成为世界工厂。以美国白人男性

蓝领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中产阶

级，成了最大的输家。高薪的制造

业工作一去不返，他们又缺乏足够

的教育和技能，无法在新兴的服务

业找到工作或赚取相等的收入，不

但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家庭破裂，

失去改变命运的希望，也被美国主

流社会所遗忘。结果在这类白人蓝

领集中的社区，吸毒、酗酒、家暴、

犯罪问题日益严重。

智能科技和机器人的普及，更

让这些低教育白人男性的困境雪上

加霜，让他们对于自身的未来越发

绝望。但是这个经济和阶级分化的

解释，还不足以说明全部的真相。

让这些白人男性愤怒的，还有来自

精英阶层的蔑视。这第二种解释指

出，多数集中在内陆州属的他们，

对于从全球化获取巨大利益的两岸

（东岸以纽约、波士顿等大都会为

代表；西岸以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是

硅谷高科技区为代表）精英，感到

陌生甚至敌视。这些全球化精英所

信奉的多元主义（尤其是对女性地

位的重视）和瞧不起信教者的世俗

主义价值，更让这些男性白人深感

受到威胁，觉得自己已经从美国社

会的传统主流地位下滑且被取代。

仇视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并且排

斥新移民的极端白人种族主义的崛

起，同这个大背景密不可分。对于他

们而言，代表两岸精英的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希拉莉就是最大的敌人，

只要是她的对手，便是自己的当然

支持对象。

《纽约时报》在特朗普当选

后，列出了六本必读书籍以了解他

为何胜出，其中两本就关注这方面

的问题。一是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2016

年出版的《故土上的陌生人：美国

右翼的愤怒与哀悼》（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Anger and Mourn-
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另一本

是凡斯（J.D.Vance）2016年出版

的回忆录《乡巴佬挽歌：回忆危机

中的家庭和文化》（Hillbilly Elegy: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虽然身为政治上左倾的女性，霍

克希尔德对于自己的观察对象——

路易斯安纳州的极右派茶党支持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年1月

间庆祝就职一周年之际，美

国主流舆论也同步反省他作为一种

政治现象的意义。这个无论是价值

观或言行都异于历任总统的人物，

成为了美国知识界探讨的课题。他

们要解答的困惑是：到底是什么因

素导致这样的政治异类，登上美国

权力的高峰？

双月刊《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资深主

编德雷尔（Rod Dreher）2月7日撰

文《特朗普与文化崩坏》（Trump&-

Cultural Collapse），就介绍了这方

面的反思。

经过过去12个月的风风雨雨，

特朗普个人的人格特质和缺陷已经

是尽人皆知，包括他的高度自恋所

产生的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之间

摇摆的表现，言语脱离现实（因而不

断被美国媒体查证他撒谎成性)，在

政治理念上缺乏一贯的立场却依然

获得不少极端保守势力的支持……

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政治历史

上几乎是前所未见的，历任总统尽

管也不乏性格怪异之士，但是他们

基本上均没有太偏离人们对于身

为总统该如何自处所抱有的期待。

也就是说，无论个人的人格缺陷为

何，所有的总统在表面上都会表现

出符合美国人期待的言行。但是，

特朗普却连这样的虚文也免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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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却是带着一种同情的理解。

这些工作收入停滞甚至下跌的白

人，正面对着大量的墨西哥移民和

生育率高于他们的黑人，而日渐可

能失去作为多数群体的前景。同

时，他们所信仰的新教和爱国主义

情怀，则不断被好莱坞所代表的自

由主义文化精英冷嘲热讽。在自己

祖父辈几代人所居住的故土上，他

们自觉正慢慢被边缘化为陌生人。

霍克希尔德指出，茶党及其支

持者最愤怒的事情之一，就是政府

把他们用血汗钱缴纳的税金，分发

给那些无所事事的懒汉。这种福

利制度，侮辱了他们自小就被教育

要自力更生的价值。他们对于左派

不断以公平之名，对被当做受害者

的各种非男性白人群体提供更多

帮助，却对男性白人面对结构性失

业、家庭破碎、失去做人尊严的困

境视若无睹，当然产生极大的不平

和愤慨。

出生于俄亥俄州钢铁小镇的凡

斯，则讲述了已经沦为锈带区（Rust 

Belt）的家乡的乡亲的失望和愤怒。

通过参军离开家乡，最终毕业自耶

鲁法学院的凡斯，以亲身成长经历

反映了白人社群如何在钢铁业（乃

至其他传统制造业）凋零后，失去

了尊严且通过酗酒、嗜毒短暂逃避

残酷现实，进而导致家暴、婚姻破

裂、自杀等循环悲剧。

这些长期被美国社会精英所忽

视甚至鄙视的群体，终于在特朗普

身上找到报复的机会。不管特朗普

竞选时和上任后在言行上如何百

般的不是，只要是自由派精英所痛

恨的，就是蓝领白人群体所坚定支

持的对象。此外，自由派精英引以

为傲的教育和知识，也导致这个基

层的反弹带有强烈的反智倾向。特

朗普不学无术已经不是秘密，可是

却迎合了基层的民粹主义口味。这

或许解释了为何上任以来掀起各类

政治和法律争议，甚至因为攻击法

官和联邦调查局而引发宪政危机

的疑虑，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民调

支持率仍然有40%。

第三种解释

但是这两种解释似乎并没能回

答一个基本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的

不称职明明是清楚不过的事实，对

比美国立国数百年来的共和宪政自

治传统，以及各种历史形成的不明

文规范，目前坐在白宫的那个人怎么

看都是个别扭的外来物，可是很多

选民却视若无睹，并不觉得突兀。

《知识分子的逃匿》（T h e 
F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一书作

者伯尔曼（Paul Berman）认为，特

朗普现象反映的是美国共和文化的

崩坏。他形容特朗普并非典型的美

国政客，而是个“墨索里尼式的江

湖骗子”，而许多美国人居然视而

不见。他表示：“对我来说，这是文

化崩坏的显著标志。这个让人担忧

的发展，会比特朗普现象更长命”。

伯尔曼说，直到特朗普出现之

前，任何美国总统无论私下是个如

何粗鄙笨拙的莽汉、蛊惑人心的政

客、政治流氓或贪得无厌的恶棍，

只要是有心问鼎白宫的认真政客，

都不会愿意让选民看到他真实的一

面。因为美国的民主体制要求一种

共和文化——诚信、逻辑、科学、开

放的辩论——这些文化需要相应的

价值——容忍和相互尊重。他说： 

“民主着重礼仪。正因为总统理应

是民主的领袖，入主白宫的人选一

直竭尽所能表现得最好，至少也要

把角色演好。”可是特朗普却并非

如此，他毫不掩饰对宪法、政治体

制与传统的无知和无兴趣，但不少

美国人对此却没有感觉，表明这种

文化的崩坏，已经让美国人失去公

民应有的政治意识。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

员米利克（Arthur Milikh）发表于 

《国家利益》杂志的《礼仪和重新

野蛮化》（Civility and Rebarbar-

ization）一文指出，民主的前提是

公民具备自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

怡和论坛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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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必须建立在对日常礼仪的重视。

特朗普毫不掩饰的粗鄙作风被相当

部分的美国人所接受，反映了美国

民主赖以正常运行的重要文化条件

已经流失。

伯尔曼则引用自由主义概念 

“有秩序的自由”来解释美国人的

政治文化为何崩坏。他指出，自由主

义者反复强调体制——传统价值、

家庭、社区、教会甚至学校——对

人性的束缚，所以不断主张要把人

从这些制约当中解放出来。可是这

种长期削弱体制的做法，却可能取

得相反的效果——暴政的崛起。

尽管存在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体

制同时也教育人如何负责任地行使

自由的权利。当体制作用被减弱时，

失去体制掩护的个人其实将变得更

为脆弱，尤其是相对于国家这头“利

维坦”怪兽。这种脆弱的无助感导

致孤独的人们容易感到恐惧不安，

反而渴望并轻易相信任何宣称可以

保护他们的政治强人或骗子。特朗

普对于中国修宪，废除对国家主席

连任的限制，非但表示赞赏，还竟

然表示美国今后或许也可以效仿。

这种由总统公开表达对美国宪政精

神的罔顾，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作为自由主义传统的保守派，

上述这些亲共和党的知识分子意

识到，代表共和党出任总统的特朗

普，已经败坏了美国的保守主义精

神乃至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现象

背后所代表的是更深层的政治危

机——美国人开始失去作为政治主

人翁的能力，一种基于礼仪、相互尊

重、和而不同的民主文化熏陶下的

公民自治文化。

保守派认为，过度强调个人自

由，鄙视美国文化传统的自由派 

（集中在民主党左翼），必须为制造

这个深刻的政治危机负责。这虽然

不无党派之见，却也不乏一定的道

理。由于美国在当前全球自由主义

体系里的重要位置，以及因为2008

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身为

全球领导的道德光环，这个教训无

疑有更深远的意义。文化有时候似

乎是大而无当的因素，什么都能解

释因而也什么都解释不了，可是观

诸上述的反省，这种犹如空气般看

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因素，有时候反

而才是问题的关键。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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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

被闹得沸沸扬扬。前首相马哈迪

指责政府将土地卖给中国公民，让他们通

过“第二家园”计划，在马来西亚居留，然

后进一步取得公民权，享有政治权利，可

以在大选的时候投下神圣的一票。另外，

马哈迪也指责说，中国的投资也抢去了马

来西亚人的饭碗。

根据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研究指

出，过去三年来，中国企业投资在马来西亚

房地产超过21亿美元，而新加坡过去三年

在马来西亚的相关投资仅为9.85亿美元。

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地位越来越重要，

单看几个大项目，就已经非常可观，例如

关丹产业园的开拓，东海岸铁路的建设，

马六甲皇京港的开发；还有马新高铁这个

大项目，很可能也会落在中国人的手里。

引起争议的房产开发项目让前首相马

哈迪不以为然的是中国集团在柔佛州大

规模开发房产的投资计划。共有三家中国

房地产开发商前来柔佛新山投资，大规模

开发主要是公寓楼的房产项目，它们是碧

桂园、绿地集团和富力地产，新山人喜欢

把他们称为三只大熊猫。

富力地产发展的是长堤两边新山段两

块面积不大的黄金宝地，它占地700亩，建

造商用和民用大楼，取名公主湾，其中豪华

公寓达到3万套之多，容积率（即密度）很

高，达到9；绿地集团则在新山离苏丹皇宫

不远的地方，开发豪华公寓楼，共有2205

套，名为翡翠湾，容积率为4。

关于“新加坡旁” 
森林城市的迷思

碧桂园的项目最大，共分两个，一个在

新山，已经完成，名叫金海湾，计有豪华公

寓1万套，容积率为8；另一个便是极吸引

人们眼球的，取名为森林城市的庞大计划，

地处柔佛州西南一角，毗邻新加坡大士工

业区和第二通道，不在新山城市范围。森

林城市占地3万亩，分为四个填海而成的

小岛，预计要建的豪华公寓总共有30万套

之多，容积率为3.5。

森林城市是中国碧桂园集团的一项

合资投资的标志性住房计划，它本身持股

60%，占地近14平方公里，总耗资1700亿

令吉（折约380亿美元）， 整个计划的完

成，估计要30年之久。销售对象主要是中

国人，其次为新加坡人，购买者大都是中

国人。马哈迪指出，因为卖地给中国人，森

林城市可能成为“外国飞地”，意思是外国

人在其国土境外控制的一块土地。

马来西亚政府则反驳说，说不上是将

土地卖给中国人，他们购买的房产只有99

年的使用权，不是永久地契，他们不会成

为马来西亚公民，更遑论享有投票权利。

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就近审视争议双方的攻防

首先是这些公寓土地拥有权的问题，

是政府所说的使用权99年，还是碧桂园

所说的永久地契？碧桂园耗资巨款，天天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打广告，还有在柔佛州

竖立的广告版，强调的是新加坡旁和永久

地契这两点。在马来西亚买卖的房地产，

一般上都是永久地契，而森林城市的公寓

怡和论坛  时评

╱ 文  :   陈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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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

也卖出了一些，如果中国人买了这些

公寓，发现土地竟然不是永久拥有，

碧桂园项目早就成为诈骗事件了。

因此，虽然政府说那只是99年使用

权，我们宁可相信那是永久地契。

碧桂园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长期

打促销森林城市房子的广告，广告

强调的也是永久地契。但是自从中

国政府在去年一月抓紧防止资金外

流的措施后，中国人再难取得外汇

到外国购买房地产，碧桂园的广告

不再促销森林城市的房子，而改成

一般的买房广告，强调的是：房子是

用来住的（相对于“房子不是用来炒

的”），好的房子一套就够了。中国

政府限制中国人在外国买房子的措

施，对碧桂园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现在森林城市的房子买卖，主

要是用人民币来交易，用马币或新

币的交易已减少很多。

不论是99年使用权，还是永

久地契，令人困惑的是，这些房产

买卖所用到的地，到底是不是“卖 

地”？因为这些“地”，原来都不是

地，而是海，这些“地”是填海之后

才变成地的。是地耶？还是海？按

条例规定，国家是不能卖地给外国

人的，除非获得政府特批。现在政

府似乎也承认卖的是填海而来的

地，这项“土地”交易是否处于法

律的灰色地带？我们不知道，要交

给法庭才能裁定。

至于会有70万中国人将成为马

来西亚公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华裔人士要成为永久居民

或公民，向来是难上加难。君不见，

多少年来，华族人士的外籍配偶要

申请为公民或永久居民，是件极不

容易的事，有的人终其一生，也得

不到他们所要的马来西亚身份，更

遑论这70万中国人了。不过，由于

马来西亚的移民政策倾向穆斯林 

（回教徒），如果是穆斯林，这70万

人也许会成为马来西亚人。

最近，马来西亚旅游部长透露，

自2002年实施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

划以来，总共有近3.2万外国人获得

居留权，其中中国人占了大约8千

人，日本人约有4千人，中国人数仅

占总人数的25%。无独有偶，华人

在马来西亚总人口的占比也是25%

左右，也许第二家园计划吸收外国

人，其外国人口分配，也是按照马来

西亚的人口构成来分配的。

概述房地产项目对国家人民的
好处

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有三

个方面对国家人民有好处。一是土

地资源的利用，国家有售卖土地的

收入和相关的税收；二是楼盘的建

立，制造不少就业机会和活跃当地

建筑材料市场；三是楼盘完成后，

提高市场住房的供给，能够协助解

决住房短缺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我们不知道“土

地”交易的情况，到底交易价格若

干? 政府税收又若干？关于第二点，

中国开发商楼盘的建立，确实会创

造就业机会，但是这些就业机会并

不是马来西亚人所要的就业机会，

马来西亚人早已经不愿意充当建

筑工人，建筑工人几乎全部由外劳

来承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建筑工

人，不过，楼盘的开工确实活跃了

当地的建材市场，让很多人有生意

做，这也许是我们能够见到的些许

好处。至于第三点，中方投资的楼

盘属于豪华公寓，销售对象是中国

人和新加坡人，公寓价格昂贵，是

绝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无力购买，只

能望楼兴叹的。

综合上述论点，中国三大熊猫在

新山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到外国

盖房子卖给自己的国人，不啻是一

种新的营商模式。但是，对于马来

西亚人民的好处微乎其微，不过，

他的确能够提高马来西亚的经济

增长率。引进此类投资来马，只能

对少数人有很多好处，而这些少数

人究竟是谁，也许大家早已心知肚

明，心里有数。

作者为中国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会计与
金融系教授

综合上述论点，中国三大熊猫在新山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到外
国盖房子卖给自己的国人，不啻是一种新的营商模式。但是，对于
马来西亚人民的好处微乎其微，不过，他的确能够提高马来西亚的
经济增长率。引进此类投资来马，只能对少数人有很多好处，而这
些少数人究竟是谁，也许大家早已心知肚明，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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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发明”的世界经济新发

展战略——“一带一路”构想，感

情复杂，爱恨交集，甚至可谓五味杂陈。不

仅日本政府立场矛盾，举棋不定，还形成官

民对立状态。今日的中日关系，不仅缺乏信

赖，还在冷战状态。

首先，日本人感情复杂。普通日本人

普遍对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缅怀不

已，甚至将日本奈良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

之一，如今却被完全排除在外，当然很不

是滋味。

其次，日本确也自叹不如中国。日本

既丧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国力

日衰，还凸显出日本确实欠缺作为世界大

国的战略思维。

第三，如今惧怕两头不到岸。日本先是

极度看衰中国，既没有能力解决国内经济

转型难题，更没有能力踏出国门去大展宏

图。不料中国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耐，

不仅将古丝绸之路翻新改造，还拓展出一

套崭新的世界经济发展蓝图。日本还发

现，现在搭不上这趟列车，也许将被长期

边缘化，意味着就此永远被排除于发展

日本终将加入
         “一带一路”

潮流之外。

第四，发展下去还可能威胁到安倍长

期政权的生存安危。日本总不能一直停留

于惧怕、嫉妒和侥幸的漩涡之中，尤其是

即将成为长期政权首相的安倍晋三，若不

能彻底改善中日关系，就意味着日本回不

了亚洲大家庭，没有希望能跟众亚洲国家

共享这一代繁荣，即使安倍成功建构了他

的长期政权，反而更要为日本的孤立和没

落，担负起更大的历史责任。

第五，安倍企图以“政经分离”方式，

像骆驼得寸进尺后能挤入“一带一路”帐

篷，一方面要分享一带一路的红利，另方

面又要强化其利用丝路围堵中国的对抗

战略，处心积虑将印度、澳洲等拉入日美

主导的“印太战略”体系，可以是软硬兼

施的策略，也可能是要分庭抗礼到底的表

示，不过现在日本已经没有了这个本钱，中

国也绝不会毕恭毕敬专为日本敞开大门。

事实很明显，一带一路没有日本的参

加，从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

来看，无疑是一块缺失，但从日本只会妒

忌和阻碍的经验来看，它会像抵制中国新

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顺利发展，日本国内又面对“安倍经
济学”已到穷途末路，安倍政权才开始改变其堵死一带一
路策略，甚至隐约宣称日本也曾是“丝绸之路外交”的推
动者，设法争取丝路国家的关注。

怡和论坛  时评

╱ 文  :  黄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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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一样，不仅不能阻止它的诞生，

还要眼睁睁看着它的成长和亚洲新

兴经济力量的发展。

日本为何嫉妒？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计

划，原本以为至少日本会从地缘政

治或地缘经济的角度积极参与。不

料，日本除了采取观望态度，还以

质疑与敌视姿态制造诸多障碍，人

们除了失望，还担忧已跌入泥淖的

日本经济今后将何去何从。

当然，日本有其主导的亚洲开发

银行（亚行），从竞争的角度来看，

不欢迎亚投行的插手也是情有可

原。但自一带一路计划提出之后，亚

洲建设基础设施的需求已经剧增。

从这一现实来看，日本对亚投行的

竞争恐惧不仅是多此一举，甚至只

能证明，它是在沛公舞剑，目的是在

排挤一带一路计划而已。

日本所以千方百计要阻扰一带

一路计划，除了它有利于中国的崛

起，与此同时又有利于古丝绸之路

的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的集体复

苏。日本为了对抗中国的崛起和维

持自己的优势，正采取一切手段阻

碍计划的进行。

日本的敌视中国，一是在过去

整个世纪里，日本国力一直都超越

中国，直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却首次超越了日本。一

般日本人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不仅

造成心理失衡，更产生直接抗衡中

国的心态。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 

岛”）被日本宣布“国有化”之后，

中日关系紧绷，遂形成了不能冰释

的中日关系结构矛盾，持续加强对

抗。

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顺利发

展，日本国内又面对“安倍经济

学”已到穷途末路，安倍政权才开

始改变其堵死一带一路策略，甚至

隐约宣称日本也曾是“丝绸之路外

交”的推动者，设法争取丝路国家

的关注。

三大附加条件

2017年7月，安倍首相首次提

出对一带一路有限度参与的发言。

即所谓一带一路建设应在开放、透

明、公正，包括项目的经济性和负债

国财政健全等前提下参与的试探。

11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发表演

讲，也称一带一路建设，如果是在开

放、公开参与方式下进行，将有利于

世界经济等发言。言外之意是，对中

国的一带一路机制的开放性、透明

性和公平性有所质疑。

（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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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安倍首相在日本举行的中

日两国经济界会议上表示，“已与习

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就中日在第

三国合作问题上达成共识”，并表

示“为满足亚洲各国旺盛的基建需

求，中日之间需要进行合作。”安倍

还明确表示，“我国认为在自由开放

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

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

有专家认为，安倍首次提出将

印太战略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经

济带构想联系起来并加以推进，有

改变战略牵制中国的意图。日本尝

试将“印太联盟”插入一带一路，

扩大日中合作基石，外表是向中国

伸出橄榄枝，其实，日本是要借印

太战略作一石二鸟的利用，即向中

国表示它可带领整个印太联盟参

与一带一路以壮大中国声势，也可

利用印太联盟来继续牵制中国，以

此加码中日谈判的分量。

安倍的算盘虽然很响，但日本

是否有能耐让美国、印度，甚至澳洲

对其言听计从，却令人怀疑。

印太战略制衡中国

安倍以为他已拥有制衡一带一

路的法宝，企图利用这一杀手锏让

中国外交失灵。只要中国让步，毕

恭毕敬邀请安倍到北京举行日中

首脑峰会，接着是中国主席习近平

答应到东京举行日中韩三国首脑会

谈，以后安倍就可按部就班建立其

长期政权了。

长期政权可让安倍晋三荣登日

本伟大政治家的宝座，并达成两大

目标。一、替其最崇拜的日本政治

家，其外公岸信介洗脱“前战犯”的

烙印；二、取消日本宪法头顶“不得

再战”的“紧箍咒”，让日本恢复其 

“正常国家”的地位。只要能实现上

述两大目标，即使他在执政期间，曾

被迫不得公开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诸

战犯，即使他被迫就此离开政坛，

他也心满意足了。

但日本商界人士却没有这种优

裕，他们可以暂时忍让，却无法眼

见庞大的商机，巨额的财富在自己

眼前流失。倘若如此，安倍的长期

政权对他们将变成毫无意义，什么

安倍经济学、安倍政治学都将原形

毕露，变成一堆谎言。迟早，日本又

会回到首相走马灯换人的时代。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原本与

安倍的长期政权风马牛不相及。岛

国日本，又是丝绸之路边缘外的岛

国，安倍可以不闻不问。问题是，

安倍积极拉拢丝路上的印度，还有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等等，要大张

旗鼓搞什么“印太战略”，分明是

要拦腰斩断一带一路，丝路倡议者

就不得不介意了。

日本国内的学者、商人和一般丝

路怀念者，不仅摸不着头脑，还对

安倍的过火反应表示担忧。

中日关系有转机？

2017年11月，有数十名日本学者

发起的“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在

东京成立。

11月，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三

会长共同率领的250人经济界代表

团造访北京，就一带一路问题与中

方交换意见。

12月，中日执政党交流会议在

福建厦门举行，自民党的二阶俊博

与公明党的井上义久等倡议，将福

建打造为“一带一路日中合作示范

区”。

除了日本商界已闻风起舞，首

相安倍也趁机提出恢复首脑会谈

的要求，众多迹象显示，安倍开始

有了危机感，正通过其“亲华派”党

秘书长二阶俊博设法打开中日交往

的通道。

安倍原本是个务实的政客，多

重性格的政治世家后代，即使是

个羊肠小径，他也不会视而不见。

在现阶段，外有美国不靠谱的“商

人总统”特朗普在搅局，内有安倍

经济学宣传已失灵的困扰，加上中

国崛起后的无穷活力相呼应，安倍

的“稳定”搞不好将褪色为一潭死

水了，他不仅有危机感，还有必须力

挽狂澜的决心，因此中日关系又有

了转机。

除了一带一路，日本还能创造

出什么新路径呢？日本广播协会

（NHK）电视台在上世纪80年代已

拍过一套大型的《丝绸之路》纪录

片，实景是跟北京中央电视合作拍

摄，展示的宝藏则收藏在奈良东大

寺的正仓院。其栩栩如生，其波涛

壮阔，其感人场面确实令人难忘，

日本人因此相信，丝绸之路就是从

奈良开始的…… 

现在中国不仅在重述丝绸之路

的感人故事，还在重建丝绸之路带

来世界繁荣的盛景，而日本却是唯

一被排除在外的主要国家，谁应该

负起这一历史责任呢？

安倍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政

客，他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因此，围

绕一带一路他肯定还有很多戏要一

出一出演呢！

作者为前媒体人士

怡和论坛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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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财政预算案对
本地企业的影响

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在2月19日

发表了主题为“共建美好未来”的

2018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他强调该预

算案旨在为新加坡未来10年的发展打下基

础。预算案包含四大主题：蓬勃的创新经

济，温馨团结的社会，宜居的绿色智慧城市

和可持续的财政。王部长点出新加坡未来

10年面对的三大趋势，即：经济重心转移

到亚洲，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变革和颠覆，

以及新加坡人口老龄化。因此，2018年预

算案针对未来10年作具有前瞻性和策略

性的规划，以实现新加坡的愿景和打造一

个可持续的未来。

对本地企业来说，2018年预算案的

短期措施是要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这

些短期措施包括延长加薪补贴计划3年，

公司税回扣延长至2019估税年和推迟调

高海事业与加工业的外劳税等。长期措施

则是要协助企业创新，提高生产力，打造

精深技能和进军国际市场。以下将重点解

释和分析对本地企业有直接影响的一些

预算案措施。

公司税回扣和调整部分税务豁免计划

2018估税年公司税回扣由原本公布的

20%调高到40%，回扣顶限也由$10,000上

调到$15,000。公司税回扣也延长到2019

估税年，但回扣百分比和顶限分别降为

20%和$10,000。

财长也决定由2020估税年起调低起步

公司的税务豁免(Start-up Tax Exemption,

简称SUTE)和一般公司的部分税务豁免

（Partial Tax Exemption,简称PTE）。调整

后，SUTE和PTE的税务豁免只限于企业的

首20万（目前是首30万）的应缴税收入。

今年预算案的一个亮点是财长王瑞杰宣布将去年的96.1亿元
财政盈余拨出50亿元设立“地铁基础设施基金”，另外20亿元
津贴“乐龄健保保费”，以应付地铁的长期投资和更新需求，
以及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医药保健需求。在有盈余的时候善加利
用，为长期的需求建立储备，这是新加坡政府量入为出，审慎理
财的一贯明智做法。

怡和论坛  财经

╱ 文  :  林理明

SUTE - 首$100,000应缴税收入75% 豁免        75,000
另$100,000应缴税收入50% 豁免        50,000
              125,000

PTE  - 首$10,000应缴税收入75%  豁免         7,500
另$190,000应缴税收入50%  豁免        95,000
              102,500

豁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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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豁免额调低之后，若以

$300,000应缴税收入为例，起步

公司和一般公司的有效税率分别为

9.9%和11.2%（调整前分别为5.7%

和8.4%）。这个调整估计对起步公

司影响不大，因为起步公司很少在

前面三年就能实现很多利润。一般

公司的首30万利润则会多缴$8,500

的税。

加薪补贴计划

在新加坡，薪金的成本占了企业

成本的一大部分。在生产力的增长

明显地超越薪金成本的增长之前，

政府协助企业为月入在$4,000以内

的员工的加薪给予补贴，将有助于

企业减轻薪金成本的负担。财长宣

布该计划延长三年，政府将对2017

年、2018年和2019年的加薪分别给

予20%，15%和10%的补贴。

结合并简化各类津贴措施

目前政府有多项措施协助企业

提高生产力、提升技能和进军国际

市场，但这些措施五花八门，并且

由不同的政府机构审批。不少企业

对这些津贴措施都缺少认识，造成

用意虽好，但却无法普及。财长在

今年的预算案中宣布将某些措施

加以结合并简化成三大类津贴和

措施如下：

（甲）生产力解决方案津贴
(Productivity Solution Grant,简
称“PSG”)

该措施鼓励企业在政府预批范

围内，采用市场上现成的生产力方

案来提高生产力，如购买自动化机

器，数码化应用科技等。该津贴可

高达方案成本的70%，企业从今年4

月1日起，可通过企业津贴网（Busi-

ness Grant Portal 简称“BGP”）

提出申请。

（乙）企业发展津贴(Enter-
prise Development Grant, 简
称“EDG”)

E D G结合了此前由标新局

（SPRING）负责的技能发展津贴

（Capability Development Grant）

和国际企发局（IE）负责的环球

企业伙伴计划（Global Company 

Partnership)。EDG的主要目的是

要协助企业打造精深技能、规模

化和进军海外。EDG津贴可高达

70%之发展成本，企业可通过BGP

在今年第四季开始申请，该计划由

SPRING和IE合并而成的新加坡企

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

负责审批。

（丙）企业合作计划（Partnership 
for Capability Transformation,简
称“PACT”）

PACT鼓励企业联手合作，汇集

资源提升技能，发展业务或开发海

外市场。该计划由经济发展局和企

业发展局负责审批。

在今年预算案的“亲商”措施

中，这三项津贴或计划对本地企业

的助力最大。本地企业应善加利用

这些措施来提高生产力，深化产能、

技能和开发海外市场，以期在竞争

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

企业国际化双重扣税

为了鼓励中小企业进军国际市

场，政府自2012年以来给予合格

的开销（参加海外展销会，经企发

局或旅游局预批的本地展销会海

外考察团，海外市场可行性研究，

设立海外贸易办事处等等）予双

重扣税，但有关开销之顶限为10万 

元。为了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开

拓海外市场，合格开销的顶限已上

调至$150,000。

本地企业若有上述开销，应记

得在报税时，将有关开销的双重扣

税纳入税务呈报中。

消费税（GST）上调2%和进
口服务征收GST

财长宣布GST将在2021年至

202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逐步由

目前的7%调高到9%，这是为了给下

一个10年的财收需求做好准备。由

于GST调整是N年后的事，政府可

说是给大家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随着科技和数码经济的快速发

展，新加坡的企业和个人向海外的

供应商购买服务已愈加普遍。目前

购买海外的服务都须缴GST，但由

2020年1月1日开始，提供B2C（企

业对个人）的服务，如视频和音乐

串流（Streaming）和下载应用软件

等服务的海外供应商和电子市场业

者，若其全球年营业额超过新币100

万元，而且为本地消费者提供的服

务销量超过新币10万元，则须向新

加坡税务局注册，协助该局向消费

者收取GST。

至于B2B（企业对企业）的服

务，提供服务的海外供应商无须

向客户收取GST，但进口该服务的

公司，若其公司有注册GST，则在

使用海外服务时须向税务局主动

缴纳GST。这是目前税务局所采用

的反向纳税（Reverse Charge）机

制。该措施影响较大的是那些不能

申请退税，或只能申请部分退税的

企业，诸如银行、控股公司、房地产

发展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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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另一亮点是政府考虑让法定机构（Statutory 
Board）和国有公司发债融资，以应付未来基建的庞大开支。这是因为
基建项目一般上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但成效需多年后才能见到。
目前一些法定机构如HDB都有通过发债来为长期建屋发展融资。由
于HDB的信贷风险较低，这类的债券虽然利息不高，但颇受欢迎。

房地产买方印花税

从2月20日起，购买价值超过

100万元的房地产时，买方须缴付

4%的买方印花税。该措施对Enbloc

这样的大宗房地产买卖的影响最显

著。政府可能是注意到最近房地产

市场升温较快，不少国外房地产商

也进场竞标Enbloc的物业，因此通

过上调买方印花税发出一个清晰的

信号，为房地产市场降温。

碳税

自2019年至2023年，所有炭排

放大户每排放一公吨的温室气体须

缴纳碳税（Carbon Tax）。由于几大

发电厂都是碳排放大户，它们每年

都要付好几百万的碳税，肯定会将

增加的碳税成本转嫁给下游的电

力消费者。碳税的实施对耗电量比

较大的大商场和工业用户影响比较

显著，这类用户应设法尽快提升设

备和通过各种措施节能节源，以免

在日后每公吨排放的碳税提高到10

元或15元时，能源成本大幅增加。

创新与知识产权（IP）

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和拥有知

识产权，财长宣布支付许可范

围内的IP费用的扣除额提高至 

200%；IP登记注册费的扣除额也

提高至200%，每年以10万元为限；

在本地从事研究与发展（R&D）的

开支若符合条件，扣除额也由150%

提高至250%。

技能转移计划（Capability 
Transfer Programme）和
亚细安商务人才培育计划
（ASEAN Leadership Pro-
gramme）

技能转移计划的目的是让国外

专家把技能传授给本地人员。此

外，为了培养新一代企业领袖，政

府去年推出了技能创前程领袖培育

计划，今年则进一步推出“亚细安商

务人才培育计划”（ASEAN Lead-

ership Programme），帮助本地人

才扩大联络网，进军东南亚市场。

公益捐款

个人和企业捐款给公益机构

（IPC）所享有的2.5倍扣税，延长3

年至2021年底。由于慈善公益机构

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公众人士和

企业的捐款，这项措施广受欢迎，

民间也有不少声音呼吁政府将此项

扣税常态化，让国民都能广结善缘，

建立温馨团结的社会。

结语

今年预算案的一个亮点是财长

王瑞杰宣布将去年的96.1亿元财政

盈余拨出50亿元设立“地铁基础设

施基金”，另外20亿元津贴“乐龄健

保保费”，以应付地铁的长期投资

和更新需求，以及人口快速老龄化

的医药保健需求。在有盈余的时候

善加利用，为长期的需求建立储备，

这是新加坡政府量入为出，审慎理

财的一贯明智做法。

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另一亮点

是政府考虑让法定机构（Statutory 

Board）和国有公司发债融资，以应

付未来基建的庞大开支。这是因为

基建项目一般上需要大量的前期投

资，但成效需多年后才能见到。目前

一些法定机构如HDB都有通过发债

来为长期建屋发展融资。由于HDB

的信贷风险较低，这类的债券虽然

利息不高，但颇受欢迎。通过这一

政策调整，今后政府将会以税收这

类的经常性收入来应付政府的经

常性开支（Recurring Expenses），

至于长期的基建投资，则允许通过

发债融资。由于发债需定期付利息

和到期时要还本金，因此负责投资

和运营的政府法定机构和国有公司

在规划、预算和运作时肯定会更谨

慎地做可行性调研和明智的投资，

而不会重复此前一些大型基建项目

需要一再追加投资，而造成回报遥

遥无期的现象。

作者为本地财务专家、怡和轩董事



48 • 怡和世纪第三十五期

网络。物联网如果全面开展起来，将变得

几乎无所不在，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向它靠

拢。假如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比喻成造就

数码经济的大脑，那么物联网就堪称为落

实数码经济的各肢体部位神经线框架，也

就是说没有物联网的配合，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等为人熟知的数码经济概念就很难

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

物联网的概念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

代就已浮现。1990年，施乐（Xerox）公司

发明的网络可乐贩售机拉开了人类追梦

物联网的序幕。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

Auto-ID中心主任爱斯顿（Kevin Ashton）

教授提出了在计算机互联网上，利用射频

识别技术、无线数据通信技术等，构造一

物联网在数码经济  中角色举足轻重

普腾汽车与中国吉力汽车签约仪式（网络图）

怡和论坛  财经

╱ 文  :  陈仕铭

在当前经济大转型时代里，人们不

难听到共享经济、虚拟货币、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常用词，而这些新名词

所涵盖的概念令不少人眼花缭乱，以至于

对未来的世界模样以及自己将承受的影

响感到彷徨甚至焦虑。事实上，在这些看

似错综复杂的新概念中，可能又以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最不为一

般人所认识并了解。可是随着数码经济取

得长足的进展，物联网可能对人们未来的

日常生活产生最深远的影响，是一个不能

忽略的新兴产业。

何谓物联网

所谓物联网，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

设备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

（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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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现全球物品信息实时共享的实

物互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设

想，物联网的概念由此正式诞生。

物联网已公认是互联网发展的

第三波。第一波是互联网刚普遍化

的上世纪90年代，将10亿用户连接

起来，而第二波则是流动手机盛行

的21世纪至今，将连接起来的互联

网用户添加另外20亿。至于物联网

崛起的第三波，它可连接的已不再

是人，而是有潜能把前两波所连接

的用户数目10倍多的各种配件通过

互联网连接起来。

物联网用途广泛

高盛（Goldman Sachs）全球

投资研究行和花旗（Citigroup）全

球视角与方案去年底的研究报告指

出，物联网接下来能取得飞跃式发

展并进一步成为事实，大致上得益

于几项重大的科技变化，这包括过

去10年来传感以及宽带技术的日益

先进和价格逐步下降，手机流动网

络提升至4G和5G使到物联网所须

的宽带要求能更为普及化，也让手

机如今成为遥控个别物联网连接对

象物品的最佳个人平台。此外，在处

理器更能应对庞大数据的带动下，

物联网所产生的数据也催生了开发

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管理、数

据分析和数据利用等软件的需求。

毋庸说物联网能运用到的领域

是非常广泛的，譬如把诸如监视，

管理，以及维修等需要人力的工作

自动化。就以医疗业来说，它可让病

人无需住医院，只要通过一个小小

的仪器，医生便能全天时监控病人

的体温、血压、脉搏；再如家居业，

物联网让用户只需用手机发出一个

指令，家里的电饭煲就会自动加热

做饭，空调开始降温；在交通和能

源等基础建设领域，物联网让业者

能监控引擎铺管的效能，及早发现

问题所在并通知维修方。

可以预见物联网将大大改变人

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和旅行方式，

甚至影响到政府及企业之间的现有

互动方式。物联网作为充当人与物、

物与物间沟通的枢纽，它所能带来

的应用创新即使不是无限的，也势

将影响社会各个角落。

各国政府和企业高度 
重视物联网

由于物联网用途广泛并充满潜

力，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和企业都自

然而然会关注它，并投入资源发展

这方面的业务。美国无论是联邦政

府还是企业，都看到物联网的潜能

和商机。美国白宫在2016年就成

立了人工智能委员会，把人工智能

提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其中物联

网就是人工智能范畴下的重要环

节；而作为五角大楼属下一个行政

机构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

在负责研发用于军事用途的高新科

技中，也将物联网视为美军支配战

场的重要利器。

物联网在数码经济  中角色举足轻重

uring this era of economic 
t rans format ion ,  shared 
economy, crypto-curren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have become buzzwords. They may 
have confused many people, causing 
anxiety about their future impacts upon 
future lives. Among them, Internet of 
things may be the least understood 
among the men in the street, but as 
the digital economy gains momentum, 

Getting to know Internet of Things
internet of things will perhaps have the 
most lasting impact upon daily lives, so 
it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ternet of things is a huge network 
linking devices through sensors and 
internets. It could be omnipresent if 
developed at full potential, to which 
all lives will be attached. The concept 
emerged as early as in 1990s, when 
Professor Kevin Ashton coined the term 
“Internet of Thing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live sharing of global device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is also well-known 
as the “third wave” of the internet, as 
it connects not only human beings, but 
also connect digital services that can 
help us do many things.

According to Golde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and Citigroup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Solutions 
reports, the progress and lower cost of 

D
By Tan Shih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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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企方面，这几年对物联网

的投入可说不遗余力。例如英特尔

（Intel）早在2014年就发布爱迪生

(Edison）可穿戴及具物联网设备的

微型系统级芯片；谷歌（Google）在

2015年发布Brillo物联网底层操作

系统，而思科（Cisco）也在2016年

斥资14亿美元（18亿5000万新元）

收购Jasper全部股权，完善物联网

生态体系等等。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近几年也

在推展人工智能综合发展计划，其

中2016年初就首次将物联网列为

计划下发展的项目之一。甚至一直

备受诟病决策缓慢的欧盟，也在去

年底承诺将投资1.39亿欧元（2亿

2500万新元）发展物联网，认识到

物联网是欧元区走出金融危机取得

增长的其中一大机遇。

至于新加坡，也在官方智慧国

倡议中提到发展物联网，通过信

息网络来改进商业生产力，而企业

间也已经开始从物联网发展中寻

找商机，尤其正面临更激烈竞争

环境的本地电信业者，最近更是积

极开拓这方面的业务。例如新电信

（Singtel）去年底就与全球智慧计

量方案供应商EDMI合作在本地开

发结合智慧电子计量和物联网的基

础建设，而星和（Starhub）也与电

讯公司诺基亚（Nokia）计划今年内

共同推出商用物联网应用和服务。

物联网的潜在风险

物联网在提高生产力和改进人

们生活质量方面所具备的巨大潜能

和商机，令各界趋之若鹜，但凡事都

有利也有弊，物联网也不例外。它的

最大风险就是有关隐私以及安全问

题。由于物联网配备可产出关于用

户资料的大量数据，而这些用户资

料涉及个人日常生活习惯的内容，如

个人日程、购物习惯、用药时间甚至

用户在特定时间的所在位置等等，

如何确保这些数据的妥善保管和

安全使用，就成了物联网相关业者

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课题是物联

网在现阶段还是处于进行式发展

期，不同品牌或业者的配备未必达

到能相互连接的程度，也就是说目

前市面上的物联网都还不能说是范

围广泛的物联网，它所能发挥的作

用恐怕还未达到理论上所论及的层

次，这是否会影响到用户的体验以

至于冲击其推广程度，甚至是用户

的接受度，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无论如何，物联网的发展至今，

已经引起了各界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投入。在可见的将来，它不大可能

在各地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消失。对

于广大的终端用户而言，物联网所

带来的各种信息和便利将无疑会

加深对自身生活乃至于外边世界的

了解，有助于人们做出比目前更加

适合自身的决定和选择。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sensors and broadband, as well as the 
upgrade in mobile networks to 4G and 
5G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internet of things. Its usage has extended 
to medical, smart homes, transport and 
energy sectors.

Internet of things will change the ways 
people work, play and travel. It may 
even affect the ways of engag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that it 
brings along will impact every segment 
of the society. 

Internet of things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major economies and 
companies. The Defense Advance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under the U.S. Pentagon wants to exploit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o 

help the U.S. dominate battlefields. Intel 
unveiled Edison portable microprocessor 
with internet of thing device in 2014, 
while Googlel launched internet of 
things operating system Brillo in 2015. 
Another U.S. technology giant Cisco 
acquired Jasper to augment its internet 
of things ecosystem.

As for Singapore, its Smart Nation 
initiative include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recognizing its 
importance to improve business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use of data 
networks. Local enterprise also embarked 
on find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internet of things, particularly 
the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ies 
which are facing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 for instance, 

worked with EDMI to develop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smart electric 
metering with internet of things, while 
Starhub and Nokia will co-develop and 
launch commercial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here.

However, internet of things is not 
without its shortfalls. The most important 
dis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with regard to the privacy and security 
issue. As it can generate massive 
data that include personal schedules, 
shopping habits, even location of the 
user at any given time. If these data fall 
into the wrong hands great harm and 
damage can be done to people. Another 
disadvantage is most devices are not 
yet ready to communicate with another 
brand of devices, as all these devices 
and products is still in its infantile 
development.

怡和论坛  财经



YIHE SHIJI Issue 35 • 51

旅居新西兰的生活结束。大女儿杉

顺利通过新西兰高中毕业考，准

备升读大学。

14岁的秦回到新加坡念中学三年级。

回归新加坡教育体系，我们都怀抱一种心

知肚明的无奈。这不代表新西兰教育无瑕

疵，但在18年的外派生涯中孩子们经历数

种教育体系，倒是提供了有意思的对比和

相当程度的震撼。

孩子最需要的是空间

在新加坡教育体系里，最缺乏的就是

空间——让人探索自我、实验自我、找到

并发挥自我、成就自我的空间。诺贝尔奖

得主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到文学家赫曼·

新西兰教育
在新加坡教育体系里，最缺乏的就是空间——让人探索自我、
实验自我、找到并发挥自我、成就自我的空间。诺贝尔奖得主从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到文学家赫曼·哈瑟，都说过“教育妨碍学
习”的警言。过度教育妨碍人的学习和成长，其结果是把他压
缩、整修成方方正正的统一模样，塞进一个个国家教育机器铸
造的容器里。

的提醒

怡和论坛  视角

╱ 文  :  周雁冰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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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学习与运用知识的空间，没有讨论社会弊病与不足的空
间，没有面对错误的空间，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孩子变成不懂得灵
活运用知识，不懂得享受过程只想达到目的，不敢提出具争议看法，
害怕犯错而宁可原地踏步，不懂表达自我的人。最终就是一个平庸、
明哲保身、缺乏主动性、压抑的大人。

哈瑟，都说过“教育妨碍学习”的

警言。过度教育妨碍人的学习和成

长，其结果是把他压缩、整修成方

方正正的统一模样，塞进一个个国

家教育机器铸造的容器里。

秦两年前参加新加坡小六离校

会考后到新西兰上九年级，跃级“

中二”。当地学校直到相等于新加

坡中三的程度都没有严格的测验

考试，相比之下可说是零压力。一

开始，秦不适应没有大堆功课、专

题作业的日子，面对大把个人时间

不知所措。后来，她沉醉在自我探

索与学习的乐趣中，自学画画、缝

纫、烘培、外语，大量看书，发白日

梦。这是真正的学习，它具自主性

且愉快地持续进行，是生命存在自

然的一部分。这个习惯不是由学校

教育来培育完成，而是要允许孩子

在课余“无所事事”的空间里，逐

步找到自己的喜好和方向。它不一

定是书本中的知识，甚至不一定“有 

用”，但绝对是一个丰富生命不可缺

乏的力量泉源。

杉考大学相对轻松。她的新加

坡老同学准备剑桥高级水准会考，

两年来在网上的分享极为负面。有

孩子不明白活着的目的，有孩子说

这样读书的日子几时才会结束。他

们都是从小在学校和补习中心打转

的孩子，读书日子形容为披星戴月一

点不夸张。

新加坡家长和孩子迷信学校课

业和补习的终极权威，宁可让不再

回头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在枯燥乏味

中消磨殆尽，以此追求试卷中的每

一点精准，每一滴分数。没有空间探

索自我、实验自我的孩子，怎么要求

他们长大以后面对工作与人生时，

拥有探索的精神与热情。他们已经

习惯人生被包办得一秒不剩，安排

得妥妥当当、密密麻麻。

在新西兰学校，选择课外活动

也是孩子的权利。有权利就是有空

间。他们往往不仅参加一项活动，

而是依个人兴趣和能力尽量参加和

尝试不同活动。与新加坡不同，不

会有人因为小小年纪就被看作“没

才华”而被课外活动拒于门外。试

想课业已经缺乏选择空间，在新加

坡就连课外活动孩子们也要选得

提心吊胆。连串面试遴选以后，表

现不好就被“扫”去不想参加的团

体，自我安慰要懂得苦中作乐。这

是制度安排的欠缺，不应该成为孩

子的问题。

杉和秦在新西兰是合唱团积极

成员。学校一口气成立三个合唱

团，应付同学们不同的需要。除了获

选成员组成的“专业”合唱团，还有

学生领袖领导的学生合唱团和爵士

合唱团，各有千秋。不少孩子更是

一人跨多团。不是仅有“专业”合唱

团可代表学校参赛，其他合唱团也

时时在校际赛中亮相。

在新加坡从来没代表学校玩过

球类运动的杉，在新西兰竟然有机

会与不同学校高头大马的洋同学对

打英式女篮和羽毛球。不是因为她

来到新西兰突然身手矫健，而是威

灵顿区周末在多个地点举行校际

赛，只要愿意就可以来和友校切磋

球艺，交朋友、锻炼身体。 

从发挥自我的空间到面对错误
的空间

这种鼓励孩子发挥自我的空间，

延续到对错误的相对宽容上。学校

与社区一年举办多个小型音乐会，

两个孩子在新西兰这一年就已经

站到众人面前独奏、独唱十来次。

音乐会允许孩子犯错，允许他们忘

谱对着台下傻笑，甚至让有舞台恐

惧症的孩子一次次尝试上台，表演

不下去让他们中途离开。不管孩子

犯什么“错”，台下总是报以热烈掌

声。或许是这种态度的关系，多数新

西兰孩子上台总是态度潇洒从容。

不要以为老师听不出好坏或没

有要求。杉在一次大提琴演出中感

觉良好，隔天音乐老师就细心指出

欠缺，并安排重新演奏同样曲目。

这是面对错误的空间，让孩子知道

每一次都应该做到最好，同时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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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都可能更好。孩子不会因为犯错

而感觉被羞辱，而是获得改进的机

会。他们因此有了一次次尝试和挑

战的勇气，也学会包容他人和自己

的不完美。

杉和秦在新西兰学校感受的文

化震撼，还包括课堂上对文化社会

课题坦诚的分享。那些在新加坡课

堂上极少被热烈讨论的女性权益、

非主流性别（LGBT）权益、种族歧

视等，都是新西兰教师愿意见招拆

招的课题。班上的同性恋女孩分享

时无需掩饰，在校内成立为LGBT

发声的组织。华人、毛利同学也在

集会中分享她们体验到的和眼中

的种族歧视。当这样的讨论变成常

态，从小在具一定社会意识的大人

的协助下展开，你就能寄望孩子们

变成懂得尊重他人，勇敢、具责任

感地面对社会不足的大人。

因为有了空间，新西兰孩子有新

加坡孩子缺少的丰富情感，舞台上

表达自我的展现尤其强烈。杉在新

加坡也曾是校内合唱团成员，那时

候合唱团的演唱相对来说是一板一

眼的，拍子抓对了却缺乏感觉。感觉

到底是什么，这种摸不着、量不到，

必须用心体会的抽象存在，恐怕在

新加坡教育制度下被压榨十几年的

孩子都已经忘记。

来新西兰这三年，声乐老师花

最多时间教的，是让杉放松找感

觉，找心灵的柔软、情感的自由。这

恰恰是她在新加坡合唱团里找不

到的元素。

这几天一位新加坡画廊老板发

来短信，埋怨新加坡人不懂得欣赏

艺术，不懂得欣赏美。问题是，只

想着考几分，连唱歌都在担心出错

的硬梆梆的孩子，要怎么培养成懂

得美的大人？

因为没有学习与运用知识的空

间，没有讨论社会弊病与不足的空

间，没有面对错误的空间，没有表

达自我的空间，孩子变成不懂得灵

活运用知识，不懂得享受过程只想

达到目的，不敢提出具争议看法，

害怕犯错而宁可原地踏步，不懂表

达自我的人。最终就是一个平庸、明

哲保身、缺乏主动性、压抑的大人。

很多社会弊病从此而来。如果

一个组织里从下到上都是这样的

人，恭喜你，你会以为一切都好好

的，因为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告诉你

哪里开始烂了，出问题了，因为他从

小学会的就是“根据教条做事，不

越雷池半步”。他必定是一个没有

个性的人（网上空间除外）。所以

当你终于看到它的烂的时候，绝对

已经病入膏肓。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大人自己

都不给自己空间，却整天嚷嚷教育

改革，要如何给孩子空间？以身作

则，是教育的唯一方式。

作者为媒体人士、策展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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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 

“第55条”？它指的是不经审判的

刑事拘留权力，部长有权不经审判拘留被

认为可能危害我国公共安全或社会治安

的人士。这个每五年更新一次的法令，本

来明年10月20日才到期，政府去年底提出

修正案，扩大法令涵盖的犯罪活动，同时

提前审议把法令有效期再延长五年。总部

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于今年1月31日致函给新加坡国会

议员，吁请他们否决修正案，让这个被他

们认为是违反人权的法令在明年到期时

自动失效。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指出，“不经审判
的拘押是一种极端措施，在国际法上很难站得住脚。除非
有特殊情况，比如政府能证明相关人员造成直接威胁且没
有其他措施足以应对，但仍须由法院或其他独立法庭进行
即时和定期审查，才能避免任意拘押。”

未了
余音

╱ 文  :  林清如

“第55条”

1963年安乐岛暴动后，镇压暴动队押送岛上的拘留犯。

(Courtesy of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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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向国会

说明保留这项法令的重要性，它主

要是用来对付私会党、瓦解犯罪集

团使毒品情况受控制、对付非法放

贷活动和拘禁犯罪集团成员，确保

证人和他们家人安全。部长强调， 

“新条列只不过是反映现有的做

法，并不剥夺司法审查权。” 2月

7日国会一连三读，顺利通过了修

正案。

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叶鹏飞为

文指出，“本次国会对该法令的辩

论只是这场探索之旅的中途而非

终站。既有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当下

最大的共识是延续‘第55条’，因为

这符合多数人对公共利益的认知。

但这不会也不应当是最终的结论，

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演进，新

一轮的辩论应该也必须到来。” 

（《仁智互见“第55条”》（早报星

期天 25-02-2018“想法”版））。

笔者绝对认同叶文的观点。

“第55条”与本地政治的深层
次纠结

在新加坡，不经审判的拘留权

力（Detention Without Trial）起源

于70年前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延续其

统治而颁布的《紧急法令》。在该法

令下，马来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

组织后上山展开武装斗争，法令授

予警方逮捕并无限期拘禁被认为

是共产党的人或嫌疑人士。《紧急

法令》原须每年更新，1955年福利

工潮过后，殖民政府颁布永久性的 

《公安法令》，引进《紧急法令》里

不经审判而拘留的条款，成为对付

反对殖民主义左翼人士的主要武

器。当时正值人民行动党欲借助左

翼势力崛起，党领袖李光耀批评法

令不民主，并且三番几次在立法议

院里严词抨击：

我们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民

主，要是相信的话，我们必须毫无

减损地断然地说，除了依据现行的

法律，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民主程序

受到制约。你要是相信民主，你必须

毫无条件地相信它。①

要是在没有提供任何罪证的情

形下，把一个人逮捕与拘留不算极

权，那我们对法西斯政权里的一切

职责，该做如何解析？要是我们要做

为一个民主国家而生存，原则上我们

就必须给予我们的敌人，得到我们想

要的同样的宪法权利，不论我们是多

么地不同意他们的看法。②

镇压会积久成习。听说就像做爱

一样，第二次总是容易些。第一次你

会有良心责备、犯罪感，一旦不断重

复，你就会变得毫无忌惮的去做。③ 

《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的

最初版于1955年颁布，原来不具不

经审判而拘留的权力，法令旨在为

那些通过陆路或水路提供物资品给

柔佛海峡对岸共产党游击分子者定

罪。后来本地私会党活动猖獗，不

同派别之间的血腥格斗与日俱增；

殖民政府于1958年提出修正案，把

不经审判的刑事拘留权力引进该法

令（俗称“第55条”），目标瞄准私

会党活动。政务部长在提出修正案

时强调，正常的司法程序已经不足

以应付局势，必须辅以行政权力。

他强调法令属于暂时性措施，一旦

情况好转，将予废除。④  

有异于他在1955年高声反对 

《公安法令》那样，李光耀在1958

年全力支持把不经审判的拘留权

力带进《刑事法（临时条款）法 

令》。1959年上台后，行动党政府进

一步把法令有效期延长5年，然后引

用《公安法令》与“第55条”左右开

弓，确保行动党政府在政治上的持

续稳定。由英、新、马三方组成的

内部治安委员会继续行使《公安法

令》的职权以钳制左翼势力，而对

于三番五次在选举期间介入政党活

动（特别是干扰行动党基层）的私

会党分子，新政府引用“第55条”

大举扫荡，并把他们送到安乐岛的

集中营去。

轰动一时的蔡和安案件

谈“第55条”不得不谈轰动一

时的蔡和安事件。上台不久，行动

党政府就援引“第55条”逮捕以蔡

和安为首的被认为是私会党头目的

8名华社人士，送往棋樟山拘禁。

蔡和安何许人也？据前报人陈

加昌的回忆⑤，蔡和安是亲国民党的

中兴俱乐部的活跃会员，“一生好管

闲事，但是又常分不清是与非”。他

的主要活动地盘在巴西班让，出门

带枪，随时准备与共产党分子搏斗。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指蔡和安

是林有福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新

加坡最大的华人私会党的头子，我

们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他。过

去在选举期间，他组织过对付人民

行动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暴力活动。

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有权释放像

他那样的歹徒，为此我们担心支部

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⑥ 

李光耀也说，东姑曾经要求

他释放蔡和安，那是“最不祥的迹 

象”。“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土重

来。东姑似乎认为可以在利用逮捕

行动干扰社阵后，把我和人民行动

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林

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

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

的新联盟崛起上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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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在与东姑举行有关组

织马来西亚的谈判时，说服了东姑

在中央宪法下明文赋予新加坡政

府引用“第55条”对付私会党的权

力。1960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宣布

结束紧急状态时，颁布了《内部安全

法令》，内具类似《紧急法令》下的

不经审判的拘留权力，后来该法令

的实行延伸至新加坡。1965年独立

后，新加坡继续保留该法令，现在主

要用于对付恐怖主义活动。

不经审判的拘留导致权力的滥
用、人权的糟蹋

一般认为，任由执法人员判定

一个人是否犯罪，未经正常审判就

把受嫌疑的人长期拘押，容易导致

权力的滥用、人权的糟蹋。

2001年美国的911恐袭事件后，

布什政府向全球恐怖活动宣战，中

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重金悬赏追

捕恐怖活动嫌疑分子。从2001年至

2006年，计有接近775名平民在各

地被捕，被关押在靠近古巴的关塔

那摩及其他地方的牢房。这些人未

经审判而被拘禁多年后获释，事实

证明，多数人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形

下被捕，有些竟然是因为有人为了领

取赏金而加以诬告的无辜受害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允许执法者对

拘留犯严刑逼供，然后毁掉秘密审

问拘留犯的视频，引起参议院的关

注与调查。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

上台后第二天就宣布禁止对拘留犯

严刑逼供，并宣布要在一年内关闭

关塔那摩监狱。他虽然没有成功关

闭关塔那摩监狱，但囚犯大部分不

经审判就获释，到了2017年剩下55

名。特朗普上台后宣布绝不关闭关

塔那摩监狱，他说要继续把他认为

是坏蛋的分子全都关进去。

为了探讨拘留犯经过长期拘留

是否会引发后遗症，《纽约时报》

三位记者详细阅读了好几百份包括

法庭记录、军事调查庭报告及医药

评估的文件，同时到十几个国家采

访前拘留犯和其他人士后，2016年

10月9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他

们的调查报告，⑧  列举许多实例证

明，拘留者在长期拘留及经受不人

道待遇后，一般都长期解脱不了精

神与心灵的创伤。

1963年间本地囚禁私会党嫌

疑犯的安乐岛发生大暴动，囚犯放

火烧毁岛上建筑物，把监狱官达顿

活活打死。法庭开审时，大多数被

告异口同声指陈岛上种种不良的待

遇，他们不仅日以继夜地工作，在深

夜或者雨天也得工作，食物欠佳，有

时还给狱警与职员殴打。监狱总监

詹姆斯少校在庭上承认，达顿在某

些方面并没遵照监狱当局的指示行

事。1964年3月，经过高等法院64天

冗长的审讯后，18名被告谋杀罪成，

全送上绞台偿命。⑨ 

 虽然政治性拘留不是本文讨

论重点，根据已面世的前政治拘留

者自己的回忆录以及独立人士的调

查，从上世纪50至70年代期间，我

国的政治拘留者被无审判而拘禁的

期限平均超过10年者不胜枚举，而

由于长期的拘留而导致身心创伤、

梦魇挥之不去的大有人在，更有人因

为长期的拘留终生无法履行传宗接

代的天职。

“临时条款”延续了60年，我
们何去何从

一则原来被形容为“暂时性措

施“的”临时条款“，被更新了14次

而延续了60年之久，真可谓举世无

双。在致给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里，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布莱德•

亚当斯指出，“不经审判的拘押是

一种极端措施，在国际法上很难站

得住脚。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政

府能证明相关人员造成直接威胁

且没有其他措施足以应对，但仍须

由法院或其他独立法庭进行即时和

定期审查，才能避免任意拘押。”

比起当初订立“第55条”的年

代，如今社会已大有改变与进步，当

年有助于私会党滋长的社会条件不

复存在。人们本来可以期待不经审

判的拘留权力，会逐步接受更为严

密的司法审查，甚至走进历史。没

想到事与愿违，政府选择进一步扩

大原来法令所界定的范围，通过附

表明文列出包括非法贷款、贩毒、人

口贩运、持枪抢劫、轮奸等“有组织

犯罪”。正如工人党主席林瑞莲所

说，“因为政府扩大法令界定的范

围赋予内政部长过多的权限，使部

长变为世界警察，法令已超越它维

护社会安定和良好秩序的初衷。”

修正案附表所列出的那些有组

织的犯罪活动，不同罪行的被告或

受害者都是不同的个别人士，而这

些罪行早已是现有刑事法典所涵

盖的一部分。我们的刑事法典不时

在改进，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今

年1月9日在国会回答询问时说，两

个部门早在2016年就已经成立检

讨委员会，要探讨多项既定课题， 

“以及改革刑事法以应付不断改变

的犯罪环境。”

我们常常听说，有些证人或其

家人可能由于出庭供证而遭受报

复，因此为了保护证人，就需要不经



YIHE SHIJI Issue 35 • 57

审判的拘留权力。事实上，很多国家

可以正常起诉类似案件，不需剥夺

被告上法庭面对正当审讯的基本权

利，不经审判的拘押在尊重人权的

现代国家根本没有立足的余地。

李光耀向来视不经审判的拘留

权力为一个好政府不可或缺的权

力，早在1962年，他在新加坡大学

法律协会的一个集会上就说:

“我们必须明白，要是你废除逮

捕与拘留的权力，坚持根据刑事审

判严格的证据法公开审判，法律与

秩序的维持将根本地变得不可能，

表面上你或许还有法律与秩序，但

是你已失去执法的能力。在很多这

样的情况下，你的选择只有两种，不

是依法提控，然后让一个有罪的人

逃脱并继续去作案，就是不需审判

就把他关起来。”⑩  

或许是我们应该选择更为自信

的时候了，相信基于严格的三权分

立制度建立起来的正常司法程序

才是伸张正义的唯一合理、文明的

渠道。侦察罪行并依据现有法典严

格执法（包括保护证人）是执法人

员不可推诿的责任，我们也应该相

信，在新科技时代，我们已经建立

了一个专业、精明、有效率的执法

机制，不须要取巧绕道通过广泛被

认为违反人权、不经审判的长期拘

留打击罪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追求

与保障的是公平的原则。正常的司

法程序自当确认犯罪的人并绳之以

法，但是“无罪推论”（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与”疑点利益”（Be-

nefits of doubt）的基本司法原则会

确保不会有人被冤枉而定罪。不经

审判的拘留完全与法治精神背道而

或许是我们应该选择更为自信的时候了，相信基于严格的三权分
立制度建立起来的正常司法程序才是伸张正义的唯一合理、文明
的渠道。侦察罪行并依据现有法典严格执法（包括保护证人）是执
法人员不可推诿的责任，我们也应该相信，在新科技时代，我们已
经建立了一个专业、精明、有效率的执法机制，不须要取巧绕道通
过广泛被认为违反人权、不经审判的长期拘留打击罪犯。

驰，那是一种“宁可杀错一千，不可

放过一个”的森林法则。

① 1955年4月27日立法议院讲话 
（Wikipedia）

② 1955年9月21日立法议院讲话  
（Wikipedia）

③ 1956年10月4 日立法议院讲话 
（Wikipedia）

④ E.B David (1958), Legislative As-
sembly Debates, cols. 605-606

⑤ 陈家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2015；
新加坡玲子传媒  页41.

⑥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1923- 
1965》；1998  新加坡联合早报  页521.

⑦ 同上。

⑧ The New York Times 9-10-2016  first 
page.

⑨ 何盈：《狮城重案录》；《联合晚报》 
July 9，2016.

⑩ Han Fook Kwang; Warren Fernandez; 
Sumiko Tan (1998), 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 The Straits Times 
Press, p. 412-413.

作者为本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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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频频被刷屏的热词，

非“区块链”莫属。朋友圈和饭桌

上流传着各种故事：专做挖比特矿矿机

的85后小伙子一夜暴富；币圈新富大手笔

套现购买实体经济；区块链实验室成批

出现。其间各路专家的解读追赶着大众

认知的速度，催化热度节节攀升。有人断

言，2018年是区块链快速传播和应用元

年，未来世界的模样似乎正日渐清晰地呈

现和展开。

当下现实图景：未来已来

这些很多人都还懵懵懂懂、不明所以

的概念和词汇，却已经成为少数领跑群体

最热门和流行的词汇。这是当下的现实图

景，也蕴含着某种未来的隐喻。

不过是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先是比

特币价格如过山车般起落悬殊，接着是

区块链理论、以太币概念在手机端奔涌，

其“去中心化”特质，对金融、产业和社会

的挑战、颠覆式效应，在人们的唇齿之间

翻滚、散播。很多人迫不及待想要弄懂不

断涌现的新事物，否则就有一种被时代抛

在后面的惶恐感。对新词的陌生、疑惑甚

至抗拒等感觉还没来得及消化，区块链已

经强力联接和嵌入各个领域，迅速构建应

用场景，催生崭新的产业面貌。

事实上，新技术推动现实世界的迅猛

运转，已经经由互联网的普及充分体现。与

之相比，现实情境进阶为高速度的裂变。

新技术的代际更迭持续加速，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所代表的新兴力量，展

示未来的趋势和方向，对大众、社会的冲

击，必然更快也更强悍。因此，新事物引

发的激烈变化和竞争，使得人们对未来的

热望和焦虑同时并存，并被放大到前所未

有的程度。

文：陈迎竹

（网络图）

未
来
已
来

怡和论坛  视角

╱ 文  :  陈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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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

结束的当下，人们越加清晰地看到

和感知，未来已来。这一当下的感

受，来得突然，来得霸道。相应的，

原有的体制、既定的舒适区和安

全感，正在迅速地被剥离或者被取

代，于是，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所带来的焦虑感，应运而生。这种

焦虑，正涵盖各个阶层、不同领域，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成为一种普遍的

心理和感受。

焦虑催化新的动力和机制

从正向维度展开观察，飞速的

变革制造焦虑，带来空前的不确定

性，但同时也催化新的动力和机制，

颠覆固有模式，激发创新活力。美

国科技狂人马斯克点燃宇宙梦想，

中国BAT改变产业环境，创新创业

公司纷纷崛起，东南亚涌动创业热

潮……在这一过程中，众多企业家、

创业者带着焦虑思考前行，并且创

造更快更高的速度、效率和效益。

然而，新科技、新技术的超常

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文、哲思、

创意、审美的退却和放弃。科技强

大的颠覆力量，同样在人文领域彰

显，通过技术与智能的善加运用，

实现更精准的抵达、更有效的价

值。这在媒体生产、影视呈献和艺

术品管理等行业，已有很多成功的

探索和使用。

需要留意的是，建基于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及其他新技术造

成的巨变，有导致另一种阶层固化

的可能性，甚至已经开始成为冷酷

的现实，和那些冰冷的机器一样，

大规模取代流水线上、物流环节的

操作者。

这样的事例就在身边。已尝试

和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企业和

一些创业者快速接收信息，了解新

知，迅捷谋求占领制高点，赢得新

风口红利，展开新一轮逐利实践和

竞争。当然，他们要面对资本风险、

项目压力和同业竞争，焦虑在所难

免。与此相对应，一部分人受限于

教育、年龄和环境等因素，或对新

概念缺乏认识和了解的渠道，或在

新技术面前无所适从。还有一批跟

随资本，紧跟概念，却并无实际知

识积累和基础的人群，却在各种操

作行为中成为被新技术、新资本擒

获的“韭菜”。横亘在这两者之间

的，是一道深深的鸿沟，后者观念

和认知上的匮乏，直接导致其应对

的无力与无奈。

对原地踏步或是无从追赶的人

来说，那些遥远的未来，早已成为

另一批领跑社群朝夕相处、习以为

常的随身热点。两个阶层不断加深

的距离感，进一步导致彼此间的遥

遥相望。一方面，对互联网、大数

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部分企业

和个人从中获益，具备了先发优势，

并在此基础上拥有上升或拓展的动

力和能力，更容易获得新一轮信息

和技术。另一方面，新技术浪潮冲

击现有产业生态，未能及时转变的

企业和个人，则会遭遇艰难处境，

甚至被迫退场。以技术新贵、新资

本、前沿创业者等为代表的，正在采

取迥异于传统时代的“玩法”，拉开

与其他阶层的差距。

新科技突破传统塑造新文明

显然，无论是信息和智能技术、

区块链或ICO，还是今后层出不穷

的新科技力量，都在急剧加速时代

的变化。在这条一往无前的单行道

上，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内心

强烈的焦虑，投射出的是个体的不

安全感和危机感。从互联网、物联

网、人工智能到区块链，技术变革的

速度让人应接不暇。麦克卢汉说，

我们创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

我们。对应当下而言，技术不仅突

破了传统生产力形态，而且塑造新

文明下的个体和阶层。

这些切实的场景提供了必要的

警示。新加坡正在积极实施和迈入 

“智慧国”的进程，从社会表层

看，“智慧”的体现越来越强大，

覆盖场景日益广泛，包括全网联接

下的信息共享、无现金支付、智能

机器节省大量人力与物流成本等，

经济效益显著。从社会内在看，新

加坡在经济、资本和科研实力的积

累，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如何

弥补市场、人口和创新意识方面的

短板，提升区域竞争力，是一个艰

难的课题。

基于现实环境的提醒，政府所

倡导的自我提升和终身学习，只有

在成为个人意愿的驱动下，才能真

正展现成效。与其焦虑，不如转变

思维，寻找应对变化的新的方式和

作为，将普遍性的焦虑视为一种常

态，与之同行。习惯焦虑，提高对新

技术的接受度，提升知识和技能，

是现代人应对挑战，创造未来图景

的必备条件。不然，还能有什么别

的选择吗？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自由撰
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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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上引述清楚指出，能忆述往事，不见得就是理解历史。理解

历史，要求学生知晓历史学家如何建构对过去的认识，在从事历史

论述过程中，对有争议的论点作出裁夺。新加坡学校的初中历史教

育，强调学习“新加坡故事”是培育“好”公民不可或缺的功课。2

历史课程凸显新加坡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新加坡政府与

领袖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许多课堂上，“新加坡故事”是以唯

一对新加坡过去作出客观与据实描述的面貌，来教给学生的。

这样设计初中历史教育课程，主要是为了帮助年轻人懂得铭

感政府过去为应付挑战在艰难中作出决策，珍惜政府所制定出

来的有效政策。伟大的领袖为应付挑战挺身而出，他们因发挥

形
塑
好
公
民
的
神
话

陈祖为（取自网络）

单
向
历
史
叙
事

怡和论坛  思维

（这是）荒谬的……如果学童对历史知识究竟如何形

成，历史和证据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历史学家面对有争议

或相互抵触的论点时如何作出取舍等都毫无概念，就硬说

他们知道什么历史。只会忆述过去的事件，却丝毫不理解

建构叙事所涉及困难或什么是评估叙事的标准，其实一点也

不“历史”。不理解论述该具备什么才成其为历史叙事，这样

的论述，和陈述传说、传播传奇、讲述神话或背诵诗歌并无

二致，两者之间简直无从区分。1

╱ 文  :  马克 • 贝尔顿,     
             苏海米 • 阿凡迪

╱ 译  :  林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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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领导作用受到歌颂，至于领

袖们的决定或政策曾引发什么争

议，这些决定或政策对特定人群有

什么影响，则鲜少被提及。新加坡

历史上的某些大事，譬如1950年玛

丽亚事故（Maria Hertough Riots）

或1964年种族暴动，常被援引作为

新加坡必须有强势治理及强大社

会凝聚力的告诫与经验教训。学校

里教授的新加坡历史课程，于是被

用来服务于公民教育的目的——帮

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对待政府，如何

克尽公民的本分，什么特定的社会

价值最重要，以及作为新加坡人意

味着什么。

不幸的是，历史从来就不是什

么顺理成章的事。学校里的历史教

育，大多略去存在争议的环节（如

冷藏行动，它只被简单提及），或轻

描淡写其他课题（如内部安全法令

的行使方式或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

坡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总是试

图避开历史学家在解读新加坡的过

去时，不免会面对的疑虑与争论。

这种态度，无助于学生理解历史的

本质，理解历史学家为进行叙事所

下的功夫，理解历史经常是为不同目

的服务的。在许多方面，学校里教的

历史无非神话，没有多少历史含金

量。“新加坡故事”是一个创基神话

（foundation myth）——一个关于

起源、卓越领袖、扭转颓势与克服

挑战的故事——它的作用，在提供

一个有助于团结国民的共享神话。3

学术的历史，说到底，和神话是

不一样的。史学有不同学派，纂史

的方法各有不同。无论如何，多数

经验历史学家（empirical histori-

ans）认为，历史基本离不开学术规

范（discipline）。它是赋予过去以

意义的一个系统与严格的方法。历

史学运用特定的手法（例如对史料

进行批判性分析），围绕着关键概

念（例如因果、变化与持续）来组

织知识，讲究证据而且严格遵照标

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新加坡

故事”固然可视为对过去的一种论

述，但较精准地说那是个“神话历

史”（myth history），是出于巩固对

国家绝对忠诚的需要而讲述的一个

单向度的故事。

在本章中，我们将检视学校的

历史课程，对这个故事是“建立在历

史事实上”，不是“理想化的传说或

建国神话，而是从新加坡角度出发

的客观历史”这种说法（这是时任

副总理的李显龙在1997年说的），4

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学校里的历史，

既然是为了铸造共同国民身分与培

育好公民而设计的，它就必然要尽

量减少学生发展自行诠释与个人观

点的机会。把历史知识当成一个要

求学生牢记的毫无歧义的故事，而

不是一个活生生充满争议的课题，

学生自然也就无从领会历史讲究学

术规范的本质了。

单向叙事的神话，提供一个齐

整、易于控制的关于过去的记述，却

也剥夺了学生或老师对复杂往事进

行推敲，及阐释事物的实践机会（这

是生活在21世纪的必要技能）。其

结果是，学生势必把历史视为国家

宣传、不生动、烦闷且毫无实际价

值的东西。

历史教育与公民身分

体味与理解历史，本身就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然而不仅如此，历

史学习同时也培育能把时事放到

历史语境下去理解，利用历史思维

进行分析的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s）。分析并理解社会课题、

现行政策与当代辩论，离不开历史

观点，考虑事态形成的因素，掌握

其历史根源与缘由，认识有关课题

与特定决策在当时是如何发展及作

出的。好的历史教育，可培养出具批

判性思维，有能力援引历史作为判

断依据的知情公民。

历史性地理解，意味着能够把

历史知识与理据，运用在课题上或

据以从事关于过去与当下课题的辩

论中。它意味着能够实际运用历史

思维，譬如用来分析与诠释一组信

息来源（含媒体文档、政治漫画、影

像记录、照片等）。历史性地理解，

也包括对重大与重要事件、人物、

课题作批判性的思考，从不同角度

进行检验，对过去与当前课题及行

动的前因后果作出全盘分析。简而

言之，学生可以通过历史性的理解

与思维，对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事物

作出合理判断。

新加坡故事

把“新加坡故事”列入课程，作

为官方叙事加以推广，是很有问题

的做法。因为这会限制学生发展必

要的历史理性思维，妨碍学生对历

史取得理解，而这是好公民不可或

缺的要素。它既然是个唯一能反映

实情与客观的，预设立场的历史叙

事，也就阻断了学生学习理性判断

的机会。

“新加坡故事”的重要性在

1990年代被突出，因为政府担心

年轻人对国家脆弱性（譬如共产党

颠覆、种族暴乱），政府建设国家

的努力，新加坡建国的价值与原则

认识不足。作为扩大国民教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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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成部分，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

强调“新加坡故事”是建基于客观

事实的：

“新加坡故事”建立在历史事实

上。我们说的不是理想化的传说或

建国神话，而是对过去所发生事态的

准确理解，以及这个历史对我们今天

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从新加坡角度

出发的客观历史。5

基本上，这个故事强调的是，脆

弱与求存、经济发展与良好治理、

社会矛盾的成功管理。它因此选择

性地聚焦于这类里程碑事件，如：

莱佛士创建现代化的新加坡，日本

侵占，自治，合并加入马来西亚与

离开，独立。6

为了提供一个共同的传统与集

体的过去，建立共同国民身分，宣

扬国家未来的目标，单向叙事成为

历史教育的主要聚焦。这是出于政

治目的的设计——旨在确保新加坡

年轻人熟知一个关于新加坡过去的

共同故事。借此，历史教育协助在社

会、族群与政治之间建立联系，凝

聚高度多元的国民，确保国家经济

建设获得支持。7

在许多国家，当新的领袖当选

上台执政，历史教育课程也总是随

之迅速作出调整，来适应他们的治

理。而在这方面，新加坡是独特的，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自独立以来始终

掌权，但其历史教育课程，却因为

担心学生的历史学习是否足够或所

学是否“正确”所导致的焦躁，频

繁出现游移。迅速工业化的1970与

1980年代，政府关心起新加坡青

年变得过分“西化”的问题，8教育

部1984年推出新的初中历史课程，

帮助学生树立新加坡国民身分， 

“塑造对新加坡的过去和对先辈成

就的自豪感”。91992年历史课程作

了修订，强调国民传统的同时也突

出被视为知识导向经济需要的思维

能力。1999年推出的初中历史课程，

强调“新加坡故事”是官方认可的国

家历史，10加重新加坡二战以降历史

的内容，以及新加坡作为一个年轻

国家在政治上的成功。11这种焦虑，

经常从主流报章的言论流露出来，

譬如对历史教育存在“严重代沟”，

（年轻人）对过去“明显无知”、 

“漠视历史”问题的关注，譬如“今

天的学生竟然不知道新加坡真正的

历史太让我吃惊”一类言辞。12政府

领导人时不时跳出来告诫，要是“我

们忘记自己的历史”，有一天会“再

次面对痛苦的教训”。13李显龙发出

警告，“如果我们不知道三四十年

前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成为独立国

家，或更糟的，如果我们相信过去和

现在毫无关系，那么新加坡将难以 

（如目前一样）团结一致”。14

单向叙事有什么问题？

学生对过去了解不足，持续受

人诟病。既然如此，不如设法确保

他们知道些“基本”的，基础性的

知识。学生不是该了解一些关于历

史事件的始末及缘由这类的基本

事实吗？共享国民历史对团结多元

化的公民不是必要的吗？可是，如

此对待历史教育，却会产生三个问

题：首先，这种所谓实情或客观记

述的观念，和历史讲究规范的本质

是相悖的；其次，它和学生的学习

方式格格不入；再次，这对培育知

情、关怀与介入社会的21世纪公民

没多大好处。

在历史本质上失真的实情与客
观记述

当教给学生的是关于往事的

单向与据说反映实情的记述时，学

生所学实际上并非历史，而是别人 

怡和论坛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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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叙事的神话，提供一个齐整、易于控制的关于过去的记述，却
也剥夺了学生或老师对复杂往事进行推敲，及阐释事物的实践机会
（这是生活在21世纪的必要技能）。其结果是，学生势必把历史视为
国家宣传、不生动、烦闷且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

（即政府）的论述。当他们不加

批判地记住这些国家关键大事或

人物时，他们学到的其实是宣扬

特定国家目标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这个叙事隐去一定的

真相、诠释与观点。要求学生不加

批判地接受下来，学生也就无从萌

生历史诠释性本质的意识。经验历

史（empirical history）严格检视原

始材料，只有过关的材料，才被接

受为论据。历史学家采用系统性的

方法来防止扭曲，并对别人的记述

作检验。不加深究就接受某种叙事

或不考虑其他不同论述，和历史的

规范本质是相悖的。接受宣扬国家

议程的所谓实情与记述的学习，是

一种政治的社会化，不可同讲求规

范的历史学习混为一谈。

客观历史（objective history）

是个陈旧的观念，如今已被多数历

史学家所摈弃。历史学家认为历史

是诠释的专业，允许辩论、检验，接

纳不同方式与观点。历史充满争议、

辩论、分歧、异议与修正；参与持续

的辩论与争议，是历史学家的部分

工作。他们在工作中运用合理判断

和严格的标准与方法，批判性地检

验不同记述。学生其实也可以从事

适应其年龄水平的同样工作。15学生

可被教以如何处理不同史料，批判

性地思考不同记述，弄明白为什么

人们会对（同一件）往事讲述不同的

故事。在指导下，他们完全可学会如

何诠释史料与其他信息。实际上，这

正是教育的根本，在信息爆炸的年

代培养出具批判性思维的年轻人。

发现历史充满意义对学生的学
习会较好

我们多少有些了解年轻人怎么

学习。当他们能够建构自身的知识，

有机会和所面对困难较量，允许他

们提高自己的思维与理解能力时，

他们的学习状态最佳。实际上，学

生需要的是动脑筋（而不是死背硬

记）。他们需要多些练习、磨砺思维

能力的机会。

强调单向叙事，势必形成老师中

心，照本宣科的历史教育。单向叙事

是官方认可的教科书预设好的，多

数教师不会背离内容太远。新加坡

注重考试，更增强了这种倾向。这

种做法，进一步推广非批判性、强

记课本或预测考题的刻板的学习。

历史课程尽管也要求理解历史概念

与发展历史思维，却都是通过教授

公式、提供“正确”答案的方式指

导的。迫于考试的压力和有限的学

习时间，这居然成为一种有效的历

史教学与学习方式。

被“清理”过的历史，把论

述视为客观与理当如此，略去争

议，删除“有趣的东西”（exciting  

stuff），不让学生触及。这么做使

历史学习变得枯燥无味。年轻人

通常都晓得，它无非就是出于政治

目的或某种宣传的材料。如此尽力

教授基本知识，实际上是适得其

反——可能导致学生干脆放弃历史

学习。还可能教育出一批玩世不恭

的青年，认为学习历史没有多大意

义，甚至因此冷漠对待国家大事。在

21世纪新媒体各种意见纷陈的环境

下，前景堪忧。

单向叙事对培育从容应对21世
纪的公民没多大好处

如果历史被当成为了考试及格

必须死记硬背，除此而外和学生没

有丝毫关系的东西，就难以为21世

纪复杂多变、信息充塞的社会，培

育出优秀的学生。要是给予学生面

对历史性难题和各种不同论述的

机会，历史教育其实可以帮助学生

成长为一个知情、关怀、有参与热

忱的公民（这本是新加坡学校课程

的主要目标）。

指导学生如何思考多元论述

的历史教育，也可帮助他们练就分

析、理解来自社交媒体或其他公共

论坛的多重信息来源与多元观点的

能力。例如，社交媒体上展开的，关

于冷藏行动究竟是清除反对人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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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党的力量的政治举措，或者真是

对付共产党统一战线（含社会主义

阵线）威胁的维护国家安全行为的

辩论。16其他涉及新加坡过去的公

共议题辩论，譬如李光耀传承，譬

如1987年“马克思阴谋集团”被扣

者在社交媒体上的热烈讨论。这些

不同的论述，对学生扩大视野大有

好处。不同的论述，也有助于学生

理解新加坡当前所面对各种课题

的背景，如移民和客工的涌入，人

口老化，中央公积金存款的使用，

恋爱平权（LGBT rights）等。历史

论述的相互争辩，有助于学生做好

思考复杂问题的准备，这是他们作

为21世纪高度对外联系的新加坡公

民必须面对的：全球气候变化、社会

正义、人权课题、移民与难民的跨国

流动等。思考这些问题，都必须了

解其历史渊源，以及随事态因果演

变产生的不同观点与立场。历史教

育牵涉学习如何运用证据、各类材

料、不同的立论与叙述，既如此它

也就和21世纪息息相关，可帮助年

轻人避开“认定只有一种看待事物

的方法或只能有一种行动的潜在危 

险”，17培育能较好应对日益复杂化

的21世纪生活的公民。

关于学校历史教育的不同愿景

学校里的历史教育，本来可以

是一组协助人们理解过去，进而对

世界取得有意义与建设性理解的有

用工具。学生学习历史，从练习诠

释着手，发展出可一生受用不尽的

思维能力。他们可学会基本的历史

学概念，如关于证据、偶然性、持

续性与变化、重要性等理念，借此

取得对过去的结构性理解。他们可

学到影响过去人们思想与行为的，

复杂的历史语境与观点。有证据显

示，即使小学生（无论新加坡或其他

地方），只要有对培植这类能力的直

接指导，加上有实践历史分析方法

的机会，也能进行历史性思考。18课

堂里的历史课，本来可让学生学会

如何从不同的论述中分辨出作者的

观点，从针对同一事件的多元论述

中归纳出其共同点与分歧，进而检

验不同论述所作出结论与所提供证

据。这样的历史课，才是符合这门学

科本质的历史教育。

单一视野的历史记述，虽然承

认有多元论述的存在，但认定其中

只有一个版本是“正确”的，这符

合只有一个真实的所谓“新加坡故

事”的理念。我们发现，有些学生

明白针对过去可以讲述各种各样的

故事；另外一些学生则认为，对这

些不同故事可根据严格的检验标准

来作出评价。这样看待历史，和历史

学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最为贴近：他

们通过严格的分析与检验标准，对

不同论述进行评估，挑选出在证据

面前最能站得住脚的那个。举例来

说，学生须要分析历史学家的观点

与动机，例如他们试图回答什么问

题；须要分析历史学家执笔论述的

目的，例如由于出现了新的证据，带

来质疑既存论述或填补学术研究空

缺的需要；须要分析论者是否站在

精英的制高点，代表政府与官方或

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发言。另一个审

视标准是针对论述的主要论点，评

估其到底合不合乎逻辑，是诡辩还

是合理讲述；其中有没有缺失、不足

或遗漏；是老调重弹，还是另辟蹊

径的新论点。学生也该审视历史学

家所采用的方法与史料：检查其引

述与参阅史料的类别；采用的史料

是否有所局限；研究的方法论及所

提出报告是否经过同侪审议（peer 

reviewed）。学校的历史课——只

要采用历史学家般的检验、规范与

方法——其实是可以把帮助学生

以评估态度看待历史作为目标的。

例如，只要采用严谨的规范与

方式，学生是可以了解新加坡内部

安全法令（一个允许政府在不经审

判情况下逮捕、拘留个人，持续引

发公开辩论的法规）的。19让学生

学校里的历史教育，本来可以是一组协助人们理解过去，进而对
世界取得有意义与建设性理解的有用工具。学生学习历史，从练习
诠释着手，发展出可一生受用不尽的思维能力。他们可学会基本的
历史学概念，如关于证据、偶然性、持续性与变化、重要性等理念，
借此取得对过去的结构性理解。

怡和论坛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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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关于内安法的，来自国家、被

扣者与公民团体的不同材料，他们

就能理解该法令所牵涉的广泛语

境（因冷战而引起的对共产主义的

担忧，以及今天所面对的恐怖主 

义）。学生可以审视关于内安法执行

标准的不同论述，据此对（如维护

人权与维持社会安定的）证据与纷

争进行谨慎衡量。这可以遵循求取

真相和不妄下判断的方式进行，而

不是引导学生去作出“政治正确”

的结论。这类讨论不会激发反体制

（anti-establishment）情绪，反而

能激励学生成长为一个积极介入、

充分了解国家与社会课题的公民。

译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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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追踪

在电视还未普及的年代，人们消遣时

间的摩登方式，是听广播。那一方

小盒子，不管是覆盖全岛的官方电台，还是

在人口密集地区才能收听到的“丽的呼声”

，所播放的新闻、戏曲、广播剧，都有它庞

大不挑食的听众群，像王道、黄正经、李大

傻的闽南潮州广府方言讲古，那是明星级的

广播大咖，拥趸不可计数。

1963年底电视登陆新加坡，信息传播

与消闲娱乐有了新渠道，那是惊天动地的

变化，声影结合的休闲模式颠覆了人们平静

的生活。而今半世纪过去，我和老华校聊起

这段往事，大家津津乐道的，不是青涩的黑

白电视影象，而是聆听广播的点点滴滴。那

段听歌的岁月，穿街走巷的歌曲是如此紧扣

着人们的生活，它舒缓了压力、慰藉了心灵、

丰富了生活的内容。毕竟消闲方式有限，扭

开收音机，它播放曲艺、新闻、体育、土产

行情等等节目，人们都不介意--不论是被

视为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传统美声的艺术

歌曲、民歌与西洋歌剧；或是源于大江南北

的方言戏曲。声音从盒子里流出了，就入耳。

即便是宗教节目“天国之声”插播的神歌圣

曲，也不排斥。

为    而歌
时
代 独立前的本土歌曲创作

╱ 文  :  周维介

1960代新加坡市区鸟瞰图照。

(Courtesy of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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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这样的背景，那代人听歌

的范围广，中外左右、阳春白雪下

里巴人的旋律都有接触，觉得不同

乐种，有各自的好。另一方面，由于

社会处于政治活跃的阶段，工团的

聚会或抗议活动，学校的叙别会或

野餐等等场合，以歌抒意是凝聚力

量、激发情感的有效方式。于是，

热火朝天的环境里，各式各样的歌

曲声声入耳，人们的脑海便留住了

时代的多元旋律。

二战前后，新马华人的认同意识

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生活在殖

民地土地上，人们在政治上认可中

国，文化上吮吸着母国的乳汁，本

土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仍是密不

可分，各种形式的文化都呈现自然

承接的状态，音乐也不例外。这种

文化的主脉支流共生现象，从初始

的紧密联系，到后来的疏而不弃，

没有断流。

上世纪民国初建，中国国难重重

之际，冼星海与聂耳这两位中国现

代音乐的指标性人物与新马挂了勾。

《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冼星海在

新加坡度过了七年的童少岁月。1911

年，星海他娘带着他从广东来新

加坡讨生活，就读于大坡的养正学

校，被老师挑选进入军乐队训练，他

就此踏上了音乐之路。1934年，聂

耳所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毕业歌》

由陈波儿唱红大江南北，这位陈波

儿，与新加坡有点关联。本土诗人

槐华回忆他四十年代念四年级时就

爱听这首歌，后来才知道陈波儿是 

“潮州姿娘”，她的父亲是大坡二

马路（今之新桥路）44号“四顺耀

记”的老板。比这种人地关系更重

要的，是早期本地华校与中国教育

的直接挂勾，从学校的制度操作到

教科书的采用，都源于一个系统，中

国音乐教育的内容也因此直接移植

本地，形成内在共生关系。

日本侵华刺激了本地抗日歌曲
创作

中国与新马音乐的内在联系，随

着政治形势迅速演变而更为具体。

三十年代，日本对脆弱的神州大地

狼窥虎视，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了

中华抗日的决心，歌乐瞬间成了激

起同仇敌忾意识的利器。抗日，七

十年前中国土地上一次浩大的集

体国民行为，也在海外华人社会荡

出波澜，形成华侨社会关心母国安

危的主旋律。新加坡的“爱华音乐

社”、“爱同校友会合唱团”与“铜

锣合唱团”等新兴音乐团体，正是

在这种抗日氛围中诞生，它们以文

化的鼓槌，奋力击响时代的战歌。

侨领陈嘉庚组织了南洋华侨，

以大量的筹款活动作为三十年代华

社抗日的主轴。他邀来成员逾百的 

“武汉合唱团”到南洋演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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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华侨对抗日的认同与支持，此

行也让更多音乐人才聚集星洲，播

下音乐的种子。武汉合唱团在中国

成立时，团名的提议者李豪女士后

来也落户新加坡，为本地音乐奉献

了超过半世纪的光阴。前不久，九十

五岁的知名华商郭鹤年出版自传，

第二章“武汉合唱团”便道出1938

年该团在一年多时间里，到各城镇

演出的强烈反响。他本人因为“看

过多次演出，并与乐队队长夏之秋

成为了好朋友。”

武汉合唱团在新马城镇的巡回

演出，无疑是在当地拂起阵阵文化

春风。在它的领导夏之秋与任光倡

议下，本土的铜锣合唱团成立了。取

名铜锣，铿锵而有余响，那是电影《

渔光曲》作曲者任光的建议。铜锣

合唱团的成立，不仅让本地华社向

中国抗日运动进一步靠拢，也因而

催生了本土抗日歌曲的创作。铜锣

合唱团的指挥是本地活跃音乐人

叶立天，客家人，曾就读启发学校，

任教民众学校，1943年遭日军逮

捕杀害。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后，

他创作了《新加坡河》、《马来亚 

颂》、《悼同志歌》、《雪之歌》等等

歌曲，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政治信念。

铜锣合唱团成立后，由叶立天

谱写《铜锣合唱团团歌》，团歌内

容明确了它的政治定位：“我们铜

锣合唱团员，是大时代的歌手，我

们驰骋在这赤道上，站在群众的前

头。用那钢铁般的歌喉，献身在舞

台献身在街头。”这首团歌，表达了

它为理想而歌的战斗意愿、与草根

民众并肩争取的使命。铜锣的团员，

主要来自当时华校的“进步学生”以

及工团会员。

武汉合唱团与铜锣的战友关系，

也反映于歌曲的创作上。武汉合唱

团团长、《八百壮士》的作曲者夏

之秋访新期间，曾把本地诗人衣虹

（潘受）的诗作《卖花词》谱写成

歌。《卖花词》谱曲之后，成了抗日

筹款的常青歌曲：“先生，买一朵花

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

呀，买了花呀救了国家”，这样的歌

词，经常在当时中文媒体的报道中

出现。买花救国，三四十年代新马

华社熟悉的旋律，在牛车水，在筹

款演出场地感动了无数时人。

歌曲为抗日服务，并不为殖民

地当局所见容。1940年武汉合唱

团巡回至槟城，本土音乐人杨励与

学生、工友前往码头迎接时，遭到

殖民地政府武装镇压。同年，新加

坡工团发动五万名工友在加冷庆

祝五一劳动节，也遭遇军警开枪射

击，造成数十人伤亡。1941年底新

加坡沦陷前夕，在殖民地蹲牢房的

杨励与杨果合力创作了《保卫马来 

亚》，不久他们被释放，这首歌迅速

成为新马抗日活动的精神歌曲：“南

太平洋上，海涛在翻腾，法西斯强盗

带来战争，从北马之境，到南马之

端，遍地是受难者的呻吟。团结起

来，马来亚人民大众，为自由解放斗

争，誓死保卫马来亚领土完整，打倒

黑暗迎接光明。”

日本的残暴统治，滥杀无辜、

高悬人头的冷酷作为，都被写进

了旋律。槐华在《南洋之歌》介绍 

《纪念九一》的歌词“我们永远不

忘，誓要雪此仇”时，有“十八位烈士

的首级被日寇悬挂在吉隆坡街场”

的旁白。这时期因抗日而创作的本

地歌曲还包括佚名的《难女曲》（东

洋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枪杀

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树

胶花开》（树胶花开遍地黄/如今年

少体力壮/等待奸淫枪杀坐牢房/枉

过一生渺渺又茫茫/不如背枪上战

场）；林佚（林如潮）作曲、友兰写

词的《冲破敌人封锁线》，还有诗人

墨尼（张碧华）作词，叶立天谱曲的 

《新加坡河》（暮色下/新加坡河悄

悄地流黯黯地诉/你可知道/多少惨

泪冤血滴入你的心胸/妻子幻见郎

的血尸/孩子梦见惨死爹娘/椰园忿

歌/铁石暴跳/谁能禁住这怒火这

怒火）。

因日本战败而创作的胜利之歌

人们因愤怒、压抑、反抗而创

作，旋律激昂；人们也因胜利、兴

奋、庆祝而放情高歌。1945年日本

战败投降，本土音乐人不分左右，纷

纷谱写胜利的曲子，释放压抑三年

有余的苦闷情感，一首首欢庆抗战

胜利的歌曲列队迈入当代歌册，胜

利的喜悦节奏总是欢快，带出控制

不住的新向往。1945年9月10日，武

吉知马的矿山旁，“马来亚人民抗日

军”举行了联欢大会，《抗日胜利进

行曲》唱响了：“秋风萧萧秋风萧，

胜利的旗帜飘荡，我们歌唱这反法

西斯的胜仗，我们歌唱正义伸张，

歌唱世界人类平等解放。”

数月前我无意间翻阅一本歌

书，发现战后光复的初阶，本地的

传统音乐工作者，也一样浸泡在战

胜的欢愉里，他们也通过歌曲创

作，释放当下的情感。那是1946年

2月，日本败降才半年光景，新世纪

音乐出版社推出了由黄晚成、蔡自

新和朱奇卓联合编辑的歌集《新的 

歌》，内收20首刚出炉的创作。这

群创作者，不乏正统的音乐教育工

怡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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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奇卓在《前言》中道出创

作的缘起：“原子弹丢下来，苏联

出兵，日本宣布接受波斯坦宣言，

这时代三部曲刚刚唱出来，一个世

纪展开在人们的眼前，他们开始叫

喊出过去三年又八个月的愤怒；同

时，又歌着胜利、自由、民主的今天

与明天。新的歌声已经在每一个角

落振荡起来，这个时候，要在被烧

毁的灰烬底下找回一些抗战时代

的歌曲，那是很困难的事，就是找

到了，亦失掉了时间性。”

蔡自新的《编后话》这样说： 

“本歌集的内容，大部分以激励上

进，怀念过去以鉴未来的意义做中

心。新时代的音乐教育，着重在反

侵略、反法西斯，争取民主，爱护民

族和国家，我们创作这些作品，大

胆地负起这个使命。我们的目的，

是希望从战祸里逃生的幸运者，唱

唱这些歌，一方面追忆和同情那些

不幸的亲爱同胞，兄弟、戚友，另一

方面却可以警觉自己：既然幸运地

死里逃生，以后就应该怎样的创造

有意义和伟大的人生了”。歌集里

的主要作曲者是燃丝（7首）和黄晚

成（6首）。燃丝的《保卫民主》、 

《凯旋进军》、《颂抗日先烈》、《和

平颂》等与黄晚成的《胡不归》、 

《怀人》虽然都是抗日情绪的延续，

但抒发的情感角度仍有所差别。

二战后新政治环境下的 
本土歌曲

人们最初以为，抗战胜利会带来

稳定的政局，但天却不从人愿，随着

二战结束，全球掀起了风起云涌的

反抗殖民统治浪潮。在神州大地，

日本败降带出了内战，致使侨居海

外的华人心生复杂的情感。也许一

般人没料到，战争远去，不曾尽全

力保护殖民地子民的西方列强，回

到百孔千疮的土地之后，仍贪婪一

如既往。它们想方设法，打击在地

人争取独立的意愿，引发了在地人

的强烈反抗，新马社会也不例外。

华人的处境更错综复杂了，1949年

中国政权更迭，华人面对了前所未

有的国家与政治认同抉择。从中国

内战到中国政权更换，从侨居到落

人们因愤怒、压抑、反抗而创作，旋律激昂；人们也因胜利、兴
奋、庆祝而放情高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本土音乐人不分左右，
纷纷谱写胜利的曲子，释放压抑三年有余的苦闷情感，一首首欢庆
抗战胜利的歌曲列队迈入当代歌册，胜利的喜悦节奏总是欢快，带
出控制不住的新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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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根，国际冷战形势浮现，新马

华人在新环境下的复杂情感，多少

也反映于歌曲里。

长虹词曲的《苦难的人民》写

出这样的心情：“三年八个月/日本

铁蹄下尝尽了多少苦难/希望今天

能得到光明/谁知胜利后/带给人民

更多不平/白皮书蓝皮书/把人民自

由剥夺干净”，这样的歌词，反映了

二战结束的马来亚，被英国殖民地

宗主奴役的现实。另一首由红苍作

曲的《五更叹》，歌词中有“听说鬼

子投降自己打自己/打了个胜仗没归

家日”，表达了对中国抗战胜利却

陷入内战的感慨。长虹在另一首作

品《树柅无价》中，以闽南语唱出“

树柅无价无生理呵/做着工人真受

气呀/反动头家无良心呀/一日到暗

赶估俚呀”的感叹。战后，政治进入

了另一种状态，生活没有好转，另一

种抗争随二战熄火而浮现。生活陷

入新的坑洞，五十年代左翼政治迅

速崛起，工运与学运开始在社会中

快速发酵，成为一股新兴势力。鼓

动人心的歌曲、战斗式的旋律、宣

示理想的歌词，继续唱响海岛。人

们没有叹息，而是以音符激起向上

的情绪，我想起某日翻阅槐华主编

的歌典《南洋之歌》时，发现杨励词

曲创作的《别离歌》，是我小学时老

师教唱的一首曲子。每当学年结束

时，休业式便响起“唱起我们的歌

来，不要为别离悲伤，我们是国家的

主人，伟大的责任在身上”的旋律。

马人、莫泽熙、李才茂、黎华等

作曲家，是五六十年代新加坡活跃

的音乐工作者，他们的作品倾向于

歌颂土地，向生活呐喊，为自己心

仪的政治理想谱写战歌。马人是五

六十年代多产的音乐人，原名吴鼎

风，今庚岁八十有余，是星海合唱

团与醒华校友会的合唱指挥。马

人曾经在《音乐特刊》发表过一篇 

《漫谈音乐马来亚化》的文章，强

调音乐“马来亚化”的重点在于内

容，认为“目前只要做到内容马来

亚化，音乐作风不管是来自巫族、华

族或印族，即是马化音乐。”1959至

1960年间，马人出版过两本《创作

歌集》，共收录38首创作。集子里

除了烈火的《尽情地欢畅》、杰灵的

《迎曙光》和《建国志愿军歌》、熙

念思的《统一工运》与《胶林我的母

亲》、之莹的《时代前锋》之外，其

余都是马人的作品。

马人的若干词曲作品是当时各

种集会上的传唱歌曲，例如《向前

走》与《谁要是悲伤》。当年的热

血青年回忆，《谁要是悲伤》琅琅

上口，最受青睐，也最风行，是五六

十年代工团聚会、野餐少不了的歌

曲。这首歌是以林阳的诗入曲，有

激励效果：“谁要是悲伤，请看看那

奔腾的海洋。海涛奏着生命的歌，一

片激情的歌唱。活着就不该颓丧，活

着就应该向上。”马人歌颂土地，也

有抒情的旋律与情感，例如杜红作

词的《我底故乡》：“泛红泛红的铝

土，是她的脸庞。闪亮闪亮的锡矿，

是她底眼睛。细长的彭亨河，是她

底腰带。翠绿的椰林，是她底衣裙。

她以赤道的阳光给我热情，她以洁

白的胶乳，养活着我和七百万人民

啊，她是我可爱的故乡。”

黎华，原名李学训，是五十年

代开始活跃于音乐领域的左翼音

乐人。1932年出生，祖籍海南琼

海，1991年辞世。五十年代，黎华

曾担任醒华校友会口琴队指挥。他

最受人注意的歌曲，是写于六十年

代的《狱中之歌》：“苍鹰不能再飞

翔，苍鹰被关进了牢房，我们是马

来亚的儿女，来自祖国不同的地方，

我们高举大旗，走在反帝反殖的大

路上，我们的心还是火样红，理想

还是光辉灿烂。”当时政局已越来

越严峻，他仍不忘初心，为心中的

理想讴歌。

五六十年代传唱甚广的《胶林，

我们的母亲》是莫泽熙（熙念思）

的创作，歌词是根据雨洲的散文诗 

《我漫步在胶林里》改写而成：“带

着热烈的爱情，我漫步在辽阔的胶

歌，是生活的调剂品与激励素，在不同时空挥发不同功能，或凝
聚共识、或激发士气、或抚情疗伤。因而，歌有了生活的脉搏、时代
的需要、个人的情感，与土地的亲近。于是，任何时空地域，都自然
而然产生各自的歌乐。新加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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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硕壮的胶树，排着整齐的队伍，

青绿的胶叶，轻松的翻滚。我爱这伟

大的胶林，胶林是我们亲爱的母亲，

我要写一封信，告诉远方的朋友，

当祖国最悲惨时，我没有离开过胶

林。”1960年，莫泽熙谱曲写词的 

《统一工运》，被认为是推动工运的

重要音乐作品，它以进行曲的节奏，

唱出团结工运的必要与决心：“统一

工运，是全星工友的愿望，我们不分

民族，不分男女，只要坚定立场，我

们就团结在一起，要以友爱，要以

忠诚，为统一工运奋斗。”

五十年代的社会脉动与政治

运动，为歌曲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也直接影响了那年头歌曲创作

的内容--五一三运动、反黄运动、

反殖民地运动以及创建南洋大学

等大事件都强力牵动着人们的心。

为了成就理想、凝聚力量，歌曲是

达成这些目标的重要宣导工具，因

此当时的政治运动都少不了歌曲

的加持。以反黄运动为例，1953年

11月，《新报》发表过五首“反黄歌 

曲”：《反对色情文化》、《色情文化

在新加坡》、《反对色情文化》（同

曲名）、《抵制色情文化》、《色情文

化危害多》，呼应当时如火如荼展

开的“反黄运动”，但这几首歌都没

有作者署名，其中有些是以旧曲新

词的方式处理，目的是通过人们已

熟知的曲调传达反黄的内容。2012

年草根书室出版的《英殖民地时代

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里头

附有“反殖学生运动歌曲”专辑，

收有《五一三纪念歌》、《反黄进行 

曲》、《黄色文化我们要消灭它》、 

《伟大的中学联》、《中学联的旗

帜在曦光中飘扬》《胜利属于大团

结》、《心头恨》等13首应运而生的

运动歌曲，铺成了一卷历史阶段的

画面。 

1954年，南洋印刷社出版了心

声主编的《青年歌集》，收集了不

少本地创作。他在“编前语”中透

露，“那些从未发表过的创作歌

曲，是马来亚广播电台广播过的新

歌，富有本地的情调，故特编入本

书。”这些歌包括沈光辉作曲、王

世明写词的《马来亚繁荣进行曲》

，表达的是“世代安居，南岛终年常

是夏，奉公守法，中英巫印是一家。

亲爱精诚，同心促进新文化。团结

合作，协力繁荣马来亚”的新建设

理想。歌集里还有沈光辉作曲、王

世明写词的《海上浮泛》、《亮的

金镯儿》，以及沈光辉根据古诗谱

曲的《离离原上草》、《秋怀》以及 

《古诗今吟》。

创办南洋大学是五十年代华社

的头等大事，从草根阶层到巨商富

贾都动员了。各阶层为南大筹款献

心出力，成为当时华社动感十足的

图景，为南大义演而创作的歌曲因

此应时而作。《青年歌集》第二期有

两首与华文教育有关的歌曲，一是 

《协力建南大》，这是为南大筹款

义演而作的曲子：“我来亮歌建南

大/建设南大保文化”、“义踏义驶

建南大/义唱义卖建南大/不分男女

老幼/大家齐卖力/今天呀南大能建

立/全靠大家出力多呀”。这类歌

词，记录了南大创立之时华社众志

成城的意志。另一首《华文教育开了 

花》，也是为南大义演而写的歌。歌

词写道：“阳光照在赤道上/柔软的

蕉叶随风飘摇/广大侨胞的结晶/华

文教育开了花/我们爱护这花朵/我

们要使这朵花开得更茂盛/我们要努

力灌溉除草/合力保护中华文化。”

与创办南洋大学有关的歌曲还包括 

《光辉的中华文化》、《垦荒》、 

《黎明的等待》、《怒吼中的行列》

与《南大的花朵》。

不论创作者服膺于何种意识

形态，为了唤醒人们对这片土地的

认同，歌颂马来亚成了这段时期热

门的共同创作主题。1956年，华文

小学教师联谊会出版的《新少年

歌集》里有一首《我们的声音》： 

“我们都是马来亚的主人/我们

都是新音乐的先锋/我们一起歌唱

一起生活/不分你我欢乐笑呵呵/

我们的声音像号角/我们同学天天 

多”，也倾诉着同样的情感。这种

期待新社会、迎接新生活的思绪，

从战后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历时

十余年。1960年南大合唱团编印的

《音乐特刊》，发表了五首本地创

作。其中两首是集体翻译的马来歌

曲《教师进行曲》和《学生们齐向 

前》，另三首是黄昆源谱曲、钟祺

写词的《祖国之歌》；丁祝三曲、周

粲词的《马来亚到处都是阳光》以

及竹简曲、古月词的《歌声飞向祖 

国》，也都饱含这种颂赞生活、热爱

土地的情怀。

五六十年代，正统音乐教育圈

子里的工作者没有闲着，他们在校

内普及音乐教育之余，于校外组织

或指挥不同的合唱团，双管齐下，

推广音乐。1965年初，黄晚成女士

出版过一本《新歌集》，收集了七

名本地作曲家的作品各两首，这包

括吴志菁的《忆旧》、《思潮》；李

煜传的《今日我又看见了你》、《我

又闯进了美丽的梦中》；林挺坤的 

《爱情》、《忆君曲》；迪安的《我在

船上等候你》、《只有我和我的心知 

道》；梁荣平的《倘使》、《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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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黄昆源的《梦》、《流浪之

歌》以及黄晚成的《胡不归》、《庐

山石工歌》。李煜传的《今日我又

看见了你》，由音乐家朱承安写词，

在工运、学运歌曲铺天盖地的五六

十年代，它流露的是儿女情长的情

感：“今日我又看见了你，我的心不

知是悲是喜，忆起离别时的依依，

怎不令我满怀心酸。请不要这样看

着我，我怕你那深情的眼睛，像波涛

如烈火，顷刻间我又失去了自己。”

就写歌谱曲而言，丁祝三是

值得注目的名字。这位来自厦门

鼓浪屿的音乐人，五十年代南来

新加坡，1971年成立了佳音合唱

团。1960年南大合唱团主编的《音

乐特刊》，刊登了今海访问丁祝三

的《生活在音乐的园圃中--青年

作曲家丁祝三先生》，文中提到丁

祝三的“歌曲创作丰富，亦相当完

整，包括混声四部合唱歌曲、重唱

歌曲、独唱歌曲、圣乐曲、钢琴曲、

口琴曲等，其旋律优美，乐趣起伏。

丁君之歌曲，多以古诗谱曲，他认

为古诗较难懂，故他必须以音乐来

表达它的美妙意境。”这段文字的

潜台词，是他希望通过歌曲旋律来

普及古诗，70年代末南大诗社的 

“诗乐“创作，与他的想法有不谋

而合之妙。

1957年，友联出版社出版过丁

祝三创作的《艺术歌曲》独唱集，

内收九首根据古诗谱曲的艺术歌

曲，包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

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杜甫的 

《月夜》和王维的《竹里馆》

等。1971年辞世的男高音歌唱家胡

然在这本歌集的序文中说：“本集

所选诗词，全系古代名作，我想这

选择是够聪明的。从前的诗词本来

都是可以唱的，原曲虽然失传，但

结构严整，节奏统一，配曲天然方

便，这正是作曲家对于时下那些新

诗都不大起劲，反而喜欢旧诗的原

因所在，值得新诗人深切反省的。”

尽管如此，除了古诗，丁祝三也以中

国新诗人的作品谱曲，这包括艾青

的《彩色的纸条》、朱自清的《羊

群》、朱湘的《摇篮曲》、彭邦祯的

《夜莺之歌》、古梅的《远念》和 

《小夜莺》。后来本地诗人的诗

作也列队进入了丁祝三的旋律，

这包括周粲的《小船》、《法蒂玛》、

《我等你在相思树下》；杜红的 

《歌》、《我住的地方》；苗芒的 

《划船》；陈龙玉的《霞》和程文凯

的《母亲》。

当本地人民争取摆脱殖民统治

的时候，英国人决定把新加坡升格

为市。1952年登基的英女皇伊丽莎

白二世于翌年加冕，把原属于海峡

殖民地三州府的新加坡升格了。这

年9月22日的升格纪念日上，新加

坡有了“市歌”。今时今日，这首歌

早已被人遗忘，也鲜为后人所知。

新加坡市歌（City Song）的作曲者

是本地知名音乐家艾贝尔（David 

Apel），作词人是颜永成英校校长

亚罗沙（Aroozoo）。批准新加坡市

歌的市政厅庆祝委员会，在庆典上

安排了市歌首唱，演唱者是由五百

名学生组成的合唱团。这首市歌只

有英文歌词，南洋商报报道这则新

闻时，附上了中文歌词大意：新加

坡，吾们的光荣与快乐，吾们珍爱

你，吾们向你效忠与献心，各民族

携手，一条心，一首歌，新加坡，向

前进！愿吾们的邦土繁荣与永生，吾

们愿为此亲爱的邦土效力，建设为

强盛的家庭，团结一致，鼓舞着迎接

将来，吾们的市，雄狮的市，启示吾

们，博爱的快乐，吾们的市，雄狮的

市，和平的乐土，自由的堡垒。（City 

Song：Singapore our pride and 

joy/We cherish thee/We pledge 

our  loyalty/And lift our hearts to 

thee/Many races join as one in aim 

and song/Singapore!To the fore!/

Let our land thrive and live forever 

more/We will build this home in 

strength and serve the  land we 

hold so dear/Close the ranks and 

face the future with the cheer/Our 

City/Lion City/Proudly teach the 

joy of sweet  fraternity/Our City/

Lion City/Happy Land of Peace/

The stronghold of the free.）

小结

歌，是生活的调剂品与激励素，

在不同时空发挥不同功能，或凝聚

共识、或激发士气、或抚情疗伤。

因而，歌有了生活的脉搏、时代的

需要、个人的情感，与土地的亲近。

于是，任何时空地域，都自然而然

产生各自的歌乐。新加坡也不例外。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记忆也流失，活

在滑指便能攫取种种信息的当下，

我们未必能感知七八十年前本土曾

经的抗日歌曲，以及人们为时代理

想而作的歌。那年头的青春是飞扬

的，火热而直白，把这些旋律摊放

在安逸的环境里，那种表述根本无

法虏获人心。毕竟，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节奏、品味和诉求，但这

些歌都孵化于本土，敲打出那时代

的声音，它存在着，铁一般的事实，

不容你否定它不是我们的歌。

作者为本地资深文教工作者、特约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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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辈与父辈曾读过的华文课

外书，到了今日大多经已绝

版，可遇不可求。不久前我们在狮城

意外地遇见一本逾百年前出版的民

初小说《玉梨魂》，“细读父辈课外

书”的书单上又多一本。惊喜之余，

我们也跟随它回到“民初七年”的

历史现场，一窥当年鸳鸯蝴蝶派小

说的兴盛之况，细究《玉梨魂》一 

“红”数十载的背后缘由。

读书时听父母聊天，说他们年轻那会儿喜

读“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简称鸳蝶派小说），

其中有本《玉梨魂》“红”得最久。也许是因为“

玉梨魂”三字尤显缠绵哀怨，这书名便若隐若现

地留在脑际。第二次听到这个书名是在1999年，

那年香港《亚洲周刊》评审“二十世纪中文小

说一百强”，民初徐枕亚撰著的小说《玉梨魂》

名列第59。记得那年读到入选书名中有《玉梨 

魂》，心里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亦愈发因无缘一

睹原著而犹有所憾。

【细读父辈课外书】

百年《玉梨魂》
兼探民国初年通俗小说

郭振羽

郭振羽

近来听到不少老华校生处理个人藏书的故事，“处理”两
字每次听到都感到触目惊心——正被“处理”的绝版华文
书，大多是祖父辈或父辈当年读过的课外书。如今它们被
带离个人书斋，顺着不同渠道流入社会，究竟会被图书馆
或藏书人奉为至宝，还是将被弃置于废纸堆中，那就要看
每本书自己的造化了。

1953年粤语片《玉梨魂》，白梨娘和何梦霞由红线女（左）和吴楚帆（右）演出。（网络图）

╱ 文  :   章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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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17年年末。机缘巧合之

下我们与这部心仪已久的民初名作

《玉梨魂》不期而遇，惊喜之余也

跟随它回到“民初七年”的历史现

场，一窥当年鸳蝶派小说的兴盛之

况，细究《玉梨魂》一“红”数十载

的背后缘由。

1914年版本距今已逾百年

每遇旧书，习惯上第一件事便

是翻开扉页或底页，看看它在何年

何地出版，作者姓甚名谁。手中小

书的扉页上写着：“发行者：民权出

版社；编辑者：徐枕亚；中华民国三

年九月出版”。

创刊于1912年的上海《民权

报》曾设“民权出版社”出版自家

副刊连载的作品，《玉梨魂》便是

曾在副刊连载的小说之一，作者徐

枕亚是该报的副刊编辑。小说连载

时读者反应热烈，印发单行本后更

是“风行一时”，先后重版多次。手

头这个版本是“民国三年第五版”，

距今已有104年。

虽说已有百多年历史，这部小

书的品相依然清爽可喜，没有掉页

或卷边，可见藏书人护书之用心。

书面设计以淡绿色调为底色，衬着

微褐朱梅碎花，带出些许感伤幽怨

的情调。朱梅碎花的中间，嵌着一

幅弱质女子画像，是民国初年常见

的传统手绘工笔画法。

采用手绘仕女图做封面设计，

正是那个年代通俗小说的独有风

格。《玉梨魂》的封面女子，想必画

的是女主角白梨影（梨娘）的形象。

民国第一对“鸳鸯蝴蝶”

民国初建的头七年（1912- 

1918），政治上固然乱象叠出，文学

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在那七年

间，文坛出现大量文言加白话的通

俗小说，其中以鸳蝶派小说为最大

宗，前承晚清小说，后接五四新文

化运动，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

究中有“民初七年”之说。

徐枕亚的《玉梨魂》是在民国

元年（1912年）出版，人称民初鸳蝶

派小说的“开山之作”。故事中的梨

娘与梦霞也因此被视为民国初年飞

出的第一对“鸳鸯蝴蝶”。梨娘是无

锡富户崔家的守寡媳妇，有个8岁的

儿子。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何

梦霞应聘到崔家当家庭教师，不久

便与梨娘开始了柏拉图式恋爱，常

常暗地里互送诗篇与信函。

迫于礼教压力，梨娘终拒再婚，

转而说服何梦霞娶自己的小姑崔筠

倩。筠倩是新潮女子，受的是新式

教育，向往的是女性自主，然而她

也不得不听从父命退学回家，与陌

生人梦霞成婚。这一切导致三人陷

入极度痛苦的境地——梨娘和筠

倩相继抑郁离世，连受两次死亡打

击的何梦霞选择远赴日本留学，不

久后投笔从戎回中国参加推翻满

清的革命活动，最后在1911年武昌

起义中阵亡。

    在民国初年，这样一个“渴望

恋爱自由，但终因礼教所迫而抱憾

终生“的故事，也许道出了不少人心

中所思，勾勒出年轻人的现实困境，

因此甫一推出便受到读者热捧，不

出两年《玉梨魂》“售逾两万册”，

成了人们心目中“一本了不起的畅

销书”，而书的作者徐枕亚至此亦

被视为鸳蝶派“最有名、也是最先受

到全国注目和赞誉的小说作家”。

女作家丁玲（1904-1986）曾回

忆，她年轻时喜读旧小说《红楼梦》

、唱本《再生缘》等旧派文学作品，

就连“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

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正传》

更能迷住我。”到了上世纪的三四十

怡和追踪

于我们而言，感觉到的是一种难言的无力感；不过，愈是感觉深
切，愈发让人珍惜与每一本书相遇的缘分。祖父辈、父辈曾读过的
华文课外书，到了今日大多经已绝版，可遇不可求。有缘遇上一本，
就将之视为一名时光使者，静静地跟随它、倾听它，任由它领着去
看看岁月路上的精彩节点。

《玉梨魂》作者徐枕亚（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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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包括《玉梨魂》在内的鸳蝶派

通俗小说，依然在不少人的书架上，

继续令年轻人着迷，我的父母大概

也在此列。

学者夏志清为鸳蝶派“请命”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鸳

蝶派文人及作品一向名声不佳，作

为民初鸳蝶派开山之作的《玉梨

魂》自然也逃不掉被忽略的命运。

一说到鸳蝶派小说，人们便会想

到“鸳鸯相互依偎或蝴蝶比翼双

飞”、不求进步只求安逸的恋人谈

情小说。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不少文学研究者仍“受现成文学史

的影响”，把民初小说通通归到“鸳

蝶派”旧式小说的类别中，认为这个

时期的小说根本不值一提。

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

（C.T. Hsia）率先为鸳蝶派小说请

命，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发表

了《为鸳鸯蝴蝶派请命——<玉梨

魂>新论》一文。说到夏志清，人们

都会提起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

究上的“慧眼”——1961年他在美

国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

史》，把一组不待见于1949年以后

新中国文学史家的作家纳入文学史

中，其中有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

等人，据称此举在文学史研究上的

影响力“不亚于一次文学革命”。

这篇为民初鸳蝶派小说《玉梨

魂》请命的文章，是夏志清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发表的，现

已收录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夏

志清论中国文学》（2017年）一书。

据夏志清自己说，写这篇请命文章

的初衷，是因为他无法认同七八十

年代之交“重晚清及五四小说”而 

“轻两时期之间民初小说”的趋向，

更无法认同民初小说“根本不值一

提”之说。在他看来，《玉梨魂》若

是一部“根本不值一提”的小说，

它便不可能在数十年间留住着这么

多受过教育的年轻读者。

他在文中写道，作者徐枕亚曾有

一段伤心恋爱经历，这让他“选上一

个有8岁儿子的贞节寡妇做小说的

女主角”，作品也因此多了一层“悲

剧意义与社会意义”。而当这个爱

情悲剧充分运用了中国文学中一贯

的“感伤—言情”传统，当时受过

教育的读者群，阅后内心当会大大

受到震撼。因此他认为《玉梨魂》

是民国初年的“一部深入探索当代

社会与家庭制度的哀情小说”,“痛

切地反映出即将倒垮的封建制度之

残忍与不人道”。

     在写作文体上，《玉梨魂》也

是一本有着“崭新面貌”的小说。这

部小说采用了骈体文，并不是“市井

小民都能欣赏的简易白话”，惟旧学

根底好的读者方能体会到书中精华

所在。另一方面，小说里又有西方小

说的影子，作者把林纾译的《巴黎茶

花女遗事》以日记形式做结的写法，

直接植入《玉梨魂》的结局部分，

令当年的读者耳目一新。在夏志清

看来，这些在在都是《玉梨魂》让

受过教育的年轻读者着迷的地方。

岁月的脚步向来匆匆，倏忽之间

已来到新时代的槛前。此处夏志清

电影广告《玉梨魂》，刊登于1924年8月11日《南洋商报》（资料来源：国家图书馆）民初通俗小说单行本，出版年份1915-1916年间 

（图由杨善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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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划出一条清晰思路，把民初小说

与接踵而来的文学革命连接起来。

在他看来，《玉梨魂》的出现，在一

定程度上为鲁迅小说奠下了读者的

理解基础：藉着《玉梨魂》，一般读

者“对封建礼教的荒谬与残酷开始

有所领悟”；待到数年后鲁迅发表

小说《狂人日记》，他们藉着《狂人

日记》更能从深一层“认清旧社会

的‘吃人’面貌”。

曾两度登上大银幕

小说《玉梨魂》在民国初年一

炮而红，其后数十余载曾两度被改

编成电影搬上大银幕。据本地旧报

章资料记载，这两部同名影片都曾

先后在新加坡上映。

第一次改编的同名电影《玉梨

魂》摄于1924年，即小说面世的12

年后，由中国早期电影人郑正秋执

导。这部电影被誉为中国“最早一

部改编成功的电影”，1924这一年

因此成为电影史上“鸳蝶派文学介

入电影”最重要的一年。鉴于中国

第一部有声电影于1930年代初才

出现，这部制作于1924年的影片 

《玉梨魂》相信是一部默片。

影片《玉梨魂》由南洋影片公司

于1924年7月引入新加坡，在位于

美芝路的曼舞罗戏院放映，档期紧

接着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

影片《孤儿救祖记》。《南洋商报》

记者对《玉梨魂》观影实况有如下

记载：“（南洋影片公司）复于昨日

起着曼舞罗开演《玉梨魂》，……

前后两场，观者极俱拥挤”“每到

佳处，合座掌声即应手而起”。同年

8月14日，南洋影片公司特别义映 

《玉梨魂》，并插播“西湖风景、孔

林风景”幻灯，声明当晚“所收券资

捐助南洋工商补习学校”。 

第二部改编影片是于1953年

拍摄的同名“家庭伦理粤语悲剧” 

《玉梨魂》，由李晨风执导，知名

演员吴楚帆担任监制。该片演员

阵容强劲，极具银幕号召力：何梦

霞和白梨娘两角，分别由吴楚帆和

红线女出演，其他演员包括了小燕

飞、容小意、黄曼梨、黄楚山等。该

片于1954年11月来到新加坡，先后

在快乐世界的银国戏院、新快乐戏

怡和追踪

院，以及麦士威路的新重庆戏院放

映。《南洋商报》发文赞道：“吴楚

帆监制的这出《玉梨魂》，尤为反

封建的力作！”

有趣的是，该报记者对知名影

星担任监制一事亦甚感好奇，做了

点功课后发现，在1950年代中期的

马来亚，粤语片卖座情况压倒一般

国语片，这一新商机直接“刺激”了

香港戏院商、电影明星加入拍片、

制片的行列。如此一来知名演员吴

楚帆在《玉梨魂》中既当主角、又任

监制也就不出奇了。

人与人相遇，多少得有一点缘

分；人与书的相遇，何尝不也是如

此！这回我们不仅看到百年前的 

《玉梨魂》，尚有机缘把小书捧在

手中，带回家考究一番，真是少一点

缘分都不行呢！

近来听到不少老华校生处理

个人藏书的故事，“处理”两字每

次听到都感到触目惊心——正被“

处理”的绝版华文书，大多是祖父

辈或父辈当年读过的课外书。如今

它们被带离个人书斋，顺着不同渠

《玉梨魂》电影最初（1924年）曾在美芝路的曼舞罗戏院上演 1954-1955年粤语片《玉梨魂》在新快乐戏院（上图）及

新重庆戏院（下图）上演（黄汉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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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见小说《玉梨魂》

的同时，我们也见到一批

民初通俗小说单行本，数

数足有20余册。这些单行

本分别由上海进步书局和

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出

版年份均为民国四至五年

间（1915-1916）。也就是

说，这批书中的每一本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书多了，就能看出一个模式来——这些以才子佳

人情节为主的通俗小说，看上去好像本本差不多，但

实际上当年出版社已为读者细分定位，并标明在每

一本书的封面。譬如眼前这批民初小说，哀情/苦情小

说占最多，书名清一色非哀即苦，包括《双泪痕》、 

《悲红悼翠录》、《鸳鸯梦》、《千古恨》、《美人劫》

等。哀苦言情之外，也有其他类型的小说，如家庭小

说《电妻》、《帐中语》，社会小说《美人局》，滑稽写

意小说《春梦》，清秘史小说《顺治太后外纪》，还有

商务小说《湖海飘零记》。

与小说《玉梨魂》的惊喜相遇，让我们对“民初七

年”通俗小说的现代性好奇起来：这些小说里究竟是

哪些元素，让当年开始接触新式思潮、向往进步社会

的年轻读者如此着迷？

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曾论及中国文学的“

现代性”。他留意到，今天但凡说到中国文学的 “

现代性”，人们仍倾向于列举1917年文学革命背后

的“历史条件”来解释，似

乎只有在内忧外患的困局

下才能引发出中国文学的 

“现代性”。在王德威看来，

其实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

都会有“以‘现代’为名的

向往和压力”，因此也都存

在着“催生种种创新求变的

可能性”。

这个“向往和压力”，也出现在夏志清对《玉梨

魂》的分析中。他把《玉梨魂》里的男女主角，比作

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无窗铁屋”居住

者：“《玉梨魂》的作者，虽与鲁迅的意识形态不同，

无意‘唤醒’中国青年，他却藉着诗的力量和个人的

深刻感受，明确地写出了‘铁屋’内的窒人气息，并充

分揭露了居住其中的人物所蒙受的痛苦。”

“民初七年”出版的大量鸳蝶派通俗小说，印证

了王德威和夏志清的看法——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前

的那个特定历史时刻，中国社会的民众对“现代”经

已渐趋向往，急欲逃离无窗铁屋里的压抑生活，民初

通俗小说便是由此而“催生”出的产物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玉梨魂》为代表的民初鸳

蝶派通俗小说，自有其独特的时代进步性。上世纪末

香港《亚洲周刊》将这部鸳蝶派代表作列入“二十世

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可谓别具慧眼，提醒今人重新关

注并发掘民初通俗小说的价值所在。

【副文】 兼探“民初七年”通俗小说的现代性

道流入社会，究竟会被图书馆或藏

书人奉为至宝，还是将被弃置于废

纸堆中，那就要看每本书自己的造

化了。

于我们而言，感觉到的是一种难

言的无力感；不过，愈是感觉深切，

愈发让人珍惜与每一本书相遇的缘

分。祖父辈、父辈曾读过的华文课

外书，到了今日大多经已绝版，可遇

不可求。有缘遇上一本，就将之视为

一名时光使者，静静地跟随它、倾听

它，任由它领着去看看岁月路上的

精彩节点。    

参考书目及资料：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

《夏志清论中国文学》（2004）

王德威《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1981）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早年报章资料

亚洲电影资料馆电影资料

杨善才个人书籍收藏

黄汉民个人电影史料收藏

作者为前媒体人、《联合早报》专
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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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鲁库斯科（Cuscu)开出的火车，

沿山脚川行约120公里；下了火车，

改乘巴士，在山路盘桓，又靠双足在山间

石径攀越，才抵达崇山峻岭中一处十分隐

密的“印加失落之城”—马丘比丘（Machu 

Picchu）。仿佛置身在外星世界，眼前奇异

的景象令人震撼。马丘比丘是已消失的美

洲三大文明之一的印加帝国遗址，印证了

帝国昔日的辉煌。这个帝国存在于11世纪

至16世纪，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美洲最大的帝国，疆域遍布南美洲安第斯

山脉一带的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北部、玻

利维亚、阿根廷高地和哥伦比亚南部，南

北绵延5500公里，人口近千万。1533年被

西班牙殖民者消灭后，湮没400年，1911

年才被发现。

马丘比丘： 
印证印加文明昔日的辉煌

回到当年历史现场，惊讶印加人把几

吨几十吨重的巨石，运到海拔2500米的

高山雨林，建造如此宏伟壮观的石城。它

占地约5平方公里，规划是一流的。一道

修长的石墙把城内外隔开：城外梯田绿意

盎然，高处有坟地、石碑、哨所；城内巨石

垒成的建筑群，分布在山坡岩壁，与乌鲁班

巴山谷毗邻，谷底浅水流淌。穿过巨石构筑

的太阳门，映入眼帘的是神殿、皇家墓园、

祭祀喷泉、宫殿和拴日石（Intihuatana）。

往前是三窗庙、主庙，接着是中央广场，尽

头一块巨大的圣石。下方是监狱和贵族宅

邸，右侧是作坊和工人房。处处可见石砌

矮墙，组成一层层平台，平台上绿草如茵，

（网络图）

怡和看版

西边
故垒

关于强权与神权的联想

╱ 文  :   雨    石

秘鲁境内见证印加文明昔日辉煌的马丘比丘奇迹般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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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梯田，往上可见人字形屋顶的

石屋，残垣断壁，错落在3000余级

石阶两旁。各类建筑物不下120处，

蜿蜒起伏，排列有序，汇成一曲巨

石交响乐，深沉而壮美！这座堡垒

式的遗址，始建于1430年印加王帕

查库蒂在位年代，是印加皇家贵族

和祭司祭祀和观测天文的圣地。建

在圣山最高处的拴日石，是一座巨

石雕，形如王座，上方有两个大小

平台，大平台突出的石角指向磁北，

小平台上四个角代表东、西、南、北

方位。三边群山环抱，仅东边迎着

太阳，没有任何阻挡。拴日石的功

能如一座大钟，告诉祭司印加帝国

重要节日冬至的来临。这是举国欢

庆的日子，向至高无上的神祗太阳

神祈求五谷丰登，象征式地把太阳

留在或拴在美丽的巨石上；祭司双

手平放在拴日石，祈求来年的繁荣

与稳定。看到的人，无不为极具智

慧象征的古代宗教与科技合一的奇

观发出惊叹！1533年西班牙消灭印

加帝国，全面摧毁印加文明，幸存

者寥寥无几，而马丘比丘埋名数百

年后重现在世人面前，似有上苍保

佑。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马丘比丘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

对文明消灭者最大的讥讽！

智利诗人聂鲁达（Neruda)的诗

句，此时正萦绕在马丘比丘之巅： 

“最崇高的人类文化熔炉，它长期

寄寓着我们的沉默。”

奇琴扎伊： 
玛雅文明的智慧结晶

后来，有机会走访墨西哥奇琴

伊扎（Chechen Itza)、图伦（Tu-

lum)、墨西哥城（Mexico City)、特

奥蒂瓦坎（Teothaucan)、丘鲁拉

（Cholula)，面对被西方殖民主义

者占领后余留的玛雅（Maya)文明和

阿兹特克（Aztec)文明，心情更其沉

重。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智慧、如梦

如幻的古文明，为什么有人非要置之

于死地而后快？

早在4500年前，玛雅人就定居

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环抱的尤

卡坦半岛，后来逐步扩展到墨西哥

南部5个州，以及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萨尔瓦多和伯里兹。他们从

狩猎过渡到农耕，一万年前开始种

植玉米、瓜类和豆类，是农耕文化

的先驱者。对太阳神、水神、雨神、

羽蛇神的敬畏和崇拜，对天文学、

哲学、艺术的热衷和钻研，对互通

有无贸易的开辟与促进，无不凸显

在伟大的建筑、石刻、壁画、陶器之

中。位于尤卡坦半鸟北面的奇琴伊

扎和图伦遗址，默默述说着久远的

年代，不啻是玛雅文明的一部百科

全书，为人们打开千百年前的知识

之门。奇琴伊扎占地15平方公里，

在西班牙侵占墨西哥之前600年，

也就是大约公元900年就被遗弃，

直至1842年才被考古学家史蒂文

森和卡德兀所发现。近千年时光、

风雨、丛林、土埋的侵蚀，以及西

班牙强权的压制、摧残和抹杀，玛

雅文明如果不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神

奇魔力，大概早已烟飞灰灭！奇琴

伊扎古城巨石构建的建筑群，从数

量惊人的大球场，到羽蛇神金字塔、

鹰神庙、金星座、圣井、骷髅头像神

殿、武士神殿、千柱廊、藏骨堂、鹿

屋、健身室、天文台、修道院，目不

暇给。自上观之，如同大小不一的

舰艇，在辽阔的绿色海洋中隐现。

其中大球场长146米，宽36米，有13

处之多。东西石墙伸延，一侧中央部

分高8米，石刻巨蛇头像凸显在石墙

外，瞪眼吐舌，十分威武。另一边是

隆起的看台，南北各踞一座神殿，足

见玛雅人对体育运动的重视。他们

要以强壮的体魄，接受各种苛酷的

挑战，乃至献出自己的“心”，进入

苍鹰体内，从血肉之躯，转型为祟

拜神祗、洞悉哲学、观察天体、精

通数学、制订历法、具有艺术创造

力和智慧的“超人”。奇琴扎伊各类

建筑、设施、雕刻和壁画，用玛雅

人独有的方式，传递他们的宗教信

念、哲学思考、科学知识和艺术才

华。其中羽蛇神金字塔(Kukulcan)

特别有意思。塔高26米，方形底部

每边长55.5米，共有九个平台，越

往上越小。四边中央设有石阶，总

计91级，通往金字塔顶部。金字塔

分内外两层，同时建造，外层供奉

太阳，内层供奉月亮，既代表玛雅

人对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崇拜，也显

示他们对天文观测的精准度。玛雅

人早已意识到地球是围绕太阳运

行，并巧妙计算出阳历每年365天，

宗教历（阴历）260天的历法。一个

富有想像力和智慧的玛雅人，竟被

海盗般的殖民者丑化为嗜血的、野

蛮的、落后的民族。当初，殖民者

发现新大陆，误以为是印度，把玛

雅人在内的中南美洲的原住民统称

为“印第安人”（印度人Indians的音 

译），把占领区称为“新西班牙”，

其无知和粗野成了历史的耻辱！高

明的玛雅人不满足于生育之神蟒蛇

的写实雕刻，便想像它长出羽毛，

晋升为羽蛇神，早在公元一世纪前

就流行在玛雅人生活的地区，后来

才出现在奇琴伊扎，与风神、知识之

神、金星神、工匠神有密切关系。石

墙凸显蛇的头像，颈部披着一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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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羽，羽蛇神的形象在玛雅文明和

后来崛起的阿兹特克文明中非常普

遍，令人浮想联翩。

由于玛雅文明传播的地域广，

而且高峰期长（介于公元前320年

至公元987年），前后延续了一千余

年。要正确认识玛雅文明，不应从

帝国的角度，因为玛雅文明的基调

是和平的，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或

军事联盟，而更多是城邦之间文化

的、宗教的、贸易的联系。小村镇

对小城邦，小城邦对大城邦负有纳

税和朝贡的义务，他们从事贸易，

建点保护贸易路线的畅通。如图伦

遣址，座落在尤卡坦海岸12米高的

山崖上，濒临加勒比海。玛雅人对

西班牙的入侵曾进行过顽强的抵

抗，奇琴伊扎要到1527年才落入西

班牙殖民者手中，而图伦堡垒是在

西班牙入侵后70年才完全被征服。

分布于墨西哥尤卡坦岛和南部各州

再伸延到中美洲危地马拉等国的

玛雅文明，目前已发现20座遗址，

在辽阔的大地上，讲述昔日的辉煌

和老殖民主义者的残暴。

墨西哥城：阿兹特克文明的发
祥地

从玛雅文明重镇奇琴伊扎到

阿兹特克文明中心墨西哥城，飞程

约1200公里。今天的墨西哥城，

是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世界第

一大城市。墨西哥城的名字和墨

西哥国名，都缘起于阿兹特克帝

国三个创建部族之一的“墨西卡” 

（M e x i c a ) ，其他两 个 是 特

科科（Te x c o c o )和特拉科班 

（Tlacopan)，原先都是特兹特

克人，为了寻找水源，从北方南

移，在墨西哥中部谷地的特科科

湖中央填湖兴邦，称特诺奇提特兰

（Tenochtilan)，是阿兹特克帝国首

都，人口近10万，曾被早期西方目

击者形容为不逊于任何欧洲城市

的大都会。Mexica是三大创始国的

领头羊，所以特兹特克人又自称墨

西卡或墨希卡（Mehika)，阿兹特克

文化也以墨西卡文化而闻名，兴盛

于1300年至1521年的墨西哥中部

地区。如果把玛雅文明比喻为希腊

文明、那么阿兹特克文明更接近罗

马文明，前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推

广者，后者是文化的发展者和传承

者。阿兹特克文明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在帝国扩展期间，不断传承和

吸收不同部族和玛雅文明的特色，

加以发扬光大，直至自大的西班牙

殖民者为了自私的目的，连同玛雅

文明和印加文明一道，把阿兹特克

文明彻底埋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站在

繁华的墨西哥城市中心，会感受到

被两种文明包围着：一个是1521年

被埋在地底下的阿兹特克文明，一

个是1573年建起的，以都会天主

教大教堂为代表的“新西班牙”文

明。传说阿兹特克人是在雨神和农

神指引下，来到特科科湖中央小岛，

看见一只老鹰立在仙人掌上，嘴中

衔着一条蛇。他们意识到，这是阿

兹特克人安身立命之处。湖中央分

布许多小岛，阿兹特克动手建造长

堤和桥梁互相衔接，湖面交通四通

八达，终于把这里建成十几平方公

里的繁华城邦。市内公共建筑、庙

宇、宫殿、市场，都是巨石构筑的，

雄伟华丽。一处长宽各500米的广

场，四周是围墙，矗立一座基部100

米X80米的金字塔形神殿，神殿上

方供奉战神、雨神和羽蛇神。阿兹

特克靠征战、农业、贡品、贸易（从

墨西哥湾、太平洋乃至南美洲的印

加帝国进口货物），把这座都城建

设得美轮美奂。西班牙远征军首领

科狄斯于1519年到达此地时，惊

觉此处人口多达二三十万，堪称世

界最大城市之一，与英王亨利八世

在位时期（1509—1541）的伦敦相

当，仅逊于巴黎、威尼斯和君士旦丁

堡。这座别具一格的大都会于1525

年从地球上消失，整个城市就埋

在市中心底下。西班牙占领这片土

地后，就暴露了殖民主义强权极其

残暴的一面：全面破坏历经二百余

年的阿兹特克文明，在原址上面建

造新城，命名为“新西班牙总督辖 

区”。1573年，这些文明的破坏者

利用从阿兹特克金字塔神殿和庙

宇拆除下来的巨石，在市中心建起

一座新建筑物，后来经过改建，成

为综合巴洛克、新古典和西班牙居

里格风格，拉丁美洲的最大都会天

主教大教堂。

殖民主义：毁灭印第安三大文
明的黑手

殖民主义者一边摧毁并埋葬美

洲本土文明，一边在古城上方引进

外来的文明，用心可谓“良苦”。大

教堂内部金碧辉煌，有一尊肤色黝

黑的耶苏受难塑像，难怪今天绝大

部分墨西哥混血儿，已改奉天主教。

长期的殖民统治，长期的同化和愚

化政策，确有偷天换日之力。迟至

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三大文明才

重新进入世人的目光，但发现墨西

哥城地下文物，要迟至21世纪初，而

真正有文物出土，则是1976-1982

的事。市中心一角的考古场址已被

保护起来。里面有一排排修复的石

墙和平台，墙基伸出一个个羽蛇神

怡和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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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最奇怪的是地面上伏着一只

巨大的石蛙，据说尚武的阿兹特克

人相信与敌人交锋，要像青蛙那样

只能向前跳跃，而无法倒退。不过，

后方的金字塔神殿遭破坏后，只留

下残垣断壁，如被肢解的躯体，堆

积满地，令人唏嘘。阿兹特克旧城建

在填土上，考古学家已探明，7度重

建的古城，层层下陷，深埋湖底。那

里已出土的重要文物，有直径3.25

米的月亮神圆形石盘，原置于地底

神庙内，发现时已断裂，另在金字

塔神殿废墟中找到直径4米、重20

吨的巨石，上面的历法是在1470年

雕刻的。更久远的宝藏，肯定埋得

更深，发掘难度可想而知。

殖民主义强权一手遮天，终究

逃不过历史的裁决，或曰“天谴”

吧。阿兹特克旧城被埋葬，但阿兹

特克帝国的古迹是埋不住的，被埋

的要翻身抬头，要扬眉吐气。君不

见墨西哥城广场上，天天都有年轻

人为复兴阿兹特克古文明而一身昔

日着装，重现古文明，人们载歌载

舞，鼓声喧天，唤醒世人对脚底下

本土文明的重视和认识。离墨西哥

城西北40公里的中部高原，有一座

特奥蒂瓦坎古城，人口达12万，是

那个时代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城邦，

五世纪谜一般被遗弃。这个遗址的

金字塔和神殿共计28座，模拟天上

的星宿，南北一字形排列，中央是

一条40米宽的大道，太阳神金字塔

座落在城南，塔面分为4层，底部呈

正方形，每一边长约200米，辟有

石阶，塔高70米；另一头是月亮神

金字塔，依山而建，呈椭圆形，底部

面积约16000平方米，高40米，正面

中央石阶宽阔。金字塔分三层，每层

都有大平台，逐层而上。阿兹特克人

最初目击这两座宏伟的金字塔、高

大精致的神殿和宽阔的中央大道，

误以为两旁神殿是坟墓，把大道命

名为“死亡大道”（The Avenue of 

Death)，后来才知道这是祭祀的场

所，美丽的误会。有一点阿兹特克人

要比西班牙殖民者强，他们谦逊，不

看轻其他部族的文化，尽管是遗址，

但他们看出先民的智慧和劳动的成

果。几吨、几十吨的巨石如何搬动，

如何切割成规整的方块，如何从里

到外，几十米高一块一块叠上去，

又稳又牢，难道是神秘的外星人干

的？阿兹特克人甚至宣称和特奥蒂

瓦坎同祖，接受并传承他们的文化。

其实，特奥蒂瓦坎的文化，特别是金

字塔的建造，太阳神、月亮神和羽蛇

神的崇拜，在互通互联中，很早就渗

入各个部族，甚至千里外的玛雅文

化当中。但是，至今发现的受特奥

蒂瓦坎影响而建成的最大金字塔，

却是建在不远处的丘鲁拉金字塔，

底部400米见方，是埃及最大的吉

薩金字塔的4倍，高55米，为祭祀

羽蛇神而修筑。丘鲁拉是阿兹特克

帝国的重要城邦，人口大约10万，

市场繁华，贸易兴旺。1519年10月

12日，西班牙军事首领科狄斯攻入

丘鲁拉，大肆劫掠阿兹特克宗教宝

藏，烧毁市内金字塔，屠杀数以万

计的市民，并在世界最大的丘鲁拉

金字塔顶上修建一座天主教堂，颂

扬西班牙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

这是强权横行的又一例。

悠悠天地，无边心潮。印加文

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于今

安在？看到墨西哥的国徽和国旗，

正展示阿兹特克人传说中的乐土：

一只老鹰立在仙人掌上，嘴里衔着

一条蛇。

“是！”雨神说。“就是这里。”

这里是特科科湖，是湖中岛屿，是

特诺奇提特兰，是墨西哥城，是墨

西哥。这时，你会觉得，这里就是

希望！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墨西哥大地上幸存的特奥蒂瓦坎古城，矗立一座雄伟的
太阳神金字塔，塔基200米见方，高70米，游人如织。

被称为死亡大道的印第安人祭礼广场，神殿和金
字塔相辉映，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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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周维介在《怡和世纪》第33

期的力作《一次沉痛的挖掘》之

后，心中涌起了悲愤之火！这到底是谁干

的？76前的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能够更

深一层地了解这宗名列“世界三大屠杀”之

一的事件，笔者翻查和翻译了几本日军史

料及历史学者的著作，整理如下，并且给

出场人物加上编号，方便阅读。

杀人区

首先，要出动军队开枪杀人，要有军

令。当时，能发出这道军令的只有山下奉

文的顶头上司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 

（编号1），拿到令箭的山下奉文中将 

（编号2）要按照他的参谋辻政信中佐 

（编号 3）所拟定的杀掉“半数华人”计划

的话，必须吩咐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分头去

干。那么，谁是山下的左右手呢？

这里，让我先简单地介绍山下奉文帐下

三个师团的历史背景和他们在新马侵略战

中所扮演的角色：

（1） 1888年在广岛创立的第5师团，皇

军秘号为“鲤”，由松井久太郎中将 

（编号4）带领。该师团曾参加过第一

次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卢

沟桥事变后的太原战，徐州会战，广

东作战等，战斗经验丰富。“鲤”就

是在12月8日夜晚登陆泰南的宋卡, 

过后只用一天就攻破了被英军自称

为三个月不倒的日得拉碉堡防线，他

们也正是在1942年1月11日攻陷吉隆

坡，和在新加坡猛攻武吉智马山地的

皇军主力。

（2） 1907年在福冈县南的久留米市创立

的第18师团，皇军秘号为“菊”，由

牟田口廉也中将（编号5）带领。这朵

菊花，是日本皇族的族徽，能够被赐

予的绝不可能是泛泛之辈，他们曾经

攻打过青岛占领战，杭州湾登陆战和

南京攻城战，被日本人称为“最强军

检
证

大
屠
杀
是
谁
干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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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  林少彬

大检证受害人后代谢昭思在”听证会“上叙述家人受害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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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侵略马来亚时，“菊”就

是从哥打达鲁登陆，南下攻打

关丹，丰盛港的皇军，凶残的

这团人，就是在2月14日冲进

亚历山大医院屠杀了200名英

军伤兵和医护人员的凶手。

（3） 1891年在东京皇宫创立的近

卫师团，皇军秘号为“宫” ，

由西村琢磨中将（编号6）带

领。他们原本是日本天皇的

卫兵，后来逐步被调派战场，

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

的台湾镇压战，日俄战争，卢

沟桥事变后的广东和南宁战

等。在鲤和菊的眼中宫是不

会打仗的“公仔兵”。他们从

越南的西贡出发，途经柬埔

寨和泰国进入马来亚参战，

就是那一群骑脚踏车，从瓜

拉雪兰莪南下攻打马六甲、麻

坡、巴株巴辖的皇军。

那么，山下奉文会指派什么样的

任务给这三名爱将呢？

根据1996年由日本防卫厅所编

写的战史丛书《马来亚进攻战》里

头的记述，整个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当年被分成4个杀人区，从南到北，

它们是：

（1） 新加坡市区：由“昭南警

备队”扫荡，队长由第五师

团“鲤”的河村参郎少将 

（编号7）担任，这是临时由大

石正幸中佐（编号8）带队的

第二野战宪兵队，和“鲤”的

两个步兵大队组成的队伍。

（2） 新加坡市区以外的新加坡 

（包括乌敏岛和德光岛）：由

近卫师团“宫” 扫荡

（3） 柔佛州：由第十八师团“菊” 

扫荡

（4） 柔佛州以外的马来半岛：由第

五师团“鲤” 扫荡

  扫荡目标是所谓的“敌性华

侨”，即华侨义勇军，共产党

员，抗日分子，捐款重庆国民

政府者，亲英者，拥有武器者

和定义不清不楚的“不良分

子”。

  但是，更重要的是，与此同

时，皇军已经开始根据间谍

汉奸和宪兵搜集到的华社团

体名册名单，派出小队到联

络地址逮捕有关人士。

  逮捕后的审问方法是“各自判

断”，审讯后的处理方法是“

敌性者即刻处死”。

  期限是“三天”：即1942年2

月21日至23日。请注意，这

是军令的原定期限，但是因

为结果“不达标”而再杀了又

再杀，直到三月中旬为止。

检证中心

新加坡市区里头的“检证中心”

有中峇鲁大路，大坡的海山街，小坡

的爪哇街，丹绒巴葛警察局，惹兰勿

刹的维多利亚学校和芽笼如切区的

直落古楼英校等。

市区外的“检证中心”是后港

区的后港6哩英校，武吉智马和杨

厝港。

在新加坡设置“检证中心”，其

实是为了方便从2月18日开始集中

所有18岁到50岁的华人男子，其实

真正的目的只是“要多要快”。按照

着皇军公告前往报到者，经过无法

无章的几轮问话之后，过半数都被

送上罗里，从此从人间消逝。2月

22日，当杀华人狂辻参谋巡视惹兰

勿刹检证中心时，听到大西觉少佐

（编号9）汇报说他的分队只杀了七

十人的时候就破口大骂道:“慢手慢

脚的在干什么！我不是说过要杀掉

一半吗！”

被载到密林里的乱葬坑前，被

机枪扫射的罹难者，幸运的话，其骸

骨得以在60年代被人们发现挖掘出

来，痛诉敌人罪行。但是那些被载

到海边，被机枪扫射的不幸者，则尸

沉新加坡海峡，成为永远的冤魂。

马来半岛的情形比新加坡糟得

多了，“菊”和“鲤”一到柔佛和森

美兰各地，只要是手里握有“可疑线 

索”，根本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一

家还是一村，几十人还是几百人，

统统杀死，根本就没有经过审问。

日本历史学者高岛伸欣走遍和探

访了整个马来半岛各州各地的公坟

义山和纪念碑，私费出版了两本图

文并茂的旅游手册《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让年轻的日本人得以知

道二战时期日军屠杀华人的真相。

战犯

日本投降后，针对“新加坡肃

清”事件，英军主导的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经过两年的审判，只判处两

名军官死刑，他们是：

昭南警备队长：河村参郎中将

（编号7）

第2野战宪兵队长：大石正幸大

佐（编号8）

判处其他5名终身监禁：

近卫师团长：（原第五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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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西村琢磨中将（编号6）

第2野战宪兵队的4名分队长：

横田昌隆大佐，城朝龙中佐，大西

觉少佐（编号9），久松晴治大尉。

其中，大西不知道何故，只服役10

年就出狱了。

这是什么闹剧呀？怎么罪魁祸

首们（编号1到5）都“不见踪影”

呢？

原来编号1的寺内寿一1945年9

月病死在马来亚柔佛。编号2的山下

奉文则是在马尼拉的军事法庭被判

处死刑。

而编号3到5的三名人间恶魔的

确是全都逃跑了。

首先是编号3的杀华人狂辻政

信，他早在日本投降前就潜逃泰国、

重庆，回到日本躲藏了起来，直到追

捕战犯的时期过去之后才重新出

现，并且还在1952年当选成为日本

众议院议员，1961年又再失踪，从

此下落不明。

编号4的松井

太久郎在马来半

岛（柔佛以外）屠

杀了华人之后，5

月飞去南京担任

皇军支那派遣军

总司令部附（南京

政府最高军事顾 

问），过后还被升

为总参谋长，日

本投降后“无牵

无挂”地回到日

本，1969年卒。

编号5的牟田

口廉也则在柔佛

大开杀戒之后，擢升为第15军司令，

北上缅甸，挑战英军，鼓励印度军

搞独立削弱英军，同时企图切断滇

缅公路克制中国。据说牟田口曾经

夸下海口：“卢沟桥是老子挑起的，

就让老爷来收拾吧！”。可是老天有

眼，皇军被中国远征军和美军联手

打败，日军惨死好几万人，结果牟

田口被贬职做军校校长。战后直到

1966年死去为止，毫无悔改之意。

战犯纪念碑

山下奉文的三名爱将，在昭南时

期，曾经在岛上竖立过不少纪念碑，

但是在日军投降后，连同昭南神社

都被炸毁了。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

说法。

然而，就在后

港的泉和道私人住

宅区里头，有个日

本游客和本地的日

本人必游之地《日

本人墓地公园》，

而且，新马两地华

人大屠杀的头头和

其部队的纪念碑都

大大方方地站在那

里！

公园里的寺内

寿一（编号1）衣冠

墓（图 1）这是来

访的游客膜拜最

图1：寺内寿一衣冠墓 图2：牟田口为其死难官兵立 
       的碑。

图3：1942年攻打新加坡时丧命的21名官兵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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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墓。墓地里头最高的纪念碑 

（图2）是领导“菊”师团的牟田口 

（编号5）为他的死难官兵竖立的纪

念碑。还可以看到竖立日期“昭和

17年（1942年）四月”和“牟田口”

等字样。21名在1942年2月新加坡

攻城战中丧命的“菊”官兵大大方

方的埋葬在具有各自墓碑的公墓下

（图3），其左下角处写道：“昭南岛

攻略（战）中重伤陆军病院死亡菊兵

团将士之英灵”

负责在新加坡市区以外（包括

乌敏岛和德光岛）进行屠杀的近

卫师团的主力成员（主要是步兵第

四联队和步兵第五联队），也各自

的慰灵碑（图4）。他们就是周维介

文中出现白骨的东海岸七英里、板

桥、惹兰加由、榜鹅、樟宜、三巴旺

的杀人凶手。

而在墓地的一个角落，有一座不

到两尺高的方锥碑，刻有“殉难者

纳骨一百三十五”字样（图5），经

过资料查证，原来这135人就是在樟

宜监狱里被处死的B级和C级战犯，

为了避开新马华社的反对，改名“殉

难者”，只有“有心人”才知道这是二

战战犯的骨灰塔。

墓地公园左侧有座大殿（图6），

殿里左边有座橱柜，上头整齐地排

列摆放了好几个神主牌。仔细一看，

就可以看到正中间的“菊步兵第五十

六联队战没者慰灵碑”，还有右侧第

一座刻印着“久留米第十八师团（菊

兵团）小仓步兵第114联队战没者灵

位”字样的神主牌。

这个“第114联队”是什么人呢？

经过日本历史学者林博史的查证，他

们就是在1942年2月13日在肯特冈

附近杀害谢昭思一家大小的那群日

军！《怡和世纪》第30期仔细介绍

了谢老（当时84岁）亲临怡和轩，参

加“二战日本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听

证会”，向本地日本居民和日校师生

们讲述家里9人被杀害的经历真不

知道要如何开口去告诉高龄的谢先

生，杀死他父亲伯伯叔叔的凶手的

神主牌就在后港呀！

历史也应该“肃清”了

76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大屠杀” 这段历史？

被害方的我们越来越少人知道

和关心这段历史，然而加害方可从

来没有忘记啊！看看那金金发亮的

神主牌吧！看看那膜拜战犯的鲜花

吧！后港的日本人墓地，曾几何时

变成了 “新加坡靖国神社” 呢 ！

根据日本友人的消息，后港的

这块土地是日本人组织从英国殖

民地政府那儿以百年合约租借而来

的，而该契约就快到期了。是也好，

不是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华社

应该如何对待这块战犯军魂缭绕

的墓地，如何为教育年轻一代居安

思危，精忠报国而出力呢？

作者为本刊编委

图4：在新加坡市区外进行屠杀的近卫师 
       主力团成员的灵位。

图5：为在樟宜监狱被处死的B级、C级战犯 
       立的碑

图6：墓园里排列着不同部队神主牌的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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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第一个共产党 

与新加坡一衣带水的印度尼西亚，在

独立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称为荷属东

印度（Netherlands East  Indies），历史

有时很会开玩笑，荷兰人既是印尼的殖

民地统治者，但是把共产主义思潮带入

印尼，推动印尼人民起来革命，反对殖

民地统治的也是荷兰人。这位点燃印尼

共产主义火苗的荷兰人就是斯尼夫利特 

（Henk Sneevliet），他的另一个中文名字

马林（Maring）更为人们所熟知，因为在

1921年也就是这位马林被第三国际派往

中国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

1913年原为荷兰铁路工会的领袖斯尼

夫利特前往印尼，1914年他联合了印尼的

进步知识分子创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

前身—东印度社会民主协会（ISDV），以马

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倡导消灭资本主义，

必须推翻殖民地统治，因为在印尼资本主

义制度是以殖民地的统治来呈现的。协会

成立之初成员只有60多人，而且大部分是

荷兰人，其中只有3位是印尼人，出版的机

关刊物也是用荷兰语，这与广大不谙荷语

的印尼群众形成巨大的隔阂。

这种先天不足造成社会民主协会的组

织工作进展甚微，一年之后其成员也只不

过增加到103人左右。为了改变这种不利

的局面，他们决定与印尼一个拥有较大群

众基础的本土民族主义组织回教联合会

（Sarekat Islam）合作。

1919年，社会民主协会与回教联合会

寻找印共领袖丹•马拉卡
在新加坡的足迹

怡和史话

╱ 文  :  林恩河

任何人想要（争取）独立，一定要有坐牢的准备。

Siapa ingin merdeka harus bersedia dipenjara.

丹•马拉卡 Tan Malaka

’
’

丹•马拉卡 Tan Malaka (1897—1949), 原名Sultan Ibrahim, 曾任印尼共产党
主席和共产国际代表，1964年被追封为印尼国家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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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建立了印尼第一个统一的劳工

总会—劳工运动联盟（Persatuan 

Pergerakan Kaum Buruh），这是

社会民主协会采取与回教联合会

合作的成果；这种合作使它本土

人的成员人数超过了欧洲人，也为

它日后转型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储备了几位印尼本土人的领袖如希

马温（Semaun）、丹•马拉卡（Tan 

Malaka）、阿利敏（Alimin）、达索诺

（Darsono）、慕梭（Musso）等人。

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

下，印尼社会民主协会在第七次的

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名为东印度共

产主义联盟（Persekutuan Kom-

munist di Hindia），1920年5月23

日正式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①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印

共不但是东南亚第一个成立的共

产党，也是亚洲大陆第一个共产主

义政党，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要

早一年。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

成立，在东南亚掀起了一股共产党

建党的红潮，印度支那共产党、马

来亚共产党、暹罗（泰国）共产党、

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先后纷

纷成立。

新加坡成为印共的海外中心

新加坡由于与印度尼西亚是近

邻，又是东南亚的商贸中心与交通

枢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伊始，

便与新加坡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

特别是在一些印共领袖被印荷当局

驱逐出境，一些领袖因不见容于当

局而纷纷逃难，新加坡就被当做首

选之地。对印共来说，选择新加坡

作为一个海外中心有两大优点：一

是它和印尼一水之隔，联络方便，

另外就是当年新印之间走私贸易猖

獗，拜其所赐，非法或合法入境两

相宜；二是新加坡拥有庞大的马来社

区，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印尼人接近，

容易融入当地马来社会而不易为当

局觉察。1925年，印共报章《烈火》

（Api）的编辑苏巴卡（Subakat）因

为撰写激进文章而被追捕，因此逃

亡到新加坡，并以此作为印共的一

个联络中心。

印共早期的许多领袖如丹•马拉

卡、阿利敏、达索诺、慕梭等都有来

往新加坡的记录，丹•马拉卡②更是

在新加坡有过两段长期生活和工作

的经历。他于1947年在印尼监狱中

撰写的自传《出入监狱之间》③，就

有这两段生活的描述，虽然语焉不

详，本文就从这本书提供的线索，

来追踪他这两段在新加坡生活的

事迹。

丹•马拉卡在历史上拥有多种的

身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斗士、革

命家、托洛斯基派份子、印共领导人

等，不过，究其一生他可说是一个悲

剧人物，虽然曾经贵为印共主席，后

来却不见容于共产国际，甚至被打为

托派份子，也与印共渐行渐远。其后

与阿当•马力克（Adam Malik）等人

创建大众协商党（Partai Murba），

主张融合回教的社会主义路线，不

幸在1949年2月21日被印尼东爪哇

陆军第一分部逮捕，惨遭杀害。

丹 •马拉卡其实也是印度尼西

亚为数不多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一

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唯物辩证逻

辑》（Madilog）、《走向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群众行动》（Massa 

Actie）等，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后一

部作品在1926年写于新加坡。其建

国理论影响许多印尼的政治人物，

其中包括苏卡诺（Soekarno）、哈达

（Hatta）、阿当•马力克等人。1963

年被追封为国家独立英雄，对他来

说，这是迟来的荣誉。

游走在城市之间

让我们从《出入监狱之间》来

了解丹•马拉卡的前半生：1897年出

生在印尼苏门答腊西部的米南加保

（Minangkabau），一个保有母系社

会制度的家庭，1908年到武吉丁宜

（Bukit Tinggi）师范学校读书，1913

年离开印尼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留

学，1919年学成回到印尼，1921年

成为印共主席，1922年因支持全国

当店工人罢工行动遭印荷当局扣留，

流放荷兰，开始长达20年的游走海

外的日子。

在这20年间，丹•马拉卡从一个

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游走在欧洲的

阿姆斯特丹、柏林、莫斯科，中国的

上海、广州、厦门和香港，以及东南

亚的仰光、曼谷、马尼拉、槟城和新

加坡之间，虽说这种游走的生活，是

受印荷当局所迫，不过，这也是米南

加保人特有的“闯世界”④（Meran-

tau）的文化传统在他身上的体现。

丹•马拉卡往返阿姆斯特丹、广

州和马尼拉时曾多次途经新加坡，并

做短暂停留，虽然他的自传中并没有

提及，不过，从他一封写于1925年11

月26日的信，我们知道他不但来过

新加坡，也曾试图在新加坡开展共

产党的活动，但是收效甚微，他在

信中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

新加坡或槟城的宣传工作鲜有成效，

你可批评他们没有能力，但是不可忘

记的一点是这里的原住民只占少数，

他们无论在思想方面或生活态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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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保守，……在这群人之间了解政

治和商业的是华人，在各个工商领域

方面华人是最杰出的。简单的说，假

如要在马来亚开展活动，不可能来

自于马来人，可以肯定的一定是来

自于华人……”。基于这种认识，他

在广州期间，曾向中国共产党人建

议，派遣成员来新加坡进行工作，其

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傅大庆⑤，他们

在新加坡工作的成果就是共产党南

洋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南洋临委初

期附属于新加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清党

之后，脱离国民党改名为南洋共产

党，受共产国际指示负责东南亚地

区的共产主义活动，1930年正式改

名为马来亚共产党。

1926年的旅居新加坡

丹•马拉卡在自传中提到的第一

段在新加坡的居留是在1926年，

来新加坡是为了阻止即将举行的

印共起义计划。事缘1925年12月

印共领袖阿利敏、希马温、慕梭等

人在中爪哇梭罗附近的普兰巴南 

（Prambanan）开会，决定在1926

年年中举行武装起义。1926年1月

由于受到印荷当局的追捕，慕梭、

布迪苏基托（Budisutjitro）和苏古

诺（Suguno）等印共领袖逃亡新加

坡，他们和驻新的印共代表苏巴卡

以及阿利敏等人会合，在新加坡举

行三天的会议，批准了普兰巴南会

议的起义计划。会后阿利敏前往马

尼拉会见正在养病的共产国际代

表丹.马拉卡，让他知会共产国际这

个起义的决定，并希望得到共产国

际的首肯及协助。但是，丹•马拉卡

认为起义的决议并未得到充分讨论

而表示不同意。阿利敏返新后，并没

有向其他印共领袖讨论丹•马拉卡的

意见，反而想越过丹•马拉卡直接向

共产国际陈达。

丹•马拉卡对阿利敏的所作所为

有所不快，觉得有必要反击，因此在

1926年5月6日前来新加坡。他的

愤怒在自传中显而易见：“本来我

只想简单说明为什么病魔缠身，还

要到新加坡来，但是因为对我作全

面的毁谤和向我背后插刀的涉及多

人，包括阿利敏，我被迫不得不对

原先的辩解增添一点说明，正如俗

语所说的那样‘以牙还牙，以眼还

眼’”⑥。

丹•马拉卡的愤怒可以理解，因

为在新加坡会议之前，阿利敏到马

尼拉与他会面，报告起义的决议并

希望通过他向共产国际转达和寻求

援助。在这次会面中，丹•马拉卡向

阿利敏表明，由于革命的条件尚未

具备以及印共的准备不足，起义无

疑是自杀的行为，他无法赞成起义

的决议。因此他把反对的6大理由写

成函件，希望阿利敏在新加坡开会

时让与会代表阅读，以便他的反对

意见得到充分的讨论。阿利敏返回

新加坡后，径直开会通过起义的决

定，接着和慕梭一起前往莫斯科向

共产国际寻求支持。阿利敏的动作

让他觉得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按照他所说的为了“对共产国际和

印尼的革命负责”，于是决定来新

加坡一趟。

试图扭转印共的自杀行为

怡和史话

奥南路（Onan Road）82号是1926年印共开会地点，隔邻84号用作通讯处。照片为原址遗存的部

分旧房子，原82及84号已被拆除。

阿利敏Alimin(1889-1964)，
印共巴达维亚支部领袖，
1964年被追封为国家英雄

马林 Maring，荷兰共产主义
者，曾任共产国际代表，协助成
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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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新加坡的旅居的经

历，自传中说得极为简略，只说明

他是冒用菲律宾人Hasan Gozali

的护照入境新加坡，不过我们还是

可以借助其他资料，尝试把他这段

旅居新加坡生活的图景拼砌出来。

丹•马拉卡一到新加坡，看到的

情况让他的疑虑加深，当时这些印

共领袖居住在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一个叫做香蕉园（Kebun 

Pisang）的甘榜里，芽笼士乃地区

当年是新加坡马来人的聚落。当丹•

马拉卡来到这里时，除了苏巴卡还

在，阿利敏和慕梭已经动身前往莫

斯科，其他领袖则返回印尼作起义

的准备。通过苏巴卡，他也知道其

实阿利敏并没有让与会代表阅读他

的信函，大家都对他的意见和立场

毫无所知，还好的是苏巴卡支持他

也认同他的观点。于是他决定和苏

巴卡一起写信给爪哇的印共领袖，

向他们解释他的观点并说明阿利

敏的所作所为，希望他们取消起义

的计划，这封信虽然不能改变他们

的看法，不过他们同意派一位领袖

苏博若（Suprodjo）来新加坡与他

进一步商讨。

丹•马拉卡、苏巴卡和苏博若三

位印共领袖在新加坡的会谈最后

取得共识，为了争取更多的印共领

袖站在他这一边，丹•马拉卡利用居

留新加坡的时间，写了上述《群众行

动》这部小书，说明起义是愚蠢的，

是一种自杀的行为。苏博若把文件

带回爪哇时，当地的印共领袖已经

做好起义的准备，这个文件起不了

改变起义计划的作用，反而造成印

共成员之间的分歧。起义之举最后

在1926年11月爆发，主要发生在西

爪哇和苏门答腊西部印共活动的

据点，这场起义最终给印共造成致

命的打击⑦，也促成了丹•马拉卡的

离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从丹•马拉卡的自传，我们知道

他是在1926年12月24日离开新加

坡，这一次在新加坡一共逗留了6

个多月，目的是想争取更多的印共

领袖站在他这边，一起反对计划

中的起义。旅新期间，他继续为马

尼拉的《辩论报》（El Debate）撰

稿为生。12月1日他开始到一家洋

行上班，此举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薪

金，以便支持那些因起义失败而

流亡新加坡的印共成员的生活，这

家洋行名为Barmer Export Ges. 

Singapore。从当年《海峡时报》的

广告得知，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荷

兰洋行（自传误为德国公司），位于

丝丝街（Cecil Street）门牌142及

143号，总公司在荷兰的鹿特丹，主

要是代理丝织品、棉织品、钢材、

五金以及日常用品，业务遍及海峡

殖民地及马来半岛。12月24日他在

领取第一次薪水之后，便匆忙地离

开新加坡。这是因为刚从莫斯科回

来新加坡的阿利敏和慕梭，已经引

起新加坡警方的注意，12月18日两

人双双被捕，这件事引起丹•马拉

卡的警惕，他不得不离开新加坡，

取道槟城前往曼谷，结束这一次新

加坡的旅居生活。

第二段长时间旅居新加坡

丹•马拉卡第二段旅居新加坡是

开始于1937年9月，直到日本侵入新

加坡后的1942年4月才离开。这一段

旅居新加坡的生活是他逗留最长的

一次，也是他在自传中对新加坡着

墨最多的一次。我们就从他对新加

坡的记忆和观察，来看看新加坡的

经历怎样影响他对殖民主义的观

感，怎样形塑他的反殖和民族主义

的思想，毕竟，他有一部作品是在

新加坡写就的。

丹 •马拉卡这次进入新加坡持

的是中国护照，用了一个华人名字

陈明祥（Tan Ming Siong），来新

之前他在厦门住了好一段时间，所

以有办法弄到一本中国护照。在通

过新柔长堤关卡时的遭遇，给他留

下极坏的印象：“哪里有英国米字

旗飘扬的地方，哪里就有‘呷茶’⑧

的完备制度”，“‘呷茶’这种毛病

在新加坡这样的港口城市盛行，使

英国人的移民法令成为笑柄”，作

为一个激进份子，丹•马拉卡自然看

不惯殖民地官僚的贪污行为。他认

为“呷茶”不仅危害殖民地官僚系

《出入监狱之间》，丹•马拉卡的自传三部曲，被誉为对印尼民族思想
最有贡献的作品之一。

希马温Semaun（1899-1971）， 
1920年印尼共产党成立时出任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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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进一步引申为造成马来人陷

入贫穷的原因：因为贪污造成大量

华、印（度）移民涌入；因为贪污丰

厚的资源和土地为外人侵占，这样

的论述，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狭隘

的“民族主义”观点，不过放在当

年国家（State）和国族（Nation）意

识缺席的时空，他具有这样的看法

还是可以理解的。

丹•马拉卡视角下马来人的处境

我们接着来看他对新加坡城市

的观察：“当我在1919年从荷兰回来

时，在现在称为谐街（High Street）

的地方还有印尼人（作者印尼人马

来人交替使用，视为等同）的商店，

甚至那里还有一些大房子是属于

他们的”，“在甘榜格南（Kampung 

Gelam）可以这么说那里都是马来

住户和各式各样的商店，这些商店

都属于印尼人所有”，“接下来的甘

榜芽笼（Kampung Geylang）几乎

全是印尼人所占。华人只是聚居在

靠近丹戎巴葛（Tanjung Pagar）所

谓唐人街的地方”。“来到1927年，

不到十年时间，谐街几乎看不到印

尼人的商店；半个甘榜格南，以前是

爪哇人的甘榜，已经被华人和印度

人所占；只有甘榜芽笼还可以说是

马来甘榜”。“1937年当我重新来到

新加坡，我看到不单单是谐街，还有

甘榜格南及其附近地区，以及几乎

整个甘榜芽笼全被华人和印度人占

满”，“最后新加坡政府只得划出一

块保留地⑨，给予这些在自己的土地

上受到极大压迫的印尼人”。

跨度三十年的三次造访新加坡，

让他有机会对新加坡马来人群体作

近距离的观察，对比马来人居住地

区的逐年向城市外迁移，以及职业

的趋向低级化（只能当警察、司机

和办公室仆役），在他看来这是马

来人在这座城市受到挤压的结果，

也是殖民地统治造成的社会不公，

虽然他关注的只是马来人，不过，

这些在新加坡得到的英国殖民统

治的直观印象，结合他在印尼对荷

兰殖民统治的记忆，无疑地深刻影

响他反殖思想的建构。

以华人身份在新加坡华人社会
生活

丹 •马拉卡在自传中描绘这次

新加坡的际遇有点戏剧性，濒临二

战前夕的新加坡百业萧条，一职难

求，经历几个星期的求职碰壁的遭

遇，心灰意冷的他再加上阮囊羞

涩，无助地坐在莱佛士博物馆（今

国家博物馆）发白日梦，“就像黑暗

中亮起闪电”，一个在厦门曾经无

数次帮忙他的华人好友普纳（这里

他用代名Buna）刚好经过，这次异

地相逢，丹•马拉卡形容为像“《一

千零一夜》故事中的阿拉丁神灯突

然出现”。

普纳确实是他的救星，普纳刚

好有一位同学Y.Y.（作者常用代号

称呼朋友，这是作为一个政治工作

者习惯性的警惕）也来到新加坡，

普纳想起Y.Y.提起过他有朋友在一

所小学当校长，学校的地址隐约记

得，经过一番跋涉寻找，终于找到

这所学校。Y.Y.建议他寄宿在这所

小学，如果他不嫌弃睡在板凳上。

几天后，很幸运地丹•马拉卡终于在

这所小学觅得一席教职。

丹 •马拉卡开始在这所他形容

为极小的小学教授英文，学校提供

餐宿，月薪8元，稍后涨至10元，凭

他在厦门学校教授英文的经验，他

在这所小学的教学工作显得得心应

手。很可惜地由于自传中没提及这

所小学的所在，无法确定这所小学

的名字，惟有待资料充足后再行补

记。不过，从他描述的环境，我们

可以肯定是在市中心边缘的小学。

丹 •马拉卡在这所小学待了四

年，几次在广州、上海和厦门的生

活经验，加上他已经能操日常的闽

怡和史话

丹•马拉卡其实也是印度尼西亚为数不多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一
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唯物辩证逻辑》（Madilog）、《走向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群众行动》（Massa 
Actie）等，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后一部作品在1926年写于新加坡。其
建国理论影响许多印尼的政治人物，其中包括苏卡诺（Soekarno）、
哈达（Hatta）、阿当•马力克等人。1963年被追封为国家独立英雄，
对他来说，这是迟来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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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语，让他很容易地融入当地的华

人社会，不要忘记，他这回还是持

中国护照以华人的身份进入新加

坡的，这也可能是后来他被一些学

者误当华裔的原因之一。

丹 •马拉卡这段旅居新加坡的

生活，和华社互动良好，结交了许

多华人朋友。他也利用课余时间从

事补习的工作，因为一些家长都喜

欢找他为自己的孩子补习英文甚至

是数学。

在这段安逸的日子里，作为一

个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丹•马拉

卡在新加坡是否继续他的革命工

作？作者没有提及，他只是说生活

在华人社会里，让他作为一个印尼

革命者的身份受到很好的掩护，通

过他所说的与“印尼人”在新加坡

的接触，眼尖的读者应该能看出这

意味着什么。

丹•马拉卡与南洋华侨师范学校

1941年年终，丹 •马拉卡转入

一所“高级中学”（Sekolah Men-

engah Tinggi）教书，虽然他没有

透露这所学校的名字，不过，从书

中叙述的情节，我们可以知道这

所“高级中学”就是陈嘉庚创办的

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南洋华侨师范

学校正式成立于1941年10月10日，

不过，在8月间已经招生上课，学生

有230余人，座落在金炎路（Kim 

Yam Road），也就是前南侨女中旧

址。为了方便在该校教学，他还用了

护照上的华人名字在华民政务司处

注册为英文教师。

当丹 •马拉卡开始在师范学校

教书时，日本侵略马来亚的战争已

经打响，12月9日日军登陆吉兰丹，

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直到1941年12

月30日，日军兵临新加坡前夕，英

国当局才释放政治犯，并力邀陈嘉

庚出面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 

会”，领导华人抗日活动，下设义务

警察股、工人股和民众武装股。民

众武装股由共产党人林江石当主

任，国民党人胡铁君当副主任，招

募华人青年组织星华义勇军，星华

义勇军总部就设立在南洋华侨师

范学校。

丹 •马拉卡对星华义勇军不吝

于着墨：“…日本人抵达柔佛，距

离新加坡仅有20哩时，狡猾的英国

人才批准马来亚共产党出来，在华

社组织抗日义勇军。义勇军就设在

我们校园内，数百华族工人和青年

集中在这里，我们的学生在许多小

组担任要职，特别是在政治宣传方 

面”。“校长邀我向学生分析政治局

势，我向他们道破英国人的狡猾，我

要问为什么两个月前日军尚离新加

坡六百哩的时候，不让共产党出来

成立义勇军？为什么要等到那些身

经百战的日军兵临门外的时刻才来

行动？这些青年和工人只经过一两

天的训练足以抵抗日军？你们看不

出来这是英国人企图清除他们内

外的敌人，让共产党和激进青年白

白牺牲在日军手上？”

我们从《南侨回忆录》中可以

知道，当年陈嘉庚对于组织义勇军

其实持保留的态度，他在书中这么

说：“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

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须

派此绝未训练之华人往前线。不但

此一千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

此多杀许多华侨。英政府此举，最

为狡猾残忍，实可痛心。”

丹•马拉卡在师范学校教书时，

是否和作为校董的陈嘉庚私下有接

触，并曾就义勇军这个课题交换过

意见，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两人在

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不谋而合，可以

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1942年南洋师范学校 (战后改为南桥女子中学校校址）成为星华义勇军训练与住宿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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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沦陷前，让丹•马拉卡有

机会近距离观察英军和日军的表

现，1942年2月1日，日军开始空袭

新加坡，师范学校开始关闭，校园

成为义勇军的训练和宿营地，英国

空军完全弃守，整个新加坡都成为

日军空袭的目标，丹•马拉卡和两位

学生躲避到实里达乡间，在这里与

华人居民一起避难的生活，他目睹

日军先头部队在登陆后，虽然武器

不如英军，但个个斗志昂扬，反过来

他看到的英军则是完全毫无斗志，

未战先败之象毕露，让他看出西方

殖民地列强虚弱的本质，这也加强

他战后对荷兰殖民地战斗的信心。

2月13日英军投降，丹•马拉卡听

闻许多进步的教员和报界的朋友被

捕后就毫无消息，同样的命运也落

在师范学校受训的义勇军青年身

上，当他和一些教员离开学校后，

校园就被日军包围，三百多名青年

随后就被卡车运到郊外处决，他也

听说其中一些热血青年死前还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

1942年4月，局势稍微平静下

来，丹•马拉卡北上槟城，买棹渡过

马六甲海峡回到苏门答腊的棉兰。

日军的南侵，结束了丹.马拉卡在新

加坡的生活，这一段他在游走各城

市之间最惬意的生活。

丹 •马拉卡一生坐过几次牢， 

“监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22

年 刚 开 始，我 就 认 识了 万 隆

（Bandung）、三宝垄（Semarang）

和雅加达（Jakarta）的三个监狱。

在马尼拉我再一次认识了监狱，香

港的监狱我也不会忘记。”在生命

最后的时刻，丹•马拉卡在自己的土

地上被自己人再次送进监狱，辗转

在梭罗、哲蒂斯（Jetis）和达旺芒务

（Tawangmangu）的监狱之间。

“任何人想要独立，一定要有坐

牢的准备。”丹•马拉卡以他自己为这

句话作了见证。

① 这里使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为
行文方便，究其时与“Indonesia”相应
的中文译名“印度尼西亚”尚未出现，
当时使用的中文译名是“亚洲印度共产
党”，之所以会用“亚洲印度”是当年印
尼民族主义者弃用殖民地名称“荷属东

怡和史话

印度”（Hindia Belanda）而造就的译
名。根据印尼学者的研究，在印尼语里
的“Indonesia”这个地理名称的出现，并
以之取代“Hindia Belanda”这个充满殖
民地色彩的名称，也是起自于印度尼西亚
共产党的使用而在其后逐渐定型。

② 丹•马拉卡（1897-1949），一些华人学
者误把他的名字中的Tan误为华人的姓
氏陈，遂把他的名字译为陈马六甲，并
进一步误当他为华裔。笔者不认同此种
说法，故不采用这种译法，而把他的名
字字另译为丹•马拉卡。其实他是印尼苏
门答腊西部米南加保（Minangkabau）
人，原名是Sutan Ibrahim，其母是米南
加保的贵族，Tan是米南加保贵族的称
号Sutan的简称。

③ 原书名是‘Dari Penjara ke Penjara’，
直译的话就是《从监狱到监狱》，丹 •

马拉卡在1946年3月被捕，初期被关在
Tawangmangu，自传为三部曲，相信大
部分的章节是在此完成。

④ Merantau：在米南加保传统里，“闯世
界”被当作一个未婚男人的责任，一个
还没履行“闯世界”并在外地生活的男
人被视为没用的人。“闯世界”的目的有
三：寻找知识（mencari  ilmu）、寻找财
富（mencari harta）、寻找地位（mencari 
pangkat）。这种传统深深根植于米南加
保社会中，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更是一
种责任。

⑤ 傅大庆，中国江西人，1920年经陈独秀介
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与刘少
奇等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4年返国后担任苏联代表团
团长鲍罗廷的翻译，1927年参与广州起
义，失败后和叶剑英转移到香港，1928
年被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派到新加坡，
参与南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出任宣传
部长一职。1931年6月与共产国际代表
法国人杜各罗斯（Joseph Ducroux）一
起被捕，1932年被驱逐出境到广州。

⑥ 原句是米南加保俗语“kata dijawab, 
gajung disambut”，直译就是“说话就
回答，挥棍就反击”。

⑦ 1926年11月12日印共这场起义，遭到荷
兰殖民地当局残酷镇压，超过1000人被
屠杀，13000多人被逮捕，其中4500人被
监禁，1308名干部被流放，823人被送到
巴布亚（Papua）的集中营。

⑧ 作者用的是闽南语Ciak Teh，意为贿赂。

⑨ 这里指的是1927年1月，在新加坡马来人
协会（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常
年大会上，提议友诺士（Eunos）代表马
来人向殖民地当局申请一块地，作为马
来人的保留居住地，经过两年不断地申
诉，海峡殖民地当局在1929年4月29日
才正式批准，这块地被命名为甘榜马来由
（Kampung Melayu），目前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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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刊物。

1942年在南洋师范学校 (战后改为南桥女子中学校校址）受训的星华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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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古城形成的历史因素

文化遗产可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种。

本文只谈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古建筑。这

些古建筑的诞生，有它特定的历史渊源。

约在公元一世纪时，印度的政治与宗

教势力开始入侵东南亚各地。最早是在

大陆东南亚的南端，如缅甸、泰国、柬埔

寨、马来半岛等地。接着向印尼群岛伸

进，这就是史上称为印度化时代。跟随着

印度教、佛教的传入，以民间为主的商业

贸易也就发展起来。古代的商贸是以各地

不同的土特产为主，各地取有补缺的原始

型商贸活动。

古城形成的地理及气候因素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欧亚大陆的商贸

活动，近千年来都是集中在欧亚大陆的南

部沿海地区。最早共有三个商贸中心的出

现：欧洲的中心是威尼斯（Venice），东亚

地区的中心是中国的泉州，而马六甲则是二

马六甲文化遗产：
古建筑的修建与保护╱ 文  :  陈达生

马六甲既然是东西贸易与文化中心，它的精神与物质文明
就必然反映它做为中心的精神与物质文明，作为它们的载
体。综观马六甲的历史... 每个时期都给马六甲的精神与物
质文明留下历史的烙印。这些烙印，时至今日，最明显的是
西方（葡荷英）及东方（中国与印度）的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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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之间的中转站。因此，很多人都

称马六甲是东方的威尼斯（Venice 

of the Orient）。

马六甲海峡是欧亚航运必经之

地，它南北长850公里，东西最宽

为65公里左右，而马六甲刚好在这

海峡之中端最狭小的地方。因此人

们把马六甲海峡称为欧亚航运的

咽喉，而马六甲便是控制着咽喉的

进出口。一千多年以来，东西方的

香料及丝绸、茶叶、陶瓷器等商品

都必经马六甲海峡运往欧洲各地。

其次，航运在轮船出现之前，

是以小型的帆船航行于海洋之上。

而帆船的动力则来自风力。恰巧，

赤道是无风带，而赤道的南北面是

季风带。在亚洲的南端，每年七月

之后盛吹东北季候风，它把东北亚

的帆船吹到东南亚来。经过五六

个月航行之后，帆船到了马六甲海

峡，风力开始式微，帆船必须停留

下来等风。同时，这时的西南季候

风从三月起，由欧洲开始向东南亚

盛吹，五六个月后，帆船到了马六

甲海峡，风力开始式微,也必需停泊

下来。因此，马六甲便成了东西两

洋帆船的会合点，东西文化及贸易

便应运而生。

马六甲古建筑之特色

马六甲既然是东西贸易与文化

中心，它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就必然

反映它做为中心的精神与物质文

明，作为它们的载体。综观马六甲

的历史，打从第一任国王拜里迷苏

剌（Parameswara）于1400左右开

始，经过1405-1433的郑和下西洋

时期，葡萄牙时期（1511-1641），荷

兰时期（1641-1795 与 1818-1824），

英国统治时期（1795-1818与1824-

1957），及其中短暂三年八个月的日

治时期（1942-1945），每个时期都

给马六甲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留下历

史的烙印。这些烙印，时至今日，最

明显的是西方（葡荷英）及东方（中

国与印度）的历史烙印。

许多葡荷古建，一来年代太久

远，二来多为木结构，至今尚存的

只有凤毛麟角的一些古城墙或地基

了。然而，十八世纪以后，即英国统

治的二百多年来，由于重视政治与

经济的发展，如锡矿及农业的发展，

引入了亚洲大陆的无数廉价劳工，

如印度人与华人，尤其是福建、广东

的华人。因此华人街就相继出现。

以马六甲来说，二条最古老的

华人街，在荷兰时代叫“荷兰街”

（Heeren Street）和“鸡场街”

（Jonker Street）。1957年独立

之后，前者改名为“敦陈祯禄街”

（Jalan Tan Cheng Lock），后

者改为“韩日拔街”（Jalan Hang 

Jebat），华人还是叫它“鸡场街”。

“荷兰街”又称“百万富翁

街”，因为主人都为英殖民时代的

成功工商业界的土生华人（Baba 

Nyonya）。在这条街上，所有的店

面都是二或少数的三层楼。它是楼

下店面，楼上住宅的设计。另一特色

是楼下都有五英尺宽的通道，为避

风雨之用，中文叫“五角基”（Kaki 

Lima）。

这条街上最富丽豪华，古色古香

和最典型的店屋便是当年大富豪陈

金声的故居，今已改为“富礼客栈”

（Hotel Puri）。

在这条街上，有许多达官贵人，

也把故居改为“宗祠”（Rumah 

Abu, Ancestor Temple）。最富丽

怡和史话

堂皇的当推“徐炎泉宗祠”（Rumah 

Abu Chee Yam Chuan）了。如果

说街上大多数的店屋都是中西合

璧，但这间宗祠则是百份之百西方

设计。

马六甲古建的另一大类是“宗

乡会馆”。这是由于早期南来的华

人乡亲，都纷纷设立会馆来相互协

助和照顾，做为华人最早的安身之

地。这些建筑大多模仿故里祖居的

设计，古色古香，充分展现了故里的

文化特色。最出名的，也是这两条街

上的“永春会馆”及鸡场街上的“福

建会馆”了。

除了以上的古建外，马六甲也

有为数众多的寺庙，几乎与会馆一

样，他们都模仿中国寺庙设计，古

色古香。由于郑和的影响，马六甲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回教清真寺，也

大量模仿中国清真寺的设计格局。

马六甲古建筑的维修与保护：
古为今用的持久性发展

上述的古建筑群几乎全部都集

中在现在的古城区内，占地为廿公

顷左右。这个古城区，与郑和下西洋

时所设立的“官厂”范围几乎一致。

它是中西文化，各民族，各宗教，商

店及住宅融合为一体的城区。由于

它的文化特色鲜明，历史悠久，获 

“联合国文教科组织”（UNESCO）

于2008年宣布它为“文化古城”。

从此以后，马六甲不再是如廿年前

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y）

了。今日的马六甲，真是车水马龙，

各方游客不断涌入的旅游胜地。以

下是较受游客欢迎的四座古建，图

片显示它们的前世今生：

作者为国际郑和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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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声故居，维修前的入口处。 维修后的“富礼客栈”前门

维修前的“官厂遗址”入口处 维修后的“官厂”改为“郑和文化馆”的大门，仿中国官殿设计

维修前的李君常故居残景 维修后的“郑和茶馆”外貌，中式格局

马六甲河畔陈金声码头和货仓

陈金声码头的货仓，维修前是摇摇欲坠的危楼 维修后的“郑和-朵云轩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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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念书时，常到戏剧会图书馆

借阅剧本，不过，应是等到离开学

校后才开始留意反映本地现实的剧作，印

象较深的剧作家有岳野、征雁、林晨，还

有林彤。

林彤就是林明洲的笔名之一，我是后

来才知道的。那时候他以单行本出版《罪

根》和《真正的爱人》，都是独幕剧，薄薄

的，很容易阅读。

1959年，康乐音乐研究会参与一次本

地创作的公演，推出的是林明洲的另一个

剧本《跟着大伙儿走》，我觉得那是一个

水准较高的本地剧演出。

1966年底，康乐在会所演出他一个被

禁止公演的独幕剧《未完成的作品》，我

演剧里一个思想激烈的剧作家。演出前，

林明洲出现在门口。同伴告诉我，作者就

是那个大胡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明洲。

不过，我们之间没交谈，直到1983年，两

家华文报合并，我们才开始打交道。

会讲海南话的印度人

林明洲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髯公，肤色白

里透红，长得高大，令人见一眼就忘不了的

是他那两边脸颊挂的长约半英寸的胡须。

当然，还有他手里总是燃着的烟卷。

1992年，我们一群人受邀到海南岛

参加第一届椰子节。有一天是自由活动时

间，他约我陪他回琼海老家看看。那是他

第一次回乡，估计那几天他的心情一定平

静不了，因为几十个乡亲父老是一路烧着

爆竹，把他迎接到他呱呱坠地的床边。我

们在乡里走动时，孩子们都呼喊着：“嘿，

那个印度人会讲海南话！”

我原本在《南洋商报》当翻译，他是 

《星洲日报》编辑。两报合并后，我们的

工作任务没多大改变，照说交集机会少，

不过，报馆却在那时候决定成立联合报剧

团，我们都被推举为编导。我和明洲在一

起的机会自然增加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报剧团搞过两

回忆林明洲

怡和特写

╱ 文  :  邹文学

作者（右）与林明洲（左）在海南岛海瑞陵墓前合影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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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型独幕剧演出，在维多利亚剧

院公演，每次演四晚，都称为喜剧

之夜。为了第二个喜剧之夜，他写了

《门里门外》，这是他生平写的第

一个喜剧，颇富创意，我导演，排

练地点在我所属的生活剧社。那时

候生活剧社获得六桂堂支持，允许

我们在他们的有盖天台活动，每个

月只付一点水电费。明洲常来看我

排戏，然后我送他回家。从那时候

开始，我们之间是有话就讲，彼此

的认识加深了。我也曾问起他一些

私事，他一样坦率回答。

总是笑盈盈聆听

在报馆做同事的最早几年，明洲

还完成他的两个多幕剧：《真相》和

《燕飞翔》，艺术剧场公演，林晨导

演。他的第一个多幕剧是《生活的

旋律》，1966年由康乐演出。

过后，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

《追星》，也在报纸的小方块写些

杂文，就收集在即将出版的《方块

集》。

明洲不写剧本了，却还很关心

新加坡的戏剧活动。1989年成立

的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他

同意当顾问。我记得，凡是联合会

主办的活动、演出和会议，他都准

时赴约。

在那几年里，我们也一起接待

了好多位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戏剧

界名人。就是在那些活动比较频繁

的日子里，我发现明洲虽然待人热

情，出手大方，却不急于表达意见，

总是笑盈盈地聆听对方讲话。

90年代后半期，新加坡的华语

戏剧演出观众迅速减少，剧联更面

对缺少人手支援的窘境，他就劝我

说：“做事尽力就好，力挽狂澜不

易。”

也写电影剧本

明洲写剧本、导戏，也演戏。我

只看过他在《孔雀胆》里的表演，

他的角色戏份不多，造型倒是很突

出。

根据另一位戏剧界前辈、也是

明洲好友的陈昌明2016年写的《优

秀的戏剧工作者——林明洲》，明

洲早在1953年中正初中三毕业时，

便曾在叙别会演出的《香港小姐》

里饰演一个有正义感的文化人，这

个戏后来也在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班

为南大筹募基金举办的游艺大会上

重演。我见到剧照，果然是风度翩

翩美少年，那时没留胡子。1955年，

他在中正戏剧研究会演出的《银星

梦》里饰演男主角李达平。

明洲不演戏了，七十年代机缘

巧合，获邀为综艺和中侨机构写了

三个电影剧本：《桥的两岸》、《楼

上楼下》和《求鬼话的人》，《桥的

两岸》还拍成电影。

他曾在《民报》、《星洲日报》和

《联合晚报》任职，在报界工作35

年。2005年病逝。

奥斯陆梦见明洲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在易卜生家

乡遇见的五个人》，写的是在挪威奥

斯陆旅馆里第一次梦见他：

2011年6月11日凌晨，因为老是

修改电脑中的一段记录不遂，我在

梦中醒来。我要修改的是林明洲生

平里的一段话，不过醒来却已记不

清内容。

我们没见面这么多年他都不

曾来入梦，为什么偏是在这个地

方——前一天下午刚乘车经过易卜

生纪念馆，也看见竖立在国家剧院

前面的易卜生铜像；他怪我没下车

朝圣？

那天早上，不禁也记起另几位

与我亦师亦友、已位列仙班的戏剧

界前辈，他们是刘仁心、黄天能、

郑民威和郭宝崑，一共五个人，他

们或许就是米奇•阿尔博姆的著作

《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给我

的联想。以后有机会，还真想续写

他们的故事。

作者为本刊编委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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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龙应台去年（2017年9月）

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演讲，

提到1999年她当台湾（中华民国）文化部

长时，忍辱负重修复林语堂与钱穆故居的

事。演讲详细说及钱穆（1895-1990），

因为新亚书院是1949年他到香港时创立

的，掌校与任教了16年才离港赴台。目前，

台北外双溪的钱穆故居中，仍藏有他为新

亚院歌所写歌词手稿。

顺道一提，甫以一O一高龄辞世的多

才多艺学问家饶宗颐，也是1949年从内地

移居香港的。抵港时，有深厚家学渊源却

没有相应文凭学历的他，得到当时在香港

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英籍学者林仰山

赏识，破格录用，聘他任教港大中文系。

在港大的优越学术环境中，饶先生不

只著书立说，更以此为立足点，先后到日

本、法国、德国、印度、泰国等地作学术交

流，并向“国际友人”习得梵学、佛学、各

种中亚古文字等，让浩浩然百川归海的一

门“饶学”，成为香港学术界一大支柱。

交代这点，是说明1949年英治之下的

香港，是有相当学术自由的，也是国际学

术交流的繁华之都。饶公因有宽宏的宇宙

观，选择走向世界，钱穆先生则因执着于

炎黄文化，寄情于沙田中大之新亚书院，

花开两枝，相得益彰，皆足以为后人范。

《八十忆双亲》带来深思

现在进入正题：国学大师钱穆的台北

故居，设在他任教的东吴大学内，叫素书

楼，为纪念母亲而命名。

典故出于1974年夏，80岁的钱穆以文

言写成《八十忆双亲》一书。其中说到，辛

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寡居的母亲一方面

为23岁的长子张罗婚事，另一方面则悉心

照料患伤寒症的钱穆（17岁）。幸有良医。

但母亲为了孩子的病，晨晚不离床，和衣

而睡，溽暑不扇，目不交睫。将近两个月，

钱穆才能吃点稀粥，和母亲手制的酱瓜。

约十天后，才慢慢能进口干饭。

钱穆说，母亲让他从死亡边缘复活。

那时，一家人住在江苏无锡一个叫七房桥

的水乡里，房子称为素书堂：“今名所居台

北外双溪屋曰素书楼，以志先母再生之恩

于不忘。”

1980年冬，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邓尔麟

（Jerry Dennerline），得同事余英时赠送

一本钱穆所著的《八十忆双亲》。邓原本

只想把它作为研究无锡地方史的参考资

料；然而，阅毕三思，他领悟到“这本回忆

录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之精髓”。他也想，今

日世界正致力于寻求普遍真理，钱穆所崇

尚的文化，是否也有其“真理”的存在？

于是，邓尔麟把《八十忆双亲》译为

英文，并得余教授联系，1983年到台湾访

问了双目已失明的钱老。1985和1986年，

钱穆故居为何叫素书楼

怡和特写

╱ 文  :  庄永康

素书楼外观（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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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尔麟两次到江苏无锡县考察。钱

穆先生的原作，加上对作者的访问

与实地考察，构成《钱穆与七房桥

世界》（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一书，1989年由

耶鲁大学出版。（1998年中国社科

文献出版社出了中译本，译者为蓝

桦。）

如今，《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不

仅成为西方学界了解中华文化精髓

的经典；据我所知，东方（包括新

马）学术圈子对此书以及《八十忆

双亲》(与《师友杂忆》合刊)的原

典，也都乐于引述。

“母亲”在伦理世界中的重要
性

七房桥，是在无锡啸傲泾上。钱

氏家族一位远祖生了七子，分建七

所豪宅，拢聚于此。七房桥的世界，

就是钱穆心目中一个中国传统乡村

社会的典型：因生育多而分享少的

五世同堂；由德高望重的乡绅为族

群排纷解难的怀海义庄。“知书识

礼”的人，在这里极受敬重——屡

试不第的父亲，居然有前来就教的

学生40人。还有父母长辈对子女甥

侄，身体力行的教育。

在这个“世界”里，年轻丧夫的

妇女不愿改嫁，因为节妇能影响家

族财产的支配。时局动乱，辛亥革命

爆发时，七房桥办团练自卫，钱穆大

哥当指挥，叔伯父老也轮流站岗。

这些以乡土为本的传统价值观，不

只令洋学者惊诧不已，后世的华人

恐怕也难以理解。

钱穆12岁时丧父，也从未看过

钱氏家谱。《八十忆双亲》中，他把

对家庭所知都归功于母亲的训导。

母亲不识字，但由她忆述的前尘往

事却历历在目：村中一寡妇的儿子死

于狱中，妇女如何向族长们抗议；以

及他父亲如何与腐化贪污的管理人

抗争，如何发奋读书，如何作为族长

赢得众乡亲的尊敬。

父亲死后，母亲不得不依靠义

庄救济，但她坚持要儿子读完学业，

拒绝了一些商人给儿子工作挣钱的

机会。邓尔麟认为，“她的一生印

证了儒家价值的力量，强调了家庭

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她的事

迹也表明了这种人际关系在伦理世

界中的重要性。”

据邓尔麟观察，钱穆的民族概

念，是把家庭观念延伸到国家，它

立足于“礼”这个观念被接受，取

决于其他把家庭和社区精神与国

家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然而，1986

年4月初，这位美国学者重访台北

素书楼时，他能告诉钱穆的故乡

情景，不光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工业

化、西方思想，更是1949年之后， 

“地主打倒了，庙宇消失了，祖坟填

平了”的现象。

学人印证文化耕耘的永恒

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使得

1985年的鸿声里，也包括七房桥，有

1万2000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一在

乡镇企业工作，平均收入比1978年

高六倍。劳动价值的规定和利润的

分配由地方政府和党干部决定，他

们替换了义庄的地主、富商和管理

人。此外，统筹教育、彩电、GDP与

物质生活追求最大化等带来的思

想改变，让传统“读书人”受到的尊

重消失于无形。

试问，由此一来，《八十忆双

亲》内文所概括的，儒家思想中 

“礼”的精神又何在呢？邓尔麟在

想：“诚然，正在改变中的物质环境

使得钱穆的道德观越来越难以被接

受，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还没有找

到更合适的来取代它。”

龙应台的演说中，提到当年在 

“侵占市产”指控下，钱穆被逼迁

出素书楼，度过生命中最后三个月

的往事。但是我想，钱穆的一生已

证明政治运作的短暂，文化耕耘的

永恒。当各种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过

去之后，学人深情凝注的一篇思忆

双亲的文字，仍被东西学界不断探

研与咀嚼。

而素书楼依旧肃穆无言，傲然

自立，成为传统文化仰慕者络绎不

绝前往参谒的圣地。

作者为前媒体人、特约撰稿人

（钱穆）父亲死后，母亲不得不依靠义庄救济，但她坚持要儿子
读完学业，拒绝了一些商人给儿子工作挣钱的机会。邓尔麟认为，“
她的一生印证了儒家价值的力量，强调了家庭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
作用。她的事迹也表明了这种人际关系在伦理世界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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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穗垂首
           缅怀陈期狮校长

2017年11月18日，马来西

亚柔佛西南隅的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庆祝95周年校庆，上演

校园叙事歌舞剧《稻穗垂首》，缅怀纪念

已故陈期狮校长，同时设立“陈期狮教育

基金”，获得热烈回响。

陈期狮校长，南洋大学第三届毕业校

友，毕生奉献教育事业，在培群独中担任

23年校长，迄今依然为人们所怀念、爱戴

与敬重。培群将一位前校长的风范与生平

事迹搬上舞台，这是马来西亚独中界前所

未有的创举，牵动起新马两岸的南大情谊，

展现出培群人的世代延续，分明见着了民

族教育文化的薪火相传。

一、南大精神与独中教育

陈期狮校长（1937—2007），毕业于

新文龙中学，之后赴新加坡南洋大学攻

读生物系。1961年，陈期狮校长以优异成

绩修得学位，先后在新文龙中华中学、亚

罗士打吉华独中、笨珍培群独立中学服

务。1968年，他受聘为吉华独中校长 。1974

年，“因办学理念与董事部相左”而离职还

乡。1975年，匡时杰医生就任培群独中董事

长，在丘自发的推荐下，聘请陈期狮校长执

掌校政，直至1998年方卸任退休。

从吉华到培群，二者之间的勾连，或

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上世纪50年代开

始，政府威迫利诱，企图使华校改变学

制。《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后，马来半

岛原有的七十所华文中学面临改制抉择，

笨珍培群中学亦不能幸免地被分化为接

受改制的国民型中学与负隅顽抗的独立

中学。1964年，培群独中陷入严峻的生存

考验，不仅师资缺乏，学生锐减，办学经

费与设备更是匮乏。1966年，当局谕令培

群独中另辟新校，不得在原校招生。在濒

临沦亡的飘摇风雨之中，董事们抱持破釜

沉舟的决心，不畏法令，坚决招生，并在

1969年购得今日大笨珍校址。迁入新校

地之后的五年时间，培群独中仍旧内外交

困，堪称百废待举。1975年，陈期狮校长

正是在这样的风云图景下毅然肩负起培

群独中校长一职。

由此可见，陈期狮校长内心实蕴含着

民族文化兴亡继绝的使命感。根据口述，

朋友曾劝他辞去培群校长职位，到新加坡

谋求更好的发展。但陈校长婉拒了这番好

意，走上了这条他甘愿为之付出一生心血

的道路。窃以为，其立场与意愿安置在“南

大生”与“南大精神”这一脉络上去加以探

究，其实也就不难理解，而且顺理成章。

展读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史，南大

生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南大生曾经是独

中师资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多达两千余

名南大生任教于各华文独立中学，出任独

中校长的更达40人，陈期狮校长即其中一

员。上世纪60至70年代，守护华文教育与

民族文化，南大人的角色功能与历史意义

怡和特写

陈期狮校长（作者提供）

╱ 文  :   李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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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替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在陈期狮校长

身上，浓缩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那

不卑不亢的脊梁身影。

二、奉献培群，稳定中求发展

陈期狮校长是培群独中在位最

久的校长，对培群独中的发展贡献

良多。征诸实录，具体可以归纳为

以下几点：

认清教育方向，秉持办学理念

在培群独中任职的第一年，陈

期狮校长便在毕业刊献词开宗明

义写道：“我们必须与国民型中学

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线，接受董

教总的领导，实行统一课程，采用

华文本，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使

独中成为真正的维护中华文化的堡

垒，在加强民族自尊，培育有胆识，

有魄力，肯为人民服务的青年，作出

他的贡献”，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

办学理念。

退休之前，出现把培群独中改

为技职学校的杂声，陈校长对此忧

心忡忡，惟恐采用新课纲与教材以

后，培群将逐渐脱离独中办学的正

轨。于是，他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表

示全国60所独中，一所都不能少，

在他执掌校政之一日，培群独中绝

不容许变质。然而，校长是有所不

为，绝非固步自封，对于技职教育，

有自己的想法。他赞同的是新山华

教砥柱黄复生提倡的技职教育，曾

就此事与黄老进行讨论。因受现实

条件制约，最终无法落实。

稳定校政，求取发展

回顾历史，培群独中走出改制

后的克难阶段，逐步在稳定中求得

发展，正是匡时杰董事长与陈期

狮校长携手合作的时期。上世纪

70年代至90年代，培群独中主体

建设逐步获得完善：1976年开始

兴建科学馆，历五年建成；1981年

添置科学仪器，增加图书馆藏，强

化教学设备；1984年，增建六间课

室；1987年耗资40余万的吴如思礼

堂竣工；1991年兴建新食堂；1994

年吴振煌楼设立语言视听室；1997

年钟子秋楼落成，翌年正式启用，

成为学校的行政与教学大楼，以上

硬体建设都是在陈期狮校长任期

内完成的。

同一时期，培群独中陆续收到

来自华基政党、会馆社团、社会硕

彦、热心群众、毕业校友的捐款，

各类筹款活动也逐年递增，一时之

间风起云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复

兴运动：1979年，学校与华团联办

万人宴，宴破千席，募集百万，在当

时诚为一大突破；1982年，联合校

友会与培群小学庆祝六十周年校

庆，深受社会好评；1983至1998年

间，笨珍中华商会、社团组织、商贩

农主屠商，以及马来西亚华文报馆、

演艺团体，纷纷为培群独中献力募

款。经过陈期狮校长努力擘画，培

群独中逐步走向康庄大道，在教学

上也逐渐取得良好表现。

舞台剧《稻橞垂首》剧照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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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学生来源

早期培群独中师长需走进笨珍

各地社区招生，说服家长将孩子送

往独中就读。个中甘甜苦乐，当年参

与招生的老师们深有感触。20世纪

80年代末，一辆载满新山学生的校

车驶入培群校园，学生来源得到拓

展。这样的转变，源自陈期狮校长

与士古来（Skudai）国光华小庄孝

式老师的一次晤谈。当初，庄孝式

老师拜访陈期狮校长，希望替考不

进新山宽柔中学的小六生，谋一条

母语教育的升学管道。陈、庄面晤

长谈，最后达成共识。为了远道而

来的新山区学生，陈校长调整了上

课时间；庄孝式老师随后把学生送

进培群。从此以后，培群独中的新

山区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而今比例

已超过笨珍在地的学生。

（四）重视民族文化教育

校长讲话的一个贯串性的主题

是民族与品德。在众人的印象里，

他热衷谈论华教课题与日据侵华，

其良苦用心不外是培养同学们的民

族品德与思想。在有的人眼里，校

长于塑造民族品德的做法也许有点

迂，因此传出过一些误解的声音。惟

归根结底，大家坚持办的华文教育，

不正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与精神？

何况教育之道，不是非此即彼，无

法定于一是。被赞誉成功的，不一

定就正确；被视作不合时宜的，也

不见得没有影响。不管哪个年代，

人们总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轻

易忽略润物无声的影响。陈校长掌

校二十三年，受他影响的校友为数

不少。由此可知，民族文化的教育，

不能以“成王败寇”来衡量评断。

必须声明的是，校长从不排拒

他族文化，而是致力实践多元文化

交流。他提醒学生“不应犯上沙文

主义者或狭隘种族主义者的毛病”

，而是“吸收他族文化的精华，融合

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这种观念符

合《南大创校宣言》提倡的“发展马

来亚文化”。

三、追思缅怀，不朽于人间

19 9 8年陈期狮校长卸任退

休，2007年与世长辞。十年时光，

宛如流水，荡涤淘洗人事浮沉，所谓

的盖棺论定变得清晰。关于陈校长

的评价，是历经漫长岁月的积淀。

董事方面，前董事长匡时杰医生

最有资格谈陈期狮校长。数年前，匡

医生曾在一次访问中感慨自己能够

长时间担任培群独中董事长，有赖

陈校长等人相互扶持。而陈期狮校

长能掌校廿余年，在于董事们对他

的信任。当年，董事长匡时杰医生、

总务丘自发将校政交由陈校长决断

处理；陈校长则在下午准时到匡董

事长的诊所汇报工作。长达十多年，

培群校园里平时难见董事踪迹。

同事与学生眼中的陈期狮校长

是位朴实敦厚的教育者。他平素尊

重与珍惜老师。在他看来，老师们已

是大学生，自当具备一定的能力，成

熟的思考，懂得如何为人处事。这一

点，资深老师最能感同身受；培群独

中董事部秘书王会詅学姐曾担任校

长室书记，多次见过陈校长谆谆教

诲，让顽童迁善改过。

学生时代，笔者有几次近距离

接触陈校长的机会。初中之际，史

地学会采访校长，他耐心地回答了

所有问题，结束前叮咛：“你们要记

住，历史不仅属于帝王将相，也包括

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高中阶段，

校长找我面谈，允准因家境清寒减

免学费的申请。两件琐事，确实可

以感受其为人的睿智与温润。2001

年9月，在哥文茶华侨殉难公墓的

公祭仪式上重遇校长。那天公祭，

墓园举行抗议大会，反对日本篡改

历史教科书，掩饰战争罪行。在这样

的场合见到校长，内心感触万千，中

学听他的痛斥帝国主义的言论，毕

业后见他出席公祭活动，顿时明白

何谓履践。陈校长的言说、行动、精

神，落实为一种情感与态度。

结语

教育路上，陈期狮校长跋涉的

每一步，自有其温度与心情。正因

如此，培群独中校庆歌舞剧《稻穗

垂首》演绎陈期狮校长故事，才可

能感动现场许多观众。而培群校方

成立的“陈期狮教育基金”，目标

是三年内筹措3百万令吉，一是充

作师资培训之用，二是提供助学金

予清寒学子，并资助毕业生再深造

用途。“陈期狮教育基金”募款成绩

斐然，现已逾百万令吉。根据资料，

南大生物系校友踊跃发动捐款，加

拿大、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校友的捐

款已达12万令吉。

捃拾陈校长零星旧事，一是追

念与感恩，二是借此整理史料，为

母校略尽绵力，三是希望建立培群

独中董事、师长、学生、校友、海内

外社会的联系，通过某个有纪念意

义与象征的人物，来加强培群人的

归属感与责任感，转化为将来行动

的动力。今时今日，培群独中高度

之前的那条崎岖山路，是校长默默

耕耘走出来的。在这层意义上，陈

期狮校长不朽。

作者为马来西亚教育工作者、自由
撰稿人

怡和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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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饶宗颐先生（1917–2018）1968年至

1973年曾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任教。此事

材料缺失，缘于目前有关饶先生的传记、

事迹、年表、研究等或失之简略，语焉不

详，或文献不征，颇有纰漏，或辗转传抄，

谬误衍生。笔者不揣寡陋，搜寻新加坡本

地档案，梳理有关文献，相互比较甄别，

并寻访新加坡耆老，问诸遗事，对先生星

洲事迹作一大略考证，或校验，或补正，

或查缺，或纠误，意在抛砖引玉，方家指

正为盼。

缘起

饶宗颐1968年秋执掌新加坡大学中文

系，到1973年秋离开，时间虽短，却是他盛

年时期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也是他研究、

创作、国际交流的爆发期之一。因此，有关

饶宗颐的各种简历、年表、传记都不能不

提到。可是，所有的相关记载，均失之简

略，或一笔带过，或谬误间杂。

关于此事，饶宗颐本人距其离开新加

坡大学最近的回忆是1976年8月。他在为

《新加坡古事记》记跋时回忆：“一九六

六年夏，余在法京，忽接已故星洲大学林

大波教授函，以该校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

见邀，心许之而未敢遽应也，迟延至一九

六八年杪始莅星洲。”

按，当时聘用饶宗颐的是新加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0年

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Nanyang Uni-

versity）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简称

国大或者新国大，沿用至今。不过，饶宗颐

回忆中提到所谓“星洲大学”（新加坡大

学）校长林大波纯属误会。1965年至1967

年担任新加坡大学的校长(Vice Chan-

cellor)的是林溪茂，其英文名字为Lim Tay 

Boh（1913-1967），被误译为林大波。饶

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略

林利国林利国

╱ 文  :   杨    斌

(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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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颐虽然是林溪茂聘请的，可是两

人并没有见过面；聘请前后的通信

以及聘书，按照新加坡的习惯，都以

英文进行，林溪茂的署名为Lim Tay 

Boh。因此，饶宗颐1976年的回忆是

根据此英文名而记为林大波，随后

大家都没有查证，以致讹传。

为何南下？

那么，新加坡大学为什么聘请

饶宗颐呢？饶宗颐又为什么决定离

开培育他多年的香港大学南下新加

坡呢？

1960年代中期饶宗颐正当壮

年，其学术成就不仅在海外华人世

界广为人知，在国际汉学界也是鼎

鼎大名。1962年，饶宗颐大作《殷

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法兰西文学

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颁发的儒莲奖

（Prix Stanislas Julien）。该奖以法

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命

名，于1872年创立，可谓是国际汉学

界的最高荣誉。此前此后，饶宗颐游

学日本、印度、欧美，一时交往，都

是国际学术界的巨擘，其学问、见

识和人脉可谓渐入佳境渐入盛境！

而儒莲奖大大扩大了饶宗颐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这应该是新加坡大学

聘请饶宗颐的重要考量。须知，新

加坡大学承袭英制，一个系的教授

只有一两个，遑论讲座教授的头衔！

此外，除了饶宗颐的学术成就，林

溪茂还要借重饶宗颐的行政能力、

学术资源和人脉，聘其担任系主任

一职，服务行政，为中文系的教学

研究以及人才培养规划蓝图。以此

论之，林溪茂和新加坡大学对于饶

宗颐是非常器重的；饶宗颐对于这

个职位，应该也是满意的，认为自

己能够有所作为。当时友朋也是这

样期许的。

那么，具体招聘经过如何？

亦不可考。惟德国汉学家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1912-2007)的

回忆或可一窥端倪。1968年，傅吾

康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任客

座教授。是年9月底，傅吾康途径新

加坡，“拜访了还不太熟悉的饶宗

颐，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

授兼系主任。贺光中离职后，新大

要重新招聘新主任，曾邀请我去做

评审。申请人当中没有谁的学术资

格比得上饶宗颐，他是大学自中文

系成立以来聘请的唯一具有国际

水平的学者，虽然为期很短。饶宗

颐的学术贡献尤其得到了当时法国

汉学元老戴密微的赞赏。”以傅吾

康的回忆分析，新加坡大学为中文

系这个职位曾经公开招聘，傅吾康

是评审委员会委员之一，而饶宗颐

递交了申请；在相关的申请人当中，

饶宗颐学术成就最为突出，因而脱

颖而出，被选定聘用。

饶宗颐去新加坡之前，香港的友

朋门生为之高兴，特地编写了《饶宗

颐教授南游赠别论文集》，作者包括

罗香林、严耕望、罗慷烈等人。罗香

林的“序”文可以一窥当时人们对

于饶宗颐去新加坡的冀望。罗香林

指出，南洋尤其是星马地区，清末

一向是文人南下的首选之地，中华

遗风犹在，前贤有康有为、黄公度

等人。而饶宗颐诗书画学术无一不

精，其去南洋，前途自然大有可观。

罗香林遂预测云：“今饶子不徒以

学术蜚声，自诗古文辞赋长短句，

至于绘事雅琴，无有不精绝者。余

固知异日南中父老之人物指点相告

曰：此畴者饶某居停之所也，授业

之坛也，著画之斋也，题诗之壁也，

鼓琴之台也，入画之树也。夫岂惟南

中之人物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有所

资於饶子哉！”罗香林的这篇序，

描述了友朋之厚望，也反应了饶宗

颐的心声。然而，结果却是大相径

庭，令人唏嘘。五十年后，不但饶宗

颐居停不为人知，连其执教事迹亦

早已鲜为人知！

怡和特写

(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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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离去？

不料，在新加坡的几年却和期

许相背，饶宗颐非常不愉快。最后，

原来九年的合约仅五年就黯然终

止，而这五年当中，饶先生也小半时

间在美国、台湾等地游学访问，真正

问事不过三年多而已。这其中的原

因，饶先生本人有过回忆，大致是

对新加坡压制中国文化不满。胡晓

明采访时，饶宗颐回忆说，“1968年

到1973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

文系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有五年

时间。我在新加坡时心情不大好，那

个时候，新加坡政府压中国文化，所

以后来我就跑掉了。新加坡本来请

我担任九年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

五年待不下去，因为我在那里做唯

一的一所大学即国立大学中文系的

教授，而政府却根本不提倡中国文

化，之提倡中国语，没有‘文’，只学

华语就够了，害怕中国文化，对大陆

非常怕。时代的转变非常有意思。我

不能再住下去。《新加坡古事记》是

在新加坡时编的，应该在那里出版，

可是至今才在香港出版。所以我的

旧诗集取名《冰炭集》，如冰与炭。

这跟当时的心情有关。假如我不以

中国文化为重，而以个人的生活为

重，我就不会这样了，生活待遇上

那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离开之后，

反而做了许多事情。我完全以中国

文化做主体的。”

饶宗颐对于任教新加坡期望甚

高。他去新加坡前后曾经花了很大

的力气整理新加坡的文献和金石

材料，研究新加坡历史，先后有《新

马华文碑刻系年》和《新加坡古事

记》的完成。可是，他个人的这种努

力，和整个社会以及大学的氛围尤

其是有关政策导向是格格不入的。

对此，饶宗颐在1989年有过侧面而

尖锐的批评。他在“新加坡古事记

引”中说：

“夫河山有表里，文化亦有表

里。今人之所追逐者，唯富是求，然

富之至义，非资财货殖之为富也；

有内富也，犹人之有内美也。内美

为何？立国之道，有不可动摇者，

以文字历史为其长久之根柢，国之

灵魂系焉。文字，非语言之谓也；必

循其声音形体，反覆其义，进焉以

究其道。乃世有外尊语言而内蠲其

文义者，有貌崇义理而徒绣其鞶帨
者，是存皮而去其骨，买椟而还其

珠也。顾体国经野，其涂多端，有好

为长久之远虑者，亦有喜求一时之

炫耀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

智者，自择而已。”

这段话把学华文抛弃中华文化

的做法譬喻为买椟还珠，现在看

来，愈见饶宗颐的远见卓识，令人

掩卷长叹。没有了文化的氛围，饶

宗颐才干无处可施，郁郁不乐，途

中几次出走外国访问，可谓兴起而

来，败兴而归。

天入西南异我乡

饶宗颐在新加坡的三五年内，

其研究在原有领域如敦煌学、甲骨

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

古金石学、书画继续高歌猛进，完成

或发表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曾

宪通曾经评论说，“香港和新加坡

是先生走向世界的舞台。”此论颇

有可斟酌之处。

香港确实是饶宗颐成就其学

问、走向世界的基地和舞台；新加

坡则不能这么说。首先，在1968年

来新加坡之前，饶在香港潜心学术

近三十年，期间游学日本、印度和法

国，获得1962年的儒莲奖，已经在

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1973年秋从

新加坡回到香港，四十余年又再创

辉煌，奠定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

应该说，香港这一因缘成就了饶宗

颐，所以饶宗颐对于香港感情极其

深厚。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

涯时，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香港上个

世纪在东亚和世界风云变化中所处

的特殊时空位置以及贡献。“香港

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只是小小

的点儿，但是它和中国的学术关系

饶宗颐对于任教新加坡期望甚高。他去新加坡前后曾经花了很
大的力气整理新加坡的文献和金石材料，研究新加坡历史，先后有
《新马华文碑刻系年》和《新加坡古事记》的完成。可是，他个人的
这种努力，和整个社会以及大学的氛围尤其是有关政策导向是格
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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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非常大，跟我今天的成就也

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经常说，是香

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

早在1953年，饶就有预见性地

把香港比作汉末三国时作为南北交

通枢纽和避风港的荆州。如果说，

荆州的特定时空孕育了荆州学派和

王弼这样的大学者，香港则孕育了

饶宗颐这样独一无二的通儒。饶宗

颐这样解释香港给予他的机遇和

栽培，“我这个人总要搞七搞八。香

港是破了model的地方，能让我的

天性自由发挥，这使得我的学术领

域能够破除藩篱，有一定的广度和

深度。我曾经对自己的学问加以归

纳，分为八个门类，分别是敦煌学、

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

学、考古金石学、书画。从时间跨度

上来说，涉及到上古史前到明清，

这样宏大的规模格局，也得力于香

港这一破了model的分割，算是得

其地利吧。”和香港相反，“新加坡

不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离开那

里才能有成就。这些问题是‘地利’

的问题”。

相较于对香港的感恩，饶宗颐

对于当时的新加坡颇有微词，认为

新加坡压制中华文化，管理者的条

条框框太多，压抑学术的自由和天

性。当时新加坡独立不久，在冷战

的大环境下，在东南亚强邻四伺的

情况下，经济上非常成功，是亚洲四

小龙之一，是东亚最早实现现代化

的国家，又是华裔为主的国家，饶宗

颐也为之高兴。1989年元旦，他作 

“新加坡古事记引”，就称赞了新加

坡的成就：“自古华人於海外立国，

而能厕於强国之林，不以幅员之小

而降其声威，不以人口之少而减其

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国乎？”

可是，作为唯一华裔华人为主

的小国，新加坡在政治上采取了割

裂与中国联系的国策，在文化上打

压中国文化，从而使得以中国文化

为主体想在海外（新加坡）做出一

番事业的饶宗颐非常苦恼。新加坡

虽然以华裔华人为主，饶宗颐反而

觉得其文化氛围不如日本和法国。

他回忆说：“在新加坡生活待遇虽

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

中国文化作主体的人。那里压制中

国文化，我觉得很压抑。在题辞里

写：‘虽无牧之之后池之蕴藉，庶

几表圣狂题之悲慨’，那真是身无

长物，两手空空的感觉，觉得失去

了依托”，“我在日本那么久，在法

国时间也很长，但并没有寄居海外

沦落天涯的感觉，因为那里有中国

文化的血脉在。像我在日本，与日本

友人写诗唱和，研究敦煌文献、甲骨

拓片；在法国时，和戴老合作研究敦

煌曲、研究敦煌白画，我都觉得心里

很安稳。”

在新加坡的五年期间，饶宗颐

在美国、台湾访问大约一年半，和

Arthur Wight、杨莲生、洪业、傅汉

思、张充和等学界名人深入交流，

固然使先生大名有所增益，但此前

先生已经在国际学术界鼎鼎有名，

因此无法称新加坡是饶宗颐走向

世界的舞台。不过，公允地说，新

加坡是饶宗颐在星洲和南洋（主要

相较于对香港的感恩，饶宗颐对于当
时的新加坡颇有微词，认为新加坡压制
中华文化，管理者的条条框框太多，压抑
学术的自由和天性。

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奠定名声的

地方，饶宗颐这几年虽然心情不愉

快，学问却依然高歌猛进，这样讲

并不为过。

饶宗颐和香港的因缘的关键一

环是香港的两所大学。2006年他在

九十华诞晚宴的讲话中几次感谢香

港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

文大学。他说，“我要感谢中大，也

感谢港大。港大把我带到国际上，

发生关系”，“我的后期能够学、艺

两个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培养

我这么做的”。“我今天要感谢两

间大学培养我的人，我是一个最不

忘本的人”；“我这个成绩是香港大

学栽培出来的，得益于Frederick-

(Ferderick Sequier Draker,林仰山

教授)当年对我的支持，这是港大

对我的影响。我的后期能够学、艺

两个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培养

我这么做的。”

本来，饶宗颐可以感谢华人世

界的三所著名大学的，新加坡大学

失之交臂，令人唏嘘。

后记

笔者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得到

新加坡本地文史前辈如陈荣照、吴

振强、杜南发、林利国和友朋如许

振义、许齐雄等之指导帮助，获益良

多，特此致谢。

作者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怡和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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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题为“诸物的生命” 
的三个视觉艺术展

2018年1月至4月份，新加坡滨海艺术

中心（Esplanade - Theatres on the Bay）

举办“三合一”的视觉艺术展。总题为 

“诸物的生命”（The Life of Things）的三

个展览，分别在该艺术中心的四个不同展

场举行，展出新加坡和本区域视觉艺术工

作者的摄影、绘画、雕塑、视频与装置艺术

（installation art）作品。

针对该视觉艺术展的总题，“诸物的生

命”，主办单位有这样的说明：

实物与地方，是历史的贮藏库、记忆

的甬道，和个人与集体的经验息息相关。

它们既是物理属性的物质存在，也具备

唤起抽象概念、发出情绪信号的象征品

质，在宗教似的信仰下，拥有可让人强劲

爆发潜力的能量。1

陈列在地底层走道和一楼“中央大

厅”（Esplanade Concourse）的展览，以 

“潜意识下的城市”（Subliminal City）为

主题，参与展出作品的艺术家是UuDam 

Tran Nguyen（越南）和Lim Sokchanlina 

（柬埔寨）。陈列在三楼“民众壁”（Com-

munity Wall）的展览，以“现代同情心博物

馆”（Museum of Modern Sympathy）为

主题，展出Kevin Fee（新加坡）的作品。陈

列在二楼“窗户”展厅（Jendela）的展览，

以“故人遗物”（Relics）为主题，参与展出

作品的艺术家是Phan Thao-Nguyen（越

南）、Sarker Protick（孟加拉）和沈绮颖 

（新加坡）。

沈绮颖以进行中 
的调研项目部分成果参展

主题为“故人遗物”的展览，展出的作

品涉及本区域殖民时期的遗物和争取独立

的叙事，意图让已经模糊的历史与场景重

新受到关注，启发人们另辟蹊径，对“既

成事实”进行替代性的探索。

其中，沈绮颖参与该展览的二十六件

作品（含摄影、实物照片、双频道录像），

是她受祖父遭遇启发而展开的，题为“总

有一天，我们会明白”（One Day We’ll 

Understand）这个调研项目的部分成果。2

祖父的故事，在沈绮颖家中，曾经是父

母亲刻意回避的秘辛。

她的祖父沈焕盛，是英殖民当局在马

来亚宣布“紧急状态”（1948-1960）期

间，被驱逐出境，遣返中国的数万名左翼

分子中的一个。祖父抵达中国，旋即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游击队，1949

年不幸被捕遇害。

“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

怡和艺苑

╱ 文  :  林   康

沈绮颖爷爷遗照（取自Fac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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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英殖民当局在马

来亚宣布“紧急状态”，撤销马来

亚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强势镇压左

翼反殖民运动，最终演变成英殖民

当局和马共领导马来亚民族解放

军（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之间的军事对峙。

在东南亚冷战氛围下，马来亚 

“紧急状态”被解读为英国与当地

政府敉平叛乱的有力举措，作为成

功范例写进教科书（和美国1950至

1970年代介入越南战争最终失利

形成强烈对比）。另一方面，当局在 

“紧急状态”下采取的镇压措施，

包括强制村民迁居（所谓“新村”

政策）、大规模拘捕与驱逐争取摆

脱殖民统治运动参与者等，连同至

今仍部分残留在当地立法中的“紧

急状态条例”（emergency  reg-

ulations），也引起若干历史学家的

质疑。当时那些貌似抽象的政策，

对被牵扯在内的个人与社群，都造

成了深远的实质影响，从沈绮颖的

家族史中可见一斑。

沈绮颖为了能够抢在当事人尚

在世间之前，通过和这些与她爷爷

同命运的伙伴们的当面接触，取得

对这些人以及对这些人当时保存

下来的物的感性认识，借此挖掘一

个个“个人”的故事与观点来增添其

调研的人的温度，不辞劳苦在中国、

香港、北马与泰南之间穿梭来回。3

这样的努力，充分从她的展品体

现出来。展出的照片是直白式的，

物件是不经装饰的，犹如赤裸裸袒

露她调研中所获取的原始资料，让

这些人这些物，自行叙述其在历史

中的经历。

在道理上，对于往事的叙述，

没有任何单一的发言人，是理应垄

断发言权的（即便这样的道理，在 

“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事实面前，有

时显得无奈）。

沈绮颖给祖父写信表明心志

祖父的遭遇，是沈绮颖从事“总

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调研项目，并

把它许为自己“一生志业”的起点。

她在此次把该调研项目部分

成果展出的一周前，在“面书”

（FaceBook）上给祖父写了一封

信，诉说了自己相关的心路历程。

她题为《在那晨鸡报晓的时候》

（When  the Rooster Crows at 

Dawn）的信，4如下：

在那晨鸡报晓的时候

(一封写给爷爷的信)

亲爱的爷爷：

我今晚要把你带回去南洋。

1949年初，你从太平拘留营被

移转上了火车，英殖民当局在新加

坡港口把你驱逐出境。船行七天

七夜，来到了中国南边的汕头。今

天晚上，我把你从北京带回到新

加坡，你两个儿子如今生活的地

方。我们的旅程会相对快些，中国

国际航空班机的飞行时间约为六

个钟头。我用气泡塑料纸妥善包

裹了你，要你和我一起安全上路。

整整七年前（那是2011年1月

份），在音讯断绝六十多年后，我首

次重新联系上了我们广东梅县老家

的亲人。我结识的一位当地画家，

用炭笔绘了一幅你的肖像画，我为

此特感开心。他根据你年轻时的

一张护照相片，在他梅州市的“五

脚基”画室，作出了一幅原人大小

的英俊画像。我带着你——在这

画里活生生的你——回去你父亲

怡和艺苑

  (林少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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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爷爷）在村里盖的我们的

客家祖屋。你是备受尊敬的海外

华侨知识分子，在马来亚当过校长

办过报。那年6月份，你四个儿子和

一个女儿怀着激动的心情首次回来

探亲，他们要求在有32个房间的祖

屋里清理出一个房间，在房里挂上

你的画像，纪念你光荣的一生。毕

竟，你是当地唯一的革命烈士。从

马来亚被驱逐回来，你就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数月后不幸被

捕，当国民党部队向台湾撤退走过

故乡的那些青山时，你在山里遭他

们所害。你被处决的几个月后，中国

内战结束了。

我每年都回去我们村里，回到

祖屋。随着荏苒的岁月，我眼看着

你如何从一个房间被移置到另一个

房间，然后被摆放在走道的垃圾

堆上方，或者和农具与杂物为伍，

因为亲戚们正为争夺产业和房子

闹得厉害。你是革命烈士，每年清

明时节，村里的学童和公家人曾经

都带着鲜花到你墓前来鞠躬敬礼。

现而今，在当下中国的现实里，我们

家族的后辈们却肆无忌惮地对你不

敬，谁还理会什么对你的怀念。我

去年八月最后一次去了村里，你在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孩子们决定，

让我把你一起带去北京。我很惭

愧自己不是个好孙女——我是个

居无定所的自由职业者，我经常入

住的狭窄工作室，肯定不是你理想

的居停之地。今晚，我就把你带回

去新加坡，去和你的长子在一起。

我仍然在努力拾掇你的故事，

以及你那些数以万计，在马来亚宣

布“紧急状态”的初始数年里，被

英殖民当局视为左翼分子驱逐出

境或“自行归国”的伙伴们中部分

人的故事。现在说起，我这才意识

到，此事打从开始至今，已经过了

七年；我有些担心自己是不自量力

了。为了还你一个公道，我一直尽心

尽力要把你的故事挖掘出来，但我

终于意识到，这可是学者们调研、

学习、书写、发表，穷尽一辈子的大

工程。我不放弃；我在寻找实现它

的途径。我不能没有的困惑是，对

知识的开拓，对被掩埋历史的挖

掘与记述——尤其当这是“错误

方”的历史时，社会将给予的会是

什么评价？

你这“不务正业”的孙女，不长

在富贵之家，不掌握社会资源，为

了生活还须四处奔波，可是她不放

弃，她执意把这作为一生的志业。

如今，我打算在下周开始的一

个展览中，讲述你一些伙伴的小故

事——所以我才带着你，乘飞机飞

回新加坡。他们会出现在展场的

墙上，连同他们当时留下的文件与

遗物。其中两位，会在展场唱出为

你们同伴所熟悉的那些歌曲，包括

当运载着被驱逐者的轮船开离马

来亚时，他们怀着义愤、含着热泪，

站在甲板上高歌的那首——《告别

马来亚》。

美丽的马来亚……

马来亚哟，马来亚哟……

我们还要回来，要回来……

在那晨鸡报晓的时候。5

你的孙女 绮颖

2018年1月14日，北京

1 《“诸物的生命”视觉艺术展特刊》，
封二

2  沈绮颖“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视觉
艺术展，赞助单位包括：纽约亚洲协会
（Asia Siciety, New York），阿姆斯特
丹“对接站”（Docking Station, Am-
sterdam），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Ee 
Hoe Hean Club, Singapore），美国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Wash-
ington DC, USA）；《“诸物的生命”视
觉艺术展特刊》，页17

3 沈绮颖的寻觅和她祖父的经历，另见林
清如《以关注社会为己任——我国摄影
家沈绮颖蜚声国际》；《怡和世纪》第29
期，页24-30。该刊电子版链接：http://
www.eehoehean.org/upload/
file/14652738206026.pdf

4 沈绮颖写给祖父的公开信《在那晨鸡报
晓的时候》（When the rooster crows 
at dawn），相关“面书”（FaceBook）链
接：http://chiyinsim.com/blog-yeye-
nanyang/

5《告别马来亚》，词（杨果）曲（杨励）作者
在1941年12月初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前夕创作，两人因南太平洋战事爆发，轮
船半路折回而得以回返新加坡。歌词如
下：今夜别离你/奔向艰苦搏斗的中原/我
们默默在怀念/美丽的马来亚/我们第二
的故乡//你胶园广阔/锡矿煤炭山众多/你
是赤道上的温泉/大自然的娇儿//我们如
今已失去在这/半岛天空高飞的自由/但
在那烽火遍地的北国/我们将继续象海
燕冲破海浪//马来亚哟，马来亚哟/我们
还要回来/要回来/在那晨鸡报晓的时候

本地知名作家、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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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下旬，摄影家沈绮颖联同其

他两名国际艺术家，在新加坡滨海

湾艺术中心举办联合视觉艺术展。在这个

以“遗物”（Relics）为主题的展出中，沈绮

颖以“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One Day 

We’ll Understand）为其个人主题，展出2

个视频和25张平面图像。影像首先由岑远

之（Cen Yuanzhi）清唱《告别马来亚》，

再由曾珍（Zeng Zheng）弹奏《保卫马来 

历史在动静之间

亚》，这两首曲子自40年代未至60年代以

来，是数以万计被驱逐人士的流亡者之歌。

偌大的荧幕装置在入口处，背景是全白

的墙，荧幕出现身穿深色西装外套的老人

低声吟唱，反差之强烈令人无法回避，颇收

震慑之效。岑远之和曾珍都是非常资深的

老革命，两人唱弹的画面，严肃而专注，视

频全长5分钟。

由于历史人物照片只能翻拍，无法原创，因此就静态的摄
影展作品而言，文物照片比人物照片，尤其是当代人物，更
容易展现历史的脉络和时序。这是以历史为主题的当代摄
影展的限制。沈绮颖在文物照片的挑选上颇具心思，技术
处理精美，主题贯穿紧密，能带出深刻的反思，可惜展出的
不多。

怡和艺苑

╱ 文  :   潘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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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背”的展品和条列式的文
字说明

不过这是一个没有导览手册就

没有意义的展览。展品无论是挂在

墙上或平摆在桌面，都没有附带说

明文字，所有图像的意义都必需仰

赖一张双页对摺的英文简介才能

产生。这是摄影及视觉艺术展很常

见的呈现方式，在这里却是一种近

似“强迫”看展人去认识和正视一

段历史的设计。简介的说明是条列

式的，文字简洁，却张力十足。

25张图像中，有人物、文物和景

物，其中一支手枪与一副义肢的照

片分外引人注目。在马共游击部队

活动的马泰边区，遍地都是自己或

敌人埋下的地雷，造成双方都有折

损。马共战士被自己布置的地雷炸

伤时有所闻，由于医疗匮乏或救援

不及，经常有同志为此丧命。能侥

幸存活并装上自制义肢，算是好的

结果。沈绮颖将枪枝和义肢并列，

跟一对人造眼球和一盒医疗器具

配搭，以4张照片为一组合带出战斗

与伤亡的连结。不过这些作品经过 

“去背”处理，删除所有背景只剩

物件本身，画面干净、去脉络，放任

看展人在毫无线索之下，自由诠释

与想象历史。

人物图像在这个展览中很被突

出，共有7位历史当事人的正面全

身或半身独照被放大展出。但同

样的，在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情况

下，这些人物只是一个个独立的身

影，呈现一种无意义的状态，唯有

阅读简介之后，这一张张凝重的脸

才有了姓名、生平和事迹，才能了

解他们生命中曾经历过的伤痛、离

散与苦难。

沈绮颖擅长用简短的文字突

显人物和故事的张力，从她挑选的

个案可见一斑。譬如割胶女工Fu 

Rongmei参加马共的地下组织，被

捕后遣返广州。她的丈夫也是马共

的地下成员，在一次战斗中丧命，死

在英国殖民者的枪口下。她后来改

嫁从新加坡被驱逐的Shi Yasheng，

丈夫却在文革时期因经受不起批斗

上吊自杀。绰号“山猪王”的马共战

士Huang Siyan，曾在行军中猎捕了

三头老虎，让上百名饥饿的同志大快

朵颐！泰国籍女战士Zhang Yuzhu

在一场战斗中被子弹击中手臂，领

导拿出一把锯子将她的手臂一刀割

断！黄天然（Huang Tianran）在“紧

急状态”颁布前后被捕，旋即被驱

逐出境；他抵达香港后继续北上，

参加共产党在地方上的游击队，其

时中共尚未建国。黄进通（Huang 

Jintong）在马来亚的森林坚持战

斗，从抗日到反殖，一直到1958年

被俘，迟至1963年才被驱逐出境。

欧庆芳（Ou Qingfang）曾担任总书

记陈平的警卫员，他一路在边区战

斗，直至马共签订和平协议解除武

装后才重返马来西亚生活。

有坚贞的革命同志，就有对立

面的“敌人”。摄影家也尝试呈现 

“历史的另一面”作为平衡，因此作

品中有一位杂货店店主，他的兄弟

被出来镇上没收“登记”的马共游

击队员刺杀，其后死在医院；另有

一张新村自卫队（Home Guards）

的团体照，自卫队的工作就是协助

英国军警加强巡逻，保卫新村环境

和居民安全；再一张是一座坟墓，

它埋葬了被马共打死的英国籍橡

胶园主David Alexander Adam-

son。这个摄影展的主题“总有一

天，我们会明白”（One Day We’ll  

Understand），正是刻在他墓碑上

的话。

摄影展从家族史出发的背景

这个以历史为背景的摄影展，

其实是从家族史出发的。沈绮颖的

祖父沈焕盛早年在马来亚参加左

翼运动，1948年被英国殖民政府逮

捕，次年驱逐出境。他回到中国参加

共产党的游击队，不幸于1949年7月

被国民党军俘虏后遭到枪决。沈焕

盛投身国共内战并牺牲了性命，年

仅38岁。3个月后，中共建国。

为了追寻祖父的事迹，沈绮颖

展开一场历史的旅程，寻访跟她祖

父有过连结的人物、地点，尝试走

进祖父生活过的年代。沈绮颖是记

者出身，具有历史学背景，不过这

次，她的工具是相机而不是笔。这

便拉出了一道历史书写和摄影作品

的距离。沈绮颖在追寻家族历史的

过程中付出很大的努力，她试图将

个人的关怀纳入更大的框架，从家

族史出发，思考更大的历史、社会

与时代意义。但她呈现作品的方式

却是去历史脉络的。

(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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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物照片陈列的商榷

由于历史人物照片只能翻拍，

无法原创，因此就静态的摄影展作

品而言，文物照片比人物照片，尤

其是当代人物，更容易展现历史的

脉络和时序。这是以历史为主题的

当代摄影展的限制。沈绮颖在文物

照片的挑选上颇具心思，技术处理

精美，主题贯穿紧密，能带出深刻

的反思，可惜展出的作品不多。但

她在人物照片的安排却令人纳闷。

她所突出的人物，彼此之间没有关

联，也没有一条可以连接他们的故

事轴。他们的出场既未按照历史时

序，也不反映世代传承，仅仅呈现多

元凌乱。即使配合文字说明，在有限

整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结合历史与美学的摄影展，不过
其艺术家视角明显大于历史视野。摄影家的历史关怀是很明确且热
切的，但她呈现了一种历史在动静之间游走的状态。

的背景和缺乏细节的情况下，这些

人物仍旧是彼此独立的个体，拼凑

不出更完整的历史图像，也未体现

更深刻意义的历史反思。

当然这不是一个摄影展该承担

的责任。不过，像这样的视觉艺术

展出，当图像本身无法自我透露意

义，而文字说明简短片面，对一般

看展人而言，可能会构成进入障碍，

甚至让人只能“断章取义”；对历史

的当时／事人来说，似乎也没有展现

出历史应有的重量。我个人作为没

有美学背景的历史研究者，观展时

脑海不断涌出疑问，想追问更多。

历史在动静之间游走的状态

整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小众

的、结合历史与美学的摄影展，不过

其艺术家视角明显大于历史视野。

摄影家的历史关怀是很明确且热切

的，但她呈现了一种历史在动静之间

游走的状态。马共历史之于我是动

态的过去，但在摄影师的快门下，是

静态的当今。过去动态的存在，如今

以静态的形式凝固成一个个未必衔

接得起来的故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现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
人。

怡和艺苑

（林少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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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超，因为哲学课程的一门课Aesthetics（美 

学），开始对自由创作感兴趣。

于2009年自学画画，2011年开始在本地参加一

些群展。

也到过清迈和北印度的斋浦尔参于艺术交流和

画展。

2016决定改变画风，2018年头办了首个个展。

他说：创作的道路很长，我感觉才迈出了第一步。

我认识子超，源于小说。他参奖的作品①，我至今

仍记得，里头的主角是个

画家。今日方才明白（其实

是我的不知情），子超当年

的那篇小说是从绘画得来

的灵感，而他本人就会画

画。这点我很羡慕。

上 个 月 ，就 是 新

年 伊 始，子 超 短 信 通

知我去看他的画展，声

明 是 小 小的 个展 。果

不其然，在牛车水摩士

街（Mosque Street），

踏上 店铺右侧的木板

楼梯，足下传来的咯吱

声 透 着莫 名的 好 奇。心 想 这 是哪门子画 廊

（其实是我的孤陋寡闻），很小的画廊（Ut ter ly  

Art），入门处到展示室堆满画作，包装或未打点过

的凌乱，显示当下人与时间、与空间争一日长短的状

态。

艺术，本来就是这样的么？答案是是也可以不

是。

我给自己说，在子超脸书上稍稍看出的一些端

倪，小小画廊里有我不知晓的异彩，我如此期待着。

因为，从他的小说，从两人之间不长不短的交往，我

相信我的感觉。

好了，终于逮着机会，

两人讲定通过对话，先是

WhatsApp后在脸书上，谈

他的几幅画作。也许（其

实没有也许），每一类艺术

创作，要求作者袒露自己

的想法（或创意），并非都

可以接受。况且，艺术毕

竟不是为了阐释，为了自圆

其说。子超要我问，他来回

答。所以，先浮上脑海的就

是画展的题目，什么是“万

物归一”？

小格局大命题
和黄子超谈画

可以这么说。但我原本也没想那么多，只是纯粹把不同对比强
烈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没分宗教和艺术的归一。后来发现到
自己潜意识中的主题，才有意识的去构思其他相关的画。

╱ 文  :  佟     暖

《百年孤独》（油画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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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展题目的什么和为什么

子超: 其实画展题目Faces of Janus是老板取

的。

  Janus是古罗马最崇高的神，所谓众神

之神。祂有两张脸，一老一少，老的望后

方，即过去，少的望前方，即未来。Janus

守着时间之门，有承前启后的意思。据说

January源自于祂。

  我自己觉得主题就是万物归一。因为所有

十一幅画作都是受印度教的哲学One-

ness“一” 所影响。我从小接触印度教，

印象最深的一个教义是：神只有一个，只

是以不同面孔出现。 

佟暖: （悄悄转到维基百科）

 雅努斯（拉丁语：I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

门神、双面神，被描绘为具有前后两个面

孔或四方四个面孔，象征开始。罗马士兵

出征时，都要从象征雅努斯的拱门下穿

过，发展成四方双拱门，后来欧洲各国的

凯旋门形式都是由此而来。雅努斯是罗马

本土最原始的神，拉丁语“1月”Januarius

这个词也是起源于他，演变成西方各国的

语言。

子超: 长大后我比较倾向佛学，核心思想也是如

此。所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与色本一

体，可相通，可互换。一行禅师常说的，白

莲出自淤泥，枯朽后又化成淤泥，莲与泥

本一体。

佟暖: 从万神之神，神创造万物，从抽象到具

象，又回到传达抽象的宗教教义。联想

到你的归一，更像是法则，而不是皈依到

宗教信仰。归一，有隐含不论基督教、天

主教、印度教、佛教等等宗教原旨，也有

雷同而可以互通的意思吗？

子超:  是啊，我觉得所有宗教的源头和真谛都是

相通的，只是后人的无知和偏执造成分

歧和纷争。我自认是个没有宗教，但是有

信仰的人。

  世人执着于表象（也即假象），只有觉悟

的人才看到事物的实质。佛即觉悟的人，

不是神。

佟暖: 所以，画展安排在元月份，和题目有关

联。

子超:  是啊，画廊老板曾在国大当教授，还是蛮有

学问的，哈哈！这间画廊二十年来屹立不倒

是有道理的。

艺术传习与思想养成

佟暖: 因为有信仰，而你在画作中，处处想体现

一种原宥，一种最淳朴的归真。这么说，

是不是更为切合你的想法。

子超: 其实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很多画都是

源于一个好玩的点子，但画多了发现原来

都属于同样的一个主题。我从小受超现实

主义画家Dali（达利）的影响，特别喜欢玩

弄double  image，就是一个形象看起来

又像另一个形象。

我这么理解：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一阴一阳，倒置有悖于器物本身
的用途，似乎有意提醒，曾经被遗忘或是陌生了的事物。题为孤独，
正好点出了两者的文化意涵——同一命运，曾经的光彩已被忘却，
革新再被革新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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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暖: 我们说原宥，我们说归真，可以不局限于宗

教的格局，放到人与物、与自然、与文化、

与法则等等关系。其实，并不复杂，如果说

通了……对不起我有电话。

…………

佟暖: 昨天忙别的事。今晚，我们好好聊。

 我很好奇的两件事，一是你说受Dali影响，

所以在绘画方面，你会学习他的绘画理论

（风格），所以也尝试画double image的东

西。另一方面，你从小就接触印度教，是怎

样接触和了解他们的教义？你经常去朝拜

他们的神吗？

子超: 我小时有肺炎，西医一直不能根治，经常

住院，差不多是两三岁至五岁吧。我们一

家当时住在北马，妈妈听说有个印度神Sai 

Baba，就请了他的一张照片回家拜。到了

五六岁，就送我们去Sai 组织的道德教育

班，学打坐，念梵语咒，唱梵语圣曲……

Sai Baba 其实是个人，算是印度教里的导

师吧。几年前去世了。

  从小妈妈经常带我们去印度庙拜拜什么的，

很多活动也在那里进行。

  Sai Baba的很多书很多教义，其实就是印度

教里头的。

佟暖: 哦哦，原来如此。这么说，是一般上看见的

印度庙，属于兴都人信的教是吗？

子超: 算是吧。Sai Baba他很少说教，只说道理。

  这里说一件有趣的事，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三十岁那年去南印度小镇Sai Baba的道

场，住了一周。到那里“朝圣”的人，除了印

度教徒，竟然包括回教徒，天主教、基督教

徒，佛教徒等。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齐

聚一堂……我们一起庆祝农历新年。当时

Sai Baba还在世。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一直

深信所有信仰的核心都是归一。

佟暖: 所以你实际上在做两种尝试，一是宗教意

义上的，另一个是艺术上的归一？不论东

西方，许多艺术形象、表达手法、思想内涵

也有共通之处。

子超: 可以这么说。但我原本也没想那么多，只是

纯粹把不同对比强烈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

《战争与和平》（油画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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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分宗教和艺术的归一。后来发现到自己

潜意识中的主题，才有意识的去构思其他

相关的画。

煮酒论画 逐一品评

佟暖: 不过，画作放在一起，确实能看出轨迹。

今后你还会延续这样的思路继续创作吗？

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幅画？

子超: 很难说最喜欢哪一幅啊……哈哈。其实多

数画，我都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都像十

月怀胎的感觉，每个孩子都喜欢。但有几

幅不太满意。

  这会是我长期的一个系列。同时也会进行

几个不同的系列。我自己认为构思比较有

意思的是《战争与和平》 。

  《战争与和平》刚好是对比最强烈的，

又是最符合当今这混乱的世界。而倒影

reflection 在英文里有“反思”的意思。

佟暖: 换个说法，不说喜欢，说最能体现你的艺

术追求的。

子超: 这是我第一个个展，艺术追求算是让每个

人看了，觉得形象画得不错，都知道是什

么，至于背后的意思就需要一番言辞了。

佟暖: 《战争与和平》的手法也是对照，意思并

不隐晦，很容易看明白，觉得就是欠缺更

为强烈的落差，感染力没有《百年孤独》

那么鲜明。

子超: 哦，你觉得《百年孤寂》更有感染力？但其

实多数人不知道背后的典故，不知道好在

哪里。

佟暖: 我这么理解：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一阴

一阳，倒置有悖于器物本身的用途，似乎

有意提醒，曾经被遗忘或是陌生了的事

物。题为孤独，正好点出了两者的文化意

涵——同一命运，曾经的光彩已被忘却，

革新再被革新替代。

子超: 我原本没这层意思。但反正作品完成就有

千百种不同诠释，这才好玩啊。

佟暖: 随想随写，表达得不够完整，大体上的感

觉。

子超: 百年孤寂也算是比较满意的，刚好百年

周年被我碰上了。此画背后的观念是这样

的：

  1917年，法国人杜尚Marcel Duchamp买

了一个现成小便池，倒过来，签上厂商的

名，取名《泉》Fountain，当成艺术品。这

平凡的小便池开了观念艺术的先河。一百

年过去了。Fountain孤零零地端坐在美术

馆一角。我于心不忍，于是在这百年周年

为它找个伴。

  2017年，我在Fountain旁边放一个倒置的

中式尿壶，以传统形式——绘画，来纪念

观念艺术的老祖宗。

佟暖: 想了解对于《两个黄人》，有什么不同的反

应。

子超: 别人的反应？

佟暖: 没错。像这样的反应：有些人看了，却提出

和你的创意不一样的解读。

子超: 《黄人》是最少人看得出典故的。但有几

怡和艺苑

我这种画在本地也算是普通了，放在整个当代艺术的环境里，没
什么特别。只是我的一些构思算是比较有意思吧，至少还没有人想
到我的那些构图。但当代艺术里最重要的创新/颠覆，我这批画并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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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地的艺术界朋友当场看了就懂，因为李

文在英文艺术圈，相当于本地中文界的英培

安。

  有朋友说看了很好奇，为什么有两个人躲在

蛋里头。也有朋友联想到子宫，因为红色的

背景。通常他们知道我背后的用意后，也表

示挺有意思的。

佟暖: 李文的《黄人》原意是一种怎样的嘲讽。

子超: 你是指李文原本的构思？

佟暖: 是的。李文想表达什么？

子超: 我并没有深入研究，但大致上是探讨他黄皮

肤的身份符号。他父亲是有名的华社报人，

但他自己念英校，不会说华语。

佟暖: 你只想表达不同时代艺术家雷同的行为艺

术。

子超: 算是吧，只是觉得放在一起好玩。

  我的画就像谜语。让观众有点困惑，可能是

我从小喜欢猜谜吧。

佟暖: 是吗？这很矛盾。艺术也是这样。要不很浅

白，容易看明白。要不很晦涩，看不懂。不

过，很浅白但又很有震撼力，很不容易做

到。你觉得呢？

子超: 是的。我这系列要求做到形象看得懂。比如

三个不同文化猴神，多数人知道，但不知道

背后三者的关系。我觉得图像太浅显就没

意思了。

佟暖: 是啊，这次有些画作是这样的。

子超: 说说对我的影响吧。除了中学时代受Dali和 

MC Escher 影响，后来大学受Magritte影

响，觉得他比Dali更合我胃口。留白的构图

是学习中国画家季大纯。他的画也深受超

现实主义影响。

佟暖: 哦，我不是搞画画的，没法评价你的画技。

如果，你愿意传授，具体说一两幅画的画法

有什么东东？OK？比方那幅吃喝嫖赌就很

有巧思。

子超: 我也没什么画技啊，哈哈，就是老老实实把

图像画好，画细。但现在回去看好像太死板

了。但也算是我的一个阶段吧。

  对，我的画主要是构思为主。不是靠画功，

因为没有。

佟暖: 所以，你说的那些著名画家给你的影响，

是在构思，在表现，在传达某种抽象的意

涵。

子超: 对。有些是学习构图，有些是学习构思。

画事与文事的未来目标

佟暖: 这是一种格局。打个比拟，类似于微型小

说的格局，小而精巧。给人一种触动。再谈

谈，你首次个展最大收获是什么？今后有何

打算？

子超: 最大收获是……哇 说来话长，就长话短说

吧。见证到友谊的可贵，很多朋友在周四晚

上抽空来出席开幕。有人买了《百年孤寂》

，据说是个本地的big collector，很开心有

人识货。最重要我看到成为画家的可能性，

这是我小时觉得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今后要更专注用心地画，我目标是成为一个

职业画家。同时还要写作。反正就是要靠创

作来养活自己

佟暖: 所以说，你的画法，这样的格局在本地少

见？有人赏识，姑且不论画技，从内容上，

你的做法和取材，之前有人做过吗？

子超: 我这种画在本地也算是普通了，放在整个当

代艺术的环境里，没什么特别。只是我的一

些构思算是比较有意思吧，至少还没有人想

到我的那些构图。但当代艺术里最重要的创

新/颠覆，我这批画并没有。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① 黄子超2011年参加“金笔奖”，小说《抽烟的男人》得第三

奖。我们在颁奖仪式上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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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始关注卡拉瓦乔（Michelan-

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是

在十多年前看了先锋导演德里克·贾曼拍

摄的电影《卡拉瓦乔》之后，觉得这个画家

的生活“太乱了”，艺术的背后是斗殴、血

腥、谋杀和性，好在绘画“拽回”了他的暴

戾性格，艺术让他获得平静和虔诚。绘画，

就是他头顶上的那一束光，不仅让他的画

明澈生动，也让他本人明澈生动——同时

暴露了他“天才的阴暗面”。但最该原谅的

人性弱点不就是“天才的私生活”（包括阴

暗面）吗！

寻找与巧遇：卡拉瓦乔

罗马是惊喜和遗憾，我的

他的画保存下来的不算多，大约有60

来幅是基本上无争议的真迹。到了意大

利当然要去寻找卡拉瓦乔。第一站罗马，

首先到人民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 

Popolo），这里有两幅卡拉瓦乔的名画《圣

保罗的皈依》《圣彼得被钉十字架》。教堂

是免费的，看画要投币，两欧元塞进，灯即

打开，两分钟，非常有意思。教堂的七八位

游客都集中在这里，这个投了，那个再投，

实际上可以看上好几轮。第二天又去圣王

路易堂（San Luigi dei Francesi）看了三幅

卡拉瓦乔，和人民圣母教堂一样，也是投币

亮灯的模式。其中《圣马太蒙召》一幅所运

用的强烈明暗对比法成为他之后绘画的标

志性特色。一束强光的射入在黑暗背景的

衬托下，将人物推至画面前，有浮雕的凸显

感，非常吸引人。这束光在美术史上可是大

名鼎鼎的呀！其实，那天八点半就到了圣王

路易堂，但大门九点半才开，于是转到附近

的“万神殿”再次看看圆顶的那束“天眼之

光”。九点半折回圣王路易堂，有人投币，叮

当一声，看到《圣马太蒙召》上的这束光，

顿时联想到万神殿的天光，两束光忽然有

了某种呼应。那一刻，我大概懂得了《圣

经》里“蒙召”的意思。

罗马最大宗的卡拉瓦乔作品藏在博尔

盖塞美术馆，一共六件，其中包括他最著

名的《捧果篮少年》和《生病的酒神巴克 

斯》。可是，因为没有预约，吃了闭门羹，错

过了六幅卡拉瓦乔，六幅啊，真是心痛。旅

行总有这样那样的惊喜，也有这样那样的

遗憾，没有完美。

怡和艺苑

╱ 文  :  何    华

卡拉瓦乔的《酒神》收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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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敏感和渴望，卡拉
瓦乔的

到了佛罗伦萨，当然要去乌菲齐

美术馆，这里有达芬奇的《天使报

喜》、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波

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这里还

有三幅卡拉瓦乔，尤其是色彩明艳的

《酒神》（不同于《生病的酒神巴克

斯》），卡拉瓦乔的放纵在某种程度

上“对比”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

节制和圣神。这个脸蛋红彤彤却无

比恬淡（似乎没有醉意）、头戴葡萄

串的酒神男孩，富态安详，有我们大

唐的气象。因为鼎盛，熟透了，开始

堕落糜烂——糜烂得漂漂亮亮、华

华丽丽。但是，我们还是嗅到了时

间的无情摧残之味，卡拉瓦乔的敏

感是骨子里的。

在佛罗伦萨的皮蒂宫也看到

两幅卡拉瓦乔，其中《沉睡的丘比 

特》，画上的宝宝睡得多么香甜。卡

拉瓦乔一生滋事逃亡，不得安寝，

他画这个“睡宝宝”，似乎也把自己

渴望睡一个好觉的愿望画了进去。

米兰道别，且慢还有好戏

印象中米兰只有一幅卡拉瓦乔，

是《水果篮》，藏在盎博罗削美术

馆。尽管这幅是他的少作，又是静

物画，仍旧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可

能他很早就意识到美的稍纵即逝，

花飘零、果腐烂，是件无可奈何的

事。我知道这是我这次意大利之行

所能看到的最后一幅卡拉瓦乔了，

第二天就得返家，在《水果篮》前，

看了很久，依依不舍，带着道别的意

味。走出盎博罗削美术馆，我感到

满足，掐指一算，罗马、佛罗伦萨、

米兰三地看了十一幅卡拉瓦乔，真

要谢天谢地。

且慢，好戏还在后面，当天中午

在米兰王宫居然撞上“走进卡拉瓦

乔”特展，有二十幅卡拉瓦乔的作

品展出。它们来自意大利各地的美

术馆及借自巴黎罗浮宫、伦敦国家

画廊、纽约大都会等世界各大博物

馆和美术馆，考虑到卡拉瓦乔作品

的稀有程度，能在一个特展中集中

欣赏他二十幅作品，实在是件颇为

奢侈的美事。先前，罗马博尔盖塞美

术馆的“六幅之憾”有了好几倍的补

偿——“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尽管那天下着小雨，冷飕飕的，

在风雨中排队一小时购票，我毫无

怨言。看看队伍前后的老先生老太

太，一个个恭恭敬敬撑伞慢挪，如

同朝圣一般。看卡拉瓦乔，应该以

这样的方式进入。

展厅的布置非常用心，卡拉瓦乔

善用红色，是那种很正的大红色，

充满生命力。有三幅画集中在一个

展区，画上人物都是红布缠身，有

重叠的美学魅力，比单看一张效果

好。这次特展还有一幅《被蜥蜴咬

伤的男孩》，痛苦与惊恐的表情，令

人过目不忘。它是卡拉瓦乔对着镜

子的“自画像”，那一时期他穷困

潦倒，雇不起模特，只有对着镜子

画自己。这一习惯在他后来的绘画

中一直保留着，包括《酒神》和《捧

果篮少年》。

充满矛盾和颠覆性诠释，卡拉瓦

乔的人与画

卡拉瓦乔一生充满矛盾：评论家

常常说卡拉瓦乔颠覆性地诠释耶稣

基督、圣母、圣徒。他笔下的圣人，

来自大街、集市、酒馆甚至妓院。

神圣与世俗，在他画中打成一片。

作者为本地知名写作人、 特约撰
稿人

卡拉瓦乔一生充满矛盾：评论家常常说卡拉瓦乔颠覆性地诠释耶
稣基督、圣母、圣徒。他笔下的圣人，来自大街、集市、酒馆甚至妓
院。神圣与世俗，在他画中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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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八岁那年，回到乡下花县（现在

已改称为花都市）去，真是看不尽

眼底风光，数不尽牛蛙乐趣。好个刘姥姥

进大观园！（不对，我本姓刘，应该是刘姥

姥进花都市！）

童年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牛

在都市长大的孩子，看到动物就乐不

可支。我最有趣的是看到牛了；有角的、没

有角的，大牛、小牛，……我和妈妈住在舅

妈家里，隔壁的阿才哥哥就一家养三头牛。

有角的水牛、它‘力大如牛’，是耕田的好帮

手；还有就是没有角的牛妈妈和6个月大的

小牛。只有小牛，不必做工，就被阿才哥哥

牵到阴凉的树下，看孩子

们玩游戏和吃草。小牛也

爱玩，有时候直追着我们

这些在玩捉迷藏的小家

伙，大家笑得不亦乐乎！

有一回，小表哥阿刚

提议叫我坐在小牛的背

上，在树下走一圈，顶好

玩的。于是七个小家伙，

把我推上牛背，好不得

意！谁知那小牛认生，一

摇屁股把我摔到地上。可

是我死不认输，在众人的

欢呼声中，我赤红着脸，

四次爬上牛背，虽然被摔

得屁股开花，但征服了这

只小霸王！“秀秀坐上小

牛罗！”那天，回家吃午饭

的时候，一群小喽罗拉着

小牛，一路上唱着我不大听得懂的乡下儿

歌，凯旋而归！

最有趣的是在黄昏时，这些牧童带了牛

群到小河戏水洗身，看水牛角浮出水面，嘴

巴呼吸喷水，圆圆的水泡浮在水面，……真

好玩！然后牧童骑上牛背，吹着短笛子，逍

遥地回家。

在花县经年，最使我喜欢的动物是

牛。

长大后看李可染画的牧童和牛

长大后喜欢东西方绘画，看中国画展

时，老是往画里寻找那些牛。后来，在李可

染的画册里看到‘牛群’。我说‘牛群’是因

为好像从来没一个画家像李可染那样画那

么多的牛，而且画得如此栩栩如生，好得叫

人去模仿，送去拍卖场高价叫卖，害得不少

有识者认真考据，忙着出来辩证。

李可染的牧牛图开始创作于1941年，

那时他大约34岁。他所以开始画牛，是因

为那时住在邻家有一牛棚，养着一头壮大

水牛，朝夕见面，李可染爱牛，他尊崇牛的

品质，‘感其终生劳动’，‘水牛容当为国

兽’。大水牛白天出去耕种，夜间吃草、喘

气、啃蹄、蹭痒，李可染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第一幅《暮归图》，就送了给老舍，“我

极爱那几笔抹成的牛啊！”牧童轻松拉牵

着，劳碌了一天，大概也在河边戏水，冲好

凉了，现在可以回家了！“哞！哞！”，大水

牛柔声轻蹄地走着。

《犟牛图》作于1962年，李可染用焦

墨画牛，因为要叫牛看起来瘦强有力，而

李可染的牧童与牛

怡和艺苑

╱ 文  :  石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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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童的笠帽摔于地，双手用尽吃奶

的力去拉那只牛。在乡间这是常见

的现象：牛遇到高地，懒牛不愿爬

坡，或是遇到小河，喜欢戏水，或

是遇到青嫩小草，都可以使它力拒

牵着鼻子的绳索，把地上滑出两个

洞，也不肯走。它使我想起了阿才

的大水牛有时也是那样的‘牛劲’

十足。啊，可怜的小牧童！可怜的阿

才哥哥！

《归牧图》作于1964年，两个

戴笠的牧童，骑着两只头相依偎的

牛，耕作了一整天，累坏了。可是那

两个牧童突然回头望着远方树林

后的天空，在一片夕阳红之中，百鸟

归巢，

吱喳一片。两个牧童惊然回首，

忘了回家了。如果是阿才家的大水

牛，又要‘哞！哞！’地叫了！

《暮韵图》作于1965年，李可

染大约是58岁。在一片茂密的树林

背后，透着稀疏的夕阳余晖，牧童

赤着上身，闲坐在横枝上，好热的夏

日炎炎，他悠哉游哉的吹着短笛，那

头大水牛只好听他‘对牛吹笛’，躺

在地上昏昏欲睡了。李可染“画神

画景之外，更向画情画境”迈进，

一派悠然！

《牧童弄短笛》作于1979年，

李可染72岁。“牧童弄短笛，牛儿闭

目听”，这是李可染自文革后重新

掀起创作豪情而作此画。画作中一

棵浓荫大树一枝横扫而出，直拖地

面，牧童站在倒V形树干与枝桠间，

站姿悠游的吹着横笛，那头大水牛

则听得出是‘对牛弹琴’地心领神

会。李可染的牛角，老辣苍劲，他的

牛身，墨色很滋润；他的牧童，纯朴

可爱；他的松树，虽然很简单，但挺

拔而有力，有致。阿才哥哥和家中的

小牛，如果要置放在画中，也必置放

于此，方才人牛两相欢！

《春雨放牧图》作于1984年，李

可染89岁。这幅画在大写意的雨中，

树林的浓淡相结合，你看那道道水

气，迷迷濛濛，一幅春雨连绵的景

象，叫那只大水牛一路淋着细雨，

一路踏着轻快的脚步，在牧童的细

细稻草干的轻打下回家！

以上5幅牧牛图是我有幸在展

览中见过或在杂志中见过的名画。

后来，在香港某拍卖行杂志见到下

列画作：《秋风吹下红雨来》、《杨

柳青牧春牛》、《初见杨柳挂新绿》

、《霜叶红于二月花》、《临风听暮

禅》，说是李可染的真迹。但杂志

内发表的其他李可染画作如《喜迎

春》、《牧牛童》、《孺子牛图》、 

《憇牛图》、《铁骨红心迎来天下

春》，应是伪作，几可乱真！其中 

《喜迎春》是《秋风吹下红雨来》

的伪作；《牧牛图》是《杨柳青暮

春牛》的伪作；，《孺子牛图》是 

《初见疏挂新绿》的伪作；《憩牛

图》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伪作；

《铁骨红心迎来天下春》是《临风

听暮蝉》的伪作。真真假假，假假

真真，我敬重李可染，堂堂一代大

画家，竟惹来如此恼人的伪作事件。

但是一想到如果不是名不虚传，又

怎么会有旗鼓相当的人，敢冒天下

之大不违，执笔冒牌作假画？大气

如李可染者，当可告慰了吧！

李可染以“扛鼎笔力” 
成就非凡气势

号称“南陆北李”—南方有陆俨

少，北方有李可染，在中国画坛中，

是这两人名称相对应而论。李可染

10岁那年，被他的老师王琴舫赞他

聪明好学：“孺子可教，素质可染”

而得这不平凡的名字。16岁至22岁，

他进入杭州国立艺术学院学习西洋

画；到了40岁的时候，又特拜黄宾

虹、齐白石为师，正是‘学贯中西’，

名实相副。他常常说：“要以最大的

功力打进去（这是指理解），要以最

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是指概括）！”

在30年代，李可染早期的笔力，

用笔轻快、疾驶、如行云流水；而中

期则步向稳重、缓慢、如大侠迈步。

我们常说笔力，是指作画行笔的时

候，点与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力量

所造成的美感，它需要以控制笔画

能力为基，又需要以线质品味为础，

才能达到有笔触、有品质的力量之

美。李可染作画时，多以“扛鼎笔

力”而成，气势特别，超过一般人。

说道拜齐白石为师，肯定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我在杂志中中看过齐

大师在1952年（92岁）

画的《牧牛图》，那个牧童看

去像个外国孩子，衣衫也别致，不

像李可染的牧童那么纯朴可爱。拖

着的那头牛，有些吃力，但不像李

可染的犟牛那样死缠烂打地不肯

走。另外一幅于1931年画的《牧牛 

图》，5只大小牛，有坐着的、有站着

的、有躺着的，……各得其所，这一

幅比较有些看头。最后一幅是1952

年白石老人92岁时为老舍先生作

的一幅《雨耕图》，山村树林，小桥

流水倒影处处，而近处则蓑笠翁在

春雨中耕种，牛只比较肥。他手持

树枝为鞭，另一手又扶着犁，低头

不见人脸。好辛苦啊，阿才哥哥的

爸爸和他家中的大水牛！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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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仿佛在时光隧道中与作者同行

在我们这个看似闹腾的华文文艺圈子，

《林明洲方块集》的出版，不太像在凑热

闹，反倒有一种姗姗来迟的讽刺意味。集

子里的文字，都曾发表在报章的小专栏，

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6年9月5日（《银幕

与舞台》），最后一篇见于2001年12月26日

（《在“反恐”的声浪中》），距今大约十八

九年，透露出一个写作人的坚守与执着。令

人扼腕的是，作者已离开我们整整13年了！

我们的文坛，沿用作者的说法，赶热闹，锦

上添花有人在；冒寒风，雪中送炭无处觅。

然而，这本集子终于出版了，说明人间

尚有余温。更重要的是，集子像一面镜子，

照亮作者，照亮众生，也照亮社会。我们仿

佛在时光隧道中，一直与作者同行。他成长

于渔村，“每当在城市里受到腐蚀与挫败

时，老是追忆着纯朴的小镇——看不到狞

笑的嘴脸、受不到欺诈折磨——的宁静生

活。”（《寻回家园》）他大半辈子在城市

中……度过，有过理想、追求和信念。他

对戏剧有特别深沉的爱，演过戏、当过导

演、写过剧本。然而，偌大的社会，竟容不

下一个有天份、有担当的艺术家，驱使他

迟来的集子
读《林明洲方块集》有感

必须靠在报馆爬格子为生，而且一呆就是

35年，直到退休。

二、他是始终把人品置于 
       艺品之上的戏剧家

《林明洲方块集》分为4辑：“银幕和

舞台“（23篇），“人情与世故”（27篇）， 

“文化生活”（25篇），“现实世界”（12

篇），书末附录他逝世前一年写下的令人感

慨万千的长文《林晨给我的启示——从星

期三的约会谈起（林晨剧作集代序）》。

第一辑“银幕和舞台”，其实是一位真

诚的，却被功利社会逐渐边缘化的戏剧家

的现身说法。五六百字的篇幅，既有作者

的喃喃私语、深刻反思，也有不留情面的

批评，善意的鼓励。

作者把他对艺术、对生活、对情感、对

理想、对丑恶的观察、理解和认知，用小

方块进行表达，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无奈

感慨。他始终把人品置于艺品之上，“在

艺术创作的领域里，的确有不少……浮华

者。他们要的只是名利……以戏装出场，

以掩饰自己精神上卑贱的那一面。”（《人

品·艺品》）他诘问，“编导在金钱圈里团

团转的时刻，怎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

（《角色？道具？》）。他对年轻人的“才

华与创意”是充满敬意的；在电力站看了 

《新准则》的展览后，他写道：“这都是年

轻人的探索、年轻人的抱负和理想，而不

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但他们的智慧在创作

的过程中燃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创作的空间》）。

林明洲于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剧本《罪

根》和《跟着大伙儿走》，已揭示他的文

怡和说书

╱ 文  :   雨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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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观和价值观。他说：“创作的素材

来自生活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即使是变化莫测的科幻片中的）

人物性格，血肉灵魂仍然要具有现

实中人物的个性，美与丑、黑与白

的观念似乎不能远离当前的价值

观，否则将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戏中的人物》）。在一篇篇小方

块里，他一再肯定反映社会人群

的生活、遭遇和感受的真实作品，

如俄罗斯世界级导演安德烈•塔可

夫斯基在意大利拍摄的《乡愁》， 

手法创新，让人“倾听大自然的

歌吟”，日本鹑剧场演出的《水

站》，以偷窥拍摄的新手法、反映

西方生活模式的《楚门的世界》

（The  Truman  Show）以及题

材现实、思想性极高的中国影片 

《生死抉择》。他写道：我们的电

视“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

靠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包装，或商

业价值，如缺少美的内涵，这在创

作的范畴里是很难被肯定的。” 

（《电视节目》）。

三、以众生相和内心世界书     
       写“人情与世故”

第二辑“人情与世故”，把读者

带入社会众生相和作者的内心世

界。笔下老人的困境，国人的沉默，

理想的不再，青年人的心态，国民的

沉默，真情的流露，言简意赅，发人

深省。作者说：“我爱雾……在黑龙

江镜泊湖湖中泛舟的片刻，沐浴于

浓雾中，白蒙蒙的雾气，在你身边，

与你同游，洗涤着你身上的尘埃，

净化着你的心灵……”（《烟雾》）

。只有热受大自然的人，心中坦荡

的人，有审美情操的人，才会有这

种体验和感受。对于夕阳族，“劳

碌了一辈子，自己的青春、理想都已

被现实吞噬了，多数人已经丧失了

往年的追求，有些人甚至埋怨自己

活得太傻……不精于随波逐流而

捞个风生水起。我为这些人的迷失

而沉思……其实我指望夕阳一族在

保健的同时，也能丰富自己的感情

世界，在极有限的夕阳里捉住灿烂

的晚霞”（《抓住晚霞》）。

对于感情，作者是率真和赤诚

的。他回忆当初“送女儿出国深造的

片刻，老是远离女儿身边，在远处徘

徊，然而握手道别时，最后的叮咛也

因泪水的浮动而阻塞，只好举手拍

拍她的肩膀，推她进入闸门，即转

身走出机场”（《男人的眼泪》。对

老朋友，他说深藏在人内心的感情

也是一种能量，“好比陈年老酒，芬

芳醇美”（《陈年老酒》）。

当然，社会的变迁，人情的淡

泊，也逃不开作者的视野。他哀

叹一代棋王蓝春雨被社会遗弃， 

“蹲在五脚基上赚取零角”，他当

年“在棋艺上的造诣”，未能免除

在老人院孤苦度日的命运；“倒下

去时，还有人对他的失意讥诮挖

苦”。作者为此发出不平之鸣：“当

人们忙着锦上添花，附炎趋势，又

有谁会赶到老远的兀兰去眷顾他

一眼。这已是都市人的惯性心态。” 

（《一代棋王》）。

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作

者思考的课题之一。他深恶痛绝 

“把人的生存价值压缩在狭窄的

圈子里”，一辈子拼搏，“就是为了

填足退休的储蓄”，“切断了人活

着的其他追求和理想，降低了人的

奋斗意义”（《人 工作 退休》）。他

担心，这种物欲的无休止追求，将

把新加坡变成一个“沉默”的、没有 

“声响”的社会，“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有关方面就有必要深

入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沉默》）。

四、希望本地有人关注 
       严肃文学消退的问题

作者对文化课题的关注，则集

中于第三辑“文化生活”内。从报馆

退休后，有一个时期他在乌节路一

间中文书店当顾问，对图书这块接

触多了，着笔也多了。他称赞长篇小

说《马语者》（The Horse Whisper），欣

赏故事中的描述：“在峡谷、山野、

流水的空间，让人触摸到田园、嗅

到泥土的芬芳”，和“在群山环抱

的牧场里……擦出的爱情的火花”

（《回归大自然》）。他批判所谓 

“新新人类”的美女小说如《糖》、

《上海宝贝》，视之为都市病、世纪

病，“风骚了几年就会像彗星般堕地

消失。主要原因，这些小说既没有秀

美的文采，也没有引人沉思的永恒

价值，横行的生命力是很有限的” 

（《美女小说》）。他揭露本地 

“阅读习惯已经被边缘化”的现

象，人们在长期书本缺乏的情况下

生存，“文化修养必然如枯干的池

塘，不会长出绿油油的荷叶”（《阅

读》）。

对严肃文学作品的消退，他指

出随着物质文明的升温，低俗的大

众文化泛滥处处，希望本地有人 

“关注这种问题”，而不是“继续引

导人们强化个人追求物质文明的生

活”（《“挣扎”》）。这一辑作者接

连写下5篇关于高行健的文章，有直

抒己见的，有回应不同看法的，有反

思后提升的，思路清晰，文字浅显，

功力不凡。作者的立论是公允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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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现象既有肯定，也不一味瞎

捧：“单以华文作为写作媒介的角度

来看，高行健的得奖，的确肯定及提

高了华文的国际地位”，但对于高行

健的作品“是否达到当前中国或台

湾文学创作最高水平”，他是有所

保留的，并认为任何评选活动，都

带有主观性和偏见，不能强求一致

（《高行建，行吗？》）。当然，围绕

高行健得奖而产生的亢奋、质疑、

肯定一切、否定全盘、颂扬、冷嘲，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作者高屋建

瓴，主张“旨在从多个角度去品评

高行健得奖的意义”。他写道：“我

认为，对任何问题，任何现象发出

多种声音总是好的，我们会因此而

判识真相。如果只允许一种调子在

重复迴旋，我们不但不能彻底理解

问题的本质，甚至会成为一种盲目

的随从者——人云亦云”（《一种

调子》）。针对高行健所谓的“我

什么派都不是”，“无主义”的“主 

义”，“倘若还留下一点惊讶，这小

说就可读，这戏也就可以看了”的

说法，作者指出他的作品“仍然写

着人类的爱、恨、性、暴力与死亡，

如果一个作家完全与现实隔离，他

能写什么呢？”文章的结尾说：“我

很赏识高的那种‘精神解放’的角

度，但我希望他在‘解放’自己的同

时，也能唤起多数人的‘解放’”（

《高行健的《惊讶》）。

五、具洞察力、分析力和 
前瞻性的开阔视野

林明洲的视野无疑是开阔的。

游走于本书第四辑“现实社会”，

你发觉作者从戏剧、文学、人生、

真情，书本，跨入不同的领域：他

探讨“高科技的冲击”（《物极必 

反》），对阿富汗塔利班毁佛行为

进行了反思（《谁胜了？》），期盼 

“世界一切都处于公正的关系中，

天秤就不会乱摆……掠夺、偷袭的

事件就不可能发生”（《九一一》）

，不同意美国总统提出的“不友即

敌”口号，把宗教、种族、文化“诸

多矛盾都简单化了”。他说：“我相

信，这些冲突不但不能平息，甚至

越‘烧’越‘旺’……根本不能给人

类带来永恒的和平与幸福”（《第

三空间》）。他感慨人们“沉醉于

武器的迷宫，不断地制造最具杀伤

力的武器，然后派上用场，屠杀同 

类”，使地球陷于“草木皆兵”，……

人都活在‘逃亡’的状态中”（《“草

木”皆兵》）。此外，方块也触及经

济课题，如以巴关系、恐袭与反恐

等。文章短小精悍，却珠玑处处，

让人惊叹作者的洞察力、分析力和

前瞻性。这些短文即使放到今天，

也不失其深刻的启示意义。

六、情文并茂书写与 
林晨的相处

书中附文《林晨 给 我的启

示——从星期三的约会谈起（林晨

剧作集代序）》，情文并茂、感人肺

腑。它揭示了作者与戏剧家林晨一

段颇长的相处日子。林晨自己写剧

本，也导演过作者创作的剧本《燕

飞翔》和《真相》。他们之间的“碰

撞”，对许多持有文人相轻眼光的

人来说，“似乎难以相信”，“但我

们的确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理由

只有一个：我们有共同的艺术审美 

观”。作者在文中贴切地勾勒了林

晨的性格：“缺乏滔滔不绝的口才，

但他的每句话，每一段话当中有他

的独特见解”，“他不善于应酬，更

不会附庸风雅”……“非常藐视那

些华而不实的商业文化所呈现的

表面闪烁，更无追求名利的贪念心 

理”，“在 所 谓 的大场面，根

本 就 见 不 到 他 的 影 子 ”。林

晨 不屑 做“ 沽 名钓 誉 的 伪 君

子 ”，所 以 即 便 被 国 家 授 与 

“文化奖”，他“一点也不夸耀”，

最后穷困潦倒，默默地在老人院度

过寂寞的晚年，“一切费用都由他

的侄儿负责”。对林晨的遭遇，作者

是揪心的：“一生为戏剧工作付出的

他，为的就是自己的理想，这种对灵

性追求的终结，在史册上必然会刻

上名字，但他晚年生活，不能不令我

们激起一阵一阵的悲痛。”

七、他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

其实，作者林明洲本人，不也是

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他如

此表白心迹：“不丧失自已的精神

家园，把感情渗入历史和文化，追

求自我净化，自我提升……守护着

灵魂的洁白”。

林明洲身材硕壮（年轻时饰演

过莎士比亚笔下的奥塞罗），蓄须

留胡，话音铿锵。在我的印象中，这

个形象数十年不变：当年在狂风浪

涛中，跟着大伙儿走，“忘不了身

边的伙伴，倾全力去扶持在汪洋中

受困者上岸”。他是“鸣宙”、“沙 

耶”、“史可扬”等等，笔耕不缀，

有感而作，掷地有声，却从不以“作

家”自居。一个上天能飞，在地能跑

的壮汉，不适时地与大家挥别，把满

天霞彩留给未来。他崇尚“生活愈

简单愈富足”，终其生一以贯之，我

想不论到了那里，他都是富足的。

最后，应该感谢明洲的家人和

友人，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尽力，让大

家确实从简单中尝到了富足！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怡和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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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樑对本地民间文史资料素有搜

集和研究，不歇的努力终于又开

花结果。《大眼鸡 • 越洋人》甫出版，并获

选“2017年早报书单”。以“大眼鸡”称出

海远渡到南洋的帆船，并借以标示书名，

凸显此书之视角乃以民间关怀为初衷，形

象鲜明。李国樑期盼在新加坡大环境的

迅速变化下，以广东先民之足迹为参照，

切入并伸展，把“昨日”与“今日”之间的

可能联系与对话平台建立起来。作者甚至

远赴广东省与海南省各乡镇、福建省猪仔

交易处等地搜集材料，对所关注的“人”

或“事”进入细节描述，他期盼做到呈现

其内在精神。

重建记忆 不使遗忘

李国樑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

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

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

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

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

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

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有成教授在他的著

作《记忆》中说到，格林柏勒特(Stephen 

J. Greenblatt)以“回响”(resonance)这个

观念说明博物馆或美术馆中的展示品如

何超越其有形的疆域而向更广大的世界

回声
读《大眼鸡 • 越洋人》

伸展（页39）。“大眼鸡”的记忆所孕育的

情感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价值怎么与现实

步调和谐共舞？这样的“无形展示品”怎

么让它在国人眼前发生“回响”的力量？

记忆是不会完整地存活于日常生活里的。

李教授在绪论开宗明义地说：“记忆无所

不在，不过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

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

曲折。”李国樑着力所在或正是担心先民

的精神价值被遗忘。

╱ 文  :  林  高

李国樑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
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
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
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
品”，往来者视而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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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鸡•越洋人》一书旁收

博采，巨细靡留，枝节歧出，甚至有

些芜杂。李国樑或有心借助于书写

记忆以发现过去。他的记述、拼凑

与重建，其实可能弥补历史的某个

缝隙与断裂。李国樑写的并不全都

是他的亲身记忆。他住在新加坡河

畔，自小父亲便常带他到牛车水走

动，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写道： 

“自19世纪中叶，牛车水已经成为

广东人的集居地，也是新加坡保留

得最完整的历史性社区。”（页55）

童年的印记，听长辈的追述，加上

博览群书以及采访相关人物，他怀

想“昨日”并组建他的“记忆”。先

民以契约华工（猪仔）与自由身的

身份出海求生，那年头，清廷国力

单薄，对海外的侨民其实没有能力

眷顾。到1891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

遵宪才为民请命，仿效美国侨民护

照，颁与“黄纸”，先民下南洋终得

到法律认可。期间先民的境遇和心

情真不是后人轻易能想象的。初始

只为求生，赚钱回乡，对当地没有归

属感；渐渐产生落地生根的意识，对

自己的在地身份不再犹豫。李国樑
在前四章列举几个重要事件来勾勒

先民辗转迁徙与艰苦打拼，并综述

过程中的反思与抉择。譬如更早时

候马来王朝与新加坡的商贸往来、

拉律事件对星马地域政治与经济发

展之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反殖民地

斗争、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以及中国爆

发文化大革命。新加坡独立建国后，

国人自信地以在地的视角去检视 

“昨日”的记忆。李国樑整理出来

不少可供大家怀想、反思与传承的

人文价值。笔者评述书中几个亮点

以彰显此书的意义。

大篇幅 小人物

先是对弱势妇女给予的同情与

肯定。1930年代发生全球经济萧

条，英殖民政府聘用妇女员工以降

低营业成本，吸引广东妇女蜂拥到

新加坡谋职。来自顺德与周边城镇

的女工就是大家熟知的梳起不嫁

的妈姐。妈姐按时委托水客或通过

银信局汇钱接济家乡。强烈的乡土

观念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造就

了妈姐的人格形象。妈姐在本地做

家庭杂役，很有一些与主人关系和

睦，甚至成为家庭中的成员，扮演

管教小孩，灌输伦理的角色（李国

樑著有《广东妈姐》）。来自三水、

花县等地的女子，多数头戴红头巾

在建筑工地工作（清远和福建的女

工则包裹蓝头巾）。中峇鲁保留区、

南洋大学华裔馆、文华大酒店等建

筑物都有红头巾的汗水斑迹。有一

群“黑头巾”（来自江门周边乡镇

和东莞）到丹戎巴葛海港和岌巴船

厂，蹲在密不透风的船舱洗油屎和

涡轮，俗称洗“廊西”。下南洋的广

东妇女中有一群“妹仔”。她们不

像妈姐有薪水有自由，也不像猪仔

有还清契约债款的一天。妹仔给有

钱人“买断”做侍婢，身份跟奴隶一

样。有一群妇女从广东和澳门来到

本地当妓女，俗称“阿姑”与“琵琶

女”。“琵琶女”属于高级艺人。人

肉贩子、鸨母和私会党形成铁三角

利用烟花女牟利营私。阿姑要供养

铁三角、缴付政府税收，赎身不易，

生活悲惨。琵琶女和阿姑做善事却

不落人后。作者走访何桂棉（小名

月小燕），她在日战期间由养父辗

转从香港带到新加坡卖给鸨母。说

好三年赎身，却因战后英殖民政府

不承认香蕉票，她多挨两年。26岁

回复自由身，决定从良。她一生经

历妹仔、阿姑、琵琶女，坎坷路上泪

水汪汪。何桂棉联合同船姐妹成立

一个叫“菊芳”的组织，沿家挨户去

卖纸花，为广惠肇留医院、南洋大学

筹款。2017年年届九十六的何桂棉

将当年广惠肇留医院赠礼表扬她的

一对吊坠回赠给广惠肇留医院文物

馆。这些本性善良的小人物占有的

篇幅凸显了她们的存在。

时代牵引 社团任务更新

其次是社团组织。互助是必需，

渐更转化为一种动力。初来乍到，

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族群为

了守望相助纷纷成立宗乡会馆。创

怡和说书

若从1727年起航开始计时，至今将三百年。李国樑为“大眼鸡”著
书立言。船帆远去矣。仿佛有鼓点咚轰咚轰随波激荡。笔者读其书
略抒感想，键盘有余温。回声是需要的。《大眼鸡 • 越洋人》虽以广
东人为书写对象，其中包含的精神价值却不局限于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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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伊始，为侨民之安顿、求职、嫁

娶、经商、祈福、殓葬等事宜竭尽

责任，渐而对兴学办校、创建慈善

医社、辟建义山等有利于华社的事

务也都以身表率。可以说，各籍贯

会馆竭力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同时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历程。现存

的文物，譬如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台

山端芬乡人士赠与宁阳会馆的铜钟

（1878）、广惠肇碧山亭大庙梅氏

族人捐赠的铜钟（1880）等，铸铜

的年代和祈求的祝词（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历历反映了岁月的足迹

以及来自农耕社会的纯朴愿景。台

山人曹亚志在劳明达街创办的曹家

馆是本地第一家血缘组织。1822

年曹亚志与台山宗亲成立宁阳会馆

是新加坡第一家宗亲会馆，亦是中

国境外第一家会馆。这是了解新加

坡社会史不应绕过的事实。若从文

化交流的性质去看，1857年广东梨

园子弟在新加坡创立梨园堂，其中

不乏因参与反清复明运动，遭清廷

追捕而避难至此。梨园堂后依据

粤剧分八个堂号取名八和会馆。自

1950年代省港粤剧团多次前来演

出，著名演员红线女、新马仔、陈宝

珠等在本地掀起看粤剧的热潮，新

加坡甚至有粤剧第二故乡的美称。

但是，时代是跨大步向前迈进的。

新加坡社会亦在迅速变迁中，宗乡

会馆为了顺应改变，自觉自发地更

新形象，与时并进。首先，从领导层

的交接到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都设

法使其年轻化；其次，成立文化中

心/文物馆以便坚守文化传承的责

任。最新成立的“九龙会”（1990

年）和“江苏会”（2016年），虽仍

属同乡/地缘组织，但是，成立的目

的已不同往日。前者移民自香港九

龙，强调“取之于新，用之于新”的

责任与义务；后者本于更好地回馈

社会的初衷，着力于会员与本地的

交流与融合，同时推动江苏与新加

坡两地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社会

进程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促使“同

乡会”肩负不一样的任务，自信地

继承其传统精神。

依然在积极地扮演惠民角色的

有广惠肇留医院。1910年着手筹办

一座民办的、规模庞大的留医院是

本地救贫济困的典范。李国樑这

样写：“留医院的院址本身就是新

加坡民间慈善医疗史上不可磨灭

的印记。正因为它有历史、有回忆，

在‘十字路’这块土地上扎根，因

此更重视留在原地体现根文化，让

它继续发扬广施惠民的精神。”梁

介福、谢永褀、李国基等人都是三

代人竭诚为广惠肇留医院服务，出

钱出力，令人感佩。同时，留医院有

赖于许多义工的热心支持，前面提

到何桂棉无私的奉献就是例子。另

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件必须慎重

点出：南来的侨民“聚萍踪于石叻，

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

然长逝”。于是，各籍贯族群各有坟

山殓葬逝者，入土为安。广东先贤买

地辟建碧山坟地，其初始即体现一

种互助相体恤的精神。1943年碧山

亭举办万缘胜会，为五万日据时华

裔殉难者超度。1978年史拜罗斯

号(Spyros)油槽船爆炸，碧山亭举

办法会为七十六位不幸死亡的各族

人士超度。对生者、对死者这都是

值得一书的恩德。后来许多坟山因

国家发展的需要而清山让出土地，

现代人亦都改变殡葬观念，但是 

“坟山”的曾经存在对新加坡社会

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著书立言 宣讲精神价值的传承

若从1727年起航开始计时，至

今将三百年。李国樑为“大眼鸡”

著书立言。船帆远去矣。仿佛有鼓

点咚轰咚轰随波激荡。笔者读其书

略抒感想，键盘有余温。回声是需

要的。《大眼鸡  • 越洋人》虽以广

东人为书写对象，其中包含的精神

价值却不局限于广东人。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2015年新加坡
文化奖得奖人

2017年年届九十六的何桂棉将当年广惠肇留医院赠礼表扬她的一对吊坠回赠给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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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如：

一、家世和时势造就了郭鹤年

比起同时代的成功商人，郭鹤年从小

一直处于得天独厚的位置。二战前父亲就

有稳固事业基础，居然有50万马币家产。父

亲也懂得应该送他进英校，还是坐汽车上

课的。日本时期为三菱做事，日军投降时，

给他大批物资交换香蕉票。日本投降后，

父亲得到英国人提供的各种合同，父亲的

东成公司战后三年就赚了四百万马币，郭

鹤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他说受母亲影响

大，实际上是父亲为他打下了事业基础，

包括传授给他与高官打交道的门路。母亲

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影响他成为一个具

有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的儒商。在

创立郭氏兄弟时，他照顾所有堂兄弟（包

括二妈），都成为股东。他主政，承接米、

糖等代理。1952年左右到新加坡设分店，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委任他为在新的大米进

口总代理。来往新加坡吉隆坡之间，进入上

等社会与高官贤达打交道。

二、如何成为糖王

米价波动不大，利润有限。他也同时做

糖，但是糖当时是受控制食物，只能通过香

港的英商太古、泰来洋行等才能进口，而英

商歧视有色人。1958年在做糖方面取得突

破，日本三井要卖肥料给印度商人，印度商

人只能以白糖交换。但是日本不需要白糖，

三井叫郭出钱承购白糖。郭决定进口3万吨

印度白糖，谁知中国也同时到马来亚进口

白糖。最后他与中方合作，同时进口印度

白糖，他成为最大的食糖进口商，打破了

英商的垄断。

在1958年，与日本人签约来马来亚设

厂生产白糖，日本人的条件苛刻，他为了

引进炼糖技术，忍痛接受。糖厂（MSM）

设在槟城，1964开始生产。在关税制度保

护下打败所有竞争者，发展成为东南亚最

大炼糖厂。他经营了45年后把糖厂卖给国

营公司，获利30亿马币。

1963起，他在伦敦做糖的期货。开始

与经纪打交道，学习他们的专长，利用

他们之间的矛盾；起初小规模做，慢慢做

大。1960年代在伦敦做期货买卖就赚了

1500万英镑，从此被称为糖王。

三、喜欢玩抛球的杂技

他说喜欢看杂技表演，特别喜欢看抛

球杂技，形成他也一直要在商界同时抛几

对焦郭鹤年

怡和说书

╱ 整理  :  南治国

2月9日，怡和沙龙在怡和轩俱乐部二楼举行，《怡和世纪》编委、作者

及怡和轩会员约30人参与了雅聚。沙龙的主题是分享对新近出版的《郭

鹤年自传》的阅读体会。郭鹤年在商品交易、酒店和房产等等商业及投资

领域的长袖善舞，他和新、马、印尼及中国政府高层的密切互动，还有他

跨英国殖民、日本占领、新马独立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丰富阅历，造就了他

作为一代华商翘楚的传奇人生。《郭鹤年自传》去年底出炉，轰动一时，各

方抢读。《怡和世纪》总编辑林清如、编委邹文学、南治国和谢声群、董事

郭庭水分享了他们的阅读感想，在现场互动中，曾经在郭鹤年集团工作过

的怡和轩会员谢文川及近距离接触过郭鹤年的李金源现身说法、分享自

己的经历。限于篇幅，这里仅整理和摘录几位发言者的要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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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球。他先后投入大米、食糖、食

油和面粉的投资。他向日本人学，

立意要做大规模、有成熟市场、稳

定而持续的产品。1962年与三井合

作，在巴生设联邦面粉厂，1966年投

入生产，后来也得到许可在新山，开

设了新山面粉厂。

四、自认有闯世界的本能

他自认有闯世界的本能。一心

要往更深、更富饶的海洋寻获更多

的鱼。他说若留在新山，一年赚几

十万，50多岁退休，是一种平庸的

人生。他离开新山到新加坡，放开

眼界，进口大米、面粉、食糖及其他

生活必需品，转运到印尼各地。移

居新加坡是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跳

板，移居香港是进一步巩固做为龙

头老大的地位。

五、如何在印尼发展？

苏哈多一向与印尼华商关系密

切，后台都是华商。苏哈多未上台

前在爪哇中部一个小镇当军官，与

林绍良建立起交情。1969年苏哈

多要林绍良开设面粉厂，林绍良拿到

licence，来找郭合作。虽然条件苛

刻，郭还是与他们合作开设了Bo-

gasari 面粉厂。他的眼光看得远，虽

然觉得在面粉厂方面“受尽委屈”

，却借机会在印尼发展，并通过林

绍良的前股东Yani 接近了苏哈多，

成为印尼大米与食糖的总进口商。

六、香格里拉集团的建立与发展

香格里拉集团的建立与发展应

该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回忆，最能

显出他与同时代华商不同的地方：

他的英文教育背景、社交圈子、锐

利的眼光，加上他的勤奋与胆识。

他与香港人曹文锦合伙开设马来西

亚国际船运公司（MISC），股东包括

马华公会。虽然赚钱，却是一段不愉

快的经历。

七、是一部成功商人的生意经

郭鹤年应该还有没有讲的、或

是只讲了一半的故事，最明显的就

是香港南华早报的收购与出让。自

传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读者感觉

不到大时代的气息；尽管如此，却

是一部精彩、令人羡慕、一个懂得

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功商人

的生意经。

■ 邹文学：

一、《郭鹤年自传》是一本内容 
       精彩、容易阅读的书。

它呈现了不同时代的画面。日

本占领马来半岛时期，他在日本公

司工作，深获信任，从此奠下经商

基础，并为他战后同日本机构的交

往铺路。

他先是做大米生意，却发现赚

钱不够快，便涉足糖业，后来还一

年飞往伦敦多次参与世界性的糖

期货市场买卖。他善于同英国经纪

打交道，又懂得利用他们之间的矛

盾，一年便能从这种投机生意赚取

几百万马币。

他与印度尼西亚华商林绍良、林

文镜和林燕志建立的结识及合作关

系，以至他取得苏哈多总统的信任

与友谊，都是导致他能大力扩展自

己商业版图的契机。

书里叙述的他和苏联、朝鲜、韩

国和古巴官商作生意的经过，也都

不缺少惊险场合。

他在中国既缺糖又缺外汇买糖

的困难时期，出钱又出力，也为他

以后在中国市场的纵横发展提供

有利条件。

其实，郭鹤年也是新加坡领导

层如李光耀总理及财政部长吴庆瑞

的朋友。后者便曾请他帮忙，勉为

其难接受马新联合航空公司主席的

职务。不过，郭鹤年自认由于新加坡

与香港税务政策的差异，后来便选

择香港为自己商业王国的根据地。

二、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不隐
瞒自己的行事作风，不掩饰自己
性格上的缺点。

我读完书的印象是，他对己待

人都很严格，他认为一个好职员的

标准是：能干、人品好、做事勤奋。

我还觉得有几个场合，他是得

理且饶人。他认为：生活中本来就

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不能把所

有人都想成通情达理的人。也觉得

他心地不错，沙斯时期不裁员。他

说做米糖和食油的生意时，听妈妈

的话，利润不超过2%。

郭鹤年有做善事，成立了四个

慈善基金。

三、郭鹤年在书里多次表示自己 
      爱马来西亚和中国，并以当 
      华人自豪。

另一方面，他对日本人的凶残

十分痛恨，也大骂英国殖民主义者

为害和遗害殖民地：掠夺、贪得无

厌、种族歧视。不过，他也赞美所

认识的两个日本人是难得的好人。

他也指责美国侵略和轰炸越南

的罪行，以至一宗合作安排告吹。

他认为政治与商业分不开。

四、书中说的几个有趣的 
     小故事。

这本书也说了几个有趣的小故

事：曼谷银行陈弼年不是坐在办公

室里审查贷款申请，而是亲自参观

申请者的工作地点，鉴定他们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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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程度；有一次他与合伙人陈锦耀

飞伦敦，买的三连座位，他躺下睡，

双脚就搁在对方膝上。

他在书里还宣称：福州人没有

其他籍贯的商人那么冷酷无情、那

么不择手段，速度和果断性也输给

他们。

五、自传也说了好些家事。

自传也说了好些家里事，爸爸

老是欺负贤惠能干的妈妈；妈妈是

位博览群书、熟知天下事的旧中国

知识女性，郭鹤年连投资等大事都

听从她的意见。

他对二哥郭鹤龄参与马来亚共

产党百般赞美，认为他是一个真正

为国为民的英雄好汉。另一方面，他

也指出大哥做事的弱点。

他不隐瞒自己背弃发妻的行为，

还显得有点内疚。

他致力发展郭氏兄弟家族的事

业不遗余力，颇能招揽堂兄弟以及

他们的后代一起奋斗。他对侄儿郭

孔丰的赏识、容忍和支持，显示是

个有肚量的长辈。

郭鹤年是个有远见、精明、勇

于实践、敢于争取胜利的生意人。

他也没忘了老祖宗、家族与亲人。

六、对这本书的总体观感。

这本书的翻译还是挺流畅的，

不过，译者对某些地名和人名的翻

译，由于懒得翻阅资料，便增加了

阅读上的困难和误解。译者常把马

来亚和马来西亚混淆，是个严重失

误。第246页把马来亚共产党写成

马华公会也很不应该。

■ 南治国：

一、郭鹤年是勤奋善学的经商
典范

再精明的大脑也离不开勤奋

和好学，郭鹤年是勤奋善学的经商

典范。郭鹤年说他一生都坚信“忙

碌是一种治疗”，只有忙碌中身心

才会结合和愉悦。在自传中很多次

提到了他的勤奋，虽然不是刻意为

之，但给人印象深刻。譬如第87页

他写在1953年至1958年间他开始

涉足大米交易，“我不断扩阔视野，

就如磨砺自己的武器。我每天清晨

七点半到八点便开始工作，一直到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才收工。我不断

从旁观摩他们的办事方式，观察他

们哪些地方犯错，并发誓不要让自

己犯同样的错误。”后来生意越来

越大，赚的钱也越来越多，郭鹤年

没有耽于享乐，相反，他为了生意，

经常世界各地寻找商机。他说，从

1963年起，他在家好像没有待过一

周以上，“像风筝一样到处飞翔”，

甚至有一段时期，常常连续20多天

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多过两晚，“

我不是逞强或闹着玩。我的生意迫

使我不断向前，不能停步。”

二、把商业当成是一种砥砺自
我、挑战极限的志业

为何要经商？郭鹤年创业之初，

资金周转并不容易，当时的英资银

行对华人是公开歧视，也让郭鹤年

受到了羞辱。但商界就是如此，“

除非你能奋力爬到岩礁顶部，否则

便有被淹没的危险”。郭鹤年把白

人对华人的歧视视为自己努力经商

的最原初的动力，到后来，生意成

功了，他的境界也更高了，他不能安

逸于衣食无忧的平庸的生活，赚钱

和商业成了他毕生的志业。他说“

我专注于赚钱，但渴望追求的并不

是钱本身，而是希望从汇聚造王者

和决策者的商业世界中崛起，并且

登上云端。”我想，这大概就是郭鹤

年和很多商人所不同的地方。

三、对华族深具信心

郭鹤年的英文教育背景对他打

造自己的商业王国至关重要，这是

毋庸置疑的。自传中，他也不止一次

提及他商业的成功要归功于他对英

语及其文化的掌握。尽管如此，郭鹤

年对华文和华族的信心从未动摇。

怡和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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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仲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师

生一行七人进行马来西亚考察之

旅，最后一站是如今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

坡。不同于之前我们所去的槟城乔治市、

太平、怡保、文冬等地，吉隆坡作为首都，

理所应当更加“现代化”，或许也正因为城

市建设的“发达”，一些具有“华人”特色的

景象反而更为少见。但是，若抛开所谓马来

族群官方的“典范”历史叙述，吉隆坡自叶

亚来开埠起，其发展历程从未缺少华族商

人、工人、妇女的参与。短短两天时间，自

然无法遍览吉隆坡的所有景点，但在陈亚

我行、我思：吉隆坡记游

才先生的导游与讲解之下，我们也能通过

参观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与会馆组织，清

晰地感受与体会到百年来吉隆坡华人社会

是如何运作、发展并延续至今的。

强调族群，背后是什么原因？

在吉隆坡的第一个上午，黄贤强老师

联络好吉隆坡文史专家陈亚才先生带领我

们来到吉隆坡最具标志性景点之一的苏丹

阿都沙末大厦，即“大钟楼”。“大钟楼”

对面，便是著名的独立广场，在1957年8月

31日，马来亚国旗开始在此飘扬，象征脱

离英国统治而独立。以独立广场为核心，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圣玛丽教堂、Plaza 

Putra地下街形成了行政、宗教、休闲的三

位一体格局。正当我们像普通游客一样沉

浸在“大钟楼”的华丽壮观之中时，陈先生

的一句“玩笑话”却引发了我的思考。陈先

生说：“这‘大钟楼’一直是让马来西亚几

个族群都能开心的建筑，因为这栋楼既是

伊斯兰式建筑，也具有钟楼这种西方式建

筑的元素，而且也能看出印度摩尔人发展

出来的风格，最后这栋建筑是由华人建造

的”。乍一听，这栋建筑倒是能体现出“马

来西亚多民族和睦共存”的特点，但我心

中却浮现出一个疑问，各族群如此迫切的

强调这栋标志性建筑与自己族群有关，是

否暗示着各族群之间潜藏着某些矛盾，以

至于各族是否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体现

族群的认同与价值？这一疑问在这两天的

游览中始终萦绕着我，而我也试图通过自

己的所见所闻解答这一问题。

沿着街道绕到“大钟楼”的后方，我们

来到了吉隆坡著名的巴生河。“巴生”是雪

兰莪州最早的开埠之地，19世纪中期，英

怡和天地  遨游

╱ 文  :  彭诚鑫

仙四师爷庙（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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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府向马六甲华商借款三万

块，聘请了八十七个华工，来到巴

生地区探测锡矿，并于1859年正式

输出矿产，这一年也是马来西亚官

方认定的吉隆坡开埠日。据陈先生

介绍，第一批来到巴生地区的八十

七位劳工，第一个月就因为水土不

服、疟疾等原因死了六十九个。由

此可见，华人为吉隆坡的开埠与发

展在财力、人力方面都作出了极大

的贡献。如果说独立广场是当代吉

隆坡的中心，巴生河沿岸则是百年

前的中心，在这反而有更多与华人

有关的建筑，如陆佑大厦，这是吉

隆坡第一座有电梯的大厦，还有陆

秋杰的百货公司，可见在上个世纪

的吉隆坡确有一些华商领袖挤入了

上层阶级。

作为开埠元勋，叶亚来街未免
名声不显

吉隆坡除了作为地标建筑的“大

钟楼”，还有为纪念英皇乔治六世登

基的“小钟楼”，在两侧则是吉隆坡

最早的三层式建筑，而在“小钟楼”

不远处，便是吉隆坡政府为纪念华

人甲必丹叶来亚所命名的“叶来亚

街”，在“叶亚来街”之上，则有叶

亚来的老房子。但叶亚来作为吉隆

坡的开埠元勋，“叶亚来街”只有

短短的四十米，并且若不仔细探寻，

甚至找不到这条街的街名。相比叶

亚来曾经对吉隆坡的卓绝贡献， 

“叶亚来街”未免太过名声不显了。

或许这也从某一角度反映了华人在

马来西亚的尴尬处境，我渐渐对自

己之前的疑问生发出了一些答案。

离开“小钟楼”之后，我们来到

了著名的仙四师爷庙。这座19世纪

末期叶亚来为纪念仙师爷、四师爷

而修筑的庙宇，直到今日仍是马来

西亚香火最盛、影响力最大的华人

庙宇之一。鉴于叶来亚之于吉隆坡

的重要影响力，仙四师爷庙一直是

学者研究吉隆坡华人历史与社会

的重要切入点。关于仙四师爷庙的

历史、仪式、神灵、组织已有许多学

者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但在参观过

程中，我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从历史上来看，仙四师爷庙的建立

与叶亚来在内战中的胜利有密切的

关系，因为庙里所祭拜的两位神灵

正是在内战中为叶亚来提供极大帮

助的“师爷”，由现实中的师爷而被 

“神格化”，并且成为影响力极大

的区域型神灵，这个过程足以反映

东南亚华人社会宗教生活的复杂，

以往认为南洋华人的宗教信仰只是

中国本土传统神灵的“在地化”，但

仙四师爷庙说明了马来西亚的华人

也有着自己“制造”的神灵。

另外，仙四师爷庙也是吉隆坡华

人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在1880年左右，陆佑曾把仙四师爷

庙的主神请到了文冬，除文冬之外，

全马以盛明利为主神的庙大概有二

十座，而因为吉隆坡的仙四师爷庙

组织完备、财力雄厚，成为所有庙

联合的主导者，因此可以说是华人

社会宗教网络的“节点”；另外，这

座庙的成立与发展，与叶亚来、叶

致英、叶德来、陈秀莲、陆佑等多

位华商领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华

人社会商业网络的“节点“；最后，

从目前寺庙托管人的构成而言，这

也是当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跨族群

网络的“节点”。

离开了仙四师爷庙，下一站便是

陆佑的故居“东兴园”，虽然现在

已经变为了律师楼，但幸运的是，

我们仍被允许参观。在妥善的保

护下，“东兴园”仍然可见百年前中

西结合的建筑与装饰风格，足见陆

怡和天地  遨游

陆佑的“东兴园”（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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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的财力是何等雄厚。陆佑与叶亚

来等人，是当时吉隆坡乃至马来亚

等地华人商人与华人领袖的象征，

他们几乎都是白手起家，主要从事

矿业，既在华人社会有着崇高的地

位，也与殖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对殖民时期的吉隆坡与马来亚

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所留

下的遍布吉隆坡与马来西亚的各类

资产，足以说明当地华人的影响力

之深远，他们的贡献也是无法被磨

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倒

也可以算是中国最早一批步入“全

球化”的人物。

午餐过后，我们驱车前往陆佑

墓。但由于陆佑墓位于军事禁区，

因此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在陈亚才

先生的带领下进入陆佑墓。下车之

后，我才发现我们竟然需要爬一条

曲折的山间小路，我本以为陆佑墓

已经破败，不想走上山坡之后，眼

前竟出现一大片陵园，与其说是“

陆佑墓”，“陆家陵园”才是更准确

的名字。在这片近百亩的陵园之中，

由上到下分别是陆佑、陆佑妻子、

陆佑后人的墓碑，并且遵循着左尊

右卑原则，四块墓碑并不在一条中

轴线上，再从墓碑、墓肩、墓手、墓

埕、墓丘的设计可以看出，传统“风

水”观念对陆佑陵园设计的影响。

但在陵园中陆佑像却穿着西式的博

士服，又印证了陆佑等华人领袖融

合中西的特点。

华社不遗余力从事文教，维护
民族文化认同

第二天一大早，在巴生港享用完

肉骨茶之后，我们来到马来西亚著名

的巴生兴华中学，这是一所华文独立

中学，最引起我注意的则是这所中学

的赞助人几乎都是各界商人、商号，

这引起了我一些思考。

随后我们受邀来到了吉隆坡暨

雪兰莪河婆同乡会，参观了新近成

立的河婆文物馆，河婆客家虽然在

马来西亚客家族群中所占比例极少，

但却有其极具特色的文化，既有客家

族群的普遍特色，又有河婆当地的色

彩。如河婆客家所信仰的“三山国

王”信仰、河婆独特的饮食文化、居

住文化都颇有河婆特色，但河婆客

家从事的采矿、割胶等行业则是马来

西亚客家普遍从事的。在简短的座谈

中，会馆负责人多

次强调他们成立

文物馆的目的是

保留“河婆客家文

化”，这样的话语

在这次马来西亚

之行的许多会馆

负责人都曾不断

提到，他们也多次

提到要保护“华

族文化”、发展“

华文教育”，再联系到兴华中学的

赞助人的成分，华社这样不遗余力

的从事文教事业，恰恰也与华人族

群在马来西亚的偏弱势地位有关

系，唯有不断的“提倡”，才能维护

并传承华人独特的“族群认同”。

这次吉隆坡之旅，参观的路线

看似并无规律，但一直有一条“主

线”，即华人族群的“发展”，既有

与华商领袖有关的陆佑故居、墓园、

叶亚来路等等，也有与华人社会宗

教信仰有关的仙四师爷庙，还有作

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组织核心的

会馆，虽然都只是“走马观花”，但

也足够从多个角度初步了解到华人

族群是如何在吉隆坡“落地生根”，

又是如何在马来族群的压力之下不

断维持自己的文化与认同，这些问

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这次吉隆坡之旅，参观的路线看似并无规律，但一直有一条“主
线”，即华人族群的“发展”，既有与华商领袖有关的陆佑故居、墓
园、叶亚来路等等，也有与华人社会宗教信仰有关的仙四师爷庙，还
有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组织核心的会馆。

陆佑之墓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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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贡前往美奈的大巴上，车窗外不

停地掠过大片的橡胶林，纯净的蓝

色天空下不断闪过大簇大簇的红色三角

梅，让人目不暇接。二百多公里的路程，车

子慢悠悠地走了5个多小时。但是这里的人

似乎都很习惯这种速度，少了些许烦躁，多

了几分悠闲，非常享受这种阳光旅程。迷迷

糊糊间，时光逐渐变缓，领着我来到了这个

海边的小渔村。

美奈
宁静似海，奔放如火，温润如水

无意中发现的宝地

美奈这个名字在越南语中的本意是 

“避风的海角”，以前这里出海捕鱼的渔

民无意中发现这块宝地。群山环抱着大

海，从来没有受到过风暴的侵袭，而且雨

水稀少，这种气候很适合制作鱼露和发展

旅游业。

整个美奈海滩沿着海岸公路伸展，绵

延二十多公里，海岸线旁是一家一家的别

墅型度假村和海鲜大排档。商店里满是俄

语的广告牌和拖家带口的俄罗斯人在海滩

上嬉戏，如果不是沿街戴着斗笠卖着法国

长棍面包的越南妇女，提醒我这是在越南，

我会有一种空间穿越的错觉。

海水拍打着岸边深褐色的堤石，夹杂

着鱼腥味的海风迎面扑来，找一张躺椅斜

靠着，听大海的声音，温暖的阳光穿梭于椰

子树缝隙间，舒倘，漫长。那抹孤独而又清

逸的金色，在层层叠叠的树叶中过滤，一

道道光影，把天地间一切空虚盈满分割成

无数阡陌，滴漏在身上，变成了淡淡的轻轻

摇曳的光晕。在美奈，仿佛远离了人世间所

有的喧嚣，一切都返璞归真，这种陌生而又

熟悉的感觉。原来一路过来的劳累和美景，

可以让人产生一种叫做“遗忘素”的化学

物质。一辈子能这样安静下来多少次呢？

我是幸运的，找到了这样一片海，没有碧

海银沙，没有人流如梭，宁静得让人觉得

空气全然冻结住一般。喝了一杯混合水果

奶昔，香蕉、椰奶和青柠香茅的香味随着

海风飘荡……

赶一个大早，多少还带着点凉意，迎

怡和天地  遨游

╱ 文  :   卢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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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日出一路前行，人群的熙攘声和

叫卖声越来越清晰。来到渔村时才

让我感受到这才是美奈最原本的

面貌，群山如母亲的怀抱那样呵护

着这个祥和的港湾，只见平静如水

的深蓝色海面上布满了几百艘大大

小小的渔船，五颜六色的簸箕船轻

轻摇曳，宛如一幅动态的3D电影

画面，震撼得让你此生难以忘却这

份古朴和自然。

走近一看，这里是一个原生态

的渔村早市，到处都是人群忙碌的

身影。渔夫们将一筐筐满载的海鲜

拖到岸上，戴着斗笠的女人们蹲在

地上将成堆成堆的海鲜按个头大

小逐一挑选，分类。女人们把分类好

的海鲜放在一个个水盆里沿着海岸

叫卖。大多数海鲜在这里不是按斤

出售，而是按盆卖，价格十分美丽，

便宜到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

接选上几盆，不远处有一间间茅草

棚，直接有渔民帮你现场加工。沾

上椒盐和青柠调成的酱料，让阵阵

海风混杂着浓浓的海腥味拂过脸

庞，一边品尝着刚从海里捞上来的

海鲜。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不时

有寄居蟹钻出来给你挠个痒痒。行

走在当地人的生活中，体验他们最

平凡的每一天，让你觉得这才是生

活的本真。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早

市的人们一一散去，这片渔港又恢

复了宁静。

上天眷顾才集美好于一身

赶完渔村的早市，坐上一辆颜色

艳丽的吉普车，沿着绵长的海边公

路，吹上四十多分钟清新的海风，

从宁静大海来到了热情似火的白沙

丘。洁白的沙子，绵软细密；弧形

的沙丘，一个接着一个，跌宕起伏；

偶有低矮的树木，几丛绿草。风呼

呼地在耳边吹着，洁白的沙子随着

风轻舞飞扬，在沙丘上舞成一道道

规则的波纹。脱去鞋子，光脚走在

白沙丘上，沙极细且柔软，阳光的

热度从脚底直抵身体深处。

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人，白沙要

将我留在它温暖的怀里，拖住我的

双脚，可我执意挣脱它的爱恋，如

顽童一般在这湛蓝和洁白之间奔跑

着，雀跃着，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长

串飘逸的脚印。白沙丘从从容容地

展示着它优美的体态和曲线，回望

身后，沙坡陡峭如削，白璧无暇，冷

峻中含着几分柔韧的曲度，野性中

带有几分羞怯。沙丘脚下深蓝色的

荷花湖里飘来阵阵荷香，如一片绿

洲，给人带来一份希望，让人仿佛

置身于“一半沙漠一半海水”的奇

妙幻境之中。

感受沙漠般的热情后漫步于沙

丘和岩层之间的小溪——仙女溪，

外面骄阳似火，这里却别有洞天，

一片荫凉的气息。潺潺溪水被掩藏

在浓密的热带树林里，有着怪石嶙

峋的喀斯特地貌。蔚蓝的天空中飘

着丝状的白云，沿着溪水逆势而上，

光着脚丫踩在胭脂水粉一般的红土

上，趟着刚刚溺过脚背的溪水，两边

是红白相间的石灰岩和红土，而山

顶上还有绿色的树丛，溪水时而清

澈，时而夹着红色黏黏的泥土，如热

化了的巧克力，顿时间绚丽的河道在

阳光的照耀下如仙女五彩斑斓的羽

衣，婀娜多姿。河床是如此平整，无

需担心脚下踩到怪石嶙峋，偶尔最

深的地方也没不过膝，此刻脚下一

片清凉，红沙细腻温润，仿佛走在

天鹅绒上一般柔软舒适。游客三三

两两，都光着脚丫，感受着仙女溪

流淌的气息，那种流过趾缝间的细

腻与温润，会一直缠绵在你的心里，

让你念着她，想着她，此生难忘。

世界上难有一个地方能把大海、

沙丘、溪流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上天是对美奈有如此的眷顾，

才能赐予她各种美好于一身。美奈

的气质就如女子的气质，时而安静

如海，时而奔放如火，时而温润如

水。这里没有绚丽奢华的海滩，却

多了几分古朴和烟火气息，在这纷

繁复杂的的世界中留存最原始的美

好，反而彰显出她的独特和别致。

有个女子等你来寻

美奈这个温婉的渔家姑娘，头

戴斗笠，双手摇橹，穿着白色的奥

黛，婀娜的站在簸箕小渔船上，向

你露出淳朴的笑容时，你才会发自

内心地感叹：喧嚣的灯红酒绿，车

水马龙的市井中无处安放漂泊的灵

魂，突然遇到了美奈，生活的苍白

与惶恐在瞬间被抽离，正因这份简

单和返璞归真。生活不会永远都是

战斗的状态，也不会永远都是振奋

的，更多时候它平淡踏实似多年携

手而过的夫妻。我们需要城市的繁

华去激发理想，但更需要到美奈这

样宁静的小渔村学习如何去爱，去

生活，去面对人生。

有些爱，安静如海，纵有奔放似

火的热度，也会因爱得太深太沉，只

能平静地回归到溪水般的温润。

美奈，有个女子等着你来寻找

这份爱。

作者执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自由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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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道中人互传的手机视频中，教我

惊艳的是泰国的广告和小品。前者

天马行空，鬼马风趣，创意十足；后者言之

有物，真挚温馨，平易感人。让我领教了泰

国文化产业的无穷潜力之余，更体悟到这

和文化底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电影《Bad Genius》， 
指出精英教育弊端

近期，观赏到一部出彩的泰国电影，片

名是《Bad Genius》，本地的华文译名为 

《神精妙算》。剧情改编自真人实事，内容

是有关学霸利用过人的智商，规划出教人

看傻了眼的考场作弊个案。《Bad Genius》

（个人直译“坏天才”）的命名已直接地表

白了导演的态度和立场，导演更在片中铺

排了灵魂人物女学霸最终迷途知返，悔过

自新、走上正途。

试想想，在现有的精英教育制度之下，

所培育出来的精英，将来都是国家各个领

域的“精英管理团队”的翘楚，若聪明绝顶

之人聪明用尽，机关算尽，将“道”字放两

旁，把“利”字摆中间，这将带给社会极其

可怕、不好收拾的乱象及不可估计的人为

祸害。其危害之深，不亚于自然灾害，甚

至动摇国本也不是不可能之事。这已不是

在危言耸听，信手拈来的全球性个案一箩

禀赋 • 善良

筐。譬如：美国雷曼兄弟所掀起的世界性

金融风暴；德国汽车名厂的“排放丑闻”；

日本老字号企业在财务上的报假账；我国

SMRT在2011年末发生的“地铁大瘫痪事

件”，随后官方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在调查

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地铁维修管理系统的大

纰漏，更凸显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

深层问题，精英管理团队长期地以功利至

上来算计，漠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这已经

是乖离了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

总而言之，全球案例之多，多如牛毛。

从黑心食油、毒牛奶、毒鸡蛋到假数据，可

谓层出不穷。“道”不昌，“术”横行，“术”

爬到“道”的头上撒野，世道无宁日。脚踏

政治与文学两只船的北宋名臣欧阳修说出

醍醐灌顶之警世名言：“士大夫之无耻，是

谓国耻。”用现代话语来诠释，社会精英犯

浑干起无耻之事，即是国家的耻辱。

这也是电影《Bad Genius》引起我关

注的一个泛全球性的课题，究竟现有的 

“精英教育制度”带给了我们什么？又使

我们失去了什么？

重经济轻人文， 
导致思维坐标严重失衡

说到我国的“精英教育制度”，必须从

我国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说起。李光耀

怡和天地  茶座

╱ 文  :  刘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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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字摆中间，这将带给社会极其可怕、不好收拾的乱
象及不可估计的人为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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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留学英国的精英，更是本国 

“精英教育制度”和“精英管理制

度”的奠基人和推手，毕生不遗余力

去罗致最优秀的人才从政，他信奉

的是由狮王统领群兽的丛林法则。

为此，政府每年颁发奖学金，予全

国高中会考的优秀高材生，占总考

生的5%，然后分配到当年经济发

达的欧美、日本及其它友好国家的

著名大学去深造。留学生毕业回国

后必须履行奖学金合约的条文及

义务，为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服务若

干年。这为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这是不可

抹杀的事实。

毋庸置疑，发展不但是硬道理，

还须能够永续地发展。还有，单脚

也能走路，但不比双脚行走合乎人

体自然的平衡状态。老领导在位数

十年的领导风格，重经济轻人文，

已故文化人郭宝崑生前就曾对长期

执政的领导人，在每逢国庆群众大

会的冗长演讲中，年复一年除了强

调“经济，经济，还是经济”的单一

内容摇头叹息，并存疑我国社会将

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哲人敏锐的“

先知先觉”，似乎是未卜先知，成了

醒世及警世的预言。重“数（学）”

轻“哲（学）”所培育出来的精英，

通病是思维体系的坐标处于严重

的失衡状态，容易导致核心价值观

出现偏颇、甚至是异化的缺憾。举

世皆知，我国的政治精英团队，是

以经营企业的管理模式来治理国

家的经济产业，既便如是，殊不知

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字号，不仅仅会

精打细算，更须注重年复一年去积

淀自家的“企业文化”，才能茁壮成

长为参天大树。历史的殷鉴是，朝

代的轮替教人习以为常，但国粹文

化经年累月积淀下来，成了沉甸甸

的文化遗产流芳百世。

善良比较天赋， 
前者更难更可贵

亚马遜总裁杰夫·贝佐斯是精

英中的精英，他在普林顿大学的演

讲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贝

佐斯说起孩提时的一个小故事：毛

孩时，天资高，数学好，好表现。夏

天常在祖父母的农场度过。某日，祖

父开着车，吸着烟的祖母坐在杰夫

的身旁。杰夫厌恶烟味，又从看过

的有关吸烟的视频中，得知每吸一

口烟就会减少几分钟的寿命云云。

贝佐斯心血来潮耍聪明，很快就估

算出祖母每天吸几支烟，每支烟要

吸几口等等，然后洋洋得意地对祖

母说，她会因吸烟而折寿多少年。

没想到，祖母听后哭了起来。杰夫

开始害怕自己是否闯了大祸惹毛了

大人。而睿智安详的祖父一直在默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国优秀的学生，数理科目是强项，享誉国
际。本地的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两所大学，都上了世界大学排
行榜的好名次。但是，薄弱的文化底蕴及人文素养是我们的软肋，
杨振宁教授就曾在本地的演讲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本土专业学
者的一大缺点。

默开着车，然后将车停在适当的地

点，下车引领杰夫到一旁，心平气和

对他说：“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

良比聪明更难。”

贝佐斯不但天赋高，悟性也高，

长大后明了天赋和选择不同。聪明

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

禀赋聪慧与生俱来，而选择则须小

心思量。所以，善良比天赋更难更

可贵。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国优秀

的学生，数理科目是强项，享誉国

际。本地的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

学两所大学，都上了世界大学排行

榜的好名次。但是，薄弱的文化底

蕴及人文素养是我们的软肋，杨振

宁教授就曾在本地的演讲后，一针

见血地指出这是本土专业学者的一

大缺点。因此，刻不容缓有待去正

视及强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待人接物，须从娃娃抓起。长

大后还须养成终身学习两手抓，一

手抓与时俱进的知识，一手抓素养

修行，始能把失衡的人生态势给矫

正回来。重视教育是任重而道远，教

育导向定位更是重中之重。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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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年为农历丁酉年，金鸡年。这个

农历年特别长，从2017年1月28日（农历

正月初一）算起，至2018年2月15日（农历

腊月三十日－大年除夕）共计383天，闰六

月。有农历六月出世的朋友，还说拥有两

次庆生的殊荣！

如今鸡鸣已近尾音，乘此送旧迎新时

机，回顾搜集整理近年“鸡”“机”相关的

新旧事，算是应景应节的个人感怀；否则，

得多等十二个春秋才有新“鸡”会！ 

“手鸡” 

记得多年前在珍珠坊某候车亭“不小

心”看到买卖“手鸡”的招贴纸，深感遗憾

与叹息之余，脑海里也浮现出爱机人手握

鸡只的异象画面！ 

后来观赏陈哲艺的获奖电影《爸妈不

在家》，故事背景的年代，恰值 “电子鸡”

玩意儿风靡一时；片中男孩主角每天必“

喂”鸡只，消耗不少宝贵的时间在照顾“

鸡只”、伺候电子鸡/机上。 

电影里的大故事小情节，唤醒许多大

人小孩的温馨记忆；年青导演把人生情

节揉入剧情里，引起观众的共鸣，体现戏

如人生的效果！

醉鸡 

难忘2014年3月8日该天所发生的大

小事，与鸡有关；更精确地说，与“机”

有关！

那次，难得长驻外地工作的大儿子回

返。因公务在身，只能在返程前的周末回

家短聚，约好7日晚全家到邻近的饭馆聚

餐。难得团聚，老二与哥哥感情要好，坚

“鸡”与“机”那些新旧事儿

持作东；所点的菜式丰富多样，还特意挑

了菜单上别具特色的名菜“贵妃醉鸡”，

让家人尝新赏鲜。

年轻人多爱香脆口味。往昔外出用餐

时总爱点怪味炸鸡，加了虾酱之类，味道

如其名，但还能接受。这次新人类主动作

改变，摄取较低卡路里，多为健康加分，

值得赞许！ 

醉鸡滑润，带清新酒味，稍嫌分量小，

浅尝后舌尖味蕾尚未能记住味道，孩子们

也有同感。于是，我乘兴建议在附近超市

买只“山芭鸡”试作“爱心醉鸡”，女儿立

即手机上网，浏览食谱、进超市购鸡，以行

动支持，为次日的晚餐加菜。

依照原定计划，儿子的飞机定于9日凌

晨起飞，家里用过晚餐后送他赴机场，时

间尚宽松从容。

世事难以逆料。8日大早却传来惊天动

地的恶讯：马航飞机MH370失联，自此成

为绝响。空难揪住千万世人心弦，罹难者

亲友更是伤心欲绝！儿子次日凌晨的班机

回返，北上的飞行路线恰好同个方向；我

当下心弦紧绷，不期然想起还在冰箱里那

只酝酿着，即将成醉鸡的山芭鸡，我心纠

结，吃还是不吃？

自问处世坦坦荡荡，素不迷信；在这

个骨节眼上，却启了忌讳的开头。家里吃

饭自烹或外买，凡咖哩鸡、娘惹鸡、白斩

鸡俱可，炸鸡、醉鸡则免谈！有点阿Q吧？

只求心之所安！想今时多少人乘飞机如家

常便饭，儿子工作常须“乘机”出差，心底

只求日日吉祥，机机平安。那天晚餐，战战

兢兢地把炮制好的醉鸡“消灭”后，发誓

下不为例！

怡和天地  茶座

╱ 文  :  李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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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鸡

多少父母心情如我，默默祈愿，

各地机场乘客“出入平安”？！可

惜上天我行我素，祈祷纯粹属于“

一厢情愿”！同年（2014）岁暮，圣

诞节余温尚在，人们正预备去旧迎

新、跨入2015年之际，12月28日上

午，竟然再次发生飞机“失联”悲

剧，地点就在我们的邻居迴迴万岛

之国的印尼！马来西亚的亚航班机

是日上午从瓜哇泗水机场起飞，原

定于当天8点30分抵达我国樟宜机

场，结果一飞不返，无法再见（过后

确定因避开恶劣天气，急速升高而

失事坠毁。）

本地媒体陆续列出当年各地发

生的主要空难事端。亚洲区域航

空公司中，马航掉了两只飞机；台

湾复兴航空也走霉运，发生两次坠

机悲剧，2014年7月24日于马祖澎

湖，2015年2月4日则于台北。呜呼，

天地同悲恸！

决意与“醉鸡”绝缘之后，自我

调侃患上“惧鸡” 症！无独有偶，

姐姐的好友护照到期后，决定暂不

更新。她欲强制自己短期内不出远

门、2015年不乘飞机，看来她似乎

也“惧鸡”了？！ 

飞鸡 

近日与友人在植物园里游走。

穿过油棕榈树间时，忽见两只红原

鸡腾空飞过，后停在我等眼前不远

处；其中一只喙迴着被鸟啄过而掉

落的油棕红果，堪称奇观。园林间

另一头，一母鸡带着四只雏鸡，在油

棕树下漫步觅食，细心示范、教导孩

儿们觅食之道。如此天伦图，悠游自

在，其乐融融；又见一只个子中等的

红原鸡在邻近徘徊、就近守护，鸡年

原鸡全家福画面，暖人心田。

一回与几位文史好友中峇鲁茶

叙，恰好其中两位旧时也居住附近，

于是话题一转，谈到昔日乡居生活。

我家过世数载的舅舅，生前也居住

中峇鲁组屋，并在那儿的市场摆摊

卖布多年至退休，早年住在“乌桥

头”(Havelock Road附近)。我老

家在西部海边渔村，家里长年散养

一些鸡鸭；逢年节前，母亲会择日

要我负责送两只鸡只到舅舅家；阿

姨居住在相距不远的女皇镇，每人

一只。

当年我大概念高小五年级吧！ 

活生生的鸡只，如何运送？！还记

得母亲挑选两只肥美健壮的，它们

身披褐红色毛羽，双脚被绑牢后，

被安置在宽松的厚纸袋里头（ 那

时塑料袋很少） ，袋里底垫几张

报纸（以防万一鸡只大小解），半

抱半提地带鸡只出游，乘巴士下坡

去；一路提心吊胆不在话下，心里

默默祈愿鸡只安分守纪。车程大约

需一个多小时光景，遇到车长刹车

或颠簸或转弯时，顾得了自己顾不

了鸡只，以致发生“飞鸡”意外；在

那鸡飞人跳的瞬间，真恨不得有个

地洞可以钻进去；幸好只局限在车

厢里，那时的乘客们也乐意出手相

助，才能有惊无险，平安把“礼物”

送抵目的地！

阉鸡

好友原籍广东，嫁入海南籍贯

的家庭。她家婆非常注重传统节

日，常在节日办家庭聚餐，准备家

乡传统美食；海南阉鸡是其中一道

祭祀要角！

如何张罗？海南岛运来？非也，

自己养殖！旧时她家居有地住宅，那

个年代巴刹还卖活鸡，选购几只肥

壮的，送到兽医处，为鸡只做了节

育手术，带回家圈在自家地里放养，

过了一段时日后，即长得肥美巨大如

火鸡，宰杀后烹煮成为如假包换的

家乡海南阉鸡！

好吃吗？肉厚而硬，不若现今市

场上的肉鸡美味！或许，老辈人注重

乡味乡情甚于舌尖口味吧？！

结语

2018年华人春节迟至公历二月

十六日方才莅临，农历戊戌狗年的

正月初一。期待谨慎度过2017年的

经济低迷、厘清地铁系统纷乱事件

后，全面迎向朝阳新气象；正是：日

新月异金鸡去，国泰民安玉犬来！祝

愿戊戌年大吉、万事兴旺！ 

作者为 本地知名作家、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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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下午的天空真蓝，静得出

奇，慵懒的云朵慢吞慢吞地行，注视

了好久，好像没什么移动，只有风在

出声，在耳边飘过。

河岸边，几位老叟望了望天空，点点头，心中有了决

定。今夜的海面应该是风平浪静，海不出声，风轻轻带

过。

太阳已经向西移动，妇女们在渔场翻搅曝晒着的江

鱼子，一旁的老督工色瞇着眼睛注视她们被汗水湿透的

身体。当女工们回头向他怒目瞪去，他赶忙望上天空，阳

光还是有点刺眼。

太阳西斜的天空，色彩斑斓。晒渔场的妇女陆续离

开，河岸逐渐沉静下来。野猫在渔场的周围搜寻散落地上

剩余的江鱼与苏东子，享受他们美好的晚餐。

入暮的天空，没什么好看，只听到潮水起伏的哗叹。

短笛无腔信口吹

怡和天地  茶座

╱ 文  :  宋  铭

落

天
空

风一吹，落叶就像雪花一样飘

下来。

过了一夜，门庭堆满，路上堆满，

脚踏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碎了的叶子在呼救，叫我放轻脚

步，“别踩得我们那么着力，我们疼

啊！”

风一吹，被吹上半空的叶子可高

兴了，以为可以升上天堂。风息了，他

们又掉落地面，懊恼地诅咒。

寂静的树林，树叶正在从我的身

旁萧萧飘落。小溪带着坠下的叶子哼

着山曲汩汩流去。漂在水里的落叶这

回又乐了，以为在旅行。拐了几个弯，

小溪停止了流淌，所有的落叶就缠在

一起沉沦。

秋天的落叶都很美丽，染红了

大地。裸露的树干，把枝丫安静地伸

出，向着天空祈祷，接下来的季节，

生命无恙。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叶

  (林少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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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65) 6725 9988
传真: (65) 6725 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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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领袖。
以影响世界之力，成就伟大，一切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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