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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国家观念，那就是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

国。1963年备受争议的马来西亚成立，扬言要在马来世

界创造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共同体，不过两年后，新

加坡便在种族主义火焰高涨的情势下离开了它。

做为一个独立于马来地缘政治以外的新生政治机

体，独立后的新加坡延续其与原宗主国在军事、经济与

政治上的紧密关系，国际间刀光剑影的冷战博弈进一步

致使新加坡向西方阵营靠拢。虽然我们保留马来语为国

语，但是英语英文很快地成为主导一切的语言，所谓的

后殖民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处处有迹可循。我们不曾有过

任何去殖民化议程的设想，全盘接受殖民者的精神遗产

看似理所当然。1969年纪念开埠150年，建国总理李光

耀演讲时指着几度搬迁的莱佛士雕像说，“那就是大家

接受英国人精神遗产的象征、它对新加坡的未来发展

将有正面的作用。”1

独立建国后，单元的历史叙述传播的基本上脱离不

了殖民者的历史观。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历史教育

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通过强调国家面对外来威胁、

种族与宗教等内部矛盾的脆弱性，从而突出维持现有秩

序的必要性。历史的重构举步维艰，任何有异于主流论

述的历史叙事，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

3月30日“打击网络假信息听证会”演变成为一场

涉及历史问题的争论，历史与政治纠缠不清。到底历史

应该由谁来诠释？信息时代众声喧哗，人们应该如何对

待异己？政界与学界的一番交锋，发人深省。

是的，我们应该反思历史，可是历史为何物，历史

谁来写？

林清如 • 总编辑

怡和点击

明 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00年，总理今年新年献词

呼吁国人反思历史，开创未来。媒体跟着强调 

“掌握历史和解读历史的自由”，并期待“在尊重历史事

实的基础上，保留对其解读的百家争鸣。”

远的不谈，我们就从莱佛士登陆说起吧。

姑不论莱佛士在新加坡历史上应有怎样的地位，自

他登陆以来200年的新加坡历史，基本上就是东南亚

殖民统治与反殖运动历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这部历

史还在演变中。

档案图照显示，当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畔与天猛公

签订第一份条约时，英军大炮早已在河口亮相。英殖民

者威逼利诱，通过文字游戏逐步蚕食马来土王的主权。

继而利用殖民地人民在领土疆界、种族与宗教上的歧异

制造分裂，然后分而治之。在非洲、在亚洲，至今仍有多

个地方种族或宗教派系格斗、战火不灭，那都是源自西

方殖民主义种下的祸根。

从英殖民者踏足马来半岛的那一天起，马来半岛

人民的反殖意识随即萌芽。1875年霹雳州苏丹阿都拉

（Sultan Andullah）领导与殖民官员J. J. Birch 的抗争，

便是启蒙时期的反殖斗争。二战后英军重返马来亚，大

事镇压各民族独立运动，然后与代表马来封建势力的种

族主义政党巫统合作，稳固了他们在马来亚的经济与军

事利益。与此同时，英殖民者实行新马分治，把新加坡从

马来半岛割切出来，意欲将其发展成英殖民主义者在远

东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中心。

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运动进入高潮，1959年

成立的自治政府定马来语为国语，明确宣示新加坡人

1 Bony Tan: Statute of Stamford Raffles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19_2005-01-13.html

独立建国后，单元的历史叙述传播的基本上脱离不了殖民者的历史观。从
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通过强调国家
面对外来威胁、种族与宗教等内部矛盾的脆弱性，从而突出维持现有秩序
的必要性。历史的重构举步维艰，任何有异于主流论述的历史叙事，都有
可能被认为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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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8年新年献

词中，正式宣布启动纪念史丹福·莱佛

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 les, 

1781-1826）1819年1月登陆新加坡200周

年的筹备工作。系列活动下来很快就会

登场，并将在明年国庆庆典抵达高潮。眼

下为时尚早，但当前的筹备与即将举办的

一切活动，仍然值得关注。

纪念活动已经开始动员，社会各阶层

也按照不同方式做了准备。对学术界来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

说，它提供了一个深思如何在节庆酬酢

与严守学术分际之间寻求微妙平衡的宝

贵机会。位于距离我们遥远的莱佛士家

乡之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早就开始探

讨主办“新加坡200周年研讨会”的可

能性。1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及其系刊 

《东南亚研究学报》（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行动敏捷，迅速在

2018年3月初召开“重新审视1819年在新

加坡历史上的地位”的讨论会，旨在“对

筹备步骤与历史困境

╱ 文 :  黄坚立

╱ 译 :  林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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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是现代新加坡开埠时刻此

命题进行批判性思考”。2在本地

华社中，历史悠久的怡和轩俱乐部

是较早呼吁进行有关探讨的社团

之一，该俱乐部通过会刊《怡和世

纪》征集这类文稿。事态从一开始

即摆明，纪念活动张力处处，不会

是个简明直接的顺畅过程，城市岛

国诸多复杂的历史与政治课题都

牵扯其中，有待一一厘清。

200周年纪念的框架： 
前期筹备工作与预料中的张力

2018年元旦，辖属于总理公署

的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亮相。3办

公室由部长级指导委员会督导，财

政部长王瑞杰为顾问，另两名部长

杨莉明与李智陞出任联合主席。同

时，由16名学者与社会领袖组成顾

问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陈惠勇

受委担任执行总监，领导强大的工

作团队。因此，尽管留有基层倡议

与公众参与的空间，从机构设置看

却俨然是高层控制取向，透露政府

对潜藏着的政治敏感性存有戒心。

对于该不该纪念200周年，公

众意见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譬如，

《海峡时报》言论版上出现两种意

见的交锋。该报言论版2017年5月

22日刊登Michael Seah Swee Lim

来函，表示希望“看到盛大的庆祝

活动，有机会联系、回顾我们200年

的短暂历史……莱佛士假如不把新

加坡建设成英国殖民地，我们的历

史和发展将会非常不一样”。他说 

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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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碰在一起，加上执政的人民行

动党宣布2015年9月举行大选并赢

得选举，无法不叫人产生是否存在

利用大量国家资源谋取政党政治

利益的疑问。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对

纪念200周年的评语，包括：“又一

轮政治与竞选权谋”，“行销人民

行动党的把戏”，“为下一届大选抢

占政治先机”，“滥用公共资金与国

家资源”。7

针对疑似赞美殖民主义、活动

规模、预算与政治利益等敏感课题

作出回应，200周年办公室从筹备

阶段开始就异常谨慎，表现得步步

为营。2018年元旦，组织者拒绝公

开预算，但宣布活动的规模将“不

如SG50”。他们也表明不会把纪

念活动办成光彩耀目的“玫瑰色庆

典”或延续“大人物”模式的历史叙

事。他们希望“对历史负责”，做到 

“不规避即便不总是那么正面的

历史元素”。他们会把“殖民时期

不光彩的生活面貌，如‘贫穷艰苦

与种族隔离’等”涵盖在活动中。8 

《海峡时报》编辑Elgin Toh对

这 种“ 好 坏 不 拘 ”的 新 加 坡 历

史 讲 述 态 度 表 示 赞 赏 。组 织

者“ 接 受 访 问 时 或 在 宣 传 材

料中，毫不迟疑地避开 使用‘庆

祝 ’一 词 ，改 而 选 用‘ 标 志 ’ 

（mark）、‘纪念’（commemor-

ate）与‘思考’（reflect on）一类说

法”，也使他备受鼓舞。9面对新加

坡大小事都离不开国家主导的批

评，李智陞部长保证组织者会“广

泛征询意见”，他表示“200周年该

如何纪念，不是由政府机关说了算。

它不会是个从上到下的纪念”。10陈

惠勇披露将有许多由学校、商家、

宗教团体负责的基层活动，他们从

一开始就联系了60多个社团，并招

募了3,800名义工参与培训。11一些

社团如怡和轩俱乐部在提及相关活

动时，选择以“登陆”而非“开埠”来

描述莱佛士的角色。

延伸至前莱佛士的远古年代：
认领700年历史的困难

把莱佛士的角色，从“开埠”降

低为“登陆”，彰显了从另一角度缓

解紧绷张力的意图：莱佛士真是新

加坡的开埠人吗？在他为大英帝国

占据新加坡前，这里不已经是个聚

落了吗？那么，200周年纪念的只是

登陆而不是开埠吗？实际上，尽管有

内在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冲突，200

周年办公室从一开始就做了把新

加坡历史延伸至700年前的策略

性决定。200周年的SG200于是和

SG700搅混在一起，甚至遭劫持而

“新加坡从小渔村成长为欣欣向荣

的殖民地……（我们）不必害怕或耻

于提起我们殖民地的过去”。2017

年5月26日该报刊出Anthony Oei

的反驳，表明“作为从殖民地年代

的过来人，我无法同意……我必

须说那是个羞耻与饱受屈辱的时

期。我们是被征服者，被视为‘低

等人’……莱佛士不是来改善我们

的生活，而是为了那个往昔的大英

帝国来殖民我们……依我说李（光

耀）先生才是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

不是莱佛士……热烈地去庆祝莱佛

士登陆200周年并不恰当。谁会为

侵略、掠夺我们家园的人欢呼。”4

另一个敏感问题，是庆祝新加

坡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并取得

独立的SG50所引发争议留下的阴

影。时间靠那么近，人们把200周

年与先前的SG50联系在一起，几乎

是难以避免的。况且，李显龙自己在

新年献词中，也把两者作了紧密的

链接：“若没有这段（莱佛士的）历

史，我们就不会有从第三世界到第

一世界这个SG50的发展历程”。5

陈惠勇甚至把200周年称为“SG50

的前传”，其作用在“将2015年那

回的庆祝置于更大时空下进行审

视与定位”。6不管怎么说，SG50凑

巧和李光耀2015年3月以91岁高龄

把莱佛士的角色，从“开埠”降低为“登陆”，彰显了从另一角度缓
解紧绷张力的意图：莱佛士真是新加坡的开埠人吗？在他为大英帝
国占据新加坡前，这里不已经是个聚落了吗？那么，200周年纪念
的只是登陆而不是开埠吗？实际上，尽管有内在无法自圆其说的逻
辑冲突，200周年办公室从一开始就做了把新加坡历史延伸至700
年前的策略性决定。200周年的SG200于是和SG700搅混在一起，
甚至遭劫持而几乎成了后者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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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成了后者的附属。历史学家约

翰·米锡克（John Miksic）自1984

年起在福康宁山（Fort Canning）

与附近地区长期从事考古挖掘的

发现，让我们忽地额外拥有了浪漫

的700年过往，势所必然地带起了

学术界的振奋与社会大众的欢悦。

前于莱佛士，岛上早有自1299年起

截至1399年，以淡马锡/新加坡拉

为名的繁荣聚落，这点已经毫无争

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先是支持并

发起福康宁山的考古挖掘，接着举

办参观人次众多的“（新加坡）700

年历史”展并赞助出版多本相关书

刊。122009年，三名新加坡国立大

学史学家关于700年历史的学术著

作出版成教科书。132014年，政府

把700年历史写进教育部编纂的中

学一年级历史课本。14

200周年办公室承认淡马锡/新

加坡拉的策略，因此既是个高潮，

也是个必然取向。然而，不料遭遇

极大反讽。前人民行动党国会秘书

雅迪曼·尤索夫（Yatiman Yusof），

也是200周年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为

坐落于阿裕尼路上段的桑尼拉乌他

玛（Sang Nila Utama）中学最近被

政府机关拆除发出感叹。他要求新

发展的组屋区选一条街道用回这

个名称，却被拒绝了，政府只答应象

征式地设一小块匾额。对他来说，

桑尼拉乌他玛中学不只是一所以一

位给新加坡起名的巨港王子命名的

学校，它也是人民行动党于1961年

开设的第一所马来文中学，一个吸

引马来女孩进学校就读的里程碑。

他认为发生这种事反映了当局“对

新加坡历史缺乏了解”，叹息如今

除了芽笼士乃小贩中心内的一个摊

位，新加坡再也没有以这位淡马锡/

新加坡拉创建者命名的场所。15这

个肤浅与毫无道理的插曲，揭示了

人民行动党第一世界治理的一个史

诗式的失败。

不仅如此，这个城市岛国自豪及

光辉地骤增的500年历史，也不是

没有编年史的问题。首先是1399年

面对爪哇满者伯夷（Majapahit），

或说是暹罗阿瑜陀耶府（Ayuthia）

进犯，新加坡拉王朝第五代（也是

最后一代）君主逃到马六甲建立

新王国，再享百年盛世直至被葡萄

牙侵占。介于1400年与1819年之

间的“黑洞”或“黑暗空间”，情况

依然不明。彼得·波斯伯格（Peter 

Borschberg）与若德里克·塔可

（Roderich Ptak）的著述，利用地

图以及葡萄牙与荷兰的书面资料，

为空缺做了某种填补。16基本上描绘

了该时段葡萄牙、荷兰、英国和马六

位于直落布兰雅的马来村落（摄于1900年）（林少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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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王朝后裔相互之间的角力。尽管

如此，淡马锡/新加坡拉王朝覆灭

后，岛上的人口生聚、商业往来与治

理机构等规模与状况，仍然欠缺。

漫长的“黑暗空间”，700年历

史延续性的匮乏，给了莱佛士登陆

时新加坡基本上是个人烟稀少、落

后“小渔村”的想象空间。落后渔

村的描绘，成为普遍形象，被玛丽·

特恩布尔（ Mary Turnbull）写进她

广受推崇而且畅销的新加坡历史著

述中。她如此描述莱佛士登陆前的

新加坡：17

十九世纪前十年，天猛公阿都·

拉曼带领一小群马来人，在新加坡

拉旧城镇所在地建了一个村落，周边

散居了些戈兰人（Orang Gelam ）部

落民族……居住在岛上的其他更原

始的部落民族有：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加冷人（Binduanda 

Orang Kal lang）……这些人不懂

农耕，捕鱼及采摘野果为生。少数

华人居住在天猛公村落附近……

其 他 人 在附 近 的山丘 种 植甘密 

（gambier）。1819年1月，新加坡总

共约有一千左右居民。包括500名加

冷人、200名实里达人、150名戈兰人

居住在河口，其他海人（orang laut）

散布在岌巴港口一带，二三十个马来

人和相近人数的华人住在天猛公属

地。当时新加坡河口的聚落，是个由

马来人管理的典型海人村，岛上有

天猛公的大量木制房子，四周围绕着

些许茅舍，附近河面还有许多小船。

居民种植水果，但不种稻米，依靠

采摘野果、捕鱼、小规模的商贸与当

海盗为生。

重点是，把莱佛士的到来视为 

“开埠”，把小岛的转型归功于莱佛

士与英国殖民当局，这个“渔村”的

形象起了加持作用。实际上，1969

年李光耀在纪念150周年的演讲中，

两次提到“渔村”，而且高度赞扬了

莱佛士：18

常人一般难得有幸能庆祝150

周年。要不是有这位英名将长伴

岛国现代史的英格兰先生的智慧

与远见……我们今天不会在此欢

聚……150年前当史丹福·莱佛士前

来时，新加坡不存在有组织的人类社

会，除非渔村算得上是个社会。现在

我们有两百多万人口，有位居亚洲第

二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先辈）

和他们的后代……建设了现代化的

新加坡……他们把渔村转型为活跃

的商业、交通与工业中心……

莱佛士与英殖民地的棘手遗产：
大人物历史及新加坡之殖民性

尽管200周年办公室从一开始

就宣告，希望避开“大人物”或“英

雄”模式的历史叙事，要摆脱以莱佛

士为中心还是不易，无论怎么说，纪

念的本来就是1819年此人登上这个

海岛。然而，即便居于中心，莱佛士

的形象同样面对威胁，因为持续有

针对此人，针对新加坡现代化的起

始是否该归功于他的手下威廉·法

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史学评

估。法夸尔是英国在新加坡的首任

驻扎官与总指挥。针对莱佛士的上

述诘问，构成了纪念新加坡200周

年历史难题的另一个层面。

上面说过，1969年李光耀在纪

念150周年时高度称赞莱佛士。莱

佛士的高瞻远瞩，当时受到毫无保

莱佛士画像（Stamford Raff les 1781—1826） 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 1774-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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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肯定，实际上还被用作李光耀

自身领导新加坡这个新生独立国的

参照基准。李光耀当时坦承，“主席

不吝把我和莱佛士爵士的卓越贡献

相提并论，使我受宠若惊”。19李光

耀的荷兰籍经济学家阿尔伯·温森

梅斯（Albert Winsemius，1960年

至1984年任新加坡经济顾问）反对

将莱佛士塑像从新加坡行政区中心

地带移走。201887年，这座铜像铸

造后配合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

年庆典揭幕并奠立在政府广场。21

铜像1919年迁移到新建的维多利亚

纪念堂。1972年人民行动党政府另

外铸造了较大的一座白色塑像，安

置在新加坡河口与国会大厦前方。

以莱佛士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也在

玛丽·特恩布尔的历史巨著中确立，

她强调1819年莱佛士登陆是新加坡

现代化的起点，莱佛士配合海岛蓬

勃商贸需要而萌生办教育的远见，

于是有了“新加坡书院”（后来改

名为精英的莱佛士书院）。在人民

行动党教育部1984年出版的历史

教科书中，关于莱佛士占据新加坡

的叙述扩增成三章。22当代新加坡

商界，以莱佛士作为公司名称的做

法蔚为风气。23

李显龙在2018年新年献词宣

布纪念200周年，同样高调赞颂了

莱佛士：24

莱佛士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

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

景。莱佛士若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

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位置，有别

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

州。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英国殖

民地，一个自由港和现代化都市。

然而，《海峡时报》“洞察”

（insight）专题系列文章的编辑

Elgin Toh，对此发出提醒：“许多

新加坡人也许会接受这种‘官方’的

观点，但肯定有些不会。从现在直至

2019年，围绕着这一课题的论辩预

期将会接踵而来”。25出版物的氛围

显示，对莱佛士的批评有日渐增加

趋势。王斯芸（Wong Siew Hoong）

对赞颂与修正观点的文章进行总结

与分析，从莱佛士遗孀苏菲亚·莱

佛士（Sophia Raffles）极力推崇先

夫的文章开始，清楚地勾勒出光谱

移转的全貌。26莱佛士研究专家约

翰·巴斯汀（John Bastin）1950年

代后期的系列书写与讲座，带动了

对莱佛士的批评，他的威廉·法夸

尔传也倾向于肯定传主的成就。27

到了1970年代初期，赛益·胡申·

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

把莱佛士描绘为殖民主义阴谋家，

以严厉的口吻作了结论：28

新加坡的问题是，夸大莱佛士所

谓的好品质，而不是他的负面……他

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被夸大……说

到新加坡，即便莱佛士不来，也会有

“莱佛士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
日光景。莱佛士若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
位置，有别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州。因为莱佛士，新
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一个自由港和现代化都市。”—李显龙总理

莱佛士1824年开发新加坡的原有构思（档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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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人做他同样的工作……按十九

世纪开明的标准，莱佛士的道德观

与学识都显得过于局限与肤浅……

赞誉他是个人道主义改革者，是在

糟蹋这个名词。

赛·穆 德·凯 鲁 丁·阿 裕 尼

（Syed Muhd Khairudin Alju-

nied）以同样严厉的口吻，批评莱

佛士对待马来人和他们宗教信仰的

偏见，以及他英国统治者高高在上

的无知与傲慢。29吴易盛（Ng Yi-

sheng）与唐娜·布鲁内罗（Donna 

Brunero）指出，无论在学术上或在

通俗文化里，莱佛士的地位都见每

下愈况，不少戏剧团体重述1819年

故事，都侧重本地人而略过这些大

人物。30至于小说书写，苏格兰小说

家、哲学与心理学教授约翰·格林

伍德（John D. Greenwood）在新著

小说《新加坡传奇：禁山》中表示， 

“尽管对新加坡充满钦慕”，可是

却“不愿意对启动它的那个人多所

着墨”，他描绘莱佛士是个“空有许

多主意却没能力加以实现”的人。31

娜 迪 亚·魏 莱 特（N a d i a 

Wright）新近出版资料翔实的传记

著述《威廉·法夸尔与新加坡：走

出莱佛士身影》（William Farquhar 

and Singapore: Stepping Out from 

Raffles’Shadow），指出“莱佛士

总是被夸大，法夸尔则被矮化”，

后者的功绩“大多在美化莱佛士声

音的掩盖下不被听见。”32许通美

（Tommy Koh）为该书作序，提醒

读者“莱佛士从1819年起至1822

年10月回去（英国）期间，只在新加

坡住了38天……我不是要成为一名

（历史）修正主义者，批判莱佛士，

把他从尊贵的座位拉下。况且，民

族英雄和神话，是每一个国家都需

要的。我想做的其实只是把公道还

给莱佛士的副手威廉·法夸尔……

法夸尔才是做重活、拉扯新加坡的

那个人”。33

躲过围绕着莱佛士的争论，避

开“大人物”叙事，同样将带来另

外的历史困境。新加坡宗乡会馆联

合总会是200周年办公室的重要合

作伙伴。为了承认平民大众的贡献，

该会选择以早期移民社会的“无名

英雄”作为其参与200周年活动的

主题。34本地工程师章良我撰写了

评论文章，提出两个也许敏感的课

题。一、关于留意岛国先人坟场作

为追踪挖掘无名英雄重要线索的需

要。35这个意见可能引发对武吉布朗

（Bukit Brown）坟场未决命运的追

问。该坟场容纳的华人坟墓估算也

许达10万以上，由于建造高速公路

与组屋发展用途而面临拆迁，2011

至2014年曾引起民众陈情抗议。36

二、他不经意地提起曹亚志曾经扮

演的神秘角色；一个来自槟城的华

人木匠，为侦察水路状况先于莱佛

士登陆。提起曹亚志可能引人好奇，

探究是否可循此追踪下去，在200周

年的活动中得到体现呢？37

除了莱佛士与无名英雄，200

周年还有个疑似肯定殖民主义的

问题要妥善处理。上面提及发生

了Michael Seah与Anthony Oei的

意见分歧，促使组织者格外谨慎、

小心防范来自公众的批评。此前举

办“帝国舞会”（Empire Ball）引

起公众反弹，导致当局被迫道歉

的记忆犹新。38也许就是为此，李

智陞部长才会一开始就站出来，说

明纪念200周年“绝不是在庆祝殖

民统治”。39无论如何，针对殖民主

义与新加坡后殖民社会的深刻反

思是无从回避的。孔莉莎（Hong 

Lysa）针对所谓英国良性殖民主

义与新加坡是个特殊殖民地一类

说法已经发出提醒。4 0《海峡时

报》编辑部主笔阿萨德·拉提夫 

（Asad Latif），还是对莱佛士的殖

民统治给出了十分正面的评价：41

莱佛士把新加坡纳入经济环球

化的新兴模式，协助它至今仍然可有

效发挥作用的自我定位……和美国、

“新加坡的问题是，夸大莱佛士所谓的好品质，而不是他的负
面……他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被夸大……说到新加坡，即便莱佛士
不来，也会有别的人做他同样的工作……按十九世纪开明的标准，
莱佛士的道德观与学识都显得过于局限与肤浅……赞誉他是个人道
主义改革者，是在糟蹋这个名词。”— 赛益·胡申·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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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或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国中南

半岛、比利时刚果与种族隔离的南非

那种谋杀、掠夺式的标准比较，莱佛

士的殖民统治绝对是良性的。他留下

来的，不是肉体灭绝与领土剥夺的历

史，而是对外可抓住经济机遇的转口

商港，对内施行法治与宪制渐进主义

的家园。

这种着眼于他们打造带来商业

活力的自由港，营造一个繁荣的移

民社会，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

机制，正面看待莱佛士与英国殖民

当局的观点，促使继任的人民行动

党真心拥抱殖民统治的过去。这是

一个制度的传承。国家独立只具宪

法上的意义，实务上的治理则没有

改变。后殖民并未在新加坡实现，

实际上，殖民—反殖民—后殖民在

面貌模糊的演变中，形成历史性的

延续。独立后保留了那么多英国殖

民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安全

政策面向，可说是殖民霸权经由人

民行动党受英文教育本地政治精

英传承下来，达成某种霸业的不朽

或葛兰西（Gramsci）霸权理论的 

“繁殖”。在这样的语境下面，也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周年活动，

至今没有一个可以针对英国殖民统

治下华文中小学教育的艰困处境，

针对华校出身左翼从事反殖斗争问

题进行实质性讨论的空间。英殖民

统治的“好坏不拘”论述和左翼反

殖斗争的“无名英雄”，都具备重大

的历史意义，但在当前新加坡仍然

是不好把握的政治难题；从新近发

生的关于历史阐释的性质与权利的

公开激烈辩论，可见一斑。

结论：历史论战与多元化解读

纪念200周年在筹备阶段所面

对的各种“历史难题”，随着纪念活

动转热，吸引更多岛国公民深思相

关课题，预期将会加剧出现。在较

高层面，论争主要将由两股力量引

发。首先是定势思维与调整思考的

问题，过去与当下的生活环境与思

想，必然存在差异。贝内德托·克罗

齐（Benedetto Croce）有句名言：“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现代

的眼光关注、解释过去，总有错置

时代的危险，引起需要谨慎处理的

矛盾。其次，历史书写的性质有所

变动，承认但已经不再固守于强调

立足于实证经验证据基础，借此取

得单一客观真相的初始学术规范。

叙事人的价值观与思想体系，他根

据事实作出的对话和结论，在目前

普遍被认为有助于激励多元观点，

给历史书写注入相对主义与修正主

义的动力。

以上的历史书写之发展，在200

周年筹备阶段所面对的难题中有所

反映。但还不仅如此，因为不管是时

间点或者内容，纪念200周年也置身

于当下新加坡所发生历史论争的火

力交叉网。论争的核心是在这个年

1890s年代的约翰斯敦码头（Johnston’ Pier），1923年改建为克里福码头（Clifford Pier）（林少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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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专题

轻国家诞生与初始阶段相关的大历

史叙事（meta-history narrative）

中，为左翼反殖历史争取一席之地。

尤其（但不限于）涉及华语社群的

部分，这些人常被诬陷为共产党或

共产党的同情者，在1963年2月的

大型内安法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下被不经审判扣押。从

1990年代起，全球冷战落幕，冷战

时期关于“共党—反共”的二元对

立叙事开始重新受到审视。华校或

英校出身的政治老人，曾经在“颠

覆、暴力、共产党、反国家分子”的

罪名下，长期受到大力压制，现在总

算挺过来了。此刻他们得以站出来，

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合法、非暴力、

遵从宪制、左翼、反对殖民地的爱

国战士”。体制内的官方叙事和新兴

的历史修正主义书写之间，出现巨

大裂缝。在2015年纪念SG50活动

中，分歧凸显出来，因为作为SG50

起点的1965年，发生马来西亚合并

的分裂或失败，而合并计划所造成

的政治分歧，正是引发冷藏行动的

根本原因。

2018年3月政府发起的国会特

选委员会关于假新闻的听证会，是

最引人注目的公开历史论争。简单

地说，历史学家覃炳鑫（PJ Thum）

向特选委员会递交意见书，提出对

付假新闻不需要另立严法，并引述

1963年冷藏行动与1987年光谱行

动（Operation Spectrum）下发生

大规模不经审判拘押的事实，指出

人民行动党政府自身就是最大的

假新闻制造者。以内政与律政部长

尚穆根（K Shanmugam）为首的

政府团队，向覃炳鑫发动六个小时

的国会侦讯（parliamentary inter-

rogation），并通过电视公开播映。

尚穆根密集发问，质疑覃炳鑫的学

术资格及其修正主义历史书写，坚

持要对方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引

起公众哗然。42

纪念200周年的筹备工作和上

述事故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其中牵

涉到的历史难题，也影响岛国政治

领袖和公民们罕见的异常紧绷状

态，关注和审思起新加坡历史，甚

至研究史学规范的本质。这方面的

情绪相对平和，比较不那么对立，

但并非较为不重要，特别是其最终

可能推动当局放软身段、较开放接

受多元意见的整体效应。

在尚穆根—覃炳鑫事故发生前

数周，200周年办公室在替代与修

正主义历史书写相关课题上，其实

有明显朝向不一样方向的发展。实

际上，李显龙总理在启动纪念200

周年活动的信息中也如此呼吁， 

“我们必须切实了解自己的历史可

1900年的小坡大马路（林少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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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多远，有多复杂。”43纪念200周

年的历史顾问陈大荣有针对性地提

出看法，“只有政治人物会考虑历史

美好和阴暗的两面，历史对我而言

就是一系列复杂事件的交错推进，

捕捉全貌和前因后果，才能完整了

解历史的复杂性。”44

华文《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有

见地，向纪念200周年发出建言的

社论：“所有社会都避不开历史与

政治的内在紧张，但成熟与正确的

态度，应当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

础上，保留对其解读的百家争鸣。

因此，在官方对200年兴替的一家

之言以外，也不能忽视民间专家学

者的研究成果和不同论述。对历史

也采取百花齐放的开放包容态度，

才能取得兼听则明的效果，作为未

来发展方向借鉴的指南针。”45《联

合早报》新闻中心总编辑韩咏梅跟

着发表个人评论：“历史的视角很

多，可挖掘的面向很广，对历史的不

同解读也很多……不论是民间历史

学人、学院里的历史学者还是政治

人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

读，而我想掌握历史和解读历史的

自由，是这个社会成熟与自由的一

个指标。”46

寄望于纪念200周年可以“有

机会好坏不拘地全面讲述新加坡历

史”，英文《海峡时报》编辑 Elgin 

Toh插进来说：47

最好是干脆让不同的故事碎片各

说各话……假设这种好坏不拘的历

史讲述是该采用的正确方式，它不是

也应该应用在……新加坡如何审视

所有历史时期……有些历史学家长期

认为1959年以后（人民行动党）的历

史应该有更多不一样的讲述方式……

假如历史复杂观不只是适用于殖民

地时代的历史，也扩大适用于时间

较靠近的历史，那将成为200周年纪

念活动留下来的重要遗产。

政府的反应有些含糊。政府在

特选委员会听证会的高压表现引

起哗然后，纪念200周年部长级指

导委员会联合主席李智陞部长面

对了他的委员会将如何应对国会

辩论冷藏行动所引发之“修正主

义解读历史”的问题。他回答说委

员会将“从较广泛的范围看待叙 

事”，接着含糊其辞地表示“我们要

覆盖这里头的不同叙事——政治叙

事、宗教观点、商人的……总之是多

层面的”。48

现在时间还早，200周年纪念

活动迟些将会全面启动，预期如惯

例般在2019年8月国庆庆典上形成

高潮。不管是刻意为之或非刻意的

结果，筹备阶段已经展示，这个活

动将在唤起公民对岛国的久远过

去、殖民与反殖遗产、国家建设，甚

至历史书写的特质进行深刻思索

上扮演重大的角色。这些都是关键

的课题，有助于强化国家与公民之

间的血肉关系，催促小红点调整心

跳，在新一代政治领袖带领下再次

往前冲刺。

1 “新加坡200年研讨会与书刊”，2017年
1月6日至12日的私人电邮往返。

2  宣读关于“重新审视1819年在新加坡
的历史地位”论文的工作讨论会。新加
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及其系刊《东南亚研
究学报》（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主办，2018年3月1日至2日。论
文仍待整理，尚未出版。

3 后来披露，早在2017年10月已成立工作
计划小组，见《联合早报》2018年4月
22日报道《纪念开埠200周年活动 要招
募3800名志工》。

4 《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言论版上
的有关辩论，转引自网刊“新加坡独立
网”(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 2017
年5月26日的报道。

5 李显龙新年献词，全文见《海峡时报》
，2018年1月1日。

6 见《海 峡 时 报》2 018 年1月1日报 道
《2 019 年 2 0 0周年纪念 全 年活 动》
（Year-long calendar of events for 
bicentennial in 2019）。

7 譬如：沈泽玮《1819到2019年，新加
坡 历史谁 来诠 释 与 补白？》，网刊“
红蚂蚁”2018年1月2日；Jose Ray-
mond《2019年新加坡庆祝200周年背后
的政治意图》（Political agenda behind 
Singapore Bicentennial celebrations in 
2019），网刊“网上公民”（The Online 
Cit izen）发表后，2018年1月5日Min 
Zheng转发在其面书并加评语。

8 《海峡时报》2018年1月1日报道《新加

不管是刻意为之或非刻意的结果，筹备阶段已经展示，这个活动
将在唤起公民对岛国的久远过去、殖民与反殖遗产、国家建设，甚
至历史书写的特质进行深刻思索上扮演重大的角色。这些都是关
键的课题，有助于强化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催促小红点调
整心跳，在新一代政治领袖带领下再次往前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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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纪念莱佛士到来200周年》（Singa-
pore to mark 200th anniversary of 
Raffles’arrival）；《海峡时报》2018年
4月9日报道《李智陞说：新加坡纪念200
周年将集思广益》（Singapore Bicen-
tennial to be effort of community, says 
Desmond Lee）；《联合早报》2018年
1月1日报道《开埠200年小组成立 筹备
2019年系列纪念活动》。

9 Elgin Toh《200周年是好坏不拘全面讲
述新加坡历史的机会》（Bicentennial a 
chance to tell warts-and-all history of 
Singapore），《海峡时报》2018年1月23
日。

10 《海峡时报》2018年4月9日报道《李智
陞说：新加坡纪念200周年将集思广益》
（Singapore Bicentennial to be effort of 
community, says Desmond Lee）。.

11 《联合早报》2018年4月22日报道《纪念
开埠200年活动要招募3800名志工》。.

12 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新加
坡‘禁山’的考古研究：福康宁山的挖
掘工程”展，1984年（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orbidden Hill” of 
Singapore: Excavations at Fort Can-
ning, 1984）（新加坡国家博物馆，1985
年）；约翰·米锡克、Cheryl-Ann Low 
Mei Gek编《早期的新加坡，1300-1819
：来自地图、文字、文物的证据》（Early 
Singapore, 1300-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新加坡历
史博物馆出版，2004年）。

13 柯宗源、Derek Heng、陈大荣《从商港到
世界级都市：新加坡700年史》（A 700-
year history, from emporium to world 
city）（新加坡档案馆，2009年）。

14 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编《一个民族

与国家的缔造，1300—1975年》（The 
making of a nation-state, 1300-1975）
（思达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年）。

15 《联合早报》2018年1月1日报道《前高
级政务次长雅迪曼：拒以“桑尼拉乌他
玛”命名设施 反映欠缺历史观》；“亚洲
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2017年
12月31日报道“新加坡将在2019年纪念
200周年”（Singapore’s bi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in 2019）。.

16 彼得·波斯伯格（Peter Borschberg）
《新加坡与马六甲海峡：17世纪的暴
力、防卫与外交》（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0年）；
彼得·波斯伯格《新加坡历史的黑暗空
间，1400—1800年》（The dark space 
of Singapore history, c. 1400-1800）”,
《通道》（Passage）杂志2015年5—6
月号；若德里克·塔可（Roderich Ptak）
《中国、葡萄牙与南洋》（China, the 
Portuguese, and the Nanyang）（阿什
盖特出版社，2004年）。

17 玛丽·特恩布尔（ Mary Turnbull）《新加
坡历史，1819—1975年》（牛津大学出版
社，1977年版本）；新的学术观点只见于
她的《新加坡现代史，1819—2005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 李光耀在国际商会庆祝开埠150周年晚宴
上的讲话，1969年2月6日。

19 见李光耀1969年在庆祝开埠150周年晚
宴上的讲话。前公务员首长何学渊（Peter 
Ho）最近也把莱佛士和李光耀摆在一起
赞扬：“新加坡有幸，在两个世纪的短暂
历史里出了两位深具远见的人物——莱

佛士，新加坡现代化的奠基人；李光耀，
新加坡独立之父”（政策研究所—纳丹
讲座系列，2017年5月17日）。

20 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新加坡故
事，1965—2000年》（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
2000）（时报出版社，2000年），第66
至77，88页。

21 迪莫西·巴纳德（Tim Barnard）2018年
3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讨论会上宣
讲，他指出这反映了十九世纪后三十年维
多利亚时代制造英雄的心理态势。

22 凯文·布来克本（Kevin Blackburn）2018
年3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讨论会上
宣讲1899年、1928年、1936年与1984年
新加坡的学校课程与教科书。

23 《联合早报》2018年5月20日报道《都是
莱佛士惹的“祸”》。

24 李显龙新年献词（《海峡时报》，2018年
1月1日）。

25 Elgin Toh《200周年是好坏不拘全面讲
述新加坡历史的机会》（Bicentennial a 
chance to tell warts-and-all history of 
Singapore）（《海峡时报》2018年1月23
日）。

26 王斯芸（Wong Siew Hoong）《史丹
福·莱 佛 士 爵 士 在 新 加 坡 的 历 史 地
位，1819—1826：史学分析》（The role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i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826: A histori-
ographic analysis），新加坡国立大学历
史系荣誉学位论文，1982—1983年，第1
至13页。

27 约翰·巴斯汀（John Bastin）《威廉·

怡和专题

1890s 年代的码头苦力（林少彬提供）



YIHE SHIJI Issue 36 • 19

法夸尔：新加坡首任驻扎官与指挥官》
（William Farquhar: First Resident and 
Commandant of Singapore）（伊斯特本
出版社，自费，2005年）。

28 赛益·胡申·阿拉达斯（Syed Hus-
sein Alatas）《汤玛斯·史丹福·莱佛
士，1781—1826年：阴谋家还是革新 
者？》（Thomas Stamford Raf fles, 
1781-1826: Schemer or reformer?）
（Angus and Robertson出版社，1971
年），第39至52页。

29 赛·穆德·凯鲁丁·阿裕尼（Syed Muhd 
Khairudin Aljunied）《莱佛士与宗教：
汤玛斯·史丹福·莱佛士讲述马来人宗教
的研究》（Raffles and religion: A study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dis-
course on religions amongst Malays）
（他者出版社，2004年），第94至98页。 

30 吴易盛（Ng Yi-sheng）与唐娜·布鲁内
罗（Donna Brunero）2018年3月在新加
坡国立大学历史系讨论会宣讲。

31 约翰·格林伍德（John D. Greenwood）
《新加坡传奇卷一：禁山》（Singapore 
saga: Vol 1: Forbidden Hill）（2017）； 
《海峡时报》2018年1月30日报道《新
小说系列里的新加坡一首百年》（100 
years of early Singapore in new fiction 
series）。

32 娜迪亚·魏莱特（Nadia Wright）《威
廉·法夸尔与新加坡：走出莱佛士身影》
（William Farquhar and Singapore:  

  Stepping Out from Raffles’Shadow）
（商港出版社，2017年），见该书封底。

33 同上注，见该书《序》（许通美），第13
页。

34 李显龙在新加坡晋江会馆庆祝100周年
晚宴上发表讲话，呼应了新加坡宗乡会
馆联合总会所选择的主题。分别见《联
合早报》与《海峡时报》2018年4月2日
的报道。

35 章良我《写在新加坡开埠199年之际》（
《联合早报》2018年1月27日）。

36 黄坚立（Huang Jianli）《公民社会运动
精神再现：新加坡武吉布朗坟场的重新
发现》（Resurgent spirits of civil soci-
ety activism: Rediscovering the Bukit 
Brown Cemetery in Singapore）（皇家
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014年12月，第87卷
2号，第21至45页。

37 张夏纬（Teo Han Wue）《有个广东木匠
比莱佛士更早登陆？》（Did a Cantonese 
carpenter land before Raffles）（《海峡
时报》2013年5月12日）；“曹亚志，莱
佛士那个传说中的木匠真有其人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组织的公开讲
座，2013年5月4日）。期间也许发生了一
桩尴尬事，曹家馆（据说是莱佛士馈赠
给曹亚志的房子）竟在市区重建计划中
被政府拆毁了（《新国家午报》1973年4
月20日报道）。

38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2016年举办“帝国舞

会”（The Empire Ball）筹款，面对舆论
批评后被迫易名。

39 《海峡时报》2018年4月9日报道《李智
陞说：新加坡纪念200周年将集思广益》
。.

40 孔莉莎2018年3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
史系讨论会上的宣讲。

41 《海峡时报》2018年1月8日报道《回顾
莱佛士然后向前迈进》（Looking back 
to Raffles to move ahead）。

42 《海峡时报》2018年3月29日，2018年4
月2日等报道。

43 李显龙新年献词（《海峡时报》，2018年
1月1日）

44 《联合早报》2018年1月1日报道《陈大
荣教授：我国历史可追溯至1299年》。

45 《联合早报》2018年1月2日社论《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

46 韩咏梅《历史的多元视角》（《联合早
报》2018年1月7日）。

47  Elgin Toh《200周年是好坏不拘全面讲
述新加坡历史的机会》（Bicentennial a 
chance to tell warts-and-all history 
of Singapore）（《海峡时报》2018年1
月23日）。

48 《海峡时报》2018年4月9日报道《李
智陞说：新加坡纪念200周年将集思广
益》。.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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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一提到莱佛士对

新加坡的开埠时，总是不乏赞美莱

佛士的“高瞻远瞩”和“丰功伟绩”，甚至

赞誉他为新加坡的“开国功臣”。1819年开

埠后，历史赋予新加坡自由港和殖民地双

重的身份，在我们主流的历史叙事中，主要

强调新加坡是怎样从一个“仅仅150人的小

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自由港，

说的是英国人怎样把一只丑小鸭变成一只

天鹅的浪漫神话；另一方面它的殖民地的

角色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英国殖民权

力怎样通过军事和非军事力量，通过“合

法”或非法的手段干预当地政治体系，重

怡和专题

一个新地缘机体 的建构
重新审视新加坡的开埠

╱ 文  :  林恩河 新人为地划分当地的地理疆域，通过缔结

条约具体规划新加坡所应有的模样，从马

来地缘政治中形塑新加坡这样一个新的

地缘机体，这个殖民地身份形塑的过程，

完全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

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的历史，

其实就是一段在马来世界建构新加坡这

个独特地缘机体的历史，这里用了“建构

一个新地缘机体”显得有点学术化，假如

借用文西·阿都拉（Munsyi Abdullah）在

《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里所

说的“造国”（Membuat Negeri）来说明，

相信会比较具体和容易理解。历史叙事

廖内—凌加群岛（档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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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避免掺杂政治因素，因此往往

成为政治权力的话语工具，独立后

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作去殖化的梳

理，很自然地就会作出要全面继承

莱佛士所代表的殖民政治遗产的誓

言，也难免会对殖民的“良政”充满

美好的历史想象。明年新加坡即将

迎来莱佛士开埠二百周年纪念，际

此时节，重新审视新加坡被殖民的

历史，特别是莱佛士开

埠新加坡的前因后果，

显得非常必要。

每当读到莱佛士开

埠新加坡这段历史时，

脑海里总会浮起这则

阿拉伯寓言：一 个阿

拉伯行商在寒冷的夜

晚，停驻在广袤无边的

沙漠，他在帐篷里点火

取暖准备入睡，一只骆

驼走近帐篷对着商人

说：“外面很冷，您行

行好让我伸进一只腿

取取暖吧。”商人怜悯它，同意了。

过了不久，骆驼向商人说：“让我另

一只腿也进来取取暖吧。”商人再

次同意了，可是又过了不久，骆驼进

一步提出让它的后半部身体也进来

取暖，好心的商人又同意了，怎知骆

驼把后半身伸进来之后，竟然用一

双后腿把商人撵出帐外，把整个帐

篷据为己有。

西方殖民逻辑的生成

二百年前，莱佛士为什么会千

里迢迢来到新加坡？他又为什么

会看上新加坡并百般设法得到它？

这一切都肇始于西方列强十五世纪

末的殖民竞争。1494年葡萄牙与西

班牙签署《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

（Treaty of Tordesillas），在大西洋

上划定一条地球子午线，子午线以

东的海洋和陆地的资源属于葡萄

牙，以西则归西班牙。1497年在高

利润的香料贸易驱使下葡萄牙探险

家达迦马（Vasco da Gama）绕过

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从此揭开

了西方世界“历史大发现”的序幕。

十六世纪初，这两个西方强权又在

太平洋划出另一条子午线，进一步

细分它们的势力范围。过后荷兰、
一个新地缘机体 的建构
重新审视新加坡的开埠

历史叙事很难避免掺杂政治因素，因此往往成为政治权力的话语工
具，独立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作去殖化的梳理，很自然地就会作
出要全面继承莱佛士所代表的殖民政治遗产的誓言，也难免会对殖
民的“良政”充满美好的历史想象。明年新加坡即将迎来莱佛士开埠
二百周年纪念，际此时节，重新审视新加坡被殖民的历史，特别是莱
佛士开埠新加坡的前因后果，显得非常必要。

天猛公屋前操场，签约仪式在此举行。（档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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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也先后加入瓜分世界的

角逐，遂有国际公法和海洋法的出

台，目的是完善它们的殖民逻辑，

合理化它们的殖民占领。

西方列强的殖民逻辑是如何生

成的？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

克（Arif Dirlik）在论及“西方文明”

如何将其政治组织和知识形态上

升为普世的标准时这么说：“这些

标准所设置的时空等级将非洲以及

大洋洲（还有其他土著）等无国家的

社会置于‘化外’，将亚洲社会定义

为‘半文明’，而欧洲和北美的资本

主义社会则处于文明的最高端。”

由这套文明等级论所衍生的“无

主荒地”法理，那些被西方人视为 

“野蛮人”的美洲、非洲和澳洲的

原住民，他们的土地就被归为“无

主荒地”，而根据西方国际法认可

的“占领说”，谁先发现这块土地，

谁就有权合法占领。但是在东南亚

这些“半文明”地区，“无主荒地”

法理就失去效用，就必须以贸易通

商为名，以签订条约的方式，实行“

土地割让”。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

殖民扩张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对当

地的资源和市场实行划分和占有。

莱佛士在写给 汤姆 斯 • 梅 铎

（Thomas Murdock）的信中就这

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在文明国

家和愚昧国家的交往中，前者必须

也一定成为统治者。”莱佛士这种

观点赤裸裸就是“弱肉强食”白人

至上的帝国主义观点，和我们教科

书传达的莱佛士形象落差很大，对

比阿里夫·德里克所说的西方列强

的殖民逻辑，两者之间何其相似。

莱佛士的信札中，不乏这类“白人

至上”观点的陈述，这里只略举一

二。

马来人与武吉士人的角力

莱佛士如何与当年盘踞在新加

坡的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

gong Abdul Rahman）取得协议，

又如何直接插手当地的马来宫廷

政治，另立东姑隆（Tenggu Long）

为苏丹，然后与他们签订条约，取得

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的经过，相关

著作汗牛充栋，大家耳熟能详，但

是，这些作品大都是立足于英国人

的立场，以英国人的视角来论述，

作为与英国人打交道的对手的当地

人，则成为毫不起眼的角色，在整个

历史过程中，完全没有他们的声音，

也没有他们的“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

很幸运地我们还可以从马六甲

荷兰人留下的档案里找到这两位当

事人的信件，从中听到他们的声音。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当地的贵族拉

惹阿里哈芝（Raja Ali Haji）的著作

《珍贵的礼物》（Tuhfat al-Nafis）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虽然这部所谓

历史著作充其量只是一部有关马六

甲王朝的世系年表，但是在史书匮

乏的马来世界显得弥足珍贵。

1819年前，新加坡隶属于柔佛-

廖内-凌加苏丹王朝1（Johor-Ri-

au-Lingga Sultanate），这个王朝

一方面面对英国和荷兰竞相企图

染指它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又因原

任苏丹的去世而造成王位继承的

纠纷，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这种局面我们可以用两个三角关系

来概括说明：第一个是以柔佛-廖

内-凌加苏丹王朝再加上两个外来

的西方强权英国和荷兰构成一个三

角关系，可说是一种国际之间的博

弈关系，是英荷两强的殖民政策和

行为与当地政权的政治博弈。英荷

两强以谈判和订立条约作为手段，

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威慑力量，以建

立贸易站为借口，实现他们殖民的

目的；作为生存策略，地方政权有

时不得不屈服于列强的淫威之下。

第二个三角关系则是柔佛-廖

内-凌加王朝宫廷四方形成三个派

系之间的角力。这三大派系以继承

王朝正统的苏丹阿都拉曼（Sultan 

Abdul Rahman）为一方；作为新

兴势力的武吉士人次王拉惹嘉化

（Yam Tuan Muda Raja Ja’afar）

为第二方；以另一个武吉士人天猛

公阿都拉曼为第三方；第四方则为

王朝已故苏丹的长子东姑隆，他因

1819年1月30日签的协议（档案图） 1819年2月6日的条约（档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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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继承问题与天猛公结盟，形成

另一个派系。他们四方之间相互竞

争，虽说是王位继承问题而引起，

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是原马来王族与

新兴的武吉士人彼消此长的竞争。

两方不惜借重英荷殖民强权的“保

护”来增强自身的势力。

旧柔佛苏丹王朝王位继承的纷
争

柔佛苏丹王朝原来传承自满剌

加王朝，1511年马六甲落入葡萄牙

人的手里，满剌加苏丹逃至柔佛河

一带，建立柔佛苏丹王朝。18世纪

初，由于要躲避占卑人（Jambi）的

骚扰，把王城从柔佛移到廖内-凌

加群岛，史称柔佛-廖内-凌加苏丹

王朝。从17世纪末开始，来自于苏拉

威西（Sulawesi）善于航海和经商的

武吉士人，开始向西扩展势力，在加

里曼丹（Kalimantan）东南部和西海

岸，以及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建立聚

落。1710年代已经在廖内-凌加群岛

形成巨大的武吉士人社区，因亦商

亦盗的本事累积大量财富，形成一

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武吉士人虽然

在军事上或财力上压过当地的马来

人，不过还是遵循马来社会的传统

以苏丹为尊，通过与当地马来王族

联姻的方式，取得王族的地位，大

家维持一种相对平静的局面。1812

年，作为苏丹王朝正统的苏丹马目

（Sultan Mahmud）去世，这种平静

的局面被打破。苏丹有两个孩子，幼

子阿都拉曼个性较为软弱；长子胡

先（Hussain）也称东姑隆，他与盘

踞在布兰岛（Pulau Bulang）的原天

猛公恩姑穆达（Engku Muda）的女

儿结婚，因此得到天猛公继承人阿

都拉曼的支持。1812年当他父亲苏

丹马目去世时，他正在彭亨缔结另

一个政治联姻，迎娶本德哈拉大臣

（Bendahara）的女儿为妻。拉惹嘉

化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趁机立苏丹

幼子阿都拉曼为苏丹，此举自然受

到东姑隆、天猛公和彭亨大臣的反

对，苏丹马目另外一位遗孀东姑布

特丽（Tengku Putri）拥有苏丹王权

的信物，她也一样持反对的立场。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 

1812年，原本盘踞在布兰岛的

天猛公阿都拉曼因受到拉惹嘉化

的排挤，廖内群岛海上贸易的利益

为拉惹嘉化垄断，他无法分一杯羹，

只好自我放逐到新加坡岛。

1818年，在欧洲大陆的拿破仑

战争平息之后，英国把荷兰交给它

托管的马六甲归还荷兰，这时荷兰

也重新取得廖内群岛的控制权，实

质上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槟城因此

失去了不少来自于马来群岛的贸易。

就在马六甲归还荷兰之前，莱佛士

和法古哈（Farguhar）开始在马六

甲海峡附近寻找新的据点，以便突

破荷兰在贸易上的封锁。

1819年1月28日莱佛士的舰队

来到新加坡，邀请天猛公登船见面，

天猛公对这次的会见表现得十分热

忱，因为这次会见让他有机会与一

个西方强权建立关系，期望会为他

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也期望会改

变他的政治命运。1月30日莱佛士

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天猛公签署

一份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天猛公作

为新加坡实际统治者的地位受到承

认；天猛公答应东印度公司在他的

辖区内设立贸易站，东印度公司每

年支付天猛公3000西班牙元作为报

酬，并为他提供保护，同时天猛公必

须承诺不与其他外国势力建立任何

形式的关系。

从这次协议的内容和性质来

1824年8月20日的条约（档案图） 哥罗福（Crawfurd 1783-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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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其实是一个初步的协议，内容

十分简单，只是简单罗列5个要点，

目的显然地是从最容易下手的天

猛公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先下手

为强，取得在新加坡立脚的机会。

协议的签署人虽然是天猛公和莱

佛士，但是协议是以天猛公和柔佛

苏丹胡先两人的名义缔结，英国人

知道如果没有得到在这个地区具有

主权象征地位的柔佛苏丹的确认，

协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将会受到对

手荷兰的质疑。

柔佛苏丹王位继承人的纷争和

廖内-凌加群岛马来人和武吉士人

之间的政治博弈，让英国人有机可

乘和见缝插针的机会。一个星期后，

作为王位竞争的失意者-东姑隆被

带到新加坡，他对英国人要立他为

苏丹一事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感

觉像是英国人要设陷阱骗他，好不

容易天猛公才说服他，让他放下心

来接受莱佛士的邀请登上印地安纳

号（Indiana）。两人在船上的莱佛士

私人舱室关门密谈，没人知道具体

谈的是什么内容，不过，作为长期跟

随莱佛士的文西•阿都拉发挥了他的

想象力，对这次会谈作了精彩的描

述：“莱佛士先生开始说话，带着充

满无限魅力的笑容，不时表示尊重

的点头称是，他的语言就像蜜糖一

样，不单单男人的心会被他的话俘

虏，即便是石头也会熔化。”

1819年2月6日英国人特地为东

姑隆在草场举办一个隆重的苏丹

登基和签约仪式，对莱佛士来说，

这场“表演”对英国人或马来人参

与者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一

方面是要向各方宣示苏丹继承的合

法性和无可争议，另一方面也要展

示其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的合法

性和正当性。莱佛士和苏丹胡先以

及天猛公签订条约，为英国人进入

荷兰人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地区，提

供了一个合法的依据。莱佛士为东

姑隆“龙袍加身”，对东姑隆来说，

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英国

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赤裸裸介

入马来宫廷政治，试图影响马来人

的历史进程。

新加坡丧失主权的开始

1819年2月6日签订的是一份正

式的条约，由莱佛士代表东印度公

司的印度总督与苏丹胡先和天猛公

共同签署。这一份条约共有9个条

款：第一条是认可之前天猛公签订

的协议；第二条回报苏丹胡先对先

前协议的认可，给予每年5000西班

牙元的报酬以及提供应有的保护，

但是清楚说明英方不愿意卷入王

朝的政治内争，也不会动用武力来

维护苏丹的权威；第三条确认之前

签署的协议，给予天猛公每年3000

元的报酬和提供保护；第四条苏丹

及天猛公必须协助东印度公司反

对一切敌人对东印度公司贸易站的

质疑和攻击；第五条确保苏丹和天

猛公的后裔遵守规定，保护及维持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不许他们与

任何欧洲或美洲的国家另立条约；

第六条任何属于贸易站的人员以及

愿意接受英国保护的人，必须注册

以及置于英国的管理之下；第七条

有关本地居民的司法管理将在其

后经三方讨论和安排，因为还不能

确定哪些人是要接受英国人司法

管制，哪些人是要遵循当地人的习

惯法；第八条新加坡的港口将受英

国条例的直接保护和管制；第九条

天猛公可以向进出港口的本地船只

和货品课税，其中一半所得归天猛

公所有，英国公司负担所有港口和

课税所需的开支。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条约，

英国人取得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的权利，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一
直受到荷兰的挑战，荷兰一向认为马六甲海峡南部入口地区，包括
柔佛-廖内-凌加地区都是它的禁脔，从莱佛士登陆新加坡那一天开
始，双方的争执一直没停息过，1824年3月17日《英荷条约》（Anglo-
Dutch Treaty）的签订才彻底终结了这个争执。根据这个条约，英国
放弃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荷兰则把马六甲交给英国，双方划定势力
范围，新加坡海峡以南、马六甲海峡以西隶属荷兰的势力范围；新加
坡海峡以北、马六甲海峡以东则归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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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丹胡先和天猛公这两人在政

治上或经济上会有什么影响：在政

治上，东姑胡先被英国人扶植为柔

佛苏丹，显然这不过是一个象征意

义的地位，英国人并不愿意他借此

扩充他的政治势力，因此在条约的

第二条列明英国人不愿意卷入苏丹

宫廷的内部斗争，也不会在必要时

动用武力来维护苏丹的权威，这说

明英国人在立苏丹的问题上留有一

手，以最低的成本来取得政治利益

上的最大化。天猛公则不然，在条

约中的多处，天猛公均被称为“新加

坡首长”（Chief of Singapore），这

无疑在法律上承认他是新加坡实际

的统治者。在经济上，苏丹胡先和天

猛公各自得到每年5000元和3000

元的报酬，从条约的行文来看，他

们分别得到的金钱显然是提供土

地给东印度设立贸易站的回报，在

这个意义上，这个“报酬”显然是

出租土地的租金，而不是割让土地

的报酬。第六和第七条涉及人员及

居民的治理，明显的是一种西方殖

民地列强惯用的手法，援引所谓国

际公法强加于东方弱国的“治外法

权”的体现。英国人虽说是想在新

加坡建立贸易站，不过从第八条的

解读可以看出英国人实际上取得港

口的控制权，在港口的管理方面天

猛公完全失去主权。天猛公靠海上

贸易或“海盗行为”起家，无法参

与港口的管理，他的财富来源就被

切断，权力也就被架空了，这是英

国人蚕食新加坡主权的第一步。第

九条赋予天猛公可向进出港口的土

著船只和货品课税，其中一半归他

所有，而苏丹胡先则排除在外。由

两人的差别待遇，可见英国人较重

视天猛公，而苏丹胡先只不过是虚

有其名的象征，英国人只是要利用

苏丹的“授权”来合法化他们在新

加坡的特权。

仔细研究这份条约的马来文

文本和英文文本，我们可以发现

其中在表达主体名称上明显的不

同，在英文文本第二条及第九条

中，主体称呼是英国政府（English 

Government），而在马来文文本

中这两处的主体称呼则是英国公司

（Kompeni Inggeris）。我们无法

探知在同一个条约的不同文本出

现不同称呼的用意，不过无论是马

来文文本或英文文本都是使用英

国东印度公司的名义签署，在主体

称呼上使用东印度公司显得比较恰

如其分。

三方共治的时代

1819年6月26日一份以新加坡

政府名义发出的宣示，进一步扩大

英国人在新加坡的统治范围，这份

宣示由苏丹胡先、天猛公以及莱佛

士和法古哈签署。宣示的内容主要

是重新划定英国人控制的土地范

围，新范围从丹戎马朗（Tanjong 

Malang）向东延伸至丹戎加东，或

从贸易站发出炮弹所能及之处的

土地皆归英国人所有。其中也规划

了欧洲人、华人和马来人的居住范

围，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它也规范了一

个三方共同治理的模式，由法古哈、

苏丹胡先和天猛公三人组成，每个

星期一上午10点正三人在议事厅开

会，听取和处理各村各族的头人报

告各自的问题。宣示也规定一切税

收或包税制（Farms）必须由三人

商议决定才可执行。这个宣示貌似

公平，英国人其实通过它取得更大

片的土地，进一步扩大他们在新加

坡的“治外法权”的范围。

英国人取得在新加坡设立贸易

站的权利，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一直

受到荷兰的挑战，荷兰一向认为马

六甲海峡南部入口地区，包括柔佛-

廖内-凌加地区都是它的禁脔，从莱

佛士登陆新加坡那一天开始，双方

的争执一直没停息过，1824年3月

1819年的新加坡 (档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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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英荷条约》（Anglo-Dutch 

Treaty）的签订才彻底终结了这个

争执。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放弃在

苏门答腊的明古连，荷兰则把马六

甲交给英国，双方划定势力范围，

新加坡海峡以南、马六甲海峡以西

隶属荷兰的势力范围；新加坡海峡

以北、马六甲海峡以东则归英国。

从这一天开始，柔佛-廖内-凌加苏

丹王朝就被永久性地瓜分，新加坡

从此不由自主地被纳入西方列强制

定的“国际秩序”当中，成为莱佛士

所宣称的“我的宠儿”（my child）。

三方共治的政治制度好景不

长，在实行4年左右就寿终正寝。莱

佛士在1823年6月离开新加坡之前，

以一个新的协议废除三方共治的制

度。在新的安排之下，莱佛士在直落

布兰雅划出200畝地，要天猛公和

随从迁移到此；苏丹胡先和随从则

局限在甘榜格南56畝的土地上。

新加坡马来主权的沦落

1823年5月驻扎官法古哈和

莱佛士关系闹僵挂冠而去，哥罗福

（John Crawfurd）走马上任。出于

一种白人的优越感和对东方民族

的歧视，哥罗福在1824年1月写信给

加尔各答的总督时这么说：“在我看

来这些土著头目对于这个领地的建

立、维护和进步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或影响，它的繁荣完全是依靠英国

政府的特质和才能。假如让我提出

看法，一个必须先做而又简单和明

确的作法就是建立我们的体制，也

就是马上做出拥有这个岛屿全部主

权的重大的考虑”。哥罗福想要攫

取新加坡全部主权的建议，总督投

鼠忌器，害怕荷兰人的反对，迟迟

没给他答复。3月中旬《英荷条约》

签订，英国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哥

罗福的建议终于得到总督的批准。

1824年8月2日哥罗福拟定一

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就是为英国

人全面夺取新加坡主权的法律准

备，苏丹胡先和天猛公在无力抗拒

之下只好接受。很具讽刺的是条约

开宗明义就宣称“和平、友谊和互

相谅解在双方之间长存”，然后转

入正题：根据条约苏丹胡先和天猛

公把新加坡以及周边10海里的海

域，永久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

苏丹胡先因此得到33200西班牙元

的报酬，以及终身享有每个月1300

元的俸金；天猛公则获26800元的

报酬以及终身享有每个月700元的

俸金。随着这个条约的签订，终结

了苏丹胡先和天猛公想借助外国势

力在新加坡延续柔佛-廖内-凌加

马来民族的海上贸易的理想，也终

结了旧柔佛苏丹王朝在新加坡的政

治命脉。

历史往往就隐藏在细微之处，

我在仔细阅读这些影响新加坡历史

进程的条约当中，发现一个没人关

注的细节：莱佛士与天猛公在1819

年1月28日签署的协议，正式的文

本只有用爪威文书写的马来文本，

而没有英文文本；1819年2月6日签

署的正式条约，正式的文本则有用

爪威文书写的马来文和英文两种

文本；来到1824年8月3日签署的条

约，正式文本就只有英文文本，而

没有马来文文本。这个细节说明了

什么？这就是白人殖民列强在笼络

本地政权时，采用的手段就是从表

面尊重，到表面平等，最后就是撕

下假面具，尊重、平等都没有了。这

一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当地主权一

步一步被蚕食，殖民势力不断加强

的结果。

新主权意识的唤醒

从1819年2月莱佛士登陆新加

坡，与苏丹胡先和天猛公签订建立

贸易站开始，到1824年哥罗福抛出

新条约，苏丹胡先和天猛公无奈签

下那刻，就是一段新加坡主权不

断受到英国人蚕食，最后沦陷的历

史。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

一段英国人试图在马来世界的地缘

政治中，通过一个一个条约的签订，

打造出一个新的地缘机体，并通过

与其他西方列强划分势力的条约，

把新加坡从马来世界分离出来，纳

入列强所制定“国家秩序”当中。

新加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边界、

领土、主权重新被确立，新加坡就

是在这样的历史安排下，旧的主权

沦落了，但是另一个新的主权意识

却被唤醒。

1819年对我们来说，它告别了

被人称为“新加坡拉”的时代，进入

一个被人称为“新加坡”的时代，这

不单单是一个地理名称或政治符号

的改变，而是一个政治意义的改变，

一个主权意识的转换，可以这么说，

今天新加坡命运在1819年历史的那

一刻已经被确定。

1 廖内-凌加群岛（Riau-Lingga Ar-
chipelago）是荷兰地理学家所创的名
词，指的是苏门答腊以东，新加坡以南，
散布在马六甲海峡南部入口的大大小小
的岛屿和礁岛。廖内（Riau）座落在新加
坡以南50海里，是其中最大的岛屿，今名
是民丹岛（Pulau Bintan） ，18世纪柔佛
苏丹王朝就在岛上的丹戎槟榔（Tanjung 
Pinang）。这里用柔佛-廖内-凌加苏丹
王朝，也是后世历史学家使用的名称，
马来历史实际上不曾使用这个名称，根
据马来旧史籍，王国名称一般都是以所
在地称呼，比如满剌加王国（Kerajaan 
Melaka）、柔佛王国（Kerajaan Johor）、
夏克王国（Kerajaan Sia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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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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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复调”的历史

1811年夏天，当托马斯·斯坦福·莱佛

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第一次望

见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小渔村时，他正在前

往爪哇岛的征途中，准备为保护大英帝国

在远东的贸易而战。彼时的欧洲，拿破仑

的铁骑踏破了荷兰的防线，荷属爪哇转而

成为法兰西帝国觊觎印度、争夺远东利益

的跳板。当时的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命莱佛士准备进攻爪哇，先发制

人地解除对英国的威胁。当这支由八十一

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掠过新加坡海岸时，

岛上的渔民若偶然瞥见，必定惊于其浩浩

荡荡，目送其一路向南，谁知八年之后，舰

队的年轻将领将登上自己身后这座小岛，

改写它的命运？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岛

上的人们又将如何纪念——或者说，是记

忆——这场历史性的邂逅呢？

关于莱佛士和英国殖民的历史意义现

在似乎成了颇具争议的话题。2017年五、

六月间，《海峡时报》连载几封来信，讨论

新加坡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殖民历史。有人

主张“勿以殖民为耻”，因为是莱佛士让新

加坡从名不见经传的渔村成长为东南亚贸

易的枢纽。现代新加坡的精神及其社会人

口结构都于殖民时期发端和奠基，我们理

应拥抱并传承这段历史。有人却认为，将莱

佛士推崇为现代新加坡之起源颇为不妥。

英国人并非为改善本地民生而来的救世主，

而是为大英帝国牟利；宗主国让亚洲人在自

己的土地上作为“次等人”听命于它，但它

却无力抵挡日本军国主义侵犯。这些屈辱

辛酸催生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独立自主、奋

发图强的新加坡——真正的现代新加坡。

如何面对殖民历史并非新加坡独有

的问题，整个东亚、东南亚和近代史都围

╱ 文 :  马思睿

新加坡河（林少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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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殖民和反殖而展开。在后殖民时

代的语境中，民族国家和主权这些 

“舶来”概念不仅替代了王朝、天

下这些“土生”概念成为我们身份

认同和世界观的基本坐标，更具有

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以至于和

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

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一不

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

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遗产

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

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果我

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

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我们

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

佛士开埠吗？

“万千宠爱”：莱佛士与开埠

让我们暂时回到十九世纪初莱

佛士的世界。自十七世纪以来，荷

兰东印度公司（VOC）一直是东印

度群岛（East Indies）的霸主。他

们贩卖奴隶，通过严刑峻法垄断了

东印度贸易，莱佛士称之为“荷兰

人令人窘迫难堪的暴政”。在对待

荷兰人的问题上，作为英国东印度

公司的雇员，莱佛士并不认同公司

力避冲突的保守姿态。受欧洲政局

影响，莱佛士曾为保护英国贸易出

征爪哇并作为总督进行了短暂的统

治，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

奴隶贸易，引入陪审团制度。然而，

他因家庭变故和健康问题离任后，

英国还是将爪哇拱手让给了荷兰，

改革戛然而止，一切回到了老样

子。1818年，他再次离开英国前往

苏门答腊（Sumatra）担任明古鲁

总督（Governor of Bencoolen）。

这一回，他打定主意要在东南亚建

立一个足以与荷兰人抗衡的自由贸

易体系。新加坡——那个八年前曾

路过的小岛——浮现在他脑海中。

他需要来自公司上层或者英国

政府的支持。曾经的贵人明托勋爵

早已仙逝，但他还是前往加尔各答

（Calcutta），尽力说服当时的印

度总督黑斯廷斯勋爵（Lord Hast-

ings）在马来半岛拥有战略据点至

关重要，为此他不惜冒触犯荷兰的

风险。的确，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

最有利可图的生意是从中国进口茶

叶、生丝等销往欧洲，并向中国贩

卖印度生产的鸦片。而从事相关贸

易的所有船只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进出南中国海，往返于广东和印度

之间。那么，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建

立港口的意义已然明了。黑斯廷斯

勋爵先是同意了莱佛士的提议，但

很快又反悔了——只是没等反悔信

送到，莱佛士已经先一步在新加坡

丛林中升起了英国国旗。

新加坡本是柔佛苏丹的地盘，当

前任苏丹去世，他的小儿子夺取了王

位，并与荷兰人签订契约，不与其

他人贸易。莱佛士找到当时柔佛苏

丹的兄长，在新加坡的海滩上为他

举行登基仪式，推举他为本地苏丹

王，并向他租借新加坡归英国东印

度公司治理。莱佛士的行为并没有

立即得到公司和伦敦的支持。事实

上，他们对这个冒进的年轻人十分

不满。英国东印度公司写信给荷兰

东印度公司，向他们澄清在新加坡

登陆完全是莱佛士的个人行为，并

未得到官方授意与支持，并保证他

绝不会在岛上久留。有趣的是，正

是这封反对莱佛士的信为新加坡争

取了最初几年的发展时间——收到

信后，荷兰人没有进攻，只等英国人

自己撤离。几年之后，当新加坡被英

国东印度公司管辖变为既成事实，

而它作为亚洲绝无仅有的“自由贸

易”港口，潜力逐渐显现，加之英国

与日俱增的军事信心和日渐高涨的

民族情绪，历史的潮流就此悄悄转

移了。没人再提撤离新加坡的事，

荷兰人也并没有因此对英国开战。

新加坡开埠的过程的确带有莱

佛士鲜明的个人色彩，但它后来的

发展当然不是莱佛士一人所设计，

而是借了资本主义和全球贸易扩

张的东风。随着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通航，新加坡成为欧亚航

路的亚洲首站和本地区贸易枢纽。

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英国政府越

发重视这个港口，直接注资以改善

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建设，重整当时

已被秘密社团所裹挟的社会秩序。

自1867年新加坡成为直辖殖民地

（Crown colony）到1919年它开埠

的百年庆典，新加坡已凭借自由贸

和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
一不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
遗产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
果我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
我们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佛士开埠吗？

怡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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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矿出口成

为区域贸易和金融中心，也是它今

天国际经济地位的雏形。不过，若

是没有莱佛士当年以超前的眼光和

执着的信念将新加坡的未来与自由

贸易之力量结合，这金融贸易中心

的地位不知要花落谁家了。

超乎想象：我们的“共同体”

我们以今人的眼光回看，认为

莱佛士和英国殖民者为新加坡的

现代化助推，这事实判断原本也没

有什么问题。但作为价值判断而感

激殖民者垂赐，恐怕很难不引起反

对。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果实即

便被搬运到了新加坡，也只是为上

流社会所享用。汽车和电力，就像

博物馆和图书馆，并不服务于绝大

部分来新加坡讨生活的苦力和小

商小贩，而正是他们的劳作支撑了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若以举国之

名感怀当年只有殖民者和少数精英

才享有的先进与便利，不仅消解了

历史的复杂性，甚至不免让人觉得

势利虚伪。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

在——单单强调伴随着财富而来

的剥削和伴随着发展而来的不均，

不足以解释殖民遗产和国家纪念之

间的紧张关系。诚然，新加坡不仅仅

是莱佛士的新加坡，但它也不仅仅

是苦力和劳工的新加坡。在讨论国

家要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之前，我们

不妨先来看看国家是什么。

著名学者、东南亚问题专家安

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将国

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旨在强调现代国际

社会的基本单元——民族国家——

其实是主观构建的产物。当今世界，

再小的国家，例如新加坡，也不是所

有人认识所有人的熟人社会。身处

不同社会阶层、说不同母语、沿袭

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只有通过想象

才能产生归属感。现代沟通工具，

从印刷媒体到手机屏幕，都是展开

想象的空间，而阅读同一种文字更

是展开想象的基础——任何国家叙

述都可以通过共同文字和现代传媒

直达普罗大众的内心，构筑属于整

个社群的身份认同。而促使我们去

想象这种共同归属的又是什么呢？

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近代史上，正是

殖民统治的刺激让这里的民族产

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用人类学家

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他们从无意识

的“自在”的民族变为了有意识地 

“自为”的民族，而后才会有“民族

自决”的诉求，才会有反殖运动和

独立建国。但同时，民族的自我意

识既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

也是对它的一种威胁，尤其是在多

民族国家里——如果基于民族自

觉可以建构独立国家，那么要如何

处理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和少

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呢？作为一个建

构的概念，主观认同是判断归属的

最重要依据。因此，多民族国家更

要仰仗超越个体差异的国族和集体

意识，才能有足够的凝聚力；而爱国

主义更是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

重要来源。

如此说来，正是反殖运动催生

了我们“想象的共同体”，让新加

坡从“旅店”成了“家园”，让岛上的

居民从“过客”成了“主人”。然而，

新加坡独立后的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又是基于对殖民遗产的

充分利用。我们并没有将国族意识

推向极致，把英国留下的一切推翻。

相反，英文成了新加坡的行政权力

语言，不仅传递了跨族群的国家想

象，也将新加坡编织进更广泛的英

语世界网络，以维系其枢纽的角色；

而自由贸易至今仍是新加坡的标志

性特征。从国旗国歌到领袖先贤，

我们以国家之名所作的任何纪念，

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这个想象的共

同体，强化彼此的归属感。解读历

史遗产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

我们对殖民时期做“好”还是“坏”

的简单价值判断，并不能满足新加

坡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对其历史叙述

的要求——今天的新加坡不仅脱胎

于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力量，也离不

开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反殖和独立

运动。莱佛士和他所代表的英国殖

民统治，既是开创现代新加坡的先

驱，也是让它浴火重生的劫。

新加坡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为世

界所熟知，莱佛士自然功不可没；然

而，作为一个共和国立足于世界，却

不是他所能设想的。我们要纪念的

不是莱佛士的个人成就，不是英国

殖民的“善”或“恶”，也不是对具

体殖民政策的延续或改革，而是那

段经历对于新加坡作为一个民族

国家的意义，是两百年前的开埠何

以成为新加坡命运之转折——它

将这个小岛与历史洪流紧密相连，

让它从此不得不努力弄潮于时代的

风口浪尖。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人

为反殖和建国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对

殖民统治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扬

弃的继承和超越，是继开埠之后，

再次顺应并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

两百年后再回首，莱佛士的白

色塑像映着新加坡河粼粼波光。它

代表着我们“想象的共同体”的来

路。至于前途，还要靠我们自己的

眼光和信念去开拓。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公共行政中心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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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政府宣布设立工作组，开始为来

临的 “开埠两百年” （即2019年） 统筹一系列活动，

将是 “SG50” 以来最大规模的举国盛事。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执行总监陈惠勇表示： 

“开埠两百年是SG50的前传。我们以年为参照点，除

了回顾SG50前的150年，也回到700年前的淡马锡时

代，目的是促进国人对鲜为人知的历史有更深切的了

解。”

100年前

100年前的1919年，刚刚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1918年11月），作为战胜国之

一的英国，有点匆忙地为她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殖民

地新加坡举行了一场 “新加坡开埠百年大典 ”，庆典

的高潮是2月6日把原本安置在大草场的莱佛士铜像搬

移到维多利亚纪念堂大门前。

图1：搬迁后的莱佛士铜像和他“眼前”的新加坡海边。

╱ 文、图 :  林少彬

世       纪

思
前
想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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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不是我们“当家” ，殖民地政府说了

算，要怎么庆祝就怎么庆祝，当然，主办当局更加不

会主动地谈起莱佛士登陆以前的历史了。

那么，200年前，大英帝国为什么要来大老远的

新加坡呢？

海上霸权的尾随者—大英帝国

世界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被冠上了美丽称号的时代，

叫做“大航海时代”，那是从距今600多年前的15世纪

开始一直到17世纪为止，任由西方列强用帆船载着大

炮，跨洋越海你争我夺“新大陆”的时代。他们的领头

羊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随后紧跟的是法国，荷兰和英

国。基本上是当年的大船和大炮的比武，奖品是别人

的土地和资源。通过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争，把自己的

国旗插遍世界各地。

在我们的东南亚这一带，最早来到的是葡萄牙人，

他们在1511年拿下了马六甲。

西班牙人则比葡萄牙人慢了50多年，到了1565年

才在菲律宾插上自己的国旗。

马六甲海峡是通商中国的兵家必争之地，荷兰人

在1606年尝试要从葡萄牙人手中把马六甲夺走但是

失败，不死心在159年后卷土重来，终于在1753年抢

到马六甲。

英国人最落后，虽然在1786年拿到槟城（槟榔 

屿），但是关键的马六甲却落在竞争“死对头”荷兰人

的掌中，因此英国船舰要来往马六甲海峡，需要获得

荷兰人的许可，航行得很“不自由”。

于是，莱佛士又哄又骗地先在1819年拿下新加坡，

然后在1824年用苏门答腊和荷兰人换取马六甲，从而

获得了宝贵的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权，确保了大英帝

国和中国的重要贸易不受他国干扰或阻挠。

两年后的1826年莱佛士卒。

那么，当时有什么“重要贸易”，值得用苏门答腊

来换取呢？

鸦片

答案是：鸦片！

原来，当时中国非常富裕。原因是自唐代以来，中

国的外销瓷，已经变成了中东和欧洲富裕家庭厅堂

里的必须展示品。而几百年来，外销瓷，丝绸和茶叶

变成历朝历代国库的“三宝”。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

馆所拥有的唐代沉船“黑石号”的“勿里洞大壶”就

证实了中国匠人从唐代开始已经能够为中东客户“客

制”高级外销瓷，换取黄金和珠宝。

为了扭转对华的贸易逆差，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

和欧洲各国都开始贩卖毒品“鸦片”。

果然，英国在获得马六甲自由航行权之后，就大肆

贩卖鸦片到中国，强求清廷多开几个贸易港口，忍无可

忍的林则徐在1839年销毁鸦片，英国就出动舰队，找

中国大干一场，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

。我们的大草场当时还成为英国海军扎营休息之地

呢！战争的结果就是我们熟知的清朝战败，并签署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允许大量鸦片进入中国。

图2：英国人也把鸦片介绍给新加坡的华人

从软弱的清朝政府那儿尝到了甜头的英国，再在

1856年联合法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

为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火烧圆明园，逼清

朝在1860年签下《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



怡和专题

新加坡河上分开桥南路和桥北路的埃尔金桥所

纪念的人物其实就是那位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

作为英国谈判代表，随军至北京谈判《中英北京条 

约》，并且下令焚毁圆明园的埃尔金。

图3：最高法院和国会大厦旁的埃尔金桥

世界树胶中心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大大地缩短了欧洲和

中印之间的航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贸易，经过新加

坡港的船只总数逐年剧增，让转口贸易突飞猛进。

1877年，第一株树胶树种植在新加坡植物园，很

快地，马来亚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树胶生产国，大量的

树胶片通过新加坡港运送到世界各地，变成轮胎和

各种产品。

1887年6月20日，在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

年之际，英国铸造了一尊莱佛士铜像，设置在大草场，

用以表扬莱佛士对新加坡的贡献。（图4）

可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对中国的贪念是无穷

尽的，不久后的1900年就借义和团之乱，组成八国

联军，攻入北京，逼清朝签下《辛丑条约》，赔款四

亿五千万两银，允许外国驻军等，进一步把中国半殖

民化。

另一方面。英国和日本为了牵制俄帝南下，以保

障各自在华的既得权益，从1902年1月起，两国结成

互助同盟。果然，1904年2月，日帝和俄帝就为了争夺

朝鲜半岛和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土地上大

打出手，就是有名的日俄战争（1904年2月—1905年9 

月）。首先是日本不宣而战，击沉了几艘停泊在旅顺港

内的俄罗斯旅顺舰队。

当时全日本为首次“亚洲人战胜白人”而近乎疯

狂，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庆祝胜利，其中日本邮政局就

发行了彩色版画明信片，某位居留在新加坡的外籍人

士还购买了许多张来寄给他欧洲的亲友们。

图5，投函地点和日期（左上方）是“新加坡1904

年12月8日”，版画下端添加标题: “俄罗斯舰队被日

本舰队击沉于旅顺港”。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胜俄败，日本夺取到南满的

控制和对朝鲜的统治，俄国则退出远东舞台。

1905年8月，满意的日英两国延续其同盟条约。

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日英

同盟条约为由，对德国不宣而战，占领了德国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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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的青岛港。同样的，在日英同盟精神之下，日

本海军舰队获准使用新加坡为基地，为往返印度洋、

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还有大洋洲海域的英国船只提

供护航。

盟友捅你一刀

1918年4月18日，英国政府接到英军马来亚司令官

利德奥特的汇报： “当心日本人在廖内群岛活跃地购

置土地” 。但是伦敦不以为意，认为这些只是日本的

商业活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英国绅士们看不起亚

洲人的傲慢和大意所带来的麻痹。

笔者在东京神田古书店收购到一份由日帝陆军参

谋长宇都宫太郎亲笔签发于1910年8月1日的“极密”

文件和来往书信，他命令步兵退役大佐小山秋作伪装

成商人到新加坡，与印尼卧底间谍和驻星武官联络之

后，到荷属巴淡岛民丹岛上购买面向着新加坡的土地，

以便日后过海进攻之用。宇都宫还强调说恰逢日英同

盟期间，必须格外保密。小山依计，从廖内苏丹手中买

下四块土地，种植树胶。图6为小山在成功购入土地之

后，于1911年（明治44年）2月1日和宇都宫太郎所签下

的合同。合同中间部分，明确地记述着一则重要条件：

一旦国家 “有事”，土地将以时价提供！

从档案的日期上来看，英军的情报部门，整整睡

大觉睡了八年多！而且听到警钟响

起之后，还误判形势。真是中了日

军计也！

可以说，英国佬从来没有从历

史中学过乖，身旁的这位日本盟友

自从“出道”以来就从来没有老实

过，打俄国（旅顺）是不宣而战，打

德国（青岛）也是不宣而战！结果到

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和马来

亚）还不是不宣而战吗！

过去和将来

我们要庆祝开埠200周年了，在我们700年的历史

当中，殖民地宗主国是怎样过来的？她为我们做了些

什么，又给周边各国带来了什么？什么是应该传承的

正面遗产，什么是应该唾弃的负面遗产？

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而马六甲海峡是强

国必争之地！200年前是这样，100年前是这样，今天

也是这样！可是100年后呢？地球暖化海面上升，中

俄 “冰上丝绸之路”的开航等等，会给新加坡和马

六甲海峡带来新的际遇吗？

今年5月，我们看到了邻国各族同胞的政治改革运

动，这和我们这个小岛上的政治生态多么不同，在未来

的50年，100年，我们应该如何走下去呢？

刚刚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是新加坡告诉世界“

我们虽小但是举足轻重”的重要舞台。我们有周边各

国所无法取代的国际地位，突出了我们在经济和军

事上和邻国的不同。那么，在未来的50年，100年里，

我们要和邻国们如何和睦共处呢？要成为地缘机体

的一部分还是“异军突起”呢？

谁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盟友？现在是谁？50年后

是谁？100年后又是谁？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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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1781年，莱佛士

在 一 艘

货船上出世。那船为了躲避风雨，已

停泊在牙买加的一个港口四个月。

曾以汹涌波涛为摇篮的莱佛士，

或许此生就注定得在颠簸的海浪上

度过许多时光，时常还须挣扎在风

口浪尖上。

╱ 文  :  邹文学

莱
佛
士
 ，
 
你

累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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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时间阅读

阅读莱佛士的生平故事，首先为他一生的奋斗经历

感到惊讶，他活得不容易呀！

他身体衰弱，从年轻到“老”（享年45岁）都疾病缠

身，却始终积极工作，好学不倦。

当然，莱佛士的生活目标基本上是为了往上爬。家穷

呀，只上了两年正式学校，便到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大厦谋

职，当个小听差。

他在后来写给朋友的信上提起：“我幼年缺乏教育

的遗憾，一直没有弥补上。”

其实，莱佛士是以博学多才为时人所称道的。他从14

岁在印度大厦工作直到24岁的十年里，工余的唯一消遣

就是阅读。他形容自己是以偷来的时间学习拉丁文、法文

和德文，包括自然科学。他常为动物、昆虫和植物学的知

识着迷。难怪后来他在多年往返马来群岛和印度尼西亚

群岛的日子里，便花了很多精力、时间和金钱，收集热带

的植物和动物、树木花草的种子，昆虫，并为它们画图及

制成标本。在一次回国航程里，还带了一头马来貘和一

头苏门答腊虎。

他在回忆年少往事时曾记下：“母亲埋怨我， 不该

在房里点蜡烛享受那样豪奢的生活。”

精通马来文 

1805年，莱佛士凭着勤奋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

获得上司破格提拔，派他到槟榔屿当助理秘书，那可是

从年薪70英镑剧增到1500英镑的肥缺。

他带着新婚妻子奥利维亚乘恒河号货轮辗转来到

槟城后，虽然努力工作，却不受当地总督赏识，心情不

舒畅，加上水土不服，曾大病数次。有一次来到马六甲养

病，拜马来文学先驱人物文西•鸭都拉为师，认真向他学

习马来文及马来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

文西 • 鸭都拉的自传有这么一段话：“莱佛士对马来

语文递变的了解，特见敏慧，喜欢正确引用马来人惯用

的谚语和语法。”

他学习马来语很有成绩，能直接与马来群岛的商贾

和旅客交谈，也常主动争取与马来半岛统治者及酋长来

往，互赠礼物，建立友谊。

有位英国船长特拉弗斯的日记写道：“莱佛士好客

热情，……能以马来语热切地跟来访马来人以马来语

交谈。”

1817年4月，他撰写的《爪哇史》出版。

攀高不言弃     

十八世纪末，正是英国与荷兰在东南亚抢夺殖民地

的时代。英国虽是后来者，却因为占领印度而势力大增，

不过，对于印尼群岛与马来半岛之间的竞争，彼此却是有

来有往，一时不分高下。1810年，鉴于法国有意扩大帝国

版图至东南亚的野心，印度总督委任莱佛士为东方特派

员，到马六甲设公署，秘密筹划进攻爪哇的计划。1811年

8月，英军发兵占领爪哇，莱佛士受委为爪哇总督。

莱佛士虽然在爪哇努力经营，包括废除农奴制度，促

进商贸活动，但是并不能获得印度大总督的理解。1815

年，英国决定以爪哇对换苏门答腊，他只好在次年悻悻

然回国述职。

时隔十年后回国的莱佛士，这时是以卸任爪哇总督

身份成为伦敦上流社会颇受欢迎的人物。也就在这时期

他获颁爵士荣衔，结识了夏洛特公主。据史家后来分析，

假使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夏洛特公主没有因难产早逝，他

很有可能遂心愿成为印度大总督。

1818年，莱佛士再次东渡，这次是受委到苏门答腊

西南部的明古鲁担任总督。这里可是莽荒之地，不久前

才发生地震，岛上仍住着荷兰人带来的已与当地土著通

婚的大批非洲黑奴。

明古鲁的政务或许不是那么繁重，莱佛士竟然能长

时间带着第二任妻子索菲亚走遍苏岛的山林和沼泽，就

只为了收集动植物标本和绘制地图。

这时候莱佛士也接到指令，需要为来往东南亚水域

的海军舰艇寻找深水港基地，以保护日渐繁忙的海上

贸易。

住新加坡十个月

1819年，莱佛士接受马六甲驻扎官法夸尔的建议，乘

着巡洋舰尼阿库斯号视察吉里汶群岛，却发现那里条件

不适合，然后就在续程东行时，突然望见了新加坡岛。

1月28日下午，他改乘平底商船印第安纳号停靠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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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岛，派人以小船登陆新加坡窥

探虚实。第二天，他才亲自上岸勘

察情况。由此，新加坡的命运就定

下来了，迅速发展成一个自由港。

不久，他授权最早提议开发新加坡

的法夸尔全权管理这个港口，自己

只保留名义上的领导，大部分时间

仍滞留在明古鲁。

据记载，莱佛士首次登陆新加

坡10天后，便于2月7日因公务赶回

槟榔屿，5月底才重返新加坡，两个

月后的7月31日又匆忙返回明古鲁。

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来新加坡，

是三年后的1822年10月10日，这回

他在皇家山顶盖了一所亚答屋别庄，

不过，8个月后的1823年6月2日，他

又辞别新加坡，而且不见再回来。粗

略估计，莱佛士在新加坡居住的日

子，三次合计也只有10个月。

其实，在这期间莱佛士的最大

愿望，是同时担任明古鲁、槟榔屿

和新加坡三地的总督。不过，东印

度公司却由于忌讳荷兰海军报复，

不满他擅自占领新加坡，还形容他

是个“东方战争贩子”。荷兰是直到

五年后的1824年两国签约，才正式

放弃对新加坡土地的索求。

儿女全夭折

我们阅读到的莱佛士书信发

现，他那两三年的工作情绪已经非

常低落，不过，最令他丧失生活勇

气的，应该还是家庭接二连三发生

的悲剧。

1821年7月，他的三岁大儿子病

逝；1822年1月，二儿子和大女儿也

相继因热病夭折。1823年诞生的最

小的女儿也在四个月大时离世。明

古鲁常发生的流行病，相信是导致

莱佛士接连丧失儿女的主要原因。

幸好，他的二女儿能及时送回英国

寄养，不过她也只活到19岁，于1840

年病逝。莱佛士第二夫人为他生养

的五个儿女竟然都不能享有天年。

莱佛士一定要回英国老家了，东

南亚显然不是他久留之地。1824年

2月2日，他终于登上荣誉号货轮，

船上有四分一空间堆叠的都是他

积存近20年的收藏品，总共122个

大木箱，装满的东西包括稿件、日

记、古代马来文手抄本、动植物标

本、绘图、苏门答腊地图和各种文

物资料。

那里知道，上船的第二天晚上，

一名厨师不慎引发的大火，竟把整

艘船都烧光了。莱佛士的心血和财

产一下子都化为灰烬。他几乎一无

所有了。

想当国会议员

莱佛士没了孩子，丢了官、失去

财产，也失去了累积多年的文稿和

写作材料，同时还落得一身病痛。

那该有多颓丧呀！

然而，莱佛士1824年8月回到英

国后，很快又萌生起再在官场干一

番事业的“雄心壮志”。

他多次拜访东印度公司董事会，

希望最少能再谋得一官半职。他还

想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国会议员，

也想在居住的伦敦郊外当个地方推

事或者就当个村长也行。不过，直到

他倒卧于自己家楼梯口的那最后三

年里，他的仕途始终一筹莫展。莱

佛士因中风病逝于1826年7月5日，

多一天就是45岁生日。

莱佛士死后显然也得不到安

宁。东印度公司不仅迟迟没发年

金，没补偿荣誉号沉没给他造成的

怡和专题

巨大损失，还跟他追讨多年以来经

营海外殖民地所亏空的公款达2万

多英镑。

他死后虽不至于无葬身之地，

处境却也堪怜，牧师坚持不给他

教堂内的坟墓立墓碑，因为他生前

与牧师为了废除农奴问题发生过

争执。直到1887年，才有个纪念

铜牌出现，却是写错了生卒的年月

日。1920年，终于有人为他立了个

正式的纪念碑。

不过，伦敦市民却是较早就能

在动物园的狮子屋前看到他的半身

塑像，原来他是伦敦动物学会的首

届会长。

他站太久了？

莱佛士生前对自己给英帝国作

出的贡献不受承认还遭谴责，自然

是心有不甘的。

1826年4月，病重的莱佛士终于

接到东印度公司董事局来函，承认

他为公司作出的贡献，其中提到新

加坡的部分有五点，包括：莱佛士

对荷兰的动向，具有独特的见解，

而最后所采取的种种步骤，应归功

于他应用的手段；新加坡殖民地之

能取得种种利益加惠于本国，也应

归功于莱佛士；……

于 是，伦敦的西敏寺大教 堂

后 来 也 安 置了 莱佛 士 的 全 身铜

像。1887年6月27日，英国维多利

亚女王金禧纪念日，新加坡总督韦

尔德爵士为竖立在新加坡河口的莱

佛士铜像主持揭幕礼。就这样他在

这里站了130年……

（本文为阅读曾铁忱著《悲剧人物莱
佛士》的笔记）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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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轻有为的怡和轩会员陈祖坤，是

胜乐集团（Select Group）的董事

经理。胜乐是本地年营业额上亿元的餐饮

业领军集团。

陈祖坤在1991年经营的生意，还只是

把食物装在食格（tingkat）里，然后送到

约300个预订晚餐的实乞纳和勿洛一带

的家庭。今天胜乐集团的营业涵盖七个部

分，聘请员工2400人，工厂使用面积16万

5000平方英尺。

送食格开始

陈祖坤小学念育能，在中正中学分校

毕业后考进新加坡理工学院攻读土木工

程，服完兵役便受聘于一家跨国企业的木

材家具部当生产管理员。

“三年后，我想自己做生意。那时候妈

妈在勿洛经营的经济饭摊生意很好，我就

留意到新加坡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工作忙

碌，家里厨房总是保持窗明几净，多数时

候都在外用餐。”

那时候弟弟也刚服完兵役，两人就联

手做起送食格到订户家里的生意，从此两

兄弟便成为驰骋餐饮沙场的最佳搭档，迄

今27年。

“我们买菜切菜，妈妈烹煮。下午经济

菜饭档口收了，我们就把食物装入食格，四

五点开始把食物送到300个家庭。虽然我

们也请工人，许多事情仍需亲力亲为，包

括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信箱。

“从早忙到晚，一天忙碌不只16个钟

胜乐集团
从饭格递送到餐饮界翘楚   ╱ 文  :   林  言

怡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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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现在回想，这样的日子也不晓

得怎样挨过去的。”那年27岁的陈

先生也刚成家，家庭和事业都在起

跑线上。

1991年胜乐的起步是三部车10

名员工，摊位600平方英尺；1992及

93年，另租两个厨房，20部车子飞

驰全岛多个地点送食格。

“这时期，我们也接受自助餐上

门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我

们的自助餐从每天平均40组，迅速

扩充到80组。”

1995年胜乐在阿裕尼设立第三

个占地3600平方英尺的厨房，员工

增至80人。1997年正式成立胜乐送

餐服务公司，2000年迁入圣诺哥5

万平方英尺的中央厨房，也兼提供

清真餐服务。

送餐服务、特色食阁

陈祖坤指出，送餐服务至今是

胜乐集团主要业务，如今每天提供

的自助餐可达400组，也为大型集会

如国庆、妆艺游行、东南亚运动会、

incent Tan Chor Khoon enrolled 
in Singapore Polytechnic’s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upon graduating from Chong Cheng 
High School. He worked as a production 
manager at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after completing his National Service. 
At that time, his mother’s  mixed 
vegetable rice stall was doing well and 
he began to notice the typical lifestyle 
of Singaporeans – they were busy with 
work and ate out most of the time. 

The Rise of Select Group
From Tingkat-delivery to an F&B empire

V

By Lin Yan   
Translated by YeeFong Wong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提供餐饮。

不过，胜乐并不满足于原有的

服务模式，进入第二个十年，便陆

续增加餐饮供应项目。

1995年，他们跨步进入食阁领

域，开始只租下摊位经营杂菜饭，

最高峰时有40多个摊位。后来便自

己承包七个食阁，半数自己经营，

半数出租。

“胜乐经营食阁的理念是要具

有创意，都属于色彩鲜明的主题食

阁。” 他举例，牛车水美食街、机

场第二搭客大厦的海峡美食村、第

三搭客大厦的新加坡美食街、第四

搭客大厦的国际美食城等。

他 指出：“ 我 们 的 海 峡 美食

村，2016年还荣获全世界最佳机

场食阁的荣誉。”胜乐在这些食阁

售卖的食物，包括新马、泰国、越

南、日本和香港的食品。

他透露：“胜乐也把经营海峡美

食村的理念开始带进咖啡店，今年7

月将开张的义顺675座胜乐咖啡店，

便准备以美食和高生产力经营方式

吸引邻里居民光顾。”

胜乐也已开始把主题食阁观念

带出国，今年七月将在越南胡志明

市设立新加坡风味食阁。   

员工餐厅、餐馆、德州家乡鸡

2000年，胜乐也从员工餐厅嗅

到商机。陈祖坤解释，很多公司为

了促进员工福利，提高生产力，都

乐意在自己的餐厅里提供受津贴的

餐饮服务。

“这是一个涉及国际餐饮业竞

争的大市场。我们至今已取得四十

多家公司包括学生宿舍的餐厅合

约。” 

2008年，胜乐的业务扩充到各

种餐馆，如设立香港盛记甜品、盛

记粥面家、盛记包点、越南面条、日

本盒饭、禧街咖啡店、怡保老友芽

菜鸡等。

“我们也在2008 年收购桃苑，

桃苑目前已扩充至九家分店，今年七

月将在胡志明市开第一家海外的桃

Vincent started delivering food together 
with his younger brother after the latter 
completed his National Service. Their 27 
years of dealing with food and beverage 
experience becam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uccess of Select Group, which the 
brothers founded together.

The Group began with three vehicles, 
ten staff and a 600-square-feet stall in 
1991. They rented another two kitchens 
in 1992 and 1993, expanded their fleet 
to 20 vehicles and started a buffet 

catering service as well. They catered an 
average of 40 sets of buffets daily, which 
quickly doubled to 80. The Group went 
into  food delivery business in 1997, and  
moved into a 50,000-square-feet central 
kitchen in 2000. They began offering 
halal food services later.

Food delivery remains a core business 
of Select Group. The group caters up to 
400 buffets daily. It also caters for large 
events such as National Day, Chingay, 
the big events like the Southeast Asian 

怡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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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他透露，两位桃苑创办人目前

也位列公司的高层管理队伍。

胜乐集团目前在新加坡拥有餐

馆50家、马来西亚13家、印度尼西

亚4家，胡志明市2家。

陈先生补充，2010年，胜乐也

获得德州家乡鸡的特许经营权，由

于定位鲜明，目前已设立15家分店。

“我们的鸡肉食材来自马国，不

经过深冻，味道鲜美，而且每份餐食

分量较大，颇受顾客欢迎。”

百多种即时餐

陈祖坤说，胜乐拥有一支具有

开拓精神和发展眼光的专业队伍，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广的食品是 

“即时餐”（ready meal）。即时餐

就是经加热——放进微波炉或火炉

上皆可，就能够进餐的食品。

“我们现在已有百多种食品，

最受欢迎的是扬州炒饭和烤鸡。”

他说，即时餐目前只能储藏7至

14天，相信不久就能延长保鲜期至

一年。那时候他们就能大量生产，既

降低成本，也能出口外销。

自小展示管理能力

陈祖坤的生意越做越大，可是，

他仍然抽时间参与社区工作。他是

牛车水节日庆祝筹委会主席，牛车

水公民咨询委员会副主席，西北社

理会理事。

2016年，担任新加坡餐饮业协

会会长的陈先生，还被委为未来经

济委员会属下产业转型蓝图的“生

活方式”组的联席组长。此外，他

也是“不用现金付款委员会”成员。

陈祖坤的卓越管理能力是怎样

得来的？他谦虚地解释，自己没有

什么特殊能耐，不过从年轻开始就

不断参与管理工作，或许便是不错

的磨练。

“我念理工学院时担任辩论与

时事学会会长，三年内，不晓得主

Games and the Youth Olympics.  

By 1995, the Group has ventured into 
food court businesses, starting with two 
rented stalls, and eventually contracting 
seven food courts on its own, managing 
half of them, while renting out the rest. 
Select Group believes in being creative 
with the food courts it manages. As a 
result, they are each themed differently 
and designed in vibrant colours, such 
as the Chinatown Food Street, Straits 
Food Village at Changi Airport Terminal 
2, Singapore Food Street at Terminal 
2, and the International Food Hall at 
Terminal 4.

To promote productivity,  many 
companies provide subsidized F&B 
services in their own canteens as a 

benefit for their employees. This is a 
huge market with competition coming 
from international F&B industry players. 
Select Group has secured canteen 
contracts with forty over companies and 
student hostels to date.

In 2008, Select Group expanded its 
business into various restaurants, 
including Hong Kong Sheng Kee 
Desserts, Hong Kong Sheng Kee Noodle 
House, Hong Kong Sheng Kee Pau, Pho 
Street, Niigata Bento, Hill Street Coffee 
Shop, and Lou Yau Ipoh Hor Fun and 
Bean Sprouts Chicken. In the same 
year, it acquired Peach Garden Chinese 
Restaurant, which has since expanded 
to nine branches. The group is also 
expanding overseas. In addition to its 

50 restaurants in Singapore, it now has 
13 in Malaysia, four in Indonesia, and 
two in Ho Chi Ming City. It is also a 
franchisee of Texas Chicken, and has 
set up15 branches.

Select Group has an entrepreneurial 
and visionary professional team who 
are now busy promoting “ready meal” 
– ready-to-eat meals that can be easily 
heated up in the microwave or on the 
stove.  

Vincent said that Select Group is 
working on expanding its business 
portfolio, while keeping an eye on 
productivity. For example, soups are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kitchen, managed 
by only one staff, who can produce 800 
litres of soup up to two to three times a 

乐胜大厦里设计别出心裁的花园



40 • 怡和世纪第三十六期

怡和风采

持过多少次比赛与集训活动。当兵

时，我是装甲部队军官，须负起领导

士兵的责任。” 他说，后来在跨国

公司当生产管理员，又到过印尼泗

水帮忙设厂，常需组织员工，策划工

作和管理生产，自己需要独立解决

难题的场合也不少。这些都累积下

来成为宝贵的工作经验。

今天，他运用在自己的公司，显

然也得心应手。

他指出，餐饮业是一个竞争尤

其激烈的行业，根据调查，每年有

28% 的业者会遭淘汰，不过，却仍

然有许多人投身进来，正如古人说

的：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赴

科场。

新加坡餐饮业协会曾做过调

查，本地的微小型餐馆很多是亏

钱的，尤其是近年流行的精品咖

啡座。

“要成为星巴克谈何容易！租金

高昂，人手难请。” 他指出，餐饮业

过于依赖人力，整个行业虽然只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0.8 %，所聘员工

却占人力市场的4.5 %。

一人煮800升菜汤    

陈祖坤说，胜乐集团目前的发

展方向除了增加业务项目，也着眼

于提高生产力。

他举例说，目前煮汤都在中央

厨房进行，一次过烹煮800升，然后

运送去各个餐馆。这种煮汤方法，

一人可操作，一天只需煮两三次，省

人力，又容易控制品质。 

胜乐集团2016年盖好的八层楼

新厂房，大部分面积用作厨房，“我

们将厨房设计成流水线，不同厨师

做好的菜可通过输送带送去打包

和外送。” 

公司也拥有一台日本制造的煮

饭机，一小时可煮足够三四千人消

耗的饭量。机器全自动化，只需两

人监察。

胜乐集团大厦，由新加坡著名

建筑师陈家毅设计，外观有如华人

用藤片编制的点心篮子。藤片由台

湾艺术家徐永旭提供的2200片陶

瓷构成。大厦的二楼是停车场，三

至六楼是厨房，七楼是花园。陈祖

坤透露，公司投资的6000万元，也

包括多种现代化的厨房设备。

每月2万张单据储云端

另一方面，胜乐也在发展一个

全面的电子采购系统：集团旗下的

餐厅和自助餐业务，可通过中央系

统直接发出订单给供应商。供应

商供应的货物，也会在网上签收。

来往货单和账单，都能直接送去财

务部门。

陈祖坤说：“有了这个系统，每

个月原本可能出现的两万张单据，

就会消失在线上，大大提高各方面

的效率。”

胜乐集团也是劳动力发展局批

准的培训机构，每年提供的培训工

时都达八九万个小时，显示他们对

提高员工技能的重视。

“我们从各个层面培训内部员

工，也包括保送他们修读各类专业

课程。”

陈祖坤说：“胜乐集团走到今天

不易，其间也曾遭遇一些挫折，因此

他常提醒自己，不能自满，运筹帷幄

既要站得高看得远，也别一脚踩在

烂泥上而不能自拔。”

他补充说，集团目前的发展目

标是走出国外，首先是开发东南亚

市场，“我们的生意像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不过，我们有信心，凭着

我们的餐饮水准和管理能力，我们

也能在这些国家的餐饮市场占有一

席之地。”

作者为前新闻工作者

day. This not only reduces the demand 
on labour but is also an efficient way 
in quality control. The company has 
an automated rice cooker imported 
from Japan that can cook for 3000 to 
4000 human portions in one hour. The 
machine is fully automated and requires 
only two workers to operate.

The group invested $60 million to build 
an eight-storey facility in 2016, with 

most of the area dedicated as kitchen 
space. The façade of the new building 
is inspired by a dim sum basket made 
by Chinese bamboo weaving. The 
weaving is made of 2200 porcelain 
pieces supplied by Taiwanese artist Hsu 
Yung Hsu. 

Despite his busy schedule, Vincent 
Tan continues to dedicate his time to 
community service. He is the chairman 

of Kreta Ayer Citize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nd councillor of Northwest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Since 2016, he is also President of 
the  Res taurant  Assoc ia t ion  of 
Singapore, Joint-Chair of the Lifestyle 
Subcommittee under The Council for 
Skills, Innovation & Productivity (CSIP) 
which  is pa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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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要放弃，明天我不回学院

了！”

“奉儿，出了什么事呀？”

“我花了两个半月，日赶夜赶做的设

计，世界知名建筑学教授给我的作业评得

一文不值！”

“奉儿，你好好去休息，睡个觉，回不

回去学院，明天再说吧！”

1967年，金多奉是新加坡大学建筑设

计系三年级生，洋教授给他提呈真遮里

（Change Alley) 的重建设计打了个 F，

晴天霹雳，金多奉接受不了，眼泪一阵一

阵往肚里流。他不是不用功，呈上去的作

业却被评得一文不值。问题出在那里，他

百思不解！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次他近乎崩溃，回

家在母亲面前大哭一场。

一觉醒来，阴云散去。想起母亲昨晚

的安慰，他又提起背包，返回学院，重新

构思修改作业！

今年72岁的他，特别悟到：“人生要

有爱，有了爱，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妈妈

的几句安慰爱语，给了他无比的鼓励和信

心...”

1946年，日本投降后一年，金多奉诞

生于武吉知马路四英里处一个小村落的

亚答屋里。双亲为洋人打家庭工，收入微

薄，家道清寒。由于父母工作不稳定，一

家像牧民，换一个雇主，就得搬一次家。

武吉知马、亚历山大、甘榜峇鲁、乌节路、

多美歌都有过他的足迹。6岁时，父亲就

为他报读东陵小学 (位于现在的豪杰大 

厦）。1951年，他的弟弟出世， 一家四口生

活还算温饱。当时雇主家一般都有园地，

左邻右舍，有很多海南同乡。穷孩子们都

╱ 文  :   谢声远

开窍 • 转变 • 机遇
一个建筑师的成长与成就

金多奉设计的国大校友会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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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父母“护” 起来，不让外出厮混，

他终日就在附近玩游戏，捉蜘蛛、

逗猴子，捕沟鱼，打羽球，过着自由

自在的童年生活，无心向学。后来

父母迁到多美歌一带工作，三年级

转到苏菲亚路的三山学校，五年级

留班，回家被父母打骂，但他还是

不明白为什么要读书，如何读书。

六年级成绩更不起色，唯有图工一

科特别好，成绩特优，其他学科都

是满江红。

顽童回头：人生第一个转捩点

升中学无门，他可紧张了！又在

同学的劝告下，去当时设在维多利

亚街的旧三山校友会参加假期补习

班。他还记得，那是一个火热的年

代，校友会学兄、学姐们都积极的在

搞活动、编写壁报、组织郊游、学习

写作、办补习班等等。金多奉为了上

中学，参加中、英、数三科补习班，

在学长们热心的指导下，短短三个

月，他终于开窍了，并顺利考入华义

政府华文中学。从此，他一改过去好

玩和毫不在乎的态度，集中精神，认

真学习每一个学科。从中一开始，下

来几年，他的学业成绩都名列前茅，

每年都担任班长。中四和高中时，他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推选下，当上学

长团团长。以任劳任怨的精神为学

校与同学服务。1964年高二理科毕

业。当时的新学制是中三分流，他

选读理科。化学、物理和数学老师

大多毕业于南洋大学，他们对学生

的学习兴趣影响很大。物理老师梁

国新先生在学校放映电影，让学生

看看美国科学家如何制造和发射

火箭，灌输社会发展需要科学人才

的思想观念，鼓励同学们长大当科

学家。高班同学在校内试射火箭，

他心想当科学家不太可能，大学理

科毕业可能当老师，他对这些专业

没有兴趣，就选读了和图工有密切

关系的建筑设计学，进入六年制的

新加坡大学建筑设计系。

他说：“其实，从高二毕业到进

入大学，也是一波三折的。我原本

打算高中毕业后，到岘壳公司当一

名化学实验室助理，月薪$240，可

以减轻那时每月总收入只有$210

的父母亲，没想到给爸爸大骂一顿，

父亲要我继续念大学，什么科目不

要紧，别的事情不要管。1965年我

成功被新加坡大学建筑设计系录

取，6年课程，三年级后实习一年。

大一班上只有17位同学，12位华校

生中，中正、华中、南中都有，5位英

校生。第二年不擅长绘图的同学纷

纷转系离开。6年毕业时只剩下3位，

一位英校生，两位华校生，那就是

我和三山学校的一位姓林女同学。

林同学在三山读小学时是高材生，

家境好，人长得美，性情文静，中正

总校高中毕业，第一年在建筑设计

系迎新会上我们碰面，两人非常吃

惊能重逢，同系又同班....”

克服难关：人生第二个转捩点

“我 是穷学生，靠政 府每年

1000元助学金和父亲的一点积蓄

勉强支撑完成大学教育，这方面我

很怀念父母亲给我的厚爱与支持。

当时建筑设计系是设在爱德华太子

路的工艺学院院所里。那些年，新

加坡政治动荡，学潮频频，我想到

父母给上大学不容易，闲事少管，

还是静下心来好好读书。选修建筑

设计本科最大的挑战是，到底能不

im Loh Fong was born in 1946. 
After graduating from San 
Shan School for his primary 

education, he completed his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Hua Yi Secondary 
School. He successfully enrolled into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in 1965. During his 
six years of architectural studies, he 

The Making of a Successful Architect
An interview with  Kim Loh Fong

interned in a creative architecture 
firm and was involved in several 
housing and commercial projects. After 
graduation, he joined Chng Heng Tat 
& Associates and was involved in the 
design and supervision of Orchard 
Towers at Orchard Road. Meanwhile, he 
also worked on the design of its annex 
building, a mini-cinema on a plot of 

land next to the Royal Thai Embassy.

The two years career in Chng Heng Tat 
& Associate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Kim’s life. In 1972, his friend and 
architect Chen Hock Hean started a new 
firm known as Architects Vista, which 
Kim join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In 
1998, they converted Architects Vista, 
a partnership firm into Architects Vista 

K

By Shin Wong Seah  
Translated by YeeFong Wong

怡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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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顺利完成6年学业，拿到学位。

当你看到高班同学全班一年只有一

人毕业，学长们日以继夜的绘制整

套大图，做模型的痛苦模样，心中

不免忐忑不安，一直有一种危机感。

大家倒不是不够努力，再努力，不一

定会及格。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套作

业呈上去，你觉得很差，竟被评为 

A+。你以为做得很好，不比其他同

学逊色，却被评得一文不值，拿个

F。内心常常隐藏着一股压抑、无奈

与无助感。”

我这才明白，读到大三时，他为

什么像小孩一般在母亲面前痛哭，

发泄心中的委屈和沮丧！渡过大学

第三年的难关，第四年开始实习，

他庆幸进入一间小而富有创意思维

的建筑设计公司，老板爱惜他的勤

奋，让他参与诸多有趣的设计项目，

从图纸到施工监理，一点一滴的指

导他。他也曾经在东陵路的 Seow 

Lee & Heah Architects 事务所见

习过。见习生被当成设计团队一份

子，而不是实习生。第五第六年，他

充满信心，成绩不错，顺利毕业。

毕业成绩揭晓次日，他和另一位姓

黄的同学一齐到庄亨达绘测楼应

征短期工作。庄先生正需要人手，要

他们第二天就上班，一做就是两年

半，他积极参与乌节路上段豪杰大

厦（Orchard Towers) 设计工作：前

栋大厦他来做，后栋由黄同学负责。

庄亨达先生是高德根先生女婿，朋

友都是腰缠万贯的发展商，他虽是

公司老板，却以客户身份，与这两个

初出茅庐的毕业生讨论设计细节，

当时建筑平面蓝图大部分已绘好，

庄先生说不得改图，要他们把大厦

外部设计得尽善尽美。他们都在极

短时间内完成设计提供建造。豪杰

大厦的结构建到六层时，金多奉决

定离开，准备与在大学的另一个穷

学长一起出去打天下。

他说：“庄亨达是个好老板。在

他的公司工作6个月后，因为拿了政

府6000元助学金，公共工程局来信

要我到局里工作。庄亨达由于喜欢

我工作勤奋，要我留下来，甚至要替

我偿还助学金的全额。我提出要离

开和同学一起创业，当他知道我去

意已坚，也就顺我意思让我离开。”

勇闯天下：人生第三个转捩点

“我的人生轨迹到这里，有了

一个质的变化。这是我人生第三

阶段：

“老金，我准备从设计公司出

来，手上有几个项目，其中一个是福

州大厦，另一个是麦波申区 Kam-

pong Ampat 一座多层厂房，我们

出来一起搞，好吗？那是1972年，

我和陈福贤一同乘飞机去马来西亚

吉隆坡参加专业考试时，他在机上

对我说的话。

“他比我大3岁，来自马来西亚

的四湾岛，8个月大父亲被日本人

杀害，人穷志不穷，半工半读，靠哥

哥的一点协助，7年完成建筑设计系

学业，苦学成才。大学时，我们虽不

同班，但同一年参加一些学科的毕

业考试，互相认识。又帮过他毕业论

文一小部分绘图，同一条藤上的瓜，

惺惺相惜，坦诚相待，他不在意我手

上有没有工程项目。他于1972年创

业开公司，约定我于1973年加入。

庄亨达那里我每月的工资$800，他

付我 $1250 薪水，而且说：老金，不

急！等你拿到项目，过几年才谈合股

Pte Ltd. They worked together for more 
than 35 years. Kim continued to run the 
firm till now after  Chen’s retirement 
in 2009. 

Looking back,  Kim appreciated very 
much Chen’s friendship and partnership 
over the years. Kim started practicing 
in the firm in 1973 and was soon 
confronted with a stock market crash 
and recession in the industry. Housing 
projects came to a standstill. Fortunately, 
His partner Chen had the Foo Chow 
Association Building project and a 
multi-storey factory project in hand to 

keep the firm running. 

Singapore’s economy began to grow 
from 1978. While it was not always 
smooth sailing, the economy continued 
to grow. 1994 to 1995 was a particularly 
good period for the firm, which saw 
its business growing rapidly. The firm 
started its business in Lau’s Arcadia. 
Then moved to Katong Shopping Centre 
for 4 years. It further moved to its own 
office at the Plaza in Beach Road for 9 
years.  Further expansion brought their 
office to the CPF Building at Robinson 
Road. After occupying a leased office 

there for 10 years, the firm purchased a 
7,500m2 office space in Tembeling Centre 
along East Coast Road and occupied the 
place for 12 years. It later moved back 
to the current office in Katong Shopping 
Centre again.

Over the last 45 years, the firm’s 
main clients included the National 
Univers i ty of  Singapore (NUS)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BD),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TE), Singtel, 
Singapore Airlines (SIA), McDon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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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我们一人一半。” 

回首往事，金多奉说：“陈福

贤是我的恩人。他喜欢我勤劳自

守，1973年我从零开始，与他携手

执业36年。2009他说不想干了，一

心想退休，之后公司业务由我担当

起来，直到现在。”

1973年的新加坡，股市狂泻，产

业萎靡，幸亏他手上有福州会馆大

厦项目，我协助他做工程监理，他

手上还有一座楼高6层，建筑面积8

万平方英尺的厂房项目，而我只找

到一些小项目。后来我们设计了东

海岸Arthur Road 两栋各18层的

Equatorial Apartments私人公寓，

每个单位面积约2400平方英尺。

到了1975-76年，因为他的项目多，

我的还少，为了实现公司各占一半

股份的约定，两人能平起平坐，我把

不足部份以现金补过来。公司取名 

“伟特建筑绘测组”，英文为”Ar-

chitects Vista”。1998年公司改名

为伟特建筑师私人有限公司（Ar-

chitects Vista Pte Ltd）。

发挥创意：人生第四个转捩点

伙伴同心，其利断金。新加坡

经济，1978开始走上坡，其间虽有

起落，但总体向上。1994-95年尤

其兴旺，公司业务不断攀升。在长

达46年的岁月里，公司曾为以下主

要客户提供服务：国立大学、南洋

理工大学、教育部、建屋发展局、裕

廊镇管理局、工艺教育局、新电信、

城市发展、新航、宜家、麦当劳、圣

淘沙发展局、国家电脑局等。陈福

贤和金多奉在大学里受过严格的专

业训练，是富有创意的合格建筑师。

全岛乃至中国都有他们独特构思的

设计作品，荦荤大者计有杨厝港电

信转换大厦、马里士他路工艺教育

学院、淡滨尼工艺教育学院、圣淘

沙鱼尾狮景观塔、武吉知马七英里

的麦当劳总部、亚历山大路的宜家

储仓式销售中心、蔡厝港政府组屋

群、盛港设计预购政府组屋群、宏

文学校、肯培拉小学、新航供应中

心、东陵警署、惹兰苏丹 Key Point 

办公大厦、国大校友会建筑群、樟宜

日本人学校、3200单位的国大学生

宿舍建筑群、Grace 美以美教堂、

武吉峇督民众俱乐部、淡滨尼民众

俱乐部、六大军营建筑设施等。伟

特建筑师私人有限公司对新加坡城

市景观是有卓越贡献的。此外，公司

在上海、江阴、无锡等城市都完成了

无数设计作品，仅无锡一处科学研

究园区建筑群体，其规模可比美新

加坡的旧政府大厦。

金多奉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座落

在杨厝港新加坡电信局(当时名为

TAS)的传呼机接驳站大楼项目。 

“追了4年、才获得裕廊都亚士一份

造价200万元电话转换站的项目。地

点虽偏远，项目小，但我们认真设

计，注意施工细节，完工后效果很

好，引起客户的赞许。1983年，我

们再成功获得杨厝港传呼机接驳

站的设计项目，两层楼主体建筑，总

面积10万平方英尺，造价新元1400

万。我们设计了一栋富有特色，形如

两个重叠汉堡包的建筑物，得到电

信局工程总经理的赏识，他惊讶地

说，这建筑物正代表了我们电信局

所要求的具体形象。”

事业有成：人生第五个转捩点

第二个有满足感的项目是武吉

知马路七英里十字路口的麦当劳总

部。“这本是一块工业地，麦当劳

要建一间汉堡餐馆，设计建议不合

IKEA, Sentos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C), and National Computer System 
NCS).

Both Chen and Mr Kim had received 
rigorous archite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training in the university. In practice, 
they are energetic and creative 
professionals who have designed 
interesting architectural works in 
Singapore and China.  Some of their 
more outstanding design include Yeo 
Chu Kang Telecom Exchange, ITE’s 
Balestier and Tampines campuses, the 
Merlion in Sentosa Island, McDonald’s 

Headquarters at King Albert Park / 
Bukit Timah Road, IKEA Alexandra, 
Design-&-Build HDB public housing in 
Choa Chu Kang and Sembawang, Build-
to-Order public housing in Sengkang 
West Way, Hong Wen School, Canberra 
Primary School, Singapore Airlines 
Supply Centre, Tanglin Police Station 
Division HQ next to 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Key Point Building 
at Jalan Sultan , NUS Alumni Complex, 
Japanese Primary School in Changi and 
a 3,200-unit Student Hostel in NUS Kent 
Ridge campus.

In addition, the firm has also designed 
and supervised many major projects 
in various Chinese cities. Kim has 
also designed building complex in 
Wuxi, China (completed in 2005) as 
magnificent as our former City Hall 
(now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on 
St Andrew’s Road).

 Kim though humble in nature has 
certainly contributed much of his effort 
and energy to the building industry and 
the build environment.. His ded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aspiration towards 
quality work and services are admirable.

怡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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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规划用地要求。麦当劳老板

花好几百万元买了地，却不能设计

建设餐馆，要我想办法完成他的心

愿。在苦思下，我在一份海外报章

上看到美国芝加哥州有一所麦当劳

大学，专门培训公司经理级人员。

我灵机一动，当时我国已有约20多

家麦当劳餐馆，也应该有个地方培

训经理呀！就提议老板在总设计图

中加入大学部份。老板很欣赏我这

个建议，于是派我到芝加哥麦当劳

大学考察。回来后我把大学纳入商

住用地的设计图中，呈上规划局，

这是个不寻常的设想，设计草案果

然被接受，批了下来。附带条件是，

业主必须聘请交通顾问研究提呈报

告，证明此处不会因该项目完成后

会造成交通堵塞。调查结果是正面

的，由此确定了这块地可以作为商

住用途。后来冷藏公司超级市场也

进驻这栋大厦。”

第三，一个成功带来另一个挑

战。麦当劳的成功，带来另一个更

有挑战性的项目。瑞典的宜家Ikea 

老板知道他们成功申批麦当劳的

工业用地为商住用途，想把在亚历

山大路购得的工业地也同样申请

改为仓储兼销售中心用途。于是委

托他设计申批。按照新加坡的土地

规划，仓储归仓储，把它建在工业

地没有问题，但在仓储内做销售，

那应做商业考量，必须建在商用地

上。“老板把项目交给我，安排我

到瑞典参观访问，那里的 Ikea 普遍

建在工业地上。回来后我告诉他，

新加坡是小国，和瑞典不同，并建

议由总公司老板出面说明他们的商

业考量。几经周折，才解决了用地

问题，条件是全部楼面要自家用，

不得出租。我对 Ikea 的贡献，主要

是 Warehouse Sale 的用地转换申

批成功。建筑设计方面，全世界的 

Ikea 外形和颜色都一样，可以创意

发挥之处，只是建筑物建在热带气

候的设计细节。

第四，建于2008年的国大校友

会建筑群。“当初24家建筑设计公

司参加公开比赛，我们提呈的设计

构思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奖。有机

会把构思实现出来。建筑群分两个

部分，各六层，一栋是邵氏基金校

友之楼，另一栋是肯特岗校友会之

家，连接两栋大楼的台阶式大花园

是比赛得奖重点构思。”金多奉十

分满意这件作品，不仅倾注全部心

血完成这独特而富有创意思维的

作品，做为他回馈国大母校的饮水

思源之作。完成后，2009年由建国

总理李光耀先生揭幕。金多奉还给

建筑群捐献了一尊命名为“宝瓶”

的巨陶瓶。祝贺和确保国大大家庭

人人平平安安！

另一座圣淘沙鱼尾狮是以雕塑

形象呈现的标志建筑，由他配合澳

洲一位雕塑家设计而成，其外型既

是雕塑，内部却是一栋有使用空间

的建筑物。工程设计有多方面的挑

战性，内部设有电梯楼梯通到各层

观光台，灯光、选料、色彩等都需

要一步步的细心思考制图。工程奠

基和 开幕礼都由李光耀先生亲临

主持。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金多奉虽然为人低调，但他为社

会创造的价值，决不能以金钱多寡

来衡量。他默默贡献自己的专业才

能，当好伙伴和恩人陈福贤退出公

司，为了延续公司的未来发展，他义

无反顾地干下去。正如他所说的： 

“我重感情，也很念旧，对同学、

校友、同事、员工、生意伙伴，心怀

感恩。”三山校友会帮过他，多少

年后，他和当年学长们及其他校友

聚集在新校友会，参加活动，出任

副会长。太太早年毕业于南华女子

中学校，后来儿子也在南华小学毕

业，校董会需要专业人才，他参与董

事会，现在是第一副董事长。华义校

友的活动，他也经常参加。他尽心尽

力为国大校友会设计富有特色的建

筑群，也是出于报恩之情。他默默

奉献，不露锋芒。

家庭方面，他是太太心目中的

好丈夫。妻子相夫教子，充满爱心。

他们有二女一男，家中最小男孩为

律师，二女会计师，长女为管理行政

专业，现在协助他打理公司事务。兰

桂齐芳，香溢清远。金多奉百忙中会

抽空和妻子到英国看望小孙子，当

太太须留下来帮忙照顾孙子时，他

自己回国一边忙着公司事务，一边

还独立生活，三餐自理，毫无怨言。

15年前，他开始患上腰椎病，但

没有向疾病低头，照常上班。他是

怡和轩会员，过去两年，每逢周六，

风雨不改，弯着身子，背着背包，坚

毅地来到怡和轩二楼，学习书法。

曾在中学时期练字不辍，书法得奖

并见报的他，工作认真，学而不倦。

不久前，他接受正宗瑜伽治疗，要求

自己能尽早挺起身子，行走自如。他

每日花一个小时锻练，病情现在大

有好转。

金多奉的一生，充满自信、耐

心，又有理想，着实令人敬仰。

我为他鼓掌。“多奉兄，你是好

榜样！”

作者为本刊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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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年去哈佛念书的时候，和导师第一

次见面，他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

来美国学中国历史？

记得当时自己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

由：我来这里是希望能学习西方历史研究

的方法 (method)。

导师笑着说，那你来错地方了。我没

有什么特别的“西方”的研究方法可以教

你。我的方法就是细读史料，分析史料，然

后看看有没有可能从中发现有意义的学术

问题，如此而已。

看待史料和问题的视角

看我一脸茫然，导师接着说，我倒是

可以教你看待史料和问题的视角 (per-

spective)，这可能是你在中文世界比较难

学到的。初来乍到的我，自然不明白导师

所谓的perspective究竟所指为何，但在

日后的学习生涯中，终于逐渐领悟到老师

的意思。

当
历
史
遇
上

例如第一学 期上《唐

宋史料导读》这门课，因为

要讨论宋代的教育，我们

几乎一整个学期都在研读 

《宋史。选举志》，一句句

读，一句句把古文翻译成

英文。在过程中，老师引导

我们从西方学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出发去解读史料。于

是我渐渐明白，历史学家对

同一份史料的关注点，往往

会因为所处的政治、社会、

文化和学术背景的不同而

有差异。

举 个 例 子，诸 如“ 宋

朝究竟是不是一个帝国”

（Was the Song dynasty 

an empire）这样的问题，是

中文世界的学者一般不会问的问题。宋朝

当然是一个帝国，因为其最高领导人是皇

帝。可是当西方学者这么问的时候，他们

是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以罗马帝国作

为参照点的。这看似“无厘头”的问题，实

际上蕴含了对宋朝作为一个政体的思考，

也引申出以“帝国”翻译empire是否合适

的问题。以这种问题意识为基础，在面对

史料的时候，思考的角度就会有所不同。

因此，历史学家的眼光，必然受到本

身所处的特定环境的影响。如果有人告诉

你，好的历史研究一定是“客观”的，那就

说明此人完全不懂史学。因为历史研究在

某种层面上说都是“主观”的。

比较麻烦的是，一旦历史研究中的主

观性和政治立场纠缠在一起，就很容易

受到攻击。比如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

的中国史研究，因为受到日本意图建立大

东亚共荣圈等因素的左右，经常都会被质

疑是为了大日本帝国卑劣的政治目的服务

的。尽管如此，那个年代许多日本学者的

怡和论坛  思维

╱ 文  : 王昌伟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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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却被公认为中国史研究的经

典之作。所谓经典，并不表示这些

著作都无懈可击，面面俱到，而是

在于承认它们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迫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原有的

历史叙述，推动了接下来的历史研

究的发展。

近年来有关“新清史”的争论

也是如此。新清史学者被描绘成西

方势力意图分裂中国的学术打手。

同样的，也有很多人指责他们对原

始材料的掌握不全面，解读材料的

能力有限等等，但无可否认，他们

强调满文材料的重要性，确实成功

迫使我们去正视“汉化”这一主流

论述的局限。

六小时博弈中的攻防

最近在新加坡闹得沸沸扬扬

的部长和历史学者“对簿公堂六小

时”事件，从形式上来说确实前所

未有，但争论的本身，历史研究者

却再也熟悉不过。部长指出历史学

者的政治立场，试图以此否定其研

究成果的价值，这对熟悉历史研究

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更何

况部长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同样带

有政治立场。

至于部长“旁征博引”，列出一

条条历史学者也承认没看过的材

料，这倒是比较接近学术研究规范

下专业的审查方式。我们审查或评

论同行的著作，或者自己的著作被

审查，常常都会碰到因为作者忽略

了某些材料，尤其是对自己的主要

论点不利的材料，而受到批评的情

况。有时候这是因为作者确实不知

道有这样的一批材料存在，有时候

则是作者选择不把这些材料考虑在

内。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者知

道那些材料对自己所欲建构的叙述

十分不利，会使自己的论点整个站

不住脚，因而选择忽视。如果是这

样，那作者的史学修养乃至于人格，

就很成问题。但这种情况会发生，

通常是由于材料很罕见，不为一般

人所知，唯有如此，“作弊”被发现

的风险才会降低。

另一种可能，则是同类型的材

料很多也很普遍，作者虽然没有都

一一看过，但也能够大致推测其中

的内容和观点，由于时间和篇幅所

限，就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加

以概括。这样的做法相当常见，尤

其当作者的目的，是通过展示和解

读过去没人使用过的材料来挑战当

下流行的历史叙述。

我猜测这正是那位被盘问超

过六小时的历史学者原来的写作策

略。“冷藏行动”当事人的传记或回

忆录，在市面上都很容易找到，这类

书籍在谈到那场大逮捕行动时，不

是聚焦于共产主义者如何渗透到社

会各个角落和企图颠覆政府，就是

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重申当时

追求的是反殖民。关注五六十年代

历史的人，对这两种论述都不会陌

生，不过只有前者才是受官方认可

的历史叙述，也通过学校和课本，

深刻左右了几代新加坡人对那个年

代的人与事的认知。

在主流历史叙述的笼罩下，一

名从政治上和历史观上都不认同这

种观点的历史学者，自然需要另辟

蹊径，去挖掘长期以来被隐藏起来

的档案和文件，而不是再去引用和

重复早已出版并为人所熟知的材

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

首先要问的，并不是作者对历史的

解释是否无懈可击，而是作者所使

用的原藏于英国的新材料，是否已

足够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去审视主流

的论述。个人认为，在这方面历史学

者是成功的，部长对其运用史料的

方法的攻击虽然有道理，但还不足

以撼动其学术价值。更何况，政府

始终不愿意公开本身的档案，更难

免令人感到纳闷。

历史比权力的寿命来得长

问题是，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

场学术讨论。六小时的博弈是在权

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历

史学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他选择在

一场关于网上假新闻的听证会上援

引历史事件指责政府才是谎言的最

大制造者。我们可以说是他自己先

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自然就不能

怪部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尽管如此，官方对这类被定义

为修正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所表

现出的敌意以及所采用的反驳方

式，无疑会让有志于在官方论述之

外寻找对那段历史的不同解释的

人裹足不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

狐笔”，对大多数历史学者而言毕竟

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在权力面前，不

管是不是真的会“惹祸上身”，大多

数人当然会“宁可信其有”并选择

明哲保身，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

新加坡人无法更为全面地认识我们

的建国史。

不过对一名学历史的人来说，

这并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历史永远

会比权力的寿命来得长，这才是千

古不易的真理。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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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二字近成热点议题

应对社会不平等现象，最近被定调为

国家“眼下刻不容缓的重点工作”。不过，

尽管大家开始放宽来谈贫富差距与社会分

层僵化的问题，许多讨论却似乎始终离不

开“精英”这两个字。

若追踪报章与网络舆论，也不难发现

一般百姓对精英阶层的负面情绪与根本

上的反感正在发酵。原来是“房间里的大

象”，如今却越来越多人谈，当然是好事，

但我们却也得有所警惕，不应让这个舆论

导向模糊了整个不平等对话的焦点，忽视

真正问题所在。

值得玩味的是，此次把这只“大象”

放出来的，其实也是李显龙总理本人。他

不久前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

谈及名校生源单一化，就讲述了教育部长

王乙康向他反映的情况：本地最受欢迎

的学校之一莱佛士书院生源的多元化有

下降趋势，尽管有53%的学生住在政府组

屋里，但一些家长抱着先入为主的想法，

因担心孩子不能融入富裕学生的圈子，而

不让他们报读该所学校。

于是莱佛士书院再次成为了这次围绕

精英主义讨论中，大家尝试深入剖析与解

构的名校“样本”。《海峡时报星期刊》以

一名父亲是私召车司机的成绩优异生为

例，尝试凸显在莱佛士书院就读的学生，

不一定来自经济状况优越的家庭，但由于

仅这一例子无法完整体现名校实况，报

道立即遭来网民抨击；莱佛士书院校长则

采取了防守姿态，强调学校目前非常重视

不平等的讨论与精英 二字
社会对它的观感，它将极力“去精英化”，

也希望人们改变莱佛士书院是精英学校

的想法。

他说：“你一用精英这个词，你是在分

化，你是在区别，你是在隔离。我觉得这

毫无助益。”

其实，客观来说，莱佛士书院这几年来

都没有回避精英学校的问题。2015年，前

校长曾宝明就在校庆演讲中，主动提出莱

佛士书院不能越来越封闭，并且也承认学

校开始出现学生来源固化的问题。因此，

更值得探讨的是，国家领导人这次在讲话

中将莱佛士书院放置到讨论的中心，是否

预示着政府更多是要解决国人在看待精英

主义时的观念问题？透过此次有关社会不

平等的全国对话，它会宰杀哪些“圣牛”，

或是要达到什么成效？

另外，对于新加坡人来说，莱佛士书

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象征？对于这类 

“精英名校”的负面观感，是否会最终延伸

为大家对国家政治精英阶层的敌视，也许

正是领导人如今所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

政府如何对待“精英“二字

长久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对待“精

英”二字方面，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带任何

感情色彩的，即它一向来接受每一个社会

都有精英，而且应当占据着重要的领导地

位。李总理在这次讲话中也说，所谓的精

英可能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曾是生意伙

伴，或者曾在同样的专业领域中工作，彼此

认识，这样的关系网是社会中自然形成的，

也是我们的社会资本中重要的一环；他更

怡和论坛  思维

╱ 文  :  黄伟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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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讨论与精英 二字
关注的是，精英阶层的社会圈子是

否能保持开放及包容，让那些有才

干但没有背景即关系的人，也能加

进去并升上去。

在国会辩论中，工人党前秘书

长刘程强也一度提及“政治精英阶

层”的形成。他指出，全国上下都在

开始聚焦谈论社会不平等问题，但

这时如果普遍被视为未来总理的三

位“领跑者”不是出身武装部队，就

是来自公共服务体制（陈振声、王

瑞杰和王乙康三人也都毕业自莱佛

士书院或莱佛士初级学院），领导

人这种单一的背景是否令人担忧？

这是否意味着新加坡出现了“政治

精英阶层”？

对此，李总理很快反驳道，刘程

强的这种思维恰恰就是我们所必须

警惕的，因为首先遴选总理不是一

场孰胜孰败、论谁先“出线”的比

赛；另外，评价一位领导人，本不应

以他的出身背景为标准。

 如今，在许多发达国家，收入

差距的扩大及社会流动停滞造成

社会不安，这些国家也多倒向民粹

政治，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成了

政治动荡之源头，包括对精英的敌

意很可能转换成更可怕的力量，导

致社会撕裂。

当这股浪潮席卷而来时，当许

多社会都充斥着“谁当选都一样”

的声音时，人民行动党政府要如何

做到既理性地讨论贫富差距与社会

不平等问题，同时确保持续了半个

世纪、以精英阶层主导的特殊治理

模式与执政策略能不被显著削弱，

将是一大挑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精英主

义主要呈现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

是古典的理想精英主义，代表为提

倡打造“理想国”、对民主政治怀抱

着根本怀疑态度的柏拉图，以及20

世纪的现实精英主义。如果仔细追

溯，新加坡对精英的定义，即精英

必须在自己领域内有显著成绩，并

且具有社会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与

柏拉图的精英概念更相似。

此外，新加坡的精英主义实践

能取得发展成果，也因长期执政的

行动党切实构建了一套制度和措

施，非常重视吸纳精英进入党内，

以一种“选贤”的方式贯彻并持续

优化整个过程，并维持高门槛。然

而，教育的普及也意味着体制将无

法吸纳所有精英，政治阶层对社会

高端智慧的垄断逐步被打破。

“精英治国”模式或出现蜕变

我们也已不只一次听到国家领

导人申诉，要吸引杰出人才从政是

多么困难的事。而如果无法持续吸

收最优良的人才，这一定程度上将

动摇人们对这种“精英治国”理念

的信任。

民主主义或民粹主义为新加坡

式精英治国模式带来的另一难题

则是，民主主义主张“人人平等”，

但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也很容易

陷入真正优秀的人无法脱颖而出

的窘境。如李总理之前所形容，如

果平等的结果是大家都“受限于最

低阶层”，而无法向上流动，能力和

道德水准高的优者也将无法主政。

《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大

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

在一篇评论中，将这种现象形容为 

“教育精英的失败”（strange fail-

ure of the educated elite）。他指

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如今利用

他们在智慧、经济与社会联系上所

占的优势，将他们所享有的特权转

移给自己的下一代，而这样的“精英

二代”往往是封闭的小圈子，并不开

放或包容，相等于打造了一种新的 

“贵族”阶层。

然而，布鲁克斯进一步分析说，

现代唯才是用制度的根本问题很大

程度上就出在唯才是用的理念本

身。这整个制度建立在个人才华得

以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往往过多重

视智商与个人成就，忽视领导也需

具备智慧与能力之外的条件，在道

德方面也要出类拔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今看第四代

领导更多讲“集体领导”与“合作理

念”，更多主张与体制外的精英对

话，避免集体盲思，也许也可解读

为一种将“精英治国”理念扩展至

政治阶层以外的尝试。

财政部长王瑞杰最近在接受 

《联合早报》专访时就指出，下一

届总理人选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大

家更应该讨论如何培养社会各阶层

领袖，带领自己的社群为新加坡的

持续发展而努力，并更深耕社区。

这似乎让大家隐约看到了第四

代领导人接棒后，“精英治国”模

式可能出现的蜕变。只不过当领导

层结构变得更复杂时，整个国家能

否往一致的方向前进，将是下来更

大的考验。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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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顺利在新加坡举行了

历史性峰会。双方就建立新的美朝关系、

打造持久及稳固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

议题作出四点联合声明，为融化将近70年

的敌对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在联合声明中，两国表示“确信建立新

的美朝关系将为朝鲜半岛和全世界带来和

平与繁荣，并意识到建立互信能够促进朝

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因此，特朗普和金正

恩作出以下四点声明：

1. 依照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热切期

望，美国和朝鲜承诺建立新的美朝关

系；

怡和论坛  时评

的历史意义与战略价值

特
金
会

（图片源自新华社香港分社）

╱ 文  :  李气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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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和朝鲜将共同努力，在朝

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

平机制；

3. 再次肯定2018年4月27日签署的

《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努力

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4. 美国和朝鲜承诺找回战俘∕战

时失踪人员遗骸，包括将已经

确认身份的遗骸立即送回国。

联合声明还提到，特朗普承诺

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则重

申坚定不移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

核化的承诺。双方认识到“美朝首

次举行的这场历史性峰会是一次具

有重大意义的划时代事件”，两国

领导人因此致力于全面、迅速地实

施联合声明中的约定，美国将由国

务卿蓬佩奥为首与朝鲜相关高级官

员尽早开展后续谈判，以落实这次

美朝峰会的成果。

由于联合声明中并未说明何谓 

“新的美朝关系”，没有提及事前

令人期待的终战协定，也没有对实

现半岛无核化订下时间表，仅仅在

寻找和立即移交1950至53年朝鲜

战争（简称韩战）战俘和失踪人员

的遗骸方面表达了极大善意，因此

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这次的“特金

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然

而，如果拿1972年美国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共同发布的联合公报加以比

较，历史的余晖或能为我们照亮更

多“特金会”为人们所忽视的暗角。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
启示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

历史性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与

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

恩来举行会谈，成为自1949年之后

访问中国大陆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在这之前，中共先后在1964年和67

年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1970年

又成功发射人造卫星，1971年取得

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国际影响力不

断上升。尤其是1969年中苏两国先

后在珍宝岛和新疆两度发生边境

武装冲突，让尼克松看到联中制苏

的战略机遇。毛泽东为了抗衡苏联

入侵的威胁，也有意联美制苏，指示

中国乒乓队在1971年名古屋世乒赛

主动向美国队示好，双方通过“乒乓

外交”暖身，最终实现尼克松对中国

大陆展开的融冰之旅。

1972年2月28日，两国在上海

共同发布的联合公报中，就印支半

岛局势、朝鲜半岛、日本、印度和巴

基斯坦边界冲突等课题阐述了各自

立场，并达成了四点共识：

1.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

有国家的利益；

2.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

的危险；

3.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

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

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努力

建立这种霸权；

4.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

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

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

谅解。

在双方最关切的台湾问题上，

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

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

国无权干涉；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

全部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美方

则表示，认识到（acknowledge）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

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

出异议，但重申关心中国人自己能

否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方确认从

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

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也将随着

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

国在台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中美双方对于所谓“一个中国”原

则各说各话，在国际关系研究上写

下了“创造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的范例。

对照这次的《美朝联合声明》

和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可以

发现这两份文件都提到了“建立新

的美朝关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

的共识，也各自提出了“朝鲜半岛无

核化”和“美国武装力量完全撤出台

湾”的终极目标。中美在发布上海联

合公报的隔年，就在两国首都互设

联络处，并最终在1978年达成正式

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议。“特

金会”过后，美朝双方会否如当年

中美那样很快互设联络处，是观察

美朝能否朝向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

一个风向标。不同的是，中美当年都

有联手制衡苏联的共同战略目标和

迫切感，反观这次朝鲜发展核武器

成为美朝之间的最大战略矛盾，金

正恩是否真有意愿、能够多快配合

特朗普要求“全面、可验证、不可逆

转”的去核化措施，并最终实现半

岛无核化的目标，决定了美朝两国

最终能否正式建交的前提条件。哪

怕是双方派遣高级官员互访进行协

商工作，乃至互设联络处加强沟通，

后续的每一步都需要双方不断增进

互信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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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互信基础脆弱

回头来看，5月24日特朗普一

度写信给金正恩称，鉴于朝方就“

利比亚模式”的强硬表态，无法如

期在6月12日举行美朝峰会；所幸

金正恩保持冷静和耐心，朝方在回

应时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与美方

对话，避免进一步刺激对方，才使

特朗普在24小时后回心转意。由此

可见，双方之间经过超越半个世纪

的敌对，互信基础是何等脆弱。但 

“特金会”最终能够如期在新加坡

举行，说明特、金两人都需要上演这

场峰会。就特朗普而言，今年下半年

美国中期选举在即，他可以证明自己

能过去几任美国总统所不能，把朝

鲜最高领导人拉上谈判桌直接处

理朝核问题。对金正恩来说，卡特

和克林顿两位美国前总统曾先后在

其父金正日主政时期访问过平壤，

而他则能在国际场合上与现任美国

总统平起平坐，使他在国内的统治

威望达到一个新高度。

6月12日在“特金会”后的记者

会上，特朗普为了兑现向朝鲜提供

安全保障的承诺，单方面宣布停止

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让韩国和日本

都感到错愕，需要美国防长马蒂斯

重申美日韩军事同盟关系不变，向

首尔和东京派定心丸。6月17日，特

朗普在社交媒体推文说，停止美韩

联合军演是因为开销高且具挑衅意

味，不利美朝进行后续谈判。不过，

他表示如果谈判破裂，就会立即恢

复军演，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这显示特朗普对金正恩个人作风有

了感性认识，留下良好印象，因此

愿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知对方，

以利双方随时沟通。

有关终战协定的讨论，也是检

视“特金会”后续效应的一个风向

标。6月18日，韩国外长康京和在

就职一周年的记者会上表示，韩国

政府就发表朝鲜半岛终战宣言的

时机正与美国政府紧密磋商，希望

争取在今年内推进，但具体时间和

方式可灵活考虑。据她所知，朝美

领导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特金

会”联合声明再次确认韩朝《板门

店宣言》的内容，美方的意志也很

明确。康京和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通电话，蓬佩奥表示希望尽

快与朝方坐下来加紧谈。

4月27日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

寅共同发表的《板门店宣言》，共有

以下六点：

1. 韩朝将尽快促成高级别会谈等

各领域的对话和谈判，想方设

法落实首脑会谈达成的共识；

2. 韩朝将在开城地区设立双方官

员常驻的韩朝共同联络事务所，

以期加紧官方协商并确保民间

交流合作顺利进行；

3. 举行韩朝红十字会会谈协商离

散亲人团聚等问题，2018年8

月15日将举行离散亲人团聚活

动；

4. 停止一切相互敌对的行为，保证

互不侵犯；自2018年5月1日起，

停止军事分界线一带一切敌对

行为，将非军事区转成和平地

带；

5. 在2018年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

态，推进停和机制转换，为建立

牢固的永久性和平机制，努力促

成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

四方会谈；

6.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2018年秋

天访问平壤。

从韩朝《板门店宣言》和《美朝

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金正恩在态

度上展现出决心与美韩改善关系的

连贯性，似乎预告了朝鲜半岛局势

接下来将继续缓和。然而，朝鲜半

岛能否从1953年的板门店停战协

定进一步推进到终战协定的签署，

不可能由美朝双边或韩朝双边协

商可以达成，没有中国参与是难以

想象的情景。

“特金会”背后的中国影响力

6月4日，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

社旗下的《环球时报》针对5月27日

文在寅表示“如果美朝首脑会晤成

功，期待美朝韩三方首脑可以会晤

来促进终战宣言的达成”，发表题为

《没有中国，半岛终战宣言无效！可

随时推翻》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

韩战在1953年7月27日由同一阵营

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同敌对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队签署的《板门店停战协定》，并

非和平条约。因此朝韩在法律上仍

处于战争状态，而停战协定明确规

定“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

修正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级和

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所明确

代替前，一直有效。”当年苏联为了

避免与美国直接交战，仅答应出动

空军穿上志愿军制服支援，中国在

地面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

因而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取

得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并参与了制定《停战协定》中包括

划分军事分界线的所有条款；如果

没有中国参与，美朝或美朝韩三方

签署的终战宣言，无法从技术层面

怡和论坛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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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停战协定》，随时可以被推

翻。如果要签和平条约，也必须有

中国代表签字才有效。所以，《环

球时报》针对韩国媒体有关“半岛

终战宣言，中国被爆出局”的猜想，

霸气地表示：“对不起，我们一直是

局内人。”

虽然中国并未派官员参与这次

美朝峰会，但人们注意到中国在“

特金会”举行前后发挥出不容忽视

的影响力。例如，金正恩在3月和5月

两度访华，姿态谦卑地向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请教应对特朗普之道，

获得习近平热情面授机宜。另据日

本《朝日新闻》引述中国外交消息

说，习近平5月7到8日在大连第二次

会晤金正恩时，建议他要求美韩停

止军演。中国政府这次更借出中国

国家领导人专机供金正恩使用，从

平壤出发后经过中国大陆境内时，

还得到中国空军出动战机护航。6

月19日，金正恩再度访华两天，向

习近平汇报他在“特金会”与特朗

普的会谈成果，再次证明习近平在

幕后给金正恩下“指导棋”。

金正恩是否真心实意放弃核武

器？

最后，人们对金正恩是否真心

实意按特朗普要求“全面、可验证、

不可逆转”的原则放弃核武计划，

不无疑问。美朝双方对于朝鲜去核

化的时间表尚有待后续谈判跟进，

而金正恩从“利比亚模式”中对于

卡达菲放弃核武计划后仍被美国

推翻政权，应该有所警惕，会否完

全放弃已经掌握的核武技术仍有待

观察。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前苏联

穷兵黩武，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

结果导致国家解体，对金正恩也是

前车之鉴。尽管有“先军”的政治

传统，但以当前朝鲜的经济水平和

困境，其核武计划也难以持久。因

此，笔者相信年少时期曾在瑞士留

学六年之久的金正恩，应该有大力

改善和提升朝鲜经济水平的决心，

这就必须确保朝鲜有一个和平稳

定的外部环境。在逐步放弃核武的

同时，他应该能够获得习近平承诺

把朝鲜置于中国的核力量保护伞

下。近日，朝鲜官方罕有地向国内播

放了长达42分钟的金正恩在狮城出

席“特金会”的纪实纪录片，其中如

实让朝鲜人民看到金正恩是搭乘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出发，似乎

预示了金正恩有意参考中国模式推

行经济改革路线。真是如此的话，

一个改革开放的朝鲜，对于包括新

加坡在内的国际社会，将是又一个

深具投资潜力的新兴市场。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

（图片源自新华社香港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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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长期陷入谷底的中日关系终

于又显现一些缓和迹象。首先，从 

“包围”转化为“沟通”，再进化为“合 

作”，显然就是一种进步，但安倍一向对

中国算计不已，加上长期的不信任，到底

这是权宜之计，还是日方开始改弦易辙，

却需要继续观察。

其中，显著的迹象有：一、两国高层外

交往来似乎已经开始；二、日本用于围堵

中国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似乎也松懈下

来；三、号称为长期政权的安倍政府，不

仅内政陷入了危机，外交也更显孤立，尤

其在西方盟友之间已被边缘化，自然产生

了“重返亚洲”的念头。

所谓方向的选择，不仅是打开困境的

需要，更是未来走向的必需。换言之，现在

是安倍长期政权的生死存亡阶段，更是日

本未来走向的关键时刻。

 未来走向关键时刻

试举一些具体事例。一、中国总理李

克强终于首次动身访日，填补了8年没有

中国总理访日的异常空缺；二、中断已两

中日关系改善与
年半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在东京重

开，显示中韩领导人集体杯葛东京会议的

举动已终止；三、李克强访日除了拜会日

本明仁天皇，也跟日本财界有广泛接触，

甚至远赴北海道会见了日本众多地方首

长，似乎暗示要对日开始打地方牌；四、

日相安倍特地飞往北海道，与来访的李克

强总理告别，如此破格接待说明安倍政

府非常重视此次的首脑外交重开；五、安

倍所以有“重返亚洲”的姿态，固然跟当

前东北亚局势巨变、西方盟主美国又自顾

不暇有着紧密牵连，更重要的还是安倍的

长期政权已经出现末期现象，变与不变显

然已成安倍当前面对的最大选择；六、中

日关系如果有变，变好将有利于东北亚的

势力重组，亦有利于整个东亚的和平与稳

定。但变好变坏，任由日本选择，既是日本

的造化，也是日本的咎由自取，能否有惊无

险再渡过此次危机，就看日本是否有足够

的政治智慧，能否改弦易辙了。

 明治维新的两面性

中日是亚洲两大毗邻国家，不仅一衣

带水，还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明治维新

中日是亚洲两大毗邻国家，不仅一衣带水，还有共同的历
史和文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仅迅速现代化，还服膺
西方弱肉强食理论，开始向往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
扩张，从此中日成了世仇。

╱ 文  :  黄彬华

怡和论坛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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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日本不仅迅速现代化，还服

膺西方弱肉强食理论，开始向往开

疆拓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从

此中日成了世仇。

二战结束，中日原本有机会重

返好邻居的昔日好时光，不幸中国

陷入长期内战，日本却依然在“脱

亚入欧”状态下卧薪尝胆，中日两

民族大部分时间依然处于缺乏互

信与相互猜疑的状态下过着“同床

异梦”的生活。

“尼逊冲击”事件给亲美的日

本保守政权带来重大打击，部分日

本人开始从其旧梦中惊醒，部分保

守政客如田中角荣之流也力图要发

奋图强，一要与新兴势力的中国握

手言和，二要回头来赶搭亚洲新的

发展列车，这不仅触怒了日本的传

统保守势力，更唤醒背后的监护人

决心要把田中赶下台，短暂的“中日

友好”时代也就从此淡化。

 二虎之争告一段落

接着，自民党的不同派系又走马

灯般上台执政，却都是短暂的、没有

宏图大略的跑龙套政权，不过他们

却有个共同点：一不愿触动历史真

相，二不愿提国家体制问题，三不

愿承认日本已经落伍——曾经是“

亚洲第一”的大国，科技发达、经济

强盛的日本，开始走向没落。

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竞争，甚至

中国的后来居上，确实给酷爱“世

界第一”的日本构成严重威胁。有

人从“中日世仇”的角度替日本转

圜，亦有人以“一山不容二虎”替日

本人解释（美国人卜睿哲R.C.Bush

就曾为此写了一本书，中译本就以

《一山二虎》为书名）。但更重要

的现实是，由于日本不愿意承认发

展停滞这一事实，包括中国的GDP

总量已在2010年超越日本。中国不

仅经济规模逐年超越日本，科技、

贸易，甚至综合国力也都在高速成

长，东亚的二虎之争也就不再成为

重要话题。

现在最大的话题，已从中国的亚

洲崛起，发展到世界的异军突起，

而“一带一路”的发生和成长，更令

人瞠目结舌，特别在日本看来，简直

就是个不可思议的神话。

日本因为有它独霸的“亚开行”

（亚洲开发银行，ADB），至今坚持

不会参加中国领头的“亚投行”（亚

日本未来走向
（图片源自新华社香港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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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也

许情有可原，但“一带一路”的高速

成长和无限扩展，不仅开拓了商机，

制造了生计，更扩展了视界，简直可

比拟历史上发现新大陆一般的冲

击。但是，从一个感叹“失去了20

年”、“失去了30年”的日本看来，这

当然是神话了。即使是神话，天天出

现，天天听闻，日本人能不心动？特

别是敏感的商人，能不跃跃欲试？

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能不

成为冲击政治的压力吗？安倍晋三

已经感受到天摇地动前的宁静了。

 “两面人”干扰和解

中国的崛起，如果是从发展的

观念，而非零和的思维来评价，它

带来商机、带来发展、带来繁荣，甚

至给人类共同体带来生机，有何担

忧和悲观呢？但政治家一般只有一

个信念，就是不能在零和竞争中败

北，不然会失去优势，甚至会处于

下风，最终遭到淘汰。

安倍晋三是日本的保守政客，

号称为即将成为日本政治史上任

期最长的首相，他虽有“重建伟大

日本”的信念，也曾妙想天开创造

了“安倍经济学”的宣传口号，但即

使他能荣登最长任期首相宝座，政

绩平庸、内外交困，他又能赖在首

相官邸多久呢？

安倍至今政绩，与其说有什么

辉煌表现，不如说是他运气特佳：

一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二是安倍的

派系又在党内唯我独尊；三是安倍

的强军与修宪主张有长期市场……

最后是，他是“战犯首相”岸信介的

外孙，岸家的政治衣钵传人，在一般

日本人心中，他就是正统、他就是爱

国，即使不够成熟，还是右翼必须共

同维护的领导人。

安倍晋三为人原本平庸，也缺乏

机智，但经过岸家的精心调教，加上

后期受到有“怪人首相”之称的小

泉纯一郎的指导，在当上首相之后，

他的外交风格，就全面效仿小泉的

冒进手法，甚至青出于蓝。不过，他

的外交事务一手抓作风，主观而又

缺乏长期一贯政策的做法，实际上

还是失败多于成功。

日本的首脑外交在东北亚所以

行不通，一是外交基础不强，二是

在东亚缺乏信誉，三就是理还乱的

历史背景在干扰。中国总理李克强

这次借口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访

日，一是应安倍政府的强力要求；二

就是要试探日本是否已从脱亚入欧

状态中抽离；三是只有当国家主席

习近平答应动身访日，东北亚的首

脑外交才有可能恢复正常。

 时光不会等人

不过有人却说，中国不应对日

本过分苛求，特别在安倍晋三内外

交困时刻，不论是给他伸出援手，

还是多给对方一些甜头，这都是必

要的外交艺术。但也必须搞清楚，

安倍这次到底有多少诚意，有多少

具体行动，不然即使快速和解，还

是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韩日关系

就是例证，一个慰安妇问题就足以

令韩日关系颠三倒四。

日本一直以脱亚入欧姿态，高高

在上地看待区域事务，既没有邻国

人的感受，也没有生命共同体的温

度，即使有意重返亚洲，本区域或国

家的人民，确也不够热情来欢迎。

中日关系、东北亚关系，甚至

整个东亚的关系，也许真有一天会

雨后天晴，但愿这一天不会来得太

迟。错过了机会，蹉跎了光阴，历史

还是必须要作交代的。

作者为前媒体人士

不过有人却说，中国不应对日本过分苛求，特别在安倍晋三内外
交困时刻，不论是给他伸出援手，还是多给对方一些甜头，这都是必
要的外交艺术。但也必须搞清楚，安倍这次到底有多少诚意，有多少
具体行动，不然即使快速和解，还是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韩日关系
就是例证，一个慰安妇问题就足以令韩日关系颠三倒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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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
民
主
政
治

民调下落，主要是经济表现

今年五月份，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两周年，台湾朝野却感觉不到振奋和

欣喜，媒体和舆论甚至带着丝丝悲观和愤怒。

台湾原本在非洲的邦交国布基纳法索在这时候提出与中华民国台湾断

交，这是蔡英文执政两年来第四个断交案例，舆论连日持续炒作台湾邦交

国剩下18个，以及大陆空军不断绕岛示威的消息。

然 而 从 数 据 上看，台 湾 过 去两 年 经 济 表 现 并 不
差，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2.8%，是三年来最强劲的，
星展银行的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台湾的外向出口型经
济得益于全球景气复苏，然而星展银行分析同样指出
另一个方面，即台湾出口虽然强劲，内需却始终疲弱，
成为除日本外的亚洲经济体最弱一环。

等
待

围突

╱ 文  :  陈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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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台湾内部最具体的表现则

是就职两周年的民意反应，即便民

进党本身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对蔡

英文执政的满意度仅为41.3%。综

合其他各种调查显示，民意最不满

的主要是经济表现。

然而从数据上看，台湾过去两

年经济表现并不差，2017年全年经

济增长2.8%，是三年来最强劲的，

星展银行的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台

湾的外向出口型经济得益于全球景

气复苏，然而星展银行分析同样指

出另一个方面，即台湾出口虽然强

劲，内需却始终疲弱，成为除日本

外的亚洲经济体最弱一环。

过去两年，很多与经济间接相

关的课题在台湾都成了朝野持续对

立的热点新闻，例如关系劳工工作

日数的劳动基本法修正案（俗称一

例一休）、关系退休人士的国民年

金改革，此外，因反核等能源政策

摇摆以致备用电力严重不足而发生

的2017年8月15日全台大跳电，也让

国际社会惊觉民进党执政者对经济

相关事务如此轻率。

处理“历史债务”的手段粗糙

最近在布基纳法索断交事件后，

蔡英文高调呼吁国民团结对外，然

而民进党过去两年重新执政后，在

转型正义的大旗下展开一连串斗

争国民党时代事务的动作，由于手

段粗糙无比，如台湾话说的“吃相

难看”，在外界看起来更像是政治

清算，而非找回历史正义的作为，

观感奇差。其中包括成立党产会清

查冻结国民党党产，以致国民党一

度发不出党工薪资，追查蒋宋美龄

成立的妇联会资产仿如抄家，到处

拆除蒋介石铜像，乃至最近的台湾

大学校长当选人管中闵被强制拔除

事件，根本原因只因为他是深蓝阵

营的外省籍国民党人，诸如此类。

国民党时代留下的“历史债务”

确实很多，但处理历史债务的手法，

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参考指标。二

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大审判

牵涉的是战争、侵略以及屠杀行为，

显然不能与国民党的统治相类比。

对一国之内长期统治者的行

为的拨乱反正，最常被视为典范的

可以参考南非在种族隔离、曼德拉

黑人当家之后的作为，不但没有恶

狠狠的清算抄家，而是在1995年

通过立法，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 

会”，以“弄清楚过去事实真相”

为基础，终极目标是促进全国的团

结与民族的和解。其具体做法是

让受害者有公开的机会说出真相，

恢复公民尊严并给予补偿和援助，

另一方面，让那些遵循指令侵犯人

权但愿意说出真相的犯罪者，获得

大赦。

南非在曼德拉的恢宏精神指引

下走的这一条路，使得历经数十年

种族迫害的国家得以在最大程度

上摆脱族群斗争的幽灵至今，享受

相当高程度的族群和谐与稳定。

在惨绝人寰的1994年卢旺达

灭族大屠杀之后，该国在联合国等

国际机构的协助下成立全国团结与

和解委员会，重点宣导和平教育，

澄清国家历史与分裂的根源，促进

国家意识，推动建立卢旺达的价值

观，培养贡献社区的领袖人物，在

基层培养能解决冲突、建立早期预

防系统的基层领导者，等等。整个

和解过程重点是重建身份认同，

对正义、和平与安全等等的权衡。

很多历史悠久的社会都经过各

种各样的内部矛盾与冲突，如何在

内部寻求族群的和解是高度的艺

术。如果一时的政治胜利者或强势

者带着报复心理去对待其他族群，

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必定无法消

融隔阂与仇怨，反而会埋下未来冲

突的种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

看不见尽头的对立冲突是提醒世人

最好的例子。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追溯

到二战之后，延续在大陆时代追求

中国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到台湾以

后，继续成为蒋介石政府厉行专制

统治的抗衡者，在理论与实践上丰

富了台湾民主发展的根基。

国 民 政 府 从 日 本 手 中 接 管

后，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触发的

镇压、对抗，以及后来长达三十几

年的戒严统治，长期成为后来反对

阵营抗争的主要话语，1995年，李

登辉以国家元首身份代表政府致

歉，事件有了阶段性的了结。2003

年，总统陈水扁向二二八受害者家

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各种官方和

学术机构的细部研究也如雨后春

笋纷纷开展。2010年，总统马英九

再度代表政府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人数 众

说纷纭，但整体上的死亡人数约在

1万8000到2万8000左右（这不包

括后来数十年白色恐怖的死亡人 

数）。1995年李登辉时代通过的 

《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被

认定获得赔偿的受害者，以“死亡”

和“失踪”最多，共862人，占所有案

怡和论坛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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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分之一。

其他可获赔偿的案例包括“伤

残”、“遭受羁押”即“健康名誉受

损”等等，根据维基百科资料，直到

2015年8月，申请并获得国家赔偿的

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共2288名，最

年轻者一岁，最年长者71岁。

二二八事件中遇害者也包括不

少大陆来客，然而事件终究成为国

民党所代表的外省籍贯与台湾本

土籍贯人士之间长期政治心理隔

阂的最主要关节。然而早期与国民

党抗争的党外，也包括很多外省籍

人士，著名的台大哲学教授殷海光，

就是国民党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

代表人物，也就在国民党的打压中

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五十岁即郁郁

而终。其他如胡适、傅斯年，以及

后来的李敖，都在顽抗国民党专制

统治过程中，不带省籍之分，李敖

还经常夸耀自己如何协助本省党外

人士对抗国民党。

民进党1986年成立之初，十八

人建党工作小组的中坚分子就包括

费希平与傅正两名外省籍。

然而省籍问题在后来的政治竞

争过程中，一直被民进党部分人士

私下用作政治武器，透过小众电台

等传播工具激起省籍意识，作为统

独意识的基础。“外省人”自此似乎

成为“原罪”的代名词。

民进党中比较具备开阔胸襟的

人物如施明德、许信良等，多相对具

备大局观，但陈水扁意外在三角战

中取得政权后，在野者初尝权力滋

味，到蔡英文再度取得政权，党内与

极端台独和本土财阀进一步整合，

剑走偏锋，对内不思团结全民，以

对抗思维看待国家历史问题，试图

从斗争过程中壮大自身政治板块，

积累政治能量，对外无法在两岸和

国际关系中找到更有利于台湾的发

展路径，遂令台湾处境日益困窘。

蒋经国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

结束威权统治，台湾在八十年代中

后期奠定民主政治基础，在东亚国

家堪称先行者之一，当时“台湾钱

淹脚目”，富裕又政治开放，现在台

湾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的台湾如何

令外界称羡。

民主政治需要持续灌溉施肥

然而民主政治是一个花圃，需

要用心而有巧手的园丁持续灌溉

施肥，修剪枝丫。台湾人口在中等国

家来说不算多，但人才济济，却在

政治内斗中自我区隔，持续消耗，今

年陆续传出有意去大陆升学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一方面固然是大陆的

统战，另一方面却是台湾自身经济

陷入困顿。

如果政治竞争变成没有原则的缠斗，相互制衡变成相互掣肘甚至
扯后腿，社会对立情绪深化，局面就会不可收拾，那时候，旗鼓相当
的两个大党本来是要给选民更好的选择，就会变成两个随时准备比
赛撞车的亡命之徒，周边围观的选民也就难免池鱼之殃。

经济事务不济倒不全是蔡英文

才出现的现象，而是马英九时代就

无力振兴，缺乏外来投资，长期低

薪，经济发展纯靠过去辉煌的老本

和国际大环境推动，转眼一代人过

去，终于连自家子弟都留不住。

经济缺乏活力的原因包括整体

社会后来对投资者缺乏热情，以致

出现外资甚至本国资金裹足不前的

问题，而更根本的是接二连三的政

治领袖缺乏宏观经济视野，不善规

划又不能知人善任，在相对不利的

国际大环境中找不到突围的缺口。

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需要有能

力团结整体社会的人，要愿意付出，

更要懂得放下。

如果政治竞争变成没有原则的

缠斗，相互制衡变成相互掣肘甚至

扯后腿，社会对立情绪深化，局面

就会不可收拾，那时候，旗鼓相当

的两个大党本来是要给选民更好

的选择，就会变成两个随时准备比

赛撞车的亡命之徒，周边围观的选

民也就难免池鱼之殃。一党独大或

独裁，人民无从选择，在政治上被

迫成为被绑架的“肉票”固然不好，

但有竞争的政治如何成为引导社会

向上的动力，而不是拖累街坊邻居

的社会负担，是所有从政者都要时

刻扪心自问的大课题。

作者为《联合早报》评论员



2018年，马来西亚在5月9日举行全国大选。执

政61年的国民阵线（国阵）失去政权，

由前首相马哈迪领军的希望联盟以简单多数议席赢得选举，成

功组织新政府。最令国内外观察家意外的是，马来西亚通过民

主选举程序，顺利完成建国后第一次的政党轮替，而且政权转

移的过程极为平和有序，没有任何社会动荡与不安。这在东南

亚区域内尤其珍贵与罕见，显示马来西亚的政党与社会足够成

熟，能有智慧地渡过历史性的民主洗礼，值得人们动容与佩服。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这次大选结果，虽然说是
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是自1998
年前副首相安华被罢黜下野后，在国内掀起社
会运动和政治风潮以来一次集体累积与全面
爆发。马来西亚的社会与政治思潮，在过去20
年来呈现渐进式的松动与改变，民间求变意愿
强烈，并不是现有制度常规和政治操作可以阻
遏和压抑的。

重新
二次建国，

怡和论坛  马国大选特辑

╱ 文  :  潘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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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国阵是由14个政党

组成的跨族群联盟，但主要由代表

马来人的巫统扮演支配性角色。如

果从独立前1955年的民选自治政

府算起，这个联盟长期执政已达63

年，而且从未间断，是目前全球非

共国家中持续执政最长久的政党

联盟。不过，历史上这一纪录的保

持者却是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曾

连续执政71年(1929—2001)。如

果国阵在这次大选继续执政，相信

此纪录将由马来西亚打破，随着国

阵下野，在可预见将来纪录仍由革

命制度党保持。

国内外观察家和民意调查，选前

都预测国阵仍然会重新执政，即使

得票率下滑，也可能会以低过40%

的得票率，取得简单多数继续执

政。但选举结果让前首相纳吉始料

未及。据了解，国阵内部的评估是，

在国会的222个席次中，他们有信心

以130席左右执政，可是最终不单失

去联邦政权，还同时丧失10个州政

权，可谓雪崩式的挫败。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这次大选

结果，虽然说是意料之外，但也在

情理之中，因为这是自1998年前副

首相安华被罢黜下野后，在国内掀

起社会运动和政治风潮以来一次集

体累积与全面爆发。马来西亚的社

会与政治思潮，在过去20年来呈现

渐进式的松动与改变，民间求变意

愿强烈，并不是现有制度常规和政

治操作可以阻遏和压抑的。

选后大量评论分析国阵败选的

各种原因，包括纳吉的贪渎腐败是

国阵大败的主因，同时2015年实施

消费税也激起广大民怨，而马哈迪

与纳吉之间的决裂，也造成反对党

的意外整合，形成强大的马哈迪因

素，冲击到国阵势力。除此之外，在

选民的投票行为上，也有不少现象

是超乎过去的常规思维，形成一场

可称之为反常规的选举。

为什么是一场反常规的选举？

近年来由于巫统在政府治理上的

弊端，令马来人选民对巫统的不满

日渐升高，特别是对纳吉的个人形

象与操守产生越来越大的质疑。虽

然如此，人们还是普遍认为马来人

没有决心放弃巫统，不愿失去巫统

的保护。因此巫统按其惯性思维，

深信马来人选民的支持度尽管可能

流失，但不至于严重失血。

可是选举结果显示，向来被视为

巫统铁票的乡区马来人选民，却大

量的背弃巫统，导致巫统三大铁票

来源纷纷失守，这就是农业恳殖区

(Felda)的农民、公务员、军警人员

这三大群体的转向。由于巫统在三

大铁票群体上有严重流失，就造成

过去执政党擅长的政治操作手段，

也随之失灵。

例如国阵在选前仓卒修改选区

划分、指示选委会安排在周三投票，

都抵销不了三大类铁票的集体转

向。以红土坎和班台谷这两个国会

选区为例，巫统按过去思维，在这两

个选区注入大量军警人员的选民，

以为十拿九稳，最后双双败选。

巫统三大铁票来源生锈，还造

成雪兰莪州以南的整个南马地区，

也完全沦陷，包括森美兰、马六甲

和柔佛州这三个政局本来较为平

稳的州属，都宣告州政权易手。另

外，原来国阵在砂拉越州享有优势

的伊班人选区，也在本届大选被攻

陷，一举失去12个国席，间接冲击联

邦政权的垮台。这些剧变，全面反映

了巫统关于选情的原有惯性逻辑不

再有效，使过往行之有效的常规手

段全面遭挫。

无论如何，若从更深层的角度

来理解，为何执政超过60年的国

阵，会在选举中意外失利交出政

权？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面向来作进

一步讨论，一是操作层面的策略失

误，二是政治精英策略互动所致。

操作层面的策略失误

在操作层面上，国阵在本届大

选原以为利用三角战策略，能够分

化反对党的选票，从中得利，事后

证明，国阵尤其是巫统反而遭受三

角战的吞噬。

所谓三角战策略，是指巫统在

2013年后成功利诱和拉拢伊斯兰

党退出在野联盟，然后再支持伊斯

兰党，在西马大多数选区派出候选

人，造成三角战役。巫统的策略构

想是，在伊斯兰党瓜分一部份马来

人选票后，反对党在选票分散下必

败无疑。

可是选举结果显示，三角战没有

取得巫统预期效果，反而因为马来

人选民集体不满纳吉和巫统，自己

的基本票仓一部份转向希望联盟，

另一部份则流向伊斯兰党，造成巫

统两侧失血。

伊斯兰党没有如预期般大败，

而是凭着其坚守宗教价值的立场，

吸纳了既不满巫统，但又对希望联

盟不信任的保守马来人选民。伊斯

兰党在本届大选是其中一个赢家，

在国会单独取得18个议席，同时又

在吉兰丹和登嘉楼两州单独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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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在策略操作上另一失误，

就是该党与纳吉切割，在辅选时袖

手旁观，有意让纳吉一人完全承担

这次选举的成败。在选战期间，整

个巫统高层异常低调，也少有人与

纳吉同台，许多候选人甚至在竞选

广告上故意与国阵保持距离，整体

情势诡异。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巫

统选情不利，马来票流失超出预期，

另一方面却是巫统党内各派有意为

之地冷对竞选，静待选后迫使纳吉

负完全责任而下台。

巫统内部各个权力山头，放任与

旁观纳吉的低迷与窘态，本意是选

后迫其下台，不曾担心危及政权。

因为经过选区划分后，加上操纵选

举委员会，巫统相信即使以40%得

票也可以简单多数执政，加上选后

可能拉拢伊斯兰党组建联合政府，

政权可保无疑。

但是巫统与纳吉的切割，加上

马来海啸已露端倪，结果为巫统带

来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党内离心派

系和异议分子利用时机痛击巫统，

扩大了内部分歧。巫统在选前三天，

开除了达因、拉菲达二名前内阁部

长的党籍，向全党暴露一个讯息，

就是巫统高层已经浮现信心危机，

党内精英也对纳吉失去信任。这一

效应触动为数众多的公务员转投

在野党，甚至鼓励更多巫统中高层

领袖的叛离。巫统从崩而不溃，走

到崩盘边缘。

精英互动与结盟

在宏观层面上，马来西亚这一

次能够成功实现政党轮替，其实没

有脱离其他新兴民主国家转型的轨

迹，就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因内部

分裂和向外寻求反对党的结盟，最

终顺利为民主转型铺平道路。

马来西亚的政体被视为半威权

半民主，也可以称为竞争型威权政体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此番成功完成政党轮替，我认为主

要归因于三大因素:（一）威权体制

内部的精英分裂，（二）由温和派主

导的反对党所采取的务实策略，以

及（三）军队国家化。没有政治精

英之间的分分合合，单凭“人民的力

量”不足以促成民主转型。

“竞争型威权主义”最大特征

在于，虽然掌权者在制度和程序上

设置诸多限制，严重侵害实质的民

主原则，但它并非全然封闭的政体，

而是保留一定的政治竞争和公民社

会空间，即有限的多元。加上马来西

亚的族群丶文化丶宗教等社会多元特

性，也令到国家不可能全面压制政

治异议，让在野党在一定程度上拥

有政治参与空间，过去在州级选举

中取得的成果也受到承认。

但是，这种政体另一个重要特

征是，由于威权政治长期垄断权

力，必然导致腐败和内部矛盾，所

以会出现周期性的派系斗争和政治

不稳定。如果它能克服周期性的权

力矛盾，政权就可以延续，否则政

权就会瓦解，至于能否渡过这种周

期性的不稳定，关键是精英的分裂

程度有多严重。

巫统在1969年，1990年和1998

年皆出现周期性的权力斗争，当时

精英之间的分化没有造成致命性后

果，巫统顺利克服分裂的瓶颈，保持

了政权的稳定。但是，在2015年前

后纳吉被揭露涉及贪腐丑闻后，党

内精英之间的分裂再度浮现，又产

生周期性不稳定。这次对当权派发

动最强火力的党内批判者，是曾经

掌权22年的前任首相马哈迪。由于

这一波权力矛盾牵连深远，派系分

裂无法弥补，终导致体制内不可挽

回的分裂。

但是徒有威权体制内的分裂，

尚不足以产生摧枯拉朽的影响，除

非体制内的异议力量可以跟反对

派合作，结成盟友，才能升高对当

权派的压力。马来西亚在2018年

大选实现政党轮替的最大关键，就

是以马哈迪为首，从威权体制分裂

出来的巫统旧权贵，愿意向反对党

寻求支援，双方最后达成政治大和

解，排除障碍筹组新的统一战线抗

衡国阵。

在这个过程中，政治领袖的角

色十分重要，发挥了领导精英在历

史关键时刻的能动性，实现朝野宿

敌之间的和解。这里的重点是，反

对派必须由温和力量扮演主导角

色，而不是由强硬派或激进派掌握

领导权，否则结盟不可能实现。反

对阵营内的温和势力，如公正党的

安华、行动党的林吉祥和诚信党的

莫哈末沙布，尽管面对内部杂音和

分歧，但仍然成功说服和争取到各

自的群众认同，落实与马哈迪合作

的重大策略。

反对阵营由温和派而非强硬派

主导，让他们在预见到历史关键时

刻来临之际，能作出清醒的判断与

务实的策略，紧紧捉住瞬间即逝的

历史机遇，完成反对党与马哈迪的

结盟。这段期间反对派的领袖都承

受压力，也面对质疑，但最后都各

有妥协与让步，准备面对与马哈迪

结盟后的风险。如果没有反对党的

温和派，对于大局和大义的坚持，马

怡和论坛  马国大选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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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的政党轮替未必能够出现。

但是，反对党在选举中取得胜

利是一回事，能不能顺利与和平地

接管政权，又是另一回事，这攸关

民主选举的结果能否得到各个利

益相关者的承认。马来西亚在州政

府的层级，曾经出现过政权转移，

有者顺利，但有时也会面对阻难和

不稳定。但在联邦政权的层级，从

来不曾发生过政党轮替，当原有的

执政党意外败选，他们是否承认失

败？军队是否中立？王室的立场如

何？从独立以来，这些宪政机制都

没有受过考验。

纳吉在选举结果大致明朗后，

没有马上出来承认败选，却两度致

电安华谈判，直至翌日的5月10日

上午才发表谈话，但言谈中有所保

留，似乎有意拖延政权移交，或尝

试争取其他党派，即使同意交出政

权，也希望由马哈迪以外的人选担

任新首相。无论如何，巫统最后还

是无法挽回败选局面，其中军队与

警察的中立与超然，扮演了他们的

宪政角色。在政权转移之前的关键

时刻，军警高层公开向巫统和王室

马来西亚的政体被视为半威权半民主，也可以称为竞争型威权政
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此番成功完成政党轮替，我认
为主要归因于三大因素:（一）威权体制内部的精英分裂，（二）由温和
派主导的反对党所采取的务实策略，以及（三）军队国家化。没有政
治精英之间的分分合合，单凭“人民的力量”不足以促成民主转型。

宣示立场，尊重民意决定，此举让

有关方面断绝了其他杂念和想法。

在马来西亚的民主化和政权转

移过程中，军队国家化和警察的专

业主义精神，以及他们超越党派，

效忠国家的态度，为马来西亚的民

主发展奠下宪政先例，也保障未来

国家民主机制的有效运作。马来西

亚有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在没有

动乱和冲突中完成政党轮替，跟长

期建立起来的军队国家化有一定的

关系，军方为民主政治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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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任务与挑战

马哈迪在政党轮替后再度出任

首相，他的开局颇为成功，深谙政

府体制运作，指挥若定内劲深厚。

马哈迪选后即处理安华的特赦事

宜，对安华家族和全体国民释出善

意，也整顿一些旧政权留下的人事

包袱，使人们对新政府执政展现信

心。新内阁由华裔领袖出任财政部

长，大受华人社会和华商认可，他又

委托前财政部长达因主持国政顾问

团，试图稳定与恢复外资的信心，皆

取得一定效果。

但是紧接下来马哈迪政府将面

对几个重大挑战，深受人们关注。

首先是希望联盟内部的权力分配，

其次是如何依照承诺由安华接任

首相，以及在政经治理上能否满足

国民期望，最后则是败选后的巫

统，会不会试图对新政府采取反扑

措施。

马哈迪在组阁事宜上，确实并

不顺利。由于这是第一次政党轮替

后的新内阁，人事和权力安排不能

沿用以往国阵时期的先例，既要顾

及权力平衡，也要考虑希望联盟各

成员党提出的要求。马哈迪在首阶

段只宣布4个成员党党魁的内阁职

务，第二阶段再委任8人，但完整的

内阁阵容在选后半个月仍未就位。

在组阁期间，公正党内部有派

系之争，互相争夺权位，行动党与

公正党则对财政部长一职出现角

力，马哈迪在组阁时也尝试扩大他

领导的土著团结党之影响。各党派

都意图在新政府的首个内阁预先

卡位，以立下惯例保障未来的权力

分配。无论如何，马哈迪凭着他在

胜选后的威望，仍有条件强势主导

阁员人选，包括否决他不认可的各

党推荐名单。

希望联盟在选前的权力安排

上，几经协商，最后决定安华是下

一任首相，现在人们关注安华何时

接棒。虽然安华已获释出狱，但从

目前情势看来，未来一至两年内，

安华应不急于取代马哈迪。

事缘马哈迪在体制内深受官僚

团队、军警情治单位及国营机构的

支持，他所受到的尊重与敬畏，远高

于安华。其次，安华的决策与判断，

绝无马哈迪的坚定与冷静，不能完

全稳住选后的复杂变局。其三，安

华所领导的公正党，虽说是希望联

盟内最大政党，但党内派系生态复

杂，也是新政府内最麻烦的计时炸

弹，安华若过快接掌首相，会提早

将公正党内的纷争与权斗带到政

府内，影响政权的平稳过渡。安华

应在出狱后，先把重心放在整顿党

务，也借助马哈迪之威望先把政治

局面稳定下来，才在适当时接班，

不宜急在一时。

现阶段看来，希望联盟刚取得

执政地位，正处在蜜月期，也致力

于兑现选前承诺，要在上任一百天

内完成若干新政，各党互信尚算稳

固。无论是政界和社会，也感受到

马哈迪的诚意与决心，一扫他可能

重施铁腕作风的担忧。马哈迪以

93高龄复出，确实想在有生之年纠

正他早期犯下的错误，重建国家，

恢复崩坏的国家建制，开始感动国

内不少群众。因此，包括安华在内

的新政府成员和官僚团队，都愿意

支持马哈迪再次执政。

但长远来看，希望联盟各党派

仍然会产生分歧，事关各党派所赢

得席次并不平均，形成二大二小的

态势，为未来权力争议埋下伏笔。

公正党取得47席是最大党，行动党

42席次之，土著团结党13席，诚信

党12席。但从现阶段组阁的安排来

看，马哈迪并不根据各党实力来分

配阁员，而是打破常态各党均分。这

造成最大党的公正党并没有取得较

多的阁员，该党主席旺阿兹莎虽贵

为副首相，但更多似是为其先生安

华暖席，加上其政治能力一般，在政

府事务中缺乏实质发言权。

反观土著团结党，虽然在新政

府中份属小党，由于选举期间马哈

就民主转型过程而言，政党轮替只是踏出第一里路，离开民主的
巩固与永续，还有漫漫长路。新政府内各党派目前尚有互信可言，但
未来权力分配仍可能产生分歧，不过在新政府上台初期，彼此可望
维持一段合作密月期。马来西亚是多元族群社会，如何在复杂的族
群与宗教氛围中，实现平等与公正，重塑国族身份，在在值得关注。

怡和论坛  马国大选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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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主导了希望联盟的走向，加上领

军告捷，大部份选举成果由马哈迪

独享，因此新政府内该党有不成比

例的权力膨胀。例如在霹雳州、吉

打州和柔佛州的新政府内，土著团

结党以小党身份，却成功取得州首

长的职位，已在地方扎根。如果日

后该党要摆脱席次不足的窘境，可

能会吸纳从巫统出走的成员，进而

壮大自己，以取得更大的权力份额，

这将引起各党戒备。

不过，新政府内主要的两大角

色仍是土著团结党与公正党，目前

安华退居二线，以避开马哈迪的风

头，但未来安华接任首相，新一波

的权力重组将会上演。

在政党轮替之后，马来西亚国

民难得的重建国族信心，但经过两

周的亢奋与感动，相信在接下来就

要准备面对政经转型的考验，也要

检讨各种苛捐杂税，如此势必面对

收入减少、财政吃紧的压力。这些

新政策将增加赤字和影响信贷评

级，新政府也面对国债升高的困境，

需要检讨大型工程合约，同时削减

开支和严惩贪腐。

人们通常期待新政权上任后就

要有所表现，但要短期内在经济上

交出成绩，绝非易事，尤其旧政权正

是因经济民生凋萎，才会失去政权。

因此，新政权要迅速巩固民意支持，

多会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着手。因

为政治和制度上的调整，有时只需

一纸行政命令，或修法就可完成。

但是，新政权在政治体制上的

改革，很快就会面临右派和民族主

义者的反扑，当下右派民族主义者

因突然失去权力，尚未从震撼中恢

复，一旦他们重新集结，目前短暂的

乐观氛围，就会遭遇阻力，不只“转

型正义”未必走得下去，一旦经济上

无法走出窘境，新政权的民望就会

下跌，到时内部的政策矛盾与权力

分歧就会浮现。

失去政权后的国阵何去何从

最后要讨论的是，失去政权后

的国阵何去何从，是否能重新再

起？上届大选，反对党主张建立政

治两线制，即由两个不同阵线轮流

执政，互相监督，如今政党轮替成

功实现，但两线制的愿望却基本落

空。因为国阵这个14党联盟，在丧

失政权后，就会树倒猢狲散，无法

在败选后保持完整队型。事实上，

选后未及一周，沙巴州的4个成员

党已经宣告退出国阵，砂拉越州的

另外4个盟党也心怀离意，未来国阵

可能名存实亡，只留下巫统、马华公

会等少数几个成员。

可是即使国阵分崩离析，巫统

仍然是最大在野党，它在本届大选

中仍保住约40%的马来人选票。巫

统建党超过70年，在全国都有稳固

的基层组织，在传统马来社会仍有

影响力和感召力，基本掌握住超过

三分之一的保守与右倾马来民族主

义者支持，在国内政治上仍有重大

影响力。

除了巫统在马来人选票中占有

40%份额，另一支在野的伊斯兰党

则取得30%马来人选票，希望联

盟尽管在本届大选凭着马来海啸，

一举拿下30%马来人选票，归根究

柢，却依然有高达70%的马来人选

票，并不支持新政府。如果巫统和

伊斯兰党在族群和宗教议题上联

手，相信会为希望联盟的政府带来

颇大困扰，因此新政府在选后的施

政，仍要顾及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诉

求与感受，包括在土著权益、马来

人特权等问题上不能走得太远，在

非土著所关心的文化和教育平等议

题上，则要小心翼翼处理，否则巫

统和旧权贵仍有强大的反扑能力。

至于国阵内的华人政党马华公

会，该党在本届大选从7个国会议席

输剩1席，但实际上遭遇更加惨重，

因为国阵除了中央沦陷，也失去10

个州政权，连带使马华公会丧失人

数庞大的县议员，市议员，新村村

长，新村发展官，医院巡视员等地

方公职人员，甚至无法再推荐党基

层受封勋衔。这意味着，全国的华

人基层政治重新洗牌，地方派系力

量也随之重组。马华公会以利益分

配挂帅，失去这些政治资源后，生

存条件倍加困难。

结语

马来西亚成功通过民主程序完

成政党轮替，新政府开局顺利，国民

开始重拾对国家的信心，可以说是

二次建国，重新独立。但是在威权

政体长期垄断权力之下，体制崩坏

法治沉沦，新政府既要清整体制内

部的积弊，也要开展新政，尤其是重

振民生经济，未来前路充满挑战。

就民主转型过程而言，政党轮

替只是踏出第一里路，离开民主的

巩固与永续，还有漫漫长路。新政

府内各党派目前尚有互信可言，但

未来权力分配仍可能产生分歧，不

过在新政府上台初期，彼此可望维

持一段合作蜜月期。马来西亚是多

元族群社会，如何在复杂的族群与

宗教氛围中，实现平等与公正，重塑

国族身份，在在值得关注。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通识教育
中心主任、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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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如何处理种族问题？答案是：把种族问题非种族化，
即把此类问题当作国族问题来处理，就如人口老化、年
轻人就业、经济衰退一样，是国家问题。新经济政策堂
皇的目的“不分种族，消灭贫穷”，其实严重分化马来西
亚人成为土著和非土著，它是把非种族问题种族化后再
掩饰其种族成份。现在“把种族问题非种族化”，是把真
正的种族问题解开，提升为国族议题，“不分种族”是原
则，不是借口；是阳光，不是烟雾。

种族主义议题

怡和论坛  马国大选特辑

╱ 文  :   何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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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希盟推翻一个腐败、贪污、朋

党横行无忌的国阵政府，固然全民

庆幸，让国人引以为傲，然而我们亦

必须面对几个基本现实。

第一，希盟的成功当然有许多

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心对国阵

政府的猖獗腐败极为反感，而不是

对巫统六十年来对非土著同胞不

公平的待遇。三届选举（308、505

、509）华人海啸不断，是对贪腐

和歧视待遇的抗议，而这次马来海

啸基本上是不忍国家继续堕落，才

会如此汹涌。马来官员和普通老百

姓是否较开明、容忍，能以多元民

族角度切入国家议题，需要教育开

导，至今虽有些变化，其实是基于

短暂的政治竞选热情，如何转化为

长期的建国价值观，有赖各族领导

层耕耘。但是马来同胞不至于完全

放弃彼等在宪法上所庇护的特权，

则可预料。

第二、马哈迪高举的虽然是公

正党的大旗，然而他的主导思想仍

然是土著主义至上的，土团党还是

一个以争取马来族群利益为号召

的政党。当初成立，一般观察者把

它视为巫统分裂出的一支，其宗旨

与母体分别不大。选举期间马哈迪

宣布胜选后会召开土著大会探讨土

著权益和发展，很明显就是这个思

想脉络的延续。当然很有可能这个

大会是要提醒土著必须抛弃“经济

拐杖”才能取得民族尊严，但是选

前宣布的目的还是以安抚马来民心

为主，不是一个削弱其权益的序曲。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从政以来一向是

一位马来极端份子，这次竞选，这

位巫统法老不像马哈迪那样多次公

开转变旧有“土著主义至上” 的态

度，其骨子里到底如何还很难估计。

种族化

候 任财政部长林冠英在希盟

政府执政后的一个记者会

上，回应外国记者提问，有关四十

四年后由华人重新执掌财政部的感

想，说：“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a Chinese，I am a Malaysian.” 

（“我不以华人自居，我是马来西亚

人。”）这不可谓不是马来西亚政治

史的一个新开端，意味着民主行动

党自1965年创党以来的宏图“马来

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得到了突破性

的落实。在宣扬理念的场合上，他

已经可以从在朝的角度更理直气壮

谈“国性”的马来西亚，较之于不过

数天前在野时的气势与境况相差何

止千里。当然这个宣示的意义延伸

下去，必然触及六十年来马来西亚

种族政治的族群权益、教育政策、

国族塑造等极为复杂的议题。

到现阶段为止，即使希盟已经

赢得政权，马来西亚以种族意识为

底蕴的政治制度不会一下子就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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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州务大臣是旧巫统分子，首几

天新政已露旧态。诚信党是回教党

开明派系的确不错，但它是一个纯

粹的马来政党亦是事实。

种族意识政策  源自宪法精神

第三、马来西亚种族意识的最

大支柱，乃马来西亚宪法。宪法第

153条里规定的马来人特权，包括

官方语言、马来统治者地位、固打

制以及公民身份的条款等等，须不

须要检讨？这就触及马来社群的

神经了。这个宪法精神尤其自七十

年代不断在政策上强化，已经经历

了约四十年。以后即使是局部或渐

进式的改变也必须要有全民共识。

过去每一届国阵政权欲促进国家

团结时，所提之政策，如国家原则、

国家文化政策等等，都是以马来文

化为主干的，即使是马哈迪曾经极

具远见的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意识，其中最具争议性

的就是“马来性”的成份。马来西

亚政治环境在马来人与巫统的“霸

权控制”之下，玩弄种族政治已久，

国人希望马来领导层思维一夜之间

改变，未免太过乐观。

但是此刻国人也的确有乐观的

条件。一个政治霸权被推翻，在民众

心理上已经起了一个极大的震撼，

于此破旧立新正是时机。心理的准

备给予政治改革一个重要基础。下

来就得看政治领导的智慧了。

九十二岁的马哈迪已经完成他

当前的历史使命，推翻腐败政权，

将功赎罪，一生传奇无人可比。照

他所言，将会担任首相约两年，稳

定民心、军心、市场、平衡各党势力

为首务。新政只有几天，已经看出他

毕生的政治与行政经验实有助益。

副首相、财政、国防、内政的人事分

配，有意想不到的结果，“长老委员

会”成立的目的是稳定市场，而迅

速重新查办一马公司的贪腐巨案，

更得人心。下来是各政府部门的人

事任命，是否能够摆脱过去的裙带

关系和酬庸分配，还待考验。马哈

迪高龄再度涉入诡异多端的政治舞

台，自谓一无所求，自求悔过。俗语

说，无求则柔，无欲则刚，或许国

人更期待他的无私（不只是以马来

人利益为念）。

至于长期的、更为重要的民主

改革与建立一个各族平等的国度，

关键是安华。安华被释放后需要一

段时间才能就位首相一职，他就位

之后，内阁会重组（人民会接受夫

妻档的首相和副首相吗？）、政策

会重整、政治职位任命会洗牌，都

是重点。而他是否诚意落实“烈火

莫熄”运动的承诺，即重建一个民

主、法治、各族平等的马来西亚，

万众瞩目。马来西亚往后的治理模

式，将会给予东南亚各国某种程度

的启示。他若能够说出林冠英类似

的话：“我不以马来人自居，我是马

来西亚人”，而不是在巫统当权期

间，志在表演式的安抚华族，写下 

“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么一个新的

马来西亚才有曙光。

承认政治现实  宣示国族理想

但是马来西亚种族议题不应该

被扫入地毯底。与其逃避、否认，

不如坦然面对。林冠英的“我不以

华人自居，我是马来西亚人”一语，

我们可以更严格的诠释。他更“完

美”或“高明”的回答，应该是“我

虽然是华人，我更是马来西亚人”。

这样即肯定个人的文化身份、承认

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存在现实，也

宣示了国族理想。或者他只说“我是

马来西亚人”，就可以三两拨千金地

回答了外国华人媒体热衷的敏感问

题。说“我不以华人自居”（当然他

没有说“我不是华人”），很容易落

人话柄。林冠英应该为其华裔的身

份引以为傲，因为华人乃马来西亚

人不可分割的元素，无需畏避。说

以华人自居，无损其马来西亚人身

份的认同。

其实第一批内阁安排，说完全

是举贤任能（meritocracy）也不

能令人信服。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 就是竞争获胜的政党，将

内阁与行政职位分配给党主要骨干

的做法。这里没有太多择优录取原

则。慕尤丁主内政，莫哈末沙布掌国

防，不会不是他们是马来人的原因。

林冠英出掌财政，或许彼之金融知

识一流，但是在分配职位时没有考

虑到他的华人身份以及党内地位

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为何不让

林冠英当国防部长或内政部长？其

答案是不证自明的。内阁职位分配

必然凸显族群和政党代表性，以示

平衡，这就是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

现实面。举贤任能，或唯才主义的

更大实现场所，是公共机关、国营

企业、公共服务的人事任命。

种族议题（如华人关心的语文

政策、大学名额、商业执照和印度裔

的诉求等），就如其他国家议题，如

人口老化、年轻人就业、经济衰退、

女性赋权，垦殖民福利、大道收费

等，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为什么不

能正面面对？谈种族议题就是种

族沙文主义者吗？如果答案是，那

么这就落入了种族沙文主义者的圈

套了。任何问题（problem）必须做

怡和论坛  马国大选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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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定义（problem definition）

后，方能有希望找出其解决方案，

这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常识，也是政

策拟定的第一步。种族不平等议题

必然要规范为种族问题着手，不然

就是刻舟求剑了。

解开种族问题  处理国族议题

那么如何处理种族问题？答案

是：把种族问题非种族化，即把此

类问题当作国族问题来处理，就如

人口老化、年轻人就业、经济衰退

一样，是国家问题。新经济政策堂

皇的目的“不分种族，消灭贫穷”，

其实严重分化马来西亚人成为土著

和非土著，它是把非种族问题种族

化后再掩饰其种族成份。现在“把

种族问题非种族化”，是把真正的

种族问题解开，提升为国族议题， 

“不分种族”是原则，不是借口；是

阳光，不是烟雾。

希盟竞选宣言所涉及的议题，

除了承认统考，以及制度化拨款给

华小和独中之外，没有太过涉及华

人性的议题。减轻生活负担、重振

经济、赋权女性、为青年创造更美

好未来、教育发展、税务优惠、可负

担房屋计划，固然可以诠释为“马

来西亚人”的议题，但是希盟必须

在竞选期间赢取马来人选票亦是

一个重要考量。于是在提升垦殖民

福利及提高土著地位上“下工夫”

。其实事实也证明，没有乡村马来人

的支持，政党不可能轮替，希盟也不

可能翻天。这一点非马来人必须承

认。这也就是马来人议题（种族议

题）可以非种族化的体现，可以让非

马来人接受。那么华人议题（如华文

教育、大学名额、政府机关就业等 

等），亦可以同样处理，如“平等对

待各源流学校”，“以绩效为考量为

入学资格”等等。这些种族议题，其

实就是国家议题。

林冠英这句“我是马来西亚人”

会获得许多马来西亚人的支持，但

是必须警觉只发出单单“我不以华

人自居”这七个字所带来的负面意

涵。马来西亚人身份乃多元族群所

组成，没有必要下意识否决族群的

文化身份。面对腐败，才能消灭腐

败；面对威权，才能推翻威权。面对

多元种族，才有塑造国族的可能。

作者为学者、时评人。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兴趣有马
来西亚政治、华人文化、新马行政
改革等。

(本文原载吉隆坡林连玉基金评论网
刊《当代评论》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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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安华和纳吉三人的背后，也各

有一个故事同样精彩的女人配合演出，偶

尔甚至喧宾夺主，被形势推到台前唱说几

段台词。安华5月16日出狱后的记者会上，

被周边人怂恿亲吻妻子旺阿兹莎额头的新

闻镜头，是两人因安华20年政治沉浮所导

致的悲欢离合的甜蜜一幕。

安华在获释后所接受的一系列专访

当中透露，纳吉在开票当晚得知大势已去

时，曾经主动两次电话联络他，问安华他

该怎么办。安华说自己“以朋友的身份”

劝纳吉接受选民要他下台的现实，可是纳

吉并不认输。安华说，纳吉在第二通电话

╱ 文  :   叶鹏飞

大戏杂感变
马来西亚

天
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在5月9日

投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24小时，

终于在隔天晚间马哈迪宣誓就任首相后，

实现了政权轮替的历史壮举。

这是一出不亚于任何好莱坞大制作的

人间大戏，耄耋之年的前首相东山再起，

与当年的副手兼世仇安华一笑泯恩仇，共

同推翻丑闻缠身的现任首相纳吉，也推倒

了自己有份滋养壮大、垄断马国政治权力

超过半个世纪的体制。三人的种种心理

状态和相互间的关系张力，恐怕超越了任

何编剧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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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彻底崩溃了”。安华第二度

被同样侮辱人格的“鸡奸罪”投入

狱中，是在纳吉掌权时。“以朋友的

身份”这一说词背后，到底是一种什

么样的感觉啊？

莎士比亚悲剧

纳吉和妻子罗斯玛的遭遇，

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悲剧《麦克 

白》。故事讲的是苏格兰国王邓肯

的表弟麦克白将军，在战胜归来的

路上遇到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

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会当上国王，

但他没有孩子继承王位，反而是同

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

夫人怂恿他谋杀邓肯，做了国王。

为了巩固权位，他又害死了邓肯的

侍卫、班柯、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

和小孩。残酷的行为让麦克白越发

冷血，在妻子因愧疚而发疯死去时

毫不难过。邓肯的儿子最终联合英

格兰军队，打败众叛亲离的麦克白

并将之斩首。

马国舆论盛传纳吉惧内；热爱

珠宝、名牌包的罗斯玛的政治影响

力，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2000

年访问马国，特地要求与她见面可

见一斑。罗斯玛后来坦言，李光耀

是要亲自评估她，以查实坊间关于

她垂帘听政的传闻。闹出挪用一马

公司巨款丑闻的当事人之一，就是

罗斯玛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子里扎

阿兹，他被指动用一马公司巨款，投

资2014年获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影片《华尔街之狼》。

从纳吉在败选后的表现看，他

似乎表现出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态

度，非但没有激烈地反抗，反而有

点坐以待毙的认命样子。这一方面

或许是自知对手马哈迪的能耐，另

一方面恐怕也在通过这种消极态

度，间接表达对大他两岁的罗斯玛

贪得无厌的不满。罗斯玛个人欲壑

难填（单是从纳吉的柏威年公寓就

搜出284个名牌手提袋，其中单价

可高达数十万元），以及对仅是纳

吉继子里扎阿兹挥霍无度的纵容，

所闹出来的种种丑闻，是导致纳吉

成为过街老鼠的原因之一。当然，

他也必须对个人晚节不保负起全部

责任。但对照马哈迪夫人西蒂哈斯

玛始终保持低调，安华夫人旺阿兹

莎对夫君20年困难的不弃不离，甚

至抛头露面代夫出征，成为新政府

的副首相，纳吉夫妇的形象真的很

难得人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

93岁的马哈迪东山再起，写下

了近代政治史上罕见的一章。他不

但掀起马来人海啸，冲垮自己一手

所建立的权钱体制，更与被自己打

入政治地狱的宿敌安华联手，这其

中的恩怨情仇，恐怕也一言难尽。

1987年，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

巫统B队挑战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

巫统内的领导权，马哈迪在党内领

导人选举险胜后清党，开除东姑拉

沙里的所有党羽。东姑拉沙里另起

炉灶，组织四六精神马来人党，强

调要回归巫统在1946年建党时的

初心。1988年，因为巫统B队挑战

党内选举结果，提起公诉，法院基

于技术理由宣布巫统为非法政党。 

马哈迪立即重新组成只有A队成员

的巫统。

因此，在技术上，今天的巫统其

实是由马哈迪所创立的。为了防止

再度面对权力挑战，马哈迪开始了

权钱政治的游戏，用各种好处收买

党内派系，逐渐形成了党主席利用

政治献金巩固支持的政治文化。这

一套游戏规则，被纳吉玩得虎虎生

风，不但巫统最高领导人职务在党

的常年大会上都不允许挑战，为了

摆平越来越复杂的党内人事斗争，

所需要的“弹药”自然也会越来越

庞大。一马公司高达7亿美元的资

金流入纳吉私人银行户头，纳吉辩

称是沙特王子的捐赠，哪怕有那么

微小的可能性，果真是捐赠，或许

也能部分反映纳吉为了稳固党内权

力所需要的开销。

马哈迪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就

是启用安华为副首相后，为了应对

伊斯兰党的外部挑战，开始玩宗教

政治化的游戏，放纵安华开始推动

伊斯兰化，从公务员体系（设立宗教

官僚机关）、推动伊斯兰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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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伊斯兰银行等等。伊斯兰化在

政治上架空了伊斯兰党的宗教威望

之余，却导致了马国社会逐渐失去

世俗化传统的空间，让马来人越来

越容易接受中东的极端宗教思想，

为伊斯兰党日后的壮大埋下祸根。

当马哈迪于1998年因为在应对亚

洲金融风暴时，同安华意见相左而

决裂后，安华的支持者在他入狱后

纷纷转投伊党怀抱，最终让伊党盘

踞半岛东北角至今，并且也让主流政

治因为宗教因素而易于变得紧张。

再来当然是作为种族主义者的

马哈迪专门用来照顾马来人权利的

土著政策了。这个政策，用安华出狱

后对媒体的话说，是“在这个政策

下，政府合约、生意、就业、教育及

房屋优先考虑马来人……这项政策

被指责为分化马来人、华人及印度

人，国内少数民族不满遭政府种族

歧视。”这个政策也导致大量非马

来族人才外流，严重削弱了马来西

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更导致国内

官商勾结，政治腐败，并且让种族关

系因为经济不公平而紧张。

希盟执政靠的固然是马来人海

啸，其他族群的支持也很关键。相

信马国民众，包括不少开明的马来

人在内，对新政府的期望是改革不

公平的制度，但是马哈迪所面对的

问题，自己正是始作俑者。历史的

反讽很直接，他如何拨乱反正，将

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这当中可能

必须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用一

种洗心革面的姿态，告诉人民自己

将痛改前非。这可能会是向来自负

的马哈迪的表现吗？

就算马哈迪决心拨乱反正，几

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以及马国马

来人作为最大族群对于特别是华

人社群的猜疑，和担心自身利益受

损的政治现实，也意味着任何的改

革都将是艰难和需要时间的工程。

选举结果所营造的理想氛围，可能

会让一些求好心切者对改革的缓

慢或反复失望，新政府的蜜月期也

因而提前结束。这些都是新政府甚

至是支持改革的马国民众所必须意

识到的挑战。

最关键的变数

马国政治变天是否代表否极泰

来的最大变数，恐怕还在于公正党

实权领袖安华。就如前面所言，安

华个人也必须对马国政治的种族主

义，以及其所导致的腐败，负起一

部分的责任。与马哈迪一样，这也是

历史赋予他自我救赎的难得机会。

但是安华已经失去了人生最宝

贵的20年，而且是在接近权力巅

怡和论坛  马国大选特辑

峰的那一刻，在风华正茂、准备干

一番大事业的那一刻，从天堂一下

摔到地狱。逆转自己命运的黑手，

正是马哈迪。这个深仇大恨如何

化解，需要极大的人生智慧。马哈

迪在2016年开始批评一马公司丑

闻和纳吉后，出席了安华的法庭听

证会并同安华握手寒暄，震惊了马

国社会。这一预示两人即将政治携

手，共同对付纳吉的一幕，开启了

今年的变天大海啸。这也印证了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的谚语。

如今马哈迪和安华的共同敌人被打

倒了，目的完成了，未来将会如何，

还费一番思量。

至今，马哈迪和安华的政治合

作还维系如常。尽管主要目标已经

达到，然而政治上百废待兴，民众

求变的殷切期盼，都不允许他们开

始谋求自身的利益。从政者为国为

民的意图不应该轻易质疑，可是他

们行动的深层动机也不能忽视。或

许以他们各自的历练以及当下不

再年轻的现实，都意味着青史留名

才是最正确的抉择。为了国家做正

确的事，将是马国人民和他们彼此

的大幸。

《联合早报》5月22日的社论

说，安华自从被马国元首特赦出狱

后，其一言一行均展现了高度的政

希盟执政靠的固然是马来人海啸，其他族群的支持也很关键。相
信马国民众，包括不少开明的马来人在内，对新政府的期望是改革不
公平的制度，但是马哈迪所面对的问题，自己正是始作俑者。历史的
反讽很直接，他如何拨乱反正，将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这当中可能
必须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用一种洗心革面的姿态，告诉人民自己
将痛改前非。这可能会是向来自负的马哈迪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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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克制与智慧。他不但对将其二

度入狱的纳吉没有表现出丝毫的

怨恨，更在公正党内部对马哈迪内

阁任命出现鼓噪时，及时公开力挺

马哈迪，并表明自己不急着出相或

入阁，以确保新政府的稳定过渡。

社论评价说：“这些让人乐观的迹

象表明，遭遇政治磨难近20年的

安华，仍然胸怀大志却更为沉稳内

敛。”

或许，这样的乐观是有理由的，

但是政治毕竟充满变数。安华形

容马哈迪“变得愿意倾听和懂得商 

量”，显示两人经历这些年的起伏，

都已经有所改变。但这也可能只是

表明，眼前的局势迫使两人必须合

作，一旦形势改变，彼此的主观意

志难保不会出现冲突。届时两人是

否仍然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能够

冷静处理矛盾，而彼此所代表的

两股不同势力，会否对他们施加压

力，这些都是可能逆转目前积极走

势的因素。

务实的期待

很多评论把马国变天归功于民

心思变，认为人民摆脱心中的恐惧，

用手中的一票，表达集体的意志。这

个判断基本没有错，可是缺乏精英

领导人的作用，光靠人民恐怕还是

无法成事。马哈迪的出现是变天的

关键因素，几乎已经是定论了。因为

他，马来人才放心投给希盟的华人

候选人；也因为他，政府体制内不

满纳吉腐败的成员才会暗中呼应。

除了领导人，体制的韧性也是关

键。在选举成绩迟迟不公布的5月9

日那惊心动魄的24小时，负责国家

安全的三名高级公务员公开表态，

效忠国家宪法和人民意志，并一起

觐见国家元首，杜绝了纳吉团队可

能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念头，保障

了政权最终的和平转移。

马国人民用和平的方式，坚定

地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举措，

至今已经成功了一半。被他们视为

贪污腐败而人心尽失的政府是换

掉了，可是新政府到底能够改革多

少，改革多快，所面对挑战的艰巨

性不容低估。

不少清醒的马国友人私下表示，

不只是内阁成员贪得无厌，底层小

公务员的小要小拿，已经蔚为风气

甚至成为一种老百姓本能接受了的

生活习惯。所以新政府要改革的不

只是台面上看得到的贪污腐败，还

要解决深层的体制潜规则乃至人

民和大小官员的心理。这种惯性才

是最不容易改革的东西。

另外，因为长期不平等而紧张

的种族关系，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马来海啸的出现之所以让专家跌

破眼镜，是因为马来人对华人的猜

忌和敌视，让巫统和伊斯兰党得以

持续坐大。马哈迪和安华要如何顺

应民意（非马来人和开明的马来人

都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

还是必须重视大部分马来人对维

护既得利益的担心；而既得利益正

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

几乎要自我否定的改革，其难度恐

怕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所以虽然是

变天了，可是能否迎来黎明的曙光，

如今下判断可能还言之过早。

现在看来，变天好像理所当然，

人民用选票踢走了纳吉政府，可是

整个政权轮替的过程，仍然有可能

会发生动乱危机甚至大规模暴力。

马国民主体制的成熟，加上一点点

的运气，避免了这种不幸的结局。

希望马国朝野能珍惜这个千载难

逢的机会，重新出发，为后代奠定

幸福的基石。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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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主政
╱ 文  :  河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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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的大选，出现的几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不可

能”：第一个当然就是执政长达61年巫统领导的国阵竟然轰然倒

下；第二个就是领导“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的安华竟然会与 

“死敌”马哈迪重修旧好，一起合作推翻纳吉政权；第三就是自称

多元种族但被视为华基政党的民主行动党，也竟然能与脱胎自强

调马来主权的巫统的土团党合作。虽然大家常说政治上没有永远

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不过这种反差太大的“不可能”竟然都

一一变成“可能”，这样戏剧性的变化挑战大家一般性的思维，未

免让人看得“雾煞煞”。

从回教青年运动领袖到走入政坛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安华是怎么踏

入政坛，又怎么会与马哈迪决裂，形成水

火不容的恩怨情仇，最后发起一场声势浩

大影响深远的“烈火莫熄”运动。安华在大

学时期就参加马来西亚回教学生全国联盟

（PKPIM）和马大的马来文学会，在安华

领导下，这两个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

可忽视的政治力量。1970年马来西亚政

府颁布《煽动法令》（Sedition Act），紧

接着在1971年实施《1971大学学院法令》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1971）来限制大

学生和人民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在这种情

况下，回教就成为马来人作为政治表达的

唯一可资利用的工具，促成安华和他在大

学的战友一起组织了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

动（ABIM），它在1974年发展成为一个在

马来大学生和青年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

大选过后，由于媒体的效应，大家一

时都把镁光灯集中在马哈迪一个

人身上，之所以如此，当然有很多原因，

马哈迪以92岁高龄重新回锅做首相，成为

当今世界上年纪最大的领导人，这从新闻

角度来看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热点；除此之

外，马哈迪老当益壮，其言辞辛辣刻薄不失

当年本色，其戏剧性的色彩也成为新闻热

捧的宠儿。在这些众声喧哗的新闻背后，

一些更重大的课题却被大家忽略了，这就

是谁是这次改朝换代的推手？马来西亚的

政治要怎样走下去？改朝换代的意义就只

是“换人做做看”而已？

很多人把这次推翻国阵政府的功臣归

于马哈迪个人的魅力，当然，我们不否认

马哈迪的作用，不过过度夸大他的作用是

不符合事实的。促成这次改朝换代的主要

原因，安华作为推手的“烈火莫熄”运动才

是真正的动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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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吉打华玲发生马来农民反

饥饿斗争，以及柔佛新山马来木屋

区居民反拆除的斗争，安华因为发

动大学生游行和集会支援，因此在

《公安法令》下被扣留。1976年安

华获释，1982年在马哈迪的邀请下

加入巫统，两人结成“形同父子”的

关系。不过，由于安华心急接班，在

巫统大会上提出反对贪污、反对金

权政治和反对裙带关系的主张，形

同对马哈迪逼宫，两人关系开始闹

僵，1998年9月安华接到马哈迪的

哀的美敦书，要他要么辞职要么面

对提控，安华没接受，随即被巫统

开除出党。

波澜壮阔的烈火莫熄运动

脱离巫统的安华很快就发起一

场影响深远的“烈火莫熄”运动，

从一开始，“烈火莫熄”就是一场拥

有广泛群众基础、提出对社会、政治

和经济进行改革的运动，它要求社

会平等、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主

张，表现在安华著名的《东浦宣言》

（Permatang Pauh Declaration）

中，这些主张吸引了许许多多公民

运动分子、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

宗教团体和政党抛弃成见而走在一

起，汇成一股打破种族藩篱的民主

的力量，这在

马来西亚可以

会             吗？

大选        党别           所得议席   得票           增减
年度   百分比 百分比

1999 国民阵线（BN） 148席 56.53% 

 替代阵线（BA） 42席 40.23% 

2004 国民阵线（BN） 198席 63.90% +7.40%

 替代阵线（BA） 8席 24.10% -16.10%

 行动党（DAP） 12席 9.90% -2.80%

2008 国民阵线（BN） 140席 51.39% -12.51%

 人民阵线（PR) 82席 47.79% +13.79%

2013 国民阵线（BN） 133席 47.38% -4.01%

 人民阵线（PR) 89席 50.87% +3.08%

2018 国民阵线（BN） 79席 33.8% -13.58%

 希望联盟（PH) 121席 47.92% +10.82%

说是史无前例。

安华的个人魅力、坚韧的战斗

精神和受害人的形象，让他成为 

“烈火莫熄”的象征，他在狱中被

毒打成黑眼圈的形象，更成为他组

织的人民公正党的党徽。从1999年

马哈迪仓促举行的大选，到2018年

5月9日的大选，让我们看到“烈火莫

熄”运动在推动民主进程的作用和

成绩，我现在尝试利用下表来说明

安华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在五届大选

中，和国民阵线此消彼长的过程：

安华获释，群众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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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13年上一届的大选，安

华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得到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超越国民

阵线，但是得到的议席比国阵少，因此败下阵来。从上

面的资料也说明从1998年安华发动“烈火莫熄”运动，

直到2018年走入布城执政，一步一个脚印，坚韧不拔持

续走了长达19年的“烈火莫熄”运动已经深入人心，特别

是在城市地区。可以这么说，这一届大选希盟的胜利，主

要的是“烈火莫熄”运动奠下的基础，马哈迪起的作用只

是促成走完最后一里路。

人们对这次的改朝换代感到高兴，因为希盟在这次的

大选中强调的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政治主张，希盟的

胜利，不只终结巫统是马来人和马来主权捍卫者的神话，

也被视为是马来西亚告别种族政治的开始。

马哈迪的新政与隐忧

马哈迪和安华的结盟是不是能够把“烈火莫熄”的

政治主张付诸实行，以回应选民的期待，目前作出结论似

乎还嫌太早，我们只能听其言、观其行。虽说两人都保证

说会按照改革的议程施政，不过两人过去复杂的关系难

免还会令人担心，我们看到安华经过这二十年来的磨练，

以及马哈迪退隐多年后的再次复出，两人目前的表现都

比二十年前“成熟”了许多，安华也会沉住气等候马哈迪

在两年后交棒。马哈迪这次会不会给安华机会，我们还

需拭目以待。马哈迪最近故态复萌说：“两年只是一种建

议，我们并没有固定下来，可能早一点，可能晚一点。”马

哈迪这段话可说是大有玄机，为以后的变化埋下伏笔。

安华虽然表态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将安于坐在后座，

不过他还是这么说了：“马哈迪不是大改革者，但是我们

还可以期待他去纠正（前朝）错误或逾越的行为；确保

司法制度令人尊敬和媒体的自由，我基本上只是发出良

知的声音。”安华这番表态不单单是要安马哈迪之心，

还试图提醒马哈迪在施政上不逾越双方所作的承诺。

马哈迪领导的脱胎于巫统的土团党，是否能顺应 

“烈火莫熄”的改革大潮，调整自己以回应社会人心思变

的要求，告别种族政治和朋党政治，避免旧政回潮，这是

新政能否顺利实施的指标。另一方面马哈迪会不会招降

纳叛而导致希盟“国阵化”，把马来西亚政治重新带回过

去“一党独大”的局面，这也是另一件令人担心的事。

马哈迪在这段时间里也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改革者的

形象，马哈迪的宿敌东姑拉扎里却称马哈迪是“披上

新衣的独裁者”，而马哈迪自嘲自己是“听取意见的独

裁者（listening dictator）”。马哈迪到底是“披上新衣

的独裁者”还是“听取意见的独裁者”，只能再听其言、

观其行。新官上任三把火，马哈迪重新主政之后作了一

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比如委任华裔的林冠英担任财政

部长，也委任民主行动党推出的两位印裔内阁部长人

选，在委任非马来人的宪法专家汤米托马斯出任总检

察长时，为此还不惜与国家元首杠上。不过他在实行新

政时，也做了一些外人看来是“特朗普式”的作为，像取

消6%的消费税、宣布取消新马之间的高铁计划、重新

审查与中国签订的大规模基建计划等等，这种种宣布似

乎也没在内阁经过仔细讨论，从这些作为，也让我们看

到马哈迪过往一意孤行的处事作风的影子。马哈迪在实

施新政的时候，把自己不知不觉置于扮演《周处除三害》

故事中“周处”的角色，人们忘不了马来西亚今天根深蒂

固的金权政治和贪污的根源，和马哈迪以前执政时所作

所为脱离不了关系。

虽然安华目前是无官一身轻，在这两年里，可以肯

定安华将在希盟政府里扮演一个改革进程定调者的角

色，从林冠英出任财长面对反对的噪音，到最近元首不

同意委任汤米托马斯出任总检察，安华都能一一化解，

可见他同时还扮演一个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毕竟安

华所领导的公正党和其盟党民主行动党的议席，足以制

衡希盟中保守的势力，也就是这样才能保证“烈火莫熄”

的初心不变，这也符合选民对改朝换代的期待。“烈火

莫熄”的政治理想要真正付诸实现，看来要等到安华正

式接棒主政之后才会有答案。安华是否能借助“烈火莫

熄”之力，把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从“公民社

会”（civil society）带入“民主的文明社会”（democratic 

civility）,脱离种族政治和种族利益的挟持和干扰，在政

党轮替后成功转型，并成为亚细安国家的楷模，这也是

我们所期待的。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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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民主的开始

还是威权幽灵的复辟

迪的马来民族主义倾斜，成为巫统

2.0，还是会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

道路。出狱后的安华己经表明公正

党将坚持改革路线，不会成为巫统 

2.0，但后续发展如何，还有待观

察。

林吉祥林冠英父子领军的民主

行动党成功剿灭马华公会和民政，

成为马来西亚建国史上最强华基

政党，在华社绝对的一党独大。此

后华社再也没有马华公会可以责

怪，执政后的民主行动党必须负起

所有的政治责任，且看行动党在体

制内可以为华人争取到多少，而林

冠英面对中国记者发问时的一句 

＂我不觉得自己是华人，我是马来西

亚人＂，也引起马来西亚华社两极化

的反应。

退出在野联盟民联后的伊斯兰

党在这次大选展现实力，和上一届

大选相比，这次大选在没有任何盟

党的情况下，拿下16%选票，和东

海岸两个州的政权，超乎许多人选

前的预期。伊斯兰党加上诚信党有

29席，神权主义抬头，马来人社会

的意识形态，是否从马来民族主义

走向伊斯兰主义，身份认同是否从

马来西亚人为先走向穆斯林为先，

值得密切关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多以为伊斯兰党是巫统的党羽，其

实并不是如此，伊斯兰党不是造王

者，其志在当王。当王才能实现神

权国的理想。

这次大选希盟四党的得票率其

实比五年前的民联少，可见土团和

诚信党并没有完全补足伊斯兰党的

缺口，而国阵有很多票被伊斯兰党

接收，如果巫统进一步溃败，那下

次大选何方会赢得巫统现有的票

将会非常重要，伊斯兰党绝对有潜

力再扩大其政治版图。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公民政治

教育和意识形态修正的工程，现在

才正要开始。只有真正自由民主公

平的社会，才有可能永续性地富强。

而马来西亚不是没有这个潜力。

新政府新气象，希盟选前60宣

言，马来西亚人民等着一项一项监

督，看有多少会被实现。

选前高喊马来主权，操弄本土

情结的马哈迪，不改其务实本色，

选后已经说支持中国一带一路。选

前反轨道，选后说要写信给习近平

以合作兴建更大的铁路。但近日又

说，马来西亚确定会中止新隆高铁

计划。马哈迪在大选之后的声望高

涨，其之前执政22年的历史，似乎

己被许多人选择性地遗忘。

人人都说马来西亚迎来新时代

了，一切却都是那么熟悉。

熟悉的马哈迪，熟悉的马来西

亚。

作者为医生、草根书室合伙人

在今年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

四届马来西亚大选，在野

的希望联盟获胜取得执政权，实现

了马来西亚民主政治上第一次政

党轮替。

希盟出乎意料地取得大胜，而

希盟四党的席次都有斩获，增加最

多的是安华的公正党，47席，确定

了其在希盟的盟主地位。以非土著

为主的民主行动党增加少许到42

席，在非土著选区狂胜，是预料中

事。马哈迪的土团上阵参选半岛最

多席，但结果只赢得13席，其实还

是比预期中多。然而，其在东海岸

和吉打与伊斯兰党和巫统的三角战

都输多胜少。由伊斯兰党分裂出来

的诚信党稍微增加到11席，但其参

选席次只有土团的一半。

纳吉的巫统虽然惨败，但还是

全国第一大党，尚有54席，还是马

来民族主义的盟主，马来社会将面

临建国以来首次马来民族主义盟

主在野的局面，其意识形态走向值

得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纳吉

下台后，巫统的国会议员是否会甘

心于扮演在野党的角色，或者被回

锅担任首相的马哈迪收编而跳槽

到意识形态相近的土团，甚至整个

巫统与土团合井。

而马来人社群的意识形态走

向，关键在于公正党，是将往马哈

╱ 文  :  林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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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世界级的贸易战  迫在眉睫

美 中贸易争端激化，剑拔弩

张、互不退让。

3月初，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的

钢铝产品，分别加征关税25%和

10% 。中国随后采取反制措施，于

4月1日晚宣布对包括猪肉、水果和

无缝钢管在内的128种原产美国的

进口商品同样加征25%和10%的关

税。4月3日，美国作为报复，又公布

对1300种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

品加征关税 25% 的清单，内中主要

涉及中国科技及电信产品。中国也不

针
锋相         对

╱ 文  :   雨    石

怡和论坛  财经

甘示弱，立即公布对进口自美国的

大豆、化工品、汽车加征总值和税

率相等的关税。美国进而恫言对中

国额外1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

征关税，而中国矢言“奉陪到底”，

将以同样规模、同样力度反制美国

的10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两国剑

拔弩张，互不退让。美国的500亿

美元加税清单附有60天公示期，到

时特朗普如不改初衷，一意孤行，

贸易战将正式打响。特朗普信心满

满：“贸易战是好东西，打赢易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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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世界级的贸易战  迫在眉睫

的冲突。

表面上，这次特朗普发飙，为的

是双方贸易的大缺口：中国对美出

口一年达5000多亿美元，而美国对

中国的出口只有约1500亿美元，中

国的顺差高达约3500亿美元。特

朗普说：他上台前，“愚蠢和无能的

前任总统已经‘输掉了’贸易战”。

说的也是，二战以来，美国取代英

国成为超级大国，七十年代通过贸

易战把不断壮大的西欧经济打压下

去，从此俯首就范；80年代中期又

迫使日本签下“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导致后者经济一蹶不振。

唯独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经济在多边

贸易和全球化大环境下由弱变强，

由小变大，难以摇撼。一个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专制”国家，步上改

革开放之路，甩掉“病夫”、“睡狮”

、“内斗” 的恶名，成为世界上最具

经济活力的东方大国，与老牌西方

资本主义强国分庭抗礼。这是历史

的吊诡？抑或历史的必然？

当今的时代，是广大第三世界

国家奋力摆脱束缚，谋求自身健全

发展的时代。特朗普和他的前任

一样，都致力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

位，他上台后撞上同样强势的中国

领导人习近平，两人客气地互相摸

底，中国提出建立 “不冲突、不对

抗” 、“相互合作”、“合作共赢” 

的新型大国关系，未能取得进展，

因为特朗普奉行的是一条“独霸世

界”，“恶性竞争” 和 “零和博弈”

的路线。明知现在打压中国为时已

晚，还是不停地撤换包括国务卿蒂

勒森在内的白宫高官，把鹰派人物

纠集在身边，准备蛮干一场。根据

《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之前

已把态度较为谨慎、追求共识的温

和派幕僚逐一革职，使他如今更是

目中无人、为所欲为。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剑指“中
国制造2025”

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

德罗（Larry Kudlow) 承认关税清

单会对美国本身及其制造业造成

损伤，但他的态度强硬，“别责怪

特朗普政府，要指责就指责中国”，

我们不能让中国靠它的科技 “扼

杀美国的未来”。看来，特朗普政

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澎湃社

（Bloomberg Gadfly)专栏作者大

卫·菲克林（David Fickling) 看出

问题的所在：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

税，明显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科技的

进步。他援引悉尼AMP投资公司分

析家的观察：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总额不过125亿美元，占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仅2.5% ，足

见加征关税对经济的影响甚微，而 

“美国挑起当前冲突的战略目标，

是阻止中国获得全球领先技术的

愿景，推迟中国落实中国制造2025

的时间表”。

所谓“中国制造2025”，是指

李克强总理2015年5月19日提出的

十年纲领，为了顺应世界新一轮工

业革命的趋势和中国自身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需要，“瞄准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战略重点，引导社会各类资源

汇聚，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

展”。这些年中国产业气势如虹：

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

备三大产业，可望在2025年跃居世

界第一；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航

空装备势头良好。集成电路、民用

航空稳步向前；蕊片、航空、医疗器

掌。” 习近平则清醒看出：“贸易战

没有赢家。” 国际间的共识也是单

边主义和贸易壁垒没有前途，高丽

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 

Lee Jong-Wha 指出：美国贸易赤

字（逆差）是美国经济的宏观失控，

如家庭过度消费和财政赤字，关税

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特

朗普的 “贸易战”威胁，在国内外

都承受很大的压力，世人无不期待

他知难而退，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

及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化解迫在眉睫

（图片源自新华社香港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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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迈出步伐。在近代史上，从未有

一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此接

近世界舞台中心，这绝对不是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乐意见到的。

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和全球化，给

中国带来挑战和机遇，把中国与世

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紧系在一起，

千丝万缕，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

损俱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国与

国贸易不平衡，是由市场、整体经

济政策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政府

的作用有限。特朗普罔顾各国的意

愿，推行贸易壁垒和单边主义，强

打贸易战，结果将会如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所说的：“

打击投资者信心，造成的危害波及

全球。”

在贸易问题上，跟美国打过多年

交道的中国，洞悉特朗普来者不善，

坚决斗智斗勇，周旋到底。在保障自

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前提下，既维护

自身的权益，也建构广泛的利益同

盟。习近平在4月博鳌论坛上，已表

明中国开放之门会越开越大，决定

放宽限制，让外资在中国金融业、

银行业和保险业有更大的作为；组

建国家知识产权署，加强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并将降低部分产品特别

是国外汽车进口的关税。他希望中

国智慧财产权在国外受到保护，希

望通过扩大进口，改善贸易顺差局

面，也希望外国（主要指美国）放宽

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虽然习

近平的讲话不是为两国最近的贸易

磨擦而发表的，但看得出来，中国不

追求贸易顺差，不打贸易战，借用拉

加德的话：习近平的讲话和举措， 

“朝消除贸易壁垒方向前行”。特朗

普却未必相向而行，他的不确定性、

姿意妄为和唯我独尊，预兆着围绕

科技产品的贸易战随时可能恶化。

 其实，美国商务部4月16日晚

发布公告，正式禁止中国中兴通讯

7年内不得向美国企业购买任何电

信产品，被视为贸易政治化，打压

中国科技的进步，因为目前全球手

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除了韩国的

TiZn, 其他全为美国产品，包括谷歌

的安卓系统、微软的Windows、苹果

的IOS, 黑莓的BlackBerry OS 。美

国商务部的禁购，必将对中兴的业

务产生极大冲击。中兴通信创建于

1985年，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

市公司，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

区有业务来往，年营业额逾800亿

元人民币。美国商务部对其下毒手，

其理自明。华为亮相美国市场，也遭

到封杀。中国云端运算等高科技产

品，会不会成为美国商务部下一个

限制目标？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

欲来，实难阻挡，国家勿论大小，都

无法置身度外、独善其身！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诤言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

茨（Joseph Stiglitz)，最近接受日本

经济新闻采访，有几段话是可圈可

点的，转述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第一，贸易“冲突” 应诉诸世界贸易

组织（WTO) 加以解决，美国一直承

诺遵守国际法，有问题应向WTO起

诉。第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加征钢

铝产品的关税，也可以用在食品等几

乎所有产品上面，开了一个危险的先

例。第三，美国人都尊重国际法和国

际秩序，而特朗普却声称在贸易和

地球变暖的问题上不会合作。特朗

普就是欺负人的孩子，不能允许他

破坏国际秩序！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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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 月，中

美 爆 发

贸易争端。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

间的贸易战一旦开打，全球必将受到

波及，面对无法预测的前景。特朗普

上台以来，习近平2017年4月访问美

国，特朗普11月回访。双方相见甚欢

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不料风云骤然

变幻，令人反应不及。

在贸易战乌云密布的威胁下，

回顾1949年以降一波三折、跌宕起

伏的中美关系，也许可多少一窥其

中端倪。

▶1949年10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诞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读中

央人民政府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成立。

美国选择继续与败退台湾的国

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承认后者

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50年6月 | 韩战爆发

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馆随国

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不过仍留下部

分驻华领事官员，反映美国尚在观

望。

韩战爆发，使中美建交的可能性

完全破灭。美留驻华人员在1950年

全部撤离。联合国第七舰队开进台

湾海峡，美国杜鲁门政府恢复向台

湾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

▶1954年8月 | 第一次台海危机

美国艾森豪威总统1953年解

除对台海的封锁，翌年8月蒋介石向

金门与马祖派驻重兵，中国开始炮

击金门。

在台海危机中，美国和蒋介石签

署共同防御条约。

一波三折，



YIHE SHIJI Issue 36 •81

▶1959年3月 | 西藏暴动

1950年解放军入藏，翌年5月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

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协议。

1959年3月，西藏多处发生暴动。达赖喇嘛出走印

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美国连同联合国谴责中国践踏

人权，并协助武装西藏流亡政府。

▶1964年10月 | 中国试炸第一枚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炸成功。美

国总统约翰逊表示，“核试验对贫穷的中国代价太重，

与其说威胁世界和平，更应说是中国的‘悲剧’”。

但只时隔一年多，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却公开

表示将尝试接触中国，发出美国1949年后首次要和中国

进行外事交流的声音。

▶1969年3月 | 中苏边境冲突

中国原 本奉 行“一面倒”外交 政 策，向苏 联靠

拢。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

提出“三和路线”，中苏关系开始逆转，展开激烈路线论

争，导致1960年7月苏联限期召回全部援华专家。1966

年中国文革，中苏外交关系基本冻结。1968年8月，苏

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

作“社会帝国主义”。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社会帝

国主义取代美帝国主义，被列为中国首号敌人。

▶1971年4月 | 乒乓外交

1971年4月5日，中国向美国乒乓队发出访问中国的

邀请，中美关系呈现解冻迹象。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

访问北京，为总统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等进行

前期斡旋，就逐步减少在台驻军、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

国席位等作出承诺。

▶1971年10月 | 中国回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通过关

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

题”的决议。

该决议文草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的结果通过。美国是35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台湾则

一波三折， 1949年以降中美关系大事记跌宕起伏
在表决前宣布退出联合国。

▶1972年2月 | 尼克松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是1949年后第一

个访华美国总统。

访问结束前，中美联合发表上海公报，表示双方将

开放贸易与其他方面的接触，同意搁置“阻碍两国关系

正常化”如台湾问题等，致力于发展全面正常外交关系

的意愿。

▶1979年1月 | 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1月1日，美国在卡特总统任内和中国正式建

交。《建交公报》宣布美国断绝与中华民国的正式政府

关系。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启了两国一连

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3月1日，两国互派大使。

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于同年3月底通过《台湾关系

法》，4月10日经总统签署生效，成为美国与台湾进行

经济与文化等非官方往来的美国国内法依据。《台湾关

系法》明文美国维持台海现状，严肃关切未来任何以非

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运）解决台湾前途作为的立场，

并据此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

▶1982年7月 | 第三份中美联合公报与 
                     美国对台六项保证

1982年7月14日，美国总统里根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向

蒋经国口述了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六项保证。

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定第三份联合公报。美国

在该公报中针对对台军售，作出以下承诺：售与台湾武

器的性能与数量不超越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水平；逐步

减少对台军售。

翌日，台湾对外公布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内容包括：

美国未同意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期限﹔美国不在两岸之

间扮演调停角色﹔美国不会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国谈判﹔美

国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美国没有修订台湾

关系法的计划﹔中美第三份联合公报不表示美国同意在

对台军售前会征询北京意见。

▶1989年6月 | 六四天安门事件

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

1989年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暂停对中国军

╱ 文  :   余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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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9日，朝鲜在退出六方会谈后进行了第

一次核试炸，中国配合美国，游说朝鲜重返六方会谈。

▶2007年3月 | 中国扩增国防开支

2007年3月，中国宣布增加国防开支18%至450亿

美元。

美国副总统切尼指出，中国的国防开支与“和平崛

起”的国策相抵触。中国予以驳斥，指出增加国防开支

用在改善军事演习与提高军人薪给，目的是保卫国家安

全与领土完整。

▶2008年9月 |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

2008年9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6,000亿美元，超越

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

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金融危机中凸显。

中美双边经贸往来的不平衡，也成为关注焦点。

▶2010年8月 |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2010年8月16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当年第二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1.33兆美元，超越日本同期的1.28

兆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

美国金融控股集团高盛预测，根据中国经济发展

态势，中国可能在202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

济体。

▶2011年11月 | 美国“转向”亚洲

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济合作峰会

上宣布，美国将和八个国家签署多边贸易合作的跨太平

洋伙伴协定（TPP）。

同月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讲述美国外交政策时，

提出美国“转向”亚洲的概念。她关于美国应“增加在亚

太地区的投资，扩大外交、经济、战略与其他方面影响

力”的呼吁，被解读为旨在力阻中国崛起。

▶2012年2月 | 中美贸易关系趋向紧张

2012年2月公布的统计显示，美国2011年与中国的贸

易逆差，从上年的2,731亿美元上升至2,955亿美元的历

史新高。同年3月，美国连同欧盟与日本，在世贸组织针

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提出“协商要求”，认为中国此举违

反国际贸易常规，迫使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落户。中国驳

斥该指控轻率与不公平。

▶2012年11月 | 中国领导人换届

2012年11月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出了

新一届领导层。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出任总书记与中央

售与双边军事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期逗留申

请、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伤者提供医疗援助、检讨双边

关系其他事宜。6月7日，美国大使馆撤离外交人员，125

人离开中国。6月8日，纽约市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

市关系。

▶1996年3月 | 台湾首次总统直选

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访问名

义入境，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会活动并在大学发表演讲，

中国下令召回大使表示抗议。

1996年3月23日，李登辉在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中，

以54%得票率当选。选举期间，发生“台海导弹危机”：

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演习，美国出动两艘航空

母舰到台海邻近水域巡弋。

▶1999年5月 |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

北约介入科索沃战争。1999年5月7日，美国B-2轰炸

机在执行轰炸任务中，发射5枚精确制导炸弹（JDAM）

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3名中国记者，炸伤数

十名其他人，造成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中国认为这是一次报复中国此前反对北约轰炸南

联盟的蓄意攻击，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北约则解释是

误用一份过时地图酿成的误炸。事后，中国民众群情激

愤，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驻北京、上海、沈阳等使馆

前示威游行，并发生焚烧美国快餐店、破坏美国使领馆

等事件。

原本处于上升态势的中美关系恶化。

▶2000年10月 | 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

200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

关系法》。根据该贸易法，美国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终止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实行年度审议的做法。

▶2001年9月 | 九一一事件

2001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事后，中国公开表示

支持打击恐怖主义，中美开展了反恐的双边对话。中国

在联合国支持美国等联军对阿富汗展开的军事打击。

美国寻求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不再将中国视为最大

潜在威胁。

▶2005年9月 | “负责任利益相关方”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公开承认中国是

一股新崛起力量，要求中国扮演“负责任利益相关方”

的国际角色，发挥影响力引导苏丹、朝鲜与伊朗遵循国

际规则。

怡和论坛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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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主席（翌年在全国人大当选国家主席）；李克强接

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

习近平上台后，频频宣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的“中国梦”。

▶2013年6月 | “阳光之乡”庄园峰会

2013年6月7至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南加州的“阳

光之乡”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举行“衬衣

峰会”（shirt-sleeves summit）。

双方协议加强在双边、区域与全球课题上的合作。

在会谈中，习近平提出了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

论述。

▶2014年5月 | 美国起诉中国“黑客”

2014年5月19日，美国法院以窃取美国公司贸易科技

罪起诉五名疑有解放军背景的中国籍黑客。中国对此作

出反应，停止和美国在网络安全上的双边合作。

2015年7月，美国当局表示，掌握有中国“黑客”窃取

2,200万名联邦政府公务员资料的证据。

▶2014年11月 | 中美发表气候联合声明

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峰会举办期间，美国总统

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发表

联合声明，誓言减少碳排放量。奥巴马调高减碳承诺，

习近平则作出中国首个截至2030年终止碳排放量增长

的承诺。

来自两个世界污染大国的承诺，为2015年联合国在

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带来希望。

▶2015年5月 | 美国警告中国在南海的填土行动

2015年5月，美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要求中国停止

在南中国海有争端岛屿的填土行动。

美国表示有证据显示中国在人造岛上布置军事器材，

中国驳斥纯属民事建设工程。

▶2017年2月 | 特朗普确认一个中国政策

2017年2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习近平主

席重申美国尊重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特朗普在总统选

举胜选后，破除惯例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

使美国有关政策立场受到质疑。

▶2017年4月 | 特朗普在马阿拉格庄园接待习近平

2017年4月6至7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马阿拉

格庄园接待习近平主席。双边贸易与朝鲜核危机是两天

会谈主要课题。会后，特朗普宣称中美关系取得“巨大进

展”，习近平表示双方建立了深刻的理解与互信。5月中，

美国商务部披露中美扩大覆盖牛肉、家禽、电子支付等商

品与服务贸易的10项协议，形容双边关系抵达“新高”。

同年11月，特朗普回访中国。

▶2018年3月 | 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

《台湾旅行法》草案在美国参众两院先后表决通

过。该法允许美国与台湾各级人员互访，鼓励双方机构

开展正式活动，打破美国尊重“一个中国”的现行惯例。

尽管该法只要总统未予否决，即可在180天后自动

生效，特朗普仍在2018年3月16日的最后期限亲手签

署，为该法背书。

中国以该法严重抵触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向美

国提出严正交涉。

▶2018年3月 | 中美爆发贸易争端

2018年3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钢铁与

铝征收25%与10%的进口关税。3月22日，针对中国侵

犯美国知识产权，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

25%关税。4月5日，特朗普要求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

商品加征关税。此外，欧盟与日本加入美国，在世贸组

织就中国歧视性的技术许可要求提出“协商要求”。4月

16日，美国以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向伊朗等国出口

商品，违反美国制裁禁令，禁止中兴通讯7年不得从美

国市场购买零部件。4月18日，美国宣布展开新调查，以

确定从中国进口的部分钢轮产品是否在美国倾销问题。

中国对美国征收关税举措作出回应。2018年4月2

日，宣布对美国含猪肉、水果和无缝钢管等128项进口

商品加征25%与10%关税。4月4日，决定将对原产于美

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06项商品加征25%关税，

实施日期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而定。与

此同时，中国也向世贸组织提出“协商要求”，正式启动

争端解决程序。4月17日，中国决定自4月18日起，对美

国进口高粱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4月19日，中国决定对

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卤化丁基橡胶产品实施临

时反倾销措施。

▶2018年5月 | 中美发表经贸磋商联合声明

为避免贸易战，中美举行贸易谈判。5月19日谈判结

束后，双方发表了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声明披露：中美

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停止互相加征关税；双方将采取

有效措施，以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的逆差；双方

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经商环境。

联合声明发表后，迹象显示事态继有波折，未来发展

仍存在反复的风险。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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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小
可惦记之二三事

╱ 文  :  周维介

百 年前中国华族移民千里南下，蝇

营狗苟讨生活之际，受到不曾有

过的陌生语言环境冲击，不免惦起自己原

有的那点身份，忧心随着时间推移，后生

们会悠忽忘祖，活成一个不知有秦汉的

新人类。因此，物质条件虽不尽如意，仍

想方设法保有自己所认知的有限香火，祖

传的之乎者也、三字经、幼学琼林便时显

时隐地从人们的脑际掠过，随后源于中

国的私塾模式便移植到了南洋赤道小岛，

以华南方言为童子开示弟子规与百家姓。

方言私塾或书塾，就此成了新马华校的雏

形。百多年前它游离不定、游兵散勇的状

态，蘸着狭隘的地域观念，因此多数的平

民子女都被隔绝于门墙外，加上它的教育

内容过于落后窄化，无法跟上西方新式教

育的步伐，终于迅速被时潮所淘汰。滥觞

于1900年代的新式华文小学成了本地华

社的教育新载体，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

从体制到教学内容，它都向当时的中国教

育看齐，以它为马首是瞻。

以亚答屋起步的华校

华校是粗生粗养的。直到上世纪七

十年代，“板屋校舍”是许多华文小学的

独特标签，尤其是市区外的这类学舍。

而当时的英文小学，都是亮眼的钢骨水

泥建筑，两者对比鲜明，外形落差极大。

新加坡独立以前的市区范围不大，大坡

与小坡是核心的繁华地带，商圈、机关单

位云集，多的是钢骨水泥建筑，档次低

一些的，好歹也是锌板屋。实龙岗路衔

怡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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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小坡梧槽，惠泽于市区，也长

成个“钢骨水泥丛林”模样。至于

河水山这类地带，虽然离市区不

远，但只能算是“乡村”或是“贫

民窟”，一眼望去，尽是横七竖八 

“星罗棋布”的亚答屋。由于亚答

屋用的是易燃建材，屋顶是晒干编

织成的亚答叶，屋身是单薄的木板，

容易引发火患，像1961年那场烧了

两三天的大火，祝融一发飙，就在

岛国历史留了名。

河水山大火烧毁木屋区的年

代，恰是华文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发

展的尴尬年头。那时，英国人酝酿

撤离，本地英校的人口反而冲破闷

局，超越了华校，并且逐渐拉开了差

距。目睹此景，华教圈里人们心情虽

五味杂陈，但仍没有完全放手的意

思。一些人心中，仍燃烧着办学的

火焰，但更多人的母语教育热情，像

河水山浇灭了的火苗，只剩遗烟。

亚答屋、火、烟灭。政治的演变

不是定时定点的季候风，有时候无

法预知风要往哪个方向吹。本地的

华文小学，兴于一百年前，盛于二战

前，衰于战后，亡于独立后二十年。

沧桑路途百余年，板屋校舍始终是

大多数华小的形象特色。新加坡摆

脱殖民地统治当家作主之后，华校

没有迎来脱胎换骨的新气象，而是

屋漏之后的崩塌。时代没有选择华

校，这一页历史也就翻了过去。不

是耽于悲情。家业没了，无以为继，

心海里留存的一点非物质记忆，或

许还值得一书，留着让日后有心的

过客匆匆一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公

立孺廊学校，典型的乡村板屋小

学。在亚答屋居多的乡村，校舍盖着

锌板屋顶，室内架着天花板，板墙木

窗，够豪华了。一年级上“唱游”课，

多数时候老师领我们越过篱笆到橡

胶园去。安静的胶林里有一条小溪，

一旁的空地上横着倒下的大树干，

我们随意坐下，老师在这里教我们

唱歌玩“老鹰捉小鸡”。四年级时，

美术老师领我们越过另一面篱笆

去写生。那是一处茅草丛生的小土

坡，长长泛白的茅草花盛开时，回望

校舍，会有一丝幸福感浇上心头。我

长大后看过一组老照片，见识了母

校创建于1930年的最初容颜。明白

了一所学校的诞生，虽然寒伧，却

没有“人穷志短”的自卑心——那

是一爿借用杂货店来开坛讲课的空

间，一座独立低矮的亚答屋，覆盖

着亚答叶，屋身是粗糙的木板，没

髹刷灰水，你不禁想起两千多年前

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安贫乐道。吾

道不孤啊。小岛乡村的华小，初始

多是这般模样的。再拮据些的，便

借用戏台上课。戏台一年搬演几回

酬神戏，答谢神恩之余，多数时候

闲着，摇身变成莘莘学子的露天教

化之地，神明还是点头答应的。华

文小学，十之八九起步时像个摊贩，

在不起眼处搭个粗糙棚子就开档营

业，一分一毫地捡，背后是华社先人

对教化之梦的坚持。社会越落后，办

教育的欲望越旺烈，尤其是离开母

国千里之后，他乡异地有允许呼吸

的窄小空间，自力自强可是恩泽子

孙的大事，养而不教，有愧于列祖

列宗。“识字记账打算盘”，为子女

改善生活谋出路的现实观点，搭配

着传承母族文化的考量，是人们认

为在水之南两全其美的教育良方。

离开了乡土，华族先辈从生活

中深切体会到文盲的缺憾。我村子

里的老大娘与母亲侃大山，常落下 

“不识字最惨”的话语，她说的不

只是自己，包括她三名亲生子女在

成长的年代“没书读”，而今只会看 

“尪公”（图画）不会“读报纸”的

无奈。她不时给村口那些为学校出

钱出力、赤膊穿黑粗布唐裤的校董

点赞，逢村童围绕身边，总是不忘

耳提面命，规劝他们好好“读册”，

将来才能“快活”。我想起早期华

人社会流行的闽南方言《过番歌》，

里头有一句“卜做财副呣捌字”（要

做文员不识字）的感叹――不识字，

只能活在现实底层，没有出头天。

亚答屋顶的板屋学堂，多见于

三四十年代，之后随着热心人相互

扶掖，这点华社的精神家业便有了

提升。亚答屋顶换上了锌板片，屋

身刷成雪白的板墙，搭配着或蓝或

绿的窗框，华小像穿上了统一的制

服在小岛各角落站立成你我熟悉的

标志。简朴的校门上书着“公立某某

学校”的方块字，“公立”一词，看似

一丝不苟，俨然名门嫡系的味道，其

实不然。它透露的恰是出身不好、接

受“辅助”的庶支信息。嫡系正统的

英文学校都没戴“public school”

这顶帽子，呱呱落地就是一栋栋的

砖墙瓦屋。

当年我们的小学隔邻就是一所

英文学校。一列列整齐的洋房之外，

它还有一片平整的青草地，以及现

代化的干净厕所。英校教室里的桌

椅与我们不同，它的桌椅都是铁材

料，每名学生一套独立桌椅，椅子

还有靠背。我们使用的全是板桌板

椅，所谓椅子，其实是双人共坐的

长条凳，板桌也是两人共用。虽然

条凳用久了会松动夹伤屁股，但华

校生在“乳臭未干”的年龄就学习

适应在同一条船上摇摆的境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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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为一种社会化的磨练。华校物资

不如人，但课室里有不少板桌的侧

面，用白漆写上“某某某先生捐赠”

的字样，坐在这样的空间里日复日

年复年，渐渐明白了华校的存在是

点滴善心善行的积累，你还不在学

习上加把劲，证明没有青草地没有

马桶厕所也无损于知识的吸收？等

你开了窍，回望远去的风景，才感

知你读的是全世界的史地人文，接

触着比别人还宽广的知识面。逆风

而行虽然有伤有痛，收获却如此丰

富，感慨之余，又觉得不虚此行。

六十年代，沿着弯弯曲曲的裕

廊路，密集地布置着维新、裕华、培

德、醒南、孺廊、辅华、洛阳、裕群

等华文小学；杨厝港有友益、发明、

启明、中华、励华、陶蒙、竞新，都是

锌板屋建造的小学堂，也多数都经

过以亚答屋起步的阶段。今天，人

们吃甜品时熟悉的、半透明的“亚

答籽”，吃着甜在心

里，殊不知半世纪

以前，这种长在沼

泽地带的棕榈科植

物的叶子，被编制

成建筑材料，廉价

地用于屋顶，替千万

人遮阳挡雨，也为

华校起步艰难阶段

解决了校舍问题，

让时雨春风抚育着

一代又一代的平民

百姓。梁绍文在《南

洋旅行漫记》一书

中描述了上世纪二

十年代他参观马来

亚华小的情景：“我

所见到的几处贫民

窟，他们亦居然办

了几所学校。自然他们的学校比不

上资本家所办的那样完备，经费亦

不免拮据。但是，他们以拖东洋车或

是挑重担得来的血汗钱，舍得拿出

一部分来办学校，实在难能可贵！”

说到贫民窟，我想起那个年代的“

义学”。所谓义学，就是俗称的“平

民学校”。马来亚华教斗士沈慕羽

回忆，平民学校“起初命名为‘贫 

民’，后来觉得有鄙视穷人之嫌，乃

改为‘平民’，只收五毛钱象征式的

学费。”1920年创立于大坡二马路 

（新桥路）的东安义学；海山街的三

水义学；阿米年街的惠群义学；密驼

路的知行义学；仰光路的华侨义学，

都是前行代为了解决贫民文盲问题

而点燃的文教灯火。

起步的阶段，市区及其附近的

华小，即便有钢骨水泥校舍，却也

一样面临空间局促、设备不足的窘

境。数据显示，二战前新加坡有过

大约370所华文小学，但多数规模

很小，有些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例

如鼎新、敦本、新华等学校，寄世三

冬两载，匆匆一瞥，所有心意最终都

只浓缩在简简单单的三两行字里。

二战以前，即便是市区的华小，

也未必都有结构完整的校园。碍

于经济条件，民间办学要解决校舍

问题，首选便是租赁店铺。一个单

位内除了教室与办公室，没有其他

活动空间，那城市家居般大小的楼

面，便是学校的全部面积，这是当

时市区学校的常态。闲时翻读新马

华校史料，“租三马路民房作为临

时上课之所”、“租三角埔七号店铺

为校舍”、“并于大伯公庙设分校一 

所”、“租赁水龙头一民房为舍”、 

“初租赁一亚答屋为校舍”之类的

描述，透露了华校最初的状况——

店铺、庙宇里的教育追求，像一支

配备简陋但保卫家园意志强烈的

小武装。

空间窄小，意味着规模迷你、师

生数目有限。尽管如此，当年华校在

小岛上分布的密集程度，却是今人

难以想象的。二战前，大坡是文教

内容丰富的区域，新加坡最早的学

堂就滥觞于此。三十年代以前，在那

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华小密布，多

达十余所。大坡大马路（桥南路）有

辅女、中华；二马路（新桥路）有东

安、冈州、培正、国风、福南；直落

亚逸有崇文、培南、爱同、兴亚；厦

门街有桃源、同民、明星。这些街道

都只长百来米，却学堂云集。在积极

兴学的年代，小坡也不遑多让，短短

的梧槽路就有崇侨、华育、三育、举

善这四所华小；1930年代，芽笼区

的华小也够密集，有中华、育华、大

同、育才、正中、丹诏、沙岗、成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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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民间兴学之风鼎盛，但有限的资

源因此分散，影响了学校的质量。

郑良树博士根据1949年资料编

篡的“新加坡各华小教职员人数统

计表”显示，那个年代华文小学虽

多，但教职员其实很少。以今天的状

况对比，你或能强烈感受到当时华

校生存处境之艰难。这份资料，记

录了当时113所华小的职工情况，当

中被归纳为“特小型”的学校有55

所，大约占了一半，它的教职员人数

都在五人以下；被列为“小型”学校

的，教职员人数介于6至15人之间，

有34所之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把“特小型”和“小型”学校的数目

相加，竟高达78%，超过了总数的

三分之二。其余的22%，教职员介

于16至25人的中型学校有11所；26

至40人的“大型”学校4所；教职员

41人以上的“特大型”学校，只得

爱同一所。

教职员少，学生人口自然不多。

在113所华小之中，学生低于350名

的小型学校接近百分之八十；人口

介于351至750之间的中型学校有

16所；中华（肃街）、广福、新生、宏

文、崇本、崇文、光洋这七所学校的

学生人数介于950至1150之间，属

于大型学校，多座落于市区；爱同独

占鳌头，有学生两千名，是当时仅有

的特大型学校。

新加坡华校发展史上出现过两

次明显的小规模状况。一是上世纪

二十年代前后，在条件匮乏的情况

下，华社胼手胝足撑起教化的空间，

他们怀揣希望，在氧气稀薄的环境

里无怨无悔；另一次状况出现于上

世纪七十年代，在新的社会形势跟

前，华小风雨飘摇、回天乏力，几代

人奋力发展，好不容易扩建增加的

教室里，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令人

意冷心凉。那种景象，犹如教育圈

子里冒现了新造的高速公路，原有

的羊肠小道迅速长草荒芜。八十年

代初，电子铃声已窜走于各个校园，

某日清晨，我一早到中北部某华小

办事，意外遇见老校长缓步到那口

校钟跟前，拉起绳索，击出宏亮钟

声的画面，而教室里却学生三两，异

常冷清，钟声遗音因而显得漫长。

会馆牵头兴学的岁月

二十世纪的前二三十年，本地

规模较大、学校型态比较完备的华

校，多由会馆主办，这些学校几乎

都集中于市区。宗亲组织以群体的

力量牵头办学，是华社的“神来之

笔”。它以较为雄厚的财力、宽裕的

人力与到位的社会认知兴学办校，

是早期本土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

梁柱。它十分接地气，受到华社广

泛认同。当今我国的三百余所学校

里，由会馆主办的学校，只剩福建

会馆的道南、爱同、光华、崇福与

南侨，加上福清会馆的培青与兴安

会馆的宏文。殊不知独立以前，会

馆办校其实是华校系统的一大特

色。百年前中国移民下南洋，上了

岸多半会直奔地缘性或血缘性的

会馆寻找依靠，会馆的功能因而多

元了。从乡情的基础出发，宗乡组织

有了扶助乡亲的各种功能，包括觅

职、安家、医疗、婚娶、丧葬、助学、

调解、联谊……会馆在战前与战后

三十年的华社发挥了极大的组织作

用，尤其在教育上，从私塾、义学、

中小学到南洋大学的创建，都有它

厚重的分量。

20世纪初新式教育在新加坡

发展初阶所成立的学校，多由会

馆创办，例如应和会馆的应新学

校（1905）；宁阳会馆的宁阳学校

（1906）；茶阳会馆的启发学校

（1906）；福建会馆的道南学校

（1906）。百年来由会馆主办的学

塾、义学和华小，至少有46所，多

创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目前转

型存活且附属于会馆的小学只得7

所，它们像怡保繁盛过的旧街场，

在锡矿掏空之后归于平寂，一街的

店铺如今多拉上了闸门，只留下三

两食肆的可口滋味在凋零的街巷让

今人点赞。

当年这类学校的主办者，几乎

都是地缘性宗乡组织，血缘性宗亲

团体实力较为单薄，所创办的学校

只有5所左右。这些学校，当年多数

是选择在会所起步办学，以节省开

支。要是学生人数增加，场地不敷

应用才另觅址建校。新加坡华社以

福建移民为多，因此福建会馆的办

学成绩最为亮眼。一些小会馆虽人

少势单，但办学却不落人后，1939

年禾山公会在小坡二马路开办的禾

山公学；1931年南顺会馆主办的南

顺学校；1906年宁阳会馆开设的宁

阳学校；1924年三水会馆设立的三

水义学；二战后广西暨高州会馆成

立的三和学校，都是“人小志气高”

的办校范例。

地缘性会馆之外，血缘性宗乡

组织虽格局不大，但在办学路上也

没有留白。二战前揭阳桂林刘氏公

会创办的桂林学校；1929年苏氏

公会在会所设立通德书塾（后改名

培南学校）；1889年保赤宫陈氏大

宗祠开设毓兰书塾（二战后改名保

赤学校），都在华校的乐谱上留下

跳跃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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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发展的最初50年，经费不

足是最头疼的问题。当时，华校靠 

“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的信念且

战且走，即便规模不大，也还是经

常面临捉襟见肘的窘态。一些较具

规模的会馆，除了自己办校，行有

余力，也拨款资助它认可的小学。

以1930年为例，福建会馆一共津贴

了中华、丹诏、益励、光洋、崇德、

彰德、振东、中南这八所小学，平均

每校每年得800多元。1929年的数

百所华小之中，接受政府津贴的有

15所，每校每年得1500元。福建会

馆以民间之力，在经济上支持八所

学校，其能量非同小可。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殖民地政

府眼中只有英校和马来学校，华校

因而得以“逍遥法外”，正如英国剑

桥大学的维多巴素（Victor Purcell）

博士在《近代马来亚华人》一书中

所说：“当马来亚政府全神贯注于

英文或马来文教育时，华校被搁置

于一旁有好一段时期，他们依循自

己的意思、趣向办学。”可是1920年

以后，殖民地政府有了管制华校的

意思，便推出“学校注册法案”，拟

订了众多条文，只要华校愿意在教

育部注册，便能领取殖民地政府的

辅助津贴。面对新举措，华校反应

冷淡，申请接受津贴的学校寥寥无

几，原因是华小认为当局的条件过

于苛刻，再说华校所得的津贴非常

单薄，与英校根本无法比拟，为了有

限的经费而被政府监管，不值得。

郑良树博士统计，1912至1939

年间，新加坡有243所华文小学。

殖民地政府于1920年推出的“学

校注册法令”，在最初的十年并没

有获得华校的积极回应。不过维多

巴素点出，“1930年至32年的商业

不景气，导致学校改变了态度”。

华校在津贴上的所得与英文学校

落差巨大，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百

业枯萎的客观大环境下，许多华校

不得不向环境妥协，申请接受官方

的辅助。三十年代以前，接受政府

津贴的华校只有十数所，所得津贴

每年只有620元。到了30年代，接受

政府津贴的华校骤增至171所，各校

所得的银额从30年代初的每年755

元增加到1938年的1566元。1945

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的学校复

办过程中，华校依然受到重返新马

的英国人所歧视。

1947至1949年各语文源流的

津贴统计表显示，华校所得的津贴

不及英校的四分之一。以学生所得

津贴计算，1947年英校生每人得

75.51元，华校生只有6.35元。这一

年，华校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新创办的华小高达33所，学生人口

为53478名，英校生只有12031名，

华校生的数量远远多于英校生，所

得津贴却远远不如，这是华校的生

存现实，根不正而苗不红，除了逆

境求存，别无他法。

“月火水木金土”与 
值日生劳作

若干年前我国教育部宣布，打

算在全国学校推行由学生参与打

扫校园的活动，以激发学生热爱劳

动的情感。许多老华校闻之，始惊

觉自己求学时代校方安排学生轮

流当值日生清洁课室的行为教育，

不知何年何月已悄然退役。当值日

生，是华校生的共同记忆。值勤日争

取时间清洁课室是明确不可回避的 

“社会契约”，是一种不必言语的

共识与默契。倘若大家躲懒，当天

评比分数差强人意，累计了一周的成

绩“吊车尾”，全班面子无光，是大

罪过。老华校或许有记忆，一些认

真的班主任积极动员同学向清洁锦

标冲刺，调动各排组长分配工作，从

清洁黑板、地板、室外走廊与沟渠，

到排列桌椅、倒字纸篓，彼此分工，

求快求好，争取在一刻钟的休息时

间内把课室收拾整齐干净，战战兢

兢等候当天的评审老师到来。遇到

有“交情”的老师，跟前跟后你一言

我一语讨老师欢心，企图博取高分

数。积极而默契良好的班级，总是

有办法让那面清洁锦旗挂在班上，

看着有小小的虚荣丝丝的满足。进

取心强烈的同学，会把“牛奶绳” 

（细麻绳）接好带来班上，对准第

一排和最后一排、左边和右侧，拉

直后调整桌椅，确保它在同一条直

线上。从正面侧面观之，犹如军队

在庆典上的方阵。

那时候不理解师长推出值日生

制度的用心，只当它是校方布置的

课业，完成它便了事。我的印象，

从小一劳动到小六离校，排斥它的

同学毕竟不多，再顽皮捣蛋的同学

也会配合。德育不能光在课堂上宣

讲，必须付诸行动才能收效。从小

学到中学，公民伦理课上了整整十

年，做人的道理重复又重复，如果

欠缺行为机会，观念就无法内化成

生活习惯。

从 值 日 生 制 度 ，我 想 起 

“月火水木金土”。三年级时老

师 对 我们 说：第一 排 是“月”，

第二排 是“火”……第六 排 是“ 

土”，我其实并不明白它的由来。

长 大 后 才 知 晓 ，这 叫 做“七 曜 

日”，是古代计日的算法“月火水木

金土”，这“六星”代表的是星期一

怡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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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星期六；“日”则

是代表星期天。易经

里有“七日一来复”

的说法，表达了“周

而复始”的意思。这

种 源于巴比伦以“

星”为准的历法后来

传 到中国，最 后在

南洋华校中悄悄落

脚。在那段华文 还

算有水平的时间里，

中文印制的“上课时

间表”并不直接写明

星期一至星期六，而

是 代 之以“月火水

木金土”。学校里行

政用的大黑板，也是

以七曜日代表星期

几。那年头学校每

周上课六天，星期天休息，而学校

课室里的座位恰好六排，因此每排

根据“月火水木金土”的顺序，负责

打扫课室一天。

值日生制度之外，华小的校园

生活里也不缺“助人为善“的生活

教育。我在60年代的华小岁月，每

年总有几次，遇到班上或校内同学

家里出状况，比如家长突然伤亡，

家中经济陷入困境，老师会在班上

陈情，希望同学们雪中送炭，隔天

班长便开始负责收录微不足道的

善款，大家五分一毛地舍，最后班

长用纸张小心翼翼把钱包好，上书

款额，再呈交老师。有时老师在周

会上报告全校师生的捐献总数，让

我们感觉到那结果里也有自己的

一丁点付出，那可是少喝一杯“冰 

水”，少吃一片“菜头粿”换来的滋

味。有时老师带来报纸，讲述里头

的一则心酸故事，指着报上的新闻

图片，一张是单边街“跳楼胜地”

的组屋楼房照，从十楼高处画了一

道长长的箭头直落地面，那是死者

跳楼的示意图，旁边的另一张照片，

七八个穿着黑色丧服的小孩与母亲

一字排开，神情哀伤。老师讲了故

事，鼓励同学们扶助一下，报纸上 

“嗷嗷待哺”这类词语，就这样留

在了我们的脑海。我和朋友聊这段

往事，触及这点，眼里都闪着光。那

是校园里的生活教育，活生生，触动

你我的恻隐之心。

华小济苦扶贫的事例，也反映

在一些学校为学生家庭分忧解困

的作为上，虽微不足道，却展现了人

们对社会的关怀——1941年8月20

日，南洋商报刊登了一则新闻，透

露“大坡乞力律（当店巷）的东华

学校成立了医赠部，聘用林希光医

师为校医，贫困学生或其邻居无力

就医者，可向该校领取医赠证”的

信息。怀念这样的举措，众人都是

一条藤上的苦瓜，因而能感同身受、

有所共鸣。搞会馆、办学校之如此

接地气，因为在那样的大环境氛围

里，彼此同舟，所以共济。

时光是走远了。想起崇正学校的

原版校歌：“马来之南，狮岛之滨，

有个小牛津。学宫巍巍，学子莘莘，

黽勉学做人。大哉崇正，教学有方，

示我以周行。礼义廉耻，四维是张，

吾侪慎勿忘。”这所以“小牛津”自

我期许的学堂，它的旗号里飘扬着

求知、做人的崇高追求，其实是华

校世界的普世价值与朴实共业。由

于饥渴，所以追求。华小校舍虽不

起眼，与英校相比，它犹如村姑，但

化蒙、作人、树群、彰德这类校名，

蕴含着明确的价值追求，明示了它

在乎德育与智育并重的信念，以及

教化人心的人文理想。

作者为本地资深文教工作者、本刊特
约撰稿人。

本文图片取自《消逝的华校》2014
年新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出版。

本文图片取自《消逝的华校》2014年新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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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那
头
又
来
了

莱
爵
爷

╱ 文  :  林   康

一、“道统”与“传承”

莱爵爷是老式人。

他习惯说“道统”。

今人说的“传承”，爵爷乍听不明白。几回以后，

才勉强把两者连在了一起。再过了好些日子，不想渐

渐发现“传承”有“传承”的好。

“道统”，是庄重的；沉稳，而定势。

“传承”则带出来一派动态的流向。

在流动中，把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宏伟大业，从古

至今，从上到下，变着方式逐一挪移传递下去。

这才是重点。千秋万代，永葆青春。

这个好。

莱爵爷露出欣慰的笑容。

满足。

（《从那头又来了莱爵爷》）

“道统”，是庄重的；沉稳，而定势。

“传承”则带出来一派动态的流向。

在流动中，把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宏伟大
业，从古至今，从上到下，变着方式逐一
挪移传递下去。

这才是重点。千秋万代，永葆青春。

莱爵爷露出欣慰的笑容。

怡和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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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殖民主义（上）

殖民主义，指一个国家寻求或取得另外一地（即殖

民地）控管权力的一种政策。殖民主义通常包含了殖民

宗主国与殖民者和殖民地及其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而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建立，往往是由于被殖民者对现代

社会组织与架构的无知所造成的。

殖民主义这个词，通常覆盖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

间的关系。

土著地区与人民未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与社会的现代

组织系统，因而被已经取得文明优势的殖民者控制该

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语言、宗教、文化与交易市场。

殖民主义国家以附属地的概念，针对殖民地打造符

合宗主国利益的管理制度，而不会为了统治被殖民地区

更改宗主国自身的体制与制度。殖民主义国家也通过

影响、渗透甚至强加自身的社会文化、宗教与语言于殖

民地及其人民。

（摘取整理自“维基百科”）

二、这位爷不好相与

和莱爵爷共事过的人都知道，这位爷傲慢，不好相

与。什么事认定了就一条筋，一块刚愎自用的茅坑石。

这也难怪。

他出身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

家族贸易业务受美国革命冲击，父母因此负债，迫使他

十四岁辍学，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名小书记，十年后派驻槟

榔屿，刻苦钻研当地语言、历史、文化，赢得上司明托勋爵

赏识。旋即，他在同荷兰、法国激战并迅速占领爪哇的战

役中首立战功，受命任爪哇代理总督，接着很快被提升为

苏门答腊总督。

他有雄心壮志，可惜时运不济。在职期间，他试图推行

改革，实施局部自治，以土地租赁取代荷兰人过去强制农

耕的做法，恢复某些古迹。无奈耗资巨大，加上外部荷兰

进逼，朝中无人赞声，最后无果而终。

他三十五岁被召回国，册封爵士，但在东印度公司的

风光已经不再。

一直等了三年，他方得复出，到苏门答腊西岸出任明古

鲁代理总督。他力主突破荷兰重新控制海峡诸岛的航道

垄断，凭籍深厚的东方知识和卓越的口才，说服当时印度

总督黑斯廷斯，部署在马六甲海峡东面建立前哨基地，开

辟向中国海扩张的通道。

莱爵爷看中马来亚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1819 年1 月

29 日，他宣布东印度公司已经从苏丹手中获得该小岛的治

理权，尽管实际上当时合法的苏丹并未同意；1823 年1 月，

正式宣告在此建立自由港。

他把一切都铸成既定事实，荷兰被迫与英国签订1824 

年3 月条约，放弃了对该小岛的一切要求。

（《从那头又来了莱爵爷》）

贰、殖民主义（下）

殖民主义一词常与帝国主义交换使用，但帝国主义

和殖民主义属两个不同概念，正如殖民和殖民主义属

不同概念。殖民主义指的是殖民的政策，而殖民指的是

把强势的文明系统带入较为弱势的文化和地区去，在那

里建立现代的工商业社会体系。

殖民主义通常建基于民族中心主义，即开拓殖民地

者自以为在精神和价值上比被殖民者优越。一些观察家

形容：十八与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是种族主义和伪科学

两者的邂逅；经此，导致西方世界孕育出原始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即白色人种站在人类王国的最顶端，理所当

然地负责控制管辖欧洲以外的土著民族。

（摘取整理自“维基百科”）

三、风光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

莱爵爷仕途并不顺坦。

当然有过春风得意。可是，风光往往只是一时。而风光

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

属下阳奉阴违，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这且不说。同侪在

你得意时当面奉迎，倒楣时一转过身马上到上司面前去落

井下石，这且不说。就连上司，除了明托勋爵对他（那是没

得说的），其他也大多是阴晴不定的家伙。

即便最后的顶头上司黑斯廷斯，虽说让他好不容易重

新有了吐气扬眉的机会，终究还是靠不住。许多举措自己

明明事先请示过的，遇荷兰人告状，在上头质问时，竟都

成了他的罪责。

他的自作主张，他的不守纪律和莽撞，胡作非为。

他自诩既是出色的行政官，也是骁勇的猛将。多少年东

征西讨，汗马功劳历历。

他自认于帝国功勋显赫，由于如此，越发心里有许多

委屈。

因此，五十年前那回，那人在小岛国际商会庆祝开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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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周年晚宴上的发言，霎那间使他感动得几乎泪崩。

（《从那头又来了莱爵爷》）

叁、赛义德论后殖民

后殖民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

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

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因而在理论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文

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依照后殖民的观点，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

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

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

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文化被不断沦为他者的时

代，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

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

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环球都市文化》，转摘自“天

涯社区”）

四、伯乐去后不料又得一知己

他自认于帝国功勋显赫，由于如此，越发心里有许多

委屈。

因此，五十年前那回，说准了应是四十九年前，那人在

小岛国际商会庆祝开埠150 周年晚宴上的发言，霎那间使

他失态，偌大汉子感动得几乎泪崩。

那人一开始是这样说的：“常人一般难得有幸能庆祝

150 周年。要不是有这位英名将长伴岛国现代史的英格兰

先生的智慧与远见，我们今天不会在此欢聚。……”接着

又说：“主席先生不吝把我和莱爵士相提并论，使我受

宠若惊。50 年后，假如你的继任者也能像你一样地谈起

我，即使到那时我大半已经不在，我也将感到十分欣慰。

因为，没有任何评价，是比历史更公正、更明确，或者说

更不讲情面、更一锤定音的了。”

莱爵爷没有料到，如此无所保留的正面歌颂，自己生

前盼也盼不到（哪怕给自己的那些褒奖状上也都不免附

带一堆但书），如今却从那人口中吐出。这个他的若干继

任者都曾经举棋不定，判不准是否另一个他者的人，竟

以字正腔圆，比自己也不遑多让的牛津英语，在大庭广众

面前如此侃侃而谈。

虽然明知道自己在1826 年7 月5 日之后，再也无法和

别人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他还是忍不住趋前和那人

拥抱。那人果然毫无知觉，径自往下谈他的愿景。

“他”的，这“他”字妙。既是那人的，同时也是爵爷

的。一句句一声声，说到爵爷心坎里去了。

莱爵爷心想：明托是伯乐；明托去矣，不料如今于此

竟又得一知己。

自己1826 年以后定格在四十五岁，难得此人此时和自

己正好年龄相仿。

这么一攀比，更显机缘巧合，主的“觅莱客”（mir-

acle）。

他得意地想。

（《从那头又来了莱爵爷》）

肆、葛兰西论后殖民的“文化霸权”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譬如，前

意共领导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

葛兰西用“文化霸权”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

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

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

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

级的利益，而且还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

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因此，文化霸权首要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

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使自身领导合法化

的问题。它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

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摘取整理自“百度百科”）

五、等看来年的嘉年华

甫踏入2018 年，莱爵爷再一次被感动。

那种掏心掏肺的深深的感动。

这一回，他站到了那人身旁，凝视着那人倾听长子说

话时眼眶逐渐泛红。

“2019 年是那位英格兰先生登陆的200 周年。我们

应适当地纪念开埠200 周年，如同我们在1969 年纪念开

埠150 周年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我们

反思国家如何形成、一路如何走来，以及如何继续向前

的时刻。”

不错，这就是“传承”。爵爷重新体会到“传承”这说

法的流线动态美。

他回忆起那人四十九年前所说关于“50 年后，假如”

怡和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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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的那番话。

时间飞快，如今那人果然“已经不在”了。

2015 年3 月，那人两手相握托腮的照片，铺天盖地出

现在大街小巷。莱爵爷当时逐一端详，心想和自己双臂盘

胸的塑像造型虽然不同，却什么地方异曲同工地透着相

似的那么一股劲儿。

他牵起那人的手；如今总算能“实质”性地牵到了，

呵呵。

于是，两人阅兵似地，一起环顾着如今这小岛高楼矗

立的炫目市景。他在四十九年后再度响起的颂词声中（恍如

当年攻占爪哇后庆典上连响的礼炮），一边为自己当年的高

瞻远瞩自豪，同时也对身旁的那人充满感激。

当海边或河口那一幢顶楼撑起一整艘轮船的建筑进

入眼帘之际，爵爷不免有些走神，回想起发现法夸尔背着

自己让赌档重开时，自己如何气愤予以痛斥的往事。

他用眼角瞄了那人一眼。那人老怀大慰的神情，让他把

一句即将出口的话，还是给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算了。

两百多年下来，他也已不再是当年那块眼里揉不下哪

怕一粒沙子的茅坑石了。

“等着看来年的嘉年华吧，”他说。

回到兴奋的氛围，和如今两位一体的那人相视而笑。

但是，莱爵爷终究还是忍不住得意，偷偷地在心里这

么想：双臂盘胸的造型，和两手托腮的模样比较，总归是

要显得相对威武些的。

莱爵爷忍不住咧了咧嘴，耸了耸肩。

然后，再朝那人眨了眨眼。

（《从那头又来了莱爵爷》）

他牵起那人的手。两人阅兵似地，一起环顾着如今这小岛高楼矗
立的炫目市景。他在四十九年后再度响起的颂词声中（恍如当年攻占
爪哇后庆典上连响的礼炮），一边为自己当年的高瞻远瞩自豪，同时
也对身旁的那人充满感激。

伍、扬戈论后殖民

“后殖民”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包括去殖民化运动

和主权独立取得的成就。同时，还包括结束殖民统治后，

后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却可能进入新殖民主义的情境

中，即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重新或者继续受到支配。

后殖民不仅表示结束殖民统治之后的状态，同时还

包含殖民统治的遗产以及新殖民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上的独立，并不能带来殖民主义

的终结。它还留有需要继续清算的遗产，甚至是无法摆

脱的新的殖民形态。

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挑战与抵抗，作为一种战

斗姿态，（应该）形成后殖民概念的标志性认同。

（转摘整理自何祎金《后殖民语境下社会学的学科

认同与重构》）

六、补说

《从那头又来了莱爵爷》，出处不明。

某日参与“环保”义务活动，意外从垃圾堆中翻出一

叠纸张，即

此物。

纸面有模糊水印，隐晦不可清晰辨认。变换各种方法

强读，水印疑似志有“灵界通讯”四字。

陸、注释

1. 赛义德（Edward Wadie Said），巴勒斯坦裔美国学
者、公共知识分子。

2.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与政治家。

3. 扬戈（Robert J C Young），英国历史学家，后殖民理
论家。

作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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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间谍”殷弘绪神父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5月，39岁的皇

帝染上疟疾，腹泻不止，全身发热，浑身发

抖，御医束手无策。疟疾可导致死亡，特别

是满人入关后，无法适应中原环境。康熙一

向重视西方医术，紧要关头召来两名法国传

教士洪若翰与刘应。两人为皇帝看诊后，献

上治疗间歇性热的金鸡纳霜。

康熙没立刻服用。宫里四名大臣先让三

名疟疾患者尝用，三人治愈后，大臣们再试。

可是康熙已受不了，凌晨三时召见四大臣，见

他们没事，喝下金鸡纳霜，半天后高烧便退。

康熙为了感激四名传教士，除了洪若翰与

刘应，还有他们的上级——康熙的科学与数

学老师——张诚和白晋，将皇城西安门内的

一座王府和附近土地赐于传教士们当住宅，

并允许建教堂。

康熙之前还有两位传教士老师汤若望与

南怀仁，因此知道西学之长。同年6月，命白

晋返欧招募传教士前来服务。从今日观点，

康熙可说早已全球化，积极招募各地人才。

这是中西方一次重要的文化、人才交流，而

且是自以为世界中心的中国主动，在欧洲引

起一场“中国热”。

从景德镇瓷器到王后御用陶瓷 

殷神父

怡和看版

白晋离开中国五年后，于1698年3月再

度前往中国，船上载有九名耶稣会士，除白

晋外，其余八人是雷孝思、利圣学、翟敬臣、

南光国、马若瑟、巴多明、颜理伯与卫嘉禄。

船在好望角遇上另一艘法国船，这船上

有五名传教士，傅圣泽、樊继训、卜纳爵、殷

弘绪与孟正气。

白晋要了孟正气和卜纳爵加入他的队伍，

于1698年11月抵达广州；另一艘船上三名

没选上的传教士则于1699年7月到达厦门。

据统计，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中国的传

教士有900多人。康熙朝就有108人。所以，

上述传教士名字，无论汉译教名或另取汉名，

都难叫人记忆。

在众多名字里，我们且关注其中一名没

让白晋选上的传教士——殷弘绪，历史上

鲜少人提到他；提到他，无论中英文资料都

为他冠上一个特殊的称号——工业间谍。

凭进贡拉近与官场的关系

殷弘绪本名隆特科雷（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字继宗，1664年生于法国

南部的利摩日（Limoges），抵达中国时已35

岁，主要活动于江西，包括南昌、饶州、九江、

景德镇等地。

《支那陶瓷见闻录》

╱ 文  :  谢裕民

的好奇心
1920年代景德镇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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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归浮梁管辖，浮梁是饶州管治下的一个县。

饶州府管辖鄱阳（府会）、余干、万年、德兴、浮梁、乐

平、余江七县，现已不存在。浮梁县现属景德镇市管辖。

回到1710年代，景德镇虽是一座城镇，但没有城墙，

约1万8000户，人口超过100万；房屋拥挤，街道狭窄，四

周尽是挑夫的吆喝声：“让路啊！”

它也确实是“一座到处着火的大城市”，单是瓷窑就

有3000座。所以，这里有好几座火神庙；但不久前还是发

生一场大火，烧毁800间房子。

这里日常用品都通过长江从外运来，包括烧窑的木

炭。所以，景德镇生活费比其他城镇高。尽管如此，周

围其他较穷困城市的人仍来这里打工，包括盲人、残疾

者，都能靠研碎颜料为生。

这座城市的周围布满坟地，其中一座子山脚下，还

有个“万民坑”，四周筑起高墙，买不起棺材的人死后

就往里头扔。

人口稠密的景德镇几乎每年都有瘟疫，导致大批人

死亡，人们在“万民坑”上撒生石灰，将尸体烧掉。要不

然，到了冬天，和尚们在募款后，便取出遗骸，通过法事

烧掉，腾出空位放置新尸体。

景德镇虽然人口密集，无数船只川行，但治安良好，

每条街道都有一个地保，长一点的有几个；每个地保有十

个属下，每个下属保护十家人。这些人维持秩序，有骚乱

得立即平息并报告官府，违者杖刑。另外，陌生人不得在

景德镇住宿，他们或住亲友家，或住在船上。

所以，殷弘绪这封于1712年9月1日在饶州写给耶稣

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巡阅使奥里（Orry）的信说；“这

种治安制度，在极引盗贼垂涎的景德镇，确立完全的安

全感。”

这封信译成汉文约两万字，关于景德镇的描述只有

1500字。其精彩或沉闷在其他1万8500字。

殷弘绪留下坐实他间谍身份的证据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身份多元复杂，兼有间谍身份

的不只殷弘绪。殷弘绪被认为是工业间谍主要是他留

下重要的证据，那封于1712年写给巡阅使奥里的两万字

的信或报告；它还收入1717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殷弘绪虽在江西，但心系京城。他在中国八年后，熟

悉京城情况，写信告诉印度与中国传教总巡使陆若瑟，

康熙因废太子复立太子，“病情日沉，健康日衰，中国大

夫束手无策，只得向欧洲人求助”。

内廷找了罗德先——康熙信任的医生，每年十月的

热河“木兰秋”，总要罗德先同行。

殷弘绪说，罗德先配制“胭脂红酒”让皇帝服用，先

治好皇帝“心神不安的严重心悸症”，并建议皇帝喝葡萄

酒。传教士的葡萄酒都产自大西洋上归西班牙管辖的加

那利群岛。“不多久，皇帝恢复体力，如今十分健康。”

朝廷也密令广东与江西总督，收纳欧洲人带给皇帝的

酒和礼物。殷弘绪于1709年4月，透过江西巡抚郎廷极进

呈一瓶“哈尔各斯默”葡萄酒。凭着进贡，拉近与江西官

场甚至京城的关系。

因为传教士对朝廷的贡献，殷弘绪对基督教在中国

的发展非常乐观，他告诉总巡使，皇帝打算通过“一份

正式的文件”，表明他对传教士的看法。皇帝说：“朕用

于宫内之欧洲人，尔等向来尽心尽力为朕效力，至今无

任何可责备之处。纵然中国人心存疑虑，然朕细察尔等

一切行为，未见有丝毫越轨之举，朕确信尔等之正直及善

意，故公开表示，应予以相信和信赖。”

殷弘绪认为，“皇帝在一份公开文书中讲这些话，给

人一线希望，他可能归信基督。”

景德镇入夜像到处着火的大城市

我们还得感谢殷弘绪，留下300年前的景德镇景观。

殷弘绪在另一封信这么描述这座瓷镇：

“景德镇位于高山环绕的平原上，镇东有座半圆形

的山。有两条河流，一大一小，自半圆山旁的另一座山流

出，随后合一。大河在宽阔的盆地放慢流速，形成一个

近一法里的美丽河湾。在宽阔的水面上，可看见两三排

首尾相连的船只。当人们从某个狭谷进入港湾时，呈现

在眼前的，是各处升腾的火焰和烟云，让人得知景德镇

的范围和轮廓。入夜，如看到一座到处着火的大城市，

或一个有许多风口的大火炉。”

“大河”是长江，“小河”应指昌江支流，不过有点

远，已快到鄱阳县。一法里相当于现在四公里。对景德

镇最佳注解是，“入夜，好像看到一座到处着火的大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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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ngeres: memoires de la Chine），告知西方世界他

的收获，并广为流传。

但是，阅读殷弘绪的信时，他的修辞与语境，绝对

让人觉得他是诚恳与无心的。信一开始他便这么说：

“我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不时在景德镇逗留，

使我有机会了解，备受推崇并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瓷器

的生产工艺。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

究，不过我相信，对这项工作作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

洲多少有用。”

首先，殷弘绪表明立场，会去“了解”瓷器的生产，完

全居于“好奇心”，而非“研究”，更别提其他贬义字眼，

如偷窃、盗取。你可以说他“此地无银”，也可以说他谦

虚。不过，对“这项工作作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

少有用”，也可能用不着。谦卑依然。

真相是，整个欧洲还在摸索中国瓷器的生产，连门

儿都没有。

殷弘绪“有机会了解”瓷器的生产，来源有两方面，

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新信徒。信徒需要心灵安抚，神父

则需要了解瓷器的生产。“此外，我通过阅读中国典籍，

核实信徒们给我答复的真实性。通过这方法，我认为自

己对这门技艺有全方位的了解，比较有把握谈论它。”

“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究”，却“对这门技艺有全

方位的了解”。而且，他不完全相信信徒，也非常用功，通

过中国典籍，核实答案。

他有一部《浮梁志》，“我仔细阅读第四卷中有关瓷

器的一篇文章。”到中国13年，殷弘绪肯定不是第13年

才阅读《浮梁志》，他的汉文水准，肯定超越学了13年

华文的现代学生。

殷弘绪的报告真的“全方位”，分原料、准备工作、

品种、制作，釉与瓷器的质地；瓷器的色彩、上色手艺，

烧烤、温控等。但这些都不算研究。

单是原料坯胎子土、高岭土与釉的介绍与开采，就花

了2800字。这些叙述精彩或沉闷，视个人兴趣。但是，对

一个对瓷器完全没认识的现代读者，仍非常具知识性，可

见300年前人们之受惠。

殷弘绪也在报告中透露重要的比率问题，“坯胎子

土和高岭土须按精确的比例混合，制作细瓷时，两者对

半相混；制作普通瓷器则六成坯胎子土对四成高岭土。

最起码的比例是三份坯胎子土对一份高岭土。”

当时制作瓷坯的工资非常便宜，26件才三文钱。工厂

已是流水线作业，一件瓷器的完成，需要经过70名工人

的手。接着是画坯，画坯也是流水线作业，山水、禽类、

动物，画工各司所长。这两个步骤也花了2500字叙述。

瓷器的颜色主要还是蓝色，所以才有青花瓷的美

称。其他有红、白、绿、黄、紫等颜色。殷弘绪也研究出

这些颜料的配方，不过十年后都作了更正。他还提到较

少见的吹红、黑瓷、大理石花纹，当然还有镀金，使色

泽光彩夺目。

殷弘绪觉得可惜，中国人不再掌握一种叫“夹层”的

瓷器，就是在瓷器侧面画上鱼或动物，瓷器装满水时，可

看见侧面的鱼或动物在水中。

上釉后的瓷坯得马上送去窑里烧烤。挑夫在大街上

的行走几乎是表演，让殷弘绪看呆了：“工人双肩担着

两块细长的板子，上面排满瓷器，穿过好几条行人如鲫的

街，却不碰破肩头之物……挑夫把步骤和全身动作协调

得如此完美，以致始终保持着平衡，这依然使人惊奇。”

大街上，大概只有这个洋和尚在欣赏人体美学。

殷弘绪的颜色又谈了4500字。可是，我们的瓷器还

在大街上表演，准备送到窑里去。

烧窑一般需一天一夜，烧掉180担柴，约1万2700公

斤。小件的瓷器隔天便能取出，大件的要隔多几天。令人

惊叹的是，烧窑工人的耐热，据说他们在茶水中加盐，想

喝多少就喝多少。颇具医药知识的殷弘绪说：“我不明白

这种咸的饮料，何以能让他们解渴。”

制作瓷器利润丰厚，但如果火喉掌握得不好，或放

置不当，或气候关系，整窑瓷器报废是常有的事。所以，

殷弘绪说：“一名致富的烧窑工背后，有百名破产者。”

殷弘绪的信还没结束，可是现代读者已不耐烦，而且

该说的都说了。间谍故事都是资料，谁有兴趣？大家要的

是他如何化险为夷的偷资料紧张场面。

以殷弘绪的啰嗦，与懂得如何突显自己，怎么会忽

略这些？

根本没有人怀疑殷弘绪的行动

答案：根本没有人怀疑殷弘绪的行动。

在1712年9月1日同一封给巡阅使奥里的信中，殷弘

怡和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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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说，曾有景德镇瓷工携带所有的设备到福建，想在那

里赚大钱，因为欧洲人在厦门买卖极大。但那个瓷工没

有成功，而且在那里永远不会成功。

信中也说，康熙对什么都感兴趣，制瓷也不例外。他

让一批瓷工带了所有的配备上京，在皇帝面前烧窑，可是

瓷工失败了。这次失败或有利益或策略上的考虑，但也证

明只有景德镇的瓷器得天下美誉。

更重要的是，有一名商人告诉殷弘绪，几年前有几个

英国人或荷兰人，叫人买坯胎子运回国，想在自己的国家

制作瓷器，但没有高岭土，最终失败。

是的，无论是在福建、欧洲，甚至在皇帝面前，制作

瓷器都失败。可见，瓷器只得在景德镇制作。景德镇的

人根本不必防有人把制作方法外泄。

殷弘绪“对欧洲多少有用”的好奇心

下属呈交一封充满“好奇心”的信或报告，身为耶稣

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巡阅使奥里的态度很重要。奥里不

只明白殷弘绪的好奇心，更明了殷弘绪的苦心。他嘉奖殷

弘绪，信件还收入杜赫德编辑的《耶稣会士书简集》 。 

《耶稣会士书简集》是西方最早认识中国的重要文献之

一，能收入此书，是对作者的肯定。当然，通过《耶稣会

士书简集》，中国瓷器制作的秘方第一次在欧洲公开，

震撼度可想而知。

杜赫德后来又将殷弘绪的信编入他于1735年编辑的

另一本书《中华帝国全志》，希望平民百姓也能了解关于

中国的知识。

此书传到英国，伦敦王家学会主席班克斯要求后来

全球知名的韦奇伍德（Wedgwood）创办人乔赛亚·韦

奇伍德派一名陶匠到景德镇探取秘方。韦奇伍德则深

为此信所动，1743年将信收入他的《札记》，1759年，他

的第一家工厂许多建设都从殷弘绪的信中得到启发。

韦奇伍德如此，欧洲其他积极研发瓷器的产商便不

必多言。

对于耶稣会士将天文学、几何学、透视法等带到中

国，一开始就有人质疑，将助长中国的国力。哲学家莱布

尼兹于1690年写信给路易十四的使节：“一旦中国人透

过耶稣会士把我们的科学都学去，欧洲就毫无优势。”

莱布尼兹的好友、康熙的老师白晋回信说：“我们严

肃地期望，未来会从中国取得其他更多有益于欧洲的事

物，才不至于因为把我们最好的知识随意任由他们取

用，反而变得不如他们。”

殷弘绪的好奇心，“对欧洲多少有用”。

从好奇心到“王后御用陶瓷”

殷弘绪探取景德镇制瓷秘方的信写于1712年。

早在他写信的四年前，德国26岁的炼金术士博特格

（Johann Friedrich Bottger）已发明制作瓷器配方。

每个发明都是一连串的意外促成，博特格也不例外。

他于九年前被奥古斯特二世逮捕，判终身监禁。博特格

没犯什么罪，而是国王知道他懂得炼金术，将他关在德

累斯顿附近的麦森城堡，要他做实验。国王还派一名化

学家齐恩豪斯与他一起研究。齐恩豪斯兴趣的是瓷器，

于是两人的研究转向。

他们于1707年，在附近的瓦尔登堡市与科迪的矿土

中，找到高岭土，随后加入助熔的类长石矿，成功地烧

造出类似瓷器的炽器。

森（也作迈森，Dresden）白色硬质瓷器于1708年

1月15日首次烧烤成功，这一天也定为欧洲真正硬质瓷

器的诞生日。

对欧洲而言，这是段漫长的路。中国瓷器从唐代开

始，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中亚与西亚，宋朝之后则从海上

丝绸之路通往西南亚，最后才到欧洲。

罗马时代其实也有铅釉陶与锡釉陶技术。1004年，

欧洲人烧制高温硬质瓷器，但品质不佳。陶艺师也以玻

璃技术制造“中国瓷器”，15世纪威尼斯就有安东尼奥

玻璃蓝彩陶。16世纪，德国威斯烧制出具有玻璃质感的

釉陶，之后法国、英国、意大利相继出现红陶、高温彩色

釉陶、白釉蓝彩等。

1570年代，梅迪奇家族（Medici）首次仿制成功，但

瓷器硬度和质量都不如中国瓷器。

1698年才离开法国的殷弘绪知道欧洲瓷器的发展，

只是没想到德国的发展如此快。

时间的顺序来到英国的韦奇伍德，出生陶工世家韦

奇伍德于1759年创办第一家陶瓷工厂，并成功制作白色

瓷器。1765年，白色瓷器获夏洛蒂王后御用，并获准称

为“王后御用陶瓷”，很快在欧洲掀起“韦奇伍德”热。

作者为本地作家、报章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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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一名确实不错

一座闲淡雅致的白色老式洋房，

几棵向天而立的棕榈树，清风徐来，

树影斑驳，阳光布满，几只老麻雀匐

在草坪上悠哉不动，时光流得多慢。

几年前初见晚晴园不甚了解，感觉

这里宛若海岛上适合度假的小楼，

连名字“晚晴”都充满了淡淡的闲情

别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唐·李商隐诗句)，是雨后归晴的清

新，倒和这青草白楼十分合适。那时

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故事，也不知道它藏

着的历史，只看到它一百年后的安详。直

到我后来走进了园里，走进了楼里，走进

那些故事里，才恍然明白“晚晴”一名确实

不错：如同藏在暗处的幽草般坚韧对抗着

豪雨的革命英杰，正是在这里赢了天意，

终于等到那晚来却厚重的晴天。

晚晴园，又名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记

录了辛亥革命成功前后孙中山在南洋的活

动以及南洋华侨的革命事迹，其中又围绕

着孙中山与星洲三杰的互动而展开。这里

本是张永福购置给母亲养老的房子，然而

孙中山来新加坡开展革命活动需寻求庇护

之所，而这藏在茂密绿林里的晚晴园刚好

就成为了不二之选。后来，中国同盟会新

加坡分会在此成立，孙中山曾多次住在这

里。这里成了革命义士的秘密会所，张永

福、陈楚楠、林义顺在这里办报宣扬革命

思想，志士为筹款而奔走，他们为解救革

命同袍而来回忙碌。这座白色房子云淡

风轻地掩盖了所有的秘密，而自始至终立

急流勇退的思明州之少年

在大门前的老树，也看遍了这里的世事沉

浮，人间沧桑。

“思明州之少年”陈楚楠

我在这里听到了许多故事，但总忍不住

关心一个人的故事。展馆前的屏风上挂着

一幅大照片，片中三人身姿挺拔，神采奕

奕，而我目光却停在一个留着满清长辫，

身着长褂衫的少年身上久久不能移。大概

是觉得有趣或惊诧，一个革命党人怎还会

遵从皇朝的规矩？但他目光炯炯，正义凛

然，还自号“思明州之少年”。明州，取其

反清复明，光复汉族之意；但抛开民族论

观，明州也取其光明照耀，华夏开明之意，

如此一想便觉其心胸之大。随后导览介绍

说，他是出于对父母信仰的尊敬而继续蓄

发，直到大清亡后才剪掉。得知时心中更

是一惊：且不说他二十二岁就成为了同盟

会新加坡分会的会长，仅说他在血气方刚

之时还能如此自然地平衡自我意识和孝道

责任，亦点醒了我“革命之志在骨不在皮”

的道理，这份清明和周全就足以让人钦佩。

是了，他是陈楚楠。

陈楚楠早年与兄长一同经营橡胶园，

并由于生意关系而结识了名士丘菽园，继

而接触了当时主流的维新思想。从小在南

洋长大的他一直以大清为国，从他的长辫

也能看出，他最初是支持保皇派的。然而

后来康、梁私压华侨汇款一事使得他大梦

初醒，深明革命之切，但苦于报国无门只

能以“思明州之少年”之名投稿于报刊针

砭时弊。他联合张永福、林义顺等人有意结

识革命党人，通过基督教会的读书社宣扬

怡和史话

╱ 文  :  陈紫瑜

陈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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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思想，并于1903年与张永

福合办了《图南日报》。正是这份报

刊引起了远在檀香山的孙中山的注

意，让南洋的革命派得以萌芽。如此

看，他一次微妙的思想转变，他的不

懈求存，迂回前进，实则为南洋华侨

在中国革命史中开辟了一条道路。

1906年，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

会成立，陈楚楠被推任为会长，张

永福为副会长。史料中一板一眼地

介绍说，一年后委员重选，推举张

永福为会长而陈楚楠为副，导览员

介绍时却说道，陈楚楠明白自己年

纪尚轻不堪重任，于是主动与张永

福调换了职位。“不堪重任”即使

是自谦，但他也是真切地谦逊着，

以一个年青人少有的沉稳。这本

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偏差，但却更

能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人而不仅仅是活在历史中。随后几

年，《中兴日报》承袭《图南日报》

之志创立了，全力宣传革命思想以

与保皇派对抗；同盟会多次为武装

起义筹款；河口之役失败，陈楚楠

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尽心设法安置

四散的将士……可惜革命无法预见

尽头，一颗赤诚之心也抵不过现实

的消磨。陈楚楠的兄长因不满他长

期挪用公款支持革命，致使兄弟二

人对簿公堂，最终陈楚楠失去了财

产的处理权，《中兴日报》也因资

金匮乏而停刊。他对革命的热诚和

执迷是真切的，即使说倾家荡产也

不为过；那么他后半生对政治的不

闻不问，在革命成功后的急流勇退，

难免让人哗然。

急流勇退，为自己画个句号

不久辛亥革命成功，然而中国仍

然陷于泥沼之中。最初，陈楚楠也有

归国任职，在军政府、福建省政府任

职长达十六年，但在这陌生故国的

乱世中，新政府无力，日本殖民者

蚕食，他处处掣肘，难有建树。也许

正是这十六年磨灭了他当初的少年

心志，也或许他在沉浮中看透了自

己的无力，1933年他回归家园，从此

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与张永福继续

积极投身于政治的态度不同，1939

年，他拒绝了张永福给他的一同到

汪精卫政府任职的邀请。后人评论

说，他坚持了民族气节不为所动，

可在历史的当下，谁能保证不对形

势误判，而谁又能在迷雾中分清是

非？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单纯想

为自己画上一个句号。

他可以是热血澎湃，一往无前

的；但同时他也是沉稳周全，思虑

周详的。当初那个渴望光明的思明

州之少年，在革命成功后短暂的看

到了光明，但随后局势急转直下仍

然大雨滂沱，我想他心中应该也迷

思万千吧。一个国家长久的腐朽之

气，仅一缕阳光并不能照透。中国当

时的形势如滚滚浪潮汹涌前去，还

无暇庆祝革命的成功，军阀就陷入

混战，随后党争，随后日本入侵。他

逆流而退了，离开了漩涡的中心。有

人评他过早隐退，有人责他偏安一

隅，我却只想理解他的选择。

就在陈楚楠拒绝张永福的邀请

后不久，同是1939年，他大力相助

将晚晴园作为革命历史策源地保留

下来并重新修葺，且著《晚晴园与

革命史略》。他并没有忘记当初的

热忱和那份爱国之心啊。馆内挂着

一幅幅革命成功后晚晴园几度零

落的照片，黑白照片里的晚晴园阴

郁衰败，荒草丛生，早已没有了往

日的朝气，一如多少革命人的失望。

我甚至忍不住想象他故地重游看见

那破败零落的晚晴园时眼里的怆然

与苦涩。一遭人世游过半，他选择了

止步，选择了纪念，而不是继续投

身于政治。但即使如此我能看到，

他还是他，还是当初的思明州之少

年，既明亮又克制。他的理想是没

有磨灭的，否则他不会如此真诚地

纪念；但他一贯的清明也让他为自

己留了一个周全的结局。放弃多年

的政治资本，放弃在乱世中一举成

为英雄的机会，难道不是更难做到

吗？当他觉得他应该做的已经不遗

余力地做到，那么使命完成之时就

该全身而退，即使世道仍然慌乱。

这也是出于他在中国十六年中所感

受到的无力吧。就像当初他不在乎

会长的头衔，如今他也不在乎是否

能在历史中多逗留几年。于是接下

来是长达三十年的空白，后人对他

的生活一无所知也不再关心，但那

却是他的安宁。

我仍然记得在武吉布朗墓园看

到的他的墓，在我还没了解他的故

事之前，我对这个墓就印象深刻。墓

碑上的照片里，陈楚楠笑得安详。那

是墓群里为数不多的西式墓，方正

简洁，不加修饰，墓上草茵茵，一切

静好。从前在西装革履的人群里，他

是留满清长辫的少年；如今在满山

坡的传统墓群中，他的西式墓却不

显突兀。我现在明白，从生前到死

后，他一直如此。

今天，晚晴园安宁美丽，日复一

日纪念着当年的英杰。他所渴望的

明州，在挣扎了八九十年后终于扭

转了颓势。人间重晚晴，再晚也终

究晴了，这都是他愿意看到的吧。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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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

“图腾”（Totem），指人类因崇敬而创

造，再予以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也即具有超

自然力量的保护神；它作为群体的标志和

象征，群体藉以获得力量和勇气。这种文

化现象，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

pology）的观点来说，属于图腾崇拜和神

话信仰的范畴。

笔者关注到新加坡的历史学者，在

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制作了《探寻

红狮之城》（Hunt for the red lion）纪录

片，探究成书于1612年《马来纪年》（Se-

jarah Melayu）记载的十四世纪初期苏门

答腊巨港王子山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登上当时的淡马锡小岛，发现了

英武雄姿的狮子，决定在这地方建国，并取

名为Singapura（梵文即狮子城的意思）的

故事，尝试为此传闻作史实推测。事实上，

许多考据证明，中印半岛和南洋群岛从来

没有狮子存在的记载，而当地人熟悉的

老虎形迹也不可能误认，另外兴盛于明朝

广东地区的舞狮风俗，很难相信当时已经

流传到海外。

中华文化一直自喻是龙的传人，但从

来就没有人想要去证明龙的存在；新加

坡历史学者确实也无需去证实，巨港王子

当年看到的是什么动物。笔者以为，藏在

这历史深处的迷思，其实就是一种“图腾

神话崇拜”衍生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看

到新加坡的发展态势，夹带着不知来自何

处的自信，但其背后亦隐约流露出几分对

未来的惶惑。其答案和迷思或许就在“狮

子图腾”之中。

狮子城（Singapura）崛起 
于14世纪的时代背景

根据许多中外文献和现代考古发现，

从八世纪初到十五世纪末，欧洲最早殖

民地者到来之前的八百年间，东西方的季

候风贸易，主要是掌握在信仰伊斯兰教的

阿拉伯人、波斯人手中，他们来往波斯湾，

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

在13~15世纪之际，实际控制马六甲

海峡和南洋群岛最大的两股势力，一支是

源起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三佛齐王朝

650~1397年），另一支是源起爪哇的满者

伯夷王朝(1293～1478年)。再之后就是马

来半岛的满剌加王朝(1405～1511年)，以

及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古国（1385~1873

年）。前者深受盛行八百多年来自南印度和

狮子国（锡兰）之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现

存斯里兰卡的狮子岩王宫，柬埔寨的吴哥

窟，印尼的婆罗浮屠，以及印度的阿旃陀

等巨型建筑，就是这段历史的遗迹。而后

者则是受扼于来自阿拉伯波斯及北印度

伊斯兰教强大的商贸力量，以及扎根于中

国明朝（回教背景的郑和七下西洋）的政

治朝贡蕃属关系。

探
究

狮
子
图
腾
之
历
史
迷
思

怡和史话

╱ 文  :  薛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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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世纪的三佛齐王朝（室

利佛逝）是当时传播大乘佛教的中

心。印度的佛学大师夏基阿基尔蒂

曾在此讲学；671年中国唐代高僧

义净取海道前往印度学习佛法，曾

在此学习梵语和佛教理论，从印度

取经回来后，亦继续留此从事翻译

和著述多年。但后来随着室利佛逝

与注辇（即南印度朱罗国）以及狮

子国（锡兰）的交恶发生战争，以

及较后东爪哇新柯沙里王国，特别

是满者伯夷的崛起，各属邦分崩离

析，马来半岛北部各港口被新崛起

的暹罗之素可泰王朝所侵夺，促成

了1397年最终灭亡的命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根据《马

来纪年》这本马来古典文学作品的

记载，提到在十四世纪初期，苏门

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巨港王子山尼

拉乌他玛乘船经过当时名叫淡马锡

的岛屿，看见一头野兽，当地人告知

是狮子，王子觉得雄姿英勇寓意吉

祥，即在此建国并取名Singapura  

(梵语狮城之意)，这或是由于当地

居民受古代印度文化影响较深，喜

欢用梵语作为地名。随后岛国被爪

哇的满者伯夷帝国侵略，第五代国

主拜里米苏拉逃到马来半岛的马

六甲，脱离暹罗（泰国）的阿瑜陀耶

王朝（1350~1767年）的控制，后来

改信伊斯兰教，并建立了史称满剌

加王朝(1405～1511年)。《马来纪

年》就是记载这个王朝的兴盛史。

由此可以推测，巨港王子显然

是在国家危难之际，避迁到临近的

淡马锡，而这个岛国之兴衰迭起，

就是在这几个王朝（大国）夹缝间

作为属地而衍生了Singapura（狮

子城）这样的一个理想国。它应该

是印度教、佛教与伊斯兰教等多支

宗教文化与政治势力交错重叠与博

弈的产物，它的命名与立国，包含着 

《马来纪年》作者，对旧有佛教文

化宗教的深厚怀缅，以及立国发奋

图强的自我勉励；它是积累多年，

显现在14世纪初，萌放的一个跨时

代绝响及一次历史的闪亮登场，这

确实有点像当前再现汉唐雄风的中

国梦之文化图腾寓意。

这个狮子城也随着满剌加王

朝，进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视野，

随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土产交易市场

和繁忙的海港，之后又开始没落，

成为丛林密布野兽出没的荒岛。直

到了17世纪，英国势力夹带着贸易

主义及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以及

1819年英国莱佛士爵士的到来，把

它从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州苏丹手

中租借过来重新开埠发展；在1825

年英国把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

（即槟城）这三个管辖据点，作为 

“东印度公司”的运作载体组成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 

俗称三州府），并将新加坡定位为

三州府之首，而这个岛国的名称，

也由梵文的Singapura改为英文的

Singapore，历史就在这里转身，挂

上了英国殖民地背景。

其实从八世纪到十五世纪末，

整个南亚和南洋群岛都深受佛教

熏陶，在梵语中把狮子称为simha。

选择用以命名立国的，显然不只是

新加坡一个地方，这样的佛教文

化载体的烙印标记，确实还有几个

地方：

• 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载，有个位

于北印度的古国叫僧诃补罗国

（Simhapura）。

• 中国 古代 称 今 天 的 斯里 兰卡

为僧伽罗，源自梵语古名Sim-

halauipa，意为“驯狮人”，《梁

书》称之为狮子国，玄奘《大唐西

域记》作僧伽罗，义净《大唐西域

求法高僧传》作师子国、师子洲。

明朝时称为锡兰，到了1972年改

为斯里兰卡。

• 位于越南柬埔寨的古国占婆，又

称占城Champa Kingdom（137

～1697年），在拔陀罗拔摩一

世（380年至413年）统治下的

林邑国，其首都也叫“僧伽补罗

（Simhapura）意即“狮子城”，

当时这座港口又名“大海口”。到

了16世纪，逐渐发展成东南亚一

个最重要的贸易交流中心，是季

候风贸易时代，中国进出南洋的

第一站或最后一站，它就是今日

越南的会安市。

• 12世纪中叶，泰国也有个地方叫

Sing Buri，源自梵语sinha（狮

子）和puri（城），也被称为英雄

之地。当年泰缅两国为兼并土

地、掠夺劳动力和取得中印半岛

政治经济优势，而进行长期战

争，战士们战死沙场，为捍卫城市

免遭缅甸入侵作出了巨大奉献。

• 根据15世纪史料记载，当年的满

者伯夷王朝在东爪哇之西里邦

（Cirebon）东北部，有个王国叫

Sangkapura，也是狮子国的意

思。这个城市位于现在巴韦安岛

（Bawean Island）的南部。

这些国家的称号，都冠上“狮子

国”、“狮子城”之名，其实没有一头

真狮子。很显然的，狮子在这些国家

纯属佛教文化宗教图腾，而不是自

然界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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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佛祖释迦牟尼降生的时

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唯我独

尊，做狮子吼，群兽慑服，故以狮

子座为佛座。但狮子作为一种无法

被驯化的野兽，在当地人民的传说

和想象中，被认为是神或王的坐骑。

狮子神格化后，一方面以神兽、灵

兽、仁兽色彩在佛教造像中出现，

另一方面也作为佛的化身被崇拜信

奉。在佛教艺术中，狮子既为万兽之

王，也具有辟邪护法之作用。中国人

还习惯将狮子塑成石狮等，放在大

宅子门口，卢沟桥上也都是狮子雕

塑，另明朝的广东开始有了舞狮文

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今天斯里兰

卡的国徽图案画面的中心，就是一

头狮子，周围环绕着16朵荷花瓣，

象征圣洁、吉祥；花瓣又为两穗稻谷

环绕，象征着丰收。图案下端是一只

花碗，碗里装着庙花；花碗两侧分别

为太阳和月亮图案。国徽顶端为象

征宗教信仰的佛教法轮；永远转动

的法轮，还象征国家如日月一样永

存，充满着至高无上的宗教蕴涵。

新加坡“默迪卡” 
（Merdeka）独立桥的雄狮

狮子作为立国安命的图腾，

再次现身新加坡，那是在五百多

年后的1955年，它是意大利著名

艺 术 家 雕 塑 家卡瓦 列•鲁多夫 •
诺里（Cavaliere Rudolfo Nolli 

1888~1963年)，在新加坡期间诸

多建筑与雕塑系列的力作。石雕雄

狮共有一对，造型俊伟，鬃毛线条简

明有力，竖立在日治后

新加坡建设的第一座桥

梁独立桥的两侧，作为

守护吉祥兽，建成后立

刻成为当年新加坡著名

的地标；它是在1956年

8月17日，由时任首席部

长林有福主持开幕。它

另有个响亮的名字，就

是默迪卡(Merdeka)，

在马来文就是“独立”

的意思，因此“默迪卡

雄狮”，也代表着追求

自由的奋斗精神，象征

着当年命运共同体从

马来亚到新加坡，风起

云涌摆脱殖民地主义，

争取独立的运动。

这个新加坡的独立

桥，跨越加冷河与梧槽

河交汇的河口，衔接尼

诰大道和已经荣休的

加冷机场；由于加冷机场靠近市区，

地方空旷，所以空置后的旧机场，

就成为争取独立的年代，举行大型

政治活动的地点。响彻云霄的默迪

卡，万众一心的呼声与豪情，深深

烙印在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刚强

勇猛，自力更生的信念伴随着青涩

岁月的成长。

根 据 英 国 学 者 前 马 来 亚

大学历史学 教 授 C.  M .  Tu rn -

bull（1927~2008年)的说法，这个

新加坡独立桥的加冷河畔，曾居住

过早期新加坡的“原住民”加冷人

（Biduanda Orang Kallang），在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时，加

冷人就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约1000

人）的一半。在莱佛士登陆不久后，

马来王族命令加冷人迁徙到柔佛南

部，但也有部分继续留在原地生活，

或许当前新加坡还有他们的后裔，

不过他们的生活习俗与信仰已跟马

来人同化而难以分辨。

这个赫 赫有名的地标建筑物 

“独立桥”，在1966年由于交通及

路段扩建的需要，而把这对默迪

卡雄狮，移到附近的加冷公园“站 

岗”；过去的风采，仿佛也伴随着国

家的繁荣与社会的繁忙，逐渐被人

淡忘了。直到今年，有个细心的读

者，发现经历了数次迁徙的雄狮，

最后落户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

练学院（SAFTI）了。

另一方面，大家也都知道新加

坡的国徽，是由盾徽、狮子、老虎等

图案组成。红色的盾面上镶有白色

的新月和五角星，其寓意与国旗相

同。红盾左侧是一头狮子，是新加

坡（狮子城）的象征；右侧是一只老

虎，象征马来西亚，这两者之间存

怡和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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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深厚的历史联系。

或许这默迪卡雄狮图腾隐身之

低调姿态，正象征着1965年8月9日

新马分家后，基于政治敏感性而韬

光养晦，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和

人们的视野？

拥抱海洋的鱼尾狮

独立后的新加坡，立国的口号已

由‘Merdeka Singapura’（独立！

新加坡）转向‘Majulah Singapura’

（前进吧！新加坡）。我们迎来了新

的图腾：Merlion 鱼尾狮，它也逐

渐成为现在新加坡的标志和名片。

鱼尾狮这个艺术形象，是由新

加坡范克里夫水族馆馆长，著名

英国鱼类学者布仑纳博士（Fraser 

Brunner 1906~ 1986年）在1964

年设计的。新加坡旅游局在1966

年把它注册为其机构商标，并于

1971年委托著名雕塑家林浪新塑

造，安置在安德逊桥旁边的鱼尾狮

公园。1972年9月15日，当时担任

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为鱼尾狮塑

像主持开幕，他在致词时表示，“

希望鱼尾狮能成为新加坡的象征，

就如艾菲尔塔是巴黎的象征一样”

。2002年9月15日，因为城市发展

的关系，30年前建成的鱼尾狮，被

移到附近浮尔顿一号大厦前面新

建的鱼尾狮公园，李光耀在主持新

开幕仪式上说：“鱼尾狮的搬迁，象

征了现代新加坡不断跟随时代变迁

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实际上，这 鱼 尾狮 是 一种虚

构的鱼身狮头的动物，她是由美

人鱼Mermaid和狮子Lion凑合而

成，其设计灵感是根据上文提到的 

《马来纪年》记载，在公元14世纪

时，从淡马锡（Temasek梵文是海

市的意思）历史闪亮转身到狮子城

（Singapura）的故事；也象征王子

发现的当年小岛，如今已由一个小

渔村，发展成世界著名的海港和城

市国家。当然也有文化学者借鱼尾

狮，蕴涵新加坡多元文化差异与种

族共存的社会特征与文化身份的

混杂性。

鱼尾狮塑像的鱼尾造型，浮泳

于层层海浪间，既代表新加坡从渔

港变成国际商港的特性，也象征着

当年飘洋过海，南来谋生求存的祖

祖辈辈们。造型趣味而极富创意的

鱼尾狮，全身洁白、双眼含笑、毛发

丰美、鳞片鲜活。白色水花日夜不

停地从狮口喷洒而出，奔向大海，

汇流世界，为新加坡河畔一带的景

致，营造了美好的气氛。她媲美古

埃及的狮身人面，以及丹麦的人身

鱼尾的美人鱼铜雕。

狮子图腾是对地理宿命的抗争

美国作家Robert D Kaplan 有本

新书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中文译为《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副题是“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

地理宿命的抗争”。新加坡与东盟国

家（亚细安ASEAN）），如今再度置

身于一个新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与格

局里，其中有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

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宏图，以

及海域岛礁的争议等挑战，新加坡

必须坚守自己不亢不卑的选择，以

及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确实，历史它从来没有走远，

并且一直以不同的形态留存，就像

挥之不去的狮子图腾，作为立国安

命的文化精神与信仰，赋予更大的

政治智慧，去和地理宿命作长期

的抗争。新加坡刚庆祝建国五十

周年（1965~2015年），也即将迎

来开埠二百周年（1819~2019年）

以及Singapura 命名七百周年大庆

（1320~2020年）。这鲜明的狮子

图腾，就像文化基因，永远植根在

人民的心中，生生不息。

作者为前企业高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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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史话

地子民的教育，来为殖民地政府储备官员

人才，以完善整个殖民统治的官僚系统。

1863年“新加坡书院”更名为“莱佛

士书院”，以纪念这位新加坡的开埠先

驱。1870年莱佛士书院迎来赫利特（R. 

W. Hullett）校长, 在赫利特掌校的三十余

年间，将莱佛士书院发展为一所本地区

最著名的英校，具体的成果显现在1885

年开始颁授的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的得奖人的人数上。在1885

年至1903年的得奖人统计中， 莱佛士学院

共有19人获奖，占这个时期海峡殖民地（包

括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所有学校得奖人

总数（33人）的一半以上。莱佛士书院无疑

是海峡殖民地英文教育和英校的领头羊。

既然是名校，当然也会有名校友，大家

熟知的莱佛士书院华人名校友包括林文庆

和宋旺相，他们分别在1887和1888年获

得英女皇奖学金，笔者不需再替他们锦上

添花，而是要介绍一位被大家遗忘了，但也

是得奖的杰出校友——陈祀邦。

陈祀邦（Chan Sze-Pong, 1884-？），

字新周，祖籍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

父亲陈福源（Chan Fook Nyan, 1859-

1933）；母亲是Nyat Jin Cheang。陈祀

邦有三个兄弟，分别是祀强（生卒年不

详）、祀仁（1886-1948）和祀安（1889- 

1938）。父亲陈福源年少时从家乡移民南

来，先在婆罗洲的砂拉越工作，后前往吉隆

坡出任卫生署主任秘书、华人政务司调查员

等职。父亲1909年退休，1933年在新加坡

被遗忘的“鼠疫 斗士”陈祀邦

莱 佛士于1819

年登陆新加

坡，开始在这个岛屿上大展宏图，尤其在

1822-1823年间，他先后拟定了新加坡市

政规划蓝图、新加坡各族群分区而治的策

略，以及将新加坡定位为自由贸易港的政

策，为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的发展确定了

方向和奠定了基础，由此树立了他在新加

坡史上的地位。或许也因为后人偏重他的

统治和管理政策，在新加坡教育方面，只

知道新加坡有一所名校——莱佛士书院

（Raffles Institution）以他命名。

其实1823年创立的莱佛士书院，开办

时的校名为“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但它的成立，的确源自莱佛

士对于教育发展的期待与展望。莱佛士年

少辍学的经历促使他对知识的渴求和教

育的尊重。他于1823年4月的一个会议上

谈及在新加坡设立书院构想，希望这所书

院以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和语言为重点，一

则可提高本区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

二则也可以透过对殖民地官员的子弟和当

陈祀邦

╱ 文  :  黄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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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鼠疫 斗士”陈祀邦

过世。陈祀邦在马来亚的吉隆坡出

生，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先后在吉

隆坡的维多利亚书院和新加坡的莱

佛士书院就读，1901年成为英属马

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第一个奖学金得主。他负笈于英国

剑桥大学的凯斯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攻读医科，也曾在

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实习。1904和1907年陈祀

邦分别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和硕

士学位，之后他任伦敦药房的高级

医官，月薪40英镑。

陈祀邦于1908年回到新加坡行

医，有关他在新加坡时期的讯息不

多，1910年10月21日和1911年5月29

日报章上有两则与他有关的新闻，

都是他涉及交通意外的报道。有关

陈祀邦在新加坡的事业及家庭生

活也少有资料提及，只有在他的父

亲于1933年11月逝世时的一篇悼

念文章中提及他，知道他已经娶了

一名英国女子为妻。另外，比较引

人注目的是他在1911年5月20日，以 

“海峡华人足球协会”筹备会主

席的身份召集会议，会议上与会

者通过章程，正式成立了这个足球

协会。 

协助伍连德抗疫

不久，陈祀邦离开新加坡，到了

中国，具体原因也不详，但从他以

后的活动事迹来看，应该是受伍连

德（1879-1960）的招募前往协助

他的研究和防疫工作，因为1911年

7月陈祀邦就随同伍连德到中国东

北中俄边界考察了。伍连德是1896

年英女皇奖学金得主，也是前往剑

桥大学完成他的医科学位，1903年

回到新加坡。所以伍连德是陈祀邦

在剑桥大学的学长。

1908年前往中国服务的伍连

德，此时（1911年中）已经是名声

享誉中外的防疫和医学专家，他领

导的团队，在1910年12月至1911年

3月间，成功扑灭了中国近代最严

重的东北大瘟疫，因此有“鼠疫斗

士”之号。接着，在1911年4月间，

成功召开第一次在中国主办的国际

防疫医学大会（又称“万国鼠疫研

究会”），身为大会主席的伍连德，

主导了这次为期28天的防疫医学

研讨会，奠定他在国际医学界的知

名度。国际防疫医学大会结束后，

伍连德专注于防疫工作的田野调查

和研究工作。

根据伍连德的自传，他受俄国专

家Zabolotny教授的邀请，从1911年

7月21日开始展开为期70多天的田

野考察活动，被伍连德征召参加这

次中俄联合考察活动的两位中方

医师，其中一位就是陈祀邦。他们

田野调查的足迹从中俄边界的满

洲里开始，进入俄国的Borzja ，蒙

古的Charbada，Kerloni及黑龙江

的支流等地考察。期间大部分日子

都是露天或扎营在帐篷中做实验

和过夜的，条件非常简陋，陈祀邦

成为伍连德的得力助手，也因此取

得伍连德的信任和赏识。

伍连德和陈祀邦等人在中、俄、

蒙边境乡镇考察活动结束的时候，

伍连德曾在国际防疫医学大会上

建议设立北满防疫处和附属的防

疫医院的案子也已得到大清帝国政

府的批准，陈祀邦积极协助伍连德

筹办位于哈尔滨的滨江防疫医院

的工作。1911年11月陈祀邦被委任

为滨江医院的正医官，主持医院的

日常运作。

1912年9月底“北满防疫事务管

理处”（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简称北满防

疫处）开始运作，伍连德受委任为

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兼任滨江医院

院长。北满防疫处也从临时的一个

办事处迁移至滨江医院办公，形成

防疫行政和防疫医院一体的管理

体制。陈祀邦和一些医师同时为北

满防疫处和滨江医院服务。 

陈祀邦深受伍连德器重，可以

从北满防疫处出版的第一本报告



106 • 怡和世纪第三十六期

书的内容看出。这本涵盖1911年至

1913年业务的报告书长达200页，

共有23则报告和文章，其中有具名

作者的报告和文章供11篇，包括担

任主编的伍连德所写的三篇，另外

两位洋籍医生各写一篇，而陈祀邦

则独自写了六篇，有介绍滨江医院

和报告其院务发展，也有他到各地

区考察和调查的报告，可见他的工

作相对充实。陈祀邦为伍连德主编

的报告书卖力执笔撰文，也显示他

已成为伍连德的左右手。

山西抗疫再立新功

伍连德虽然倚重陈祀邦，但不

会长期将他留在身边，因为他重视

人才的发展和出路，也可因此扩展

他的网络和影响力。1913年，伍连

德推荐陈祀邦到北京筹建京师传染

病医院（又称北京隔离医院），两年

后陈祀邦顺利成为京师传染病医院

的首任院长。 

1918年山西等地发生瘟疫，疫

情快速扩散。北洋政府征召三位有

经验的专家前往处理。伍连德、陈

祀邦和何守仁榜上有名。陈祀邦再

次和伍连德合作抗疫，但此时陈祀

邦已经不再只是伍连德的助手，而

是与伍连德平起平坐，同为中央政

府能委任的检疫委员。陈祀邦不遗

余力地查访居民，设法早日控制疫

情。到了次年（1919年）二月中，为

了更有效的控制疫情，疫区被划分

为四个部分。陈祀邦被分配到的第

三区，行政上是由大同镇地方官秉

承山西督军省长办理，而实际的检

疫工作由陈祀邦执行。但由于中央

和省政府职权分配不明确并有利

益的冲突，山西的抗疫活动困难重

重，但陈祀邦坚守岗位，尽力完成

任务。事后，陈祀邦的表现受到中央

政府的赏识和表扬，1921年12月获

中华民国大总统授予二等大绶嘉禾

章，1923年1月又获授四等文虎章。

羽翼渐丰，出任中华医学会 
会长

1924年陈祀邦受委任为北京中

央医院（现为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

院）总医官。这个任命也与伍连德

有关。因为这个医院与伍连德有密

切的关系。伍连德在1915年倡议兴

建并亲手草拟医院设计图，1916年

医院奠基，1917年建成，1918年1月

27日正式开院接诊，伍连德担任首

任院长。

陈祀邦也参加1915年成立的中

华医学会。这个学会是中国的第一

个华人西医团体。伍连德担任中华

医学会筹备时期的执行秘书，并在

1916年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被选为

会长，并连任两届，为期四年。陈祀

邦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上，发

表了两篇论文，题目分别是《医学

教育之商榷书》和《旧医之弱点》。

陈祀邦当时人在北京，没有亲自出

席会议，论文是分别由唐乃安医师

和钟拱辰医师代为宣读。而且，在

大会结束前的中华医学会职员干部

选举中，陈祀邦还被选为“会员部”

的干事，成为伍连德重用的核心干

部，协助他推行会务。

有了办学会的经验后，陈祀邦于

1922年10月发起成立北平医师会，

即今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北京医

学会）的前身，并担任首任会长。他

同时继续活跃于当时会所设在上海

的中华医学会，并于1926年2月被推

选为中华医学会的副会长。此外，由

于各种资历完整，1928年7月陈祀邦

一度受北平特别市委任为卫生局代

理局长，暂代未到任的黄子芳局长

的职务。至此，陈祀邦已经羽翼丰

满，在中国防疫医学和医学行政界

树立自己的威望，可以独当一面。

代表中国出席英皇加冕典礼

1937年4月至5月间，陈祀邦随

同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

部长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

英国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King 

George VI）的加冕典礼。可见陈祀

邦由于外语能力和对英国的熟悉，

也受邀参加这个重要的外交活动。

吊诡的是，36年前陈祀邦是以英国

的子民及英皇奖学金受益者的身

份来到英国学医，而这次则是代表

中国政府来伦敦向新登基的英皇

祝贺。这也显示出莱佛士书院栽培

出来的杰出校友，不只是为本地区

或大英帝国服务和贡献，也可能为

世界其他国家服务和贡献。这或许

是当年莱佛士设立书院的时候所始

料不及的。

伍连德在1949年出版的一本

有关马来亚的英女皇奖学金的书

中对陈祀邦作了精简的介绍，最

后提到陈祀邦曾在北京和上海行

医。1949年那本书出版时，陈祀邦

已经65岁了。可惜我们不知道他晚

年的下落。

（作者注：感谢汤春佩和佟文旭提
供部分资料）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

怡和史话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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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儿三千，姐妹同心——这是圣尼各拉女校每个学生所拥

有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只要是圣尼各拉的学生，就是这

个大家庭的女儿，彼此就是互助互爱的姐妹。圣尼各拉女校以

爱的教育，立德树人、作育英才，以敢于创新的精神，精益求精、

与时俱进，为国家社稷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娴雅少女、坚毅巾帼

和仁爱领袖。

圣尼各拉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了历届师生、校友、家长和董

事会，还有学校里的行政与校务人员、校工和食堂小贩，当然也少

不了圣尼各拉的众多女婿们。八十五年来，每一个成员支撑着这个

大家庭，努力经营，用爱灌溉，方能铸成良好校风，打造温馨的家

园，成就今日的圣尼各拉女校。

珍
爱

“德纯，义坚”乃圣尼各拉校训，其中包含了圣
尼各拉作为天主教学校所要灌输的价值观，也
涵盖了作为华校所要培养的优良品格。圣尼各
拉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推广真诚、正直、博爱
和自由的价值观，并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回忆 再
创
辉
煌

怡和特写

圣
尼
各
拉

╱ 文  :   冯丽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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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载，春风化雨

1662年，法国圣婴修道院创办

人尼各拉·巴雷神父提议创办女校，

教化年轻女子，让贫苦少女有机会

接受教育，成年后得以安身立命。十

九世纪中叶，圣婴修道院的修女们

来到新加坡传教办学，到了二十世

纪，因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圣婴女校

校长雅各伯修女(Reverend Mother 

St James)决定于1933年开办华校，

取名“维多利亚女校”，此为圣尼各

拉女校的前身。圣婴修道院一共创

办了十一所学校，而圣尼各拉是唯

一的华校，也是新加坡的女子教会

学校中，最早创立的华校。

圣尼各拉女校创校初期仅有四

十个学生，除了来自法国的所兰修

女(Sister Solong)担任校长并兼教

英文以外，就只有一位用华文教学

的老师。几年间，学校收生不断增

加，到了1936年，学校便开办小六

课程，开始提供完整的小学教育，

并在一年后，开办了中学课程与师

资培训部。

1940年，来自广东新会县的李

芳济修女(Sister Francoise Lee)接

任校长，成为圣尼各拉的第一位华

人校长。李芳济校长掌校31年，直

到1971年荣休，是圣尼各拉女校任

期最长的校长。在她的领导下，圣尼

各拉女校树立了良好校风，也开办

了从小一至中四的十年完整基础教

育，迄今圣尼各拉仍是新加坡少有

的提供完整十年教育的学校之一。

1945年，日军投降，学校改名

为“圣尼各拉女校”，与其他学校

一样正式复课。圣尼各拉原来的校

园设在圣婴女校附近的小旅馆，此

时校舍已破旧不堪，无法容纳不断

增加的学生人数，于是迁入圣婴女

校的旧校舍上课，也就是今日位于

维多利亚街的赞美广场。

五六十年代是风雨飘摇的时

代。虽然同属华校，但圣尼各拉女

校当时并没有像其他华校一样参与

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李芳济校长

希望同学们专注于学业，不准学生

卷入政治活动。当时圣尼各拉的成

绩稳步上升，许多学生凭着斐然的

成绩继续到大学深造。

1962年，配合中学教育制度的

改变，圣尼各拉开办了高中课程，

十二年来为学生提供高中教育，直

到1975年停办为止。

1972年，李宝丝校长接任校长

职务，掌校长达二十九年。李校长

秉承李芳济修女的精神，在全体老

师的合作下继续发扬圣尼各拉独特

的校风。在她的领导下，学校无论在

收生或声望方面都获得显著提升。

1979年是圣尼各拉历史上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由于学校在各方面

表现不俗，因此得到教育部的肯定，

获选为全国九所特选中学之一。除

了开办特别课程，圣尼各拉也于同

年开办启蒙班。

由于维多利亚街的校舍已不敷

学校需求，李宝丝校长向教育部提

出另觅校址的申请。李校长在多番

寻觅后终于在宏茂桥十三街找到了

理想的校址，也就是圣尼各拉现今

的校址。

怡和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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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圣尼各拉处于东搬

西迁，校无定所的状态，六年之内

总共搬迁了五次，而且中小学部分

别设在不同的临时校园。到了1985

年，圣尼各拉全校方能正式在宏茂

桥的新校舍上课。新校舍占地五公

顷，依山而建，巍峨宏伟，树木青

葱，环境清幽，设备完善。然而，李

宝丝校长已预见未来还要顺应全

面教育的迅速发展，于是于1987年

果断决定扩建校舍，让学校将来有

更充足的硬件设施进行多元化的

教育。在教育部批准购买新校舍毗

邻的一块空地后，学校开始筹划扩

建工作，也积极展开筹款活动。此

时，家长和校友们皆充分体现了饮

水思源的精神，加上各方热心人士

的慷慨捐助下，学校很快便筹得了

所需的上千万元扩建基金，而扩建

的“秀慧楼”也于1994年如期竣工。

李宝丝校长将这座楼称为“爱的结

晶”，因为这座楼是学校和各方热

心人士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对教育

的关心而共同努力的成果。

从2010年至2012年，圣尼各拉

因学校翻新和扩建，再次离开校园，

分别在两所临时校舍上课，2013年

再迁回原来校址，姐妹三千再次回

到自己的家。

作为我国优秀学府之一，圣尼

各拉于1995年再获教育部肯定，获

选成为自治学校。

2013年是圣尼各拉历史上另一

重大里程碑。由圣尼各拉、公教中

学和新加坡女子中学的直通车旗舰

课程正式“通车”，三校综合课程的

学生完成四年的中学课程以后直接

升上诺雅初级学院继续修读高中课

程。这项计划发挥了三校的既有优

势，即：悠久的纯良校风和精益求

精的精神。与此同时，三校仍然继

续提供剑桥普通水准课程，让学生

能够选择适合他们的课程。

为人德纯，为事义坚

“德纯，义坚”乃圣尼各拉校

训，其中包含了圣尼各拉作为天主

教学校所要灌输的价值观，也涵盖

了作为华校所要培养的优良品格。

圣尼各拉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推广

真诚、正直、博爱和自由的价值观，

并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温文尔雅，高贵大方，谦恭

有礼”也是圣尼各拉的学生耳熟能

详并谨记于心的一句话。这是李

宝丝校长掌校时经常提及的一句

话，1997年，圣尼各拉发动全体学

生制定了学生信约，而这句话也纳

入其中。每天晨会念学生信约已推

行了十年，信约的中英版本皆体现

了圣尼各拉所要培养的品格情操

以及学校对学生的期许。信约中除

了说明学生应有的精神和品格，也

提醒学生要孝顺、关怀父母和亲人

以及尊敬师长和友爱同学，并为国

家社会做出贡献。

2012年，圣尼各拉师生、校友和

家长回顾学校近八十年的历程，经

过一番对话，打造出大家共同认可

的愿景——娴雅少女，坚毅巾帼，

仁爱领袖。这是大家认为圣尼各拉

女生向来所拥有的形象，并从此引

领圣尼各拉这个大家庭继续推进高

素质的全面教育。

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圣尼各拉一路走来，除了校领导

和教职人员的付出，也少不了校友、

家长和董事部的鼎力支持。校友会

常年在各方面支持学校以丰富学妹

们的学习，其中给中二全年级的学

妹们举办露营活动就已经坚持了十

年。即便没正式加入校友会的校友

们也会响应号召，回校支援。校友

们还以李宝丝校长的名义成立基

金，每年颁发“李宝丝奖”给品学

兼优的学生。校友们不但以她们的

热心和热情帮助学校推展多项活

动，也感染了无数的学妹们，让她们

感觉到一旦踏入圣尼各拉这个大家

庭，就是一辈子的姐妹情。

圣尼各拉的家长也是撑起这个

大家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无论是

举办活动、筹款、表演、下厨或制作

纪念品，圣尼各拉的家长总是义不

容辞，亲力亲为，而且总是把活动办

得有声有色。每逢农历新年、端午

节和中秋节，总会看到家长们为学

生举行庆祝活动，并借此机会让学

生多了解节日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家长们也帮忙学校寻找实习机会，

让中学的学生能对自己感兴趣的行

业有近距离的认识和体验。

圣婴修道院作为圣尼各拉的董

事部，多年来对学校的支持也不遗

余力。董事部秉持着巴雷神父的精

神，多年来引导圣尼各拉推广基督

教义，发扬博爱的价值观。

饮水思源，姐妹同心

对于任何一个圣尼各拉的女儿

来说，圣尼各拉带给她们最深的影

响，莫过于“饮水思源”和“姐妹同

心”的精神。 

圣尼各拉向来强调做人要懂得

感恩——不单单只是对自己身边

的人感恩，也要感谢周遭和社会中

贡献于我们的生活的各方人士。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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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各拉全校师生每人都有一本感恩

记录册，叫“饮水思源”。学校每周

会设一个主题让师生反思并将感恩

之情记录下来。每个学段，圣尼各拉

也会将学生亲手写的感恩卡片，送

给校外的某一位人士或机构，对他

们所做的贡献表示谢意, 其中包括

已故李光耀先生和纳丹前总统，国

家公园局、国防部、陆路交通管理

局和国会议员等。

“饮水思源”已成为了圣尼各

拉的精神和传统，校友们无论毕业

多久，随时都很乐意回校帮忙、服

务。除了校友会的努力，其他校友

也在学校需要的时候，例如在学校

举办的讲座中担任主讲嘉宾，分享

自己的心得和见解以及为学校的活

动提供咨询和帮助。

校友们给予学校的支持，除了

出于感恩之情，也是基于“姐妹同 

心”。这是圣尼各拉独有的文化，所

有圣尼各拉的女儿都以姐妹互称，

无论是在籍学生或校友皆如是。 

“姐姐”和“妹妹”这两个词语，让

各年龄层的圣尼各拉学生和校友能

够心连心，即便是初次见面，也会

倍感亲切。

超前意识，敢于创新

早在五六十年代，圣尼各拉因

其优秀的表现，就甚受瞩目，而多年

来之所以能够不断迈向卓越，除了

有圣尼各拉的大家庭各个成员的支

持，也是因为能坚持不懈地秉持办

校精神，发挥自己的特色与魄力。

“学贯中西，文化交融”是圣尼

各拉校歌中的歌词。虽为华校，但

圣尼各拉早在创校初期，已经有意

识要让学生能掌握中英双语，并能

够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早在1969

年，李芳济校长已经开始积极推行

双语教育，小学的数学和科学采用

英语课本，并以英语教授。七十年

代初，许多华校陷入困境，家长纷

纷为子女报读英校。李宝丝校长毅

然将英语改为第一语文来教授，还

将数学、科学和地理课改为用英文

教授。正因如此，当圣尼各拉成为

特选学校时，能够较顺利地适应中

英皆为第一语文，学生在会考中也

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扭转了招生

困难的局面。而强调双语并重的做

法，也一直延续至今，圣尼各拉历

届毕业生，以双语兼备的优势在各

领域中驰骋，其中也有不少成为了

翻译界的人才。

这样一种具前瞻性的眼光以及

敢于尝试和创新的精神，多年来成

为圣尼各拉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的

重要因素。早在九十年代初，圣尼各

拉已经开始组织游学团，由李宝丝

校长亲自率领百人大队到中国北京

去浸濡学习，除了走访名胜，也参

观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当时李校

长已经意识到认识中国的重要性，

知道同学们要能够学贯中西，就必

须踏上神州大地亲身体验。在那个

年代，本地大部分学校尚未开始带

团出国游学的做法，而教育部也是

多年以后才开始鼓励各校组团出国

游学，让学生视野更为开阔。

扎根传统，放眼未来

圣尼各拉办校向来以学生为核

心，以价值观为导向，在极力传承

和发扬华族文化的同时，也致力培

养具备21世纪技能的时代女性。为

培养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学子，

圣尼各拉除了善用教育部提供的各

项计划让学生发挥所长，也推出各

项校本计划因材施教。

圣尼各拉与公教中学和新加坡

女子学校协作开办的综合课程计划

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品格端正、明辨

是非并能善于利用人脉、积极投身

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好公民。

综合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核心学

术课程、“面向全球化”课程、“志

趣探索”课程以及“实践与德育”

课程。

圣尼各拉于1997年获选为全国

11个音乐特选课程中心之一。音乐

特选课程的宗旨是培养具音乐天分

的学生，使他们终身热爱艺术，并

成为21世纪优秀的全球公民。学校

积极营造蓬勃的艺术气氛，提供多

种不同的表演艺术活动和平台让学

生施展才华。

由于圣尼各拉致力于培育双语

双文化人才，于2014年获教育部批

准开办双文化课程，为我国培养学

贯中西，了解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

的青少年。

除了教育部提供的课程，圣尼

各拉多年来也不断为学生推展和开

发新课程。为了完善品格教育，小

学华文部推出《弟子规》课程，学

生不但学习古训，还在老师的引导

下，以自己的生活为切入点去探讨

和思索其中的道理和价值观。除此

之外，圣尼各拉的小学生还从小一

就开始接触中华历史，例如神话故

事、伟大发明、历史人物和著名统

治者等，到了小六则是认识新加坡

华社先贤。与此同时，她们也学习

戏剧、快板、相声、篆刻等，通过各

种活动体验华族文化，深化了解。

怡和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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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尼各拉中学部也推展了许多

校本课程，例如开办了近十年的基

础翻译课。所有中二生必须接受半

年的翻译培训，通过对中英两种语

言的比较，增强语感，同时也能探

讨和思索两个文化之间的差异。除

了翻译，中二生也通过“当代中国

通识课”，建构对中国近代到现当

代历程的认识，以及这段历史对新

加坡的华族社群的影响。为了深化

学生对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了解，学

校为中三的综合课程学生开办了 

“西方哲学”和“儒家思想”课，也

让中四的综合课程学生上“中国哲

学入门课”。学生能够了解并对比

两个文化的哲学思维，将得以从文

化思想的视角去思索和诠释历史和

现今的世界。

圣尼各拉中小学的这些课程不

但培养学生的文化身份意识与认

同，也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

角来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课

程配合了学校于2014年开始推展的 

“文化智商课”。该课由南洋理工

大学商学院的领袖与文化智商中心

为圣尼各拉量身定制，开发出一套 

“青少年文化智商”教程，并培训

圣尼各拉中小学的老师教授此课。

这门课旨在培养学生在跨文化交际

时所需要的能力和心态，让学生学

习如何了解他人、包容异己和认同

多元文化。

除了课堂里的学习，圣尼各拉

也举办学习之旅让学生参观本地

具有浓厚中华文化色彩与历史意义

的景点，例如原貌馆和晚晴园。除

此之外，学校每年也举办多项浸濡

计划，鼓励中小学的学生到中国各

地浸濡学习，实地了解和感受中国

的活力和潜力。

光芒万丈，绵延无穷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圣尼各

拉女校已步入了第85个年头。未来

的日子里，圣尼各拉将继续努力不

懈，与时俱进，对莘莘学子如琢如

磨，致力培养具有基督教义以及华

族传统优良价值观的学生，让她们

具备人文素养和关怀精神，也乐于

学习且勇于实现志向。作为一所特

选学校，圣尼各拉也会继续通过丰

富的课程和活动，培养学生掌握双

语、精通多元文化。学生除了要能

在东西方之间游刃有余，也要能够

扎根于本土，对本国的各社群有更

深入的了解。

今年的校庆主题为“珍爱回忆，

再创辉煌”。85年来春风化雨，圣尼

各拉女校如今桃李天下，培育了一

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社稷栋梁。对

于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圣尼各拉

的每一个家庭成员是既欣慰又感

恩。展望未来，圣尼各拉将继续精

益求精，思齐思源，让圣尼各拉精

神光芒万丈，绵延无穷。

作者为圣尼各拉女校特别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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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参加中

正戏剧研究会三个本

地独幕剧的演出，被分

配饰演《渔岛风云》里

一个十岁华族儿童。这

个角色从开幕到落幕

几乎都留在台上，台词

也有好几段，对我当然

是一个考验。

我们一个星期排练

三次，两次在晚上，一

次在星期天，排练场是

把桌椅靠墙叠高腾出空间来的课室。负责

《渔岛风云》的编导是刘宝光和叶秋菊。

叶女士当时还在南大念书，不能每次都出

席活动。为了提高排练水平，编导常邀请

学校老师来指导，记得来过的有陈肇星老

师、杨永曾老师和谭显灼老师。

有个晚上，却来了个头发稀疏的矮个

子人物刘仁心。那天晚上他匆忙闯进排练

场时，快得像一阵风，好些人连忙起坐让

位。这人我在学校贩卖部见过，讲话很大

声，音调高昂。我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

光华学校教员，贩卖部是他太太在经营。

戏剧会灵魂人物

我躲在门后，从缝隙窥看外面种族暴

乱的那场戏，给他突然打断了。他走上排

练场给我示范。

他也躲在门后，通过缝隙讲同样的那

几句台词。可是，他却把一个活泼小孩的形

象给演活了，那时候他已近40岁。整场戏的

紧张气氛被他带动起来，戏的节奏自然加

快，连后来进场的演员也显得更快入戏。

回忆刘仁心
此后，他还多次来排练场看戏，不过，

几乎每次都只来指导我们的剧组。我那时

候对他的到来也很期待，他不只能使得排

练场气氛热烈起来，也让我感觉排练有比

较大的收获。

刘仁心不是中正的老师，为什么会请

他来中正戏剧研究会指导排戏呢？

当年的《南洋商报》有篇文章这样介

绍：“马来亚的话剧运动，以中正中学为

中心；中正中学的戏剧研究会，以刘仁心

先生为灵魂。“

刘仁心与中正戏剧活动的瓜葛确实缠

绵不止十年。原来他自1939年从砂拉越诗

巫来新后，便成为金炎路中正的第一批学

生。日军占领马来亚时，他辗转逃亡到曼

谷。1945年，联合国安排他乘坐难民船

返回新加坡，他随即加入林枫担任团长

兼导演的实验剧团当演员，并回去中正中

学念书。1947年高中毕业后，他到霹雳州

太平教书。1950年受聘于新加坡光华学

校。1979年退休。过后从商。

刘仁心1947年便离校，我在中正戏剧

研究会的演出资料里，却发现他在1952年

导演《青春》；1954年导演《娜拉》，并参

加《家》的演出工作；自1955年开始，教育

部明令校友不得参与校内团体活动，那年

他却仍是《银星梦》导演；1957年还导演

《牛郎织女》，并把两个女儿都请上舞台

当了仙女的后代。   

登高一呼成立剧联  

一别22年。1982年，本地十四个华

语戏剧团体首次联合演出《小白船》，我

在排练场上再次见到他的身影，继续听

╱ 文  :  邹文学

怡和艺文

刘仁心讲话，总是表情十足。（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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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那声调有点尖锐的谈话声，还

有那琅琅的欢笑声。相信从那时候

开始，他和郭宝崑以及原本便很熟

络的郑民威，已在戏剧道路上走在

一起。

于是，本地华语戏剧团体的联

合演出，在他们的倡议下，一个戏

接一个戏登场，有《乌拉世界》、 

《㗝呸店》和《喀湃喀湃》。

有一天，一群人在咖啡店用餐，

他突然对我说：“是我们搞大联合

的时候了，这些戏剧团体看来都可

以互相包容。”或许之前他已和许

多人讨论过这件事，不过筹备成立

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简称

剧联）的工作，确实是在《㗝呸店》

演出后不久展开的，郭宝崑是筹委

会主席，刘仁心是顾问。剧联在两

年后获准成立。

刘仁心对于推动剧运的热诚是

始终如一的，在我的记忆里，直到

剧联1996年解散为止，他都是逢

邀请必出现在会场、排练场或剧院

的热心顾问。

他多次告诉我：“你们是做事情

的人，你们的任何决定我都只会支

持，如遇上困难，做得到的，我会尽

量帮忙。”

1988年12月，离剧联于1989年

1月1日举行成立典礼前几天，刘先

生给我打电话，他希望自己邀请的

中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马惠田来新

后，能在剧联的旗帜下开班授课，

他将负责一切费用，包括吃住和生

活费，为期三个月。

马惠田教授与新加坡戏剧界前

后十多年来往的因缘，就是从这时

候开始。三个月后，剧联为马教授

申请延长居留证，并在1989年12月

举办十多个剧团50多人参与的小品

创作观摩会。过后，马教授也导演 

《钗头凤》，在艺术节演出。

刘仁心当年邀请马惠田教授前

来授艺，是需要克服许多人为的困

难的，提供吃住和生活费只是一方

面的负担。

心胸宽广   不怕认错

我们召开的大会，都会邀请刘

仁心演讲，虽然我也常提防他的谈

话有时会扯得太远，然而也总是不

忍中途提醒，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演

讲，总是表情十足，语言幽默，引发

满堂笑声。好多人都以“老顽童“

或”老孩子“的称号，表示对他的言

谈举止和性格的赞许。

刘仁心是心直口快的人，偶尔

便有发言不慎的时候。那是演出 

《㗝呸店》后约一周，他向我道歉，

因为他曾在一群后台工作人员面前

公开表示不满演职员获得津贴的安

排。在那之前，剧团的演职员全是奉

献般的付出，不但分文未得，还需帮

忙推销戏票。

虽然那是心里话，他说自己也

不该那样表态，因为在之前举行的

工委会会议上，他并没有提出反对

意见。

我也曾在他写于1982年的《萌

芽 • 成长》里，感觉到他为人的广

大胸襟。他提起自己的一次谈话： 

“当他（程茂德）创办的儿童剧社

第一次公演后，我在背后批评：‘ 

集天下英才而杀之！’这里我正式

向他道歉。”儿童剧社是新加坡六

七十年代影响力最大的剧团之一。

刘仁心除了导戏演戏，也写过

好几个剧本，写成于上世纪五十年

代的，除了《他并没有死》，还有 

《废除妾侍》、《黄色梦》和《摇

摆舞》；1966年他还创作《百年树 

人 》，1 9 8 1 年 写 了《 金 鱼 缸 

边》，1985年的作品是《咖啡店的

春天》。

《金鱼缸边》的演出显然不成

功。1982年4月6日，他写了《一封迟

复的信》，承认演出的剧本和导演

手法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我衷

心向观众和演员道歉。……一个人

去做一件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事，

而连累到集体受批评，实在是一件

不可饶恕的过失。在这里我愿意接

受任何惩罚。朋友们，不用担心，

我受得起。”

那时的刘仁心，曾担任新加坡

历史最悠久的华语剧团艺术剧场的

主席，福州会馆总务兼青年团团长，

早已是剧坛领袖级人物，仍能放下

身段自我检讨，后来还把文章收集

在戏剧评论集《戏剧与人生》里。

1985年，他获颁新加坡文化

奖。

胸怀坦荡荡人物

刘仁心真不愧是胸怀坦荡荡的

人物。时至今日，他在我脑海里浮现

的，仍是一个满脸红光、声腔高昂、

精力充沛的长者形象。

刘先生病逝于2000年，停柩于

维多利亚街一所教堂时，我和许多

前往吊唁的人一样，当时才知道他

是基督教徒。郑民威却早于1995年

便称许这位交往五十多年的老友： 

“他不上教堂，但以他的作为，应

该称得上是最守教义的基督徒。”

作者为本刊编委



一个人，  走 到 世 界 的     

怡和艺文

╱ 文  :  丁军花

用
五年的时间来了解认知一个人，算不算

久？

  用57分钟来剖析展示一个人的一生，算不

算短？

 《冰山的阴影》，一部触及灵魂的纪录片。

静夜里独自看完的那刻，很长一段时间，我的

思想都停留在不可名状的恍惚状态，心头拥堵

了很多东西，却又觉得清冷又炽热的感官体验

怎么都无法以恰好明晰兼具条理性的语言表

达出来。

脑海里不断闪现的画面固执朦胧又清晰，心

底的思忖与感叹又是如此浓郁真诚，终还是忍

不住提起笔，为这部深深打动我的纪录片，留

下些什么。

114 • 怡和世纪第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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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的考文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孩

子，但他又抵达了自己想去的几乎所有地方，看到了

世界各地不同的美景，以双眼更以心灵。他把对自然

对风景对人类对世界最敏锐的感知都留在了自己的镜

头里，他经历了那么多故事，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可

以尽然分享的人，又或者，分享对他而言，本就是可有

可无的事情，一切行动原就是为遵从生命自身，为遵

从内心的本真遵从灵魂的召唤与指引。

倘天堂里能听到看到，他会不会认同世人后来赋

予他“世界上最孤独的男人”这样的一个定义？

如果不是这部纪录片导演于跳蚤市场偶然邂逅

的两箱8毫米胶片，这个叫考文的男人，也许直到现

在，都不会有人提起他的名字，说起他的故事。谁会

在意一个与自己生命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尘世间的一

场来去呢。

8毫米胶片里呈现的一幅幅人世风景，隐藏在背后

的拍摄者引起了纪录片导演的好奇，从胶卷袋子上的

一个地址开始，历经五年多时间的搜寻走访与调查，

考文，一个本不被人熟知业已被世界遗忘的男人，最

终以纪录片的形式，重新“活”了过来。

1911年11月29日，考文生于芬兰一个贫困家庭，

生活所迫，很小就去叔叔的农场帮忙工作。战争期间

他做了军队的机械师，战后去了一家玻璃厂上班，并

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了一幢小木屋，和母亲妹妹一起度

过了那些宁和平静的夏天。

但考文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留下一封信后，

他离开了家乡。

42岁时他有了一份轮船上铲煤的工作，并买了一

部昂贵的相机。

一个人，  走 到 世 界 的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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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随着轮船去了很多地方，也用手里的镜头，

记录下了他心里值得铭记的一切：有着金色沙砾的海

滩、汹涌的波涛、展翅翱翔的海鸥、街头行走的人们、

回眸一笑的女子、怒放的花朵、啃吃树叶的青虫、有着

金色翅膀的蝴蝶、包白头巾的阿拉伯少年，跳舞的非洲

青年、打太极的东方老者……

他甚至去到了冰山区。在葡萄牙时他这么说：“我

在一个集市或者广场类的地方下了车，强烈的阳光和

灰白建筑刺激了我的眼睛，所有我能看到听到，闻到

感觉到的都刺激了我的灵魂”。他给自己的母亲和妹

妹写信，他爱她们，但又愿意追逐自己的梦想和自由。

他搭上一艘又一艘新船，去到了更远的地方。“这已经

接近我能航行的极限了。新的一周来临时，连海鸥都

飞走了，但它们毕竟是从远方飞来的。”

大西洋某处，某年某月某日……

他写过很多明信片，大都寄给了自己，因为没有

可相寄的人。“我现在在哪里？看照片吧—祝好”，

落款是：我。

 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抛去的“橄榄枝”，31岁家

乡部队服役时看到报纸上疑似“征友”的启示，他第

一次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希

望可以借此认识一位投契的朋友，但这封信最终没

有送达，因为他无意地在信中透漏了部队的地址和

代码，他还因此受到了处罚。

也曾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娶妻成家，他的回答是

没有遇到对的人，家里已经有妈妈和妹妹两个好女

人了。

说出来的风轻云淡的话，背后是否也会有寂寥和

落寞呢，在他甲板上独自徘徊，一次次屏息举起镜头；

在他写明信片收信人一栏署名“我”的时候；在他被

一名热心警察邀去家里，并在这天写下“他有两个孩

子，一个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婴儿，妻子有着棕色的眼

睛，多么美的眼睛”时……

后来考文已经是船上的高级工程师了，这是仅次

于船长的职务。他在市中心买了宽敞的房子供妈妈

怡和艺文

头



和妹妹居住，他也有了更多时间和自由来安排自己的

行程。

考文旅行的脚步越来越远，除了相机他也拥有了

摄影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登上了金字塔，还

去了西班牙斗牛场、泰姬陵、长城……七十七岁时他第

二次登上南极，通常情况下，他也还是给自己写着明信

片，他对自己说，有时候你要站在阴影里，才能真正体

会到周围景致的美妙……

  2001年，九十岁的考文去世，终生未婚，彼时他

的直系亲属，亦都不在人世了，也没有其他亲人参加

他的葬礼。

作为他遗产继承人的姨妈，住在纽约，平时与考文

并不熟悉，处理了他遗留的物品，包括那些胶片，记载

了考文一生流离时光的胶片。

也因了这些流落到跳蚤市场的胶片，有了后来《冰

山的阴影》这样一部纪录片。

青年考文

光影的闪动里，镜头的变幻中，一个在世时默默无

闻并不被多少人注意的男人，就那么鲜活生动地立在

了观者面前。

极致的孤独，是许多通过纪录片了解考文的人，

给他打上的标签，这里面未免有主观的感情色彩在，

亦隐含了同情与怜悯，这未必是考文愿意接受的。而

即便孤独，谁又说这样的孤独，不是从内心出发，以

始终清醒的姿态，对自己的认清与尊重呢？

也没有谁规定人来到这世上，就一定要成家立业

生儿育女一定要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貌合神离的感

情、硝烟弥漫抑或死水般沉寂的婚姻，又能比一个人

的孤独，幸福到哪里。

而我们始终都不是考文自己，他的冷暖，终也是

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知晓，而我总感觉考文一生，比

许多人要活得勇敢，活得真实。生存的意义没有统一

的标杆，但又有多少人，自始至终，能够坚守梦想，坚

守灵魂的通透与纯粹，不违心地走着。

老年考文

纪录片末尾，导演如是说：“也许我永远不会理

解，为什么你去旅行和见识新事物还有去捕捉的欲

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你几乎抵达了星际，但有件事我

是确定的：即使你从没有遇上那个对的人，但你找到

了此生追求的事物。”

考文临去世前六个月，又开始研究航空天文知识

了，对他来说，远方总是唾手可得的真实，即便脚步

不能挪动了，心还能随时抵达。无尽的思考追求与探

索带给考文精神的充盈与满足，生命也借此变得立

体与厚重，正如旅行带给考文的感知，“一个周六早

晨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了甲板上，看到太阳从远处的

海岸线上升起，在一公里外的半山腰上点亮了整个

城市，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在空气和眼前的景色中出

现了一种奇怪的氛围——此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抵达

了另一个世界。”

 没有多少人理解又怎样，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又

怎样，孤单的只是身影，当他在心里点亮一盏守住原

乡的灯，他已经是自己的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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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年前的今天，即1988年5月10

日，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病逝北

京，享年86岁。离世后数月，世界文化界即

有传言，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决定颁

授给他，但因诺奖只颁给在世者，“全球第

一个中文得奖作家”的荣衔失之交臂。沈

从文于是成了“诺奖之谜”。

直至2000年，高行健获

诺奖后，瑞典学院的汉学家院

士马悦然在香港《明报月刊》

上披露，1987和88年沈从文

都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

中，1988年更是大热门。但当

马悦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询问沈从文近况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来

没听说过这个人”。

得知沈从文已经过世，马悦然仍锲而

不舍，试图劝说评审委员会破例把奖追

颁给他。最后上诉无效，马悦然哭着离开

会场。

诺奖之谜外，沈从文给文学界留下的

另一个谜团，是1949年后他便不写小说

了，晚年专注考古学术研究。尽管，马悦

然认为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也是一

部精彩的长篇小说，但他包括近300万字

的小说等文学作品，都是在1940年代结

束以前发表的。

另外一点逸事是抗战期间他在西南

联大任教，当大学要提升他为教授时，因

学历问题曾遭受某些师生的反对。1902

年底生于湖南省凤凰县的沈从文，军人

世家，15岁未满即厕身行伍，浪迹湘、鄂、

川、黔边境。及后得五四运动启发，到北

京大学旁听文学课。再南下上海，创办文

学期刊，写作，并开始教学。沈从文身上，

的确只有一张高小文凭。

时局变更之际及早“封笔”

关于沈从文“封笔”之谜，有个“中国

人性的小庙：说 沈从文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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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2008年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武汉年轻

学者眉睫从民国时代的《中央周刊》中，

发现1948年9月沈从文致该刊主编刘光炎

的一封57字短信，说自己因杂事忙乱，文

章一时恐无从缴卷。这是一封佚函，在中

国国内出版的两个沈从文全集以及《沈从

文年谱》中皆无收录。

按《中央周刊》是国民党党刊，时评

之外也发表一些文史作品，最后在重庆出

版。此信发表不到两个月，杂志便停刊了，

刘光炎飞去台湾。从信中看，沈从文应常

在周刊中发表文章，而到了1948年9月，他

也未打算搁笔。直到同年12月31日，他在写

给朋友的条幅中才题下了“封笔试纸”的落

款，表明心意。接着1949年1月和3月，沈从

文曾两度自杀未遂。

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认为，“致

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

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等定

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

动派而活动着。”   

这也要远溯到1931年与1938年沈从文

的文章，其中提到：“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

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

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

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

处所。”（《论中国创作小说》）

小说到底应描写人性，还是鼓吹“进

步”？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不是个文艺

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国要人

的一纸檄文，不啻宣判沈从文创作上的死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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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急流勇退”的沈从文，

避免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

作家老舍等的悲惨命运，终能颐养

天年。但有文章指出，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历次汹涌的政治运动，

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使他一度陷

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不断念叨着 

“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妻子

张兆和泪眼以对。

多年来，他也一直保持极度的低

调。甚至在一次会议上被邀请作几

句礼节性的发言时，只说道，“我不

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然后又

有“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之言，

充分显示作家心中的沉痛。 

沈从文作品，也道路崎岖。1953

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

时”，他的书尽数销毁，毕生心血化

为纸浆。尽管在三十年后，因中国 

“改革开放”作品再度出版，学者

王润华却在《沈从文小说理论与作

品新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文集中指出，新版中发现的政

治删改、文章审查等做法，对沈从

文的小说造成极大的破坏与曲解。

《边城》温暖了北大荒囚人

除王润华外，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彭小妍，还有夏志清、王

德威等大师，都作过很有分量的沈

从文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文

只想交代笔者如何“遇见”沈从文，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想法与感受。

年前从本地草根书室购得的一

本《边城》（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年），是至今我仍视为珍宝的好书。

出版社联系上沈从文遗孀张兆和女

士，他们的两位公子，出版界、美术

界的相关人士，找回开明书局最早

两个版本的《边城》付印。同时也

请了画家雷骧画插图，摄影家到凤

凰茶峒采集资料与拍照，让读者对

小说背景有个“立体”的认识。湖

南全省住着41个民族，包括汉族、

苗族、土家族等，沈从文的大家庭

里以上三族的血缘都有。

述说渡船女孩翠翠、她爷爷与

一头黄狗故事的《边城》，是沈从

文的代表作，曾拍成电影。从书中

的出版预告上看，《边城》是台湾商

务印书馆“文学plus+1”系列的第一

本，也是系列中唯一的中文书。其他

书籍，是《金银岛》《汤姆历险记》 

《环游世界八十天》等。换句话说，

沈从文的《边城》，是当作世界经典

加以推崇的。

书中附有沈从文写于1934和

1948年的两篇题记，表明了作家的

心迹。他说：“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

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

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

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

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

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

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

处与坏处’的人去看”，让他们知道

这“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

现年97高龄的学者翻译家巫宁

坤在美国著作的文集《孤琴》中，有

段关于《边城》的感人描述。巫先

生五十年代初回中国任教后不久，

便被打为“极右分子”，批斗廿二

年，九死一生，后获“平反”，1982

年返回美国教学与定居。他的《一

滴泪》与《孤琴》，是浩劫幸存者的

时代见证。

巫宁坤在西南联大时期便遇上

沈从文，沈是中文系教授，巫是外

文系新生。但相识了之后，爱上了 

《边城》，也爱上了它的作者：“他

那淳朴的湖南口音仿佛和那边城的

溪流一样清澈见底。”而后在1958

年，巫宁坤中了“阳谋”的暗算，远

戌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在众多难友

之中，有个姓邓的青年人曾在北京

师大受教于沈公，囊中带有几本他

的著作。

每 逢 两 三 周 一 次 的“ 大 礼 

拜”，难友们都在蒙头大睡或打扑

克时，小邓就带上他那本又破又黑

的《边城》，与巫宁坤到小兴凯湖

人性的小庙：说 沈从文 沈从文与张兆和：师生恋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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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一章接

一章朗读。

“我终于明白了沈从文那淳朴

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巫宁坤

写道。“此时此地，他那透明烛照

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

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 

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

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小说人物的内蕴与生命力

为了查找沈从文资料，在网上

翻到一位台湾高中女生，在老师督

导下所作关于小说《萧萧》的论文，

存于pdf中，读之惊喜不已。论文启

发了我：好的文学，是不会“内容过

时”的。喜爱的人，也跨越时空，跨

越年龄层。

《萧萧》是一篇接近8000字的

短小说，但内涵丰富，1986年，北

京电影学院把它拍成影片《湘女萧

萧》，由谢飞、乌兰导演。遥想影片

拍成之时，原著作家仍然在世，片子

的开头字幕是他的语录：“我只造

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

小说中的萧萧是民国初年，湖南

西部山区一个十二岁的童养媳，小丈

夫是个断奶不久的小不点儿。虽然

村子里常有城中的女学生经过，萧

萧也希望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念头渐渐被现实打磨消退。

萧萧长到十八岁时，体态丰盈，

麦黄四月，会说会笑会唱歌的长工

花狗“诱她做坏事情”，怀了身孕。

此时，村子里一个寡妇被发现“偷

汉子”，按照规矩，村人把她衣服剥

光沉潭。“奸夫”铁匠的两条腿被打

断。惊吓之下，花狗逃跑了，萧萧想

自我流产不遂，把麟儿生了下来。

小说结束时，萧萧的孩子牛儿长到

十二岁，她已跟小丈夫拜堂了，能当

家作主。这天村子里唢呐喧嚣：萧

萧为牛儿也娶了个童养媳。

影片忠于原著，只是由于电影须

靠影像传达信息，所以把花狗和萧

萧“做坏事情”的过程，以及寡妇

沉潭的细节，由原著的文字描写或

口述段落拍成具体的画面。据中国

网上一些观众反映，当年，本片成了

他们的“性启蒙”。曾经来过新加坡

开讲的谢飞老师，其实是位著名的 

“人文导演”。《湘女萧萧》是一部

打破禁忌之作，当时深获国内外好

评，成为银幕经典。

左翼评论家或许认为，萧萧这

样的人物，没有觉悟也不会反抗，

太不够“政治正确”了。但时下一些

接触外界较多的中国网民，其实已

不吃这一套，反驳中，有人还调侃

说，思想进步又会抗争的女孩，就

不会是萧萧了，而是萧红。我们也

不妨引申，她也不是个淳朴天真追

求爱情的湘女呀，而是苦大仇深的

白毛女！

沈从文说，“这世界上或有在

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他要做的，是选山

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

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

的理想建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希

腊神庙。其中道理，笔者可以作证。

1994年，我在伦敦英国广播

电台BBC约满，准备赋归回新时，

遇到了《湘女萧萧》的女主角娜仁

花。那时她大概是33岁，在伦敦以

外Beaconsfield地方设立的“国立

影视学院”进修电影硕士课程。写

过来的汉字看起来怪怪的，恍然大

悟，娜仁花是个蒙族姑娘，不能用

汉族的眼光看她。

娜仁花看来与我们中文台的一

位年轻同事谈恋爱，爱屋及乌，她也

送我票到伦敦电影中心看她的毕业

作品，一部禅味浓厚的短片。我想，

一个初出茅庐的蒙族姑娘，到北京

学电影并主演了深获好评的影片，

现又到英国来进修，有那么好的成

绩，她的精神力量从哪里来？是靠 

“进步”理论所启迪，还是慷慨激

昂的抗争口号？

诚然，那是在坚实基础上塑造

的小说人物，给读者展现了无穷的

内蕴与生命力。连演绎这个人物的

艺术工作者，也深受感染。难怪学

者巫宁坤说，沈从文始终是个与名

利无缘的“乡巴佬”。没有诺贝尔奖

的光环，《边城》将以它自身的光和

热永放异彩。

作者为前媒体人、特约撰稿人

诚然，那是在坚实基础上塑造的小说人物，给读者展现了无穷的
内蕴与生命力。连演绎这个人物的艺术工作者，也深受感染。难怪
学者巫宁坤说，沈从文始终是个与名利无缘的“乡巴佬”。没有诺贝
尔奖的光环，《边城》将以它自身的光和热永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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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王虹宇

依

稀

故

乡

怡和天地

童 年隐隐，在那仿佛已飘渺遥远，却

凝神之间又清晰浮现的记忆里，总

有一抹芳雅的清香，萦绕了再萦绕，氤氲委

婉淡淡不散去。

依稀回望的眼底眉间，总见八九岁的

小伙伴那极力踮起的脚尖，直直高举的胳

膊，长长竹竿上一只铁钩伸进繁花盛开的

春日，于蓊葱的槐树枝头钩下雪白的槐花

串串。随着响亮的折枝声，急坠而下的槐枝

一落地，四围巴望的一小群便拥跑而上，各

自抢了吮那花蕊清甜。而我，却一直站在圈

外，并不全然为背上有沉甸的弟弟，或许心

上也以为朵朵青心，若未吮吸反更悠长。

某个微雨之后的早清晨，是工作之后

偶尔心血来潮，背起行囊想回四小时火车

远方的家。清晨街巷无人，却有清雅湿润

的芳香四溢，举头望原来是青白新嫩的槐

花盛放，那一路脚步轻盈的惊诧欢娱。不

久便有了，街边槐树下小小的裁缝摊位，软

皮尺围腰量，一尺九或者二尺写在单上，松

紧之间一寸之差，耳边听来却有一半芬芳一

半枯萎的天差地别。纯白真丝衬衣，翠绿

直筒长裙，那惹了整个夏天的风里招摇。

同样是在槐树下，如果思乡最终也成

为一种遥远的舌尖。是的，从大范围的故

乡角度，北中国某小城槐茂酱菜的商标就

是一棵虬郁粗壮的百年芳槐。那一种精腌

酱制浓醇馥香，可惜梁实秋先生不解槐情，

《雅舍谈吃》里只与北平的大腌萝卜棺材

板来比咸，殊不知以晨间清粥，浓清互摄

齿舌深利的心念慰籍，自是彼时一种寻常

日月，此时一番如梦诧讶。

而如梦诧讶里永远

定格停驻了的，依然还

是北京大学南门一进右

手边，芳华写满青砖的

教育学院前，萧疏错落

隽秀挺拔的那一棵棵，

那是记忆 里最美的芳

槐。再看一眼旧照片，

那槐荫遮掩的长窗下，

宛然正立着微笑娴娴的

伍宝笙与蔺燕梅。而北

京也真是有情节的城市，这些年来即使不

小心将行囊背得更遥远，隔绝更无方，也

一直以为自己还年轻，不敢说乡愁沉重。

可是那些暗夜里奔腾流淌的滔滔，宁

静里将心回眸的凝望，宛如一种古老的定

义，千万个日子滤过，所有思绪情怀精神饥

饿，成了精似的猖狂念想，那一怀槐念，

聊斋魔法一般幻化作丝丝缕缕亘古缠绕

的昨日茵茵，又应该又能够唤作什么呢？

茵
茵

芳
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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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父曾说在那一场运动之前，

全村庄所有的田地梨园都

是我家的。懵懂小女孩最初的理解

能力里，田地又能算做什么，她真

心可惜的是四野梨园，更确切说是

雪白梨园花海罢了。中学时候她写

了一篇凭空臆想的小说 - 那时候同

桌正借她偷读亦舒的《香雪海》，

她想香雪海有什么稀奇呢，于是仿

亦舒写了一间案上有静幽梨花的新

房，起笔第一句“她嫁与他时……”

一向宠她，喜欢在她日记周记

段脚字行之间龙飞凤舞写满评语的

语文老师，唯独这一篇只字不写。也

许是太过幼稚的缘故吧，她有时会

想，却也不问，即使后来毕业了工

作了，亦师亦友可以谈格局天下时

候，也未曾问，反而喜欢那凭空留

下的一篇雪白。她启程漂流时，那

些多年的周记日记本子是必带的无

选择，不想如第二个命般飘洋过海

的随身而来，却终至于挤迫得无处

安放而遗失在异国他乡，那是痛心

疾首，从此心上空出那么大片无从

弥补的白茫茫。

白茫茫也正是梨花盛放的春上

故乡，这里那里找不到哪是最先盛

放的第一树，第一树上最先绽开的

第一枝，第一枝里最先抿唇的第一

蕊。总之，就是那么一夜梦醒昨宵

今晨之间，已是田野接田野村落连

村落，淹没在天地乾坤连绵不绝恣

意绽放的雪白汪洋里。置身任一处

四野梨园，一排排一行行一抱几抱

的茁壮老树蓬勃伸展了美轮美奂的

如云花冠，自然狂野的浩大生命力

瑰丽葳蕤在一树树一簇簇一朵朵

一瓣瓣醉人的雪白里。

隐隐在心里一直以为普天之下

任选一处拍摄婚纱的所在，一定是

故乡的梨园，雪白花海里雪浪如潮，

春风吹起新娘雪白头纱含笑一回眸

的飘渺绝美，无法逾越的定格。童

年时节没有亦不知这世界上还有所

谓婚纱之事，然而梨园之间烂漫奔

跑追逐，小小身形背影远眺仰望每

一步停驻起步，每一寸似有若无隐

隐的心事种种，对花朵美丽的平白

感叹，对天边之外的好奇凝惑，哪

怕只是那么一秒钟的思绪，就都当

作如处子新娘般的曾经吧。而世间

的花朵，或如梅兰菊荷或旷野平凡

皆姹紫嫣红缤纷灿烂，梨花却只是

一径雪白再找不到别的颜色，所以

也总私下里将她作了花里的新娘。

那一年钟晓阳《停车暂借问》读

到爽然陪伴宁静去砍梨花，写“那

是一个小山丘，丘上树树梨花白，

风里剔剔抖抖，一天的银灿灿，俯

瞅下去是畦浅的绿田，真是春意烂

漫。爽然攀上他中意的那一棵，一斧

一斧砍着一枝树丫杈，她仰首望着，

阳光一阵阵扎眼睛，她以手作瞻，眯

着眼仍在看。密密繁繁的白瓣间有

他的黑发，他的衣衫，他的手势，他

的声音，那么高高在上，高与天齐，

她愈望愈不可及。”写回程时候爽

怡和天地

梨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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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把砍下来的梨枝扛在肩上两个人

并肩走，穿行一路上的触景生情，宁

静忽然想着将来要为他生个孩子，

那真是一段逼人泪的文字，人世间

越是心里烈着愈不可及的故事，故

事内外都梨花带雨。

常常听人说起梨花带雨，自己却

不大敢用，有时候会在心里问，有多

少人真的立在枝前见过梨花带雨的

美。花开花谢，花开多繁盛花谢多

隆重，在风前千瓣亿瓣急雨般地索

索飘落，从染白枝头到染白大地，

或者整个时空都凝止了只为衬托一

瓣几瓣，自枝头盈盈而下那短暂又

悠长的婉转妙曼，圣洁如仙境的梨

园为繁花坠落呈现一场又一场的神

圣祭礼。不晓得春雨是否为花谢泪

滴，打落雪瓣铺地一层层，又在蕊间

晶莹滚动一重重，绝俗的清丽，洗礼

的娇滴，舍身而去，才闻到沁满水露

的香冽淋心。

花事了了，花落果成。梨园一

派青色，花开时节藏在雪白花朝之

下的绿叶子成了主角，一片片新抽

生长绿腊般的美，这一刻想到那曲 

《绿袖子》，绿袖子下面掩盖着一

串串一颗颗翡翠如珠的小小生梨。

生梨一日日，待到需防人偷窃的半

黄熟时月，某某改革之后，归公的

梨园再划分给各家各户，母亲亦分

得三五七棵，她常常凌晨时分把我

唤醒命去看一看是否有人偷梨子

了。那是星月下还未全醒深浅一路

极其惊怕的行程，直带起半村犬

吠，野外老梨树黑魁的树影下惺惺

转过一圈再回来续梦。今日想来若

真的有人正偷窃，反倒是真正的危

险了，但母亲让去从来没想过不。

浓香的梨熟节月，酒酿的秋色

里卸梨子也有酒酿的欢怡，以及载

到市集出卖的新趣。八九岁的小姑

娘，喧闹市集上就地摆摊，满满心

上只除了怯懦。母亲已经嘱咐好了

最低价格，她络绎拒绝的人很多，不

过对面远远人流里有个戴眼镜的青

年，白净脸色整齐衣衫，那么与众不

同，显然是念了很多书的。而那青年

竟然就向着她走过来，斯斯文文地

笑着，半蹲下来问价钱，眼光在镜

片后面闪啊闪。她的心没在梨子上，

有一点傻傻发呆，他还的价钱比母

亲指定的要低一些，但她却没有说

不，同样斯斯文文地微笑着，戴眼

镜的年轻人放下钱便卷进人流里。

那时候的她，还不晓得“大学

生”这个名词，但那青年似乎为她曾

经小小身影伫立梨园里对天边之外

的好奇凝惑给出了答案，她知道自

己将来也要成为如此那般斯斯文

文的模样。只是追寻远方的梦里，

越来越远离了那么美的梨园。因为

远离，所以珍惜，越是远离，越成了

心上无法触碰的绝色。远离千里，

中学时写作文，老师一字一句指导

了去参加比赛，自己知道选不上，

因为没能力写出那么真的美丽。远

离万里，文字寄不到岸的笔画，又

是三月春来，北中国冰融春水、绿

芽新抽时节，所有记忆中的芳槐、

桐花、蒹葭、梨花带雨又都将盛事

无垠铺展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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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两年常看到中国天眼的报

道，不禁好 奇，我哪一天

能走近它？想不到今年4月竟有机

会在爬了700多个木梯级后，站在

世界最大的观景台上，把它全看个 

“清楚”——那天早上，天气晴朗，

山谷视线透明，即使要数数它是否

由4450块反射面板组成似乎也有

可能。

我们乘车从贵阳出发，三小时

就抵达天眼所在的平塘县。天眼的

确实位置是：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

大窝凼，海拔710米。平塘县隶属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能听到月球手机讲话

天眼，号称世界现役口径最大的

美
丽
的
科
学
风
景

射电望远镜，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资料说，它可以接收137亿光年的无

线电波信号，聆听来自太空、甚至宇

宙边缘的声音，可用于民用、军用和

国防科研。为了更好说明天眼的威

力，科学家举例说：“即使你在月

球上使用手机讲悄悄话，天眼也能 

‘听’得一清二楚。”我想它就是

神话里的顺风耳，今日前来现身说

法。   

资料还指出，20世纪60年代四

大天文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

射、类星体、脉冲星和星际分子，

都是利用射电望远镜观测的。这些

天文发现，有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

宇宙的物理本质和更深入了解宇宙

间生命发生的适宜条件。

╱ 文  :  邹文学

贵
州
天
眼

怡和天地

平塘天眼（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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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团有位热心阅读科学资料

的团友指出，以前只有欧美科学家

能凭着射电望远镜解释天文现象

如暗物质和暗能量，其他国家的科

学家包括中国科学家，要使用他们

的设备不仅困难，每次使用更以小

时计算。

500米口径的天眼，与号称地面

最大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

相比，灵敏度提高约10倍；也比美

国阿雷西博305米望远镜的综合性

能提高约10倍。中国在这之前拥有

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30米。

不会造成辐射伤害

我乐于参观天眼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这款望远镜是被动的接收微

弱的宇宙电磁信号，自身不会产生

强大的辐射，对人不会造成任何伤

害，只是害怕遭受周边手机信号的

干扰。所以，一到天眼接待中心，

导游就把我们的手机、数码相机、

手表、手环、打火机、充电宝、钥匙

和充电器等电子产品全“没收“，

她说省得检查时还得临时办理储

存手续。

经过又一次的检查，我们坐上

景区巴士，绕着山路终于在20分钟

后来到观景台下。这里建的登山木

梯，宽大，踏上去足底有弹性，比起

一般的石头或水泥梯级好走得多。

上到观景台，人们昵称的银色大

锅盖就竖立在数十米外的山谷下，

一览无遗。这大锅盖可是中国科学

家南仁东对中国也是对全人类作出

的伟大贡献。

具有浪漫主义情怀

南仁东在1994年提出这个宏

愿：中国要拥有一台符合科学发展

需求的射电望远镜。他说：“作为天

文学家，便要有天大的想法。”他先

花了十三年时间选择建造地点和进

行筹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建设

工程从2011年开始，2016年完成。

我们可以理解建造这个没有先

例的巨型射电望远镜，科学家须要

克服多少科学和工程上的难题，而

且这必然是须要动员最少几千人的

知识力量和付出巨额劳动力，才能

完成的耗资不菲的艰巨工程。

我俯瞰天眼之余也环顾四周，

察觉这里的风景尤其秀丽，远近少

说便有几百座山峰拱卫着它，也像

在呵护着它，有如天神在保护着天

的眼睛。天眼的位置果然得天独

厚，南仁东当年便赞曰：“这里是

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挑出来的，

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宝地，最能保护

好天眼不受电磁波干扰。”

关于南仁东的介绍，最叫我感

动的不是他舍弃国外优渥待遇的选

择，不是他坚韧不拔的工作态度，不

是他勇于实现理想的精神，而是他

多次提及的对贵州四千万各族人民

的关怀。显然，他所付出的一切努

力和牺牲，还是与国家及人民的福

祉牵扯在一起的。

在亲友们的回忆里，南仁东还

是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科学家，

饱含满族的文化底蕴，是位多才多

艺的文学、绘画、书法和音乐的爱好

者，能谱曲，写得一手好字，还是运

动健将，善于游泳和滑冰。

南仁东于2017年9月病逝，享

年72岁。

贵州军工业重地

二十多年前我首次游贵州，出

身军旅的导游透露，中国有不少军

工厂建在贵州山沟沟里。这回我们

在贵州境内奔跑，所见仍是山连着

山，再次唤起我对这个地无三尺平

地方的回忆。

回来后我翻阅报道，果然提及

贵州是中国军工业绕不开的一个宝

地。原来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

国十万大军便开赴黔中，拉开了战

略后方建设的序幕。历经五十余年

的建设，贵州的军工业已逐渐步入

正轨，形成了以航空、航天、电子和

航空发动机四大板块为主要力量的

国防科研生产体系。这里的科技创

新能力已大幅增强、战略地位进一

步提升。天眼这个大锅盖，今天能

在山洼里撑开，显然是由许多高端

科学工艺把它托起来的。

中国军工业选择在贵州发展，与

贵州地形的特殊性应有密切关系。

天眼景区已是富有特色的山水

与科技奇观交融的旅游项目。有

兴趣者最好能安排在那里先住一

晚——星辰天缘大酒店是一个不

错选择，第二天就可以先花点时间

在这里的天文科学文化园里临时

恶补天体宇宙的知识，观看一些科

学影片，体验一些科学试验，然后

才放松心情，上山瞻仰那群山怀里

拱着的大宝石。

据说在天眼竣工落成的当天，

南仁东曾站在圈梁上，望着“初长

成”的大望远镜憨厚地笑着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

景。”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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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了芭蕾舞学校，音乐学校，美

术学校，哈尔滨工科技术学校（现

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20年至

1930年前后，哈尔滨已经是蜚声世

界的国际都市了，被誉为“东方小巴 

黎”。由于中苏政府反目为仇，1960

年前后，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被迫离

开了这个第二故乡，大部分去了澳大

利亚，也有一部分人去了其他国家。

然而，100年前他们带来的西方文明

和艺术，却留在了哈尔滨。

音乐沙龙来了两位新加坡客人

在乐曲中间休息时，从雕刻的木

质楼梯走上来两位陌生的客人。他

们被邀请入座后四重奏也开始了下

一个乐章。演奏结束了，我走近一眼

看上去就不是本地人的二位客人。

我们愉快地聊了起来。他们是林姓

夫妇，来自新加坡，两个孩子在美

国学习音乐后留在外国乐团。先生

满面笑容，他说听见音乐声冒昧闯

进来，太唐突不好意思。太太也在

谈话的适当间隙插进几句。他们是

在一楼听到了楼上的演奏，寻声而

来。为了不打扰，在楼梯转弯处站

了许久，静听音乐。我们真心想留

下二位远方的客人一起进入宴会用

餐，他们客气的谢辞了，说还有其他

事。他们离开后，一些沙龙的朋友仍

然在谈论着刚才的邂逅。

怡和天地

五 月五日，北方的冰雪之城哈

尔滨，丁香花已经开了，空气

中飘浮着质朴又令人欢悦的香味。

这时，在这座城市里一家名叫“露西

亚西餐厅”的二楼，正在举行“露西

亚丁香时节音乐沙龙演奏会”。这是

一个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装饰风格的

实木雕刻的空间，不同寻常的华丽，

满满的艺术气息。三十几位宾客悄无

声息的倾听着弦乐四重奏的演奏，深

深地沉入到感动中。  

哈尔滨的西方文明与艺术传承

1898年俄国和清国签订修建 

“东清铁路”（即清国东省铁路）协

议，后称“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到

绥芬河的路段，中间是哈尔滨，再由

哈尔滨到大连（旅大）。那时来了许

多俄国人和欧洲其它国家的人们在

哈尔滨办企业做贸易。1910年时，

哈尔滨已经在世界上有了名气。俄

国“十月暴动”推翻沙皇政权。1918

年7月17日，秘密处死沙皇尼古拉二

世一家人之后，大批被称为“白俄”

的俄国上流社会达官显贵及艺术家

逃亡到哈尔滨。仅在1923年逃亡到

哈尔滨的俄国难民就超过了三十万

人。随之不久，有几万人离开哈尔

滨去了其它国家，也有的去了上海，

香港，台湾和日本。早在1900年哈

尔滨就有了俄国人管弦乐团，随之

赤道 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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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两位赤道

近旁的客人又来到“露西亚”。他送

给我两本装帧设计都十分精美的杂

志《怡和世纪》。里面第一页写上了

他的联系资料。他买了一本我的小

说集《哈尔滨的忧伤》，我应邀为

他签了名字。他们仍旧是舒缓而坦

率地和我聊着许多方面的事。总在

重复： 

“看到了这样美的房间，又听到

了那么好的音乐，真是令人感动。”

想起了我的新加坡印象

我想起了1996年第一次去新

加坡时的印象。那是一个花园的国

家，居住着大多是华人的后裔。在

这个不大的国家里，生活着来自马

来西亚，印度等南亚的人们，也生

活着欧洲的人们。大家相互恭谦有

礼。我想起了小说家毛姆所写的新

加坡和那些殖民地时期发生在南

亚的故事。我曾在莱佛士酒店毛姆

曾经住过写作过的房间参观，在海

边的花园酒吧边喝着冷啤酒边听着

柳树和海浪的声音，也听过新加坡

交响乐团严谨精致的演出。那是一

个热带的国度，靠近赤道。在空气

中弥漫着多种花香的新加坡，人们

无论是什么肤色，都让我感到亲切

柔和、软软绵绵充满善意。他们语

音轻柔举止温和，与那里的气候一

样，感觉不到冷漠和粗鲁，让人易

生亲近。

2005年，收到了一位新加坡陌

生人的一张贺年卡，寄信人姓李。

他的文句典雅重礼，似民国初期的

学者斯文，一位有着良好学养的绅

士。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每年春节

保持着这种联系。2009年李先生

来中国参加一个邀请的活动，顺便

来到哈尔滨，只有一夜宿泊。我去

他的酒店见了面，并开车一起来到

了“露西亚”西餐厅，喝着咖啡，聊

了许多我们感兴趣的事。

请代哈尔滨问一声新加坡好

由于和沙龙演奏会邂逅的两位

第二次见面也是没有事先约定，那

天下午两点又要参加一个澳大利

亚来的原哈尔滨俄侨的签名售书仪

式，不得不匆匆与他们分手。我请

他回去后给李先生打个电话，只是

问好。我认为他们晚上会再来的，

但是他们没有再来。

新加坡，对我们寒带北方人来

说，真是遥远又不熟悉的地方。新

加坡在赤道近旁，地球自转一周24

小时，新加坡行程40,076公里。而

北纬45°的哈尔滨仅仅2.8万公里。

如果站在北极点上朝着一个方向看

去，那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

哈尔滨和新加坡直线距离约

5400公里。哈尔滨最低温度会达

到零下42℃左右。而新加坡一年没

有四季，气温在23℃—35℃左右。

北方寒带的哈尔滨，与赤道近

旁的新加坡是这样不同。我们如果

不去新加坡，甚至想象不出她热带

地域的样子。如果不是在冬天来哈

尔滨，新加坡人也许体会不到这里

的寒冷。然而在5月，在“露西亚丁

香时节音乐沙龙”演奏会上，走来

了新加坡人。

不必多说，新加坡和哈尔滨各

有各自的美丽。后来又去过一次新

加坡，只待了五天。美丽的景色只

要看照片看录像都可以回忆起来，

而新加坡让我感受最生动最深刻

的，是那里的人们给我留下的印象。

这个印象很抽象，不能用某人或某

事来简单说明。那里的人们天性友

善温和，心地纯净善于和你结识。

在哈尔滨的寒冬严酷的天气

里，从新加坡热带国度来的人们，

如果你无意走进了露西亚，一定会

有人对你说：请进来喝一杯热咖啡

暖和一下吧。

哦，还有，请林先生代哈尔滨问

一声：新加坡你好。

作者为中国作家，建筑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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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宋  铭

天
还在挣扎着发白，渔码头已经苏醒。迷蒙的海口，渔火由远而

近，马达声愈来愈响, 一艘又一艘的渔船朝向码头驶来。码头

開始喧嚣，人声鼎沸。河两岸的生命都惊醒了，开始一天的生活。

一箩一箱的鱼鲜从船仓吊上码头，在搬运工人的吆喝声中抬上罗里。

近处的巴刹，熙熙攘攘，热闹喧嚣。两岸的犬声狺狺，相互对呛，把整个

黎明的静谧捣碎。闻腥的猫只，喵喵叫个不停，伺机而动，叼走工人来不

及捡起的鲜鱼，骂声此起彼伏。

挑担来购买鱼鲜的妇女，声音可大了。有的在讨价还价，有的四处张

望，寻找捕鱼归来的丈夫或是儿子，焦虑的，欣慰的脸，四处可见。苏醒

的渔乡码头，生机勃勃。

满载而归的渔民踏着铁马，走在崎岖泥泞的村径上。风笑着吹拂，

高高的椰树婆娑起舞，炊烟漫舞于树梢间。

早晨，从苏醒回归宁静，渔码头闭目休息，期待另一个黎明。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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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加里曼丹的卡布士河（邹文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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