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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价格自去年起连续四个

“居者有其屋”政策的奠基是

政府组屋翻新、转售市场的贷款条

季度上扬，7月初政府立即

人民行动党上台时所标榜的社会主

例放宽与资产增值的由上而下的措

出面灭 火，新一轮降温措施震惊

义理想。建屋局开始售屋时，售价

施，组屋翻新甚至成为争取选票的

各界。市场大感意外，发展商高调

根据购屋者的经济能力而定，地价

手段。与此同时，政府定期的售地

抨击，认为不给市场自我调节的机

显然没有计算在内。最初以月薪不

计划也让私人发展商为崛起的中产

会，将在中长期对市场行为产生扭

超过800元的公民为对象，为买者

阶级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政联

曲效应。媒体和学界则对发展商的

提供低利息贷款，分期付款低于当

公司大举进军房地产，外来发展商

反应不以为然，认为市场累积了可

时住房月租的市场水平。从1968年

也开始进来。房地产一枝独秀，把

观的未售出单位，集体出售的热潮

起，政府允许人们动用公积金存款

未来寄托于房地产的人举目皆是。

增加了风险，面对利率上升的趋势

购买组屋，大大提高居民的购买力，

与国际经贸的动荡不安，政府及时

致使政府可以从容清理陋屋区，
“居

行动有理。

者有其屋”的政绩举世瞩目。

超高的公积金缴交率，为房地
产市场制造了难以满足的需求，即
是投资，也似投机，房价反映不了供

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看似也有硬

自上世纪50年代起，私宅陆续

求之间的平衡。过度的钱流入房地

道理，私宅市场不可能脱离组屋市

出现，建国后私宅市场随经济的起

产，新加坡形成了一个“有资产但无

场独领风骚。新降温措施更为深层

飞起舞。1981年起，公积金制度进

现金（asset rich and cash poor）”

的背景，或许就是一个与私宅市场

一步开放，允许人们动用存款购置

的社会。屋契回购计划最近被延伸

背道而驰的组屋市场。政府在2013

私宅。几十年来浮沉俯仰，不管是

至适用于各类组屋，倒是老龄化社

年颁布了针对永久居民的组屋转售

物竞天择还是机缘巧合，房地产造

会“变则通”的创举。

降温措施后，组屋市场的升势受到

就了新一代的富豪与中产阶级。

抑制，欲振乏力。组屋售价自2016

至于那些一直把房子想象为可

至今我国共有各类组屋百万间、

以世代相传的资产者，自去年就开

私宅30多万间，四百万的居民，可

始发酵的组屋99年地契回归论令

以说不存在住的问题。然而，房地

人困扰，致使总理不得不在国庆群

新降温措施进一步收紧了首次

产市场的气温变化依然那么牵动

众大会出面为组屋群体打气。不过

购屋者的贷款与估值比率顶限，显

人心，销售场所时不时人潮熙熙攘

不论是家居改进计划（HIP &HIPII）

然有意影响年轻一代的购买力，使

攘，原因不外就是住房的资产化、

还是自愿提早重建计划（VERS），

购兴从私宅市场转向组屋市场，从

商品化。

几十年后的事充满变数，听了也只

年下半年起连续下滑六个季度，与
私宅的走势形成反比。

而刺激组屋市场走出谷底。组屋市
场的群众基础是我国80%的居民，
私宅市场不过是少数的20%中产
群体逐鹿的场地，政府以大多数人
的利益为重无可厚非。

自上世纪90年代起，
“居者有
其屋”的政策在思维上有了变化。
从住房做为解决住的问题到住房
做为可以增值的资产，于是就有了

能是如是我闻，姑妄听之。
居有其所，安知未来，一个难掩
隐忧的局面。
林清如 • 总编辑
YIHE SHIJI Issue 3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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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山大火后重建，建造中的第一期组屋。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中
╱ 文  :  林清如

  
  

谢声远
林沛

国盛唐诗人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

城市化发展形成全球现象，由来已久。

破歌》，为大家所熟悉。该诗以诗

美国经济学家格拉泽（Edward Glaeser）

人亲身遭遇秋风破屋、大雨旋至的狼狈经

撰写《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历，针对安居，发出这样的感慨：
“安得广

City），其背景之一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

化步伐，自2000年代中期开始超越发达国

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家。当下，全球许多大城市，如纽约、伦敦、

千百年来，安居一事（也就是住房的问
题），的确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地居民，特别
是贫下阶层，新加坡也不例外。新加坡虽
有公共住房（组屋）百万间，如何纾解人
们由于屋龄老化而贬值或屋契到期的困
扰，成为今年国庆群众大会总理讲话的主
要关注点之一。

8 • 怡和世纪第三十七期

巴黎，如新加坡、香港、吉隆坡，更如上海、
北京，甚至当年杜甫茅舍所在的成都，无
不实现了“广厦千万间”，却未必当真做到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居住环境或条
件的改善，能不能普遍让人人受惠，住房的
建设发展是否维系着杜甫人文或人道关怀
的一丝基因，还是一个大问号。

二 战 后，新 加 坡 屋 荒 格 外严
峻，一度号称世界最大贫民窟。根
据1947年新加坡土地总监斯内特
（C W A Sennet）的报告，当时人
口940,756个，70%住在市区，平均
每18人共住一“家”，那个“家”可
能是货仓、店屋或工厂。改良信托局
从1947年起加快组屋（公共住房）
建设。从1947年到1959年，共建了
21,000个单位（分布在花拉公园、
中峇鲁、新世界、加冷、丹戎禺一
带）。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颁布了
屋租统制法令，规定凡在1947年就
已建好的屋子（包括亚答屋、锌板屋
等），屋主要起租金，必须先行取得
屋租统制局的批准。
1959年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人
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即刻面对民生
问题的两座大山：失业与屋荒。针
对前者，政府先是组织建国队，收容
大批失业者组成可随时出勤到全岛
各处执行任务的机动工作队伍，接
着推动工业化计划，辟设工业区、
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前来设厂。针

滨海盛景豪菀（Marina One）

从改良信托局到建屋发展局
应该说，解决 居民的住 房问
题，是任何政府必然面对，都在关
注和致力的民生课题。而新加坡对

“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演变及
住房问题的复杂化
形塑而成的独特性休戚相关。

对后者，政府1960年成立建屋发

居民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处理方

早在1927年，新加坡殖民地政

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式，曾经以其别具一格（即国家主导

府便成立“改良信托局”（Singa-

Board, HDB），取代改良信托局，

住房建设）的特点，令人刮目相看，

pore Improvement Trust, SIT），担

专职推动组屋建设计划。

是执政当局广受瞩目的政绩之一。

负城市规划、道路建设和城市一般

建屋发展局于1960年2月1日正

含住房在内的整体城市建设方略，

性改造的职责。1932年，因应住房

式运作，其成立宗旨是“为所有需

更成了新加坡服务业对外出口的一

短缺现象，该局也扩大承担为低入

要的人提供具有现代设施的体面

揽子拳头项目。这一些，当然与我

息者建盖公共住房的职务，但成效

住房”，并以在十年期间（1960–

们小国寡民、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不彰。在截至1941年的十年期间，

1970）建盖110,000个组屋单位为

考量及其他外部等因素，集体综合

建竣住房只得约2,000个单位。

初始目标。从1964年起，该局在“居
YIHE SHIJI Issue 3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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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山大火前木屋景观

1960年代初建的女皇镇组屋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者有其屋”计划下（“Home Own-

在他们儿子所要保卫的这个国家中

ership for the People” scheme）

占有利益。如果这些兵士的家庭没

1967年大巴窑卫星镇雏形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开始出售99年房契的组屋；当时以

有自己的房子，那他们很快就会认

月薪不超过800元的低收入者为销

定自己只是为保护有钱人的财产而

售对象，同时为买主提供低息住房

战。我相信，这种拥有感对我们这个

扭转了整个局面。火灾发生时，恰

抵押贷款，房贷每个月的分期付款，

缺乏共同历史深沉记忆的新社会，是

逢哈芝节，新加坡的公共假日。火

比当时月租市场水平还低。

至关重要的。

势起燃后失控，一直狂烧至第二天

新加坡管理 大学 教 授 潘淑莹
（Sock Yong Phang）认为，重温
已故 总 理李 光 耀 2 0 0 0 年的一段
讲话，也许是理解当年“居者有其
屋”政策背后政治与经济用心的最
佳途径：
我的当务之急，是让每一个公民
享有利益，使他们和国家及国家的前
途捆绑成一体。我要打造一个居者有
其屋的社会。我见过那些廉价出租
组屋如何无人理会、年久失修，也见
过拥有自身住房的屋主如何充满自豪
感。这样的强烈对照，使我坚信倘若
让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房子，这
个国家会变得更加稳定……我见过
大城市的选民往往在投票时反对政
府，因此决心要让居民拥有自己的
房子，否则我们不会有政治稳定。我
另一个重要的想法是，让那些儿子
要投身国民服役的所有父母，都能
10 • 怡和世纪第三十七期

河水山大火与土地征用

早上。在这场大火中，方圆约60英
亩的住宅区烧成废墟（面积相当于

说到新加坡特色的组屋建设，

34个足球场），2,800多所房子被

必然要提建屋发展局。至于在该局

毁，将近16,000人流离失所。刚刚

成立次年发生的河水山木屋区大

成立的建屋发展局此时成了“及时

规模火灾，以及大火后陆续开展的

雨”，大规模赶建组屋，挑起安置无

大面积土地征用，则是说组屋建设

家可归灾民的重担。

不能轻易绕过的历史大事——一条
回返事发现场的时间甬道。

1962年2月，在不到一年时间
内，河水山旧貌换新颜，16幢应急一

河水山木屋区是新加坡早年很

房式组屋在河水山建成；此外，有约

多低收入家庭的聚集地，当时新加

6,000名灾民先后被分配，安置到女

坡人口最密集的贫民窟。这些经济

皇镇、中峇鲁和圣迈克组屋区去。截

资源匮乏，在随意搭就木屋栖身的

至1967年，灾区共建起了12,562个

穷苦人家，据说当年对官方的建屋

组屋单位，河水山住宅区的改造基

计划存有许多疑虑，想必给政府整

本完成，4万多居民在这里实现了

顿、清理非法木屋区，规划、发展

“居者有其屋”。

“体面”住房的施政，带来不少障
碍，至 少让工作的开展 没有预 期
顺利。
1961年5月河水山大火，骤然

（插说一句：河水山大火时，正
值人民行动党执政党团因为马来
西亚合并计划的提出而面临分裂。
自治政府迅速处理了火灾的善后问

河水山大火场景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坡八成左右土地属于国有土地的

屋”计划下提供融资（提供买房首

局面，大大方便了官方基础设施、

期付款及按月摊还房贷的资金）的

新镇、工业区与市区重建等的规划

重要金融机构。

与落实。
题，为自己争取到不少政治资本。）
在新加坡组屋建设上，假如说
河水山大火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
突发事件，则土地征用可说是政府
为一举解决国家日后长期发展需要

公积金改制推高购买力
假如说，建屋发展局、相关建
筑贷款和土地政策，带来了新加坡
组 屋 建 设、住 房发 展在供 应面的

公积金普通户头的存款利息，
按本地银行一年期定存和储蓄利
息的加权平均数计息，最低年利不
少于2.5%；特别、保健与退休户头
按普通户头利息加1.5%。

转型，政府对中央公积金（Central

由建 屋发 展 局提供的组 屋贷

Provident Fund, CPF）制度所作

款，贷款顶限为组屋售价的90%，

新加坡自治前，约70%的土地

的调整，则从拓宽购买力着手，推动

贷款年限最长可达25年。贷款利率

属于私人土地。独立后诸多建国工

“居者有其屋”计 划下需求的增

随公积金普通户头存款利率，按加

程（含住房建设）正待如火如荼开

长。

收0.1%浮动。

而主动采取的强势举措。

展，于是有1966年的立法制定“土
地征用法令”（Land Acquisition
Act, LAA），取代殖民地时代原有
的土地征用条规（Land Acquisition
Ordinance, LAO）。新的立法，授权
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从公共发展需
要出发（覆盖任何居住、商业与工业
用途、教育与社会福利建设），对私
人土地采取强制征用手段。
根据该法令，政府在土地价格
还未随国家经济崛起升高前，大规
模以低廉价格强制征收私人土地。
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形成今天新加

公积金制度同样始于殖民地时

在这样的运作中，获准动用公

代。1955年殖民地政府设立公积

积金存款购买组屋的公积金持有

金，原本设计为供低收入阶层养老

人，可在承担0.1%利率差额的情况

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最初规定雇

下，利用强制储蓄（反正届满退休

主与雇员各缴付工资的5%存进公

年龄前领不出来）的公积金存款逐

积金户头，表现为某种强制储蓄）。

月支付贷款的应偿金额，不影响其

1968年9月公积金改制，允许户
头持有人动用公积金存款来购买组

日常开支，购置住房的能力、意愿或
心理需求，也因此随之攀高。

屋，同时大幅度调高公积金缴交率

（公积金的改制，随后呈现滚

（1984至1986年缴交率升至雇主

动式调整态势。譬如在动用存款的

与雇员各缴付工资25%的高峰，目前

规定上，从允许购买组屋，随后扩

正常缴交率分别是17%与20%）。改

大至其他类型的公共住房，再逐步

制后，中央公积金局成为“居者有其

扩大至私人房产，甚至向投资理财

YIHE SHIJI Issue 37 • 11

怡和专题

等领域开放。用款的放宽，某种程
度上为后来房产等的炒作添加了柴
火，这是后话。）
回顾“居者有其屋”政策出台初
始的1960年代。当年组屋的售价大
众化，如三房式改良型组屋（约750
平方英尺）售7,800元，深受普通
居民欢迎。当时一般小面积的单层
有地私人住房，售价在两三万元之
间，数量不多，一般人也无力购买。
政府通过建屋发展局兴建组屋，
逐步解决大众的住房需求，私人发
展商则扮演辅助性角色，满足社会
中上层富裕人家对优质住房乃至豪
宅的需求。层次不同，境况各异，分
成两块却能公私互补；你走你的阳
光道，我过我的独立桥。反正，房
子总归是用来住的。
俗称“政府厝”的组屋，一幢接
一幢拔地而起，矗立在海岛上，有
别于少数排屋、别墅、公寓、共管式
公寓等私人房产，构成新加坡一道
奇特的风景线。
对政府而言，这也是它1965年
脱离“如日东升”的马来西亚，走
向威权政治的一道重要防线。从上
引“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政治考
量中可见，作为对“可载舟亦可覆
舟”之“民”的反制，组屋成了“新
加坡号”的压舱石。

(林少彬摄)

兴风作浪的私人房地产市场
有别于政府组屋，早期的私人
住房多为私人房地产商兴建的有地
住宅，分布于三巴旺、实龙岗、荷兰
路一带，住户多为英、澳、纽驻军与
他们的家眷。独立建国后经济开始

国人购买有地住宅或低于六楼的公

升，财力薄弱者只有应声而倒，常有

寓，又逢石油危机，房市陷入低潮。

发展商抛售楼房的事件。进入1990

面对房地产商的呼吁，政府从1981

年代还能站得稳的都是财雄势大

年起开放公积金，让存户动用储蓄来

的机构，私人房地产市场开始形成

偿还私人住房的抵押贷款。

一股企业内在的战略能量与优势。

起步，私人房产（公寓或有地住宅）

1970至1980年代，私人房地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人

陆续出现，1970年代私人房市随着

商的资金来源是商业银行，经济走

均GDP接近50,000美元, 是亚洲

股市起舞。1976年政府立法禁止外

势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利息立即飙

四小龙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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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接任总理，宣示要把新加坡发展

建屋局也决定不再接受购买组屋

60年代出身一个七口之家的成

为亚洲的瑞士。反应在住房政策上

的登记，所有已经登记者被转到预

员佘君，月入不高。1968年建立小

的思维变化，就是住房的资产化。

购组屋（BTO）的选项下处理。

家庭，在刚开发，到处泥泞、尘土飞

住房不仅解决住的问题，也成为可
以致力加以增值的资产。通过组屋
的翻新，政府带头为组屋增值，组
屋转售市场的贷款条例得以放宽，
同时开始施行通过公积金户头给
予不同购屋者不同款额补贴的计划
（Demand Side Subsidies）。另一
方面，政府推出大批土地给私人发
展商竞标，让他们为那些期待晋升
中产阶级者提供较为优质的私人
住房。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不少
企进军或索性改道专搞房地产，激
烈的竞争令地价和房价双双飙升。
眼见房市有如脱缰野马，政府
于1996年重拳出击。规定凡是在
三年内卖房者，利润一概当入息缴
交所得税，买卖两方也都得缴交印
花税，另外贷款额不能超越房价的
80%。新措施出台，很多人给烧到
手，炒家绝迹，有心投资者裹足不
前。接着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房市
更是雪上加霜。根据 金融管理 局
2001年的估计，约有19,800个单

房市滞销日趋严峻，政府被逼

扬的大巴窑新镇，拥有了一间三房

为房市逐步配解药。到了2001年左

式改良型组屋，用公积金每月分期

右，19 9 6年所定下的税务措施全

摊还79元。十年后，随着收入增长，

部取消。犹有进者，允许买家迟缴

一家五口把住房以7,800元原价卖

印花税，而房子的分期付款也可延

回给政府，迁入西区新建的角型五

后。来到2005年左右，经过巩固、

房式组屋，面积约1,100平方英尺，

调整的市场已是蓄势待发。发展圣

当时的售价是35,000元，每月分期

淘沙，设立赌场和综合度假设施的

付款从公积金中扣除239元。虽无

消息就像吹起那欠缺的东风，房市

保家卫国的高调，但不添乱，安分

迅速反弹。不到一年，楼价飙升一

守己，养儿育女，家庭有保障，子女

两倍，买房人士到处排长龙。当时

受教育。

政府采取的是相对放任的态度，随

1995年，他迁入小裕廊路附近

世界金融风暴的到来，我们“有幸”

一栋离生活区较远的新盖中档公

可把问题暂时搁置。

寓，面积1,60 0平方英尺，买价约

从2006年起政府逐步收紧政

60万（每平方英尺不到400元）。按

策，先后取消了买房者可以迟交印

建屋发展局规定，他必须卖掉住了

花税的宽限和本来允许延至TOP才

17年的组屋，而出乎意料的是，在

付款的优待。从2010年起至2013

公开出售市场上，他的单位竟卖到

年，政府更相继出台一连串降温配

53万元高价。朋友都说他赚到了，

套，通过对征收买卖双方印花税的

其实于他只是提升了生活的素质，

不停加码以及对住房贷款额施加

环境清幽，居室宽敞，公共园地、游

限制，以求维持一个稳定的房地产

泳池、健身房、活动室，一应俱全。

市场。

他同时又庆幸摆脱了公家的种种束

位的私人房产卖不出，政府于是宣
布暂停售地计划；建屋局也累积了
17,500个单位的未售出组屋，除了
收紧组屋原有的贷款与转售条例，

居
者

缚，早期尝试申请兴建中的中等入

佘君的故事：一切都那么美好
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
么美好。

息公寓，谁知建屋发展局竟要求他
须先迁出三房式组屋，这个奇怪的
条例深深嵌在他的心底。

今年8月19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针对问题提出
了为组屋二度翻新（家居改进计划HIP、HIP 11）及自愿提早重
建计划（VERS），接着政府也宣布把屋契回购计划扩展到所
有组屋类型。二度翻新当然有助老龄组屋保值，但翻新也会
带来不便。至于志愿提早重建，面对的则是难以预计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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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年，他住的公寓价格 翻

居民、毫不相干的外国人，为追求

的关注点。今年8月19日的国庆群

倍至120万元，朋友又说他赚到了，

资产的增值，在投资与投机的怪圈

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针对问题提

其实于 他也只是换了一栋靠近生

中浮沉，远离杜甫当年“安得广厦

出了为组屋二度翻新（家居改进计

活区的新公寓，价格相近。当年这

千万间”的单纯愿望。

划HIP、HIP 11）及自愿提早重建计

间“新”公寓，今天价格又涨至180
万元，然而对一个只拥有一间房产
的普通人来说，只要不想牺牲原有
的生活素质，贵卖贵买，所谓的资
产增值并无实际意义。他至今还保
持着“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单纯
的观念。

小小岛国，雄心万丈，大兴土
木，广揽天下人才和劳力。为满足
各方对住宅的需求，我们的钢骨森
林究竟有多大呢？且看以下数字：
今天住宅总量为134万个单位，其
中公共住房包括组屋、中等入息公
寓（HUDC）和执行共管公寓（EC)

划（VERS），接着政府也宣布把屋
契回购计划扩展到所有组屋类型。
二度翻新当然有助老龄组屋保值，
但翻新也会带来不便。至于志愿提
早重建，那会是几十年后的事，即使
政府也无法预估那时的财务状况或
政治形势。

其实，这辈子最令他高兴的事，

等共计 99万2千个单位，占74%；

另一方面，私人房地产商既已羽

是55岁那年，从公积金局领回一笔

私人公寓27万5千个单位，占21%；

翼丰满，财雄势大，私人公寓轮番推

可观的养老储蓄，第一次真正“有

有地房产7万2千个单位，占5%（不

陈出新，出奇制胜（现在有一房式、

了钱”。
“有了钱”，可做他喜欢的

包括2,500个单位的豪宅）。

二房式了）。树欲静而风不止，
“风

事，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
“有了
钱”做缴付首期的母金，再靠借贷
去弄一间房子，等待“资产增值”。

或问：这么多房子，谁住？问题
涉及新加坡人口的增长。1959新加
坡自治那年，我们的人口总量仅为

雨不动安如山”只能是诗人的理想。
现实是：房产一路风风雨雨，政府
调控措施无法间断。

这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新加坡普

150万，去年（2017）已增至560万，

2009年以来的多次降温措施，

通百姓，半世纪与组屋和公寓打交

而据联合国的估算，截至2018年7

人们记忆犹新，可惜以针对房产交

道的真实经历。佘君的故事有以下

月21日，我国人口达到5,795,823,

易诉诸重税为主要手段的措施治

几点启发：第一，新加坡作为满足

离600万门槛不远了；其中土生和转

标不治本，只能暂时稳住价格的过

公民基本居住需求的组屋，一度价

化公民总数只有大约350万，永久居

度涨势。自2013年以来，房产泡沫

格适宜，组屋贷款的每月分期付款

民、外劳、女佣、外籍人士多达 210

又 逐 渐积累，以致政府不得 不故

低于收入的20%。第二，假以时日，

万。如此增速的人口，对住房的需求

技重施，今年7月6日再度为房产降

即使提升到空间较大的组屋（三房

之大可想而知。

温，以防局面失控，影响国家经济

式到五房式），也未曾从中牟利。第
三，孩子长大，迁入空间更大、价格
适宜的私人公寓，反倒是他居住的
五房式组屋卖出了“天价”。第四，
只要有人推波助澜，暗箱操作，不要
说私人公寓，即使是公家的组屋，都
有被炒高和出现泡沫之虞。

一个隐忧重重的住房市场
1990年代中期以来，组屋公开
市场和私人房产（特别是99年地
契新住宅），一唱一和，涨势如虹。

后期组屋成了资产，如私人房
产那样有利可图，政府必须满足公

“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为人们

民对资产增值的期望，正如最初要

解决了住的问题，更让他们把住房

满足他们对居住的需求一样，两者

视为可以增值的资产，我们面对的

对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延续都至关

却是一个隐忧重重的住房市场。在

重要。作为新加坡土地的绝对拥有

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

者，政府既然已经允诺了，当然必须

公民只拥有一间组屋，虽说售价的

在提供公民居住需要之余，也有能

上升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他们属于

力确保组屋资产的增值，所以在选

真正的“居者有其屋”群体，只要

点（尽量靠近地铁）、设计、高度、翻

房地产不出现严重危机，他们和部

新、生态等方面下尽功夫。

分私人公寓拥有者，依然是社会稳

新推出的组屋订价和公开投标的

近年来组屋因老化而贬值以及

地价，一再攀升。政府、公民、永久

99年屋契到期的困扰也成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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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盘。

定的中坚力量。现有私人房产的持
有者当中，6万个拥有两套房，2万

在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公民只拥有一间组屋，虽说售
价的上升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他们属于真正的“居者有其屋”群体，
只要房地产不出现严重危机，他们和部分私人公寓拥有者，依然是
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个拥有3到10套以上，当中不乏兴

越来越多”。他观察城市化招惹的

的成分”，而且“持续膨胀为”主流

风作浪之辈，或套利后弃船自保，导

批评，焦点在：

的文化。

致广大无辜“居者有其屋”的国民深
受其害。这才是资本市场房地产乱
象的深层原因。政府的降温措施，
是与刺激措施交替使用的。张弛之
间，价格仍扶摇而上。即便大家都
成了“有产者”，却有强与弱、富与
寡、幸与不幸的区别，矛盾若激化，
对任何当政者都是不利的。资产像
蜂窝，好景蜂聚蜜存，坏景如捅蜂
窝，蜂散蜜亡。资产也如双刃剑，曾
大力促进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有
时蜕变为物欲横流，绝情寡义的怪
物，无视乃至敌视人类的精神世界
和人文建设，人与物被打上等号。

住房怎么成了难驯的野马
住房成了一头难驯的野马。不
独新加坡，证之许多发达和发展中
国家，竟普遍如此。美国次贷危机，
祸首正是住房。在中国，房产炒风吹
遍全国，网民甚至指责官商勾结，抬
高房价。
2017年末，中国学者和作家王
晓明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论
坛”上发言，从上述格拉泽那本书出
发，道出了他的疑问、观察和思考。
王晓明问，格拉泽为什么会特
地写一本“替城市化辩护的书”？
原来 从1970年代开始，世界 各地
（含发达国家，甚至包括非洲）“对
目前这样的城市化的质疑和反思

一、目前的城市化，不只是把

他 这样 概括 都 市文化 这种 狭

非城市变成城市，同时是把原来差

隘粗劣的成分：
“自私乃人性的第

异很大的城市（cities）都变成西式

一要义，利益交换是政治的核心内

的都市（urban），用同一个模子打

容……富了就能强，有了富强，就

造一个趋同的人类生活空间，让人

什么都有了”。他慨叹，
“利益最大

“不可能不害怕”。所谓“西式的都

化”成了官员的口头禅，一事当前，

市”，或许像伦敦、纽约、芝加哥那

先看“能带来什么利益”（“利益”

样，同心圆式空间结构，有功能突

甚至简化为赤裸裸的“现金”）。

出的市中心；或许像洛杉矶那样，
网状空间、以快速道连接分散的中
心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深圳
属前一种，香港介于两者之间（新加
坡貌似香港，在原来市中心外围发
展出多个基本功能俱全的新镇）。
二、都市的吸聚和包容力，似乎
也出了大问题。吸聚和包容，本来
是都市的特点及赖以保持活力的
根本，然而现在却到处出现“关大
门、开小门”，
“挑挑拣拣”一类现
象，即便“城市化势头正猛”的北
京（或含上海），也闹出清除“低端
人口”的闹剧。王晓明没有明说，但
提到了正规工作岗位减少和继续减
少（而且不会随经济周期好转）这个

王晓明从他所处的现实得出他
的感慨，但其中也许不无什么不晓
得怎地一下就打进了我们心坎的
东西。
说远了，还是回到他的同行杜甫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反正都同一
路子的“酸”货）。
杜甫一介书生，吟诗作赋，忧
国忧民，胸怀伟大。王晓明既有疑
惑，杜甫又如何能够看透端倪：广
厦万千背后，世界为什么依然烽火
遍地，社会依然贫富不均，国家依
然困境重重，人民依然诉求无门？
而文学，文学依然歌功颂德；诗歌，
诗歌依然无病呻吟。

新科技时代的趋势，也许是他对都

杜甫啊杜甫，如果你活在当今，

市吸聚和包容力衰退的解释之一。

怕也不免要郁闷、失望乃至 绝望

总之，他看到西式的都市化，
将“城 市 推 到了方向不明的歧 路
口”，前面没有一条“可以放心地踏
上去”的“平坦光亮的大道”；这样
的都市化背后，
“有一种狭隘粗劣

的吧。

作者：
林清如为本刊总编辑
谢声远为本刊副总编辑
林沛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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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李敏雯

新
加
坡
楼
市

新

加坡是个土地资源有限的
蕞尔小国，占地面积719.2平

方公里，只比香港的一半稍微大一
些。全国人口为560万，但却是全球
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是全球拥屋率最高的国
家，10个人之中就有9个人拥有自
己的住房。

现状与
An Overview of

Singapore Housing Landscape

S

ingapore is a land scarce country with a total
land area of 719.2 square kilometers, slightly
larger than half the size of Hong Kong. Total
population stands at 5.6 million, making Singapore
one of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resident home
ownership rates in the world, at above 90%.
The Singapore housing landscape comprises of two
distinct markets: the public housing market, otherwise
known as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flats and private property market. Singapore's public
housing programme has been consistently recognised
a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ere are 1.0 million
HDB flats islandwide, providing homes to 82%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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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住宅市场包括两个截

合了富裕人士和外籍高管的需要。

涨船高。尽管各国政府推出以税收

然不同的市场：公共住房市场即建

位于市区边缘地区的中档私宅则

为基础的限制性政策以冷却房地产

屋发展局（HDB）的组屋和私人房

较受社会中上阶层的青睐。其他位

市场，但新加坡似乎是唯一一个房

地产市场。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计划

于中央区以外的大众市场则适合中

价得到有效控制的主要城市。新加

一直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公共住房

等收入阶层或组屋提升者。虽然本

坡的房价与收入比率为5，香港的比

计划之一。全岛有100万个组屋单

地买家是私宅市场的基石，外国投

率则为17，事实上，新加坡是纽约和

位，为82％的常住人口提供住房。该

资者的追捧也促使私宅的整体需求

伦敦等全球 “超级明星城市”中，

计划已经发展成为新加坡人公平和

获得支撑。

该比率最低的城市，意味着新加坡

财富形成的主要来源。
私人住宅部分包括37万2000个
私人住宅单位、执行共管公寓（EC）
和有地住宅。这是新加坡全部住房
库存的27％。EC是组屋和私宅之
间的混合 体，因为购买新EC必须

展望
具有一定的资格。买家必须是新加
坡公民，而家庭收入每月不超过1
万4000元。
在 私 人 房 地 产 领 域 中，位于
9、10和11邮区的高端住宅市场迎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The programme
has since evolved to be a key source
of equity and wealth formation for
Singaporeans.
The private housing segment consists
of 372,000 private residential units
(including Executive Condominiums
(ECs) and landed homes) or 27% of
the entire housing stock in Singapore.
ECs are a hybrid between HDB flats
and private property that comes with
certain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selling
restrictions. They cater to a selected
group of Singapore citizens whose

的房价相对来说更容易负担得起。

私宅市场前景仍然乐观

根据瑞士宝盛银行的财富报告，位

新加 坡私宅 市场的长 期 前景

于新加坡黄金地段一间4000平方

仍然乐观。自2000年以来，价格以

英尺的公寓，售价为890万美元，而

2.3％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增

在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公寓价码分

长。 2000年至2016年期间，新加

别为4120万美元和1660万美元。

坡人口也从400万增加到560万，复
合增长率也达2.1％。此外，新加坡
在贸易、资本投资和聘用外籍人士
方面是亚洲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约4200家区域总部落户新加坡，使
之成为亚太地区最多跨国公司的
所在地。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公
司如谷歌、面簿、微软，华为和IBM
等，都被新加坡有利的法律环境，
低税制和多样化的经济基础所吸
引，在新加坡设立了区域总部，将
其作为通往世界的门户。
低利率的大环境以及强劲的需
求，带动大多数亚洲市场的楼市水

household income does not exceed
$14,000 per month.
Within the private property market,
there is the luxury segment which caters
to the high-end residential sector; the
mid-tier segment, which caters to the
upper-middle class, is usually found at
city fringe locations. The mass market
or suburban homes, located outside the
Central Region, is more targeted at the
middle-income class, or HDB upgraders.
While local buyers form the foundation
of private residential transactions, the
market is also supported by healthy
demand from foreign investors.

尽管从2013年到2016年，新加
坡人口以每年介于1.2％至1.6％的
比率增长，但预计依然能实现早前
人口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在2030年
达到690万人口的目标。为了应付
这690万人口，新加坡政府已在未来
20年预留了可建造70万套私宅的土
地。随着新加坡经济预计平均每年
增长约2至3％，这将超越其他发达
经济体并支持国人的收入增长，有
助于维持房地产价格。
单身人数不断增加，家庭形成
的趋势，特别是每户人口减少，也将

Low interest rates and strong demand
continue to drive prices up in most
Asian markets. Despite the rolling out of
tax-based and other restrictive policies
by various governments to cool the
housing market, Singapore seems to
be the only major market where prices
are effectively contained when housing
prices in other major cities such as Hong
Kong and Shanghai continue to climb
between 2013 and 2016. Singapore's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of five is
the lowest among the global “superstar”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and London,
with Hong Kong's ratio at 17, thus
YIHE SHIJI Issue 37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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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住宅市场需求的主要驱动力。

幅女皇镇史德林路（Stirling Road）

接下来的三年，他们反而没有

据估计，到2030年，新加坡五分之

的住宅地段，由香港龙光地产及中

那么积极。比如从2016年到今年

一的家庭将属于单一户型，而2010

国南山集团组成的财团夺得，标价

至今，成功标得地皮的海外发展商

年只有八分之一。这意味着，新加坡

为10亿零272万元，是本地首个标

比率已经从46%一路下跌到33%，

还需要兴建更多更小的住宅单位，

价冲破10亿元的纯住宅项目。这个

而本地发展商却纷纷进场，在地皮

来迎合市场的需求。

名为尚景苑（Stirling Residences）

价格走高的情况下继续标地，比率

的项目刚刚在7月初开盘，至今已

从2016年的54%上扬到今年至今

经卖出项目1259个单位中的389个

的67%。

售地计划下发展商的处境
新加坡私宅市场过去五年也开

单位。龙光地产去年才涉足本地私

始有更多外国发展商进驻。根据高

宅市场，但已经买下两幅地皮，除了

纬环球的研究，自2015年起，外国

尚景苑，还斥资6亿2900万元买下

买家在政府售地计划中的参与呈

后港私有化中等入息公寓Florence

上升趋势。比如在2015年，他们总

Regency。

共投标38次，占整体比率的四分之
一。这个比重在2016年和2017年
分别上扬至29%和34%。同样的，
外国买家在标地时出手也更加阔
绰。若外国发展商成为最后赢家，
他们和排名第二的竞标者的标价平
均相差5.6%，而如果是本地发展商
成为最后赢家，他们和排名第二的
竞标者的标价平均只相差3.4%，这
意味着本地发展商在标地方面比
较谨慎。
其中较为瞩目的一些被外国买

Foreign developer activity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bids rose
from 25% in 2015 to 29% in 2016, and
reached 34% in 2017 based on Cushman
& Wakefield research. Our analysis of
the winning margin shows that between
2015 and 2017, local developers, who
secured government land sale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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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状况反而更加理想？他们在市场
低潮时已经购入土地，现在又刚刚
实施了降温措施，海外发展商手里
的土地库存已经明显低于本地发

有人认为，这些“过江龙”推高

展商，加上他们之前的投标价格并

了新加坡的土地价格，造成本地发

不显得高，这能让他们在未来比较

展商只好到海外寻找商机，其实不

艰难的时期，以比较轻松的姿态应

然。高纬环球的研究也显示，海外

对降温措施给市场带来的影响。

发展商成功标得地皮最活跃的一
年其实早在2015年，当时成功转
手地皮的51%或17亿8100万元来
自海外发展商；本地发展商只占了
49%，或17亿1200万元。2015年正
是新加坡楼市走下坡的时候，海外
发展商因此赢得了先机，标地的价
格也更加优惠。

家购入的地皮包括2017年5月，一

making it an attractive market in terms
of value. According to the Julius Baer
Wealth Report: Asia 2016, a 4,000 sq ft
residential property in a prime location
in Singapore costs US$8.9 million
as compared to US$41.2 million and
US$16.6 million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respectively.

这是否意味着海外发展商的风

paid on average about 3.4% above the
second highest bidder. However, foreign
developers who secured government
land sale sites, paid on average about
5.6% above the second highest bidder.
Although they are aggressive in terms
of land bidding behaviour, they could
be relatively unscathed given their
earlier entry to the Singapore residential
market. Their strategy of not chasing
after prices could pay off in future.
This means that they could have more
flexibility in pricing of the residential
units if new home sales are slower than
expected.
The market is expected to undergo an
adjustment period following the surprise

事实上，在新加坡从事地产开
发业务，有一定的风险，这包括对发
展商实施的现有合格证书（Qualifying Certificate）和额外买方印花
税期限的惩罚性条件。前者规定，
拥有外国股东的发展商必须在五
年内完成发展的私宅项目，并在取
得临时入伙证（TOP）后的两年内卖

announcement of the new cooling
measures, as buyers and developers take
stock of the new measures. Local and
foreign demand could hang back on the
sidelines in the near-term, as they look
around the market for other investments.
However, we do not expect a pro-longed
adjustment period, as latent demand
remains strong. Singapore residential
property still offers an attractive value
proposition relative to her regional
peers.
(This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The writer is the senior director and
head of research at property consultancy
Cushman & Wakefield.

图表一：新加坡和主要城市房产价格对比

图表二：新加坡集体出售市场成交情况

出所有单位，否则必须根据未售出

自2 017年第三季复苏开始以

的税率，另一方面也收紧了首次购

单位数量逐年支付延长费。在2011

来，私宅价格只在过去四个季度上

屋者的借贷，这么一来买家的负担

年额外买方印花税出炉之后，凡是

涨了9.1%。与上一个周期的复苏相

能力有限，发展商的如意算盘可能

发展商（无论本地或海外）如果达

比，当时的价格从2009年第三季

要打不响了，无法在五年内继续以

不到五年竣工与销售的要求就面对

度开始攀升，到2010年第二季度，

较高的价位清完所有的单位，所以

高额罚款。目前的罚款额为土地价

私宅指数上扬了38.2%。

进场时也就更加谨慎了。

格的25%外加利息。

新的降温措施也削弱了首次购

至于政府地段的投标，或许也

对此本地发展商过去几年倒是

房者的负担能力，造成贷款与价值

会稍微冷却，不过因为不像集体出

先尝到了苦药。根据国家发展部在

比率（loan-to-value ratio，简称

售一样过程繁琐，还是会吸引一些

国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

LTV）从80%降至 75%，影响到买

发展商进场。

发展商总共支付了2亿元的额外买

气。

方印花税和1亿8000万元的现有合
格证书延长费。在销售期限前夕，
也陆续有多家发展商选择除牌以
避免支付延长费，其中包括SC全球
（SC Global）和大众控股（Popular
Holdings）等。不过由于“过江龙”
在本地的资历尚浅，至今还没有哪
家发展商因为必须支付高额的延长
费或罚款而降价求售。

新降温措施的影响
今年7月初，政府推出第九轮降
温措施，政府或许认为，保障新加坡
楼市稳健发展的最佳方法是在房地
产市场开始变得旺热初期，就开始
干预降温，以此挫买气。

整体而言，私宅市场今年初开

另外，发展商对集体出售项目

始的旺热景象应该不复存在。市场

开始观望。一方面，发展商对地皮

也了解到，政府不会轻易松绑之前

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饥渴。今年至

8轮降温措施，要想投资私宅的买

今已经有多达35个集体出售项目

家，因为进场的门槛高了，恐怕需

成功卖出，分别超越去年的28个和

要有足够的财力，同时还须承担更

前年的3个。以销售数字来看，今年

高的风险。至于房价走势预期将相

的35个项目总值101亿元，也分别

对持稳，由于过去这轮集体出售的

高于去年的82亿元和前年的10亿

发展商，几乎都财力雄厚，拥有很

元。再一方面，由于发展商所面对的

好的持守能力，并会想方设法保障

风险在降温措施后加大，他们除了

自己的盈利率，而不会轻易降价。

要预先支付相等于地价5%的额外

如果我国经济走势依然被看好，那

买方印花税之外，面对的罚款额也

目前买家对楼市的观望态度应该也

从之前土地价格的15%增加到25%

只是暂时的。

（外加利息）。
政府一方面让投资者承担更重

作者是房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环
球（Cushman & Wakefield）研究部
主管兼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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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参考过去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纪录以及
有关未来市场的分析，相当流行于新加坡人当
中的房地产价格会升 值的看 法，其实并没有
获得充分验证。与其他投资类别一样，能否从
新加坡房地产交易中获利，关键仍然在于买家
或卖家是不是处于周期的正确点上。

在新加坡投资房地产的

╱ 文  :   陈士铭
By Chen Shi Ming

The Risks in

Property Investment in Singapore

自

从新加坡政府7月初突然出台房地产降温措施，关于降温措
施是否合理以及它将造成什么冲击的争议，就在发展商、买

家和卖家，以及房屋经纪等相关利益方之间掀起并持续了一阵子。
尽管争议如今已经大致平息，目前还没迹象显示新加坡人对于房地
产长期升值的看法有显著改变。投资新加坡房地产时，到底应该作
哪些考量，顾及哪些潜在风险，是本文尝试探讨的课题。

房地产未来会升值的误思
今年出台的房地产降温措施引发不少争议，其中最强烈的意见
来自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公会（REDAS），它批评本地楼市才刚复苏，
政府没理由强降温。在很大程度上，对投资房地产的长期热忱是很
多买家和卖家抗拒新一轮降温措施的一大主因。他们觉得这些措施
打乱了他们的房地产投资计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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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加坡人其实存在这种投
资房地产的长期热忱。不管是在房
地产周期哪个阶段，他们似乎都保
持着这样的热忱并几乎历久不衰，

风
险
A

fter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d abruptly introduced the
property cooling measures
early July, the rationale and impact
of the measures were widely debated
among developers, buyers and sellers,
property ag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for a while. Although the debates have
by now largely subsided, there is little
sign to show any significant change in
Singaporeans’ perception that property
prices will rise.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isks ought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investing in
Singapore real estate market.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将房地产投资
视为针对通胀的一种有效长期对冲
的想法根深蒂固，相信新加坡房地
产在将来会升值的大有人在，而这
想法也助长了买第二套或更多套房
子可作为退休保障的美好梦想。就
因为流行这样的一连串看法，新加

是2009年第二季左右置业，在2013
年第三季左右卖出套现。
房地产的价格有周期波动，投
资房地产的不少买家与卖家却未必
意识到其回报率不一定比股票或
债券等其他投资工具来得平稳甚至
更高。过去40年，若是比较市区重
建局的私宅价格指数和MSCI新加
坡指数总回报率，就会发现前者的
年复合增长率不如后者，前者约为
6.8％，而后者则大约是7.6％。

坡人总是毫不思索地把公积金积蓄
投入房地产。

国家的经济表现至关重要

但如果参考过去新加坡房地产

其实投资房地产的一大关键考

市场纪录以及有关未 来市场的分

量是国家的经济表现。无可否认的

析，相当流行于新加坡人当中的房

是，新加坡早前的确长期享有颇高

地产价格会升值的看法，其实并没

的房地产价格年均成长，毕竟在建

有获得充分验证。与其他投资类别

国后经济取得高速增长，房价自然

一样，能否从新加坡房地产交易中

也取得了高增长。房地产经纪公司

获利，关键仍然在于买家或卖家是

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研究显

不是处于周期的正确点上。就以最

示，从1975年到2015年这40年间，

近一次的新加坡房地产市场周期为

非有地私宅价格年均上升6%，但

例，如果要争取到最大的利润，应该

值得一提的是，同期人均国内生产

Many Singaporeans have developed
great enthusiasm for property investment
for a long while. Such enthusiasm
endures wherever stage of the real
estate cycle, be it near the peak or the
trough. To many Singaporean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s seen as an effective
long-term hedge against inflation.
They believe that Singapore residential
property will appreciate in the future.
The belief encourages moves to buy a
second or more houses as a retirement
protection. Owing to this widely-held
confidence in property investment,
Singaporeans always put their Central

Provident Fund savings into real estate
without much hesitation.
But before plunging oneself into property
investment rush, Singaporeans should
note that one of the key considerations
i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country. Singapore
has no doubt enjoyed a fairly long
period of growth in real estate prices in
the early years, in tandem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chiev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independence. A research study
showed that in the forty years from
1975 to 2015, the price of non-l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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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GDP）也年均增长6%，充分

的关键考量。地缘政治变化不是仅

子。政府进场干预事件作为投资新

显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展望

仅影响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价格，

加坡房地产最显著的风险考量因

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表现。

也可冲击房地产市场。过去两年，

素，其合理性很多时候牵涉到新加

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以及

坡一连串的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

随着 新加 坡 经 济 步入 成 熟 阶
段，经济增长已不可能回返昔日的
高增长率，这意味着房产价格也很
难重现以往那种高增长。事实上，

贸易摩擦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各
地房地产市场相当波动，尤其是备
受国际买家青睐的豪宅市场。

全球经济也正向较低经济增长的

地缘政治事件对房地产市场的

新常态迈进，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

影响最大特征表现在其延缓性，毕

朗普推行美国优先为中心的贸易保

竟买家作出置业决定往往是个漫长

护主义政策背景下，新加坡难免与

过程的开始，后续还要包括出价、议

全球各地一样，经济前景的不确定

价、付款等。

性同时增加。

如果说地缘政治事件常常不在

政府进场干预的经济社会考量
众所周知，新加坡经济一直都
在面对商务营运成本高的挑战。高
房地产和劳工成本无疑会冲击国家
竞争力，可能影响跨国企业在新加
坡拓展业务的意愿，进而抵消开放
性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作用。
尽管政府不断提出异议，经济
学人信息部（EIU）过去5年的全球

第一太平戴维斯预测，新加坡

新加坡房地产投资者主要考量因

房地产市场重现类似2009年第二

素内，那么降温措施等政府进场干

季至2013年第三季期间的56%价

预事件则相反是他们意识最强烈的

格涨幅周期几率不大，更有可能出

关键考量了。几乎所有房地产市场

现的则是10%到15%的谷底至顶点

相关利益方，从发展商到经纪以至

价格波幅，而未来长期房价平均年

于买家和卖家，都清楚认识到只要

增长会从1990年至2016年间的5%

房价持续上扬，政府进场干预来防

国际 人 力资 源 顾 问公司美世

放缓至3%。

止房市过热的风险也会随即增加。

（Mercer）和咨询服务供应商威达

地缘政治事件冲击不可小觑
除了经济表现因素，投资新加坡
房地产的买家和卖家较忽略的地缘
政治事件也是另一个今后应该关注

但即便有这样的清楚认识，仍
然不是所有相关利益方会完全理
解政府之所以进场干预的因素，7月
降温措施引发的争议就是明显的例

private property enjoyed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6 percent, bu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also grew 6 percent in average per
year. Hence, a good indication of the
long-term outlook of the Singapore real
estate market is very much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s economic performance.

about to go out of control, or housing
prices outgrow economic fundamentals,
it will not hesitate to intervene into the
market with cooling measures. As the
population growth slows, the future
housing and rental demands will also
see slowdown, and thus the recent rise
in house prices definitely cause alarm
to the government.

Singaporean should also be aware that
government will not stand still in face
of any red flag shown up in property
market that can impact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nce it
identifies signs that property prices are

In essence, there are risks in investment
in Singapore property, and these risks
are not necessarily lower than investing
in other investment classes like stocks,
bonds and commodities. Like 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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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调查报告都把新加坡列为
全球最昂贵的外派人员居住地。根
据EIU所采用的最新指标估计，新
加坡比纽约贵了多达20%，比居次
的香港也贵了5%。

信集团（Marsh & McLennan）子
公司6月联合发表的第24期年度生
活费调查显示，新加坡的排名较去
年上升一个名次，是外派专才生活
费第四高的城市。

in any potentially rewarding product,
one should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risks i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nclud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performance prospects, geopolitical
change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f one does not do enough homework
before investing in real estate, but rather
focus on the details of the price, rent
and location of the property, it is hard
to say that one can achieve expected
investment goals in the future.
This is an abridgement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投资新加坡房地产不是没有风险的，其风险也不见得比投资其他
产品来得低。就象投资在任何可带来潜在回报的产品一样，涉足房
地产投资还是必须对其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包括对于国家经济表现
前景、地缘政治变化以及政府进场干预等因素进行一定的研究和
关注。

高生活费毋庸说会影响新加坡
整体的经济竞争力。瑞士洛桑管理
学院（IMD）公布的2018年全球竞
争力排名显示，新加坡保留在第三
位置，但两年前就曾因成本上涨因
素而造成整体竞争力下跌，在全球
竞争力榜一度退低至第四。
这些海外机构的调查结果令新
加坡政府意识到对房地产价格等
可影响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因素不能
掉以轻心。一旦它觉得房地产价格
走势有失控的迹象，房产价格增长
已经脱离了经济基本面，以出台降
温措施方式来进场干预就变成顺
理成章的事情了。
从社会层面看，人口增速放慢，
未来买房和租房的需求可能放缓，
所以房价上升过快绝对不是目前
政府所乐见的。根据SRX的私宅租
金指数，租金从2013年起下滑了
19％。如果没有租金回报率的支
撑，当然也没有实际置房的需求，
房价难以再现过去50年的高增长。
事实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
啸到近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之所以
有突出表现，主要归功于大大偏离
历史平均水平的超低利率和较早前
的显著居民人口成长。这两大条件
起码从目前来看，在可见的将来再
度出现的几率也不大。

此外，人口高龄化意味着国人
是否有足够积蓄退休养老，将是日
益重要的课题。政府不希望见到人
民把壮年工作所得的绝大部分都
投资在房地产。尽管有人抱持投资
房地产，赚取租金收入或增值所得
作为日后退休生活所需的想法，但
他们也许没考虑到这想法是建立
在房地产价格长期上升的假设基

结语

础上，而一般理财基本规则是退休

综合上述，投资新加坡房地产

生活的每月所得应该是约相等于

不是没有风险的，其风险也不见得

最后一次提取薪金的三分之二，因

比投资其他产品来得低。就象投资

此单靠投资房地产不一定能寻求达

在任 何可带来潜在回报的产品一

到满足退休生活财务需求的目标。

样，涉足房地产投资还是必须对其

实际上，有观点认为，由于新加

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包括对于国家

坡已成为世界上住宅拥有率最高的

经济表现前景、地缘政治变化以及

国家，这样局面的代价恐怕是个人

政府进场干预等因素进行一定的

消费水平比香港等住宅拥有率较低

研究和关注。如果在投资房地产前

的地区来得逊色，毕竟多数的新加

没有做好功课，而只是集中关注房

坡人都把可观收入投入房贷上。这

地产本身的价格、租金和地点等细

观点恐怕近来政府也意识到了，以

微因素，那么就难说能在将来实现

至于对于房地产市场走势会高度关

预期的投资目标了。

注，并在认为有必要时出台措施。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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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傅启汶老师一堂

房地产课
傅启汶照

针

对房地产的新形势，
《怡和世纪》

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交谈中，他对降温

访问了怡和轩同仁傅启汶老师，他

措施和房价等一系列问题，分享了个人的

是业内人士。
眼前的傅老师，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他小学就读南侨，中学念华中，毕业后进
入新加坡工艺学院。1992年第一份工作

╱ 文  :   浩文

是非常接地气的化妆品市场营销，后受聘
为名牌恤衫总经理，1997年转战房地产市
场，一跃成为某产业经纪公司的主干，该公
司7000名阵容庞大的产业经纪人中，有半
数是他发掘和训练出来的。他是在工作期
间，攻读并考获澳洲MBA文凭。后来公司
上市，他不参与管理，但业务关系保持不
变。十年前，他自创资产管理公司，为客户
管理和运作房地产基金，也从事海外房地
产开发。学而优则开设课程，反应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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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见解。

对政府的降温措施早有所料
他说：新加坡海峡时报向来关注房地
产动态，曾刊载政府于去年二、六、十一月
三度对市场发出警告，国家发展部长黄循
财曾通过金融管理局重申政府无意放弃
之前的八项降温施，当局一再强调房价一
定要稳定。言之谆谆听之藐藐，许多人憋
了六七年，手头有了钱，去年开始按捺不
住，纷纷进场，把2009-2010这三年发生
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是，相对于去年
一整年房价上升5-6%，今年第一季度一
下子冲上3.9%，第二季度依然保持高位，
半年上升指数超过7%，这种趋势如不加

扼制，人们的怕输和担心房价会继

近年来政府的土地，投标价屡创新

大开发商赚了大钱，财雄势大，才

续飚升的心理不断发酵，今年全年

高，也大大刺激了投资或投机的心

有能力以高价抢标官地和集体出售

房价完全可能上涨15%。这个增幅

理和行为。

的土地。何况现在大开发商多是上

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持续5年，利
上加利，意味着房价5年便翻倍，那

市公司，政府虽在售地中受惠，但上

组屋 BTO 对房价的冲击

可是一件大事。所以，不出所料，政

如果说2009年以来陆续推出的

府在七、八月间出台新政策，抑制

降温措施，应对的是公寓和组屋市

房价的涨势。

场价同步飚升，这次却是公寓房价

市开发商不出高价，无地开发，股票
还卖得出吗？

新加坡房地产的未来形势

逐步上涨，而组屋公开售价不升反

开发商面对不小的压力，因为按

降。几年来组屋市场价放缓甚至下

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公会（REDAS）

降，原因是政府出台过量BTO。在

估算，今明两年增添的私宅单位达

新加坡有别于香港，那里房价失

这项政策下，政府控制价格，合格

36,030单位，如果加上23,514未

控，民怨沸腾，但马在跑，舞在跳，

申请者预先选购，之后政府开始建

售出单位，总计近6万个单位，需要

政府照做。新加坡每隔四、五年有

造，2-3年交屋，政府以此控制组

六、七年时间消化。现在99年使用

一次大选，政府须面对选民。房价

屋的二手价。譬如，金文泰区的五

权而且靠近地铁的公寓，房 价 每

是攸关民生大事，政府未能稳住房

房式转手价要60万元，BTO政府定

平方英尺大约介于1500-1600元

房价飚升会引起民怨，政府须
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价，治理国家的能力受到质疑，大
选得 票 率肯定会受到影响。记得

从政府的降温措施谈开去

2011年那届大选吗？因为移民、交

价如果是40万元，买家宁可等上两

之间（去年还仅介于1000-1100之

通、医疗和住屋问题，许多人投反

三年（过去要等久了），也不到公开

间），如果是后来投标的地，加上建

对票，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尽管赢

市场物色。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

筑费，成本高昂，利润空间不大。因

了淡 滨尼集 选区，几 天 后 辞职退

组屋市场价下跌，意味着80%组屋

为过去5-10年赚了大钱，开发商财

下，因为那时房价按年增幅为12-

“老百姓”的资产在缩水，私人房

雄势大，竞争削价免不了，但倒闭

15%，组屋市场价涨幅约10%。房

价暴涨，意味着公寓“有钱人”的

甚至导致骨牌效应的可能性不大，

地产今年初开始重蹈复辙，政府要

资产在膨胀，而且差距不断扩大，

只能在有限空间内各显神通，面积

砍。所以说，降温措施势在必行。

自然促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小的公寓（500-700平方英尺）较

的局面。政府如不控制这种两极化

易脱手。即便是年轻人买了，也还

现象，组屋居民会有“望公寓而兴

是会住组屋，出租公寓，因为出租

叹”之怨。

组屋有诸多限制条件。政府方面会

房价为何高企不下？
房价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一是刚性需求，这当中有新加坡人
积攒了钱，或热钱涌入，出现提升和

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组屋上，维稳是

谁在房价飚升中获利？

主要目标，因为资产价值稳定，符

投资（购买第二套、第三套房子）的

以前政府认为人们在房价上涨

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在可预见的未

欲望。其二是开放性金融，外国人如

中赚钱，会在大选中投政府的票。

来，房价只能在微跌微涨中徘徊，

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公民热钱在新

但是，真正赚大钱的是有财力的开

买房是为了居住需求，投资和投机

加坡进出自如，可自由投资在房地产

发商、外国热钱持有人，和拥有两

者将离场。

上面（有地房产例外）。其三，房价

套以上房子才有条件赚钱的人。

上涨过猛，原本为了提升或投资而

这些人只占全国人口20%，与另外

购买房子，可能转为投机，而投机

80%居民毫不相干。政府当然也看

利润的诱惑，又可以转化为新的购

到这点。现在推出降温措施，有怨

买欲望。其四，新加坡土地有限，

言的只限于少数人。其实，正因为

不交费，却有机会上一堂内容
充实的房地产课，谢谢傅老师。我
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课程每人收费
高达3500元，却一直有学生报读。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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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教授

谈中美关系
China-US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Prof Kishore Mahbubani

By Pang Cheng Lian

╱ 文  :   冯清莲
╱ 译  :   南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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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接着2018年所出版的书籍《西方已

的演讲与著述多为新加坡讲英语的人所熟

经输了吗》（Has the West Lost It?

悉，我告诉他，新加坡历史最为悠久的华人

A Provocation），马凯硕教授又马不停蹄，

俱乐部之一——怡和轩俱乐部有一本华文

撰写新书。这位知识渊博的政治分析家的

杂志《怡和世纪》，问他是否考虑通过这本

新书将着重探究中美关系。在过去的八个

华文杂志来分享他的研究心得。马凯硕教

月，他亲赴美国和中国访学，持续且深入地

授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表示愿意接受我

思考中美关系的课题。在退休前的学术休假

的访问。这次餐聚后，我思考和设定采访

期间，马凯硕教授参访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问题时，才发现对马凯硕教授的采访并非

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

易事，因为他有太广泛的兴趣和太丰富的

马凯硕教授先是就职于新加坡外交部，

阅历——如何在一篇不长的采访里包容他

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外交官。于 2004年间他

如此丰富的人生，毋庸置疑，很具挑战性。

受命组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创始院

马凯硕教授于1967年获得总统奖学金，

长，并掌舵至2017年。他目前担任新加坡

并在1971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哲

国立大学的高级顾问（大学及环球关系），

学一等荣誉学位。学成毕业，他开始任职于

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实务专业的

新加坡外交部，凡33年，曾在多个国家担任

教授。

新加坡大使，包括新加坡驻美国（华盛顿）

身为一名多产作家，马凯硕教授曾出版

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2001-2002年他还

7本专书，并为国际顶级期刊与杂志撰文无

出任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席。考虑到《怡和世

数，他也经常在区域和国际论坛上发表演

纪》的读者可能更关注当今中国政治和经济

讲。平日常关注社交媒体的人或许会注意

影响日增情况下的中美关系，而这也正是马

到他的精彩演讲和时事评论。

凯硕教授最新的研究课题，我的采访就专

我最近与马凯硕教授共进午餐，聊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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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此，对马教授之前在外交上的辉煌成
就则略去不述。

法，亚洲各国千百年来面临的许多几乎无解的难题，譬
如水旱灾害、传染病和贫困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
我很高兴，我的观点已引起西方精英人士的关注。
马丁·伍尔夫是世界顶级经济评论员，他对我的书的评
论是“在他的新书里，马凯硕要言不烦，提出了他对西
方世界的令人信服的忠告。他认为，西方世界，尤其是
美国，必须汲取教训，对其他国家少干涉，多合作。西
方不可能操控世界，应该停止它对他国的那些傲慢且
往往是愚蠢的干预。马凯硕学术渊博，是西方世界的朋
友，他的忠言，我们不可不听。”法里德·扎克利亚是美
国最具影响力的记者之一，他认为我的书是“对西方最
睿智、最友好和最不遗余力的批评。马凯硕的新书不是
什么大部头，但书中马凯硕式的经典分析和入木三分的
观察，有如及时雨，淋之有寒意，但确能让西方世界得以
警醒，获得重生。”
如何让西方的决策者也接受我的观点，这是艰难的
挑战。但如果西方不接受我所提出的3M策略（minimal-

您今年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里，提出了“西方是否
已经输了”的问题。今年您在美国生活了很久，
您是否更加确信西方已经输了呢？

ist/最少干预, multilateralist/多边主义和 Machiavellian/

马凯硕：其实，在书的结论部分我说的是西方世界还没有
这本书的初衷是帮助西方世界，而非攻击它们。我试图帮

今年你在上海复旦大学访学了几个月，期间也去
过中国的一些城市，你如何看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生态呢？

助它们适应新的世界秩序，那就是它们必须面对这样一

马凯硕：我在上海复 旦 大学的那两个月让 人难 忘。

个事实——西方不再是世界的主宰。

尽管很多年前我 就开始高度 关 注中国，但 只有这次

输，但如果西方不做及时的调整，它们很可能会输。我写

与此同时，我也对西方表达了敬意。因为它们慷慨地
与其他国家分享了西方文明，从很多层面看，当下人类的
生活条件都是前所未有的好：1950年全球尚有四分之三
的人们生活极度贫困，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不及
百分之十。1990年至今，世界饥饿人口的数量也是下降了
百分之四十，婴儿死亡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上世纪五十
年代，每年约有6万5000人因战争而死亡，而最近十年
来，这个数字也大幅下降，每年不到2000人。西式理性
思维的传播改变了亚洲人的生活模式，亚洲人开始明白
西方的思维方式能提升他们作为个体的精神层次；受益
于西方新的科技（从现代医学到各种电器），亚洲人的生
活水准也极大地提升了；因为采用了西方科学研究的方

长于机变)，我担心，西方有可能输掉。

在复 旦访学 期间，我才真切 体会 到中国已在不少领
域相当超前。在上海，我有一部中国手机，这是一件
很幸运的事，因为这样 我才可以尝试各种让你 难以
想象的手机 支付手段，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领 先世
界。同样，中国社 交 媒体的发 达和活力也让我印象
深刻。我参观了一家叫哔哩哔哩（Bilibili）的公司，它
的网站吸引数百 万中国年 轻 人的关注。在它的网站
上，能找到我2015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说（Albert H.
Gordon Lecture）视频的剪辑片段。我当时的讲题是
《如果中国成了第一，世界将会怎样》，我的演说片段吸
引了很多人观看，而且他们留下了大量的评论。中国人对
我的著述的阅读兴趣也让我欣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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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的确能感受到中国人的乐观情绪。2014年的

话。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也是最用力倡导多极世界

一次皮尤民调（Pew survey）显示，只有33%的美国人

秩序的国家。在多极世界格局下，我们可以有多个世界

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表示满意，而在中国，这一比率高达

强国。中国当然希望能在多极世界秩序中生存，但在过

87%。过去40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中国人充满了

去的三十多年里，美国一直都是唯一的超级霸权，它比

乐观。在《西方是否已经输了》这本书里，我也通过资

较难接受新的多极世界秩序。我会在我的新书里强调指

料指出，因为亚洲国家（譬如中国）有相对合理的国家

出，在多极世界格局下，美国人民也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管治，其国民比西方国家的国民更为乐观。还是皮尤民
调，201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的
年轻人对未来最为乐观。
在中国期间，我也和一些中方决策者交换了意见。
他们对特朗普挑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深表忧虑。他
们都认为贸易战是不明智的，但中国又没有退路，只能
坚守自己的立场。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依然相当务
实，只要可能变通，中国政府定会乐见其成。中国的底
线是不可以被凌霸。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美关
系不会乐观。

您会觉得中美的对抗是必然吗？中国有句古
话，“一山难容二虎”，您觉得中国会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首霸吗？
马凯硕：今年我很荣幸申请到了9个月的学术假期来完成
一本关于中美关系的新书。希望明年6月会完成这本书。

您如何看中国崛起对东盟的影响？是喜还是忧？
马凯硕：中国的崛起对东盟是好事。我和孙合记（Jeffery
Sng）合著过一本《东盟奇迹》（The ASEAN Miracle: A
Catalyst for Peace），我们都认为中国对东盟的贸易政策
是非常慷慨的。2000年，中国是第一个东盟的贸易对话
伙伴，并提出了互签自由贸易协议，到2001年就和东盟达
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东盟和其他国家达成的第一个自
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的达成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东盟
国家虽然和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偏重西方”的国家有非
常密切的贸易往来，这几个国家都没有提出和东盟缔结
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和一带一路计划，东盟和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
当然，中国的崛起也造成了中美在东南亚日趋尖锐的
对立。同样在《东盟奇迹》一书中，我和孙合记指出，当
世界的一号强权美国即将被新兴的中国赶超，他们之间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3个月，然后在复

的对抗会不断升级。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会各自寻求

旦大学访学2个月，现在我回新加坡了。我对未来几年中

扩展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我们都会面临更多棘手的

美关系的发展变得悲观起来。在美国，几乎所有我接触

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东盟作为一

到的高级研究员都表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艰难。在我

个中立公正的联盟可能难以为继。作为一个多国联盟，

的下一本书里，我将解析中美会产生歧见那些领域，包

对这一最坏的结果，东盟必须要有所准备。

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核心利益等等方面。在最近的贸
易战中，这些歧见已有显现。尽管如此，我仍坚信中美
不会爆发战争，我也相信中美是可能建立一种互赢和长
期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明年会出版这本关
于中美关系的专书的动机——我希望能为中美两国的

总之，中国的崛起对东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
真诚希望东盟能抓住机遇，同时也管控好各种挑战。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译者南治国为本刊副总编辑，黄婷恩为义安理工学院中文
系学生

决策者建言。
是的，我很多次听到过“一山难容二虎”这句中国古

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会各自寻求扩展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我们都会面临更多的棘手的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最糟糕的情况，那
就是亚细安作为一个中立公正的联盟可能受到威胁。作为一个多国
联盟，对这一最坏的结果，亚细安必须要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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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t on the heels of his 2018 book, Has the West Lost It?
A Provocation, Professor Kishore Mahbubani is in the
midst of writing another treatise. This time the focus
of this erudite writer is US-China relations. He has spent the
past eight months delving into this topical subject in America
and China. In the course of his pre-retirement sabbatical, the
Professor visited Harvard and Columbia Universities in the US,
and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fter a highly successful career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of Mahbubani helmed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s its founding Dean from 2004 to 2017. He
is currently Senior Advisor (University and Global Relations)
and Professor in the Practice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 prolific writer (he has published seven books and written
countless think pieces in leading journals and magazines),
Prof Mahbubani is also a regular speaker a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orums. Those on the social media circuit would
have caught some of his incisive speeches and commentaries.
When I met him over lunch recently, I pointed out to the

Your latest book published this year poses
the question, “Has the West Lost It?” After
your extensive stay in the US this year,
are you more convinced that the West has
lost it?
KM: Actually, in the conclusion of my book,
I say that the West has not lost it yet. However, it could lose
it unless it changes course. Hence, my book is an effort to be
helpful to the West. It is not an attack on the West. It is an
effort to help the West adjust to a world that it can no longer
dominate.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pay a lot of tribute to the West. In
many ways, the human condition has never been better.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the world today lives in extreme poverty,
compared to three quarters of the world in 1950. World hunger
has declined by 40 percent since 1990, and child mortality has
halved. Battle deaths in inter-state wars have also fallen from
65,000 a year in the 1950s to less than 2000 a year this decade.
All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West has generously shared
the gift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with the rest. As I say in the
book, the spread of Western reasoning has transformed the
lives of populations throughout Asia. The adoption of many
new technologies, from modern medicine to electricit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fessor that his talks and writings have mainly been imbibed
by the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 in Singapore. Would he
consider sharing his thoughts in a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more specifically a publication of one of Singapore’s oldest
Chinese clubs, Ee Hoe Hean? Without hesitation, Prof Kishore
agreed to this interview. Crafting the questions for the interview
was more challenging.
How does one encapsulate the ideas of a man with such diverse
interests and wide experience in a magazine interview?
Awarded a President’s scholarship in 1967, Prof Mahbubani
graduated with First Class Honours in Philosoph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1971.
During his 33 years with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e had
been Singapore’s ambassador to a host of countries, including
Washington and the UN. He had even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UN’s Security Council in 2001 and 2002. Rather than
dwell on his past distinguished career, therefore, I decided that
readers of Yihe Shiji would be better served by a report on the
Professor’s his current interest, that is,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face of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scientific method has also provided solutions
for the seemingly insoluble problems Asians
had experienced for millennia, including
floods and famines, pandemics and poverty.
Individuals also began to understand how
reasoning could improve their personal sense of well-being.
Fortunately, some wise voices in the West have heard my
message and agreed with it. Martin Wolf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s correspondent in the world. He has said: “Kishore
Mahbubani … brings a compelling warning in his succinct new
book … The lesson the west — above all, the US — must learn
is, he insists, to interfere far less and co-operate far more. It
cannot run the world. It needs to stop its arrogant and usually
foolish interventionism. It is hard to disagree with this advice
from such a well-informed friend of the west.” Similarly,
Fareed Zakaria,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journalists, has noted this about the book: “The most intelligent,
friendly and doggedly persistent critic of the West. In this brief
book, he delivers some of his trademark analysis and pungent
observations … the cold shower that is urgently needed to
revive the West.”
The challenge will be to persuade Western policymakers. This
will not be easy. If the West does not adopt the new 3M strategy
(minimalist, multilateralist and Machiavellian) that I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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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d, I fear that the West may lose it.
You have also spent some months at Fudan in Shanghai, and
visited other Chinese cities this year. What are your observations
about the socio-political mood of the Chinese after your visit?
KM: The two months I spent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ere fascinating. Even though I have been observing China
closely for many years, I had no idea how advanced China had
become in many areas. Fortunately, I was able to get a China
phone. As a result, I was able to try out mobile payments. It is
quite stunning that China is now leading the world in this area.
Similarly, I was struck by the vibrancy of Chinese social media.
I visited a company called Bilibili. Millions of young Chinese
follow their websites. In 2015, I delivered the Albert H. Gordon
Lecture in Harvard University on the topic “What happens when
China becomes number one?”. Bilibili carried extracts of the
video on its website. It was viewed a great deal and received
many comments. I am pleasantly amazed by the interest that
the Chinese have shown in my writings.
I did pick up the optimistic mood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deed,
a 2014 Pew survey said that while 33% of American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direction that their country was heading in,
87% of Chinese were satisfied. This optimism is a result of the
exceptional success that China has enjoyed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 also document in my book “Has the West Lost it?” how
the populations of Asian countries like China are more optimistic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 as a result of rational good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a 2016 Populus study,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young people who think the
world is getting better are China, India and Nigeria.
At the same time, when I spoke to some of the Chinese
policymakers, they we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trade war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launched against China. They
do not believe that it is wise to have a trade war. Nonetheless,
China h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stand firm. Fortunately, China is
still run by a pragmatic leadership. If a compromise is possible,
China will agree to it. However, China will not agree to be
bullied. In short, we will have to deal with some difficult time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he coming months.
Do you se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s
naturally antagonistic? The Chinese have an old saying, “One
mountain cannot support two tigers”. Do you believe that China
can displace the US as the top world power?
In 2018, I’m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take a nine-month sabbatical
to work on a new book on US-China relations. I hope to finish
it by June 2019.
After having spent three months at Columbia and Harvard
Universities, and two months at Fudan University, I’m re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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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ingapore feeling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ming years. Almost every senior analyst I
spoke to in America believes that relations will get more difficult
between the two powers. In my next book, I will explain that the
many area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cluding
in the fields of economics, politics, culture and primacy) could
lead to major misunderstandings. Some have surfaced in the
form of the Trump trade war. Nonetheless, I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no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 also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work out a win-win long-term
relationship. This is why I’m producing my book on US-China
relations in 2019.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way out to both powers.
Yes, I have heard the Chinese saying “one mountain cannot
support two tigers” many time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China has also been the strongest advocate of a multipolar world.
In this multipolar world, we will have many great powers. China
will be happy to live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e US will have
difficulty adjusting to this multipolar world as it has been used
to living in a unipolar world for three decades. I hope that the
US will show wisdom and adjust to this different world. Indeed,
I will argue strongly in my book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be better off in a multipolar world.
Do you see China’s rise as a boon or bane for this region?
KM: China’s rise will be positive for ASEAN. As Jeffery Sng
and I explain in our book, “The ASEAN Miracle: A Catalyst
for Peace”, China has been very generous towards ASEAN in
its trade policies. It was the first dialogue partner of ASEAN to
propose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with ASEAN in 2000. It
was also the first to conclude it a year later in 2001. This proposal
was extraordinary because even though ASEAN had hitherto
enjoyed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oriented economies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none of these countries
had proposed an FTA with ASEAN. There are also many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through Chinese-led initiatives like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owever, China’s rise will also lead to increasing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As Jeffery and I explain in “The
ASEAN Miracle”, when the world’s number one power is about
to be surpassed by an emerging power, rivalry between them
intensifies. Many challenging issues will surfa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coming decades, as the two powers seek to
advance their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worst-case scenario, ASEAN’s integrity as a unified
organisation could be threatened. As a community, ASEAN has
to prepare for such worst-case scenarios.
In short, China’s rise will deliver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SEAN. I do hope that ASEAN will be able
to manage the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ell.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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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9年印尼总 统 选举分析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次印尼总统选举的政治大环境，宗教与族群
问题仍然相当严峻。这是一个回教在政治上“崛起”的时代，在
印尼相当显著。这虽然不是全面的伊斯兰化，但是，印尼的首长
选举近几年来都有回教的影子。印尼政党以及政治人物，如果
被冠上反回教的标签，就会影响他们的中选机会。
2019年4月17日印度尼西亚将举行五

8月9日，佐科正式宣布参加下一届总统

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多人预测可能有三

(2019-2024)选举，并且宣布回教传教士

角战，可是结果像上届一样，依旧是57岁

马鲁夫·阿敏(Ma’ruf Amin)为他的副总

的佐科(Joko Widodo)与66岁的普拉博

统候选人。次日反对党领袖普拉博沃也

沃(Prabowo Subianto)之战。 2018年

宣布参选总统，并且指定年轻富商桑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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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伍诺 (Sandiaga Uno) 为他的

在2017年6 月的印尼全国地区

他也极力主张维护人权，所以获得

副总统候选人。两个副总统候选人

首长选举，许多地方的选举也用宗

一般民众的拥戴。民调显示，如果

的人选都使人感到意外。不是人们

教与种族的战略，击败对手。例如，

佐科与马赫伏德配搭，他们获胜的

预测的人物；他们都是在最后阶段

在苏北省的地方首长大选，虽然那

希望颇高。

才定下来的候选人。这到底是怎么

里有许多非回教的选民，但是结果

一回事？这样的组合对谁的竞选有

是正副省长都是回教徒的候选人胜

利？对于印尼今后的政治发展会有

出。在西加里曼丹，情形也是如此。

什么影响？

回教的因素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次印尼总
统选举的政治大环境，宗教与族群
问题仍然相当严峻。这是一个回教

佐科对于回教因素特别敏感，
决定在这个方面作出努力，不让其对
手有机可乘。所以，在很早的时候，
就有传说佐科可能会选择回教界的
要人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佐科被逼接受马鲁夫
虽然佐科希望马赫伏德当他的
副手，但是却迟迟未能正式宣布。
这主要是因为他受牵制于支持他的
政党，包括他自己的斗争派印尼民
主党(PDI-P)以及两个伊斯兰党。
两个伊斯兰政党都不同意马赫伏
德出任佐科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主

在政治上“崛起”的时代，在印尼相

在国会支持他的政党中，包括

要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意问鼎，但是

当显著。这虽然不是全面的伊斯兰

大党戈尔卡(Golkar)以及两个回教

又没有马赫伏德优秀。如果马赫伏

化，但是，印尼的首长选举近几年

政党，即以伊斯兰传教士协会(NU，

德真的出任副总统，在2024年的总

来都有回教的影子。印尼政党以及

伊协) 为基础的民族觉醒党（PKB，

统选举中，他很有可能会竞选总统

政治人物，如果被冠上反回教的标

民 觉 党） 以 及 老牌建 设 统 一党

的宝座，无形中使各政党失去了让

签，就会影响他们的中选机会。下

（PPP，建统党）。本来戈尔卡新的

自己人竞选总统的机会。

面的例子多少可以看出回教在政治

党主席也想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是

上的影响力。

他心里有数，在这个激烈的斗争中，

以2014年的总统选举来说，佐
科与尤素夫卡拉组合面对普拉博

回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候选
人就落到回教政党的人选身上。

很明显地，伊斯兰政党内有派
系之争。这时民觉党声称马赫伏德
并非伊协的“干部”。伊协支持的
民觉党甚至威胁佐科，如果与马赫

沃与哈达组合，本来是佐科的组合

佐 科本 来两名可能的 候 选

伏德配搭，它会脱离佐科的联盟，加

支持率遥遥领先，可是在最后关头

人，一 位 是民觉党的现任党主 席

入反对党。根据专家分析，如果民

普拉博沃打宗教与种族牌，指控佐

穆 海 敏·伊 斯 干 达 ( M u h a i m i n

族觉醒党退出佐科的联盟，它会与

科是华人基督徒，后来又说他反回

Iskandar)。他 现年51岁，曾经出

反对党阵营的伊斯兰政党结盟，推

教，导致两个组合的支持率几乎不

任 尤多约 诺总 统 时期 的 人 力部

选另一组正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么

相上下。最后佐科的阵营大力反击，

长，现任国会副议长；另外一位是

一来，2019年的印尼总统选举将出

才以6.3%的差距险胜。

政龄尚浅、年方4 3岁的建统党主

现三角战。在三角战中，佐科的组合

席穆·罗马胡木基(M. Romahur-

很难取得百分之50以上的票数，所

muziy)。可是，佐科心目中的人选

以一定会出现第二轮的选举。这是

是现年61岁的马赫伏德(Mahfud

佐科所最担心的，因为佐科的组合

M D)。此 人 是 伊 协 会员，也 是民

很有可能会在第二轮的选举中遭淘

觉党党员，曾经当过国会议员，也

汰，就像2017年雅加达首长钟万学

出任过印尼宪法法庭的首席大法

的选举一样。所以，为了避免“历史

官（2008-2012），在回教世界里

重演”，佐科最后放弃马赫伏德。

在2016年末和2017年初的雅加
达首长选举中，佐科盟友钟万学（阿
学）寻求连任。普拉博沃重施故技，
与反钟万学的激进派回教徒合作，
利用回教以及种族问题 (政治学上
的术语是Identity Politics“身份认
同政治”)，发动了两次大示威，结
果挫败了阿学连任雅加达首长的计
划。法庭还把阿学以“亵渎伊斯兰
教”的“罪名”判处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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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位著名的温和派，且 主张以
“班查希拉”(Pancasila,即：五大
原则) 为印尼建国基础的法学专家。

伊协与民觉党的领导层推出一
位名叫马鲁夫的人选作为佐科副总
统的候选人。

其实，马鲁夫是印尼伊斯兰保守

协助佐科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他

其实，普拉博沃需要的是经济

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伊斯兰

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印尼

势力雄厚的人当他的副手。有人分

法经济”(Ekonomi Shariah)，也主

不会分裂，使印尼仍然保持为统一

析，前总统尤多约诺(Susilo Bam-

张通过宪法的过程推行伊斯兰法，

的国家，使印尼的政治稳定，因为只

bang Yudhoyono，简称SBY)符合

但是反对通过非法的手段实行“伊

有政治稳定，社会才能繁荣。

这个条件。他有钱有势，又是属于

斯兰法”；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
接受“班查希拉”。马鲁夫一度是反
对伊斯兰“阿赫马迪亚派“以及“什
叶派”的主要人物，又是发出“宗教
指令”指控钟万学“亵渎伊斯兰”的

他还说，他也要协助佐科实现
财富的均匀分配，使印尼社 会更
加公正。在访谈中他也谈“班查希
拉”，他说要保留“班查希拉”作为
印尼建国的基础。

发起人，导致大规模的反钟万学示
威运动。但是，当钟万学被判入狱

反对党阵营的民主党(Partai Demokrat)的主席，并且有意和普拉博
沃合 作，让其4 0岁的长子阿古斯
(Agus Harimurti Yudhoyono, 简称
AHY)与普拉博沃配搭，可是遭到结
盟的公荣党与使命党的强烈反对。

普拉博沃的副手

这两党认为尤多约诺的家族会损害

后，他马上与激进派保持距离，开始

佐科到最后阶段才推出副总统

他们的政治利益。普拉博沃不愿失

积极支持佐科政府，还当了宣扬“班

的候选人，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

去（激进派）回教党的支持，以免失

查希拉委员会”的顾问。

主席普拉博沃也一样，在登记候选

去“亲回教”的标签。在没有更好选

许多人分析，佐科本人不是任

人的最后一天才公布其搭档的名

择的情况下，决定起用阿尼斯的副

何一个政党的主席，所以在人选方

字。普拉博沃与激进派穆斯林很亲

手富商桑迪亚加为他的搭档，叫人

面没有能力完全独立。此外，在印

近，在宣布其搭档的名单前，国家

大感意外。

尼的伊斯兰世界里，马鲁夫的地位

使命党(PAN，使命党)建党主席阿

桑迪亚加既不是伊斯兰宗教界

确实是比马赫伏德高。他的政党联

民·拉易斯前往沙地阿拉伯会见在

的领袖，政龄又短浅，是弱势的副

盟选择了马鲁夫，佐科只好放弃他

那里逃亡的回教捍卫者阵线主席哈

总统候选人，对结盟的政党不是威

选择的伙伴。当佐科宣布马鲁夫为

比·里西，显示出他们继续结盟。很

胁。不过，据报章报道，他也是富

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时，佐科介绍他

显然，普拉博沃也在玩回教牌的游

豪，能够也愿意资助昂贵的总统选

是个“有智慧的伊斯兰领袖”。事

戏。不过，所不同的是，由于没有获

举，又答允捐出一大笔款项给公荣

后，马赫伏德在一个“印尼律师俱乐

得“理想的”回教领袖的人选，他最

党和使命党以及在2019年中选的公

部”的电视节目中揭露，阻挠他当佐

后作出了出人意外的决定。

荣党与使命党的国会议员。此外，

科副总统候选人的正是马鲁夫！马

开头时，与他结盟的公正繁荣

桑迪亚加的雅加达副首长的空缺

鲁夫拒绝作出任何反应。反而是伊

党(PKS，公荣党)与使命党的领袖都

也将由公荣党的领导人取代。桑迪

协领导层抨击马赫伏德，说他诬蔑

有意作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公荣

亚加最后才获得上述两党的认同。

伊协最高领导人。

党推出党主席沙林·塞卡夫（Salim

这么一来，主张多元文化的佐科

Segaf）而使命党也推出党主席朱

选择了保守的回教传教士当副总的

尔基夫里·哈山(Zulkifli Hasan)。

候选人，而亲激进派穆斯林的普拉

马鲁夫胸有成竹，他能言善辩，
早就有意思从政。当他还没有正式
接受提名时，他就接受了记者的访

不过，后来双方同意由社媒著

博沃却选择了没有伊斯兰背景的年

谈。受访时他坦白地说，他会接受

名的年轻传教士阿杜·梭马(Abdul

轻富商做他的副手，这是不是意味

佐科的邀请，是因为佐科声望高，再

Somad)当副总统的候选人，但是

着普拉博沃会失去回教徒的选票？

次当选总统的百分率高。记者问他，

梭马谢绝。普拉博沃于是邀请刚上

其实也未必。激进派回教徒依然在

在这个经济建设的年代，选择一个

任不久的阿拉伯裔雅加达首长阿尼

背后支持他。如果他当选，激进派

传教士当副总统的候选人，不是对

斯(Anies Baswedan)做候选人，也

一定会有许多好处。

经济的发展很不利吗？他回答：经

遭拒绝。

济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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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专家分析，那些保守的回教徒，即使马鲁夫与佐科合
作，未必会把选票投给佐科的组合。同时，以前支持佐科与钟万学
的选民，对于佐科的选择也会大失所望。这些人有许多可能投“空
白票”(Golput)，这对于佐科很不利。有些分析家认为，佐科为了连
任，不惜背叛自己的原则，所以不值得信赖；可是也有人对佐科仍有
信心，认为他当选总统后能够控制马鲁夫，印尼不会真的回教化。

主要报章的反应

“从多数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根

有影响力的印尼《时代周刊》

本不能对马鲁夫有太多期望。印尼

(Tempo)2018年8月19日在其题为

在未来所面对的挑战非常严峻：包

《暗淡的记述》一文中指出：
“佐科

括如何清理下跌的印尼币，如何准

选择传教士的原因是因为佐科被描

备策略面对贸易战，以及为几百万

绘成回教徒不喜欢的总统。他被诬

失业的民众创造工作机会。将马鲁

蔑是共产党人和华人、被指控对伊

夫当成只是‘备胎’是不明智的。如

斯兰不友好，因为他维护‘亵渎可兰

果总统因事不能执行任务，他就会

经’的钟万学。其实，根据民调，佐

成为总统。诚然，佐科并不是唯一

科的中选率还是在50%以上，而这

应该负责的人，那些政党在选副总

些受访者绝大多数是回教徒。……

统时扮演异常重要的角色。”

以，这种局面的产生应该由政党与
国会议员负责。
印尼第一大报《罗盘报》(Kompas)2018年8月10日在其社论中
指出，这次的总统选举，可以说是
“精英式的总统选举”（Pemilihan
Presiden Elitis）。副总统候选人的
位置,变成了各政党角逐的对象。
因为，每个政党都认为，在2024年
总统选举中，2019年当选的副总
统很可能就可以成为总统的候选

印尼民众的看法是：佐科对于回教

文 章 也谈 到普拉博沃 及其副

人。所以每个政党都要争取自己人

的友善度略低于其政敌普拉博沃。”

手。普拉博沃的人权记录也不好。对

为副总统候选人，好像这是不能更

但是，佐科却误信大多数的回教徒

于他在1998年涉及绑架政治活跃分

改的“定价”。事实上，政治是没有

不喜欢他。

子的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同时他三

“定价”的。政治就是一种“讨价

“从竞选的角度来看，选择马鲁

次竞选总统，每次都败下阵来。他的

还价”。印尼的政治精英们，为了

夫·阿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可能是

副手政龄短浅，还没有成绩可考。言

自己或者是自己集团的利益，常常

很有效的战略，然而它表露了佐科

下之意，也一样叫人失望。

忘记了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的利益
边缘化。《罗盘报》的结语是：印

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政治，政治好像

文章指出：有这样令人尴尬的

仅仅是为了保留政权，没有别的。”

局面是因为印尼国会的决定所造

文章还揭露了马鲁夫作为是伊

成的。印尼政党操纵的国会，决定

斯兰传教士理事会主席所发出各

限制竞选总统的人数，只有拥有百

种“宗教指令”，违反民主与人权的

分之20的国会议席或者是在大选

以上的报章评述印尼政治制度

原则，包括指控钟万学“亵渎宗教”

中获得百分之25的票数的政党才

的弊病，也谈到印尼正副总统候选

，煽动民众，反对其他回教派系，

能提名总统候选人。在没有政党能

人的局限性。其中还指出保守的回

禁止回教徒庆祝圣诞节等等。
“选

符合这个条件下，较大的党就得与

教在印尼崛起的可能性。应该指出

择马鲁夫表现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

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共同推选总统

的是，不但是选马鲁夫有这种危险

实：他（佐科）将自己当成是反对以

候选人，再由总统候选人选择他的

性，选择普拉博沃也一样有这种危

宗教为基础的政治，但是如今他也

配搭，但是实际上，副总统的候选

险性，因为他已经与激进的回教作

很明显地在玩弄宗教政治。”

人也必须获得结盟政党的同意。所

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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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目前的政治现实仍然是由“政治
人物”(politisi)所掌控，
“国家领导
人”(negarawan) 还是非常缺乏。

但是，有专家分析，那些保守的

教党的接受。普拉博沃在这次总统

佐 科 不是 来自传 统的政治 精

回教徒，即使马鲁夫与佐科合作，

选举改变了策略，先从经济方面切

英，从政前他是家具商，后来当选

未必会把选票投给佐科的组合。

入攻击佐科，往后也可能再利用中

为梭罗市市长，没有传统的政治精

同时，以前支持 佐 科 与钟万学的

印关系、中国劳工、宗教与种族的

英文化与生活方式。与其他总统的

选民，对于 佐科的选择 也会大失

课题，包括印尼华人在经济方面的

家族相比，他的家族生活较为简朴，

所望。这些人有许多可能投“空白

优势，抨击佐科。在普拉博沃背后

也没有参政。佐科代表的是温和的

票”(Golput)，这对于佐科很不利。

还有苏哈多遗留下来的旧势力，他

改革者，主张消除贪污腐化的官员，

有些分析家认为，佐科为了连任，不

们钱多势大。

主张建设基础实施，改善民生。但

惜背叛自己的原则，所以不值得信

是他的作为，危害了许多政治精英

赖；可是也有人对佐科仍有信心，认

的利益，所以许多政治精英，尤其

为他当选总统后能够控制马鲁夫，

是属于旧势力的政治精英，千方百

印尼不会真的回教化。

佐科与普拉博沃之战

普拉 博沃 是旧势力的 代 表 人
物。他曾经当过苏哈多的女婿，做
过苏哈多时代特殊部队的司令，军
人作风很强，在苏哈多时代绑架过

计地阻挠他。佐科有意连任，继续

至于普拉博沃，虽然没有传教

政治活动分子，对他们使用暴力，

他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为了连

士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却依然获

许多反苏哈多的知识分子对他仍

任，他与保守的回教精英组成了新

得强硬派伊斯兰组织的支持。如果

心有余悸。

的同盟，甚至与曾经同他对抗的保

他当选为总统，很可能对于支持他

守派的传教士马鲁夫合作，以便能

的伊斯兰激进派作出让步，加速回

够获得回教徒、包括保守的回教徒

教化的过程。但是，也有人认为，普

的选票。用政治学的术语：佐科选

拉博沃比佐科更有魄力，他能够选

择了马鲁夫合作，可以避免“身份

择没有回教传教士背景的自己人当

认同政治”的产生。

副手，最后又能获得他联盟中的回

如今离开总统大选有七个月，
还有许多变数。鹿死谁手，现在还
是言之过早。
作者是新加坡尤素夫伊萨东南亚
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
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网络图
YIHE SHIJI Issue 37 • 35

怡和时评

中

日关系

╱ 文  :  黄彬华

中

日关系近期有了明显回暖的倾向。

先机改变现状，因此出现了中日关系突然

有人称它为中日关系改善的“窗口

咸鱼翻身的现象。

期”，也有人称它为“敏感期”，更有人称
它为“向善期”。总的来说，就是两国关
系“由恶向善”的过程。如果这些是事实，
确实是个喜讯。
虽然，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
在，像钓鱼岛主权问题、东海油气田开采

安倍缺乏政治家素质
政治家必须有胆识、有定见，更需要有
远见，在日本却至今没有人说安倍首相具
备了这些条件。安倍虽是出身政治世家，
却有着性格与志向不符的矛盾。

权问题等等，依然是一堆复杂的障碍。但

首先，安倍出身政治世家，外祖父岸

是，近期的世界战略态势巨变，特别是异

信介，既是战时日本一个红人，战后又险

类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上台，不仅使中美关

些被当战犯检举，却因美国占领军的网开

系更形复杂，中国的发展与成长也已面对

一面捡回一命赦免，还登上战后日本政

更为严峻的阻力。除此之外，美国的亚洲

坛高峰，当了6年首相，并因此与美国签订

忠实盟友日本，也意外面对困难，即使有

了美日安保条约，从此成了美国最忠诚的

“联美制华”政策的掩护，有海上围堵中

盟友。

国的“印太战略”护航，却也面对着特朗

接着，安倍父子也进入政坛，人脉地

普任性的威胁，迫使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

盘当然也来自岸信介的自民党。安倍晋太

其处境和未来去路。

郎是岸信介的女婿，虽然当过外相，却无

由于美国是日本的盟主，又是日本的
唯一靠山，更是日本“脱亚入欧”的全部

缘成为首相。外孙安倍晋三，从小就跟随
在岸信介左右，结果成了首相。

动力，在特朗普背道而驰的“一国主义”

安倍晋三生性平凡内向，却有继承岸

冲击下，日本先是错愕，接着是沮丧，最后

信介政治抱负的野心，不仅登上了日本政

只得仿效西欧另寻出路，或是要打算把握

坛的顶峰，还是日本历任首相中最亲美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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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外交学 院国际关 系研 究
所教授周永生也有类似的评论。他
说，
“中日两国关系又发展到了一
个新的历史交叉口，是继续走合作
共赢的道路？还是走相互怨怼的道
路呢？”他说，
“在中日关系走到一
个新的历史节点的当下，我们必须
登高远望，以更大、更高远的战略
前景和战略利益，引领中日关系的
网络图

已有明显回暖倾向

前行和发展。”

安倍长期政权是否有意义
安倍急于访华，一是安倍已经
觉察到，中日对抗不仅没有前途，

外表上，他是因为拜祭靖国神

倍执政以来首次出席这样的活动，

社、钓鱼岛主权归属和东海油气田

也是日本首相时隔15年出席这样的

等问题与中国闹翻，并在他任内搞

活动。以此为标志，
“安倍政府做出

坏了中日关系。其实，更重要的是

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

安倍不仅在国内不遗余力宣传中国
威胁论，还在国外积极推动中国包
围网。中国输出高铁、中国开拓新贸
易据点、直到中国开设“一带一路”
交通线、设立基础建设开发银行，日
本一直如影随形跟踪和较量，甚至
公开进行对抗。除了商业的竞争、
外交的对抗，还有军事的监视，间
中的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甚至印度
洋问题也都成了中日对抗的热点。

特朗普效应危及日本

而且已到了日本包输的阶段；二是
安倍建构长期政权的蓝图已经在
望，未来安倍政权要有所建树，除
了必须“回归亚洲”，还必须与已成
长起来的中国密切合作，因此日方

去年10月23日，安倍表示希望

提出了“合作取代作对”的策略改

能在今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

变；三是 盟主美国的威 胁 不仅 是

条约》生效40周年纪念期间正式访

对盟友“外交出卖”（日本惯称为

华。安倍不仅要求会见中国国家主

“越首外交”），现在还增添了特朗

席习近平，而且准备邀请习近平回

普爱玩的动辄制裁他国的游戏；四

访日本。

是既然中国已承诺将放松“中日和

中日缔约、发表“共同声明”，

解”条件，包括让日本分享“一带一

签订“和平友好条约”都是两国的

路”无限商机，在中日关系的“敏感

重大事情，而中国又有“逢十大庆”

期”，除了机不可失，还必须打铁乘

惯 例，今 年中日高调 纪 念“4 0 周

热，不然中日关系随时还会回到波

年”，说明“40大庆年”确有意义，

涛起伏状态。

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安倍既是

不仅是很好的外交借口，也是极佳

归根结底，在日本失去靠山，失

把中日关系搞到最糟的首相，却又

的下台阶，难怪有“窗口期”、
“敏

去优势的当下，它不改弦易辙，不

是近期让已陷入谷底的中日关系起

感期”等的说法。

把握先机，不仅已经难回亚洲，而

《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总局局

且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孤儿。安

去年9月28日，日相安倍与外相

长高桥哲史，最 近 发表 一篇题为

倍即使荣登日本最长政权首相的荣

河野太郎、前首相福田康夫等参加

《不要眼睁睁地看着中日良机溜

衔，和平不能确保、经济不能繁荣、

了东京中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的中国

走》的文章，除了提醒中日有关当

生活不能改善，长期政权会变得毫

国庆和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纪

局，中日继续“作对”不仅毫无意

无意义。

念活动。日本传媒评论说，这是安

义，而且无法应对美国商人总统特

死回生的“功臣”。

作者为前媒体人士

朗普的贸易战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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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

马国变 天

╱ 整理  :  邹文学

新政
马

来西亚今年5月9日大选变天，新政

钟天祥博士曾任香港《明报》总编辑、

府上台，各种不同信息相互交错，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总编辑、新加坡《联

新形势下如何展望新马关系的新格局，是

合早报》印度尼西亚办事处主任及《亚洲

许多新加坡同胞关注的事。8月18日怡和

周刊》资深特派员，现任台湾科技大学客

轩举办讲座，邀请钟天祥博士和潘永强博

卿教授。潘永强博士为马来西亚资深政治

士就有关问题进行分析，200多位听众聚

评论家、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通识教育

精会神达两个多钟头，分享了两位博士的

中心主任、马来西亚华研中心董事。

精辟论述。讲座由《怡和世纪》总编辑林
清如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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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两位主讲者的讲话摘录：

◤钟天祥
种族政治处处在
新政府上台后，
有几个重要政治措
施：立即释放安华、
委 任华人 财长、更
换 反贪 会主 席、冻
结巫统9 0 0多个银
行户头。不过，紧接着他们面对的主要政治难题是：华
人要求公平对待，马来人担心丧失主权，执政党内部摩
擦加剧。

（1981-2003）爆发的各种金融丑闻，已导致马来西亚
亏损约1000亿令吉。
政治评论多年前就指出，马来西亚的朋党资本主义
源自马哈迪，那是扼杀马国最严重的腐败，不仅是“官
商勾结曝光的数以百亿元计的贪污款项，而是腐败曝
光后当事人根本不怕被捉，更是无视国民谴责，继续厚
颜无耻地赖着不走。这才是最严重的贪污、最无药可救
的情况。”
2018年8月15日，马哈迪如是说：
“我想跟中国一样
把贪污犯处死，不过内阁部长不同意。在日本，有人会
为羞耻而自杀。但是，在这里，你指责对方是盗贼时，他
只是微笑以对。”

要理解马国种族政治的真实环境，或许可从林冠英
上台不久的表白看出端倪：
“对不起，我没视自己为华
人，我是马来西亚人。”
不久前，财政部发出一份文告，除了马来文，也有中
文和英文版本。为此，前警察总长韩聂夫率领50名非政
府组织成员在清真寺里集会抗议，还要他道歉。马哈迪
说，那是林冠英犯的小错误。

安华不认同朋党政治
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坦诚表白，他并不认同马
哈迪召回旧朋党进入政府的做法，但是他说，需要给马
哈迪一些时间和空间去改革。
他说自己要和平交接权力，马哈迪也答应只出任首
相两年。他相信对方会坚守承诺。

马哈迪委任印度族基督徒汤姆斯为总检察长，国家

安华也曾表白，他晓得马哈迪在利用他，但是基于

元首竟然指他国语讲得不好迟迟不批准，最后还得劳驾

当时的反对党需要马哈迪的支持，而后者也致力于改

安华前往说情。今年66岁的汤姆斯是什么人？他曾为马

革的议程，他从大局着想，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也不介

共领袖陈平申请回国定居辩护，是一个有担当的律师。

意被利用，目的在促成马国摆脱贪污和腐败，各族人民

林冠英上任不久，就多次揭露前朝政府的贪污和失

都能过上好日子。

信丑闻。5月至7月上旬，吉隆坡股市动荡不安。安华于

时至今日，关于马国变天的关键因素，执政党之间仍

是发话，身为财长，讲话要谨慎。不过，林冠英却透露，

然议论纷纷。马国政策措施研究中心创办人拉菲兹说，

那是按首相指示揭露弊端。他的辩白似乎是项庄舞剑，

虽然不少人认为大选成功变天归功于马哈迪医生的个

意在沛公。

人魅力，但是，他认为是通货膨胀导致生活费高涨以及

另一方面，安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强调，
马国的腐败，不只发生在纳吉身上，整个体制都充满挥
霍和贪污。
确实如此，2 0 年来马来西亚的贪 污指数 居高不
下。1995至2016年的22年里，平均为49.73点，而以马
哈迪当政的1996年最高：53.20点。纳吉当政的2011年
最低：43点。
2009年巴里韦恩（Barry wain）著的《马来西亚独
行侠：在动荡时期的马哈迪》指出，马哈迪管治的22年

实施消费税这两个因素，令人民思变。拉菲兹现在是安
华最得力的助手。
马哈迪的幼子慕克力则认为，拉菲兹的分析只是一
家之言，不过，他希望希望联盟各党，不要再争议胜选
因素。
究竟马哈迪和安华的矛盾怎样解决？两年前，马哈迪
曾公开说，安华太老不适合当首相，
“我70多岁时宣布80
岁不当首相，而我也在80岁前下台。但是，如果人民支持
他，我也无话可说。”安华今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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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智库中心的调查，有42 %的人民认为安华最适
合担任第八任首相，排名第二的是现任巫统主席阿末扎

切进展顺利，说明马国社会拥有承受改变的条件。这是
一次备受世界赞扬的、民主转型成功的楷模。

希，得票率是24 %。

变天关键因素
游离马来选票11%

引发政治危机的因素，一是结构性因素，二是其他因

公正党正在进行党内选举，安华成为党主席已经毫

素。这次导致变天的关键因素，首先是威权体制内的精英

无悬念，但是，党内两大派系的竞争却已经白热化。有

阶层发生分裂，从安华的离开巫统而至马哈迪的出走，

人指出，马哈迪正在利用阿兹敏制衡安华。马哈迪则矢

大选前几天又有多名前部长宣布与巫统划清界限，便是

口否认，并向希盟和沙巴民兴党发出警告，如果党内发

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内部分裂现象。另一方面，反对党采

生内讧，不遵守纪律，便会葬送新政权。

取务实的战略，改革派愿意抛弃前嫌与温和派合作，更

马国政坛确实还存在很多变数，马来选民的动向，尤
其叫人感觉那是马国政治动荡的潜在因素之一。
《星洲日报》报道默迪卡民调的初步调查，这次希
盟得到的华裔选票达95%，巫裔选票30%。马来选票基
本上分三份，巫统和伊斯兰党都各获得三分一的支持。
《透视大马》引述巧思中心的分析，在投给希盟的
30 %马来选票里，有11%并非铁票。那11%很脆弱，是
因为纳吉因素而拒绝支持巫统与国阵，不是因为他们喜
欢或相信希盟。
专家认为，如果希盟无法改善经济及缓解生活费压
力，马来选票将会回流给巫统及国阵。此外，希盟如果
不能处理好种族与宗教课题，选票趋向也会发生变化。
马国新政府成立至今显然有个不错的开始，只是未
来走向却仍然存在不少变数。

是打赢这场选战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方面，民行党的
林吉祥发挥很大作用。
那是历史性的时刻，领袖的判断很重要，没有对历
史时刻的敏锐知觉，很可能就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
会，错过完成历史使命的机会。
还应该提到的是马国军队的国家化。军队在这次的
政治变化里相对保持中立的态度，很专业，也是对军队
独立性的一次考验。由此，和平演变才有可能，也加强
了大家对巩固民主政治的信心。
大选揭晓后，我们也观察到马来人已逐步放弃对巫
统的信任。他们发现有另一个可以取代巫统的马来人
政党，马来人地位不受动摇时，他们便可以放弃对巫统
的支持。与此同时显示的是，伊斯兰教对民主的相容性。

改革不易立马见效
检讨新政府的100天新政，政治改革比起经济改革

◤潘永强
2018年5月9日的

容易见到成绩。政府要修改法令，实施新措施，只要在
国会通过，便可迅速推行。反之，经济改革要奏效，需
要时间也需要许多条件配合。

选举结果，对希盟来说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削减首相署权力，反贪会和选举

是意外的胜利，对于国

会此后只向国会负责，委任反对党议员担任国会公共账

阵来说是突然的败选。

目委员会主席，彻查一马公司丑闻，废除国安法，内阁瘦

不过，回顾马国 近 年

身，委任第一个华人副国防部长等。

的政治演变，便明白那
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奇
迹，是自1998年安华领
导的烈火莫熄运动、持续进行政治斗争所累积的成果。
马国人民有理由感到亢奋，马国和平变天，至今一

经济方面，新政府宣布废除消费税、检讨所有涉及
不当款项的大型工程包括两个与中资合作的项目、稳定
油价、霹雳州拨款给州内独中、提高宽频速度并降低收
费、实行家庭主妇公积金计划、马六甲州政府发出执照
给所有养猪场等。不过，这些改变能否有效改善人民生
活，却还需要时间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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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来西亚显然还没办法改变种族政治的格局，

错误的领袖自食其果，锒铛入狱指日可待。不过，在马国

新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宗教问题和族群问题，要达到

目前的政治环境里，改朝未必能换代，马来西亚在可预

民族平等及文化民主，现阶段还是困难重重，甚至举步

见的将来，仍未能摆脱族群政治的思维。

维艰。现在政府的能力和效率都提高了，国家权力下降
了；社会力量解放了，治理难度也加大了。随着选民期望
的升高，改革其实更不易成功。

马国的变天，也证实了一个现代化理论，威权体制
即使能带来经济成长，却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民主的
渴望。

不过，在百日新政推行后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家对施政满意度达67%，对马哈迪的满意度更高达
71%，而且55%认为国家正走在正确方向。2015年的调
查显示，人民对纳吉的满意度只有百分之十几。

新马关系新格局
马来西亚变天后,新加坡与吉隆坡的关系，主要受
两个层面影响，一是结构层面，二是领导人个人层面。

引起新政府警惕的是，马来族群的支持度已经下滑。

就结构层面而言,新马之间有密不可分的渊源，两国

马来族群对新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已从5月底的73%下

在经济、金融、劳工、教育，以及安全、国防上，都有紧

降到8月中的58%。对马哈迪首相的施政满意度，也从5

密互动，不可能因吉隆坡政党轮替，而改变这些长期建

月底的78%下降到8月的62%，认为国家方向正确的比

立的结构性合作关系。

率，也从5月底的63%跌至8月中的49%。
展望未来，我还是愿意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明：道
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在领导人个人层面上,在马哈迪第一次掌政时，
马新关系时有矛盾，因为马哈迪是巫统早期的人物，与
李光耀是同一辈，他们在新马发展上互别苗头，也有瑜
亮情结。在阿都拉和纳吉时期，新马关系改善，重建互

怀旧和复古的老人情怀
马哈迪上台后推出的好些政治主张，其实是怀旧和
复古的表现，一个93岁的老人，从人性角度可以理解，
老人总是会对昔日旧事念念不忘。他最近提出的好些
建议，其实是他90年代的政策，纯为个人偏好，不是新
政府的意志。比如他要建立宏愿学校，他看看没有人反
应，也就不再提起。他又提出发展国产车，不过这回提
的是电动车，显然也没有下文。
马哈迪近些年对中资的投资行为很有意见，比如城

信，可见领导人的因素,是影响双边关系的一大原因。
随着马哈迪第二度上台，他已在马新课题上，选择
挑起某些问题，如水供合约和新柔弯桥。但是，这些都
是旧课题，并没有新的元素与思维，相信不会动摇马新
之间的传统关系。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马哈迪未来两三年，要处理的内政和政治问题
繁多，马新关系显然不在他重点内。其次，他关于马新问
题的一些看法，如水供价格，可能不是希望联盟和内阁的
共识,基本上算是个人意见。

市森林和东海岸铁路的建设，他都多次质疑。这次的大
选，中国大使馆显然选错边站，马华的选举海报竟然出
现习近平的照片。
不过，马哈迪不反中，他只是怀疑，不信任，不曾反中
或反华。他也没有在中美之间有所偏袒，他顾及的是国
家利益。现在他是首相，便得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利益。目
前是清理战场的阶段，要解除不平等的贸易合约，不过，
他仍会珍惜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有学者指出，执政61年的巫统政权，算得上是一个韧

另外，如今执政的希望联盟，并不像过去的巫统对
新加坡的态度强势，整体上反而较友善。例如民主行动
党，过去与人民行动党素有历史渊源，该党在执政槟州
时，也经常对新加坡的城市治理和管理效率，表示赞
赏。
倒是新加坡必须意识到，过去新加坡在发展和人材
上，是占了马来西亚治理低效的红利。如果大马在政党
轮替后，新政府励精图治,新加坡多年来享有的红利效
应，可能就会降低。

性很强的政权，可是，仍然可能在一场选举中被击垮，犯
整理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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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知马校区第十一号楼（摄影：G. Benjamin）

杏
坛
听

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当年简称

回顾这45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

新大）任教，最初签了三年聘约，后来续约

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

三年，之后又续约三年，然后就留下来。如

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

今算来竟是45年了！这45年来，一直在教学

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

开

研究的学术园地里努力做个尽职的园丁。70

遇，不能不感恩。

栏

年代加入第一代社会学的团队，从当年的武

雨
前
言

吉知马校区到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肯特
岗校区，开拓新加坡社会基础研究。1992年
应南洋理工大学詹道存校长之邀，西迁云南
园，创办传播学院。2003年又应南大第二任
校长徐冠林之请，筹划成立人文与社会科

╱ 文  :  郭振羽

学学院，协助南大转型为综合性大学。2008
年加盟新跃大学（现称新跃社科大学），于
2012年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开始回
归文化原乡的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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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
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荫下听雨的时
候了。当然，南国的赤道雨，不似南宋江南
春雨，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词
《虞美人》】。回首前尘，有风雨相伴的日
子，更不缺那雨后的彩虹。南国杏坛听雨，
有回音，有回响，仔细聆听，或许还有羽音
阵阵、余音袅袅。

初来乍到 首夜在蛙鸣和虫声中入眠
1973年6月，我和妻儿一家四口，告别美国威斯康辛
州清水市 (威斯康辛大学清水校区所在地Eau Claire )，
启程回归亚洲。第一站到蒙坦那州波兹曼（Bozeman），
探望海菲妹一家，也一响夙愿，畅游黄石公园；然后经过
洛杉矶，檀香山，旧地重游，探望老友。最后经东京回到
台北，停留两周，拜望双亲四老以及老同学老友。六月底
经香港于六月29日飞抵新加坡巴耶利巴机场。（当年没
有长途直航客机，短程转机乃是常态。）

简丽中来自香港，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社会学
博士。当年柏克莱是美国自由主义大本营，新大聘用她，
我觉得是开放的象征。在第11号楼，我和简丽中办公室相
邻，墙上开了小窗口，共用一个电话分机。我们又都主修
家庭社会学，曾经合作开课，又合作多项研究计划，出
版专书和论文。她先生黄朝翰是新大经济系同事，两家
都住大学College Green 外来教师宿舍。两家稚龄小
孩，年龄相近，在大杂院一起长大，可说是通家之好，如
今算起来是45年的情谊了。她在80年代从政，当选国会
议员，90年代被延揽担任官职，曾官至教育部和卫生部

代表学校来接机的社会系同事陈寿仁，是系里一位

高级政务部长。巧合的是，2010年我从南大

资深（也是当时唯一的）本地学者，后来共事多年，也合

退休，到新跃大学（现在的新跃社科大学，简

作了几个研究项目。

称跃大）担任学术顾问，和同任顾问的丽中

当晚寿仁把我送到校园旁Nassim路口的大学招待

再次同事，而且办公室又是毗邻而处。她后

所，是二战前的老建筑，相对简陋，晚上挂蚊帐点蚊香，

我们这批第一代社会学者当年教学时首先面对的挑战是新加坡社
会基本资料的匮乏。无论是人口，婚姻，家庭，宗教，种族，教育，社区
组织，社会阶层等等社会学课题，都有待搜查（原始）资料，进行分析。
有了这些基本资料，才能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快速现代化，都市化，工
业化发展过程中面对的挑战。早期同仁各凭自己专长，努力研究发表论
文，可以说是边教边学边研究。

武
吉
知
马
十
一
号
楼

在蛙鸣和虫声中入眠。次日早起推门而出，顿觉青天白云

来荣任跃大名誉校长（Chancellor），是新加坡各大学中

鸟语花香，好一片南国风光。原来这武吉知马校园，紧邻

第一位女性名誉校长。我这老友与有荣焉。那是后话。

新加坡植物园（201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名录），而社会系馆所在，就在隔Cluny Road山坡上独立

社会系国际化“去殖民化”抑“代理殖民化”

的House 11（11号楼），是一栋1920年代的老建筑，据

新大的社会学系创立于1965，和共和国同年。创系

说曾是莱佛士书院时代副校长的住宅，是座独立洋房，

系主任Murray Groves，来自澳大利亚，是位文化人类学

屋后有仆人（想来包括帮佣，司机，厨子等）住处以及

者。原来在英国学术传统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密不

厨房车库等，看来风水不错。只可惜这片旧校区多年前

可分，和美国情况二者泾渭分明情况大不相同。新大社

已经划归给植物园，第11号楼也早已拆除，不见踪影了。

会学第一年基本必修课是Soc101社会学概论和Soc102

7月2日星期一，我依约到社会系报到。按在美国工
作的习惯，我准时8点到校，第一个见到的是同事简丽
中。据她后来的回忆，我当时穿了一件紫色无领的T恤。

人类学概论。我也开始和人类学同事交流学习，接触
到他们“接地气”的田野研究，有别于社会学偏重调查
及统计分析的做法；让我大大开拓了视野，获益良多。

她批评我说：哪有人第一天到大学报到这样穿着的！我

我1973年加入新大社会系时是第二任系主任Hans

回想起来，也不能了解当年为何如此随便。其实我无意

Evers当家。Evers来自德国（当年还是西德），主修发展

冒犯，只是在美国校园随意惯了，真没有用心。

社会学和东南亚研究。他1971年到任，大刀阔斧扩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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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阵容，从原来五六人，增加到10人，其后几年大约维

度，要到1990年代，新加坡两所大学步向“美国化”，改

持在10-15人之间，其中不少是短期（一到三年）访问学

采学分制之后，才纠正过来。

者。Evers自己也只来三年，1974年就另有高就，回西德
了。他多年来还是活跃于学术界，经常来访。

谈到我教的研究法，由于课程性质，内容偏于抽
象枯燥，但是这又是一门训练逻辑思维基本功的必修

当时的社会系非常国际化，除了英美澳德之外，还有

课程。我接受挑战，在课程中强调推理逻辑，也要求学

来自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的同事。

生实际操作，要能发掘研究课题，设计研究方法，进行

只有两位是新加坡本土学者。和早期（1970年以前）纯

田野观察访谈，分析资料，最后完成研究报告。多年之

然“西方”学者主导的情况相比，70年代开始有本土和

后，偶遇早年学生（如今多已退休！），谈起这门社会研

港台及大马学者加入，或可说是“去殖民化”的第一步。

究法，还得到回馈说印象深刻。看来这门课还算教得

不过严格说起来，系里同事都受过欧美（特别是美国）

成功，很觉欣慰。

一流大学社会学的完整训练，教材内容以及理论体系，
基本上都来自欧美，严苛说起来，是“代理殖民化”。要
“去殖民化”，谈何容易。真正本土化的落实，至少要经
过一个世代的反思觉醒之后，才看得出成效。

我那个年代教的学生，资质都很优秀，原来那时大
学生人数只占同年龄人口的百分之三，根据人口智商常
态分配曲线，都是“精英”，和今日努力培养25%年龄
层进大学的“普及”模式，大有不同。然而，更让我讶异

新加坡大学原属大英联邦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学制

的是，有不少学生来自普通甚至弱势家庭，学生中有母

和美国大有不同。首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本科采三

亲为洗衣妇，父亲为司机者，辛苦培养优秀子女上大学，

年制，学满三年毕业，可获得学位。少数优秀学生（约

令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新加坡社会发展刚起步，各方

20%）可继续进修荣誉学位，一年毕业后依成绩可以获

急需人才，这段时间应该是新加坡社会流动性最大的年

得一等，二等，或三等荣誉学位。毕业后就业职位薪金高

代。到今日，40年后，社会阶层趋于定型，甚至僵化，世

低通常依学位成绩而定。因之学生对考试和分数非常重

代间的流动性反而缓滞了。

视，因为这关乎一辈子的事业前途。新加坡社会一向重视
考试和成绩，早年申请工作，甚至还要求小学会考成绩！
当年的学制和文官制度如此，如今教育当局要“翻转”观
念，不以学位和成绩定终身，只是积习难改，遗毒难消，
“翻转”还需努力。

谈到社会研究法，当年还有一个难忘的经历：1976
年9月9日，
“伟大舵手”毛泽东过世，我当即指派学生进
行一研究项目，调查民众信息来源及传播路线：从何处
得到此一消息？何种媒体？何时何地？是否转告他人？
这是效仿早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受刺身亡后，传播学一

英国学制还有另一惊奇。大学课程采学年制，学生每

个经典研究。我想借毛氏之死，探讨新加坡社会人际信

年选8门课，每门课上足上下学期，30-35周课程，一年

息传播的模式，或可做比较研究。当时我指定学生采用

一次学年考试，学生必须8门全数及格，通过年级考试，

quota sampling(配额选样)，到乌节路等公共场所面访

才能升级进修下一年度课程。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

公众。三天之后，系主任陈寿仁找我谈话，问起此事。原

要重修所有8门课程！我初来时非常不解，询问之下，才

来“有关当局”发现新大学生的这项调查活动，表示“关

知道在此一制度下，所谓考试及格，指的是通过整个学

注”。看来我是踩到了红线，不过关切之余，倒没请我去

年考试，包括所有课目。通过学年考试，全数及格，大一

喝茶，想来这位郭某还算动机纯良无不良记录，给过了

学生才能升为大二学生！

关。至于有没有留下什么档案记录，就不得而知了。我这

社会研究法 当年一个难忘的经历
我当时教一门大二必修课“社会研究法”，是要求
较多难度较高的一门课，每年总有几位学生被“当”掉。
每年决定最后成绩，我总是犹豫再三，非常不忍，因为
“当”他们一科，他们就要多读一年。这个不合理的制

份历史性的调查资料，终究没有发表，现在还埋在书房
某处的资料档案中，见证第一次和“有关当局”的邂逅。
当年我教的另一门课是荣誉班的“大众传播和社会
发展”，是当年当红的发展社会学中一个重要课题。据我
所知，这应该是新加坡的大学首开大众传播课程。而19
年后，1992年，我应邀在刚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学创立传
播学院，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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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 两件事让我印象
深刻
新大社会学系当年在系主任Evers领
导下，建立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也成就
了他立意要建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以东
最强社会系”的豪语目标。
当年具有影响力的一项新传统，是每
周三下午的“学术研讨会”（Research
Seminar），除了本系教师和研究生轮流
做研究报告之外，也邀请过境学者以及
其他学系同仁分享研究心得。(当时经济
系的林崇椰和政治系的陈庆珠都曾前来
做报告。) 那时社会系的研讨会很受重
视，每周三来自其他学系的旁听人士不少。这样的聚会，

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面对的挑战。早期同仁各凭自己

一方面让大家交换研究心得，另方面也无形中对一些

专长，努力研究发表论文，可以说是边教边学边研究。

年轻学者施加压力，要努力准备上台报告。更重要的是

以我个人而言，除了教学以外，作为一位初学者，

在系里建立一个非常正面的研究文化研究风气，大家能

也 非常自觉 地努力做研 究，参加学术会 议，发表 论

坦然分享心得，互相切磋。或许是70年代80年代大学校

文 。到 新 大 的 第二 年（19 74），我 的 第一篇学术 期

风学风较为纯良，我很怀念那时同仁问学问道的乐趣。

刊论文，发表在美国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那时学术研讨 会有两件 事让我印象深

（《社会心理学学刊》）。那是我根据博士论文其中一章

刻。一 是 有位研 究 生 提出H aw ke r c e nt re (小贩中

改写的研究报告，主题是家庭和儿童双语发展，用的是

心 ) 的 研 究 报 告 。她 在 开 场 白 之 后 ，很 慎 重 地 努

美国案例，却非常吻合新加坡情况。系主任Evers很表

力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中文字：
“小饭”，说明原意是little

赞赏，我自己也大受鼓舞。

rice，是贩卖食物（小吃）的地方。这是我初次接触体会
（新大）大学生如此中文水平，令我心惊。

我的新加坡研究，重点有二:一是家庭社会学，二
是语言社会学。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79年和简

还有一次是一位 人类学学者在研讨室讨 论 进化

丽中(Aline Wong)合编出版The Contemporary Fam-

论，只见窗外几只猕猴探头探脑，似在探班。一时传为

ily in Singapore（《当代新加坡家庭》）；1980年又和

“佳话”，是社会学系口述历史常提到的一个“都市传

Evangelos Afendras 合编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奇”(urban legend)。其实第11号楼紧邻植物园，经常有

Singapore (《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前者收集了12

猕猴来访，只是那次探访碰上进化论讨论，自由自在的

篇论文，我署名的有三篇；后者包括论文11篇，我署名

猴子，对比关在窗内的人类，难免令人有种错乱的感觉。

的也有三篇。两本文集都由新加坡大学出版社出版。
（Afendras来自希腊，当时在“区域英语中心”RELC任

奠定基础 可自称第一代新加坡社会学者而无愧

教，是当年少数研究语言社会学的同好。）

我们这批第一代社会学者当年教学时首先面对的挑

有了这两本著作，基本上奠定了我在社会研究领域

战是新加坡社会基本资料的匮乏。无论是人口，婚姻，

的基础，自认对新加坡社会有了初步认识，可以自称为

家庭，宗教，种族，教育，社区组织，社会阶层等等社会

第一代新加坡社会学者而无愧了。

学课题，都有待搜查（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有了这些
基本资料，才能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快速现代化，都市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
顾问。

YIHE SHIJI Issue 37 • 45

怡和拾贝

回味《人间》
╱ 文  :  柳 舜

如

果说 银 行 是我 谋 生 的 第一 站，

一份学生期刊《荒地》1953年蓦然出

《人间》便是我融入社会的第一份

现，年轻人用热情的笔写年轻人的事，文

“义工”。

字清爽，感情纯粹，多数篇章言之有物。

刚出校门不久，幼稚懵懂。让家长放

朋友见面聊天，不期然会谈起《荒地》，

心的，就只有：这孩子听话，有人缘，喜欢

哪篇文章值得读彼此互相推荐。知道我偶

看书，相信不会变坏。

尔动笔，有人怂恿说：为什么不投稿去？

会不会变坏自己可不敢担保。平日读的
文艺书，正反面人物何其多，笑面虎老狐狸
千奇百怪，取来便是现成教材。
倒是堂伯孙雪庵赠送的横匾受用。行
书四字：
“读书养气”。晨昏打几个照面，
养几回气。16岁有幸进入大公司当雇员，
人众口杂，受气难免，怎么消泄？有办法，

他们会登的！
没错。寄去的稿子发表出来了。后来又
投去一两篇都没有落空。
于是尝试投去《文风》，杏影先生改动
了文句，陆续见了报。
这时候起，读书之余涂涂写写，
“文艺
青年”这称号感觉很过瘾。

拿起笔杆子“出气”。出得多读得勤，养气
渐成“习气”。
那年头，
《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
的副刊，同早餐的牛油面包一样可口，尤
其喜爱文艺副刊、学生园地和文娱介绍，
总要先睹为乐。

有一天，刘少锋来我家
1954年某一天，王如明带了华中学生
刘少锋来我家。不多时又介绍一位沙巴学
生邓松青。如明说，他们正在筹办一份刊
物，定名《人间》（The World）——一份
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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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哪儿来的？哦，我们在同学
中招股，每股10元，反应相当好，头
几期出版费应该不是问题。

上一松动，立刻稿到，人到，短时间

话，上得山多不畏虎，脸皮磨厚胆

内就能送稿付印。

子也大了。

好事多磨。第一期发出去不久，

我没丝毫经验，听他说得轻轻

忽听说少锋辍学，打算到中国去升

松松，陪着高兴。心里琢磨着：是

学。主编走了怎办？谁顶上去？好

啊，头几期卖出去，收回钱，接着又

像又是老大哥如明，招来洪明壮大

印新的，好主意！

编辑阵容、詹道熙管财政。几个月

据说招股表格发到学校，获得

内先后来了林清如（林青）、陈国安

热烈响应，股本几千元稳执在手。至

（林臻）、陈泉海、黄今英、李茂枝

于编辑校对发行等人手，更不用烦

（李火）……稍后张道昉（李向）也

恼，校内校外许多人挺身要帮忙。

来助阵。我家距出版社不远，业余

刘少锋当主编，我把稿子交给
他。少锋个子不高，略胖，圆圆的

时间较多，怀里有一把钥匙，想看稿
或写稿一迳往金吉巷跑。

每一期要有重点文章
处 理稿 件 是 编 辑 部最大的挑
战。限于财力，半月刊拖成月刊，时
而无法定期，但内部审稿发行等工
作没有松 懈。每 一期要 有重 点文
章。读者期待配合时局的评论和作
品。这一来，可用的外稿少之又少。
李向在审阅外稿这件工作上下了大
功夫，他仿效杏影的做法，细心读
稿、改稿、评点，不能用就退稿，许多
后进都受宠若惊。彭龙飞（驼铃）曾

脸孔笑意浓。他谦虚地缓慢地告诉

我拉了好几位帮手，邻居刘基

经投来诗稿，李向情有独钟，竟循通

我心目中的《人间》是怎样的。如

义，他的同学辜应悦、陈前进、秀

讯地址找到偏远的学校访问他，临

明在一旁附和打气。

桃、王以针；还拉了银行同事黄秉

别送给驼铃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

坚、陈铭华、颜清祥、蔡剑秋、黄联

《严寒，通红的鼻子》。这种编者与

仪……社里的朋友通常会带来另一

作者的互动方式，李向从不提起，

些朋友，大家碰面亲热交谈，生脸

数十年后读了驼铃文集我才知道。

一下子变熟，彼此无所不聊，掏心

李向对待文学的严肃认真，对待作

《人间》首期出版了，少锋赶送

掏肺。原来青春是闪闪发光的，真

者的苦心爱心，也许后无来者了吧。

我一本，接到它禁不住激动。封面

诚无私的友谊是“义工”酿出来的

由郑国伟设计，封面画是蔡名智的

醇酒。这是意料不到的、文艺以外

杰作。翻开，内页大小铅字排列本

的收获。数十年后路上会上相逢，亲

期刊目、作者。我给的短篇《苦难》

近不减当年，其中健在的，无不成了

显目地夹在行间。

超逾一甲子的挚友。

如明 住 在 红桥 头左 近的淡申
路。少锋寄居在离我家数十步之遥
的平房，林乃燕家。

外稿适用的不多，编辑们只好
“出手”。头几期硬顶的三人是：
如明、清如和我。三人常在社里看
稿，并商议本期要目。发现少了诗
歌，喂，你写一首，可以表现……；

一个十六七岁中学生，在不长时

由于处理《人间》的编务，我的

少了文评和理论，王如明，你行，任

间里竟编好这么一本各种文体兼容

生活圈子不知不觉扩大了，学会同陌

务交给你了；小说有没有？清如，就

并蓄的刊物，真是好样的！《苦难》

生人聊天倾谈。1955、56两年，反

你来，你的笨珍小城故事多，你负

题目的左边，他加上两行副题：纵使

殖运动进入高潮，文艺界策划组织

责，要快！后者但笑不语，捏了桌上

奴隶失去了一切，总该还有一双反抗

“文艺写作者协会”，新马两地老

几张白报纸，身子不动刷刷刷在原

的手……。

中青作家踊跃签名参加，筹委会主

座位快笔书写……半个多小时过了，

席冰梅。一年后另一个遍及文学、

写满三张纸，忽然想到什么跳起来：

陌生的一下子熟络了

美术、音乐、戏剧的“文化协会”

热腾腾的氛围聚拢着热情的小

糟糕，我约了朋友八点见面，马上要

筹委会成立，由刘仁心担任筹委会

青年。一个个工作人员怎么跑来金

走了！……没写完，你们去完成吧！

主席。两者先后申请注册，都不获

吉巷出版社的，谁把他/她邀来的，

你写的什么，怎样结尾，我们蒙查

批准。身为《人间》代表，在一般

几乎没人去过问。亏得这么多此去

查，怎么去完成？你们可以的！写好

会议、讲座、纪念会这类场合，迫

彼来、自告奋勇的大孩子，只要财政

不用我看，叫应悦送印务馆发排。下

不得已应邀发言，有时必须上台讲

来一个礼拜我很忙……谢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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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无尾的结局”还好不常

友人支持雪中送炭

有。见者有份，我们只得狗尾续貂。

友人陈远才家境宽裕，为人豪
爽，好几次捐献解困，雪中送炭，助

尽力去做绝不推托

我们渡过难关。他的付出，社里只

人进人出，编辑部随时调兵遣

有几个人知悉。

将。青年有共性，有相近的目标和

停刊前的一两期，又一次陷入

理念，因此“问题不大”。分配工作

无米之炊，如明说，只好找许淑英

时，各人尽力去做，绝不推托，倒也

帮个忙了。他向淑英借了500元，刚

过关，有趣。诗，散文，短论，短篇，

够还一期印费和杂费。年终我领了

小剧，书评，戏评……任何文体都
难不倒，需要就动手，该冲就去冲，
久而久之，粗品渐渐磨细，不懂的

花红，请他如数还给淑英。那时，
《人间》同仁。（左起）前排：王如明、
除国安（林臻），后排：柳舜、林清如。

渐渐明白。

《人间》已经“寿终息影”了。
我们一期挨过一期，不是什么

那样的年代，那样的风气，使一

青年借文艺陶冶生活的迫切需求。

秘密；印务馆很清楚，政府心中有

代人迅速成长。深刻领会集体协作

今天看来分量质量均感不足的上述

数。

才是正道，心中剔除自我，做任何

刊物，销数每期不下五六千本，受欢

事总觉得精力饱满。

迎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段期间文刊的前仆后继，直
接间接推动大报副刊活跃起来，发

《荒地》《耕耘》随反黄运动

这些春笋冒尖的刊物，从内容

表作品的园地拓宽了，鼓舞一群群

崛起（两刊创刊相距七个月）。《耕

看，实践了“本地人写本地事”的

青年投入文艺创作。当中展现才华

耘》出道七个多月《人间》出版。又

论说，为日后写作者标示正确的创

见报率高的有：周粲，谢克，李向，

四个月《生活文丛》诞生。可惜的是

作道路。

杜红，钟祺，林丹，林臻，廖建裕，

出了18期的《荒地》与出了20期的

《人间》出了五六期，销路 仍

《耕耘》，先后被吊销准字（前者

不断地增加，马来亚来的订单最为

1954年5月，后者1955年3月）。其

突出。

余的刊物包括《人间》，在1956年
9、10月间，统统禁止出版、销售和
收藏。
必须顺笔一提：上述青年文刊
存活的三年左右，姚紫编的《文艺
报》/《文艺报副刊》，骆宾路等人编

苗芒，长谣，陈凡，马亚，贺巾（遄
泉），王葛，忧草，严冬，麦青，谦君，
白蒙（陈全），子迅，文丁，冰梅，征
雁，吴岸（叶草）……。一个作者用

有一天，主持发行的应悦兴冲

几个、几十个笔名是当年的习惯，

冲告诉我，南马一位李凌千这回破

未曾出书的“多产”者，很难在读者

天荒订了百多本，早些时他只买十

脑中留下印象。

本。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对社里
任何人都是莫大的激励。

美 术界 与刊物和副刊 联系紧
密，彼 此携 手 共进 。画家 如 蔡 名

也有难受的时刻：印务馆电话

智，郑国伟，林友权，李文苑，赖桂

催账。创刊半年后，现金用完了，书

芳，朱庆光，郑文彬，陈子权……各

店欠账久未清还。财务非我所管，

在木刻、炭画、水彩、粉彩、插画、

但一边忙着组稿，一边粮草告罄，

殖民 地 政 府 要的是表面民主

油画表现卓越，好评连连。他们为

印务馆老板扬言再不先清还一期

的温度，怕的是民众反应的热度。

50年代的文艺风景添加优美、丰采

的印费，稿子别送过来。工作人员

与壮丽。

的《人闻》，杜红等人编的《汇流》，
吐虹编的《萌芽》，也都受到学生、
店员、工人的欢迎。

销数每期不下五六千本
无论怎么说，这些刊物填补了

每到金吉巷，听到电话铃响，谁都
不愿拿起听筒。
我们学会敷衍，学会讲几句骗
话，欠账能拖多长是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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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本地作家

有
长风万里 大业千秋 来
历
╱ 文  :  林书香

我

学习书法，起步还算早。从前华校里小一便开始了描
红作业，而老师的鼓励，是我写毛笔字前进的重要动

力。转学公教那两三年，我从东部乘搭公车到市区上学，樟宜
巴士的总站在首都戏院附近，徒步到公教那段路尽是商店，这
些商铺，挂着许多高水准的牌匾，也不乏名家墨宝。我每天路
过，都被这些招牌字所吸引，一路揣摩着字体的横竖撇捺，就
这样看出兴趣来。最初习字，只是为了兴趣，压根儿没有拜师
的想法，更说不上对书法艺术技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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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艺术家陈瑞献对“长风万里，大业千秋”这八字的大气魄十分
赞赏，想知道它的来历，可惜当时来人没告诉我是哪位高人的杰作。
凡是知晓南洋大学创校经风历雨过程的人们，必然对这八个字所彰
显的意义有强烈的感觉，只因它激发了人们对这座荒野中拔地而起
的文化堡垒有强烈的认同。
中学时代，我经常在校内的大小

媒介，真是始料未及。而世事如白云

是知晓南洋大学创校经风历雨过

楷比赛中得奖。2011年，朋友翻阅

苍狗，当年的这些墨迹老早消失在

程的人们，必然对这八个字所彰显

1961年的星洲日报时，发现一则书

时光的河流里，水过无痕了无迹。

的意义有强烈的感觉，只因它激发

法比赛成绩揭晓的新闻，里头有我

那些青春镜头，只留驻心底，独自

了人们对这座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文

的名字，便影印一张让我收藏，陈

品味。而当年参与无数书写布条的

化堡垒有强烈的认同。

年往事勾起了我的记忆。那年我念

活动，无疑是给我提供了磨练挥毫

高三，老师推荐我参加由新加坡基

大字的机会。

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全国书法比赛。
那是我头一遭参加校际比赛，居然
得了高中大楷组第一名。

为时代为社会发声
中学开始，我便不时参与刻写
蜡纸的工作，后来更积极协助团体
书写布条。我的青春年代，正值新
加坡社会掀起反殖民统治的浪潮，
年轻人对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的社
会充满期待，我也深受这股气氛感
染。1959年新加坡举行首届自治邦
立法议会选举，刚成立没几年的人
民行动党活力奔放，气势如虹，获
得民众的大力支持，许多华校学生
都参与了组织工作。那一年，我在
育英念高中，经常在夜里与一组同
学聚于小坡二马路俗称黑街的公
教校友会会所，聚精会神地书写为
行动党宣传的大型标语。那段日子，
我也帮忙一些工会为抗议活动写布
条画漫画，挂在巴士车后头。1961
年中四罢考，我也曾为抗议活动书
写大布条。我的书法爱好，居然成
为一系列为时代为社会发声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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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书法的原稿已不知所终，
当年报章刊登的照片都只显示部

1962年，我进入南洋大学理学

分字体，缺乏完整记录这八个字的

院就读，在拓扑学的符号里，四年

画面。数十年来，大家都在积极寻

云南园的忙碌生活也没让我把狼

找。已退休的联合早报资深记者区

毫墨砚荒废。新生入学还未注册，

如柏曾经在新闻特写中呼吁，希望

我便接到任务，为即将举行的大学

有拍下这幅横跨长墙八个大字的

周和毕业典礼书写大字。大学周是

读者，能通知报社。多年过去了，希

当年南大学生会为新生主办的大型

望始终落空。

迎新活动，学生会来了人，让我书写
“长风万里，大业千秋”八个大字，
以便在迎新周主会场使用。我战战
兢兢完成了任务。这八个大字也同
时用于毕业典礼现场，作为背景大
字，连续三年。

“长风万里 大业千秋”有来历
当年南大没有礼堂，毕业典礼

2008年，我到北京出席活动，
遇见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交谈之
下，原来是长居芬兰的南大中文系
学长覃经明，他说对“长风万里，大
业千秋”有深刻印象。我回到新加坡
不久，便收到他拍摄于1962年3月的
毕业典礼旧照，图书馆的红墙上，烙
印着“风万里”三个字。

就在俗称小天安门的图书馆（今之

直到去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南

华裔馆）前搭建帐篷举行，
“长风

大校友会总会秘书翁隆胜同学主动

万里，大业千秋”就打在图书馆的红

与我联系，告知我他找到了当年这

砖外墙上，十分抢眼，参加过大学周

八大字的完整照片。他把照片冲洗

与毕业典礼的观众，多对它有印象。

一张送我，让我喜出望外。1962年

多元艺术家陈瑞献对“长风万里，

我入读南大时，曾在隆胜同学的宿

大业千秋”这八字的大气魄十分赞

舍“偷住”过，这张照片是去年他从

赏，想知道它的来历，可惜当时来

书架上的藏书里找到的。

人没告诉我是哪位高人的杰作。凡

热血青春留下的笔迹

人生来到了另一个驿站，我必须适

1963年，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

应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节奏，于是

使先生的公民权被褫夺。10月7日，

手执狼毫、腕转横竖撇捺的意念，

南大学生会发起和平请愿行动，动

开始在心脑里蠕动，我很快便重回

员南大同学到新加坡政府大厦前

书法领域，秃笔重提，拾得走失多

向代总理递交请愿书，各大媒体都

年的翰墨乐趣。我从偏爱的汉隶开

拍下这个镜头，刊登发表。照片显

始，遍临石门颂、乙瑛、孔庙、礼器、

示了南大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头，横

史晨、曹全、张迁诸碑，尤以张迁碑

着一张大布条，上书“南大学生和

投入最深，这是我行笔书法的基石，

平请愿”八个大字，这张大布条由我

继而追溯古篆（金文）散氏盘、虢季

手书，以书法表达我对同学关心社

子白盘、石鼓文，以及历代书家王羲

会的支持，没想到它竟然为我们的

之、颜真卿、柳公权、米芾、林散之、

热血青春留下了足迹。书写这张布

王铎诸多书体范本。临摹的过程中，

条，也是受学生会所托，之后的半个

我深切体会了不同书体笔法的差

世纪里，有关前南洋大学的书刊，多

异，感知了行笔技法是习字有效的

有刊登这张照片作为历史的注脚。

基础方法。晚清碑学大家康有为阐

就读南大期间，我写的另一张
大布条，也与学生运动有关。那是
1962年南大政治学会发动了大约
400名同学，连同新大社会主义俱

述书学笔法时，以为“书法之妙。全
在用笔，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
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这确实
是精绝无比的笔法论述。

乐部的会员学生在丹戎巴葛选区展

退休一晃二十年，我潜心于行笔

开有关“新马合并白皮书”的“民意

笔法的探索中，回来的感觉真好。回

测验”。由于时间久远，我已经遗忘

首青少时代的书法作业，我对书法

了张挂于现场的布条内容，也无法

艺术的认识何其浅薄。严格来说，

从报章中找到相关的资料。

那时候对书法的体会，止于“把字

离开南大校园后，最初的日子在
挣扎中度过。南大创办过程中所受
的种种歧视，与毕业生在职场上的
遭遇因果相连，尽管如此，面对生活
现实，我还是得冲破云围，寻找自己

写好”的层面，对笔尖下的艺术意涵
欠缺琢磨，对前人积累的功力没有
咀嚼。我回来了，敞开心扉，反复体
味名家翰墨透露的各派书艺，但觉
色彩斑斓、浩瀚无垠、美不胜收。

的出路。我最终置身商场，开始品尝

附注：

另一种生活滋味。在生活熏烤的氛

此 段 文 字 摘 录自周 维 介、潘 正镭 合 编 的
《书香墨意》一书，题目和副题是本刊编辑
加上的。此书预计10月中旬面世，全书约10
个部分，记录了林书香数十年的书法历程。

围下，蘸墨磨练书艺渐渐淡出了我
的生活，只是工余仍阅览书帖、关
注中国书法艺术。没想到，这一退

作者为本地书法家

潮，居然是漫长的40年。

后期潜心行笔笔法探索
九十年代末，我从职场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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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

赖涯桥 谈应和会馆筹建

文 物 馆

╱ 文  :   林 言

在

今年7月8日的“《怡和世纪》发布

“我希望应和会馆能得到各方协助，

与推广会“上，应和会馆现任会长

以怡和轩为榜样，出版一本内容充实的综

赖涯桥教授表示认同与赞赏《怡和世纪》
的编务方针与内容，他呼吁宗乡会馆会刊
的编务人员向《怡和世纪》看齐。
赖教授透露，应和会馆也计划出版一
本期刊，除刊登会馆的活动消息，也要容
纳一些探讨客家与河洛传统文化价值的
保留与发扬并传承的论述以及有关长民智
的国内外时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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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期刊。”

应和会馆成立近200年
应和会馆是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三
年1822年就成立的会馆，与宁阳会馆同
为新加坡最早成立的宗乡会馆。1998年，
会馆被列为国家古迹。

赖教授介绍，应和会馆最先是
以近似寺庙型态（比方祭祀敬仰关
公），在直落亚逸街建成的平房立
馆，为中国嘉应五属乡亲共有。五
属是指梅县、兴宁、五华、平远和蕉
岭等五县。
“本馆以应和为名，实包含深刻
的寓意，即：恪守温恭、和衷共济、大
公无私、一心一德。”
应和会馆是新加坡市区一座地
标性建筑，曾经历好些变迁。

荷兰路双龙山
赖涯桥教授透露，应和会馆还
拥有一座义山，即双龙山。

了福德祠绿野亭公会，共建海唇福
德祠，并先后辟有青山亭与绿野亭，
作为广东及客家乡亲的终老之地。

他解释，十九世纪新加坡许多

“青山亭位于安祥山，今天的客

乡亲会馆的成立，还具有一个特别

属总会附近，1823年开辟，十多年

功能，就是为飘洋过海的乡亲在死

后便不再有空地置坟。因此，1840

后预备一个葬身之地。

年另辟绿野亭，位置是今天的中峇

1887年，五属领袖开展募捐，

鲁。”

然后使用所得款项向政府买下荷

1870年，市区边沿的义山全部

兰路双龙山，辟为义山。1953年，

爆满，广东及客家人士便分头寻找

修建了祠堂。

新坟地，乃有广惠肇的碧山亭、丰
永大三邑祠的毓山亭、以及嘉应五

1844年，应和会馆经过大事修

“1969年，政府征用双龙山，

葺和扩建，改造成两层楼建筑，中

原本有一百多亩的地皮只留下四亩

间还设计成一个具有客家建筑风格

半，还好能保留五属义祠。”1988

的大天井，通风且采光。楼板是木

年，义祠边再建了应和纪念堂。义

另外，在珀玛路，应和会 馆及

结构，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祠和纪念堂都能安放先人的骨灰瓮

丰永大会馆还联合创建有客属八

和神主牌。

邑福德祠，也称望海大伯公。1982

18 7 5 年，会 馆 右侧另建 五城
福 地，安置 先 人 灵位 。后来 政 府

赖教授说，双龙山五属义祠的

征 地 造 路 ，便 被 拆 除 。会 馆 曾

香火至今依然很盛，每年的春秋两

在18 9 8、19 4 8及19 6 3 年三次 重

次祭祀和中元节都在这里举行，前

修。1998年，又经历一次大翻新。

来祭拜祖先的男女老幼挤得水泄

2 015 年，受 到市区地 铁 工程

不通。

属人士的双龙山五属义祠。不过，
这些义山后来也相继被政府征用。

年，政府宣布征用该地段及庙宇，
但是，庙宇至今还在，仍由两家会
馆管理。

买地盖楼出租
赖教授补充说，1965年政府在

影响，墙壁出现裂痕，会馆暂时关

不过，他透露，早在1887年之前

征用双龙山的大部分土地后曾给予

闭。2018年初完成修复，目前已再

的1823年，应和会馆便曾联合丰永

会馆 21万6000元的补偿。1967年，

次对外开放。

大会馆及广惠肇等九所会馆，创立

会馆董监事们一致决定，使用这笔

Another Cultural Icon in the City Centre
Ying Fo Fui Kun to build heritage gallery

Y

ing Fo Fui Kun was established
in 1822, three years after Sir
Stamford Raffles landed in
Singapore. Along with Ning Yeung
Wui Kuan, it is Singapore’s oldest clan
association. It was listed as a national
heritage site in 1998.
Ying Fo Fui Kun is an iconic building
in Singapore’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that has gone through many changes. In

1844, it underwent a major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resulting in a twostorey building with a Hakka-style
atrium for enhanced ventilation and
natural lighting. In 1875, the building
expanded its right wing and installed
an ancestral altar. It was demolished
when the government acquired the land
to make way for road construction. The
building subsequently went through

By Lin Yan
three renovations in 1898, 1948 and
1963. In 1998, it underwent yet another
major renovation.
In 2015, the association had to close
temporarily when its walls developed
cracks caused by the Mass Rapid
Transit construction in the vicinity. It
reopened in 2018 when repair works
were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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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购买里峇峇利路一块土地盖公寓

馆楼上。1922年，学生日多，会馆

文化传承活动，比如倡导讲客家话、

楼，作为投资用途。

全馆扩充为校舍。1923年，在双龙

学唱客家山歌、主办客家文化研讨

山五属义祠增办分校。

会、主催客家文化展览、以及组织

1969年，会馆向银行贷款，总

回乡寻根旅行团等。

共动用127万8000多元，建成应和

“根据所看到的资料，应新应

大厦。大厦建成后，大部分房子都

是新加坡最早创立的新式学校，与

2002年，应和会馆成立客家山

出租，租金收 入便用来辅助会务

以前的私塾不同。”1906至1909年

歌团，宗旨是推广客家歌曲、传承

经费。2001年，会馆再贷款重建已

间，养正、启发、端蒙、道南和崇正

客家文化。

年久失修的大厦，2003年完成翻

也相继创立。过后的10年，又有育

新工程，总开支近1133万元。新大

英、爱同、广福、兴亚、光洋、工商、

厦高20层，各种休闲和体育设备齐

中华、崇福、崇本和南侨的次第开

全，能住进37户人家。新公寓改名

办。后面四所学校为女校。

丽河苑，并由一家公寓管理公司承
租整栋大厦。

赖教授认为，正是应新学校带
头掀起新加坡华文学校的壮阔波

他指出：
“有了丽河苑，便能长

澜，华文教育日渐普及，既开启民

期解决会馆的收支问题，会馆还能

智，深耕中华文明，也继承和发扬

有余力，继续为全体会员造福。”

了传统价值观。不过，应新学校却
因为生源问题而于1971年停办。

新加坡第一所华校
赖涯桥教授说，应和会馆值得
大书特书的事，是早于1905年就创
办了应新学校，开新加坡华文学校
之先河。
应新学校最早创立于小坡陆佑

“应和会馆虽然不再办学，每
年仍颁发奖学金和贷学金给会员
子女，尤其鼓励下一代努力学习母
语。”

山歌团和华乐团

街，学生50多人，同年迁往应和会

赖教授说，应和会馆向来重视

Professor Lai Ah Keow, president of Ying
Fo Fui Kun, told Yiheshiji that the clan
association places a strong emphasis on
cultural promotion activiti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speaking of Hakka dialect,
teaching of Hakka folk songs, organising
seminars on Hakka culture, and tours to
the Hakka ancestral hometown in China.

lovers to practise their music, with the
objectiv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olk music. The orchestra practises
weekly at the association and performs
regularly, including joint-performances
with the Hakka Folk Song Group.

In 2002, a Hakka Folk Song Group was
set up to promote Hakka folk songs
and culture. The group participated in
many performances and competitions
organised by various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receiving many
positive reviews. The singing group has
since attracted more members. In 2008, a
Chinese orchestra was formed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hinese orchestra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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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ould be such a pleasant feeling if
you could hear the beautiful melodies
of Chinese classical instruments and
soulful voices, as you take in the
historical sights while walking down
Telok Ayer Street,” said Prof Lai.
Prof Lai wants to do more. He said
that the association is in an accessible
location and has many empty rooms,
which should be utilized for organising
cultural activities, since they are not to

“山歌团初期只是个小班，成
员不过十来人，而且缺乏教材和歌
谱，但是在老师与学员们积极需求
资源的努力下，他们自愿到梅州、
台湾寻找歌谱和光碟，过后便加紧
练习，水准果然迅速提升。”
应和会馆客家山歌团，后来参加
了新马两地多个会馆举行的客家歌
曲演出和比赛，观众好评如潮。山歌
团也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
赖教授指出，客家山歌，旋律优
美动听，歌词富含文学内涵。
2 0 0 8年，应和会 馆华乐团成
立。成立华乐团的目的，是为华族
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练习场所，借
以提高民间音乐的艺术水平。

be rented out commercially. He hopes to
set up a heritage gallery on the second
floor for collecting Hakka cultural
literature. The other rooms could be
used by arts groups and societies to hold
seminars and gatherings, or even as a
permanent base.
Prof Lai added that cultural activities at
the association will not be limited to the
Hakka clan - other dialect groups are
welcome, too. “I hope the association
will break out of the clan mould and
explore our roots together with other
Chinese dialect groups. Together, we
can pass down our traditions and create
a platform to promote our cultures. ”
(This is an abridgement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有了华乐团，就为增强客家

拟设文物馆

团体在这里举行讲座和聚会，甚至

山歌的感染力创造有利条件，从而

学 贯中西的 赖 涯桥 教 授 说：

吸引更多客家子弟愿意聆听甚至学

“我们很感谢华乐团和山歌团给会

他补充说，文化活动将不限于

习客家山歌。从更大的层面来看，

馆增添的文化气息。在直落亚逸这

客家范围，其他籍贯的文化活动也

也有利于促进人们对客家文化的兴

条古街上，你在参观众多历史古迹

一样欢迎，
“我希望会馆今后能打

趣，愿意亲近和学习。”

时，如果耳边还传来旋律悠扬的丝

破宗乡的束缚，大家一起深入挖掘

竹声和深情款款的歌声，心情一定

华人文化的根，继承优良传统，创

会更加舒适愉快。”

造有助于发扬光大文化的平台。”

赖教授说，应和会馆华乐团除
了每星期在会馆定时练习，还经常
参加大型音乐演出，包括与应和会
馆山歌团一起演出。
华乐团历年的演出有：山野的
呼唤—客家山歌与民乐之夜；客家

就在这里安家落户。”

不过，赖教授却不满足于此：

赖涯桥教授退休前是日本跨国

“应和会馆交通便利，空置房间多，

公司横河电机的亚洲总裁，目前仍

既不想商业出租，为什么不充分利

受委为终身荣誉总裁。他在学术界

用来开展文化活动？”

享有盛名，现为海内外多所大学客

山歌文娱晚会；跳动的音符—应和

他的初步构想是在二楼设立文

卿教授，也活跃于新加坡华社，现

情韵；歌乐情韵等。演出地点有：

物馆，集中收藏研究客家文化的书

为南洋赖氏公会会长，怡和轩俱乐

新加坡发展银行礼堂音乐厅、千禧

籍和资料。

部资深会员，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

楼、维多利亚音乐厅、南洋艺术学
院音乐厅、碧山救世军音乐厅等。

“我们有几个房间，欢迎文学

会长等。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

正是应新学校带头掀起新加坡华文学校的壮阔波澜，华文教育日
渐普及，既开启民智，深耕中华文明，也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价值观。
不过，应新学校却因为生源问题而于1971年停办。

修建后的应和会馆内部宽广，是搞文化活动的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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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施义开照

碧山新镇的
╱ 文  :   许扬扬

地标

广

惠肇碧山亭公所设立文物馆，展出200年华族
南来的历史，细诉建国道路上先辈先贤的血泪

和汗水。
碧山亭文物馆委员会主席并非别人，他正是怡和轩
同仁施义开。华文教育出生，施义开小学就读养正学
校，1958年在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到南洋大学攻读政
治经济系，1962年毕业。他在经济发展局担任了几年的
研究员，1971年离开，自行创业，经营棉花进出口生意，
业务遍及东南亚各国。
施义开祖籍广东鹤山，虽然是新加坡土生土长，通
过父辈从小的循循诱导，对于自己的族群文化、风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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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并不陌生。父亲施春荣是鹤山会

广惠肇碧山亭公所成立于1870

和老人院。几番商议，建屋局终于

馆的先贤，父亲在世时他常尾随父

年，随着时间的迈进，团结了16间广

同意不动祖庙，并拨出周围一块8

亲出入会馆，参加各种祭祖或其他

东人的宗乡会馆，负责管理碧山亭。

英亩的地段，给公所重建庙宇与建

节日活动。求学时代的施义开是个

坟山占地328英亩，分12区管理，

造一个储存骨灰的灵塔。至于建殡

充满理想、立志服务社会的青年，

更有一所碧山学校，各族人士杂居

仪馆与焚化炉，建屋局坚持不准。”

事业有成后，他秉承父愿，到会馆

其中，原是一个纯朴、深具甘榜精

服务。众望所归，2001年出任鹤山

神的单纯社区。独立后建国工程如

会馆会长，先后又出任广惠肇碧山

火如荼，为配合国家发展需要，新加

亭公所中英文秘书、总务，副理事

坡政府从60年代起逐步强制征收市

长及理事长，前后将近20年；也负

区边缘的私人坟地。碧山亭位于大

责主编公所的半年刊《扬》。

巴窑与当时拟议中的红毛桥两大卫

施义开接受《怡和世纪》的访
问，分享碧山亭的演变，以及设立
文物馆的缘起。

星镇中心，对于建屋发展局来说，
乃要害之地，势在必得。到了70年
代末期，政府宪报终于公布了全面

80年代重建后的祖 庙巍峨壮
观，环境清幽。新盖的祖庙周围添
加几座可以容纳10个骨灰埕单位
的建筑、庭园和办公楼，并有20多
幅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木雕和瓷
雕大型壁画，延续为族人提供传统
的殡葬事宜服务。每年大规模开放
举行清明节活动，每四、五年便举
办隆重的万缘胜会。

征用碧山亭坟山的决定，10万英灵

祖业被征用，为建国大业让路

面临被挖掘他移的命运。

精心构思，文物馆反映碧山镇
的前世今生

“当我们在策展200年华族南

施义开流露几分伤感回忆碧山

来史的时候，想到的是早在莱佛士

亭当年被征用的经过，
“先辈苦心经

碧山文物馆的构思，孕育多年，

正式登陆之前就南来的华族，1820

营了百多年的祖业即将化为乌有，

在2016年才真正有个决定，成立了

年代广帮、客属族群就已经开设了

广惠肇众乡亲一时无不痛在心头。

由施义开领导的碧山亭文物馆委

青山亭与绿野亭坟山。我们做的与

不过想到为建国大业让路，责无旁

员会。施义开说，
“乡亲们都知道，

计划中的莱佛士登陆200年纪念纯

贷，只有依法争取应有的权益。在

新加坡广惠肇族人有繁多文物，就

粹是个巧合，不过，倒也是个美丽的

时任公所理事长何国章的领导下，

是 想要 有个地方呈现出来。至于

巧合！”这是在见面时，施义开意味

公所通过法律程序争取赔偿，300

如何展现、为何展现，大家观念模

深长的开场白，他接着指出：

多英亩土地的赔偿总数不超过500

糊。2016年我们决定开始着手筹

“当年前辈南来移民只为谋生，

万元，计每方英尺三毛钱左右，赔

建这个文物馆时，目的是希望把碧

都想有衣锦荣归的一日。无奈往往

款部分还需用来协助居民移居。至

山亭的记忆留下来，让世人知道碧

事与愿违，结果在此落叶生根，进

于清山工作，包括挖掘及火化尸骸，

山镇的前世今生。许多许多年后，

而生于斯、死于斯。百善孝为先，如

一概由建屋局负责。”

这个地区总会重新发展，我们希望

何让逝者入土为安是件大事，于是
购地建坟山，打造各类血缘、地缘
总坟，致力于弘扬慎终追远、推崇
孝道的价值与精神。随着人口增加、
市区范围的逐步扩展，坟山不得不
迁移。青山亭（大坡柏城街一带）和
绿野亭（河水山）相继在1870年代
封山，客属族群在荷兰路开辟丰永
大和双龙山坟山，而广帮人士则在
当时的甘榜山顶（汤申路一带）开
辟了碧山亭义山。”

碧山亭能长久留下来，不会有消逝

慎终追远，重建祖庙

无踪的一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

“碧山亭同仁更为关注的，是

让国人知道，在建国的道路上，广

如何争取保留已有百多年历史的碧

惠肇族人如何为了建国大业一再做

山祖庙，及如何协助族人在清山后

出牺牲，一砖一瓦都有他们的血泪

妥善处理先辈的骨灰。这些都是触

和汗水。”

及众乡亲感情深处的问题，议事时

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面积约

难免几分情绪，几分沉重。众人议

4000平方英尺（365平方米），内

决力争保留碧山亭祖庙，并要求在

设6个展区，由“守礼”，
“守地”，
“

其周围拨地，供公所建立一个附设

守根”，
“守家”，
“守候”，
“守道”

尸体焚化炉、骨灰储存塔的殡仪馆

来贯穿时空和展现历史面貌。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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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由碧山亭和莱佛士书院合作

物馆里有一幅手绘的当年碧山坟场

造的第四亭尽显当年的甘榜风貌，

的特别展区，参观者能通过实物，

的地图，说明各个凉亭的位置以及

勾起人们对于甘榜精神的缅怀。

华、粤、英语视频和导览员的现场

一些没有坟墓的农耕地带，造访者

讲解，对广惠肇碧山亭150年历史

可以从地图上约略辨认现今碧山新

和发展有较新和较完整的认识。

镇及其主要景点的原址。在“守家”

今天的碧山新镇，有三分之二面
积的原址就是当年的碧山坟场。文

展区，除了碧山学校与日治时期的
避难场所，一组组旧照片和一座仿

今年6月3日文物馆由陈振声部
长主持开幕，施义开在致词时说，
“文物馆使碧山亭多了一个有历史
意义的地标，我们欢迎三四十年前
搬离旧碧山亭的老居民和他们的子

碧山亭文物馆内设不同展区

A Historical Icon of Bishan New Town

By Xu Yangyang

T

wo-thirds of the original site of
Bishan New Town, as it is known
today, used to be Peck San Theng,
a village-cum- cemetery established
in 1870 by the Cantonese immigrants.
Occupying 328 acres of land, it was a
simple settlement rich in Kampong spirit
and home to schools, various races and
100,000 graves.
As nation building kicked into high
gear post-independence,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decided in 1979 to acquire
the whole of Peck San Theng to meet
the demand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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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reated the present-day Bishan New
Town.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owever, permitted Peck San Theng to
keep its ancestral temples, and allocated
8 acres of land for accommodating the
temples and a columbarium.
Completed in the 1980s, the rebuilt
temples are majestic architectures
immersed in a serene environment,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funeral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Surrounding the
new temples are courtyards, offices
and various buildings which can
accommodate 10,000 niches. There are

also twenty-over embossed wooden
and porcelain sculptures of high artistic
value.
On 3 June 2018,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Heritage Gallery was opened
by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Chan
Chun Sing. In 2016, Peng San Theng
decided to set up the gallery and formed
a planning committee led by Mr See Yee
Hoi. Mr See, whose ancestors originated
from Heshan,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graduate of Nanyang University. He is
a member of Ee Hoe Hean Club and has
served Kwong Wai Siew Peng San Theng
for almost 20 years.

孙们回来看看，1980年度重建的碧

施义开也提到另一位老人家，

文物馆顾问李国樑的专业策划与

山亭，不再是阴深凋零，而是先进

他是书法家徐祖燊，今年94岁，是

指导，李国樑是新加坡资深文史人

的碧山镇的一部分，有深厚的华族

番禺会馆的人，20多年前徐老为碧

士，同为广惠肇族人，他也参与即

传统文化气氛。文物馆需要有小人

山亭观音庙题名，现在又为新的文

将开幕的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的策

物和小故事的推动，在甘榜山亭长

物馆挥毫写下“广惠肇碧山亭文物

划与筹建。

大，现年80岁的蔡乙权老居民，这

馆”招牌，更赠墨宝“慎终追远，弘

几年他为碧山亭与莱佛士书院提供

扬孝道”，放在文物馆出口处，总结

了非常多的历史资料，也帮忙联络

碧山亭的不朽精神。

一家印族老居民毕谈星的家人，以
及其他的老居民，他凭记忆花了一
年时间手绘出碧山亭昔日的地图，
他移植的多棵当年名噪一时的“七

碧山文物馆免费开放给社会大
众参观，有导览员带领，参观室内
及户外的碧山珍贵地标与文物。施

碧山亭文物馆耗资 6 0万元打

义开透露，碧山亭正在筹备出版一

造，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部分资助。

本完整的关于碧山亭历史和文物的

施义开非常感激碧山亭许多同事

特刊，将有电子版方便世人参阅。

共同努力筹建这所文物馆，也感激

姐菓”树到碧山亭，已经开花结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了。”

碧山亭文物馆外观

He said, “Early immigrants from
Guangzhou, Huizhou and Zhaoqing
in Singapore have left behind many
historical relics, and it is their wish
to have them displayed in one place.
However, we were unclear about how
and why we wanted to exhibit them. In
2016, when we started planning for the
gallery, our objective was to preserve
our memory of Peck San Theng and
showcase to the worl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Bishan New Town. This area
may undergo many developments in
many years to come. It is our hope
that Peck San Theng will remain
permanent and will never disappear.
More importantly, we hope the nation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sacrifices

early immigrants from Guangzhou,
Huizhou and Zhaoqing immigrants
had made in the journey of our nation
building, and that every brick and tile
was tainted with their blood and sweat.”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Heritage Gallery occupies an area of
4,000 square feet and consists of six
exhibition areas showcasing the history
of Peck San Theng over different eras,
connected by different theme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special exhibition
area jointly presented by Peck San Theng
and Raffles Institution. Visitors can gain
a newer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150-year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through viewing the artefacts, videos

presented in Mandar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and guided-tours.
The $600,000 gallery is partly funded
by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Mr
See is very grateful for the efforts his
colleagues had put in in setting up
the gallery, as well as the 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guidance offered by Mr
Lee Kok Leong, who is also the gallery’s
curator.
Admission to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Heritage Gallery is free. Guided
tours are available to take visitors
through the gallery as well as to see
the valuable icons and relics outdoors.
(This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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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
文
化
大
坡
╱ 文  :  周维介

北京清华大学陈辉教授的水墨画，浮现天演大舞台的红尘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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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前，清朝人李钟钰笔下

闹消失了，因为大坡不再与本土生

的大坡，是个“藏污纳垢”之地。

活紧密挂钩，也与原先高低层次兼

老新加坡人忆起它的过往，多半先

容并蓄的丰富文化渐行渐远。三十

想起它的各种华南小吃，杂乱丰富

年来，大坡蜕去了重重文化皮层，

的地摊、巴刹以及穿行其间的逛街

余下的就是与过去有别的饮食生活

乐趣。繁华与脏乱，自自然然搭配

文化，以及瓜皮帽等舶来品铺陈的

出它的浓郁的草根色调。谈起它的

乏味观光色彩。

今朝，大坡年 年岁岁最 急切的等
待，是春节与中秋的到来。它像小
印度之于印族、芽笼士乃之于马来
族，牛车水成了华族传统节日的样
板展示台。每逢节日趋近，灯饰张
扬地通街亮起，提醒人们延续本族
的文化情缘。至于平时的大坡，只
能期盼猎奇的国外游客到来强化

受过华文教育的花甲翁，对五六
十年代大坡的书店群记忆犹存--中
华与世界，还有旧称吉宁街、海山街
的小书店，占有着他们时光记忆库
的大面积储存空间。其实，书店只
反映了繁盛时代大坡文化的一个小
平面，立体的大坡文化多元而层次
丰富，尤其是在二战以前，它承载

它的观光色彩。往昔日以继夜的喧

南天酒楼（摄影：作者）

红头巾塑像（摄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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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华社的命运与历史任务，并非饮食与书业那般简单。

1887年，特大型的戏园“梨春园”在丁加奴街建成。

这里也不是粤广文化一枝独秀的地带，闽潮文化在战前

这座古老的戏园建筑，曾是大坡最大最活跃的室内演出

的大坡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百年前华人买舟南

场地，今已易主，改为宏博梨春园酒店（Santa Grand

下，落草南洋，由于地理的原因，石叻坡有幸成了东南

Hotel Lai Chun yuen）。十九世纪末到二战以前这半个世

亚各埠的汇点，

纪里，梨春园是华族文化的重要舞台，粤剧、京剧、闽剧

而大坡又得天独厚，成了汇点的核心。二战以前，不
单学校、会馆、戏园、书店、食肆、报馆、俱乐部、民信局
都在这里汇集。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活动活跃的年代，大
坡绝对是个抢眼的地理基地，它是这类政治与社会活
动的中枢，由此辐射至全岛，进而区域。

演艺消闲雨凑云集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坡是华社不折不扣的娱乐
中心。从传统地方戏曲，到摩登电影的公演场地，都汇
集于大坡。宝塔街、邓波街与史密斯街这三条平行的街
道，与横贯期间的丁加奴街，称霸着独立以前的娱乐表
演与放映产业。史密斯街俗称“戏院街”，这个挂在市民
口中的称谓，刻记着它的演艺荣耀。那段长长的岁月里，
戏棚、戏园、戏院群聚于此，为百姓提供种种口味的精神
饮料，填补市民离乡背井后的精神空虚。
牛车水、直落亚逸与傍依新加坡河的小码头这三大
区块，原来是粤、闽与潮人各自插旗的地盘。这些不同
方言籍贯的移民群聚之地，当初都因生活的需要而发
展出各自的表演舞台，为各自的群体提供消闲娱乐。清
朝人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记载，19世纪末新加坡
的戏园，在“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
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
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1857年，第一个南洋粤剧艺人组织“梨园堂”在大坡
豆腐街（原名珍珠街上段，已消失，现址为珍珠坊）58号
成立。33年后，梨园堂在殖民地政府的社团法令下重新
注册，改名“八和会馆”，专门负责新马以及印尼职业粤
剧班的演出与艺人福利事务，会址设于南天酒楼旧地。
全盛时代，八和会馆所管辖的粤剧班有十八个之多。另
一个粤剧的表演场地是天一景酒店（目前为天一景大
厦和新亚酒店），位于客纳街。天一景酒店与养正学校
关系密切，是当年华校自力更生岁月中“以店养校”的
典型例子。
梨春园旧址，现为酒店（摄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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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方戏曲经常在此演出。梨春园，也曾留下孙中山革命
党人的政治足迹。1908年，振天声剧团在梨春园演出粤
剧《荆轲》时，孙中山的伙伴胡汉民与黄兴到场支持，在
第一幕结束时上台发出反抗清朝支持革命的呼吁。1932
年1月，台湾“凤凰”歌仔戏班远征印尼棉兰，在新加坡转

航时受当地侨商邀请，临时租赁梨春园演出，不想到反响

是大众书局所在，目前已改为商场，但以瓷砖嵌在外墙上

非凡，意外为台湾歌仔戏班拓宽了南洋的出路。

的“天演大舞台”字样，仍然执着展示它走远的光华。

二十世纪初期，大坡出现另两家戏园，都在余东璇

粤剧在大坡的重要地盘，除了室内的梨园，酬神

街。一为普长春（后改名庆维新），多演粤剧；另一为庆

的露天 戏棚是另一种流行的大 众化 表演空间。当时

升平，主演京剧，加上马真街主打潮州戏曲的怡园和纽

的宝塔街、史密斯街 一带是临时搭棚唱戏的主要地

马吉街的哲园，范围不大的大坡汇集了五六间戏园，气

点。粤剧流行的年代，戏 班 蓬 勃发 展，本 地 最 先 红

势一时无两。1927年，余东璇街冒现了一间名为“天演

起 来的是 永 寿年班，长 期在梨 春园驻演。永 寿年班

大舞台”的表演地，后来改名大华戏院，以放映香港片为

的首席武生声架悦是香港知名粤语笑星梁醒波的父

主。八十年代电影气势趋弱，大华戏院停摆，之后它一度

亲。梁醒波1908年生于新加坡，17岁开始学艺，迅速
在本地粤剧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南洋粤剧四大天王。
上世 纪 三十年代，他离开 新加坡前 往香港发 展。继
“永寿年”之后崛起的粤剧戏班是普长春班，长期在
普长春戏园驻演。2 0 年代，富商余东璇买下了普长
春戏园和整条街道，把街名改为余东璇街，戏园易名
“庆维新”。
京剧落户大坡的时间很早。1928年，大坡便有了京
剧清唱的表演形式，重要的表演场地是牛车水的吉祥酒
楼，潘月红、符翠云、关菊英、高娣、小玲珑、花素娟都曾
在此驻唱。本地历史悠久的京剧组织“星洲平社”成立于
1938年，社址是大坡尼路的南庐校友会。
二战以前，潮州人组成的儒乐社在大坡的文化分量
不可小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四大儒乐社的余
娱、陶融、六一以及星华，几乎都滥觞于大坡。1911年创
立的余娱，设于沙球朥街75号；1929年组建的六一儒乐
社，成立之初以同徳书报社为活动中心。同徳书报社最
初也是潮州社群的书报社，成立时租借大坡北勿基码头
的万和盐栈二楼作为社址。至于1931年创设的陶融儒乐
社，最初的地址在大坡加宾打街43号。
大坡梨园值得一书之处，在于战前它与社会的脉博
紧密合拍。从救亡到救灾义演，梨春园与大坡其他同类
场所都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除了清末革命党人借助
戏曲演出宣导革命之外，它也通过义演为1909年广东大
水灾筹募善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福、南华、养正、
静芳等市区学校都曾借用梨春园演出筹款。抗日战争爆
发后，这类活动更为频密，积极活化了大坡的社会关系。
今年8月的某一天，我到久违的恭锡街午餐，意外发
现老建筑的门楣挂着“昙花镜影慈善剧社”的牌子，这个
成立于1931年以演剧筹款为活动主轴的民间组织，它
最初位于广合源街。几十年来，它积极为各种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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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也为南洋大学的筹建粉墨登场。日本占领新加坡

失了衣香鬓影，转身为“裕华国货公司”。南天最初是余

前，昙花镜影慈善剧社曾积极参与抗日义演筹款，沦陷

仁生的物业，建于1927年，由Swan & Maclaren建筑所

后该社名誉社长梅启康、副社长谢叔文以及徐兆湘、赖

设计建造。它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本岛第一

招赞等人先后在“大检证”中遇难。

座装置电梯的华商酒店。它是二战前华人社会的高档交

二战后，表演地方戏曲的梨园淡出了文化舞台，新

际场所，社会硕彦、墨客名流出入期间，留下不少佳话。

兴电影院崛起，在大坡绽放光芒，为普罗大众提供消闲

南天因名士往来而赢得盛名。1938年岁末，中国文

娱乐。这时，余东璇街的大华、新桥路的东方、麦士威

人郁达夫带着夫人王映霞与儿子南来新加坡，在南天酒

路的金华（前身是华英电影院）以及稍后的珠江戏院，

楼下榻一周才搬往中峇鲁长住，但郁达夫与南天的关系

成了市民的新宠。

却不因此中断。抵新一年半（1940年5月）后，郁王两人

今人提起大坡曾经的歌舞升平，都忘不了名显一时的
南天酒楼。南天，当年夜夜笙歌，也是文化人觥斛交错的
热门地点。这曾经的华丽交际场所，于今屋身仍在，却走

协议离婚，南天因此事而披上一层朦胧薄纱，为后人添
上的谈资不断。事缘于才子佳人离异，江湖传言郁达夫
在南天摆席替王映霞饯行，留诗《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

位于直落亚逸区的应新学校（摄影：作者）

位于位于厦门街的中医专门学校

首》，为爱情的飘失布置了浪漫结局。王映霞的事后文
章却否认了南天饯别的安排与赠诗的厚意浓情，让一段
不及地老天荒的情事成了没有真相的罗生门，南天酒店
因而添加了一则传奇。
南天的文化层次不纯属于风花雪月。1940年三月下
旬，姚楠、许云樵与韩槐准等人在南天酒楼宣布成立“中
国南洋学会”（1958年改名南洋学会），之后该会创办了
《南洋学报》，持续出版至今逾80年，成为文化圈的不老
直落亚逸区是闽南人聚集的地方（摄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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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南天因文化人的频密光临而闪烁一空星光，与小坡

往芽笼，一小部分留守大坡，以武吉巴梳路最为集中。

莱佛士酒店一样，因西方作家毛姆等人的到来而增辉。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坡是宗乡会馆的大本营，许多

南天，是二战前文化人的往来驿站、把盏言欢的都市
山林。一两年前，我偶然间翻阅到香港文汇报《客家华侨

宗乡组织草创之时都以大坡为基地。粗略统计，从大坡
起步或目前仍在该区的会馆约有一百多家，数量可观。

与抗日战争》记载的一则往事：1939年，为了抗日救国，

建国后，大刀阔斧展开的城市重建计划，一并抹去了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从香港聘请了七十年代成为中国外交

早期本土文化的特色。它不仅拆除了硬体建筑，也湮灭了

部长的乔冠华前来新加坡担任总汇报主笔。当时已在新

软体的文化内容。都市重建计划下大坡的方言区块模糊

加坡星洲日报上班的郁达夫邀约了星洲日报与总汇报同

了，不同方言群的私会党地盘摧毁了，方言区块的文化特

仁，在南天酒楼为乔冠华设宴接风。曾经的文化奖得主、

色也同步消失。带着方言群色彩的学校、饮食、戏园、戏

本地京剧红人潘月红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兄长陪同下南

曲、草根文化以及商业经营，都瞬间星流云散。

来，最初的驻唱地正是南天。
1938年，柔佛士乃的黃子松响应陈嘉庚支援中国

二战前新加坡市区的建筑，多为两层楼式的类型。通
常一个单位分楼上楼下，楼下作为店铺，楼上是住家或是
储存间。不少宗亲组织筹办时，筹备处多位于大坡，原因
正是以某同乡位于市区的店铺作为临时联络地点，最实
惠方便。根据2005年宗乡总会出版的《新加坡宗乡会馆
史略》资料统计，在194所地缘与血缘宗亲组织中，草创
时期选址于大坡区的高达半数，小坡区占三分之一。成立
初期以大坡为落脚地的宗乡组织，分布在区内近50条街
道上，其中以厦门街、驳船码头、吉宁街、直落亚逸街、
尼路、香港街、豆腐街、丝丝街较为密集。年代越早，落
户于大坡的宗乡组织就越多。本地最早成立的几个宗乡
组织，几乎全在大坡。1930年代之前成立的会馆约有57
个，其中64%在大坡，27%在小坡。
地缘与血缘性的组织密集于大坡，也影响了学校的
分布。作为华族移民活动的核心地带，大坡方言区块、宗
乡组织与学校有时是三位一体的。直落亚逸区是人数最
多的闽南移民群聚地段，1854年创建的萃英书院被认为
是本地最早的公共学塾，校址就在直落亚逸。

旧址（摄影：作者）

位于厦门街的英华学校创校旧址（摄影：作者）

19世纪前后，大坡的华族私塾为数不少。1886年颜
永成在直落亚逸街设立“华英义学”；1889年陈金钟在

大后方抗日，自资招募爱国青年参加“司机回国抗日服
务队（即南侨机工队）的训练。首批40名队员完成训练
后到新加坡集合，由陈嘉庚亲自率领前往中国。离新之

麦根新路成立“毓兰书室”以及位于长泰街（福建街上
段）由本地知名书法家、晚清秀才谭恒甫创办的“有恒
学堂”，都是为人熟知的私塾义学。

前，陈氏特地在南天酒楼设宴饯行（见邓国先《古来风云

二十世纪初西方新式学堂登陆新加坡，多落户于市

录》）”。俱往矣，南天的旨酒嘉肴，遭逢时代风云翻涌，

区。1905至1910所创办的华文学校有8所，其中应新、养

糅合催生了社会的能量。

正、宁阳坐落于大坡。应新为客家应和会馆所有，宁阳乃
宁阳会馆所办。最富盛名的养正坐落于客纳街，为广惠肇

会馆与学校的汇聚地
新加坡现存的会馆，许多都在城市重建计划下迁

人士所设立。会馆主办的学校，几乎都创办于1940年代
以前。年代越早，会馆办学的风气越盛，而且学校多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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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楷 所 编 的《1 9 4 5 年 至
1967年新加坡华校名单》（收
于 华 校 校 友会联合 会出版 的
《消失的华校》一书），据全岛
16分区统计，得学校308所。
其 中 大 坡 区学 校 最 多，共 有
51所（16. 5%），小 坡区4 9所
（15.%）。许多大坡区的学校在
半世纪前就已关闭，包括静思
女学、展纶、正修、陶英等等我
们感觉陌生的校名。它们存在
的时间不长，早早就熄了灯火，
但落后的年代，它们在大坡凌
乱的街道弄巷里，为无数街童
提供了识字学文化的可贵机会。
数十年来，大坡区的学 校
以华校占大多数。英校较少，且
多为官方所办（例如：广东民路
英校、珍珠山小学）。两年前的
一个下午，我漫步直落亚逸保
留区的厦门街，偶然站在70号
门牌前面，发现“花城歌舞坊”
二楼的外墙上，两扇窗之间有
一行不起眼的英文，上书“ACS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大坡是报馆与出版社丛生的地方。

馆内。这些办校的宗乡组织，也以大坡为多，约占了会馆
办校的五成。宗乡团体办校，以地缘性会馆为主，血缘性
会馆条件单薄，办学不易。已知资料显示，苏氏公会于二
战前便停办的培南学校（直落亚逸街），可能是绝无仅有
的血缘性组织办学例子。
出现于大坡的新式学堂主要分布在直落亚逸与牛
车水，尤其是直落亚逸街的学校，起步的年代都很早。
应和会馆于1905年设立应新学校；宁阳会馆于1906年
创办宁阳学校；福建会馆于1912及1915年开办爱同与
崇福；1918年爪哇商务公局主办兴亚学校；1929年苏
州公会开创培南学校。大坡曾经有超过三所学校的街
道还包括：客纳街（养正、翘锐、华兴）、新桥路（福民、
冈州、东安）、史密斯街（通志、维德、冠英）与广合源街
（再勤、光华、觉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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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并保留着校徽。1886
年，Oldham神父在这里创办了

英华学校，以13名学生起步，以白天中文，夜间英文的模
式学习双语，翌年就发展出百余学生的规模。
黄俊新编写的《星马通鉴》（1960年左右由世界书局
出版）附有由新加坡官方发布的《新加坡学校名录》，显
示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时，有华文小学268所，其中
大坡区24所，占9％左右，比率已大幅度降低，意味着来
到这个时间点，大坡的文教功能已呈弱化状态。城市重
建计划下，中小学陆续撤离市区，学校高度集中市区的
景象至此翻转，不再重现。

报章与出版重镇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坡直落亚逸街、吉宁街，加
上填土而成的罗敏申路与丝丝街，是报馆与出版社丛生

的地带，大报小刊交错期间，散发着不同品位的文化氛

俱乐部的时代节拍

围。本地华文报章滥觞于19世纪末叶，1881年创刊的

曾经大坡区有十来个俱乐部，多集中于闽、粤语板

《叻报》位于马六甲街。1888至1896年间，它先后设址

块。客纳街有吾庐俱乐部、为基利俱乐部；尼路有同声

于大坡旧巴刹口24号及7号。旧巴刹就是今天的老巴刹，

俱乐部、鹤鸣俱乐部；道拉实街有嘤嘤俱乐部、友竹俱乐

原名直落亚逸巴刹；林文庆分别于1890年与1899年创立

部；武吉巴梳路有怡和轩俱乐部、适可俱乐部；厦门街有

的《星报》和《日新报》，都设在源顺街（今之直落亚逸

桃源俱乐部；克罗士街上段有四维俱乐部。

街）；1898年邱菽园的《天南新报》设于“大坡北京寔得
力”（“寔得力”应是英文“street”的音译）。

俱乐部给一般人的印象是“富人的消闲场所”、
“赌
博间”、休闲交际把酒谈风月的空间。但二战前个别的

1900至1929年创刊的本地日报有13家，坐落于大坡

俱乐部却彰显了领导华社的功能，在和平时期发挥推广

的至少有9家。《南洋总汇新报》与《中兴日报》位于吉

华族文化、支援救灾济贫的作用；非常时期则引领华社

宁街；张永福与陈楚楠主持的《图南日报》在福建街；

参与时代抗争，使大坡成为凝聚华社共识的火炬台。怡

陈嘉庚的《南洋商报》、胡文虎的《星洲日报》在罗敏申

和轩是个中突出的例子――它虽是殷商的消闲团体，

路。这时期创刊而位于大坡的其他报社，还包括《南侨日

却和着时代的节拍。那年代的华商精英，游走于殖民地

报》、
《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总汇新报》。日本

政府与母国政治之间，扮演着支持辛亥革命、筹赈救灾、

占领新加坡时所创办的《昭南日报》，也在罗敏申路上。

支援抗日、筹建南洋大学的重要角色。二战前的五十年

二战后，华文报业迅速复原，蓬勃发展，大坡仍是华

里，怡和轩是华社飘扬活力的旗帜，麻将桌与它同时散

文报章的出版重镇。1946至1948年间出刊的华文日报与

发的酒气风流，遮挡不住它对社会撩起的风起云涌。

晚报共计15种。五十年代创刊的《大众报》，坐落于大坡

今天走进广东民路53号同德书报社，扑脸而来的仍

盒巴沙球拉街；1952年创刊的《新报》位于丝丝街；1961

是“天下为公”的牌匾。熟悉民国史的人士都明白，书报

年创刊的《民报》，座落于丝丝街。

社是孙中山为了“开启民智、推倒满清”在海外设立的百

报章之外，二战前也有不少期刊杂志扮演着文化传

多个革命基地之一。当时，新加坡是南洋的轴心，大坡是

播者的角色。根据同安会馆1988年出版，由杨松年教

新加坡华人的活动汇点，广东民路这栋两层式的南洋小

授编撰的《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的资料显

楼，成了同德书报社为报负张帆的地方。1911年8月8日，

示，1927年至1941年新加坡出版的106种书刊中，出版

南洋的革命事业由此开发，它不仅为民国事业积极运作，

社或编辑部在大坡的约占六成。这些出版单位，分布于

也身负推展华侨文化的任务。今天，书报社早已废了武

大坡近三十条街巷里，以海山街、罗敏申路、吉宁街、桥

功，闲着面对冷清。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这些本地

南路、朱烈街、丝丝街和恭锡街为多。

同盟会核心人物，当时也是怡和轩的活跃分子。备受敬

二战后到六十年代，期刊出版业的经营地址逐渐分
散至全岛各地，大坡因而失去了主导地位。这25年里，以
大坡为基地的期刊杂志只有十来份。例如1940年代出
版《南洋经济》半月刊的南洋经济导报社位于吉宁街；
《华侨生活》在十八溪墘；《南洋杂志》编辑部在罗敏

重的陈嘉庚先生更是那一代华商鹤立鸡群的领袖，面
对祖国的政治风浪，他全情投入支援活动。二战前，陈
嘉庚担任过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怡和轩等华社重要
团体的领导，一肩扛起南侨总会、星华筹赈会等委员会
主席的重担。

申路。1950年代出版《艺海》综合月刊的夜灯报社位于

陈嘉庚主导怡和轩的年代，先后有几个筹赈会以此为

罗敏申路；《行动周刊》编辑部设于桥南路；1960年代

总部，激励人心的讲话、捐款救国的呼吁都从这里辐射

出版《南风》文艺月刊的天马图书出版公司在丝丝街；

全岛乃至南洋各地。1928年中国山东省发生济南惨案，

出版《文风》月刊的文风出版社在丝丝街；《建设》月刊

日军滥杀无辜市民，对日谈判特使蔡公时也惨遭杀害，

出版社与《新代》月刊在尼路；1970年代，出版《青年文

陈嘉庚就此发起了“山东筹赈会”，总部就设在怡和轩，

艺》月刊的人民文艺出版社位于北京街；《知识份子》的

正式点燃了华侨参与拯救祖国的筹赈火炬。在短短的九

编辑部在达士顿山。

个月内，
“山东筹赈会”筹集了134万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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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活跃的年头，怡和轩跨越界
限，走向政治前沿，扛起沟通、组织
与凝聚华社力量的任务。1936年，
陈嘉庚成立了“马华购机寿蒋委员
会”，总部也在怡和轩。委员会总共
筹募了一百万国币，为国民政府添
购了13架战斗机。1937年卢沟桥事
变后，118个华团的七百余代表在
中华总商会召开侨民大会，议决成
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
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
推举陈嘉庚为主席，筹赈会总部也
设于怡和轩。三个月内，星华筹赈
会便给南京国民政府汇去高达329
万元的善款。
为了宣导抗日，星华筹赈会成立
了歌咏队、宣传队、话剧团，在街头
宣传抗日，展开抗日救国演讲，教唱
救亡歌曲，公演抗日街头剧，发起抵
制日货、惩罚汉奸以及发动各种募
捐活动。劝捐的旋律，一时响彻星
洲：
“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
的花，这是救国的花呀，买了花，救

抗战时期各界展开募捐的海报

了国家……”“你一角，我一毫，涓
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
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

文化人经常在此出入。

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华保。”这首由潘受写词的

1938年，厦门沦陷后，一群侨领在新加坡成立包含

抗日歌曲，从中华大地唱到狮岛南洋。大坡街头，不时有

东南亚诸国华社在内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华校学生、青年工友当街卖花募款，一朵小花，传达一个

（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筹赈会”），推举陈嘉庚为

家国安危的信念。

主席。南侨总会从怡和轩出发，四五年间筹集了55亿国

在陈嘉庚的带动下，星华筹赈会安排了不少中国演艺

币。1939年，它呼应国民政府的召唤，组织了一支三千人

单位南来宣传抗日活动，这包括陈炳仁率领武汉合唱团、

的“南侨机工队”，到云南险峻山区参与战时物资运输工

戏剧界金山、王莹等知名演员前来义演宣传抗战。1939

作，为抗日战争留下触人心弦的律动。

年徐悲鸿南来，于江夏别墅日夜作画，在维多利亚纪念

1941年，战云笼罩新马上空，英国人委任陈嘉庚协

堂开办画展，展出《田横五百士》、
《九方皋》等近千张

助组织当地华人义勇军，怡和轩成了抗日的指挥中心。

作品。1940年，刘海粟也在星华筹赈会安排下到新加坡

即便是战争结束后的三五年里，怡和轩的社会热忱也

中华总商会举办义展。刘海粟在新加坡期间，与郁达夫

未止息。1947年，香港中国歌舞剧艺社在社长丁山率领

经常到怡和轩聚首聊天。南来文化人胡愈之在回忆文

下，到南洋诸国巡回演出，剧目包括本地创作《风雨牛

章中透露，怡和轩是当时文化人的聚会地。张楚琨、高

车水》。在怡和轩主席陈嘉庚推动下，此行得筹款项高

云览、王源兴（南侨日报副董事长）、李铁民、陈岳书等

达四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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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大坡的形象是多元的。拨开恭锡街妓院、烟

都与吃沾边。街角的第一间铺子是“香味”肉干，

馆赌窟、猪仔馆、红头巾三水女工、妈姐、柴船头

努力保存着老牛车水的遗味。其他的食店，列队

苦力、河边讲古佬等等草根味浓郁的面纱，还能

招揽食客的，是挂着新字号的老成都、味知源蒸

望见它多层面的社会功能――二战前密布于大坡

汽石锅鱼、胖爷烧烤、川苑酒家、四川饭店、八道

的梨园戏院、民间剧社、宗亲组织与学校，不但在

馆鱼虾蟹、Sawasdee泰国餐馆……间中穿插网

文教上有角色，在社会救济上也具备顶级的支援

络世代己见怪不怪的性具情趣店、纹身铺、指压

功能。它有效地筹集到金钱物资，也在精神上感

推拿……间中一两家画廊装点着微不足道的文艺

召与凝聚了华社的共识。

气氛，其他的尽是对准观光客口袋的舶来商品。

独立以后，大坡高层次的文化色彩淡化了。战
前以书店知名的吉宁街与海山街，在战后悄然褪了
色。日治时期，这里是令人难忘的断肠处--1942
年2月，农历除夕，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新加坡

让你稍微钩起古早记忆的，便是门面光鲜的牛车
水原貌馆，让一双超大型木屐和一座三水女工的
塑像在馆外展示它的模糊历史面目—它，仿佛与
“猪仔”的经历脱了钩。

沦陷了。皇军假借清除反抗分子之名，祭出恶名

在英殖民地时代，华人以侨居心态在这个小岛

昭彰的“大检证”，令成千上万无辜男子断送了性

上生活，他们北望中原，与家乡的情感联系异常牢

命。七十年瞬间过去，历史的画面也沉埋了--四

固。他们在生活上遭遇困难，无法及时向殖民地当

年前在桥南路靠近海山街的人行道上，我遇见一

局求助解惑，于是会馆、学校、民信局、社团等等

名少年，他指着“肃清（Sook Ching）现场，前方

组织应运而生，汇聚大坡，加上其他生活文化的

一百米”的指示牌，问我那是什么冬瓜豆腐，可有

助力，这里成了华社认同的“文化首都”。二战后

好玩的东西？

瞬间变化的政治形态，强力弱化了大坡的文化功

也 是 独 立 以 后，喧 闹 脏 乱 的 草 根 也 变 了
样。1966年圣诞节前夕的一把火，把百年来让市
民逛街解馋流连忘返的“珍珠巴刹”烧成灰烬。
对街的牛车水，也在市区重建声中整了容。宝塔
街早已不通车，衔接新桥路的街口封了，三四十米
的地段成了地铁站出口。街道两旁的铺子，不再

能；城市重建计划推波助澜，抹去了大坡的光影。
大坡，曾是本地文化的九层糕，它的动力源于生
活，色彩因而鲜艳自然。而今人为地策划主打观
光，在地的生活退场了30年，比诸小印度，大坡的
异彩早已剥落，失泽无光。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洋溢过去在地人的生活气息。店铺的内容，几乎

抗战时期的怡和轩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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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富

《郭鹤年自传》的华裔观点
《郭鹤年自传》面世后，网上有为某
“英明领袖”造神的文章宣称，这本书在
大马选举前出版，颇为耐人寻味，究其目
的，是为了配合反对党的策略，意在激起

也
有
道

华人要求“变天”的情绪。这种说法很难

╱ 文  :   连 奇

令人相信。实际上，这本书由2002年开始
着手撰写，到2017年才落实出版，历时十
五年，说它是为了配合某个政党的政治需
要，未免过于勉强。

实际上，这也是一本富商自传，我们把《郭
鹤年自传》和它连接起来看，浮现在眼前
的，将是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华商面貌。
陈嘉庚是英殖民地时代下南洋并取得

《自传》可视为海外华人奋斗史的
一部分

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最后以返回

郭鹤年作为华裔巨富，他的自传受到关

故里服务祖国为归宿。陈嘉庚身为侨居华

注，一点也不稀奇。崇拜权贵富豪、明星大

人，在他所处的时代，以他人生最宝贵的

腕，可以说是世俗心态。如果让我们换个角

年华，为民族的救亡，教育的强国，做出了

度，不是为了窥探巨贾经营致富的高明手

伟大的贡献。

段，那么，这本书或许有值得一读的地方。
在此要提起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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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富商，他毁家兴学，领导华侨筹赈

陈嘉庚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正是郭鹤
年的少年岁月。郭鹤年是出生在马来亚

的华人，对他来说，日寇的侵占和

现实情况正是如此。他看到英帝国

他。如果将传统基本价值观等同于

统治，留下的是毕生无法磨灭的印

瓦解后，那些备受呵护的制造商便

儒家的观念，那么，以郭鹤年华裔巨

象；然而，在英殖民统治和后殖民

一一倒闭。或许，霸权也戕害了自

贾的身份，有人给他冠以“儒商”的

时代开拓商业王国的经历，无疑占

身的生存能力。

称号，一点也不奇怪。在生活上，他

据了他人生的主要篇幅。将郭鹤年
比之于陈嘉庚，他延续的可以说是
一种华裔个人或者家族的奋斗精
神。我们如果把它说成是海外华人
奋斗史的一部分，相信也不会有太
多人反对。

他认为商业和政治不可分割
郭鹤年认为商业和政治是不可
分割的，这一点，无疑得自他二哥
的提醒。他在自传中就有提及。他
的二哥为反殖而牺牲，在他心中所
占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对于
商业— —尤其是涉及重大的商业
投资——和政治的密切关系，他的
认识应该是来自现实的商业活动。
在英殖民地时期，他目睹了殖民主
义者对经济和商业的垄断行为，感
受到华商仰人鼻息的屈辱。殖民统
治结束后，他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
领导人有过交往，对他的商业拓展，
其重要影响，可想而知。他甚至和某

殖民主义的祸害，说到底，就是
种族主义的祸害。然而，即使是后
殖民时代，种族主义政治也还是丑
恶的现实，这是无可否认的存在。
郭鹤年以自己的经历，揭露了种族
主义经济政策的祸害— —少数马
来权贵致富后，并未惠及本族穷困
的群众。然而，华印族裔却已蒙上
经济掠夺者的罪名，成为实施种族
经济政策的借口。可以说，《郭鹤
年自传》的这种揭露和评述，正是
它被附会为配合“变天”运动而出
版的原因。
身为华人富商，郭鹤年认为海
外华人对东南亚经济建设作出了
重大贡献——他们下南洋，筚路蓝
缕，开荒、伐木、割胶、采矿、经营
小店；他们勤劳苦干，为周边地区
创造了新的经济环境。在生活中，
他们“重伦理、讲道德、公平竞争、
处事得体”。

视自己的母亲为精神导师，在潜移
默化中，他母亲给他的影响，似乎
还有更多的内容？例如他认为一切
都有因果，如果人们违背了道德法
则，就会得到报应。又如，他也提
到了老子的教导，要放弃贪念，过简
朴自然的生活。很明显的，像大多数
华人一样，在他的意识中，其实融合
了儒释道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追求
利润、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世界，在
离不开卑劣、肮脏的商业角逐场，表
现为崇尚道德，忌贪婪，遏暴利，远
离损人害人的生意的理念和行为，
并且做到富而不忘行善。

他谈论东南亚华人与中华文化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们
摘录自传中一段谈论东南亚华人与
中华文化的文字。这段文字颇有几
分夫子自道的意味。当然，或许有
读了这段摘录的人会同意，民族文
化的传承，如果失去了语言文字作

个领导人的亲戚有过商业合作，从

在称赞华人美德的同时，郭鹤

为载体，那么，将是不可能行之久

自传中的叙述，可知一二。以上这

年也不忘提起部分华人的贪婪无

远的，即使还留下什么痕迹，也只

些经历，已足以让他认识到商业和

度，攀附权贵以致富。东南亚的现

是浮浅的。

政治的密切关系。

实情况正是如此。郭鹤年以他的亲
身经历，为我们作了见证。对这类

他厌恶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
郭鹤年厌恶殖民统治，令人印象
深刻。他认为：
“只有受过殖民统治
的人才能明白对殖民者的愤恨。”
当年经商时所遭受的白眼 ，肤色决
定一切的歧视，让他领略到殖民主
义的骨子里，其实就是种族主义。
这种认识，只能来自亲历者。他认
为：
“殖民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祸害之
一，对加害者和被加害者皆如是。”

贪婪的华商，郭鹤年认为应该有官
方的监督。

“海外华人为什么能够在东南
亚生存下来、适应环 境并兴旺 发
达？我认为，答案在于中国文化蕴
含的巨大力量。华人即使离乡背井，

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

他们在骨子里依然保存着中国文

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华人也

化。……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

不例外。

人，通过家教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他们也懂得规行矩步，分得出什么

他融合了儒释道观念的意识
郭鹤年自述从小在母亲的“传
统中式家教熏陶下成长”，母亲“软

是儒雅、谦逊、内敛，什么是粗俗、
吹牛与高傲。”
作者为本地作家

硬兼施地将基本价值观灌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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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序
》

四
顾
集

序一：从书名说起
从书名说起。

一本书，书名是外部的最外部。徜徉在

《四顾集》。

外部的最外部，不想收在眼底的，竟已经
既“热闹”又“有趣”。

说其中最关键的那个“顾”。
“顾”，若用其他替代，可以“望”，
可以“瞻”，或“瞥”或“瞧”，或“瞅”或
“视”。再若循五四回归平民用语的主张，
则干脆就说“看”。
看什么看？
雨石“四顾”。
“四顾”，乍看似乎带点“东张西望”
的味道。这么一说，又出现“张”。也是可
以替代“顾”的一个。
热闹。
雨石报馆电讯翻译的出身，曾吃“文字
饭”。从这里，于是联想到英文，他一度用
来谋生的工具。

╱ 文  :   林 康

根据字典，
“顾”本义“回头看”，泛
指“看”；另外，还衍生解作“照管”或
“留意”。
“ 顾 ”的 英 文 ，综 合 众 义 ，可 写
作“look back”，或“look at”，或“look
after”。
大 致 有 这 几个。这 几个，其 中后 缀
有“回”（back），有“对”（at），有“后”
（after）。后缀当然不是核心，不是关键。
于是又发现，不管如何变化，即便换
成了不同语文，关键仍然还是那个“看”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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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

《四顾集》，
“噎噻”，eh-sai。
“噎噻”是乡音。
尽管在讲华语运动中屡经颠仆，我的
乡音，活像写《窦娥冤》的关汉卿，像他
说的那样“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
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只须一
激动，总还是要冲口喷出。
“噎噻”，也就是“可以”的意思。在这
里，计较精准的话，该说成“了得”。
然而于我，
“噎噻”终归还是比“可
以”，比“了得”，都要更加“噎噻”。
“噎噻”雨石，
“噎噻”《四顾集》。
是为序。

序二：“文字饭”后遗症
《四顾集》。
雨石把多年陆续写就的随笔性质的文
章，选辑成册。有了这个集子。
他曾经吃过“文字饭”。因为“文字
饭”，他两度接着吃“黑豆饭”（这个因为，
是结合他那一代南大人惯常遭遇的想当然
耳，有错当改）。
黑豆吃过，排走了。
不料，文字却从此赖上了他。

无论后来他改吃别的什么饭，宣纸、画布、油彩，甚
至石头（好牙口），文字总还是不依不饶，如影随形跟着
他。
对应上文，加说一个：热热闹闹地跟着他。
这里头，不排除也许有“黑豆饭”效应（这个也许，
也是结合他那一代文人“习性难改”的想当然耳，有错
当改）。
说文字，于是联想到笔。
（这样的联想，也许透露年龄——为什么是“笔”
而不是“键盘”？管它，又不是女的，不守年龄秘密。）
在大机构上班时，看人别在上衣口袋的笔，有这样
的观察与发现：
如果三毛钱一支的圆珠笔，知道是写字经常要用的；
如果“派克”或“犀化”一类，则通常属于某种“胸饰”，
最多偶尔取下签名。
雨石现在衣袋上别的什么笔，没有留意。若不是
“派克”或“犀化”，也属“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选
择。
但不管什么笔，我至少能肯定，于他，那是经常要
用的。
谁叫他消化功能的级别不高，只能把“黑豆”消化排
走，留下了“文字饭”后遗症。
一个上衣口袋也许别着“派克”或“犀化”的，
“文字
饭”后遗症的病患。想想有趣。
是为序。

序三：再说看什么看
据说，现代随笔所以确立其作为一门文体的地位，
法国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是奠基人。蒙田的三
卷《随笔录》(Essais），穿越起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
长河，流传至今。
提起蒙田，不是强要把雨石攀附大家，仿效清代《一
笑》中人，考验他是否“颔其首曰：
‘汝言不为无见’”。
要说的是，蒙田虽然是四百多年前的古西人或西古
人，因为有三卷《随笔录》传世，今人只需开卷，依然如
见其人。
《随笔录》开一代新风，在法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
首次展现了个体（即非集体）的人的形象。
该书开卷即说：
“本书的材料不是别的，我自己就
是书的主题”（je suis moi-meme la matiere de mon
livre）。
雨石行文，腼腆得多。处处从自我出发，远不是他
的文风。

那么，看什么看？
看他：时而“纪人”；偶尔“谈心”；兴起“论艺”；出
游“观景”。
（他集子分此四辑。）
“纪人”。俱纪的他人，如前辈方修、林学大，故交张
观生、林明洲，好友王如明、林清如等。
“谈心”。谈的其实主要还是因局势、时事、过往、阅
读而生发的各种感想。
“论艺”。论对诸家画作、雕塑等的鉴赏，或听诸家
论艺的感悟；其中稀罕有说及自己上书法课的一篇，但
中心还是老师。
“观景”。汝观景人亦观汝，如同剃人头者人亦剃其
头；或如卞之琳《断章》诗说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一辑透露的倒确实是他天南
地北的行踪；但和说自己上课一样，中心是对景生情的
抒发甚至议论，不是个人的足迹。
雨石勤于笔耕。（都说了有“文字饭”后遗症不是？）
多亏如此，哪怕行文大多“主体隐藏”，他多年来的
生活，生活中的种种，包括所想所思，因为转作文字，仍
侧面留下记录。
认识他的人，不认识他的人，只需开卷，就能纸上如
晤，犹如会一个朋友（也许新朋，也许老友）。看他的热
闹，看他的有趣，连带看许多其他的面向。
胡菊人谈论小说技巧，岔开说到“小说是‘客观’的
文学”，而散文（也及诗）“比较偏重于作者个人，是‘
主观’的文学”，散文和散文作家“真是文如其人、人如
其文”（不像小说，绝不能“说施耐庵就是宋江或是晁
盖”，
“诸葛孔明就是罗贯中”）。
随笔是散文的一个分支。
证诸胡菊人此说，上面说的那些“看他的热闹，看他
的有趣”等等，可见未必是诓人的招徕吆喝。
是为序。

序后：为什么三序“四顾”
雨石“四顾”。
不按常理好好完整地做一篇序也罢，但既然作怪，却
为什么三则即戛然而止，不是对应的四？
这是明摆着的。
四比三大。
不做“喧宾”。
作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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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李楚琳

记 星 洲旧时画家

璀 璨

本

坡华侨中学礼堂左右挂着两幅大
油画，陪伴数代华中莘莘学子渡

过了青春与动荡。一幅是新加坡著名先驱
画家钟泗宾的作品，另一幅的作者却鲜为
人知，虽然他也曾经当过华中及南洋美专
之教员，还是中华美术研究会的创会成员
之一。本文关怀的是80年前，曾与我国先
驱画家如刘抗、陈文希、钟泗宾，陈宗瑞
等人共事过，一起郊游写生，参加画展，
为抗日而积极的艺术工作者。他们眼看自
己的艺术成长紧逼高峰，却因为种种个人
与社会政治的原因，而被卷入无可阻挡的
历史漩涡里，让海潮压沉深渊之下，像古
代沉船，默默地承受着时间既是维护又是
腐蚀的遮藏。

战后中华美术研会会员到马六甲郊游写生合照。左一李魁士、
左三持烟斗者黄葆方；前排坐者中间着短裤者卢衡，
右一刘抗。照片来源：刘抗世家档案

当一批八十年前遗留下的画作出现在
一家老字号画廊里，我们反而会觉得这些

卢衡《华中钟楼侧景》油画，
1948年。款识：衡，一九四八。

作品有新人新画的新鲜感。它们原来静卧

卢 衡，原 名 次 宗，乳 名 正 平。生于

一位老藏者家里一隅，80年来不见天日，

1902-03年，潮州县澄海人。本姓李，五

原封不动，拿到画廊里打开来看时虽然画

岁过继卢河。卢家从事酱料制作，拥田地

纸泛黄，画作却是原色依旧，笔触流利，有

数十亩，父伯后改开九八行。次宗十三岁

时代性的仓促感。这些多为未上款盖章未

时，发觉自己长相酷似卢父商行里一位擅

经装裱之未成品 — 老藏家只谓这位名为

画李姓男子的长子，从此重续父子缘。每

卢衡的画者是南洋美专早期的绘画老师。

逢寒、暑假必宿李家，朝夕相处，李父亲

经过十来月的搜寻及研究，找到的都是原

自授画。卢父不善经商，惨淡经营的生意

始资料，点点滴滴拼凑起来，总算可以给

在1920年代初终告失败，只好变卖家产

卢画家拟出年谱初稿了。此外，笔者造访

过活。卢衡勉强念完中学后不久，父亲去

画家在穗后人，从中获得卢衡亲笔撰写的

世，前途渺茫。

生平自述，从而解答了不少疑问，亦衍生
出新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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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据自述，卢毕业 后 即当起 教 员，先
后 在 澄 海 图 濠 学 校，曼 谷 培 英 学 校 及

卢衡

华中1938年毕业纪念刊 | 卢衡作炭笔画华中钟楼景观
（款识：LH）及烫金题字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

华中1948年第一届师范毕业班纪念刊 | 卢衡 作 木刻华中校舍图
款：识：衡 题字：薛永黍（华中校长 1938 － 1948）| 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图书馆藏

澄海县立中学附小各任职一年。此后1925至1928年

月的画展中展出十件作品。3 此后卢衡成了画坛新闻里

末，他 投 身工会 组 织 活 动，加 入中国新 兴的共 产党

常见的名字，1939年还开始在南洋美专兼教国画及图

澄海支部，是当时国共 在潮州县斗争初期的要员之

案课程。1951年底携妻带子返回大陆，先后在广州的省

一。 共党在“澄海三日红“起义失败后，卢为了躲避

立女子中学及广雅中学教美术。1961年病逝于广州白

国军逮捕，卸退党籍，辗转来到新加坡，在陈嘉庚公

云区神山镇井冈村。

1

司属下的广告部门当商业广告画师。此时卢次宗改名
“衡”，以乳名“正平”为字。
1932-1934年卢衡在槟城大山脚日新中学重执教
鞭，掀开他生命新的一页。随着生活逐渐安定，卢衡将课
余的时间付诸作画及对美术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1935
年元月由李魁士（大白）介绍到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图
工与国语。2 同时新聘的老师还有吴文英、黄学良及纪
雪亭。同年沙郎艺术研究会修改章程，召请非上海美专
校友入会，画会亦改名中华（华人）美术研究会。卢衡9

艺术启蒙与成长
卢衡幼时在澄海城里看见国画神童陈镇庭伏在父
亲肉店里的柜台上挥毫作画，边画边笑，围观之众啧啧
称奇，赞口不绝。卢衡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道：
“也许稚
弱的心，受了这场面的感动，才使我后来特爱涂抹几笔
罢！”。4 几年后每逢寒暑假期回到生父家小住，在擅画
的李父之启发呵护下，这涂涂抹抹的喜好逐渐成了专
长。关于卢衡美术幼功的记载，寥寥仅此。

月入会后，立即投入画会活动及筹展工作，并于次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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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衡《国画》题文：
“奇气磅礴，青藤之魂，八大之手。悲鸿题”
照片来源： 《中华美术研究会1939画展图录 》，刘抗世家档案

不过中国绘画书法世代传承方式向来是父传子，徒

卢衡水墨《鸬鹚》 款识：
“衡画” 私人收藏

承师的模式。李父在短短几年内给予卢衡的是绘画的基
础，以后是靠天分、兴趣与热忱，逢遇各种机缘的磨练

美术完全脱节。反之，他以熟练的刀法制作木刻版画，

而自成一套。此外，卢衡就读的澄海中学数位老师皆擅

还参加了1938年新马各地爱国艺术工作者为抗议日本

长书画，校园里的艺术风气对于他艺术的成长虽然有待

侵略中国的漫画摄影巡回展。5 此外，卢衡在华中、美专

考证，我们暂时也无需否认大环境熏陶蕴酿的可能性。

任教期间十分热心校园里的大小活动，为毕业刊编委所

年轻的卢衡在家乡参与政治活动时被委派到宣传部
任职，据知这种单位主要的任务是写大字布条，画海报、
传单，可见他当时的绘画书法功夫已经足以独当一面。由
此类推，卢衡在政宣部的工作经验导致他在星洲觅得广
告画师一职是很有可能的。虽然他两年后以厌倦的理
由辞职，卢衡日后的艺术生涯始终没有与这种大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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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封面设计或插画共计四件。其中华中1938年的木
炭画及1948年的木刻版画特别优秀。二作主题是钟楼侧
景，炭画风格明朗，笔法粗旷可爱；木刻的钟楼景则是用
刀如笔，流利简练，他用皱笔诠释树叶，建筑轮廓线条优
雅，陪衬着校长薛永黍楷书题文，为一页平凡的毕业刊封
面永寯艺术气质，而笔墨间则洋溢着战后华校师员逆境
中不失优雅的文人精神。

卢衡的水墨画
在文献保存及现存的画作当中，卢衡的作品以水墨
居多，而被收录在画册里最早的作品应属中华美术研究
会1939年的画展画册中的画鸟图。6图中两只家禽在一
棵棕榈树下低头觅食，笔触豪放熟练，墨色综合了泼墨
及晕染之深浅层次，但又不失写意的清雅。当时在南洋作
画开展为抗日筹赈的徐悲鸿在这件作品题文：
“奇气磅

从几件卢画所署日期来看，卢衡在1944年重新提笔，
由一位前华中同事(伍臻平) 7 介绍协助下鬻画维生。这些
水墨花鸟图都以印刷粗略的黑白版收录于南洋美专1946
年至1951年的毕业刊里。唯有两件是近年以彩照出版于
画册的。一是1945年（乙酉秋月）给一位焕㠙先生画《荷
叶图》8 ；二是已故钢琴家黄晚成女士所藏之集萃画册
《怡悦集》里的小品。9

礴，青藤之魂，八大之手。”卢衡是多次筹赈画展筹委之

1946年，华中及美专在战事结束后立即复办，卢衡

一，经常出力也献画，徐不免要客套美言其画，不过对像

应薛永黍、林学大两位校长盛邀回到了教室，也在校园

卢衡这位出道不久的画家而言，有当代大师竟然将他与

里与画友同事如李魁士、黄载灵等边教边画。这时期卢

徐渭及八大山人相提并论，可见他功力不浅笔墨不俗。

衡的画作在画风题材上，近似李魁士；而擅长诗书的黄

缺少了文体记载，徐、卢之间到底交情多深，我们实

载灵不但为卢、李之画题诗，也在画作上题字。他们之间

在无法考证。不过徐悲鸿观察敏锐，爱才惜秀，以八个
字道出卢衡画风的要点，甚至理出了画者日后的艺术愿
景：如构图从简、笔墨淡雅、其中鸟儿之眼神与姿态都
效法八大山人的诙谐与乖异。

卢衡彩墨《八哥赏黄花》 无款，日期：三八.九.一 真品画廊藏

卢衡彩墨《鸭儿弎》 款识：卢衡 真品画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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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华人（中华）美术研会设宴欢迎中国现代雕塑家郑可后合照留念，第二排右二、三为卢衡、木刻家陈溥之。
前排右一至三；李魁士（大白）、张汝器、郑可。照片来源～刘抗世家档案

或许只是君子之交，不过1946年美专画册里的丹青记载

件的效果，才署了名，留待他日或展或赠之用。本系列

的却是战后初期本坡文人画师之间的友谊。

除了山水一件之外，其他17件都是花鸟图，由于收藏期

10

除了黄晚成册页集萃所载之作外，卢衡参展过的作
品至今未曾见于市面，连悬挂华中礼堂80年的大油画也
几乎成了佚名画。在追寻与探索的一年来，笔者也只觅得

间未曾与其他画作杂放，我们可以推定它们都是同一时
候的作品。再说这些作品水墨笔法豪放，有疾速感，更
能表现卢衡即兴作画及写意的功底。

卢衡子孙手中仅存的水彩画一件，以及薛永黍校长哲嗣

画中不断流露的是隐忧与客观环境所造成的仓促，

承明先生收藏了一世人的两幅画作。其一《八哥悬枝》笔

淋漓地反映出战后本坡知识分子劫后余震未息，又马上

触简练，意境典雅，类似卢衡战后展览画册里的作品。其

得面对殖民政权与独立风潮矛盾冲击下的困境。这种隐

二《燕子迎春》是特长的琴条，卢衡以槟榔树取代传统象

忧在《鸬鹚》表现最为露骨。两头羽翅漆黑的大鸟屹立木

征春到的草木，但不减中国水墨的妩媚。本画虽然没有

桩，冷眼傲视一方，画中无鱼，原来鱼儿躲在卢衡的署

署明日期，两款钤印却是研究卢画的重要线索。由此可

名“衡”字之中。卢衡战后随众知识分子加入民盟党，

见卢衡当时常用的是「正平画印」及「木纳」两方印章。

英殖民当局以民盟左倾从共，许多左翼分子陆续被逐出
境，未遭殃及者想必日夜提心吊胆，卢衡以鱼自居，躲过

画稿

了日军，却也许躲不了残酷的时局。《疾风》图中棕榈树

这组水墨画共十八件，是隐匿了近80年而重见天

叶挨着狂风骤雨的鞭打，倒垂一个方向，虽然不见雨滴，

日的画稿。原来的老藏家认为是卢衡在美专为学生做

卢衡粗犷的笔触单用墨色带引观者想象热带风暴的景

示范、或为展览赶画的未成稿件。其中有三件倒是落

象，如身处其境，又似乎影射大局势对小人物的压逼。

了款，或署了日期的：小中堂《八哥赏黄花》，卢衡未署
名，却留下了“三十八.九.一”的日期，即民国38或公历
1949年画的。另两张中堂则有‘卢衡写意’
（《疾风》）及
‘衡画’（《鸬鹚》）款识。或许卢衡当时还挺满意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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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疾笔泼墨，构图简素的画法仿佛是卢画之特征，
但他也有细腻入微的时候。《灰鸡蚱蜢》图的两只母鸡
体型丰盈，羽翎斑驳，低头觅食，不知芦苇上端有蚱蜢
窥视静栖。卢衡以精细的笔法将蚱蜢的不同部位描画出

来 — 如锥形的绿身、折曲的后腿。腿上小刺，前腿紧抓树叶、头上的
两只触须，静态中不失动生气。卢衡的素描法掌握自如，在此画写意
的氛围添加一点华丽，却不落俗套。《报晓图》中的雄鸡虽然不是工
笔之劳，但是全画以黑墨快笔描绘，毛笔使用于卢衡手里像西洋素描
的碳笔，他构思敏捷，挥笔畅快，毫不犹豫。这虽然是画给学生看的
示范品，却处处流露大师的风范。
有人说卢衡画鸟像人，这也许就是徐悲鸿1939年所谓的八大之
手。这从多件花鸟作品可见一斑：《鸬鹚》所表现的是阴险冷漠诡
异的人性、
《榈荫翠影》中的翠鸟有忙里偷闲的意味、1945年《荷塘
图》的低头啄木鸟满腹心事，
《鸭儿弎》的小鸭子无邪活泼，各有各
的可爱姿态，画家寥寥几笔就勾画出来了，构图是一贯的留白，前景
草丛及后景的棕榈恬淡地陪衬着，腾出了空间让小鸭子自由蹦跑。
卢衡一生坎坷，1951年返回中国不久，即被文革前夕的政治风
暴殃及，一直没有作画的心情与环境，这其实意味着卢衡在新加坡
度过的15年是他艺术的成长期。是当时华校事业之鼎盛，在星洲聚
集了像卢衡类的知识与艺术分子，给予他们成长、碰撞及创新的绿
洲吗？身为星洲活跃的艺术工作者， 卢衡不断地参与艺术活动，与
画友互相观摩学习，感受着本地草木繁花的视觉孕育，他以棕榈代
替松竹、八哥翠鸟取代喜鹊鸳鸯，以明末大写意自创独特的南洋花
鸟画风。他当时尚未意识到南洋画风的崛起，自己却已经为这门画
派开辟途径了。卢衡1949年所作旧画犹如新作，其中除了隐藏着未
知的艺术历史讯息之外，还处处流露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晰，耐人
寻味。笔者希望拙文能启抛砖引玉之效，引发读者去关注一辈在本
坡成长，也曾灿烂过的画家。
笔者在此感谢以下人士之协助：陈潮光先生、陈玉梅女士、广州卢
衡家人（卢培根先生、卢虎先生、赵凤琴女士、卢豹先生、卢小根教授、
卢麃麃老师、冯峰老师）、Mrs Gretchen Liu、姚梦桐老师、林清如先
生、薛承明先生、林明珠博士、国大中文图书馆谭惠芳女士、南洋艺术
学院图书馆谢郁女士、国家画廊图书馆Ms Farah Wardani。
1 澄海革命起义，澄海县志。
2 “华侨中学新聘教员皆富有办学经验”《南洋商报》，1935.1.19，页6。
3 《南洋商报》1935.9.6 （页6“沙郎艺术研究会……”）； 1936.5.19（页6
“华人美术研究会…”）； 1936.6.24 (页7“星洲华人美术展览…”)；1936.6.26
(页6“星洲华人美术研究会美展……”)。
4 卢衡“记画家陈镇庭先生”《潮州乡讯》卷三期六（1948.11.1）页12-13。
5 《南洋商报》1938.7.26 （页31 “南洋巡回漫画摄影展览团…”）。
6 《华人美术研究会展览纪念刊》1939。
7 卢衡长述，1951/1952 ： 第二点，在新加坡大战前期。
8 见马林百列民众俱乐部出版的《新加坡第一代中国书画名家展》，1991、页40。
实物及藏家未详。
9 见《怡悦集：名书画家赠黄晚成册页》，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图书馆出版，
2008。页22～23，卢衡《彩墨》。原作可见于南洋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10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春季《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复办纪念刊》。

作者为前国家博物馆馆长
卢衡水墨《燕子迎春》
款识：卢衡，钤印：
“正平画印”。薛永黍／薛承明藏
摄影：杨万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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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郑民威

╱ 文  :  邹文学

的态度，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本地演员。第一
天进入排练场，他就可以放下剧本，其他年
轻演员却都要拿着剧本走台位。”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闲聊，郑先生好像
是在回答某人发出的感慨，说了：
“演戏对
我是一种享受，走进排练场心情便轻松起
来，我可以忘记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他
也在其他场合说过类似的话：
“舞台是一个
最纯洁的空间，不管演的什么角色，我就是
一个纯洁的人。”
关于演员舞台感觉的那一番话，我好像
在哪一本戏剧表演大师的专著里读过相似的
九十年代举行的华语戏剧营，
郑民威（右三）出席了联欢会。

1961年，我到维多利亚剧院观看艺术剧
场呈献的四幕话剧《林冲夜奔》，那是吴祖
光的剧本。白虎节堂的那场戏一落幕，我立
即借着暗淡的灯光翻阅演出特刊，演高俅的
是谁？郑民威。
就在那时刻我记住了郑民威穿上高靴的
形象：身材特别高大，表情尤其威严、性格
骄横跋扈、为人阴险狠毒。他的台词不多，
不过，那一幕戏够他发挥的了。他在舞台上的
行动，一举手一投足，都帮我理解了高俅。

最为享受是演戏
郑民威是新加坡舞台上一个难得的演
员。1982年，他参加了本地14个华语戏剧团
体联合演出的《小白船》，饰演林兴国。1988

伴却作了这样的推测：郑先生退休前在职场
上是位居高层的人物，责任大压力也大，在
舞台上他却可以换成另一个身份存在，心情
自然舒坦得多，也不必违背本意做人做事。

1947年便演话剧
郑民威会演戏，除了用功揣摩角色，相信
与他从小就与话剧舞台结缘有关。
1947年5月24日出版的《南洋商报》，封
面版刊登了中正中学公演《裙带风》的特刊。
我看到郑民威的人头照，他饰演马力行。相
信，那是他第一次粉墨登场。同年年底，他
也参加中正与华中的高中毕业班联合演出
《结婚进行曲》。

年，实践话剧团请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夏

1948年，他在话剧《油漆未干》饰演达

淳教授导演曹禺的《雷雨》，他担纲周朴园

伦。他在演出特刊的《场记补遗》里写了这

一角。他的表演不出所料，语言动作节奏全

样一段话：
“我像注定了是一个坏东西。

都拿捏准确。只要他一上场，舞台气氛就显

《裙带风》要我逢迎拍马屁，《结婚进行

得更饱满，台上演戏的和台下看戏的，注意

曲》里我是一个 老不死的烟枪；这回，你

力都更集中了。

看，又是一个缺德的，诡计多端的，贪得无

我没机会和他同台演戏，郭宝崑曾经是
他的导演。郭宝崑告诉我：
“郑先生认真演戏
80 • 怡和世纪第三十七期

感言。不过，那时候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伙

厌的……以后我决定不再演戏了。”
郑民威的表态好像不全是戏言。1950

年，他在《头家哲学》的演出里只负

不过，郑民威的戏剧审美观显然

剧我还是挺喜欢的。可是，我很不愿

责化妆。1952年，他是多幕剧《青

还是逐渐改变的。1988年，中国中央

意看到，华语话剧变成很少数几个人

春》的导演。1953年，他担任《阖第

戏剧学院在嘉龙剧院演出《桑树坪

玩味的禁脔。不幸的是，近十年来，

光临》的剧务主任。1954年，他是

纪事》，那是徐晓钟院长导演的一

在他带头提倡之下，人人唯他马首

《家》的三名导演之一，不过，还饰

个新戏，剧本的写作和表演手法都

是瞻，连不知道实验剧为何物，也不

演了仆人，估计也不是好人。1955

很新颖，舞台上充满创意，令人耳目

知道必须对自己的公众行为负责的

年，他是《银星梦》的效果。

一新，极富感染力。

人，也来大搞话剧演出了。于是，连

值得一提的是，郑民威在上世纪

演出后，我们报馆几个戏 剧爱

五十年代初，曾被推举为中正戏剧研

好者作了集体讨论，并由我执笔写

究会主席，而且连续三年。

成剧评发表。当天我就接到郑民威

我的顶头上司
离开中正中学的戏 剧活动，他

为《桑树坪纪事》确实是难得的精

又指责搞实验剧的人心目中完全没

彩好戏。

有观众，言外之意是责怪他近十年
来的作为，对华语话剧的没落至少

讲话坦率严厉
进入九十年代，郑民威对新加坡

有《日出》，他饰演潘月亭；《家》饰

话剧舞台较多出现实验剧的演出便

演冯乐山；《巡按史》饰演市长；

很不以为然。他也看到华语话剧的

《林冲夜奔》饰演高俅。这几个角色

观众显著减少的趋势。他在多次半

还都是坏人。在他参与戏剧活动的

公开的场合里，都认为那是郭宝崑引

几十年里，他也曾导演过多个剧本：

领的实验剧风潮带来的不良影响。

《单日不准停车》等。

的出现了……
“在和宝崑最近一次会面时，我

他还恢复演员的身份，参演的剧目

《芳草天涯》、
《娜拉》、
《蛆虫》和

众明白不明白的戏，像雨后春笋似

的电话，他说很同意我们的见解，认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戏剧爱好者，联
合发起成立新加坡艺术剧场。后来

导演、演员自己都不明白，也不管观

然而，我没想到他竟在郭宝崑邀

必须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我引述这一大段文字，主要为了
说明我已逐渐加深了解的郑民威，
在推动华语话剧发展的工作上，是一
片真心的。他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对
的就说出来，不担心得罪什么人。

邀约一起庆生日

请他对《鹰猫会》的演出撰写专评，

我和郑民威在九十年代有更多接

我 和 郑 民 威 并 不 熟 悉 ，直 到

并准备收集在《边缘意象——郭宝

触，一方面是他已经从报馆退休，另

19 8 5年联合报 剧团成立，他是顾

崑戏剧作品集》时，也坦率地提出

一方面因为他是新加坡华语戏剧团

问，我是编导。不过，我们之间很少

类似的严厉批评：

体联合会的顾问。我们举行什么大

交流，原因之一，他在职务上是我的
顶头上司。另一方面，他并不是那
种和蔼可亲的人，虽然没看过他厉
声骂人，却也很少见他笑脸迎人。

“宝崑活过了大半个世纪，还能
保留着当年华校生那种意气风发的
气质和冲刺闯撞的干劲；他对理想

型活动，他都会参加。此外，他也常
给我打电话，提出他对当前话剧运
动的看法。

的执着，做学问的用功、认真，以及

有一天，他约请我们联合会的多

有件事，他还令我留下不大好的

做事的严谨不苟的态度，都是我所

名理事到他家去吃饭。去到他家，才

印象。就在同一年，生活剧社演出

钦羡的。他为新加坡华语话剧专业

发现他是摆宴席庆祝生日。

《挂在墙上的老B》，也参加戏剧节

化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也认为是一

比赛。我们落选不是意外，他的公开

个不容抹杀的贡献。但是在华语话

评语却过于严厉。他说，真不懂他们

剧的实践上，他的一些作为，却是我

在演什么戏！《挂在墙上的老B》是

所不能赞同的。我就曾不只一次当面

一个创作手法比较新颖的话剧，好

对他说过，我不认为他近十年来专搞

些人不容易看懂是事实，另一方面

实验剧的做法是对的。

我作为主角尤其演得蹩脚也是一个
因素，但是作为一个评判，他那时对
创新戏剧的容忍度显然太低。

“我不反对实验剧，其实，有好

“我很高兴你们来赴会，欢欢喜
喜一起来祝贺我的生日。这样不是
比我不在时，你们来坐夜好吗？到时
候，我们都看不见彼此了。”
果不其然，2000年那一晚我们
再次到他家时，就没看见他来迎接
我们了。

几个宝崑所创作或介绍演出的实验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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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   陈昌明

引言

》

海
燕

：实 验 剧 场 成 立 于
1970年8月29日，是新

加坡七十年代非常活跃的表演艺术
团体，1981年解散。今年9月，实验剧
场同人出版纪念刊，记下他们的创立

热情洋溢的歌舞所感动，深深地爱上

催
生
了

和发展经过，也缅怀他们燃烧青春的

这篇剧场史话；碍于篇幅，转载时有
所删减。

《海燕》这部大型歌舞片催生
了新加坡实验剧场！
这部由凤凰公司出品的电影，于
1970年在新加坡综艺院线放映时，几
位中学教师带领一群学生去观赏。他
们被这部歌舞片的悲愤故事情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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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感兴趣，观赏了这部电影之后，更
是想参加这类文娱活动。
他们的老师陈雪妮、曾鹏鲲、黄德
福、潘碧霞等也是文艺爱好者。他们不
止一次地看《海燕》，每次都在想：为
什么大家不一起来组织一个团体？想
着想着，大家便行动起来了！这时候，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几位电台
的朋友，开始讨论注册团体的手续，

闪光岁月。
我们征得同意，转载该纪念刊的

它。这群中学生在校本来就对文艺特

不久，新加坡实验剧场成立了。

实
验
剧
场

这群老师所带领的十多个学生自
然成为第一批会员。他们之中包括碧
真、浩之、志源、建群、金花等。他们
最亲近的朋友如艳萍、清桂、佩柳、
金枝、园英等等，也都加入剧场，加强
了阵容。
团体有了，基本会员有了，现在该
有自己的家了。实验的第一个家就在
梧槽河畔。那是一所很小的家，大概

便是后台。
实验这时也

备推出一台迎春文艺观摩会。这是

迎来一批爱好健

实验的第一次对外演出，也是和伙

康活动的青年，

伴们的亲朋戚友以及艺术界朋友的

他 们 清 纯、有 进

正式见面礼。演出于1971年2月在文

取心，对参加艺术

化馆举行。

活动非常向往，成

演出节目包括歌咏、小组演唱、

了艺术团体的生

诗歌朗诵、舞蹈、话剧等。虽然只

力军。

是一场观摩会，但是大家都很用心

有了团体，有

创作，认真排练。其中诗歌朗诵《集

了新会所，有了新

体生活好》是主席陈雪妮的作品。

会员，现 在 应 该

戏 剧组也为少年伙伴编写了短 剧

组 织一支艺术指

《兵乓风波》，内容宣扬友谊第一，

导团了。这时候艺

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术团体封的封，
《苦难的航程》剧照

解散的解散，大量

只有一间一房式组屋的面积。地面

的艺术工作者都“失业”了，要从他

是木板，墙壁也是木板的；跳起舞

们之中找到指导员并不太难。第一

来，楼下灰尘纷飞；唱起歌来，歌

个目标便瞄准康乐的导演、音乐指

声四扬。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

挥、舞蹈指导、文学作者等。戏剧方

始学习。舞蹈吗？只能上半身手舞，

面找到陈昌明、陈锦祥（施华)、卢修

下半身足不能蹈。唱歌吗？要在邻

儒（振群）；音乐方面有叶瑞平、刘

居们都醒着的时候唱，男高音还得

炜康；舞蹈方面来了陈康敏（家彦）

压低声量。

、林远玲、林爱兰（静芳）、王志昌、

星期天早上是最活跃的时段，

陈贵城等；文学方面请来韩山元。

戏剧组的成员，分组到会所周围的

新会所开始热闹起来，每个晚

菜市场，观察小贩和市民的生活，

上都有活动。戏剧、舞蹈、语音学

然后回到会所模仿表演。合唱组利

习，还有手风琴，一组接着一组地

用下午的时间学习，语音学习则在

成立并展开活动。华乐组和文学组

晚上进行，舞蹈组还得到联络所练

则是在较后才成立的。为了让来自

习。这便是实验剧场成立初期的学

各方的会员（这时称为伙伴）更好

习情况。

地、更融洽地过集体生活，实验安
排了一个大组课，讲些思想问题，人

搬新家扩大组织

生观问题，把团体精神建立起来。

这个简陋的家只是暂时性的，
很快他们便在火城找到新家。那是

这场观摩会之后，理事会便准

为正式演出作准备
要搞好创作，首先要认识生活，
现实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实验
的伙伴们并没有忘记这个方针。在
为第一次大规模演出准备节目时，
大家首先到农村劳动，体验生活。
陈雪妮、罗艳萍、潘碧霞、陈昌明、
陈锦祥、黄园英、潘金枝等一组人，
远赴邦咯岛了解渔民的生活，希望
能写出一部反映渔民生活的作品。
再来，必须为演出定下一个基
调，也 就是说要 搞一 个怎样的演
出？“诗剧”这个演出形式定下来
之后，便开始编写节目。考虑到演
出形式的新鲜感，大家决定搞一个
包含歌舞的诗剧，让大伙都有机会
参加演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工
程，必须有人写曲，也要有人编舞，
写诗就更不在话下了。
先前去邦咯岛体验生活的伙伴

第一次内部观摩会

回来了，他们按照演出的要求，每

一座在角头的三层楼店屋，实验在

为了总结初阶段的学习成绩，也

人用诗体写一段体验所得；再参考

三楼。会所宽大，除了办公室，还有

让伙伴们有机会上台壮胆，实验举

导演的构想，采用这些片段，编写

一个可以容纳百人的大厅；顶楼是

行内部观摩演出。会所内首次挤满

出一部诗剧。这项工作交由山元去

天台，可以借用。搞内部演出时，那

了百多名观众。节目有歌有舞、有朗

完成。

诵、有话剧。
YIHE SHIJI Issue 37 • 83

怡和看板
第二部诗剧也要有歌有舞，什么

员、以及后台人员的名单，因为我们

来助阵。而这次演出，华乐团已经

题材呢？大家思前想后，就用历史

要宣扬的是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

有几近四十人的阵容，不但实现了

题材吧！山元想到卖猪仔的故事，
而且他原来也写过，也就由他将旧
作加以改编。

《苦难的航程》创作不简单
两个诗剧先后完成之后，谁来
写曲写词呢？叶瑞平（竹叶）在这
个时候出场了！他是个多才多艺的
音乐艺术爱好者，吹一手好笛子，
拉一手好小提琴，也能作曲指挥。
诗剧的意境必须依靠舞台灯光
来营造。实验剧场这个时候还没有
舞台灯光组，也没有舞台美术组，
必须依靠外援。康乐和南方在这方
面的专才，给了很大很及时的协助。
舞台美术如幻灯片绘画，则全靠画
家许锡勇帮忙。

实验于1973年3月公演大型诗
歌音乐舞蹈晚会《苦 难的航程》

瑞平组团的愿望，而且能在很短时
间里上台演出。

后，马上筹备第三场公开演出，大

实 验 剧 场 有四名会 作曲的 伙

家都忙着写节目。先前体验生活所

伴。他们是叶瑞平（竹叶）、陈锦祥

积累的材料都翻出来，作为创作的

（陈施华）、刘炜康和高林（黄元

素材。前一阵子大伙去乌敏岛劳动，

璋）。因此，我们的音乐节目内容是

那里有写不完的故事——矿工的血

很丰富的。

泪史。编导于是想到“矿山风云”的
题材，也想到样板戏这个形式。即用
诗体写出剧本，用唱说对白，配合舞
蹈和造型，增加舞台美感。
剧本很快赶出来了，因为要写大
量的歌和舞曲，需要给瑞平时间去
创作。他很快便把主题曲写出来，
可惜节目不获得当局批准。

第三个演出“让我们在一起”

舞蹈方面有《小刀舞》和《纺织
女工》。
《小刀舞》是《红色娘子军》
舞剧中的一小段，舞蹈造型优美，歌
曲高亢激昂，非常受欢迎。导演是陈
康敏（陈家彦）和他的团队。
此外，男声和女声也呈献五首
歌曲，其中《石山风云》是叶瑞平
的创作。
戏 剧 组 排 演 两 个 节目：喜 剧

《苦难的航程》在排练中遇到

虽然整出剧不能演出，但是它

《不许叫痛》和《我们是一家人》。

不少问题，最让人忧心的是剧本差

的主题曲后来由康敏编成表演唱，

这两个剧也都由实验的伙伴韩山元

点不被通过，理由是剧中有暴力场

在“ 让 我 们 在一 起”的 演出中亮

创作。《不许叫痛》是讽刺短剧。描

面。经过交涉，当局表示要得到批

相。这个演出广受欢迎，成功演出

述中国清朝时，官逼民反的故事。

准，必须删除最后一场戏，那是猪

了10场。

《我们是一家人》写的是马来亚的

仔们群起反抗管工的情节，后来我
们便以一个舞蹈来取代。

这次的演出，音乐节目十分耀
眼。四首大合唱《我们不怕困难》

《邦 咯渔 歌》也 是 个 创 作 节

《时代巨轮》《新生的一代》《反

目，时长约三十分钟，安排在上半

黄旗帜插遍四方》，都是实验伙伴

场演出。它描述渔民和渔霸斗争的

的创作。手风琴合奏《文艺青年组

故事，情节比较简单，演员也比较

曲》，也由炜康根据伙伴们创作的

少。剧中有诗歌朗诵、有舞蹈、有唱

合唱曲编曲。两年前成立的手风琴

歌、有表演。

组，第一次在大规模演出中亮相，

诗 歌 音 乐 舞 剧《 苦 难 的 航

难能可贵。

程》，在新加坡舞台上是个推陈出新

华乐组也在这次演出中，演奏

的演出。它不但敢于创新，也敢于让

三首曲子：《幸福花儿遍地开》《丰

不同艺术才华者，在同台演出中一

收歌》以及《邦咯渔歌》。原来在

起创造历史。

《苦难的航程》演出前，叶瑞平还

《苦难的航程》的演出特刊有
一个特别安排，完全不见导演、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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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于无法组织一个华乐组，只好请
华乐界的朋友临时组织一个乐团

渔民和胶工，同渔霸和园主及统治
者斗争的故事。两个节目都由陈锦
祥导演，卢修儒协助。

高潮之后
70年代中期，国内外政局风起
云涌，艺术团体也受波及。实验在
“我们是一家人”演出后，直到1977
年4月才举行第四场大规模演出。
这个时候，艺术团体内部暗流
处处，有些人受到激进思想影响，
开始挑衅领导人；有些不明身份的
人也暗中搞分裂，一时之间难分谁
是朋友谁是敌人。在这个动荡的年
代，艺术团体中有人被逮捕，也有人

突然失联。在这是非难分的时刻，

我们的困难还反映在人才的流

等，希望能解决问题，但都没有成

实验不得不展开批评，把那些思想

失。首先是华乐队指挥瑞平淡出了，

效。会员的锐减，使得实验没有能

激进的伙伴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加

合唱团指挥锦祥告别了，戏剧组的

力单独主办大规模演出，但是，作

以分清；进行批判之后，请那些不怀

几个导演也先后离开了。除了舞蹈

为一个艺术团体，搞演出是它对发

好意的人离开，并且积极搞好内部团

组和手风琴组之外，几乎所有的艺

展健康艺术，对社会的责任。它必

结，重整会务。

术指导都先后在不同的理由下离开

须坚持它的使命。没能力单独举行

了。华乐由高林接手指挥，合唱由

演出，那就联合其它团体一起搞；

郭福春负责指挥。整个演出有11个

再没有力量搞联合演出，那就派伙

节目，音乐和舞蹈就占了8个，快板、

伴到友团协助，加强他们的演出阵

相声和短剧3个。

容。这也是实验在挣扎时期能做的

1977和1979年，实验剧场搞
了两次大规模演出，也就是实验的
第四场“实验音乐舞蹈晚会”和第
五场“实验剧场1979年度文艺晚
会”，演出地点是国家剧场。
197 7年的“实验 音乐舞蹈晚
会”，共有15个节目，其中只有“华
乐大组”和“大合唱”，属于队形较
中型的节目，其他的队形都很小，
不过，演出节目中大多数是本地创
作，如大合唱《林明组歌》，混声合
唱《黄梨园组歌》，舞蹈《军衣舞》
《金山沟下》等。
舞蹈《金山沟下》是陈康敏、叶
瑞莹、曾建荣、左瑞凤的集体创作。
他们曾经到马来西亚的矿山体验生
活，回来后，经过多时的琢磨、不断
的排练，创作了赢得好评的舞蹈。
《车衣舞》是叶瑞莹和左瑞凤的作
品，音乐则是叶瑞平的杰作。另一支
舞蹈《泉水边》是《红色娘子军》中

参加演出工作的全体人员虽然

贡献了。

有八九十人，但从节目、后台、前台

坚持岗位的，大都是早期的干

到卖票都得包办，工作量非常大。

事和中期入会的会员。他们之中黄

有些节目不被批准，还得紧急排练

汉明、吴志源、杜宝珠、郑俊雄、汪

新歌补上。正如特刊上的“我们的

益勤、陈岚昌和孙宝珠等人，都是

话”所说：任务艰巨、困难重重。总

令人肃然起敬的伙伴。他们在风风

之，这是实验剧场告别舞台的最后

雨雨中，坚持领导工作好多年。实

三个难忘的夜晚。实验的艺术之旅

验最后解散，仍鼓励歌咏队、舞蹈

也就在这里停留，留下的是永远的

组以及华乐队的部分成员，加入其

怀念……

他艺术团体继续活动。这也是实验
剧场留给这块土地的艺术种子。

从辉煌到暗淡
实验剧场从1970年建立到第一
个对外演出“迎春观摩会”，是它
的基础建设期。从1973年演出《苦
难的航程》到1979年的“文艺晚
会”，是它的辉煌期。在五场对外

多年来实验的伙伴们始终保持
联系，每次主办旅行团出国旅行，
组织大小聚餐会，都有几十到百多
人参加。这表明实验还是具有凝聚
力的。

演出中，观众多达两万多人。在当

实验剧场的历史虽短，但在短

时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可见它在发

暂的舞台实践中，始终坚持前辈们

《林明组歌》两首歌的作曲者

展健康艺术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

所提倡的多创作和演出本地作品，

是高林和淑桂。他们都去过林明矿

对内来说，它的会员也从建设期的

以便更好地反映民众的生活与理

山体验生活，完成了这三首很有分

30到80人，再增加到一百多人。但

想。回看它在五场对外演出中，一

量的作品。

是，走过辉煌期，经过三次会所搬

共推出40个本地作品，其中包括戏

迁之后，它的会务发展开始缓慢下

剧和诗剧9部；音乐（包括合唱曲、

来，并走到暗淡的阶段。

独唱曲、华乐、手风琴）22首，诗歌

的一个舞段。

1979年度文艺晚会
这次的演出困难更多。晚会中
的混声小组歌曲和大合唱中的一首
《红棉花开》，是在演出前一个星
期紧急排练的。

面对会员锐减和经费不足的困
难，实验的理事们曾作 痛 苦的挣
扎。如重新登记会员，提高会费等

朗诵和相声6个，舞蹈3支，还有多首
舞蹈曲子。这在实验的历史中，可说
是耀眼的成绩了。
作者为本地影剧工作者，前媒体人

YIHE SHIJI Issue 37 • 85

怡和思维

文化

英美世界的

命

革

╱ 文  :   叶鹏飞

很多新词，
“死去的白种男人”就是
其中之一。

看

到本文题目，很多读者或许会
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事实是，

以美国为主的英语系国家，确实正在经
历一场毛泽东式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已
经持续了多年。大革命的巅峰，是美国
前任总统奥巴马为了争取连任，从原本
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场，在2012
年转为支持，并且最终由联邦最高法

来反抗“特权阶级”的压迫，而“特
权阶级”正是属于社会主流的“异性
恋白种男人”（Heterosexual White
Male）。按照这个定义，所有女性、
同性恋者、变性人、少数族裔（非白
人）都是有权利反抗的受害者，是“
革命同路人”。

院在2015年判定为符合宪法精神。特

第三，主要由年轻大学生所构成

朗普在2016年击败希拉莉，接替奥巴

的“红卫兵”（英美舆论用“社会正

马成为总统，则不妨视为对大革命的

义斗士”——social justice warri-

反动，而且反动之势方兴未艾。

ors——来形容胡作非为的他们）在

如何定义这场英语世界的文化大
革命？首先它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彻

大学里肆虐，甚至用暴力行为阻止“
革命敌人”发声。

底否定，最具体的是越来越多美国大学

第四，任何胆敢用理性和事实去

放弃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质疑大革命的人，都会被群氓恐吓、

canon），因为那都是由“死去的白

被主流左派媒体抹黑，乃至丢失工

种男人”（dead white male）所撰写

作，身败名裂。

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如同毛氏大
革命以名乱实，用来指鹿为马以便夺
取权力一样，配合这场革命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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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高举“公正、平等”的旗帜

第五，这场大革命的本质是套上
文化外衣，通过提倡身份认同政治，
否定个人、迷信集体的夺权行为。

数典忘祖的背叛

甚至否定西方文明传统的环境里培育出来的，他们对祖

关于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canon）的争

先文化遗产的态度，自然不会是抱有“温情和敬意”的。

论，最著名的莫过于耶鲁大学人文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

澳 洲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全 国 性 报 纸《澳 大 利 亚 人

布卢姆（Harold Bloom）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

报》2018年6月30日，刊登其国际新闻主任谢里登（Greg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Sheridan）的文章《西方文明在公立大学已是失败的

Ages），除了列举26位包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

事业》。谢里登表示，澳洲公立大学的人文教育，正走

斯、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芙、佛洛伊德等男女作

在短视狭隘且反智主义的邪路上且日益恶化。具体证

者，强调他们的著作是西方知识人都必须共同阅读的

据是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拒绝接受拉姆齐西方文明中心

经典外，他更抨击被他形容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amsay Centre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的巨额捐

resentment）的异端邪说，包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马

款，理由是该中心的目的“不只是关于西方文明，而是赞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对西方经

颂西方文明”。但是，澳洲国立大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

典的敌视和颠覆。

究中心，却接受了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伊朗、土

不难想象，布卢姆的书之所以会出现，而且如此强烈

耳其政府的巨额捐款，还经常发表支持巴勒斯坦国和伊

抨击“憎恨学派”，反映了后者在1980至1990年代初期

朗的文章。两相对照，反对西方文明课程的做法，无疑是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破坏力，在大学里对西方经典的攻击有

虚伪且持双重标准的。

了相当的效果。事实证明，布卢姆所捍卫的对西方传统文

在主导大学校务的社会正义红卫兵眼里，作为压迫

化的继承与弘扬，最后在英美大学相继失守，沦为类似中

源头的西方文明，必须是拿来批判而不是赞颂的对象。

国人在五四运动所开始的、对祖先文化的鄙视和唾弃。

这跟文革“破四旧”，以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

立场保守的全美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把当前中国政治的败坏所造成的社会道德沦丧，都归

Scholars）在2017年5月24日公布《学院和大学的学生课

咎于祖先遗留的“封建文化”，来逃避自身历史责任的

外读物》报告称，学府推荐给新入学学生的夏日假期读

姿态如出一辙。

物只有一本，而且大多是“名不见经传、当代和带有进步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主导西方大学的人，已经对

主义（progressive）价值的”书本。报告审视348所学府

自己的传统采取敌视和否定的态度，宁可去支持外来文

的书单后认为，书单所关注的主题是种族与民权、移民、

化，也不愿意给自己祖先所遗留的精神资产任何传承

机能不全的家庭。报告说：
“共同读物的强烈主题特征

的机会。

继续是对种族课题的着魔，并把其学生当幼儿看待，其

仇视白种男人的性别斗争

平庸的趣味，以及其进步主义政治意识。”

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培养出来的社会正义红卫兵，

夏日假期读物是美国高等学府学生，这一辈子所可
能跟同辈人共同阅读过的书籍，重要性不可低估。换言

如今已经超过不惑之年且开始占据社会体制的要津，

之，读物可能形成未来精英集体意识
或认知的基础。从报告的批评不难看
出，布卢姆口中的“憎恨学派”已经全
面掌控了未来精英的阅读品味，并且剔
除了西方经典对学生的影响。同时，他
们也把自己的政治价值，包括以多元、
平等的名义来仇视西方文明传统的价
值，通过书单灌输给下一代。
如果说西方正典自1990年代便在
英语世界的高等学府节节败退，其后果
则在21世纪日益显现出来。如今掌控
英美学术界的精英，正是在这种质疑

布卢姆（Harold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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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由这些人所主导的媒体舆论和

名正是因为表达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事缘

报道，正逐渐偏离客观公正的传统价值，开始采取反映

谷歌内部有所谓“纠正偏见”的培训课程，灌输政治正

他们质疑和敌视西方文明的立场。特朗普一再宣称媒体

确的价值观。达摩在上课后写了一份10页的内部报告，

是“假新闻制造者”、记者是“人民公敌”，而获得支持者

列举各种科学数据和论证，指出谷歌软件工程师80%

的热情欢呼；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持续下滑，恐怕与这些

为男性，以及主要领导层都是男性，不是因为什么歧视

红卫兵主导媒体的现象有关。

女性的政策，而是男女天生的差异所导致。在报告遭泄

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今
年所发生的人事事件。2018年2月13日，《纽约时报》
宣布聘请女性白人科技记者诺顿（Quinn Norton）加入

露后的两天，处于左派所主导的硅谷文化里的谷歌，以
“表达有害的性别俗见”而开除他。达摩在2018年1月以
谷歌歧视男性白人为由提出民事告诉。

社论部，成为撰写科技课题的社论委员。几个小时后，

这种对白人男性的敌视，让原本要扫除女性在职场

《纽约时报》和诺顿突然宣布“分手”。该报的社论主任

面对性侵威胁的“米兔”（#metoo）社会运动蒙上阴影。

贝内特（James Bennet）表示，
“分手”是因为诺顿此前

批评者指出，运动已经失去原有的宗旨，沦为另一波攻

曾经在她的推特账号里使用了“黑鬼”（nigger）、
“废

击有权势地位的男人的运动，因为运动里的激进派，把

柴”（faggot，对男同性恋者的蔑称）等高度政治不正

任何对女性的语言骚扰，等同于强奸一般严重，完全失

确字眼，而且公然形容一名纳粹同情者为“好朋友”。

去分辨错误言行的分寸。此外，米兔被极端激进分子把

但是，
《纽约时报》在同年8月聘请30岁的韩裔女性
郑莎拉（Sarah Jeong）担任负责法律、科技、互联网文
化课题的社论委员，网友即刻发现她在推特上仇视白人
的言论，包括“白人在网路上表达意见，就像小狗在消防
栓上撒尿一样”，或在推文标示“消除白人”（#CancelWhitePeople），并且认为共和党人、警察、总统及观点
为她所不认同的女记者，应该和白人一样被消灭掉。尽
管舆论哗然，
《纽约时报》却坚持决定，没有开除她。
以《纽约时报》为象征的美国主流媒体，在被红卫兵
世代把持后，无疑已经失去了公正判断的能力。在这些极
端左派眼中，
“异性恋白种男人”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
源，因此任何对他们的歧视和嘲讽，都是理所当然且政
治正确的。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以低收入蓝领男性，以
及保守的南部基督教会为主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
种“革命”现象的反弹。
《纽约时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
为，自然难以获得社会上理性中立者的认同，也恐怕部分
解释了为何特朗普一再攻击主流媒体和记者，却依然获
得支持者的热烈拥护。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美国主流媒体自身的堕落，使得它在面对特朗普所代表
的民粹主义时，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与之抗衡。
对“异性恋白种男人”的打压并不仅限于媒体，拥
抱左派意识形态的高科技公司同样如此。2017年遭谷
歌开除的29岁软件工程师达摩（James Damore），罪
88 • 怡和世纪第三十七期

持，否定西方法治传统“无罪推定”的精神，认为任何遭
指控的男性都应该是有罪的，对指责的质疑都是仇视女
性的犯罪行为。这种毫无分际和反智的做法，让运动难
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学府里的反言论自由
培养这些激进社会正义红卫兵的英美学术界本身也
难逃革命浪潮。2017年5月23日，立场左倾的自由派学府
华盛顿州常青州立大学，就上演了一幕红卫兵炮打司令
部的闹剧。当天上午，一群学生冲入课室，骚扰进化生物
学家温斯坦（Bret Weinstein）的课，指控他是白人种族
主义者，并拒绝听他的解释。温斯坦此前一再公开质疑
校方以“平等”之名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颠覆该
校传统的“缺席日”。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记者刘琳对事件有生动的描述：
“所谓‘缺席日’（Day of Absence）由常青州立大学设
立，在每年的5月23日、24日举行。
‘缺席日’的传统始于
20世纪70年代，校园里的所有白人在这两天时间里需要
参加各种反种族歧视的研讨会，而其他有色人种离开校
园，以突显‘非白人’群体的重要性。
但在2017年，活动组织者要求角色对调，全体白人
老师、员工缺席，少数族裔占领整个校园。已在学校任
职15年的生物系教授布恩特（温斯坦）是一名白人，他
强烈反对学校的这次活动。
布恩特认为，在学校这样一个共享空间里，一群人为

了彰显自己的价值观而暂时离开；一群人希望甚至是强

命现象（虽然他并没有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来比

迫另一群人离开，这两者存在巨大差别。前者是一种平

喻），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

等意识的觉醒，后者则是反向压迫。在大学校园里，从
来不是根据肤色来赋予人说话的权力的。”

美国主流媒体对待彼得森的态度，也反映前述的主
流媒体公信力下滑的现象。在《华盛顿邮报》与亚马逊

闹事学生在当天下午增加到几百人，他们与校方

网站合办的全美最畅销书排行榜，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

开 会，并且 封 锁了会 场，连校 长布里吉斯（G e o rge

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连续

Bridges）要去厕所，都必须得到学生的允许和派人随

29周名列榜首，直到8月12日才下滑到第二名。他为了推

行监控。学生也一度企图要软禁温斯坦。闹事学生拍摄

介新书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约50座城市举办的售票巡

的闹事视频，被他们自己放上网后，引发社会舆论哗然，

回演讲，动辄几千人的场地几乎场场爆满，2018年的9月

抨击校方处理不当，并认为事件已经近乎暴乱。

到12月还有24场在售票。但是，左倾的《纽约时报》却没

温 斯 坦与同样在常青州立大学执教的太 太 海茵

有把新书列入其畅销榜，而且对彼得森的观点做出误导

（Heather Heying），最后因为担心个人安全，辞去了终
身教职离开大学。他们两人自认都是坚定的左派，信奉进
步主义思想，曾参与2009年反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占领
华尔街运动”；但是面对比他们更左的极端分子，他们却
被戴上“种族主义分子”的右派罪名。法国大革命期间流
传的名言：
“革命吞噬其亲身子女”，再一次得到验证。
常青州立大学学生暴力阻止他人发言的事件并非孤
例，刘琳报道：
“2017年3月，美国知名社会学者查尔斯·
默里在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演讲，引发了一场示威抗
议，最终一名教授受伤，数十名学生受到纪律处分。”
这一趋势反映的是以“正义”为名的极端左派“社会
正义斗士”，已经异化为采取暴力手段妨碍言论自由的
专制主义者。他们自认为已经代表真理本身，没有必要
再同“站在历史错误一方”的对立观点辩论，其行径同
20世纪的极右派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如出一辙。这一发
展，同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检讨中国人自五四开始的反传
统文化，日益极端化到文化大革命时血腥暴力的自我否
定的疯狂，有着一贯的内在逻辑。

郑莎拉（Sarah Jeong）

诺顿（Quinn Norton）

性的报道。英国左派的《卫报》对新书也做了偏颇的负面
评论，如形容彼得森在书中“自吹自擂地教人们如何生
活”。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已经引起不少批评。
彼得森对“社会正义斗士”红卫兵横行的现象，做了
历史性的综述。他推荐了罗克福德大学哲学教授希克斯
（Stephen Hicks）的专著《解释后现代主义》并指出，
当苏联劳改营的真相，还有列宁、斯大林专政期间所杀
害的千万受害者，以及毛泽东大跃进和文革杀害几千万
人的残酷事实，在1970年代陆续为西方所知悉后，欧洲
传统左派再也无法回避自身意识形态破产的现实。于
是他们偷龙转凤，特别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如德里达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些事

（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用

件几乎完全不报道，因为事件并不符合其“‘社会正义

后现代主义的外衣披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把马克思的

斗士’代表正义救世主”的宏大叙事。

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理论，虚化为压迫者欺负被压
迫者的理论——至于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到后

借尸还魂的后现代主义

来是可以任意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不

因为公开反对加拿大政府以保护人权之名，立法强

承认个人、不相信逻辑，不尊重事实，他们只信奉群体

制人们在“他”
“她”之外，必须使用一堆由性别平权极

身份（group identity），也就是可以主观认定的受害者

端主义者生造出来的代词（pronoun），而被极端左派乃

群体（女性、黑人、同性恋者或变性人等等），并且用为

至美国主流媒体抹黑为纳粹同情者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彼

这个群体伸张正义的名义，从事颠覆反抗西方文明传统

得森（Jordan Peterson），对颠覆西方文化的这一大革

的斗争。这就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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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西方文化的，德里达就形容

沉默后开始发声。彼得森的横空出世（我在《早报星期

西方文化为“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就是

天·想法》的专栏有三篇介绍他的观点，分见于2018年

男性中心，所以借此反对所谓的“父权主义”、仇视男

5月13日、6月10日及7月8日），象征了对后现代主义及

性。用“死去的白种男人”来蔑称西方经典作者，就是这

大学乱象的反弹。因为彼得森敢于正面回应极端左派，

一鄙视态度的延伸。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人际活动简化

包括受其控制的主流媒体的勇气，已经有越来越多不满

为权力斗争，并用这个单一维度去理解世界。因为对自

后现代主义肆虐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不满极端左派胡作

身的传统文化缺乏感恩，而且充满怨恨，受后现代主义

非为的自由派人士，站出来公开积极呼应。

影响的人，往往充满戾气。于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解
构，其实就是要颠覆既有的权力并取而代之。前述常青
州立大学学生以及在背后怂恿他们的校方领导的行为，
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立场左倾的《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多姆（Meghan
Daum）2018年8月24日的文章《细微差别：一个爱情故
事》（Nuance: A Love Story），就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
因为不满极端左派意识形态对异议的不容忍，导致自

这套思想登陆美国后，逐渐在大学的人文学及社会

己左派圈子的朋友，不敢公开表达对问题的细微差别

科学院系里风行，并慢慢成为主流。彼得森表示，后现

观点，只能唱和主流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立场，而开始
注意并接受以彼得森为代表的所谓“知识分子暗网”
（intellectual dark web）的主张：言论自由。
多姆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极端左派如何不容忍异议，
其中最常见的案例，就是所谓的“性别薪金差”（gender
pay gap）。
“社会正义斗士”的标准且唯一的答案，是
因为西方文化的父权主义，系统性地歧视女性，才导致
女性薪金普遍低于男性。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答案

谢里登（Greg Sheridan）

彼得森( Jordan Peterson)

远更为复杂。女性因为怀孕、本能想要照顾孩子而愿意
牺牲事业、较少从事户外和危险的职业、更倾向于对人

代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切都是诠释，现象可以被无数
种诠释来论述，而且所有诠释都是主观的，因此也无高
下优劣之分。这套理论因而可以被拿来当做犀利的批评
武器，挑战既有的权威。彼得森说，一切都是诠释在本质
上是正确的，可是却有一大罩门——尽管一切都是诠释，
并非所有诠释都是有效的。人必须生存、同他人长期合
作、繁衍后代，如果人错误地诠释现实，他很可能为此
而丧命。进化历史因此淘汰了所有错误的诠释，那些看
似无数的诠释只存在于课本里，在现实世界里，真正有
效的诠释其实很有限。
但是，对于年少无知的大学生，这套表面上赋予人们
知识权力，但实际上容易异化为虚无主义的论述是极具
诱惑力的，加上后现代主义教授的蛊惑和试图夺权的校
方领导的怂恿，他们很容易为之着迷并自以为从中寻获
真理。校园红卫兵也由此产生。

物极必反
英语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长期的不安和

际关系而非具体事物有兴趣（因此对例如成为谷歌的软
件工程师，会比男性更少兴趣）等等，而不是所谓的职场
父权文化，才造成薪金差异。但是，任何理性的左派人士
若胆敢提出这些细微差别（nuance），就必然会被“社
会正义斗士”指责为仇视女性而遭批斗。正是有越来越
多人受不了这种钳制表达自由的蛮横做法，所谓的“知
识分子暗网”才逐渐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言论自由毕竟还是西方文化传统最千锤百炼的价
值。后现代主义所培养出来的极端左派、社会正义战士
红卫兵不相信逻辑，不面对事实，不接受辩论的极权态
度，逐渐把更多传统自由主义者推向敌对阵营。多姆和
前述的常青州立大学教授温斯坦都是典型的例子。在
这个阵营里有不少教授，与温斯坦一样，都是不满大学
因害怕极端左派“政治不正确”的指控而审查言论，愤
而选择离开。有理由相信，结局应当是邪不胜正，但是
在正义获得最终胜利前，英语世界恐怕还有一场漫长
而艰巨的斗争。
作者是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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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刚独立时，新加坡还不是一个学术

身分的构成：一组价值与历史叙事
的建构

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按一般理解，

公民教育在政治领袖心目中的重要

一个国家，指的是一群人，共同拥有一

性，从它自独立以来不曾在学校课程片

定疆域的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与文化。1

刻消逝这一事实中，明显可见。不过，公

在1965年以前，无论新加坡的政治领袖

民教育的内容与教学方式，多年下来则

还是多数人，都把新加坡视为马来亚的

几经调整。每一个公民教育的新版本，都

一个部分。随着新加坡的意外独立，政

为新加坡国民性的神话增添新的层次。

治领袖们骤然发现，瞬间面对一个如何

在独立当时，学童是通过上“道德”

建构新加坡国民的问题。 学者们笔下

（Ethics）课接受公民教育的。道德课教

对新加坡国民建构过程有过这类书写，

导道德价值（moral values），譬如“有

描述如何把一群陌生人“想象”成一个

礼、诚实、毅力、仁慈”和“行为端正”。6

社群，3以及如何建构出这么一个社群的

独立后，
“公民”（Civics）课取代了道德

“集体记忆”。 神话的制造，也是这个

课，以塑造年轻人的“社会与公民责任

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便于阐明

感”。7 除了道德，公民课也教导国民价

新加坡国民是如何被想象出来的，本文

值如“爱护国家与人民”，8以及效忠国

中性地使用了“神话”一词；我无意于断

家。9 换个说法，建构新加坡国民身分的

言这个神话是捏造的。具体地说，我把

神话，是独立后马上就开始的。公民课

新加坡国民身分视为神话— — 借此审

作为公民教育的一种形式，推广的不只

视自独立以来，官方如何通过公民教育

是公民意识（civic consciousness），还

（citizenship education），建构出新加坡

包括塑造对这个年轻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国民性（Singaporeness）并加以推广。

国家建设的意愿。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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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中期，小学的“公民”课让位给新的“生活
教育”（Education for Living）课。后者保留了公民教育
的课纲（syllabus），另加进历史和地理元素。新加坡神
话于是扩大，覆盖对共同疆域，以及对新加坡如何建国
相关历史叙事的认同。

了国家意识。
此外，《王鼎昌报告
书》也针对改进公民教
育的教学提出意见。建
议这些价值应紧密结合

1970年代后期进一步改革，强化新加坡国民性理

亚洲传统文化，如中国、

念中的若干价值。这些改革目的也在改进公民教育的

印度、马来民间传说、历

教学。教育部1979年发表的官方报告（即《吴庆瑞报告

史与文学来讲授，以收

书》），对教育体制提出检讨，其中有讨论公民教育的

立竿见影的成效。报告

专章。10《吴庆瑞报告书》最常被引述的是其前言（pre-

书同时建议，小学生应

face），李光耀总理在前言中明确列出新加坡人应具备

通过背诵来学习，到了

的素质，譬如：他11应是“一个遵守正当道德训诫的正直

中学则应思考道德冲突

公民”，
“忠诚、爱国”，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工作、进

的问题，要求中学生参

取、合作”；他应“孝顺、尊敬长者、奉公守法、有人情、

与这类讨论、辩论、讲座

负责任”，是个“好邻居和可信赖的朋友”，
“包容新加

与戏剧演绎。16

坡人的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同时“干净、整洁、守时、
有礼”。面对需要时，他会是名“好军人，奋起保卫国家，
保护妻子儿女和国民同胞”。12李光耀在这里给出一个理
想新加坡公民的样板，列出不单是个人行为，而且涵盖对
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的价值观。

学 者 伯纳德·科里
克（Bernard Crick）指
出，程序价值（procedural values）与实质价值
（substantive values）之间存有区别，而有人认为新加坡

李光耀也广为人知地订立建设新加坡国民身分的

和若干东亚社会的公民教育大力强调的是后者。17简单

原则：政治领袖应务实地从两大文明（他指明是东方与

地说，这些社会的政府试图将所推崇的价值，如敬老、

西方）择取有用的价值——

勤奋、社会为先等灌输给年轻人。推广实质价值的教育

糅合东方与西方精华，形成新加坡人的优点。儒家伦
理、马来传统、兴都教诲，应与西方的科学质疑、通过公

化与政治多样化的社会——则通常较侧重程序价值：
其焦点在协助年轻人理解“文明演进的规律”，18以及让

开讨论寻求真理的方法相结合。13
在国家神话的建构中，实用主义（pragmatism）于是
成为原则，其目的是确保这个年轻国家得以生存，特别是
维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

他们能够以相互尊重及包容的精神与别人互动的价值，
如自由、谅解、公平、尊重事实与理性等。19这么说，不是
指新加坡不推广这些价值。然而，实质价值的备受强调
也是无疑的。20 有趣的是，《王鼎昌报告书》在小学推

继《吴庆瑞报告书》，同年发表了第二份报告——关
于道德教育的报告，即《王鼎昌报告书》。 该报告试图
14

强化公民教育对年轻人的适用性，以及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报告针对个人、社会、国家，提出相关的一组道德
价值。15 和《吴庆瑞报告书》一致，向年轻人推广的道
德与公民素质，包括个人操守（如勤劳、自律）和道德修
养（正直、高尚），家庭与社群价值（孝顺、敬老、公民意
识、尊重别人），以及国家相关的价值（国民身分认同、
爱国情操）。这一组价值在阐述李光耀通过《吴庆瑞报
告书》所提供样板的同时，也在择取与论述中重新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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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一般讲究规范。而另一些多元社会——即承认文

荐采用规范教学，在中学则鼓励学生进行讨论与辩论。
1980年代，进一步从事教学方法的实验。体现在公
民教育的是两个新的“生活与成长”（Being and Becoming）和“好公民”（Good Citizens），同时推出宗
教知识课程。
“生活与成长”鼓励学生从事价值相关课题的深刻
思考。21其中一个做法是进行价值的辨析（values clarification），指导学生作出“负责任选择”（responsible
choice）的五个 步骤：认清选项，评估选项，作出抉

择，采取立场，固守信

Education），清晰讲授政治领袖认为攸关新加坡存活

念。 这个做法，使已

的一组“国民信息”（national messages）。在“国民教

经习惯于感化教学的

育”中，历史教育扮演要角，利用新加坡历史来为“国民

23

教师一时难以适应。

信息”提供支持。另一个倡议是2013年推出的“品格教

到了19 9 0 年代，“生

育”（character education），借此协力将新加坡国民性

活与成长”和“ 好 公

的神话，从价值与信仰进一步推进到个人人品的范畴。

22

民”被“公民与道德教
育”（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所取代。
“公民与道德教育”采
用四个教学步骤。24前
三个分别是文化的传
承（涉及 通 过讲故事
与朗读来传递文化价
值），思考（通过同情
心），认知过程（通过
道德困境来发展较高
层次的推断能力）。最
后一个是经修订的价
值确认。初始的设计
是，鼓励年轻人在采取立场并坚持信念之前，先作价值
的探索与确认。修订后定调，道德课题的讨论，应在教
师“指导学生根据健全的价值系统（包括社会所认同的
价值）作出结论”后宣告结束。25于是，先前试图放宽价
值教育，允许学生有较大空间进行辩论与反思的做法
宣告结束，改成一切由老师（扩大至国家）作准，明确
他们的权威。
和“生活与成长”同时推出的“宗教知识”教育，是中
学的必修课。学生可以在含圣经、佛教、儒学、兴都教、伊
斯兰教、锡克教、世界宗教的一组选项中，选择上其中一
门课。
“宗教知识”原意是纯粹作为一门“课业”，不含宗
教教化企图。26其理念是利用宗教作为价值的载体，借此
加强价值教育的有效性。然而，这门课导致“传播福音
热忱加剧及信仰相互竞争”27的情况很快引起关注，期
间出现传教活动与宗教团体复兴，或许也与此有关。28
截至1980年代后期，宗教知识教育改成非强制性课程
选项，在多数学生选择放弃后，终告停止。
介于1990年代后期至今，公民教育还有一些重大
革新。其中之一是1997年推出“国民教育”（National

“国民教育”的推出，涉及以六个“国民信息”作为
国民身分认同的新增重要内容：
·新加坡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新加坡人）属于这里。
·我们必须维持种族与宗教和谐。
·我们必须坚持举贤与廉洁。
·新加坡要依靠自己存活。
·我们自己必须保卫新加坡。
·我们对自己的前途有信心。29
除了课本，这些“国民信息”也向其他课堂科目与课
外活动贯彻。此外，为了强化信息的传播，还辟设了某
些特别的学校活动与项目。譬如，组织“学习之旅”带
学生参观军事设施与经济组织，认识其对新加坡军事
或经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某些常年活动也出现在学
校日程表上，如“种族和谐日”（纪念1964年发生华巫
暴动的第一天），
“民防日”（纪念二战期间新加坡被日
军占领）。2007年，
“国民教育”进一步完善，纳入“脑
到，心到，手到”框架（Head, Heart, and Hands）：在
学习“国民信息”之外，鼓励学生“全身心感受新加坡故
事”和“回馈社会”。30
随着“国民教育”推出，历史教育在新加坡国民性神
话中扮演更加重大的角色。社会学与历史课本做了相应
修订，主要纳入对历史事件的论述，阐明并推广“国民
信息”。31新加坡历史始于14世纪，但其维系至今的现
代化建设进程，在现在的历史课本中呈现为“新加坡故
事”。这样的叙事，和李光耀三卷自传所作的历史描述
非常相似，甚至共用同一题目。32教育学者Kho Ee Moi
据此撰文，指新加坡故事在学校课本中是个“单一占主
导地位的叙事”。33
除了“国民信息”，政治领袖在19 9 0年代还有其
他建构国民价值的举措。1990年代初期，为了“保留
（新加坡）社群的文化传统，坚持切合新加坡人根本的
若干同一价值”，制定了一组“共同价值”（shared values）。3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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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至上，社会优先；

话。该神话侧重强调一定的价值。与此同时，身分相关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的某些元素，也存在于国家工程以外并有所发展。譬如，

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在本文撰述当下，一些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词汇，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首次被采纳编进牛津英文词典（Oxford English Dic-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tionary）。44学者与文学评论家魏俐瑞（Gwee Li Sui）在

这些“共同价值”的立足基础，是将社会利益置于

《纽约时报》撰文欢呼。45总理新闻秘书回应，批评魏

个人之上为新加坡得以成功的关键这个信念。36“共同

俐瑞轻忽对待新加坡推广标准英文的官方政策。46 这

价值”强调求同存异，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包容不同观

是件有趣的事。眼见一个活生生的国民身分标志获得

点，针对个别行动，致力于在虽不一致但为大多数人支

确认，一个受新加坡人喜爱的新加坡式表达获得确认，

持的基础上建立共识，以便尽量团结众人一起前进”。37

却让新加坡的政治精英皱眉。

35

1990年代也见推广“亚洲价值”，具体为“在亚洲

新加 坡神 话的建 构，把一 些不同元 素 糅 合在一

传统哲学与历史经验下形成的道德价值、社会规范与文

起— —价值教育、国民教育信息、历史教育和品格教

化姿态”。38在新加坡，李光耀是他所谓的“儒家价值”，

育。47 不同的层面，总是往初始状态上添加，鲜少剔除

也就是普遍说的“亚洲价值”的主要支持者。39 李光耀

什么。据说，
“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教师，对公民教育和

对此的描述是“勤劳、坚韧的家庭联系、为未来牺牲”，

品格教育有什么区别，或许也不太清楚。而且，尽管是“

“重视教育、学习与创业的精神、孝顺、敬老……以及井

包到完”（闽南语bao ga liao，即包罗万有或“一脚踢”）

然有序社会里的自由”。40这样的“亚洲价值”，和学校公

的做法，公民教育所涉及政治教育极少。政治教育— 即

民教育所推广的价值是一致的。

参与政治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小至投票，大至作为政治

最近的革新是，2013年教育部把“公民与道德教育”
改名为“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革新的目的，不单是塑造新加坡国民的价
值与观点，与此同时也塑造新加坡国民的品格。
“公民
与道德教育”中学水平的课纲，覆盖核心价值（如尊重、
负责、正直、关怀、坚韧与和谐），以及和国民能力相关
的技能（国民与文化身分的认同，对社会文化的敏感度
与意识，活跃的社群生活与环球意识）。41此外，品格教

候选人）— 其实是许多发达民主国家都有的。新加坡
课堂教导年轻人的政治相关内容，限于宪法、法制体系
与政治机构，以及投票的责任。然而，对与公民相联系概
念的探讨，如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平衡、民主与正义、多元
与平等、身分与价值，却非常有限，并且不涉及当下的社
会、经济与政治课题。新加坡公民教育在政治教育上的
欠缺，难免让人对年轻人要如何做好准备，成长为参与
社会、政治的成年人感到担心。

育促进社交与情绪控制能力，如自觉、自律、理性抉择、

政治精英集团成员有过一些与此相关的言行。他们

社会意识与人际关系管理。42 例如，坚韧是其中被强调

继续断定，新加坡人是不能讨论社会课题的，否则就会

的一个元素。要求年轻人了解坚韧为什么重要，坚韧意

逾越理性界线，从而引发种族或宗教冲突，甚至暴乱。

味着什么，要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43

基于此，他们相信为确保种族与宗教和谐，有必要限制

就这样，新加坡国民性神话随着时间逐步扩展。初
期，面对寻求社会与政治稳定及生存的需要，国民建设
工程强调道德、社会与国家价值。在发展中扩大纳入

个人的自由。48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即不懈地在学校宣
讲种族与宗教和谐，情况果真如此，或许只能说，50年
的公民教育并不成功。

“国民信息”，现在再覆盖历史叙事与品格教育。出于个

上面说过，新加坡公民教育强调实质价值，而有些

别时期的需要，不同层面的公民与国家身分，一再被提

多元社会倾向于聚焦程序价值。此外，年轻人需要什么

出、复述与强调。在塑造新加坡国民性的整个过程中，

样的社会与政治参与才算做好准备。在当前政治环境

国家（the state）的参与明显可见。

下，这个问题确实说不清楚。首先，在新媒体上表达强
烈批评意见的个人，有面对惩罚的风险——被起诉，或

展望未来
以上展示了国家为新加坡国民建构了一个共同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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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警察搜查。49其次，政治参与有一个属性问题。2016
年5月，武吉巴督补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对垒

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有政治人

行中也要体现与表达这类价值，否则年轻人一旦发现自

物涉及对反对党候选人作出被认为属人身攻击的发言。

己被教导的和成年人所做的并不一致，后者就将推翻并

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位艺术与网上媒体名人按捺

取代前者。52因此，公民教育不但要大力强调程序价值，

不住，发起向总理及其党员的请愿签名，要求停止“破

还要使之在学校与更广大的社区得到呼应。

坏……新加坡国民价值”的“抹黑政治”，要求转而讨
论“新加坡人面对的切身问题”。50从发起到投票日的
五天里，约5,000人在请愿书签了名。此事值得留意的
是，多年来致力于建构国民价值——共同价值、儒家价
值、亚洲价值——对促进与提高政治辩论水平似乎收
效甚微，甚至无效。

其次，要承认争议性课题的存在。在新加坡，人们总
是避开这类课题，认为它们高度“敏感”，随时会爆炸。
除了担心引起种族与宗教冲突，也害怕背上挑动暴力的
罪名。争议性课题是社会没有共识，解决争端的证据也
没有共识的课题。53 争议性课题无可避免地存在于任
何社会，从宗教信仰到道德或政治。然而，新加坡却不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什么样的政治参与

予以承认并设法处理。相反的，它们被归类为“敏感”

风格是适合于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应为年轻人做好准

及“不可接触”，从公共讨论的范畴排除出去，或保留为

备。在当下，除非认同官方的“言论管制”观点，否则社

政府才得发言的领域。我在本世纪初所做的访谈中，发

会与政治参与可能带来被惩罚的后果。第二个问题涉及

现学校教师在面对“敏感”课题如恐怖主义时，表现得

年轻人该为参与社会与政治接受什么样的准备。如同

踌躇与不安。他们通常希望教育部给出“正确”答案，

上述，新加坡欠缺政治教育。2012年，我主持访问一个

或提供适当的教材：假如有官方答案，他们就不会因为

青年团体年轻成员的活动，这是一个关心— 在某种情

说错话而招惹麻烦。

况下，确实是深度介入— 社会与政治课题的团体。51 尽
管这些年轻人离开学校也就是几年时间，多数却已忘了
被教导了十年的公民教育。他们不认为公民教育和他们
现在做的事有关系。他们把学校公民教育和他们在青年
团体里接受的辅导进行了强烈对比：他们说起团体里的
导师怎么引导他们看到社会现实，让他们自行作出判断，
指导他们如何在网上表达观点，给他们提供法律意见。
年轻人认为这才是真实的辅导，切合需要和有用，尊重
他们作为公民的生活选择，和学校公民教育很不一样。

可是，既然定义为争议性课题，就意味着没有所谓“
正确”答案：既然是社会没有共识的事物，谁也不具备判
断孰是孰非的道德权威。54在争议性课题领域里，1970
年代曾有过许多关于中立教师（neutral teacher）角色
的讨论。55中立教学不意味着教师总是采取中立立场，
也不意味着教师什么都不做只是保持中立。它其实指当
面对争议性事物时，教师不站在争议的任何一方，但确保
任何一方都有平等的表达机会。中立教学立足于程序价
值的坚实基础。意思是，学生可以讨论争议性课题，由教

那么，公民教育该如何改进？首先，不承认社会的

师秉承包容与尊重不同意见的精神，确保任何一种立场

多元和存在着争议性课题，就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在

都公平得到充分表述与被聆听的机会。公民教育采用

多元社会里，须要承认不同的文化与观点，而公民教育

另类教学方式如中立教学，不是向不分是非的“相对主

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为年轻人做好尊重别人与包容不

义”（relativism）投降。它考虑事实，事关价值与公民身

同意见的准备，当前做法则是强调设置界线和惩罚背离

分，需要一个鉴别的空间，供探索与讨论进行；否则，上

者。如此情况下，碍眼观点的缺席，也许只意味着个别人

课 — 如青年团体成员所指出的那样——将变得脱离现

因为害怕处罚而自我约束；这不是真正的包容或尊重别

实。年轻人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一切，应成为学校或更广

人。无论如何，程序价值——尊重别人、包容差异、讲

大社区加以采纳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的模式。

理、愿意聆听、公平对待和自己不一样的意见——为多

没有被惩罚的危险无关。要年轻人有效吸收这类价值，

【译按】本文译自韩美娘（Christine Han）的The‘Myth’ of
Singaporeanness: Values and Identity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原收在英文文集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篇幅关系，发
表时略有删节，并删去备注，但保留文中所标示的注脚号码，需
要时读者可从原书页268-270查照。

就得让他们在学校有机会落实，同时较广大的社区也要

作者为韩美娘是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高级讲师。

予以尊重——或让他们看到受尊重。教师与成年人在言

译者是本刊编委。

元化社会提供一个进行较为健康的社会与政治互动的
基础。这种情况下的克制，才是自我选择的决定，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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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名的智慧国，又被 黑 客入侵了。
这回，还到太岁头上动土！7月20

日，新保公布了惊人的巨大数量个人资料
被窃案，估计每4个国人之中就有1人的资
料被窃。
新保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医疗保健集
团，即便没有国防部门的级别高度，也是每
年花上几百万元在电脑和网络安全的大机
构之一。他们的资料都尚且被盗，一介凡夫
俗子的你和我该怎么办呢？
这里，首先要了解新加坡在世界上的
“地位”。新加坡国人平均年收超过五万
美金，人人上网，各个政府部门和金融机

列“12345678”，出生年月日，宠物的
名字，车牌号码等。
二，你喜欢贴文贴照片上社交网站，如：出
国旅游，家里自拍，逛街玩乐，生日聚
餐，朋友喝茶等。
三，你的儿女很贴心，你曾经把护照的照
片，用电邮寄给他们，由他们替你购买
机票，订酒店。
四，为了方便，你的社交和购物网站的信用
卡和密码，已经很久没换了。
五，为了省麻烦，你的电邮，社交网站和购
物网站，都用同一个密码。
六，为了得到折扣，你喜欢参加商店的VIP
积分卡，还有幸运抽奖。
七，你的朋友介绍给你能够免费观赏电影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

我该怎么办? 我该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
办?
我该怎么办?

黑
╱ 文  :  林少彬

构都高度上线，而且即便被骗走了几千块
钱，新加坡人第一“赔得起”，第二“爱面
子”不去报警，这就让世界各国的黑客和
网犯特别“喜欢”新加坡人了。

成为网犯目标的可能性
那么，身为新加坡人，我们应该怎么
办呢？
在探讨“怎么办”之前，首先，让我们来
看看自己有多安全吧！
下面有7个很普通的问题，看看你的答
案是“是”，还是“不是”。
一，你使用的密码，是 个不 容易想不起
的，很 容 易 记 住 的 东 西，如：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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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我该
城
，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
我该怎么办?
我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
我该怎么办?
我该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的网站，还有恋爱网站等。
如果，你有过半以上的答案是“是”的
话，你已经成为网犯目标的可能性就很高
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黑道从网上可以看到你过着不错
的日子，5个大 “C”或小 “c”。(Condo,
Car, Cash, …)
你所用的密码又是简单的数字，如从
1到8，或者倒过来从8到1，这是初级盗贼
的“最受欢迎客户”。
盯上了你的网上犯罪集团会从你的社

交网站上的照片和对话，找到你的

我国有效的管制，所以都藏身在新

生日日期，你的宠物名字，你的车牌

加坡以外的地方干案。

号码，好友的姓名等；

不妨介绍笔者曾经亲身经历的

么办呢？
答案只有一个：勤劳地更换密码！

黑道们还能从商店的售货员遗

一宗网案：有一天，作为亚太区网

失的平板电脑，或是修理中的商家

络安全总部的新加坡办公室，接到

电脑系统偷取到大批的“VIP会员”

了欧洲著名网安公司发出的红色警

个人资料：你的NRIC，手机，住址（

报，说新加坡公司的泰国子公司的

这里，送给《怡和世纪》读 者们

邮区编号），电邮地址；同样的，他

某个 促销网页被意大利网犯利用

一些点子。首先是更换密码的重点和

们还能从偷窃到的电邮数据之中，

来骗取某意大利银行的客户密码。

频率：

找到电邮中附带着的护照；更能从

当我和专案小组飞抵曼谷，乘车抵

• 和金钱有关的，建议每个月更换一

他们侵入的购物网站偷取到你的

达所谓的“罪案现场”时，这里是

信用卡号码和密码，这是普通网犯

当时泰国国企旗下的一座现代化电

的最终目标：偷或骗你的钱。（政治

脑中心，泰国子公司把伺服器外包

黑客则别有目的）

给他们营运和管理，我们眼前看到
的是一个深藏在伺服器里头的文件

么办?

明白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该怎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么办?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办? 我该怎么办?

基本上，一间银行的管理步骤
中所有需要用来证明“你就是你”
的个人资 讯，你已经 通 过 上 述的
“ 一 到 六 ”的 生 活 样 式 提 供
给 了 网 际 网 络 ，而 在 那 深 不
可测的数码空间的某个黑暗
角落，有个“有心人”爱 上了你！
这 种“ 有 心 人 ”通 常 就 是 从
“七”这个入口进来找到你的。

藏身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干案
而且，不要以为网犯们都居住
在新加坡，会受到新加坡严刑峻法

第一，请你常常更换密码。
第二，请你设计难被猜测的密码。

次。
• 其他的每三个月更换一次。
• 尤其是在报章报道发生了大型黑客事
件之后，请立刻更换密码。

夹，里头竟然“赤裸裸地”躺着百多

接 着，设 计 一 个 具 有 网 安 业 界

条意大利人的信用卡所有明细和密

标 准，难被猜测的密码（以8位码为

码信息，一览无遗。

例），这是我的“私房六步”：

不是意大利政府和新加坡政府
有仇，也不是意大利政府和泰国政
府有恨，只是意大利的黑帮找到了
网络世界里头一个最脆弱的环节，
在千里之外设下陷阱捕捉意大利国

第一步：选用一句话，如：[我讨厌黑
客]，（我爱吃榴莲，一起去旅行等）
第二步：改写成汉语拼音：[wo tao yan
hei ke]。

内的客户，而藏身在地球的另一个

第三步：只抽取头个字母：[wtyhk]。

角头，无声无影也无踪。

第四步：任选其一，改成大写字母：

这就是当今数码时代的网案特

如“Y”，[wtYhk]。

征，也是执法当局“永远的烦恼”，

第五 步：在 后头附 加上年 和月的 信

一方面必须要掌握日新月异的破案

息：
“18年8月”但是只抽用其数目字。

技术，另一方面是必须以前所未有

到了这里，我们就得到了：[wtYhk188]

的速度修订法律法规来控制局面
和突破局限。自古以来，每个国家都
有个如来佛掌（法律制度），只要自
己满意，从来没有人去管谁家的掌
大，谁家的掌小。可是今天，谁的掌
小无力，就会被网犯藏身和干案，
而只要是在你的掌里发生的事情，
我的掌再大再有劲，也只能“自捶胸
膛”，无法跨越雷池（国界）一步！

密码设计的“私房六步”

第六步，也是最后一步：把数字“1”用
惊叹号取代：[wtYhk!88]
这样子，一个难被西方人猜测到，
混用了英文大小字母+数字+符号的8
位数密码，就设计完成了。而且，对你
来说，并不难记！
希望大家不要变成网上“最弱的一
环”，并祝各位愉快上线生活！
作者为本刊编委

的处罚。今天，他们就是为了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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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政 策 中的
╱ 文  : 王昌伟

去

年因为学术休假的关系，回到美国

一名在专柜后帮顾客处理海鲜的普通工

波士顿小住几个月，感觉上又回到

作人员，并不是什么主管级的人物，也没

研究生时代，除了念书，还需要处理日常

见她向任何人请示过。我在想，如果顾客

生活处理琐事，比如注意超市每周的特价

是她的亲朋戚友，超市似乎也没有什么机

产品。有一次，住家附近的超市某一种类

制阻止他们“中饱私囊”，因为到了付款的

的虾打折，我和太太从学校图书馆回来的

时候，收银员也完全不过问。

路上顺道去买，但绕了几圈都找不到，于
是我们另外选了一片鳕鱼，在工作人员帮
我们处理的时候顺口问她，那种在打折的
虾还有吗？她说有呀，让我们到一个冰冻
柜找，可是我们再找一遍还是找不到。于
是工作人员就帮我们找，进进出出，也到
处问她的同事，搞得我们都很不好意思。
最后她终于放弃了，回头帮我们处理
鱼片。处理好之后，贴上价格，上面注明十
美元，但她另外在包装纸上写上”sample”
（样品）一字，告诉我们不必付钱。我们几
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她为什么，她
说因为既然超市打促销广告，当然得确保
顾客买得到，如果缺货，那就是超市的疏
失，理应做出补偿。
回家的路上，我跟太太打趣说，早知
道这样，我们就应该专门去找那些在促销
但我们其实不需要的货品，找不到的时候
就向工作人员反映，这样就可以“骗取”
免费的东西。这虽然是玩笑话，但如果真
有人这么贪小便宜，超市似乎也没有足够
的防范措施防止人们这么做，因为那位决
定送我们免费“样本”的大婶也不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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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弊 与
我想，这和美国消费市场商家和顾客
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互信有关。在美国，
买东西以后无论什么原因想退货，在一定
时间内都是被允许的，商家决不会设下各
种条条框框，防止顾客滥用退款机制。
在新加坡，这样的互信似乎并没有在
商家和顾客之间建立起来。上新加坡的
超市买东西，大概很难“享受”到这样的
待遇。超市打折的货品如果缺货，最多只
会跟你说，对不起，下次请早。买东西以后
要求退款，也是限制多多。
政治上亦是如此。政府在制订公共政
策时，
“防止资源被滥用”的思维随处可
见。尤其是当国人需要向政府寻求公共援
助的时候，申请者必须面对有关部门的重
重“审问”，确保他们确实符合政策定义下
需要帮助者的各种繁琐手续。这种提供社
会援助的方式，不仅有损申请者的尊严，实
施开来也效果不彰，因为能够符合如此严
苛的条件的人并不多，但本地确实有不少
人在贫穷线下挣扎。尽管经常有人向政府
建议在设置社会安全网的时候应该更宽
松一点，但政府总是以我们必须确保相关

信任
制度不被滥用为由否决。一个新加坡人非常熟悉的说法

最近推出的所谓“终身护保”计划也是如此。一个

是，西方世界的福利制度因为被滥用，使国民养成依赖心

出发点原是为国人提供终身保障的善政，却因为“防止

态，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相比之下，新加坡因为自始至

被滥用”的思维的作祟而衍生出许多异常复杂的条规

终就谨慎推行福利政策，所以能持续并有效地为真正有

和不近人情的限制。笔者知道有不少人在反复阅读相

需要的国人提供援助。

关条例以后，还是弄不清楚各种为了限制索偿条件而制

我们的制度，纯粹从防弊的角度而言，或许真的比
西方优越，但却掩盖不了赤裸裸的现实。我们在日常生

订的繁琐细节。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多花时间和精力去
思考政策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维的人自然少之又少。

活中看到的，是许多老年人三餐不继，只好靠拾纸皮和

政府通过制订严格的标准，防止以纳税人的血汗钱

瓶瓶罐罐，或者在小贩中心和食阁清理碗碟、贩卖纸巾

维持的公共资源被滥用，从道理上讲自然理直气壮，但

为生。他们当中有些或许是为了尊严，坚持自力更生，有

如果其根本的原因是基于对人民的不信任，并任由这种

些是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申请，有些则是因为不符合申请

思维凌驾于恻隐之心和同理心之上，总是对来向自己寻

的资格而被拒于门外。在“自食其力”和“防止公共资

求帮助的人投以怀疑的眼光，那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

源被滥用”的论述的双重夹攻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像是

者，和古人所谓的酷吏也不过就是一线之隔。

对生活在贫穷线下的人的一种羞辱和嘲讽。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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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不

行车，我们这里叫它脚踏车或脚车，顾名
思义就是用脚踩踏着走的车子。广府话

自
由

叫单车，港澳地区都这么叫。在日韩称为“自転

╱ 文  :  佟 暖

2852。这部笨拙而且老实巴交的车子，后来却被
人窃走，不知流落何处。
大约是1960年，我头与车座同高，和许多邻

（转）车”。英文意指它是两（Bi）轮（Cycle）车的

居小孩一样，右脚跨不上车子，却穿进车骨底下骑

Bicycle，通行全世界，毫无异议。唯独莆仙话叫自

它，第一次就人仰马翻，人与车都跌进沟渠里。但

行车为自由车，颇有意思。

如此惨痛遭遇，并不能阻止年少的轻狂和冲劲，对

这里先回溯自行车的历史。1790年，法国人西

脚踏车可是爱恨有加。结果呢……嘿嘿！青一块黑

夫拉克(Comte de Sivrac)开始设计，经过反复试

一块，完全无力招架的小不点最终却是胜利者。这

验后造出第一架前后两个“木马轮”的车子。车子

样来描绘学踏脚车的经历，相信同龄的读者亦有

并无转向装置，骑车人只能双脚蹬地推车直行。

同感，毫无夸张。

据史料记载，时至1817年，德国巴登公爵领地上的

过去的年代，脚踏车曾是极其珍稀的工具。

一名林务员Karl von Drais制造出一部两个尺寸相
同的车轮，装在一个木制车架上，骑行者可以坐在
位于车身中间的鞍座上，身体前倾，两脚轮流大步
蹬地推动前行的自行车。因为发明者注册专利，
留下记录，自行车成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发明
的交通工具，起始就已奠定车子的结构轮廓。但
自行车做到骑者脚不蹬地，配上链条传动系统，
由后轮转动来推动车子前进，再配上充气轮胎解
决骑车的舒适度，而被人们大量使用，得到1888
年才算功德圆满功能完善。所以说，人类社会花
了将近一百年时间打造了自行车。
印象中我家里的第一部脚踏车，真正是一头
铁马，高大笨重的车座后，是极其坚固的一副铁
架，用于载人带货。车轮支架底下有张绿色白
字的圆形车牌，相信是英殖民政府给的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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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
由
车

拥有一部英国人造的礼里（Raleigh）名牌自行车
相等于拥有一部马赛迪（Mercedes Benz）汽车
那么傲气。除此，中国的永久牌男式、凤凰牌女
式自行车，都是回乡探亲必备的一件奢侈品。极
其重要的是，对大多数平头百姓而言，脚踏车载
人载货多过于用来运动休闲。年青人呼朋唤友，
随叫随到，一部自行车从坡底骑到兀兰，也不叫
苦叫累，来去自如。当然，也喜欢带上不嫌弃你寒
酸的女朋友。如说开去，脚踏车确是会勾起写不
完酸甜苦辣咸的陈年往事，然而不妨回味，前文
莆仙话自行车叫自由车的自由二字，正是昔日生
活里的另一番写照。
接着谈谈登陆新加坡的“共享”自行车，是
不是也唤起您对脚踏车的爱恨情仇，勿论它易容
别抱。

若按年份，2017年初正好是自行车的二百岁诞辰。

多数人或是打的，或是乘坐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个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自行车经历工业革命、社会阶层分

人代步工具，脚踏车或改为摩托车，而且科技日新月异，五

化、女性解放运动以及城市化浪潮等诸多方面的演变，

花八门的电动车（板），受年轻人追捧的主因除了好玩，还

而今又成为了共享经济中的一个玩家。Obike风风火火

因为省时省力。很长一段时期，传统脚踏车已沦为可有可

抢滩登场，抢走全国人民的目光，事前谁也不曾想到，

无的工具，商会会员面对行业萎缩，势所难免。面对大数

历经坎坷的自行车，在我国“共享”的际遇堪称不体面，

据网络应用产物的共享自行车，传统脚踏车商的生意更

甚至不光彩。

是雪上加霜，无可逆转。

相信许多人初初也很好奇，尽管我们之前已有所风

笔者仍查不出自由车名称由来，新马两地之外，台湾

闻，中国大陆推行共享自行车收割的各种美德与丑态，

也有一家“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之所以冠以自由二字，

不过，仍然期望小黄车将在我国得到礼遇。

有文章如此论述：

这一场戏尚未开锣，先划出“贵宾席”。在我住的组

……原来在台湾为了使这些车子有所区分，对于一般所

屋楼下，无主或有主的废弃自行车都夹上一纸通知，传

使用的十段变速车、淑女车、城市车、平车、旅游车、沙滩

达说限期内将强制清算长年累月停放的废品。地点显然

车以及折叠车等等我们皆以自行车、脚踏车、铁马、孔明车

有所选择，和地铁站之间距离不远的，符合小黄车“解决

或自转车来称呼。至于专为训练及比赛用的车子，由于其整

最后一公里路途”卖点的脚车站桩都被清理妥当。借此

体的构造、零件、装备、重量与其他种车辆有所差别，以及

东风，给人感觉明亮。但没隔多久，一夜之间，有限的车

车子性质的不同而分为公路自由车（有变速、
飞轮及煞车的

桩，全被新来者所挤占，满地黄花。自此，
“共享”自行车

装备）及场地自由车（没有变速及煞车装备，且其后齿轮是

好比一出肥皂剧到底该是有桩？或无桩？围绕着停放何

固定的，俗称死飞）等两种。

处？无处不是？到处是？处处颠三倒四的情节，诗人为之
吟咏，学者为之挠头，国人为之困扰。

民国五十二年（1963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中华民国自由
车委员会，当时由中华日报董事长兼发行人萧自诚先生担任

记得1970年登山单车出现，加上变速器，一路风

主任委员，赵明伦先生任总干事。协会成立之前本欲以自行

行，不只是爱好运动者喜爱，连孩童的玩具车也流行登

车三字称呼之(原先在中国时所使用的)；但为了要配合那更

山式，随时随处可见。曾几何时，仿似登山车的小黄车，

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二三自由日”的庆祝活动，于是在筹备

要登“共享”的山，可说是高低起伏，艰难跋涉，处处

会中经多位委员的商讨之下，决定以“自由车”的名称作为此

暗藏道德、管理、处罚的险滩，谈何容易。短短不到三

项运动的永久称呼，并在每年的一月二十三日订定为“全国自

年，Obike的形同“逍遁”，用户定金索还无期，公司清盘

由杯自由车锦标赛”日……

后遗下的资产，有人算了一笔账，小黄车都充作废铜烂铁
也无法抵定金的债。时至今日，毋宁说Obike留给国人共
享的是一盘不按牌理出牌的残局。

这下可扯远了。自由车扯出个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
后没回去中国大陆而去了台湾的中国志愿军战俘，当时台
湾将此事件定名为“一二三自由日”。哈金以中国志愿军

有关共享自行车的议论，网际网络上，图文并茂，长

回国后的遭遇写了小说《战争垃圾》而获奖。但无从考据

篇累牍，触目惊心有之，引人深思有之。笔者置身门外，

的是，1932年成立的自由车商会命名原因，肯定和台湾的

所以本文不牵扯共享经济的其间奥妙。倒是不妨介绍，

自由车意涵，毫不相干。

偶然间巧遇朋友，寻访新加坡自由车商会后的联想。

在此转个话题，近日观察Obike事态发展，报载其他

友人介绍，该会是个业缘社团。网上搜索，1932年

仍在为共享自行车大展手脚的公司，将出台新管控技术，

就已经成立。1947年曾易会名为新加坡车业公会，后又

限制骑车人若不按照规定区块停放车子，将如何如何惩

改名为新加坡车商公会。会员大多是经营自行车修理、

处的消息，不禁莞尔。

整车、零部件生意的莆（田）仙（游）籍贯也称之兴化的

共而阉之，享而阉之，共享岂是东西。

人士。据称，商会曾拥有一二百公司的会员。半个多世纪
之后，脚车行业由盛而衰。今日国人出行，除自购汽车，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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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卢丽珊

中
年
的
国
家
， 自

老
年

礼
的

该以怎样的心态、状态和思维为老
年做好准备？
为老年做好准备？这显然是令
人矛盾，略为不安但是又不得不面
对的切身处境和宿命。我甚至认为
“安享晚年”、
“颐养天年”、
“含饴
弄孙”等传统意义上对于老年的诠
从 双 亲因年迈而陆续行 动

释和解读都是一个莫大的心理骗局

不良，不再 独自出门，即使

和对未知人生的理想化想象而已。

精神依然抖擞，他们的人生委实进

因为我们自出生以来，从起点到

入衰老的新阶段。我一人在外开始

终点，期待成长、成年、学成毕业、

特别注意街上陌生的老人家，注视

恋爱、结婚、成家、立业、儿女成群，

和我父母年龄相仿或更年轻一些

然后我们步入中年，为前半生的积

的的老人，他们的面容、神态、行动

淀继续付出，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开

能力、甚至是眉宇间的喜怒哀乐。

始衰老。可是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

在我们一个年过半百的国家，

们要去期待和憧憬老年，顶多就是

我们为老人人口塑造一个怎样的

被动的、被政府叮嘱公积金可能不

环境？从个人而言，和国家几乎同

够云云，我们应该要为晚年储蓄，

年的中年人的我们，又能够以及应

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全面预防糖尿

赞

病等长期疾病，要养生，要保健。
然而越年轻的我们听起来，这
些声音就越微弱，越遥远，越接近
中老年，这些声音就似如雷灌耳般
越来越响亮。不要不承认，很多人
很多时候是毫无准备，亦步亦趋的
被现实、疾病、疼痛提醒着——原
来我们已迈向老年，而从心理和经
济上越早做准备就越能得到想要
的晚年。
近年，环顾周边的老人，我发现
一个人面对老化的处境原来有很多
种，其中最鲜明的印象是现实跟年
轻时的期盼大相径庭。一位长辈因
照顾中风的妻子十几年，几近情绪
崩溃，直到自己身体都快垮掉才把
妻子送入安老院。他们的晚年被突
如其来的变化扰乱了脚步，他说年
轻时想象的晚年是美好的，万万没
有想到晚年是如此的凄苦，唯一能
做的事就是尽量做自己喜欢的事。

而其妻子因中风失去语言和行动能

力，你的脑子可能又不听使唤（失智

我父亲年初曾经历一天内坐了

力，他们夫妻俩还多次浮现自杀的

症），随时会有走失之虞；到了最恶

两次救护车，跑了三家医院都无法

念头，最后妻子终于在眼泪和无言

劣的状况就是腿和脑子都一起不灵

拆除身上的中心静脉导管，直到第

的沉默中接受无止尽的风烛残年。

光，眼睁睁靠别人照理起居生活到

三天才安排一个心脏专科医生，歉

老死。近年不管亲戚还是朋友，家

意连连的在五分钟内完成任务。虽

长患上失智症的个案比比皆是，不

然觉得很不应该，我还是被这荒唐

但失智还失禁，一家人等于进入一

的一幕点燃怒火，忍不住把当天最

个全面备战警惕的状态。

后一间医院的多名急诊科医生骂一

而数据也残酷的证明，不想活
的老人人数有升高的趋势，去年本
地年过60的老人自杀人数有129人，
创下历史上的新高。
有时看着家中彼此寡言以对，
几乎每星期得复诊的父母，我都没
有勇气问他们：你们觉得你们的晚
年过得幸福吗？我还接触过一个老
太太，因和多个孩子相处不好，孩子
请我访问她，为她写一个不出版的
家庭回忆录，让子女一窥她的内心
世界。善良的老太太毕生为家庭付
出，错过上学的机会，没有等到自己

还是俄罗斯人的俗语够
现 实 主 义 ，他 们 说“ 晚 年（并）
不快 乐”（Старость не
不从心还是因记性差就会自我调

其实何其凶险，不但是前半辈子生

侃的那样说。以色列建国元老，著

命的总结和收成，也是应对许多突

名的政治家果尔达梅尔夫人曾说：

如其来挑战的关键时期。首要原因

“老年就像在暴雨中飞行，一旦登

是最客观的条件 — —支撑我们灵

机就听天由命。”

魂的躯体不再强壮如昨，我们记忆

年她落入一个越来越寂寞和莫名愤

晚年绝不会水到渠成，更不会自然

怒的怪圈。不是孩子不爱她，她也不

享清福，或是单单靠足够的金钱和

是不爱孩子，就是无奈的“离她想象

公积金就足够安然度过。
过去一年半因照顾双亲，不管

有一次在国外旅行，受邀到朋

是邻里综合诊疗所、数间社区医院、

友的老妈妈家住三天，离开的一个

最忙碌的中央医院，我们都陪伴在

月后，朋友突如其来的叫我把从她

侧看了个遍、体验个遍，同时检视

妈妈家“拿走”的几套酒杯还给她。

国家社会如何提供医疗保健，照顾

可悲的是，她竟然疑我这个认识多

老人的荷包的同时也照顾他们的健

年的朋友会拿走她妈妈结婚时用

康。然而，一个对老人友善的制度，

的珍贵水晶酒杯，然而更悲凉的难

不但要有“金”，也必须有“心”。

已出现失智症状？老太太年近八旬
还开车趴趴走，该看歌剧看歌剧，
该出国就出国，就是有时忘记身边
的人是谁，甚至还诬告别人拿走她
的东西。

来的极大不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我不由得想象，老年人的世界

两句话都血淋林的告诉我们，

道不是连子女都不知道自己的妈妈

生命危险，可是给一个住院病人带

радость），每次他们觉得力

喜欢的人就跟“孩子的爸”结婚，晚

的幸福很远很远”。

顿。回想当天，虽然状况并不会导致

在我们不断输入外来人口满足
医疗需求的时候，真实的集体体验
告诉我们，对病人的细腻程度还是
有待加强：有年轻医生想也不想在
一个老妈妈面前，直接宣布她患上
癌症，他明明可以先跟这位妈妈身

确实，老年的景象不外是：如

旁的儿子沟通、有社工在孩子不在

果疾病夺走你的行动能力，让你寸

场的时候跟老病人宣布他将搬进

步难行，那你的脑袋还可以灵活操

临终护理病房，晚上病人可能因恐

作；不然就是疾病 没有夺走行 动

慌即莫名离世。

力不由自主的逐渐被削弱，我们的
双腿开始不听使唤，软弱无力，疼
痛的症状可能无时无刻侵袭而来，
更不要说那恐怖又顽强的癌细胞
等致命疾病会让人生不如死，提前
宣判阳寿的终结。
其次是面对可能带来经济的压
力以及家庭关系的变化，例如亲人
或孩子提前离开。一个不小心，许多
处境堪虞的老人家因生活高涨被迫
继续工作，即使身体状况不佳，拖着
驼背的身躯在小贩中心收着碗筷、
洗着厕所，或是在组屋楼下的垃圾
桶翻找着可以回收变卖的东西。这
一个个无奈的身影是我们社会的
真正写照。
在我们迈向百岁国家的时候，
真要对最孱弱的老人人口照顾得
贴心周到，我们才能傲视未来，成
为一个先进美好的国家，令人恋栈
的家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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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女人

日

本

京

都

经常在一些公共场所如地铁站、巴士

站、购物街，一下子就会看到好几张美丽的
脸孔。或清汤挂面，或梳着马尾在看书，或
高挑优雅。让人不禁多看几眼。

╱ 文  :  周雁冰

美
不

美

相比之下，日本男人的长相远不如女

人。十几天的日本京都旅程，没有哪一张
脸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虽说如此，日本老男人倒是让人多看

几眼。他们一头白发，整个精神面貌打扮
比年轻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绅士打扮的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礼

服背心搭一双牛皮皮鞋；潮人打扮的头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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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鸭嘴帽，身穿马球衫搭七分裤，脚

新西兰威灵顿的女人因为大风

其 实 最可以教 会 个人 美 的 真

上一双橘色运动鞋。看上去七八十

天和城市山势的关系，喜欢穿着一

谛的是大自然。一大片水、一大片

岁却精神飒爽，战斗力十足，真是

身运动服，让城市多了一份随时准

林、一整片星空，时时被自然环绕

年轻人的好榜样。

备“行山”的动感和随性。

的人不可能与美擦身而过。所以那

所以不要说摆在身上的不重要，

服饰大同小异。顺眼的颜色设计，

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国家社会个性

但缺乏惊喜和个性。

的显现，也是这个社会文化层次的

别以为置 身荒 郊 野 岭 的非洲

象征。对美有基本理解的社会，文

土著就不懂美。德国摄影家Hans

化层次必定高于放弃了美的社会。

Silvester 去到埃塞尔比亚、肯亚和

走在街上，也会看到同样的景
象，女人的打扮都可称得上美，十
几天来没有看到穿的不三不四，不

触目皆丑，除了穿着不三不四，

符合自己气质身型的日本女人。就

人也长得不三不四。外在环境于个

算是胖胖的女孩子也很懂得整个形

人内在的直接影响不可忽视，而相

象要怎么融合、包装，让自己看起来

又从心生，那是一个互相供给的循

舒服得体。这是一门艺术，首先得了

环。谁都是一份子。

解自己，知道自己的个性气质身材
适合什么，然后还得懂得选择，在海
洋一般广阔的服饰天地里找到必须
摆到身上的那一件。

女

些少数民族、部落民族的服饰经常

京都大多数女性服装店里卖的

打扮上的美、面貌的

残肢体的迷信陋习不说，他们摆到
身上的花草头饰，用自然颜料涂到
脸上皮肤上的装饰，颜色亮丽如太
阳光耀眼的布料，与暗色肌肤形成

建筑、城市的美与否，它

们对美有基本的感受和认识，店里

群面目可憎的人，建造

得

秀

气

。

已经为顾客做了第一轮也是最重要

的城市与社会环境必定

一轮的筛选。这种程 度对美的敏

也面目可憎；一群沉闷

感，在新加坡基本看不到。

保守的人，建造的城市

环环扣环环以后，就有了走在
京都或大阪街上的感觉。前后左右
秀气得体的女孩和女人。
如果硬要鸡蛋里挑骨头就是缺
乏惊喜。但是穿衣反映的是个性。
大多数京都女人的温柔腼腆矜持可
爱，让那些小碎花围巾小首饰都有了
去处，规矩不逾越。
相比之下，法国巴黎的女人人
人不同，处处惊喜。从店里的商品
到女人身上的打扮都美得大气，充
满个性和质感。

地的Surma及Mursi部落，除却伤

美的一部分，还有用品、
们其实都是一体的。一

长

苏丹边境的奥莫山谷，拍摄居住当

美不过是一个社会体现

日本的好处是，服装店的买手

人

美得惊人。

洪秦秦摄影

与社会环境必定也沉闷
保守。
京都女人的秀气也和环境息息
相关。读一读川端康成的《古都》
就懂。形容京都的树木，他说：它
们成行地排列着，伸展的枝条在空
中描绘成柔软的弧形……树木那
么美，那是因为这里的街道本身就
是美丽的，连角角落落都打理得那
么整洁。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美，再让川
端康成的文字雕印在时空中，就成

强烈吸睛对比的贝壳首饰，都是美
的体现。
没有了大自然告诉你何为美，只
好仰赖一个城市社会里被赋予了诠
释美的人的眼界，如艺术家、设计
师、建筑师、园艺家、城市规划师.....
你就求神拜佛希望他们从小的
教育让他们对美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和具真知灼见的理解高度吧。
作者是是媒体人、写作人

了一个城市永恒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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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

知

”剧作家 沙叶新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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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的剧本创作道路，就是在“挨批，得奖；再挨
批，再得奖”的崎岖颠簸中行进。他的“幸运”，或许
是与他生长的年代和身份有关。他是个回族，1939年
出生于江苏南京，20岁左右离开南京到上海学习戏
剧。中国的回族是少数民族，享有优惠，中学阶段的
沙叶新学业成绩欠佳，就因“优惠”加分，得以升学
到艺术学院去。

以

《假如我是真的》一剧名闻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人艺）院长黄

顾，发现这部舞台剧比《假》剧更

国际的中国剧作家沙叶新，7

佐临建议，改为现名。

“敏感”百倍：那是1989年北京天

月26日凌晨在上海因病辞世，享年
79岁。《联合早报》刊登了一则不
到千字、却很精辟的讣闻，以作家
北村在微博上的话——“他不仅贡
献了杰出的戏剧作品，还贡献了中
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概括剧作家
的一生。
反观中国国内某些“娱乐”网
站，此时都以沙叶新生平的次要作
品，或电影客串演出的趣闻打标题，
内文嘻嘻哈哈，宛如曲解鲁迅先生
所说“为了忘却的记念”，希望过后
不久，这位“良知”剧作家便淡出历

沙叶新受俄国大师果戈里《钦
差大臣》启发，写成这部含义深刻

安门的“六四”事件，把演艺界的两
颗心灵拉在一起。

的喜剧。电影改编为悲剧，男主角

其实“六四”的发生，也同中国

最后入狱，用碎镜割脉自杀，并以

的“特权”与“贪腐”有关。经过十

墙上血书“假如我是真的”提出控

年改革开放，名义上的市场经济，

诉。说起来，沙叶新与电影导演王

中国富起来了。但制度没有改变，

童，是海峡两岸各自体制内的戏剧

权位上的官员可以用国家津贴的廉

工作者。但不骗你，两人的作品都

价买入商品，转用高价卖给民间，

同样具有才气。

获取厚利，称为“官倒”。1989年5

当时节外生枝另有新闻，就是
这部俗称“反共电影”的片子在新
加坡轰轰烈烈登上银幕的同时，在

月间，北京学生就是趁着祭奠前总
书记胡耀邦的机缘，到天安门广场
举行“反官倒”的民主运动。

香港却以“顾及大陆感受”为由禁

沙叶新逝世后，一些海外媒体

映。直到电影面世的八年后，才在

透露，当年 5月，上海各界游行声

戏剧爱好者，能够忘记沙叶新

一个探讨权贵主义的氛围下解禁。

援北京学生，他曾走上街头振臂高

吗？这个问号，开启了笔者撰写本

无论如何，一切都比新加坡自由开

呼。
“六四”发生后，佩戴了三天黑

文的动机。

放的香港，为这事曾输给狮城一个

纱，并在日记上表示“震惊、哀痛、

马鼻。

哭泣……”。《邓丽君》这部戏，就

史舞台。

剧作家的身份才是真的
记得1982年，我在《海峡时报》
上用英文写华人电影的影评，其中
一部重头戏，就是在中国大陆禁演
后，随即在海峡彼岸的台湾拍成电
影，并荣获1981年第十八届金马奖
最佳 剧情片、男主角（谭咏麟）及
改编剧本三项大奖的《假 如我是
真的》。
《假》剧是根据1979年一件真
人真事写成（与二人合写，沙是主要
执笔人）。当时中国“文革”结束，故
事主人公是个滞留在乡下农场的知
青，因女友珠胎暗结，急着要上调
回城向女方提亲，但回城的机会却
又被高干子弟垄断，乃铤而走险假
冒北京某首长的儿子，把城里一班
趋炎附势的官僚骗得团团转，最终
被揭穿。本剧原题《骗子》，据当时

接着是1988年，沙叶新以上海
人艺院长身份，率团来新演出话剧
《中国梦》，我访问了这位“争议”
连连的剧作家，与他有一面之缘。

是有感于海峡彼岸这位雍容秀雅、
而内心却无私无畏的艺人，坚决表
示了“六四”不平反，便不去大陆演
唱的立场，而振笔写下的。

按《中国梦》的编剧为孙惠柱和太

毕竟，时至今日，对台湾和海外

太费春放，全剧演员为野芒和奚美

华人演艺界来说，中国大陆这个大

娟两人。沙叶新是1985年从恩师

“市场”仍有无比吸引力，谁也不敢

黄佐临手中接掌上海人艺的，任到

轻易得罪，以免惨遭封杀。世间有几

1993年立意打破终身制主动弃职。

个邓丽君，又有几个沙叶新？

他的名片上印着：
“我，沙叶新。

网上载有沙叶新2013年10月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暂时

9日在上海所书《我写邓丽君》一

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

文，像是回肠荡气的一部戏。剧作

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家2007年受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

剧作家——永久的。”

会”执行长邓长禧邀约，参加邓丽君
电视剧的创作（与二人合写，沙是主

写《邓丽君》过程荡气回肠

笔）。在进入创作构思的阶段时，沙

最后是2016年，沙叶新晚期作

叶新坚持要把“六四”写到剧里去，

品— —舞台剧《邓丽君》，莅新演

而邓长禧则考虑到大陆的市场、资

出，当时遗憾错过。但目前作一回

金的回本，为难地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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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 新在 致 给邓长禧的 信中

于江苏南京，20岁左右离开南京到

耀邦》一剧，在香港出版。此剧最后

说：
“（邓丽君的态度）和那些曾和

上海学习戏剧。中国的回族是少数

也停留在纸上，未获公演。

邓丽君小姐同台声援民主，但第二

民族，享有优惠，中学阶段的沙叶

年甚至当年便马上回大陆俯首致歉

新学业成绩欠佳，就因“优惠”加

的大牌明星相比，在人格上真的是

分，得以升学到艺术学院去。

有云泥之别。这是她的真实历史，
这段历史是邓丽君小姐生命史上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她从艺坛人物而
提升为历史人物的光辉一章……”

再者，沙叶新也在他成长的时
节，遇上了“良知”型的前辈。一个
是提携他出道的上海人艺院长黄
佐临。1963年，当小沙的一篇“毒

然而，就在剧作家与执行长商

草”文章触犯了后来成为四人帮台

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否要分别

柱之一的姚文元时，黄院长把他从

出大陆版和海外版之际，基金会却

文化部“拉”到人艺，并点名让他撰

传出邓长禧在上海腹腔主动脉出

写《陈毅市长》的剧本，也支持他

血，不幸身故的消息。随着邓先生

写《假如我是真的》（连戏名都是

在2008年年中的去世，邓丽君电

院长取的），让他安下心从事剧艺。

视剧的创作便戛然而止。沙叶新分
文不取。
再到2012年秋，沙叶新与曾经
演过《江青和她的丈夫们》的香港
焦媛实验剧团再度合作，让三个月
内完成剧稿的《邓丽君》在香港首
演。一国两制，沙叶新这两部作品，
也始终没在大陆内地演出过。

禁演等于掩盖了问题
沙 叶 新 的 剧 本 创 作 道 路，就
是在“挨批，得奖；再挨批，再得
奖”的崎岖颠簸中行进。他的“幸

沙叶新曾表示，
“我没有别的本
事，一辈子都在拿笔，一辈子都在
思考。用戏剧的方式把真相留下来，
告诉青年一代，这是我的责任。”
剧作家辞世，网上提起2008年
北京学者解玺璋的评论：
“《假如
我是真的》的价值在于，它并不是
当时流行的控诉文革的作品，而是
直指社会阴暗面……改革开放30
年一路走到今天，站在当下回望历
史，我们发现《假如我是真的》所提
出的质问并不过时。30年来，中国
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按《陈毅》一剧虽然是指派的

化，体制改革与思想解放也进入深

创作任务，但作品仍被批为太“人性

水区；但有一点仍然没变，那就是社

化”，一度禁演。剧本却被采纳为中

会对于‘特权’的崇拜仍然存在，而

学语文教材。）

且也早已不局限于话剧里所批判的

另一“良知”型人物，是胡耀邦

上学、参军、回城、住房这些事。”

总书记。接任总书记赵紫阳在回忆

沙叶新曾为《假》剧自辩：这部

录中指出，胡耀邦为文化大革命平

戏的力量应该不会大到能煽动群众

反的“冤假错案”，足有三十多万

起来革命，无需禁演。戏剧指出偏

宗。沙叶新的《假》剧预演被指摘

差，就是希望“我党”能越改越好。

“给共产党抹黑”时，得到时任中宣

由此看来，禁演某部“讲真话”的

部部长胡耀邦的维护，未酿成大祸，

剧作，也就等于把问题再掩盖一次，

小沙也入了党。

把腐败的发酵期又拖延下去而已。

运”，或许是与他生长的年代和身

胡耀邦1987年被中共元老逼下

份有关。他是个回族，1939年出生

台，沙叶新在2015年写成《良心胡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毕竟，时至今日，对台湾和海外华人演艺界来说，中国大陆这个
大“市场”仍有无比吸引力，谁也不敢轻易得罪，以免惨遭封杀。世
间有几个邓丽君，又有几个沙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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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南洋生活了二十年，对印尼民歌也

苏门答腊是印尼的一个岛，很大。岛，

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喜爱。可以

大到一定份上，也就不觉得是个岛了。关

说，它是我音乐库存里的一个“宝贝”。
最早听到的印尼民歌是《美丽的梭罗
河》，到了新加坡后，才知道它的印尼语
是Bengawan Solo，这不也是一间连锁糕
点店的名字吗？是的。我喜欢这里的娘惹
甜品，五颜六色，煞是美艳。还有班兰蛋
糕，清香不腻，配茶绝好。我在苏州的“黄
天源”，吃到色彩同样绚丽的糕团，因材
料有别，两地糕点风味不同，但都好吃。
苏式糕团和南洋娘惹糕，相互交映，不分
上下，皆是人间美滋味。好了好了，放下吃
的，继续说歌。
Bengawan Solo这首歌，潘迪华唱过英

印尼民歌

注郁达夫的人，都知道苏门答腊是郁达夫
被害之地。几年前，我去苏门答腊旅游，
在棉兰住了三天。当地朋友林先生请我去
Tiong Sim小吃中心品尝美食。云吞面、娘
惹薄饼、印度煎饼、沙爹、炒粿条等叫了一
桌，我们吃得正酣时，一名行乞的盲人歌
手上前唱了一首歌，一开口，我就惊呼：
“宝
贝！宝贝！刘淑芳的《宝贝》！”1961年，刘
淑芳随中国艺术团访问印尼，在雅加达露
天体育场演唱苏门答腊马达族民歌《宝贝》
，四万观众为之沸腾，刘淑芳每唱一句就
是一个彩，几乎所有的长音、全音符都被
观众的掌声淹没了。临走上船了，送行的印
尼朋友和当地华侨对着缓缓启动的海轮，

我的“宝贝”
文版，如果你没听说过潘迪华，总该知道王

╱ 文  :  何 华

家卫吧，她演过《阿飞正传》里张国荣的养
母，还演过《花样年华》里的孙太太，是个
老戏骨，一口老派上海话，配上她的一举一
动，风情万种，魅力难挡。这首歌中文版的
首唱是潘秀琼，她是马来西亚人，晚年定居
新加坡，在新马港台的名气很大，
《情人的
眼泪》是她的代表作。潘秀琼演唱版本的
歌名略有不同，译为《梭罗河之恋》，一看
就知道，演变成了一首情歌。新马港台一
直把这首歌当作情歌，实际上它是一首歌
颂梭罗河、赞美家乡、祝福商人的歌 ，可
以说它是一首“大河之歌”，也是一首“商

高喊：
“刘淑芳，宝贝！刘
淑芳，宝贝！”刘淑芳站在
甲板上感动万分，为他们
最后唱了一遍《宝贝》。

万万没想到，如今我坐在棉兰街头聆
听盲人歌手弹唱《宝贝》，真有不知今夕
何夕之慨！苏门答腊马达族民歌《宝贝》
、《星星索》（船歌）、
“Madekdek Ma
Gambiri”等，都是艺术珍品。尽管行程匆
促，我还是抽空去了唱片行寻找当地歌手
演唱的《宝贝》，这首歌名马达语叫什么，
我不知道，灵机一动，我厚着脸皮哼起了
《宝贝》的旋律，店员一听，即刻明白我要
找的歌是Butet（马达语“小女孩”之意），
拆开CD封套，试听，果然是它。回来后，
几乎天天晚上听这张CD，回味着我的棉
兰之行。

旅之歌”。歌词中有一段写道：
“你的历史/

《星星索》这首船歌，很多人唱过，男

就像一只船/商人们乘船远航/在美丽的河

高音朱崇懋唱得最是悠扬浩荡、情意绵

面上/美丽的梭罗河。”南洋是热烈的、坦

绵。他和臧玉琰、孟贵彬，是我心目中的

荡的、实在的。中国古人写商旅，则是另一

“三高”，虽说是男高音，但也不争着往高

番景致：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

处攀，没有“拼高音”一说，高音是自自然

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唐·温庭筠《商

然流出来的，清澈雅正，毫无挂碍。那个

山早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写法也就

年代的歌唱家不急不躁，得一“幽”字。

不同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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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谢裕民

殷神父的好奇心
工业间谍抑或文化交流

天花古称痘疮。痘衣法是明清预防天花的做法，让健康儿童穿天花病患内衣二三日，类似种痘的概念。

殷弘绪自己有答案，瓷器是消费品，对象非富则贵，是商业行为；
种痘是医学，也可获酬劳，但在面对生命时，人们会选择救人。

法

国传教士殷弘绪1699年7月到达

景德镇逗留，使我有机会了解，备受推崇并

厦门。他抵达中国时已35岁，主要

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瓷器的生产工艺。虽

活动于江西，包括南昌、饶州、九江、景德

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究，

镇等地。十三年后，即1712年9月1日，殷

不过我相信，对这项工作作比较详细的描

弘绪在饶州写信给耶稣会中国和印度传教

述，对欧洲多少有用。”

会巡阅使奥里（Orry）。他的信一开始便
这么说：
“我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不时在
110 • 怡和世纪第三十七期

1. 殷神父没等到家乡发现高岭土
殷弘绪的信给欧洲瓷器工业带来启发
与革新。但是，法国的瓷器业并没太大的

进展，1717年，殷弘绪还把景德镇

“此外，凡在我前一封信（您已

的高岭土标本寄回国。距离他的上

把它编入先前的通信集）中详细说

封信已五年。法国人也认真地在国

过的，便不再赘述。因此，最好较

内寻找与标本类似的粘土，就是找

为认真地重读我上次的信，否则，

不到。

不少事情可能难以理解，因为我有

巴黎一定给殷弘绪压力，以致他
在距离上一封信十年后的1722年，

理由认为，（读了我上次信后）人们
对此已经了解。”

事情可能难以理解，因为我有理由
认为，（读了我上次信后）人们对此
已经了解。”
看完殷弘绪的第二封与瓷器相
关的信，巴黎的收信人肯定失望。
殷弘绪真的“不分次序”，而且没什
么“新的知识”。信是公文式的在每
段前加上号码，共20段，记录他“走
访瓷工作坊”的新发现，或纠正十年
前的错误。
比较好玩的有两段。第四段说，
发现一种叫滑石的新配料，瓷工以
滑石取代高岭土。信中说，中国医生
也以滑石配制成“清热的汤药”，据
说“可以去污、开胃”。配方是，取六

“虽说我精心了解过中国制作

份滑石和一份甘草磨成粉，将半匙

瓷器的方法，但我绝不认为我已全

的混合粉放在凉水的大杯中让病

部弄懂这个问题，从我寄给您的新

人喝，
“他们认为可使血液清凉并

报告中，您甚至可看到新的研究使

减少内热”。

我在这方面获得新知识。我将不分
次序地向您陈述这些观察，它们是
我走访瓷工作坊时，亲自了解后，随
时记在纸上的。

儿用品及化妆品都必须使用经过滤

身粉里就有这种成分。”

重读一遍我上次的信，否则，不少

甚至动力：

感……欧盟要求所有含滑石粉的婴

敷衍与无心。是的，
“我精心了解

上”。最绝的是，
“最好较为认真地

已失去第一封信的好奇心、热诚，

中，用来美化色泽，改善口感或触

的观察，长久使用会致癌，如有些爽

“走访瓷工作坊”，
“随时记在纸

这封译成汉文有9500字的信，

此也被添加在食品、药品和化妆品

完成上头的交代，而且不胜其烦或

工匠。不过你们既然叫我来，我就

景德镇。

另外，
“滑石粉对人体无害，因

的滑石粉，以免混杂石棉。根据欧美

已全部弄懂”，我是传教士，不是

的殷弘绪此时已在北京，只得再赴

烦渴、泻痢等症。”

我们看到的是疲惫的老间谍在

过”中国制瓷法，但“我不认为我

又写了一封与瓷器相关的信。58岁

寒、味甘，主治小便淋沥热痛、暑热

问题是，扯这些干嘛？对研究瓷
器有用吗？太远了吧？
对 于 滑石，现 代 的 维 基 百 科
说：
“中医学用作清热、利湿药，性

神父说得没错。
第九段更正十年前“红色的原
料来自糟矾”的说法。这回澄清，釉
里红是以红铜细粒和近似红色的某
种石头粉末配制的。有个基督徒医
生告诉殷弘绪，这种石头可作医药
用的矾。
“他们把所有配料捣碎，
掺合年轻男子的尿和一些坯釉。我
无法知道这些配料的分量，知道这
秘密的人都不予泄露。这种混合物
要在瓷坯焙烧前就敷上去，而且瓷
坯无须再上别的釉”。
在巴黎等待烧瓷秘方的大老板
们，大概不需要老间谍如此滑稽的
秘密。
巴黎找不到神奇的高岭土，法国
还是创办陶瓷厂，生产软质瓷器，直
到1768年，南部利摩日的一个小镇
上，一名外科医生的妻子黛莱特发
现，院子里的黏土有增白功效，洗
衣时能漂白衣物。这黏土便是寻找
多时的高岭土。
利摩日成了法国的瓷都，老天
也与殷弘绪开了一个玩笑，利摩日
就是他的家乡。不过，殷弘绪已于
1741年在北京逝世。
从1712年殷弘绪写第一封关于
制瓷的信，到1768年利摩日发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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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土，前后56年，而且，殷弘绪竟然
等不到这一天。
殷弘绪原葬于海淀区正福寺法
国传教士墓地，文革期间遭破坏，
墓碑迁存海淀区五塔寺受保护的北
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碑上刻着：

耶稣会士殷公之墓
耶稣会士殷先生讳弘绪，号继
宗，泰西拂朗济亚国人。缘慕精修，
弃家遣世，在会六十年，于康熙三
十九年庚辰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
至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于都
城，年七十九岁。

殷弘绪强调：
“我不大相信这种

他也推崇中医，说：
“我对他们

办法，如果有的话，我宁愿采用一小

的医学不能作判断，论述中的语言

撮蝰蛇粉末。”蝰蛇极毒，主要分

高深莫测，中国人也不能全懂。但

布于中国闽粤，印度、巴基斯坦，缅

是……我相信如果能翻译这些书

甸、泰国等地。

籍，欧洲医生对他们的各种诊断、

天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康熙
的老爸顺治就于23岁死于天花，康

殷弘绪向主编说明中国种痘的

康熙早在1682年便下令各地种痘。

三种方法，并透露：
“这还是秘而

西方要等到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

不宣的方法，我能毫无遗漏地收集

华·詹纳发现牛痘才能预防天花。

这方面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除了

172 6年，62岁的殷弘绪阅读
《特列伏报告》（Les Memoires de
君士坦丁堡流行起来，再传到英国，

殷弘绪在中国生活42年，多以

特地在北京写了一封信给《耶稣会

行医掩饰传教士身份。他的好奇心

士书简集》主编杜赫德，谈中医对

不只瓷器，还包括中医。他于1715

天花的治理，长气的殷弘绪这封信

年——就是写过那份重要的瓷器报

译成汉文约一万字。

告三年后——在饶州写给一名神父
的信里，提到中国医学。

很满意。”

熙也因出过天花才能当皇帝。所以，

Trevoux）里提及，种痘于17世纪在

2. 殷神父的好奇心还包括中医

症状、药物及品性的介绍，一定会

传到英国的种痘方法与中国类
似，但是殷弘绪对中国的种痘看法

殷弘绪说，某些中国医生治疗天

完全改变，从11年前的“我宁愿采用

花，自夸掌握转移天花的秘密，把这

一小撮蝰蛇粉末”，到“这种手术很

种方法称为“苗”。若某个孩子出过

令人震惊”，
“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

天花无不良后果，他们就取下孩子

个世纪”，还说中国人的种痘方法

身上的痂盖，晒干磨成粉末后存起

比英国温和，危险性更小。

必须送礼以外，还得答应不能泄露
只为了欧洲好才告诉我的东西。此
外，必须到不只一个地方去收集、对
照、比较，看它们各自适用于何种情
况，因为往往有各种操作办法。三种
处方都是宫中御医告诉我的，不是
最有名的御医，而是级别较低的。”
不知怎地，又想起殷神父对瓷
器的“好奇心”。

3. 工业间谍抑或文化交流以及
传教士义务
殷弘 绪 专 论 瓷 器 与天花的知
识，在当时的欧洲都引起一定的讨
论。问题是，对于瓷器，他只是“好
奇心”，
“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

来。当有人出现天花的征兆，就在病

他还小秀汉文，中国治理天花

究”，却被指为“工业间谍”；相对

人鼻孔里放一团撒有这种粉末的小

的方法叫“种痘”，
“痘”与吃的豆

于治疗天花，
“还是秘而不宣的方

棉花球。中国医生认为，这种粉末进

同音，写法 则多了象征 生 病 的 偏

法”，
“必须到不只一个地方去收

入血液后，可形成某种酵母，产生有

旁“疒”，
“我想中国人把这种病称

集、对照、比较”，一般却被认为是

益的发酵作用，通过这种办法，天花

作‘痘’，一定想到皮肤上的小泡

传播中医理论，文化交流。

能充分发出来，不会有危险，因为它

像豆子。”

被嫁接在良性天花上。

为 什么专 述瓷 器 不是 传 播中

中国与瓷器被欧洲与日本一起弄破，中国人花超过一个世纪重拾
瓷器碎片，于瓷器在欧洲兴盛三个世纪后，
“中国元素”又开始在欧
洲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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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艺术，文化交流？介绍种痘不是
“医药业间谍”？
殷弘绪自己有答案，瓷器是消
费品，对象非富则贵，是商业行为；
种痘是医学，也可获酬劳，但在面对
生命时，人们会选择救人。
殷弘绪大量阅读中国古籍，他
提 到的 就有《浮 梁 志》《种 痘 概
法》《农政全书》《益寿术》《本草
纲目》。但是，他没有继续对瓷器
或天花的研究写成文章，倒是后人
将其于1712年写给奥里信收集成
《饶州书简》。1943年，日本神户大
学的教授、艺术史学家小林太市郎
还将它译成《支那陶瓷见闻录》。
不过，殷弘绪译过两本圣经文
献《莫居凶恶劝》与《忠言逆耳》，
算是尽了传教士的义务。
合理性、扎实。于是欧洲复古新兴，

4. 三个世纪后中国元素又开始
在欧洲流行

新古典主义出现，贵族开始趋向收
集古物，唾弃华丽的装饰，走俭朴

在中国42年，殷弘绪有幸经历

路线。在俭朴中，个人依旧追求品

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与乾隆，可谓

味，香水、花露水、阳伞、发蜡……

身处清朝盛世，那也是中国瓷器在

创造另一时尚与文化趋势。中国瓷

欧洲流行的兴盛期。

器逐渐退出欧洲市场，这不是巧合，

中国瓷器从16世纪大量运往欧

像它在欧洲的兴盛。

洲，于18世纪到达高峰，过后欧洲

1793年，英国遣使乔治·马戛

人开始制作自己的瓷器，并在各方

尔尼觐见82岁的大清乾隆皇帝，是

面超越中国，不只贵族，一般的平

英国或欧洲发展的结果。然而双方

民都买得起。

的焦点最后竟是礼仪之争。乾隆或

瓷器原为贵族的玩具，贵族掌
控社会、文化、时尚的趋势。像之
前的银器与香料，是欧洲人对大航
海时代的追求，瓷器、丝绸则是对
古老中国的想象与文化追随。18世
纪结束前，欧洲人更具信心，亦发
对世界的掌控产生野心。
人们在看向世界的同时，往往会
审视自身的文化，让自己的行动更具

中国人对英国人的礼物没兴趣，那

光。时间是1839年9月4日。
这 样 的 结 果 ，不 禁 让 人 想
起，1712年殷弘绪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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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神父的好奇心是一代欧洲人
的好奇心。
殷弘绪说这话的100年来，中国
一直没有人这么说过，或者说了没引
起注意。日本人也没有，他们要多半
个世纪。

些礼物都是英国的精品，展现英国

中国与瓷器被欧洲与日本一起

的先进科技和文明，包括韦奇伍德

弄破，中国人花超过一个世纪重拾

的瓷器。礼物也是国力的展现，可

瓷器碎片，于瓷器在欧洲兴盛三个

惜，乾隆或中国人没有殷弘绪的好

世纪后，
“中国元素”又开始在欧

奇心。

洲流行。

欧洲人——包括传教士——继
续对中国抱着“好奇心”，下一回
“接待”英国人的是乾隆的孙子道

这当然不是巧合，更多的是殷神
父的好奇心。
作者为本地作家，报章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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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人 间自有
╱ 文  :  薛依云

韩槐准与家人

情在

“日啖红毛丹百颗，不妨长作炎方人”
——徐悲鸿

韩槐准辟建愚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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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得从一位割胶工人出身，后来

一次简单的文人雅聚，让当事人难以

撰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

忘怀，后世传为美谈，其中固然有高山流

的传奇人物韩槐准（1892-1970年）说起。

水般真挚深厚的感人情谊，还有一段颠簸

这位韩先生原籍海南岛文昌县，年幼即到

流离的时代风云故事；那是七十八年前的

新加坡闯荡谋生拼搏，省吃俭用十一年后

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六日，几位当代文人雅

攒下七百多元，1936年在新加坡郊外旧汤

士在“愚趣园”边啖红毛丹边聊家常国事，

申路八哩三苏古的地方，买了两英亩杳无

一次看似平常而非凡的聚会。

人烟的山坡荒地，凭着坚毅不拔的精神，

辟草莱披荆棘，种植了四百多株南洋特产水果红毛丹。

熟悉诗词的朋友都知道，这题诗是借用了苏轼的

他还在园里建了一厅两房简单住房和一间高架小屋，陈

《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

列他所搜集的古董和图书，后因图书和文物多了，又另

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有版本‘不辞’另作

建一间小屋专藏图书，秉其殆愚者一得之趣，取名“愚趣

‘不妨’）。这是苏轼在绍圣三年即1096年贬官惠州时写

园”，以藏头诗句“愚到穷时方悟性，趣从幽处有真情”，

的，当时的岭南一带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但

以示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生活追求。

我们没在诗句中读到哀怨嗟叹之辞，而是表现出苏轼素
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以及对岭南风物

徐悲鸿作鸡竹图贺愚趣园落成
1939年秋天，旅居新加坡的徐悲鸿，专门为韩槐准
“愚趣园”新居落成画了一幅《鸡竹图》，还请郁达夫题
字其上，曰“槐准先生深居郊外，有裴真学风，悲鸿画鸡
以申贺，嘱达夫题之，时己卯秋也”，是为《题徐悲鸿赠
韩槐准＜鸡竹图＞》七绝诗句：
“红冠白羽曳经纶，文质
彬彬此一身。云外有声天破晓，苍筤深处卧裴真”。（诗
句中的苍筤指青竹，裴真为公鸡彩羽）。《鸡竹图》既有
写景之实，亦以鸡的五德（文、武、勇、仁、信）及竹子的
中虚劲直有节，经冬不凋，寓意“愚趣园”主人的品德
高雅。徐悲鸿小憩片刻，再为主人新居门楣题上“愚趣
斋”三个大字，另书“愚趣园”匾额，及楹联一幅即藏头
联“愚忱泥处尊唯我，趣味浓时兴不阑”。
韩槐准在其“愚趣园”种植红毛丹，据说是怀念家
乡海南的特产荔枝，一种长相类似的亚热带水果。这红
毛丹，马来文称之“rambutan”，意为“毛茸茸之物”，
它比荔枝多了一身妖娆的毛刺。韩槐准决意全身心投
入，通过嫁接枝条，改良品质，长成多种口味的红毛丹，
其色美、肉香、汁多、味甜，让人啧啧称奇。他还应邀在

的热爱之情。徐悲鸿时逢神州沦陷，流离南洋，显然感同
身受，写了“日啖红毛丹百颗，不妨长作炎方人”，亦展现
出同样的入乡随俗，怡然自得，处之泰然的豁达情怀。
在这次聚会的几个月后，还发生了一件令徐悲鸿铭
记于心的事情，即在1941年12月，徐悲鸿携带了向国内
好友（如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吕凤子等人）征集的
作品和他自己的作品、收藏品共二百余幅，赴英举行现
代“中国画展”，为中国抗战筹募义款，因太平洋战争突
发而滞留新加坡。翌年二月，在日军兵临新加坡的危急
关头，徐悲鸿把携带身边的一批珍贵名画分为三份，其
中一份托韩槐准代为保存，而自己归国加入抗日行列。
抗战胜利后，韩槐准父子二人历经几番波折，亲自把这
批作品送回徐悲鸿手里，徐悲鸿见此热泪盈眶。
多年后的1951年4月，当时徐悲鸿已病魔缠身，仍念
念不忘这段交往，强撑病体亲作汉隶屏条，赠与远在新
加坡的韩槐准，诗曰：
“十年长忆海南韩，愚趣园中嘉会
难。篱落参差存古意，宾朋细品红毛丹”。两年后徐悲鸿
逝世，没想到这幅墨宝，竟是最后的诀别。

《南洋学报》上发表了《红毛丹种植谈》，详细介绍了红

从当前拍卖行公开的《致韩槐准书函散册页》资料，

毛丹的种植方法和技巧，并论证红毛丹的原产地就在马

我们读到徐悲鸿的亲笔手函“槐准先生惠鉴：得手教藉

来亚，资料全面严谨。

知园中红毛丹成熟，不胜梦想，何日得再尝乎，秋日弟园

每当红毛丹成熟时，层层叠叠，红通通的煞是抢眼，
韩槐准便邀请诸多好友到来品尝，谈笑风生，留下了许
多佳话美谈。

中葡萄长成，亦渴望足下来共赏也”之句，两人之间的深
厚情谊和惺惺相惜洋溢纸上。
徐悲鸿曾于1941年赠送一幅《柏荫仕女图》画作给
韩槐准，题有深意款识：
“此画并无若何奇处，而吾友

韩槐准和徐悲鸿的过命交清
1941年，徐悲鸿为此特地画过一幅红毛丹图，上有
题跋“吾慕韩夫子，卜筑山之麓，宁静识物理，花果满其

槐准先生亦收而宠装之。用见其嗜古积习深也。比之
爱国，国危爱之益笃。是诚人类伟大精神之一也。辛巳
晚秋，悲鸿。”

谷，甘美无比伦，饱食畅所欲，太平他年事，岁暮亦何

画面构图十分饱满，一棵遒劲粗壮的古柏呈扭曲之

速，暂别当再来，结聆效劳躅”，並题诗其上“日啖红毛

势，占据画面大半，树干以略带干涩的笔墨写出，尽显

丹百颗，不妨长作炎方人”（炎方乃指南方炎热地区）。

其历经岁月沧桑的老态；柏树下斜倚一手执黄菊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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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颔首，凝视画外，其之发丝、耳坠、紫衣、玉镯、红

《星洲日报·繁星》。诗云：
“卖药庐中始识韩，转从市隐

香鞋皆以淡彩细细涂染，与重墨之古柏形成鲜明对比。

忆长安。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身似苏髯羁

古柏发葱郁，佳人正当年，更能读出画家虽然身处乱世，

岭表，心随谢翱哭严滩。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

但坚信美好的日子终将到来的胜利爱国决心。

看”。诗人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的局面，而无限感慨。诗句
强调千万不要把这次宴会视作平常无奇，而实际上，它增

郁达夫也是愚趣园座上宾

强了在新加坡华人知识分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当年旅居星洲的一代文士郁达夫（1896-1945）也
是“愚趣园”的座上嘉宾，他有首七律诗纪其趣，先志
缘起曰“槐准先生于暇日，邀孟奎先生及报社同人游愚
趣園。时红毛丹正熟，主人嘱书楹帖，先得首联，归后
缀成全篇”，两天后即1940年6月18日刊载于新加坡的

郁 达 夫 的 忠 实 粉 丝 一 代 学 者 郑 子 瑜（1 9 1 6 2008），1954年2月21日作诗《奉寄愚趣园主人》有云：
“南渡班荆早识韩，遥闻春色满长安。炎荒终老三生
愿，浅醉忘情九转丹。佳果有须疑著笔，丽人无箸怅空
滩。天涯聚散寻常事，留得诗笺仔细看”。作者小序自
谓：
“韩君槐准享红毛丹于愚趣园，同席有许君云樵、
陈君育崧、陈君雪锋诸人，席间韩君出示达夫诗笺，
有‘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之句，盖旧咏
也，当时许君与达夫同席，忽忽十有馀祀，而达夫经
已作古，今予又与许君同席，十祀之后，不知人事变
迁，又将若何”。

闪耀时代恢弘印记的愚趣园雅集
“愚趣园”见证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时期
（1939-1941），徐悲鸿与郁达夫等几位知名文人艺
术家从中国南来旅居新加坡，与当地贤达雅士之间
的交往，留下不少诗词书画等珍贵的文化遗产，名士
交往逸事更超越了世俗的酬唱诗对，最难能可贵的是
闪耀着时代恢弘的印记。
1962年春天，韩槐准经著名学者胡愈之的力荐，
正式受邀到故宫博物院继续从事陶瓷研究。这位“愚
趣园”主人决定告别新加坡，携妻带子回到别离四十
七载的故国。斯人远去，庄园已不复存在（据悉政府
已将之发展为保护区缓冲绿化带）；而徐悲鸿旅居新
加坡那几年的江夏堂，也于最近（2018年5月8日）拆
除另作发展。
我们得庆幸新加坡曾经有过“愚趣园”与“江夏
堂”这样蕴涵高贵人文情怀的民间个人载体，可以把
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在岁月里沉淀为一个
个佳话，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悠然神往。在商业
化功利社会的今天，重读“愚到穷时方悟性，趣从幽
处有真情”，依然让人感到字句行间流露的温馨，还
有鲜活容貌的回响。
柏荫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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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里诗外
╱ 文  :   王虹宇

梦里青桐
家重林木，记忆中母亲曾在有

一带我植了最北面第一棵，仿佛冥冥之

限的自家空间满植槐与杨，尤

中的恩赐，那是一排梧桐树。芳华正好

其沿墙一排白杨树后来长得高直俊秀，

的学院时光里，一直有桐花桐语共，春

曾为一个人独坐的夜晚接来中天满院落

天的花事，远远望去衬一带红砖矮墙

的银亮月光。但所有树木之中最特别

以及天蓝万顷，别样动容。后来欣然留

的，是迎了正房门外的一棵梧桐。在所

校任教，也偏爱于陪伴了春秋的梧桐。

有实用性木树之间，在村乡人眼里，它

为何这电脑，我打“矮墙”，它却屡

是那么经漫无用，却也成为整个村落

屡跳出“爱墙”来？或许是吧，那确乎

街巷之间我的家，一件最别样的辨认标

是一个爱与思念的地方。许多个夜晚课

识，尤其春日紫色花瓣开满枝头时节。

罢徜徉其下，静静仰望层层枝叶铺满星

那时小小，并不懂得“凤凰鸣矣，

天，低头轻嗅花落萎地有层次的香气。

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又

枝上叶脚下花，或者单是枝上叶，或者

或者“人传郎在梧桐树，妾愿将身化凤

寒冷的风雪严冬，枝上也无叶脚下亦无

凰”。但只清晨开门落花满阶院，密匝匝

花，夜色与月色的环绕里，或者星光与

无缝隙一地粉紫，便已为黑白童年染抹

云光的交错里，或者风声与雪声的宁静

芳菲丽色。我总不舍不忍落脚的那一地

里，西墙梧桐下，怀念满心来。

农

嫣然，每每由祖父踏足，与父母分离独

几乎每一个清晨里，除却当我告别

守老屋的童年，祖父是偶尔闪现晨昏之

起飞的那最后一晨，那是隔着操场栏

间的唯一慰籍，那梧桐树下拄着拐杖一

杆远远又深深地别望，十数年相伴守

路行来一路呼唤的粉紫温暖。

候的风华成长，也微笑回味多少清晨

离开故乡的那一夜，真正 失去了

在梧桐疏影里运动奔跑，四百米操场，

“夜扫梧桐叶”，祖父也依稀长衫与我

西墙梧桐刚好守候百米直道，简单运动

挥别在梦里尘烟。待小小长成，第一所

鞋，踏着梧桐花香的那一次次骋冲里，

大学第一天竟被带去植树，沿操场西墙

用不完的激情，念不倦的“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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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念奴娇·春情》李清照词，是否因新桐而成的
游春意，让我万里漂泊，直到南洋远？竟是在南洋更知
道，除了游春意，其实还有《世说新语》更深的出处：
“于
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
‘王大故自濯濯。’”
在王恭、王忱的故事里，新桐一叶是情怀高义、共享清
机的寄语。而梧桐，亦称“青桐”，
“青”者，清也，雅士
风范，最幽逸莫过倪云林。
元四家之一的画家倪瓒，工书擅词翰，笔意简远画风
清润，而淡泊名利孤高自许，漫散巨款广造园林，专筑清
閟阁藏蓄古书画作，阁前广植碧梧，蔚然成林，故号云
林。倪云林因徐氏好友入清秘阁偶出一唾于桐树之根，
即命姬童扛水洗桐的典故，在明末画家崔子忠笔下更演
绎成《云林洗桐图》传世。
孤高自重画风清刚绝俗的崔子忠，不惜贫饿而死看
淡金银，与以清高标诩的倪瓒堪为同道，所绘《云林洗
桐图》，画面疏朗，清韵高逸，桐叶雅淡，温润如玉，
《无声史诗》称之为“览之令人神往”。而“倪瓒角巾褒
衣。伫立峰石下。一姬随后。从以女奴。均捧盥。其前
碧梧亭亭。一奴注水於。一奴攘袂而洗”的记题里，
“一姬随后”最多感怀。
又自题曰：
“古之人洁身及物。不受飞尘。爰及草木。
今人何独不然。治其身。洁其濯。以精一介。何忧圣贤。圣
贤宜一。无两道也。慎吾老先生之谓与。为绘倪元镇洗梧
桐一事。以祝其洁可与也。若夫严介自修。三千年上下周
秦。及今日无两人。吾谓倪之洁。依稀一班尔。自好不
染。世之人被其清风。曰君子嘉乐。端与斯人共永也。”
倪云林崔子忠，因青桐而典故，染画作以操情，濯桐
身清净，修自性高洁。
“嘉乐”者，高尚优雅之意，语出
《诗经》：
“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意：
“高尚优雅
的君子，有光明美好的德行，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上天
赐予的福禄。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
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会承受天命。”
近来晨运，见蜿蜒小径落满参差粉紫，仰望晨曦里
粉紫繁花的枝头直向云天去，那凝注的一刻真仿佛梦
回童年小院，穿透了心，权当作异乡旧树，端与桐花共
永也。君子者，形影之间，生若逢之，得洗桐雅兴，愿为
捧水姬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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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节的小伙伴们，在上一秋冬刈割过后参差

苇叶，他坐在水畔低头不停地折叠，一边在风声水声浩

的苇根之间，寻找刚冒出嫩尖儿的新苇芽，是贫

浩苇塘箫笛之声里教我念：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

困纯真年代乐然陶然的新奇游趣。免不了手脚被锋利旧

谓伊人，在水一方……”他一句我一句，慈祥一句稚嫩一

茬划擦扎伤，谁又会在乎那一点点疼。天性引领，女孩们

句，合着自然天籁的回音。直到折折叠叠了许许多多，祖

自然也找得到最悦意最新生的春花春草，这里那里一朵

孙两人便一只连一只，放一流航一水的跌跌宕宕，然后随

几朵捉迷藏般粉茸娇黄的蒲公英小鸢尾，那时节无从知

水一路呼喊追逐一路再说：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

道梵高曾画下了那么美的，灿烂燃烧着的鸢尾花，也无从

伊人，在水之湄……”

知道它的花语是：思念。

多少年之后，祖父与故乡都随苇叶小船顺流去远，

而我最喜欢的却是铺天盖地漫坡漫野，风里招摇

却留一份翡翠般的悠荡光影深刻在心上。多少年之后，

千千万万，低低的小小的纯白花朵，大人们叫做打碗碗

才真正懂得蒹葭者，芦苇也，代表相思，随风飘荡，止于

花，说是只要去摘了，回家便会打破饭碗的。纯稚的童

其根；根者，情也，若飘若止，思绪无限，恍惚飘摇，牵挂

年便真的当作玉律金科般神圣地相信，从来也不敢去

于根。而这首最爱的《蒹葭》，一直以为是古往今来无从

稍作碰触，大约也因此那满眼雪白得以最完美的开满

超越的风雅绝颂，多少个版本的赏析里，找到最适合自

春天，直到被一两场雨水之后齐刷刷乘势疯长，蓊葱碧

己的角度，越发亦真亦幻美得迷离。童年也曾经踏着苇

绿的苇苗掩盖。放眼望去，修长纤细密杂优雅的苇杆儿

塘夜色去邻家看那时倍觉稀罕的电视，远远小小的屏幕

翠翠，临风起伏一带青碧。故乡的水色其实即是这样，

看不清画面，却听痴了那首《在水一方》。

少一半的清亮水面，多一半的美丽苇塘。

除了伍宝笙与蔺燕梅，鹿桥先生在《未央歌》里也

谁与谁好，谁与谁吵，谁做了谁的新嫁娘，水岸边

塑造了一双姐妹，沈蒹与沈葭，是那部书中未经动额外

那些两小无猜的儿时游戏里，苇塘转眼已是一派蓬勃

心思蓄谋，便轻易嫁得圆润美满的女儿家，姐姐与联大

葳蕤。一两人高的苇杆娉婷照水，翠绿苇叶如纷披的诗

教授金先生，妹妹与学生作家冯新衔，每每凝思都会问

句，风过处千杆扶摇万叶簌簌如笛。选取苇杆中部最宽

这一对“沈氏蒹葭”鹿桥先生是否在写“身是蒹葭”。每

大青翠也最新嫩美好的苇叶子，嚓一声齐茎儿拉断，一

一次聆听《在水一方》，除了重现《蒹葭》诗词里倩影依

叶叶小手里成一叠叠，一叠叠经蒸煮水滑柔韧，一叶压

稀水雾迷蒙，心惊意动欲往之求的古韵幽幽，也会浮现

一叶四叶连排，八叶双层便可在祖母手上裹粽子。但我

故乡月下苇塘女子们偷偷沐浴的画面，是任一幅我所见

更醉心的却是，一叶叶叠叠折折在祖父手上变出来的

的名家名画都风情不敌。

苇叶小船。

那是白日相约好了，半夜悄悄潜行，密实苇帐掩住身

枕着塘水，一窗青绿，在最不懂得自然的时候，曾经

形，大梨树下褪出薄衫，一个跟着一个藏进水波。那是神

最自然地生活在自然里。水塘其实分大小，小大塘之间

秘噤声，却又掩不住紧张兴奋，一点点动静就惊吓得合群

有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溪，那是祖父与我的水畔乐园。

尖叫的好玩。那时年纪尚小，一切都不懂得，也不会水，

祖父巧手折叠的苇叶小船，一叶一船，翠绿滴滴，小巧

被邻居拉着去了，全程只是抓着大梨树桄子看热闹。没有

玲珑桅杆俱全，清新润香满掌心。蹲在水溪边，小心放

《在水一方》的旋律，却有仰望星空的遐想，遐想里忽然

进激流里，便迅捷的，清越的，随水高低颠簸飘飞去，

冒出若是有人事先藏在宏大枝干繁华茂盛的老梨树上，

直到小小一抹翠绿，溶化在广阔塘面水波光影难寻觅。

一切的私密便都一览无余。

祖父与我的最快乐，是我不断地踮着脚尖儿去选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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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讯反贪作证，
寻思正本清源。
凌晨楼坠酿奇冤，
叹权臣塞责，
无力撼坤乾。

烈火狂燃莫熄，
民心思变阗阗。
迎来雷动换新颜，
祈飞雪六月，
涤洗众邪奸。

迄今始末
赵明福案

临
江
仙

遥
寄
赵
明
福

赵明福，马来西亚记者。2009年7月15日，赵时任在
野阵营民主行动党雪兰莪州议员欧阳捍华政治秘书，遭
反贪污委员会以证人身份带回协助调查，漏夜侦讯，翌日
在该会总部十四楼坠楼身亡，身上查有坠楼前留下伤痕。
案发后，反贪会巧言推脱，惟不免破绽百出、疑点重重。
2011年，验尸庭判为悬案，家人不服上诉。2014年，
上诉庭三司一致推翻前判，改判因身份不明者或多人
（含反贪会官员）非法行为致死，指示总检察长与警方
调查。2015年，反贪会连同政府承认疏忽致死责任，献
议赔偿60万令吉并承担6万令吉堂费，寻求与赵家就民
事诉讼达成庭外和解。赵家以坚持警方继续调查真相
马来西亚今岁翻天。
新政推转型正义，重启调
查赵明福遇害案。延宕九
年，冤屈得雪曙光初露。
填词一阕寄亡者，聊表追
思。新马命途坎坷，而披
荆斩棘前行者众，不敢或
忘也。

为前提，接受和解。嗣后，案情再无进展。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大选，希望联盟胜选上台。6
月20日，新政府责成重启此案调查，冀希还赵家及社会
以公义。7月17日，总检察署致函警察总长，要求彻查赵
明福死因。届时，政治力如何介入，扭曲干扰司法与执法
程序之阴暗丑恶，终有望可大白于天下。
作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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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林 康

妻

子种的一棵水梅，少说也超过30载的岁月。水梅
是妻子用截枝法栽植的，在她细心栽培下，水梅

长得很快，原来的那个花盆看来已容纳不下它急速成长
的根干。幸亏家中还保留了一个年代悠久的大水缸，已经
空置好一些时候。它是从她老家运过来的，虽搬了几次

庸置疑的，陪伴在我们夫妇的身边，比我们的孩子陪伴

家，妻子依旧把它搬到新居所。这个含有浓浓乡愁意味

我们的时间还要长呢！孩子们一到学业完成后，就如长

的大水缸，高约2尺，宽度也有一尺半，虽然已超过一甲

大的小鸟，纷纷离开巢穴，在各地就业，有了自己的家

子，花纹色彩依然清楚悦目，何况这样大且坚固的大水

庭后，就更少回家陪伴父母，不若这棵水梅，长在屋子

缸如今也难求获。妻就把成长的水梅移植到这只水缸

的庭院，常年与我们晨昏相伴，何等亲密温馨啊！水梅

里，让它从容开枝散叶。

的叶子末端微尖，呈黛绿，花是白色的，细小的花朵有5

妻子说，这个大水缸从前是用来浸树胶片的，是在五

小萼，花开时，发出缕缕幽香，不需要太靠近就可嗅到，

十年代岳父还当树胶园管工（Kepala）的时候，从胶园搬

一吸进鼻中，很快地就沁入心底，让人心神舒畅，郁闷的

运回家，用来储水。后来少有用到，就被丢弃一旁。当我

时候，嗅了花香，心很快就通达了。看花容易栽花难，栽

们拥有自己屋子后，某年遇到干旱制水，我去她娘家把大

培花卉一定要心细，在吾妻的悉心照顾下，不时修剪，

水缸搬到自己的家，旱天就用来储水，
以后用不着了，妻就拿去种花。妻子曾

水梅

不时施肥，天天浇水（雨天除外），
她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地照顾这

用它种过好几种花，在未种水梅之前，

棵水梅，虽然经历漫长的岁月，水梅

种的是富贵花，长得也是异常茏葱，不

至今依然生机盎然，它似乎深懂人

时开出朵朵鲜艳的红花，看的人都啧

意，为了报答妻的爱心，水梅花常年

啧羡赞。曾经有人出价50 0元要买下
它，妻子还是坚持不放，她觉得这是她

绽放，绿白交错，煞是好看，清香满
庭。妻钟爱水梅，因为其性柔，与她

付出一番心血才栽培出的极品花树，为

的性格相近。洋人把水梅叫做Water

了钱就弃之，太对不起自己了，太庸俗

Jasmine 或Sacred Buddist, 可见在

了，何况买花者要连同花缸一起带走，
这就更加不行，妻和这水缸的感情太深
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500元，价值不
菲啊！可见妻子是何等珍惜她的花和这

个花缸呀！可是，富贵花在生长一段很
长的岁月后，终因染病香消玉殒。过了
一段时候，妻就去截接了这一枝水梅，
栽培至今。每次搬家，别的植物她可以

和
水
缸

放弃，唯独这棵水梅，无论怎样吃力难
搬运，她都坚持一定要把它迁到新居，

他们的眼里，水梅也具有菩萨的仁
慈，温柔的性灵吧！
看花者多数只注意到葱茏的水
梅，赞美有加，很少会去理会老水缸
的存在。它被置放在屋子的墙边，妻
委以重任，历尽沧桑，默默地守候与
呵护着这棵久经岁月的水梅，为它
的散叶开花鞠躬尽瘁，真是功不可

╱ 文  : 宋 铭

可见这棵取代富贵花的水梅，在她心中

没啊！它像个智慧的老者，静静地在
一旁观看主人家的人生起落，看着我
们从青春走入老年。有时与它对看，

的位置是何等重要呀，就如她生的孩子一样。其实，几十

我仿佛看见一位慈祥的老者，就那么蹲着，笑看岁月中

年来，我都注意到妻非常在意她所耕耘的一切花草和

也变成鬓发灰白老人的我们，跟他一样呵护这棵长青美

农作物，无论是供食用或是供欣赏的，一点都不马虎。

丽的水梅。但愿啊这棵水梅能伴我们终老。

再说那棵水梅，说真的，它与我们关系的亲密是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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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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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齐卫理公会学校外观

我

们在棉兰访问了崇文中小学、亚洲国际友
好学院和棉华中小学；在亚齐则参观了大

亚齐基督教卫理公会学校。
接待我们的社会人士、学校领导和老师有：苏
北省政府对外友好协会执行主席徐煜权；印尼苏
北华社联谊会副理事长廖章然、副主席张家础、
秘书长陈岷生；印尼苏北华社慈善与教育联谊
会副财政叶志宽；崇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杜
保国；亚齐天益社负责人杨英胜与吴仙珍；大亚
齐基督教卫理公会学校小学部校长李秀娟等。

苏岛华侨教育会还在1950年创

阶段，1955至1966年，培养了9届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两地的华校

办华侨公共图书馆，收藏图书5万多

高中毕业生，16届初中毕业生，最盛

发展概略，我们也根据棉兰方面提

册，并订阅印尼、中国和新加坡等多

时有3000多名中小学生。1958年之

供的《印尼苏北华侨华人沧桑岁月》

个地方出版的报刊40多种。

后，由于亲台华校被令停办，大量学

棉兰最初的华校

上下册史料，介绍如下：

棉华中学的影响力显然很大，

生转来崇文。

棉兰的第一所华侨学校是公元

至今成立的校友会分布印尼和中国

苏哈多上台，崇文当然也难逃

1908年成立的敦本学校，课室开

近10个城市，每四年还举办世界棉

厄运。1998年，校友创立崇文教育

始是设在天后宫的前后堂，第二年

中校友恳亲会。

基金，开始出版《汉语400句》这类
中文读本，赠送给印尼国民中小学

才有自己的校舍。这所学校开办至

至于战前成立的苏东中小学虽

1941年，是完全不收学费的义校。

陆续复校，规模已大不如前，只包

二战前棉兰成立的华校还有养中

含中学和三所小学。1957年，印尼

2004年，苏用发出任基金会理

学校、福建学校、苏东中学、崇文

政府颁布国籍分校制，另成立苏东

事长，积极筹款，以“先求其有，再

学校、明德学校、中华学校和韩江

牧中学。次年，政府下令封闭所有亲

求其全”为口号，于2007年先创办

学校等。

台湾学校，苏东中学乃停办。

崇文华文学苑，并拨出两座五层楼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苏门答腊前，

1966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

整个苏北区有66所华侨学校分布

事政变，苏哈多执政，宣布封闭全

于53个市镇，以中华学校命名的多

国600多所华校。由此，印尼华文

达29所。

教育的发展中断了整整32年，直到

从棉兰的华校发展情况来看，
苏东中学的成立是个里程碑，它把
全市的八所华侨小学改为该校的附
小。因此，苏东中小学的学生总数便
激增至4000多名，在二战前，相信

1998年他被推翻为止。

及一些大学作为中文教材。

楼房为校舍，发展成为一所影响力
巨大的中文补习学校。它一开始就
吸引400名学生报名，聘请多达30
名中国老师执教。这所补习学校已
于今年完成历史任务停办了。
2010年3月27日，在纪念崇文中

21世纪薪火再燃

学55周年的联欢之夜，理事长苏用

崇文中小学

发号召重建崇文三语中小学，结果

棉兰崇文学校的校史可分两个

在半小时的募捐运动里，便筹到建

是全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的华校。
这时期棉兰华校的经费来源，
除了向学生征收学杂费外，全靠华
商的月捐、喜庆捐和货捐。

战后华校迅速发展
日本占 领 时 期，华 校 全 遭 封
闭。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不久，10月
1日华社便成立苏岛华侨教育会，
所筹办的棉兰华侨中学11月25日开
学。1955年其高初中学生已有3450
人，60年代增至4620人。华侨中学
后来改名棉华中学，附设华侨民众
夜校，不收费用，旨在鼓励失学的
店员和工人进修中华文化。
有客自远方来，复兴中的棉兰传统华校学生兴高彩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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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资金的80%。于是，基金会马上
买地，并在10个月内建起四层楼校
舍和一间大礼堂。
2011年7月，崇文三语中小学及
幼儿园开学，学生逾千人。
崇文为了鼓励更多贫穷人家送
孩子上学，不收报名费，学费也是
私立学校中最低的。幼儿园的每月
学费约等于新币30元，小学36元，
初中42元，高中49元。
印尼的所谓三语学校，是指传
授印尼语、华语和英语的学校。
印尼政府不干涉学校开办中文
课程，但是，政府举行的全国统一

怡和文化之旅一行人与棉兰崇文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合影

考试不包含中文科目，因此，学生
要与社会接轨，还是 须要读好印
尼文。
目前崇文的幼儿园上课时间半
数是以华语沟通，小学和中学的中
文课便逐渐减少至15%，另外15%
为英语课。
不过，崇文中学的好些学生中文
程度不错，每年都能在中国举行的
汉语水平考试中获得不错的成绩。
崇文现在总共有学生380 0多
人，包括非华族学生300多人。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成立于2008

占少数。历届毕业生已有730人，到

年，是由棉兰64个华人社团共同筹

中国和印尼大学修读硕士学位的也

建的高等中文学府，并获得印尼教

有125人，已考获博士文凭的3人。

育部认可。

（据了解，苏 北 大学 也 办 有中文

为什么会有这所高等中文学府
的创办？原来2004年棉兰北部的

学院目前不愁生源不足，因为

亚齐特区发生海啸后，棉兰华人社

苏北省尤其是棉兰的华人，虽然也

团便责无旁贷地积极筹款赈灾。

经历32年没有华校的困境，却都还

后来发现仍存有大笔余款，便决定

讲华族方言，而以闽南话最普遍。

建立这所学院。期间，64个社团抛

其实，有些华人家庭在风声较缓和

开籍贯和姓氏隔阂，成立苏北华社

时也私下安排家人学习华文，因此，

联谊会。

有调查说，棉兰的华文水平是全印

苏北华社联谊会的成立目的，也

这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虽

在未雨绸缪，促进华人大团结，以预

宣称也是三语学校，主要还是传授

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社会巨变。

中文，学生包括本地和外地的高中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成立，首先

毕业生。不过，学生的录取标准不

为了解决华文师资问题，其次，也配

包含中文水平的高低。

合世界经济形势的改变，为中资企

我们在学校遇见的一名非华族
老师林依云（Alniyah Rahmatika）

业以及有意到中国发展的印尼企业
提供三语人才。

说，她念中学时，并没有读过中文。

学院目前有8 0 0多名学生，每

学院毕业后，还到广州华南师范大

年学费约为新币1400元，他们多数

学深造。

选读中文课程，选读英文的学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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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尼最高也最普遍的。我们与棉兰华
人交谈，发现他们的华语发音不带
方言腔调，不像亚齐人多带客家口
音。学院学生每年参加中国举行的
汉语桥比赛，也都名列前茅。

棉华中小学
在二战后棉兰学生人数最多影
响力最大的棉华中小学，今年7月16
日恢复开课。从1966年停办算起，
迄今52年。
心在，棉华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

印尼的所谓三语学校，是指传授印尼语、华语和英语的学校。
印尼政府不干涉学校开办中文课程，但是，政府举行的全国统
一考试不包含中文科目，因此，学生要与社会接轨，还是须要读好
印尼文。

棉兰崇文中小学校舍，巍峨壮观。

困难，屹立在棉兰学界。
棉华刚开办便有各级学生500多
人，老师50多位。
棉华现有的校舍能容纳3000
人，目前开办的 班 级以幼儿园为
主，也有小学和初中，却还没开办
高中。各年级所采用课本都是中国
为海外学校编印的，政府对中文课
本没有规定。
棉华的复校成功，据说也得力于
苏用发的大力支持。

大亚齐基督教卫理公会学校
亚齐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16

兰教王国。2006年印度尼西亚国会

难。今天的亚齐，华族人口已减少

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省政府

很多，相信只有几千人。

更大的自治权。

我们访问的学校：大亚齐基督

早在19 08 年，亚齐便有一所

教卫理公会学校，坐落在首府亚齐

中华学校，创办学校的经费大部分

市，离开唐人街不远。它已有50多

由热心侨商以月捐和货捐两种方

年校史，相信是目前亚齐唯一有教

式捐款，学生一律免交学费。1911

导中文的学校。至于那所20世纪

年，收有学生30多人，1923年增加

初便活跃的中华学校已经没有了。

至86人。

卫理公会学校也是从幼儿园一

亚齐1966年发生大规模排华，

直开办到高中，目前有600多个学

土著在军警的指使下百般虐待华

生，八成是华人，教职员百人。全

族居民，迫使一万多华人离开生养

校教中文的老师三人，每班的中文

他们的地方。经数次迁徙，最后多

授课时间是每星期两小时。我们与

数选择在棉兰市郊定居。

一班初中学生交谈时，他们都还能

世纪至20世纪初叶，是统治苏门答

2004年，亚齐大海啸造成十多

腊北部及马来半岛部分地区的伊斯

万当地人死亡，华人也有几千人罹

以华语交谈。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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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长袖善舞的魏耀坤先生（右2）在棉兰的厂房

亚
齐
之
行
的

另一面

亚齐夺命海啸幸存者杨英胜讲述他死里逃生时的神态

之一

识途老马魏耀坤

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北部主要城市棉
兰，
飞程不过一个多小时，与槟城差不多。
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样是近邻，但不知怎么
仿佛一个天边一个人间。如果不是为了了
解当地风土人情和华教，与棉兰、亚齐走
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话题得从《怡和世纪》说起。去年8月，
编辑部人员走访印尼神奇之乡西加里曼
丹，收获颇丰，才有今年8月由编辑部成员

╱ 文  :   谢声远

谢声群策划出炉的旅程。我们一行5人，林
清如、邹文学、林少彬、杜国俊、谢声远，抱
着出外靠朋友的心境，感谢东道主怡和轩
会员魏耀坤的协助和安排，让我们完成一
次愉快且有意义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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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高龄的魏 耀坤，个子
不高，精神矍铄，双眼透露
生意人的精明和睿智。他为
人低调，爱说精简笑话，时而
妙语如珠，令人捧腹，增添旅
途的乐趣。在棉兰，他陪同我
们参观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棉华中学、崇文中小学，毫无
倦意，让我们对当地华文在苏
哈多32年（1966-1998）高压
后绝地求生的境况，有了第一
手认知（详见邹文学撰：棉兰
和亚齐华校沧桑史）。

不平凡的经历和成就
魏先生为人低调，名片只
印上同乡或音乐基金会总主
席的称谓。其实，他的经历和
成就不平凡。早年生活在与马
六甲一水之隔的峇眼亚庇，五
岁丧父，家中的孩子全靠母亲
一手抚养长大。日本投降后，
印尼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峇眼

富而好礼：浓浓的人情味
参观偌大的工厂之后，我们深感峇眼亚庇华人成功
的故事，其实也延伸到了棉兰。他向我们透露：
“当初我
亲手做模，一天只能生产两件煤油炉，成本高，一件要卖
到5000印尼盾，而棉兰市内煤油炉的售价仅3000盾。
东西好，可是卖不出去，只得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进
入偏僻村庄兜售，果然奏效，奠定事业成功的基础。”
工厂生产的产品，有各种规格和款式，边走边看，才
明白所谓“板金”，其实就是利用金属，特别是铝片，通
过机械模具，做成各类产品所需的配件，然后组装成产
品。从产品的外壳，到细部的网络、铆钉、纹理、涂色、
装箱、运输等，都在自己的大厂内完成。工人各司一台
机器，分工合作，井然有序。工厂最大的特色，是储备大
量原材料。
“我不像台湾厂家那样，走零库存的经营方
式。原材料如铝材的价格浮动很大，加上印尼盾币值下
行压力大，一来一去，大量存货对工厂的发展和成长助
益极大。” 按印尼国情办事业，看来是魏老板成功的秘
诀之一。工厂大小事务，现由大儿子打理，孙子辅佐。他
放心周游列国，打高尔夫球，做慈善，关心华教，会朋友，
生活既丰富又有意思。在新加坡小住的日子，他不时光临
怡和轩的卡拉OK, 也抽空上书法课，常携带印尼、日本、
台湾的土特产与大家分享。

亚庇因远离政治中心，陷于

这次相约于棉兰，他对我们的照应可谓无微不至，

无政府状态。小时候他亲历当地左派和居民对抗印尼“

带我们遍尝棉兰的美食，加料的面条、精制的Avocado

红白军”，如何击退印尼军，又遭武力镇压的惊心动魄

冷饮、别有情调的“一带一路”印尼餐、正宗巴东餐、道

场景。局势恢复平静后，他在峇眼亚庇中华公学念到高

地炒粿条，号称“永不忘”的棉兰“朱隆鱼”（Jurung)，

中。在母亲的鼓励下，投身“钣金”手艺，当了5年学徒，

不一而足。回国前，还分赠棉兰特有的黄金糕。真是有

从此与金属板结下终生之缘。1966年迁至棉兰，开始

心人啊！总觉得，棉兰有富人，但富而好礼、富而好文；

创业，生产煤油炉，历尽艰辛，始有今天的规模。结束

棉兰有穷人，但穷而坦然、穷而自在。反观他处，富而不

棉兰华文现状的考察后，应我们的请求，带领一行人参

仁、富而虚伪，穷而挣扎、穷而无助的人，比比皆是。总

观他的实体企业。工厂占地十公顷（约10万平方呎），生

之，棉兰人的热诚、友善、好客，自然而然地流露为浓浓

产线已扩大到“福”牌煤气炉、烤箱、洗碗盆、浴具等，

的人情味，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

每年产量以千万件计。还有另一个厂房专门生产球状水
箱，利用率也很大。
尽管在棉兰事业有成，他仍念念不忘故乡峇眼亚
庇：
“那是一个鱼米之乡，不少人在商场、文化界、渔业
上崭露头角。”他特别推崇那里的鱼虾：
“出奇丰富，品
种尤为独特，孕育和造就今天峇眼亚庇的渔业钜子，一
个个拥有几百艘大型渔船，远渡重洋捕捞，地位仅次于
渔业大国挪威。”

之二

海啸的记忆无处不在

离开棉兰，我们续程飞往亚齐首府班达亚齐，不足一
句钟便抵达苏丹Iskandar Muda 国际机场。亚齐的鼎盛
期是这位苏丹在位期间（1607-1636），领土扩大，控制
马来半岛彭亨、吉打和霹雳的胡椒和锡产地。机场蓝白
相间的主体建筑上方，一字形间隔排开三个黄绿蓝色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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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圆顶，简朴而肃穆。但是，如果你以为亚齐是印尼
唯一实施回教法鞭刑的特区，一切必然都会那么乏味，
可就大错特错了。机场内的大型海报，演员服饰五彩缤
纷；身着盛装的亚齐少女，手捧金色饰品，站在一旁，准
备迎迓贵宾。导游博汉和诺娜的友好与亲切，拉近了我
们与亚齐的距离。博汉是南昌大学毕业生，年轻英俊，操
一口流利的华语，诺娜在班达亚齐大学念医科，修长身
躯，晳白容貌，一袭正装，或黑色头巾配红色长袖上衣和
浅赭色长裤，或褐色头巾配相同颜色长袖上衣和浅绿带
斑点垂及足面的长裙，十分时尚。亚齐似乎并不闭塞。

凭吊海啸死难者公墓
从机场前往市区途中，我们先到海啸死难者公墓凭
吊。公墓一端有一座巨大的不规则纪念墙，起伏上升，
纪念墙表面是一道道蓝色波纹，象征海浪的翻动，最顶
端是阿拉伯字母，意思是“顺从上苍的意愿”，这里没有
痛不欲生的场景，只有默默的祝祷。14年前，海啸吞噬了
约20万亚齐居民的性命，幸存的华人，在棉兰难民营或
亲属家中度过撕心裂肺的一段日子后，重返亚齐首府。

见证生命的奇迹
杨英胜续弦吴淑珍的遭遇同样悲惨：
“海啸就象
狼群朝我们扑来，老母亲不良于行，我扶着攀上一扇铁
门，我的先生带着两个孩子爬上另一扇铁门。海水越升
越高，眼看就要超过鼻子，却突然下降。此时另一侧铁
门忽然倒下，丈夫和孩子顷刻之间无影无踪。”她眼中
噙着泪花。
“我们和老杨都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在棉兰
呆了三个月。后来回到亚齐，三年后结成夫妻。” 她望着
丈夫，脸上现出宽慰之情。看得出来，劫后余生，这对夫
妻是十分恩爱的。50开外的她，精力尤为充沛，因为丈夫
的听觉在海嘨中受损，她一个人滔滔不绝，又说自己的，
又说给丈夫听的，一再强调班达亚齐是个宜居的安全
城市。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夫妻俩兴致勃勃给我们带
路，参观大亚齐基督教卫理公会附设的卫理中小学，与
华文部主任陈女士进行交流，并拍摄了学校所采用的华
文课本。临别前，主宾在大楼前合影留念。旁边两名印
尼劳工，正使劲拉动一大袋沉重的物体，借助滑轮缓缓
上升，另一名劳工在三楼接应。我想，印尼华文的复兴，
如工人之移动物体，任重而费时。亚齐现有华人约4000

博汉和诺拉把我们带到市内仅存历史较悠久的天益

余名，而卫理中小学收生600余人，几乎囊括了全部华裔

社，过去是当地闽人会馆，后来演变为庙宇，拜佛陀、玉

子弟，亚齐的华文现状，就这么简单。倒是海啸的其他方

帝、观音、青龙白蛇，关公，有汉传的，有泰式的，香火颇

面，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盛。在这里，我们邂逅主持人杨英胜夫妇。原本为了考
察亚齐的华教，不料却走进这对夫妻一段生死别离的
往事。
“我住在市区，离海边三公里。海啸那天，强风夹
带海浪，汹涌而来，我被浪涛冲上屋顶，捡回一命，妻子
和两个孩子不幸被大浪卷走，” 年近七旬的杨英胜回

随后，导游引导我们来到一个村庄，见证生命的奇
迹。2004年12月26日，一艘在河口待修的渔船，海啸
到来前有59人躲入船内避险、大船竟被海浪冲至4公里
外，
“搁浅”在被地震损毁的房屋之上，船上人员全部

忆道，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看得出心有余悸。
“另外两
个儿子在椰城，逃过一劫。”

怡和文化之旅一行人，在亚齐首府的海啸纪念馆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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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海啸就是从我们背后的印度洋袭来，死者多达20万名，合照中的
亚齐友人，个个都有一段悲惨的遭遇。他们是：蔡文雄夫妇（左二、三）
杨英胜夫妇（左五、六）。

得救，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艘船一直留在原地，供人

的感觉是挺开朗的。传统的伊斯兰区域，女性给人的印

参观、回忆、惊叹！

象总是矜持、䩄觍的，怎么亚齐成了例外？有朋友不是
告诫不要靠近亚齐的女性吗？翻阅历史，发现亚齐有巾

神秘面纱 — 难以捉摸的亚齐？

帼不让须眉的传统。1641-1699年，亚齐先后由几位女

我们参观了地震博物馆，实物、图示、影像，让人重

苏丹统治。十九世纪末，亚齐出现过英姿飒爽的抗荷游

返海啸现场，其震撼力难以言喻。下午6时，我们一行与

击队领袖朱月婷（Cut Nyak Dhien，1848-1908）。她在

杨英胜夫妇和刚接上头的蔡文雄和他的第二任大太，

丈夫东姑乌玛尔（Teuku Umar) 逝世后，毅然带领游击

来到班达亚齐北端的Ulee Lheue海岸，这里可以眺望

队参与亚齐战争，抵抗荷兰军队长达25年之久。1964年

苏门答腊最前沿的沙湾岛，而海啸则是从北偏东的海

5月，印尼苏加诺政府追封她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英雄。在

面袭来，海滨渔村顿成泽国，无一人逃生。现在这里临

班达亚齐停留时间，我们参观过她的故居，典型的亚齐

海的大片地段已辟为海啸公园。入夜，蔡文雄请我们吃

贵族宅第。难道说，现代亚齐女性身上显现的活力，是

晚餐。亚齐的清蒸石斑鱼，别具风味，名不虚传。蔡先生

为先辈有过的荣光作铺垫？

是莆田人，一个母亲，育下二十名子女，他自己还是孪生
的。海啸发生时他与妻子一同站在水里，不知怎的妻子
竟被海浪吞噬，言下不胜唏嘘。在他的推荐下，次日我
们翻山越岭，车行三个多小时才抵达一条山道，一边是
悬崖，远望是波平如镜的印度洋，点缀三个岛屿，景致迷
人。当地人男男女女，都愿意与我们合影。回程经过一段
沙滩，印度洋狂性大发，汹涌澎湃。也许这就是亚齐，喜

到过亚齐，这里不再陌生，行前的忐忑也放下了。但
亚齐神秘的面纱，是不是已经完全掀开？你看见她的真
实面貌吗？告别亚齐之前，我拉着两名导游，还有司机
吉米，在酒店大堂合影。亚齐的神秘面纱，有宗教的、历
史的、政治的，俱往矣，我只希望，亚齐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为本刊编委

怒无常，変化莫测？
班达亚齐市区车水马龙当中，穿梭着电单车，驾座和
后座，坐的往往是花枝招展的女性，连咖啡店也是，给人

矗立在海啸死难者公墓上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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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之一

北

没到棉兰之前，有则传言一直藏在我

之
旅

咫尺棉兰

心底。
传言说这里有间华侨中学，学生在校

文
化
篇

前奏之二

大爱亚齐

儿 子 发 来 短 信 ，“ 听 说 你 要 去 亚
齐 ？… …（他 们）实 行 沙 利 亚 回 教 法
律……”然后忠告：小心哦。

舍里树起国旗，对抗前来镇压的军警而流

亚齐有家天益社，金字灿灿。海啸时

血牺牲。这次访问棉中新建校舍，老校长

海水漫过房顶，主持人杨英胜说：我原来

告知我：你说的不是传言，那是真的，1965

的太太和孩子冲走了；她从前的先生和孩

年，发生在苏哈多政变期间。

子也被冲走了。在海啸纪念馆，仰望明亮如

棉兰——其实伸手可及，却是年少时
神往的远方。

天穹的屋顶，一面一面寻找新加坡国旗。
亚齐——经历聚散离合的情缘，让人
记住了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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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经 过大小村落，田野、街区
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基督教堂。
其实，在印尼各地，回教堂也是，教
堂之多似乎和人口密度不成比例。
或许，都需要利用教堂举行聚会，
社区活动除了祷告，可以家长里短
地聊天。
导游指称路旁写B1代表卖狗肉
B2代表卖猪肉写B1B2两种肉都卖

导游在车上一路介绍多峇湖的
子民——马达族（Batak)。在多峇
湖区称为多峇部族(Toba)，湖北是
加罗族(Karo)，湖东是西马仑昆高
原地区、湖西湖南各有其他部族，

乘船之前，导游指着远处说：不
久前发生渡船倾覆事故死了近200
人的地点是在Simalungun，不是这
里。这里是Parapat镇。

人不干活，游手好闲（？），喜欢喝

113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还大），湖

砍掉椰花流出的汁液发酵的“椰花

水最深处可达529米。

酒”(Tuak)。（疑问来了，那他们靠

马达高原上诱人的湖光山色，确

什么为生？）嗨，话说回来，他们很

实瑰丽多姿，但欠缺管理屡酿伤亡

会唱歌，当歌手赚吃咯。又很会说

事故的轮渡设施，难免令人担心。
同行有人在四十年前来过（哇
好久以前）。今日重游，同样的车船
颠簸（怎么样？和从前比，好像没

女人干什么？下田，什么都干，

啥变化）。结论是作为一个闻名遐

你看街上头顶着手提着东西，开店

迩的旅游胜地，多峇湖的公路码头

卖东西的，不都是女的。不过，样

等基本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国家并

子都长得不怎么样，黑黑矮矮的。

没花大钱投入建设。

屋地内，房子谁敢买？

衣的最后一趟次渡轮。

公里的长身子卧在多峇湖中央。

的多峇湖，海拔900多米，湖面面积

要命的是观念落后，死人墓地盖在

须5点之前到，才能赶上有配备救生

摩西(SAMOSIR)，岛长7公里宽2.5

前的马达人是吃人族。说他们的男

族不免存疑又好奇）。

飞机晚点，来接机的导游说：必

我们将探访马达族人的故乡萨

几万年前，因火山爆发而形成

的人哦（听起来前后矛盾，对马达

神话马达

魅力多峇湖

的店面。最让人惊心的一句话：从

话，雅加达有许多律师法官是他们

前奏之三

主旋律

也许（因此引起讨论，反正船
还没开），新形势下力争上游的领

尖尖朝上牛角似的屋顶底下，

导层，政策日渐开放，对马达人的

立着体面的墓地，墓碑也同样棱角

故乡，或有重大举措，民生得以进

前凸，乍看，觉得新奇（也没什么。

一步改善，也不 再发 生沉 船事故

在中国农村，汉人祖坟不也在自家

（很期待）。

的地里）。

对初来乍到者而言（很敏感），

下午四点多，车子终于来到多峇

也不适应渡船上的长排椅的椅脚

湖Parapat镇轮渡码头。眼前辽阔的

都不牢牢钉住。船一颠簸，椅子跟

湖面牢牢吸住眼球。

着滑走，乘客坐也坐不稳。

碧波荡漾，山林相伴，蓝天白云

（上述也许，算是大家心中对

之下，马达族翘角楼掩映在高大的

多峇湖最老天真的一份期许么？）

椰林之间，靓丽而别具一格。

一位大娘，上船兜售花生等小

各部族其语言也有些微差别。和别

食品。大娘果然比一般人瘦小，皮

处不一样，受葡萄牙人影响，他们

肤晒成古铜色，头发花白凌乱，额

信仰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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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颧骨鼻梁脸颊各处爬满深深皱

清纯意境，难怪萨摩西也叫“夏梦

观，对马达族文化和历史的想象，

纹。她平静地向客人亮一亮篮子里

诗”，因沉船透着悲伤神秘，因乡土

和直观的多峇湖景色相比，近乎都

的食品，也不积极兜售，盘起一条腿

气反增诗意。

是原生态的呈现。前者因斩人头丢

坐在船舷边上。首次近距离接触的

吃过早饭，导游带去参观亚齐

马达族妇人，祖上留下怎样的骨骼

王朝西达布塔尔(Huta sialagan)老

基因，她就长成怎样的相貌特征，

国王的墓陵之前，经过的路上瞧见

在景区周围，有好几十家售卖

年老的她仍在露天码头上谋生，餐

很热闹的集市上，处处吊着大大小

旅 游 纪念品的商店，兜揽生 意的

风宿雨的生活肯定并不惬意（看导

小的鱼干，可见渔获是个重要资源。

声浪中，一家店主不在的店门挂着

到达景区，里头有一列七八间

好几把马达人的木琴，富有高山风

供游客入内观赏的翘角楼，门楼嵌

韵。木琴咚咚，让人想起优美的船

上马达人所崇尚的壁虎、猫头鹰等

歌(barcarolle)，想起感人的宝贝

渡轮开动，机声突突，船上并没

各类动物雕饰。从正门木梯登堂入

（butet），这些马达族创作的经典

几位乘客。船身轻微摇晃，或许是

室，一览无遗马达人（而且王室成

民歌，久久地流淌心底。

逆流，总觉得渡船走得并不轻松。

员亦是）人畜同居的生活场景。一

从船舱甲板上瞭望湖景，多峇湖显

层楼板下是浮脚屋底层，也是养猪

得郁郁不欢。毕竟，沉船事故的创

养鸡鸭的空间，倒是采光充足，空气

翌日，从马达高原（Karo High-

伤一时难以抚平。

流通。可是，导游描述人在楼上出恭

land，Tongging），眺望多峇湖北端

直接排放给底下牲畜享用的生活场

一角，午后的阳光特别耀眼，刀切

景，着实不可思议。

一般直奔湖底的山势，山山相连，

游说的不假，什么活都干）。不过，
相信她热爱劳动的传统会留给她
的下一代。

船行 约一 个小时，抵 达To ba
Beach酒店，从酒店原可一览无遗
的湖面，也渐入昏暗。大家只得约
好，不错过明日朝阳。

还好，马达人已经脱离200多

进湖底而阴森可怕，后者却出乎意
料之外的秀美可亲。

尾声

马达山

气势非凡。

年前愚昧落后的生存状态。导游紧

如此壮丽山河，不难想象富于音

接着在景区几张石头桌椅合围的所

乐天份的马达族，是从如此秀美灵

谓“法场”，模拟演绎从前巴塔克王

动又如此豪气干云的湖光山色中，

清晨五时许，朝阳刚从天际冒

如何通过巫师根据法典将犯有重罪

回肠荡气地唱出属于家乡的属于印

顶，人也都走到湖边小亭。可惜山

的人斩首，行刑后人体让臣民共享

尼辽阔家园的一首首歌。

头厚厚云层挡住瞬息急变的霞光，

的行刑过程，细说马达族如何杀人

画面并不如预期的精彩。镜面上感

食人的情节，叫人惊悚。

复调

萨摩西

光清澈湖面，右侧如刀削的山脚直
插水面，当天色渐渐明朗，可见一
桩桩典型的火山岩山体。多峇湖逐
渐揭开神秘面纱，水光自有另一种

然后，去皇室墓陵走一圈。抚摸
风化的女皇石雕头像，同样感觉冰
凉和陌生。通过短短几个小时的参

此行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诞
生《船歌》、
《宝贝》等马达族民歌
的多峇湖——它美如天仙，它是马
达族人永远的女神。
作者为本刊编委

诞生《船歌》、
《宝贝》等马达族民歌的多峇湖——它美如天仙，
它是马达族人永远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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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艰难 有心人携手向前

《

╱ 整理  :  宋 文

》

怡
和
世
纪
发
布
与
推
广
会

今年7月7日，《怡和世

纪》编辑部在怡和轩二楼
举办了一个“3 6期发布与
推广会”，到会者除了特邀
嘉宾，还有作者与读者。主
持人编委邹文学说明聚会
的缘起，怡和轩主席高允
裕与总编辑林清如相继致
词，感激各界支持，同时宣

◤ 高允裕 | 主席

《怡和世纪》希望能得到一个肯定，做了这样多
年，想得到大家的回馈，给我们一个方向，以便以后
做得更好。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邀请了几乎所
有的作者，向他们表示感激多年的支持。所以我也要
呼吁大家继续支持，让刊物能办得更好，走得更远。
◤ 林清如 | 总编辑

布刊物从第37期改为付费

今天聚会的目的，首先是交流，其次就是与大家

刊物，希望各界相挺。嘉宾

分享我们的感受和期望。8年来我们做得并不容易，

踊跃发言，语多嘉勉。出席

但常常听到鼓励的话，每期几千本都送完。我们不知

者会后当场踊跃订阅，场面

道，真正的读者有多少？所以想起应该标价出售，征

热烈。以下为高允裕主席、

求订阅。假如有一定的人数购阅或订阅，我们心里就

林清如总编及部分嘉宾当

有个底，办下去的决心就会增强。从事文化事业者要

天讲话摘录：

有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但是文化事业也时时
需要大家一起来灌溉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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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任君 | 前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编辑

虽然我是编务咨询，实际上我没有参加刊物内容
的策划，我只是有时与编委做非正式的交流，对一些时
事、文化、教育等课题提出看法，还有在出版后做出一
些回馈。
做为一个读者，我高度肯定《怡和世纪》的文化价
值。这是一个高水准的综合刊物，既有课题的广度，也
有内容的深度，无论在知识的传播，思想碰撞、观点交
流、文化传承，在历史的补白上面，都扮演了正面的角
色，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份杂志网罗了新加坡华
文知识界的优秀写作人，他们有深度、有见识、有想法，
有视野，非常难得。这是一个非常充实的精神食粮，它
可以说代表了新加坡华文文化的最高水平，它绝对是值
得我们引以为荣，也引以为傲的。

意为这些回忆做整理、补白的人。我们华社的文化人中
间，这样的人是够的。而且，不但有写的人，也有读者，
所以现在我觉得，《怡和世纪》这样的工作和模式是可
以的，而且应该继续下去。
华文教育出身，在这个时候，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岁
以上的人了，已有足够的成熟，有足够的回忆，足够的累
积和经验，应该出来贡献。个人非常支持这么做。像任
君讲的，《怡和世纪》可以做下去，值得做下去。我个人
当然会响应号召，做一个订户，也会尽可能地共同努力，
为此尽一己的责任。
◤ 李慧玲（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总管）

在“三叔”办《怡和世纪》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在办
《圆切线》。我们同人访问怡和轩，当时他分给我们的

我也曾参与过一些杂志的编务，我非常清楚
办杂志的辛苦。我高度认同《怡和世纪》的办刊理
念，它坚持做一份严肃的，求真的，兼容并蓄的刊
物这个方针。说到收费，我是个来自传统纸面媒体
的人，我绝对支持收费。我一向认为，有价值的内
容，经过脑力劳动取得的知识、智慧的结晶，不可
以是免费的。我知道《怡和世纪》得到许多商界的
支持，这些人很多也在场。我高度赞赏和肯定新加
坡（其实也不只新加坡）的商人，这种支持、赞助

这是一个非常充实的精
神食粮，它可以说代表
了新加坡华文文化的最
高水平，它绝对是值得
我们引以为荣，也引以
为傲的。

文化的传统，是个光辉的优良传统。实际上，对文
化的赞助，重要性不低于对慈善的赞助，对文化的
赞助是一种长远的社会建设，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水平，
包括未来的经济水平，是有深远影响的。我们应该给这
些商人掌声。
◤ 郭振羽 |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

学学术顾问
我很早就注意到并很忠实地阅读《怡和世纪》。我一

一份刊物，是怡和轩的简
讯，只有八面。后来他说想
要做一份刊物，刊物办了好
一阵子，
“三叔”说做到很
累，不要再办下去了。那其
实是骗人的。不管多累多辛
苦，一次次看到的事实是，

开始看，就跟朋友说，这么高质量的内容，在新加坡何以

这个刊物变得越来越厚，里面的内容越来越充实。他招

为继？我当时怀疑说，这么高水准的内容，每期要这么多

了整个团队。要办这样的一个刊物，当然不可能单一个

人写稿，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人，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来做事情。

几年前，清如先生到我那边做一个专访，我受访的

这一期《怡和世纪》里面有好几篇稿子，作者是我

内容是谈新加坡的文化认同问题，他们整理得非常好。

们报社的同事。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联合早报》

那之后，我二次又被访问到，也写了几篇稿。

或者其他的一些报刊，我们都在这里生存，形成一整个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的结论是（这对我来讲是有点

文化的生态，这个生态需要多元，特别在新加坡这样的

惊讶），我们有足够的文化的回忆，历史的回忆，以及愿

环境里，需要互相的支援。如果个别同事有余力，可以
写更多的文章，让一份刊物增添一些内容，那也是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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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的事情。文化团体、文化机构之间的互相支援的确

作的文化人，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年轻人

是非常重要的。

之中，好像是难得找到的。可能也有，只是我的接触面

最后讲回《怡和世纪》征求订户，希望大家给予支

不够广。

持。订一年32元，并不是很贵。现在我们报馆办活动，

关于《怡和世纪》征求订户，我相当赞成。文化的确

都要收一点费用，这跟《怡和世纪》招订户其实是一样

不应该是免费的。我总认为，订户招多招少不是问题。总

的原则。通过这样，让大家习惯于付费，做文化的消费。

要有这样的开始，让每一张订阅单，使《怡和世纪》感受

我支持《怡和世纪》终于走到一个收费的阶段，希望大

到一份肯定、一份支持。

家继续支持。
◤

廖建裕 | 新加坡尤素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

问研究员

◤ 赖涯桥 | 新加坡应和会馆会长

日本每一个电车站肯定有书店，火车站附近全部是
书店。不像在新加坡，在组屋区根本找不到一家书店。

我也是《怡和世纪》的老读者，对这份刊物，我有一

在这样的沙漠里，怡和轩却能够出版这样的刊物很难

种特殊的感情，因为这是由清如兄主持的，而且刊物的

得。本地会馆的会讯，只有图片，没有什么内容，我希望

作者，有许多我比较熟悉的朋友。这本杂志的内容是以

《怡和世纪》帮忙他们改组会讯的出版。我目前是应和

会馆的会长。我在改革会讯，不要只是通过图片介绍会
馆的活动，也要有一些探讨客家与河洛传统文化价值、
介绍出色族人等的文章和内容。
本地区为主，从本地区看世界。这样的一份刊物，特别
它又是用华文写的，在新加坡应该比较少有。而且，作

◤ 林恩河 | 新加坡资深文史人士

为一本综合性的刊物，它能达到目前这样的程度，也是

刚才有人提到，这份杂志之所以可贵，因为我们华文

相当难得的。目前的情况是，水平较高的一般都是英文

正处于弱势，英文相对处于强势。我本身从事图书行业，

刊物。而《怡和世纪》的内容、水平各方面，完全可以跟

对杂志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也看了很多各方面的杂志。

英文的综合性杂志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受

我看到的是，英文虽然在这里是一种强势的语文，在英

华文教育的朋友们，应该值得为它感到骄傲。

文出版界，他们却很少能够办一份像《怡和世纪》这样

办这份杂志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是不是因

水准的杂志，尽管他们有很多资源，也能够得到赞助。

为过去华校的传统，培养出这些人，这些有志于文化工

《怡和世纪》没有他们那样方便，不像他们那么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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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办起来了。对弱势的语文，大家应该给予大力支持。一

◤ 李气虹 | 本地媒体人士

年订费三十二块，两年六十块，大家就订阅给予支持，不
要停留在口头上的赞美，要有实际行动。
◤ 黄彬华 | 前媒体人士

在我的记忆里面，过去本地还真没有过像《怡和世
纪》这样成熟，内容这样丰富的杂志。我经常想，报馆除

办杂志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非常辛苦。所以，对于
《怡和世纪》未来的发展，要把眼光放到新加坡以外的
地方。我想，到外面去，马来西亚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地
方，从比较靠近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外推广，争取
增加阅读的人数。我想到的是，编辑委员都是业余的，一
下子要扩展得太快太大，也不容易。

了出版报纸，应该还要出一份有分量的杂志。过去，日本
大部分成功的报馆，都不是单单出版报纸的，他们多面

◤ 黄坚立 |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经营，有电台，还有很多专门的刊物。这些专门杂志，其

刚才有人提到英文界跟中文界之间的代沟，以及之

实为报馆自己的从业员开发了很多专门的知识领域。在

间的差异。其实这是我们新加坡社会的一个特征，一直

这种不易为的情形下，怡和轩却出版杂志。这是个意外，

存在着。一部分原因，应该是跟政府政策有极大的关

《怡和世纪》到现在出了三十六期，很不容易，这体现了

系。

怡和轩的传统，以及大家对它的期望。

有代沟、有差异，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平台，让我们英

以我的经验，杂志在出版之前，面对的是繁重的工

文界跟中文界能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使到两方面能够

作，才确保这份杂志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现在开始收

有接触、有交流。其实我们要是回顾五六十年代，当时

费，我不反对收费，但是收费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阶

中文世界跟英文世界虽然也有不一样，但相互之间有非

段。这样，作为一个作者，就有一个为什么要给它写稿

常多的交流。我参与这个项目（为《怡和世纪》写稿）时，

的问题，稿费也不是特别高。作为读者也会问，我为什

其实觉得自己带着的，正是这种精神。

么要花钱去买，此前即使不花钱去拿一本，也不见得会

韩咏梅 |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

好好地来看。所以我想，杂志接下来要有比较严谨的组

◤

织。到目前为止，编辑上面的努力应该得到赞扬，组织

总编辑

方面却好像还不是很成功。
◤ 潘正镭 | 前新明日报总编辑

我们这些华文华语的文化圈，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
与共的团体。我们一定要互相支援。具体不一定要支持《
怡和世纪》，不一定要支持新明或早报，但一定要支持华
文的刊物。我一个建议：让《怡和世纪》每期能有一篇文
章，借助早报宝贵的版位发表。发表的形式，可以按上次
我跟周维介的做法一样，请作者把文章缩短到适合报章
发表的长度。在刊登时，也附上《怡和世纪》那一期的封
面照片，达到一个互相支援的目的。这样做其实谈不上创
新，美国的杂志，很多地方的杂志，在出版时都会把信
息发给报章，说我们新一期的刊物里面，某一篇文章某
一篇特稿欢迎你们转载。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报
章广大的读者群，把触角伸得更远。反过来呢，报章刊
登杂志的文章，可以加深读者对社会的认识。（另一个
建议）《怡和世纪》是不是能够考虑刊登一些比较短的
文章，找一些特殊的课题，写一千或一千几百个字的短
文，这样子弄几个专栏。这么做，杂志对一般读者的吸
引力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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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彬华前辈讲了报馆应该要同时办杂志之后，其
实我真的就有这个想法。不过，老实说我们在早报编副
刊，真的编得非常辛苦。在新加坡要找到能够用华文思
考，用华文写作，而且表达得准确的人很不容易，这样
的人越来越少。
每一期的《怡和世纪》，我都是忠实读者。我虽然不
可能每一篇文章都看，可是我在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发现，
然后就感叹里面涉及的好多课题，这些我如果也能想到
的话，那早报的副刊一定会比较精彩。我一直都很好奇，
这些作者到底是什么背景？里面有些作者我认识，有些
是我不认识的，有些我虽然知道但不清楚他们的背景。
不过他们对时事的认知，而且那种sharpness，譬如每
一期专题的那种犀利度，都是我很佩服的。可是这些我
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去行动。还有正镭的意见，我想这
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到时如果我们有认为合适的
稿，须要缩减成适合在报纸刊登的字数的话，那就要拜
托各位了。如果没有空删，删减的工作也可以交给我们
来处理。总之请大家给予支持。
整理者为怡和轩工作同仁

《怡 和 世 纪 》

征订启事

尊敬的读者：
《怡和世纪》自出版以来，就通过“免费赠阅”方式邮寄
予阁下，感谢阁下多年来的支持与爱护。
有鉴于通行量的迅速增加以及日益提高的邮费，本刊决
定为刊物标价，零售每期新币10元，长期订阅每年新币
32元，两年60元；国外订阅每年新币42元，两年80元
（包括邮费）。
我们希望阁下加入订户行列，共同为我国的人文建设发一
份光、尽一份力。订阅详情请参阅附件订阅表格，谢谢！

• 投稿

欢
迎•
各•
界

有关时事、财经、历史、文化、人物或地方介绍、
人文建设的题材。文章以1200字或2000—2500字为宜。对任何被采用
的文稿，编委会保留删减、编辑权力。

批评
若对本刊任何文章有意见，请以短文提供不同看法，篇幅以500字为宜。

惠赐广告
本刊发行量已达5,000本，在会员间与新加坡各界广为流传，在本刊刊登
广告，商业效力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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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表格

《怡 和 世 纪 》

杂志现为季刊，每年4期，每逢1、4、7和10月发行。

敬请选择订阅期数
□ 1年／per year @ SGD$32 (新加坡 Singapore)
□ 1期／per issue @ SGD$10 (新加坡 Singapore)
□ 1年／per year @ SGD$42 (海外 Overseas)
□ 两年／two years @ SGD $60 (新加坡 Singapore) or SGD $80 (海外 Overseas)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 支票 Cheque

支付 Ee Hoe Hean Club

□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Ee Hoe Hean Club
银行: OCBC

账号: 504－013145－001

注: 转账时请注明您的姓名（与订阅表格一致）。

姓名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 Mr / Ms / Miss / Madam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寄至：
Ee Hoe Hean Club
43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56
Tel: +65 6224 2678 Fax: +65 6222 2745
Email: eehoehe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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