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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璀灿雄奇的国家美术馆，一个是驰骋国外的摄

影艺术家沈绮颖，无独有偶都成了本期《怡和世纪》的关

注点。国家美术馆开幕半年来，巳成为社会谈论的话题之

一，受到多方瞩目。上层雄心勃勃，矢志打造东南亚艺术之

都；有识之士关注国家美术馆的走向，警觉时尚化和商业化

的滋生和侵蚀；艺术爱好者有了个好去处，大饱眼福，沉浸

在审美的愉悦之中。歌功颂德也罢，争议批评也罢，	对新

加坡人来说，经过半世纪勤勤恳恳的耕耘，在经济上已经

成为耀眼之星，现在开始把目光转向艺术文化的扎根，未

尝不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和变化。

我们目睹先辈创造的艺术财富，从早期的摄影艺术和

后来的绘画中看到不同时期新马社会和周边国家的社会

现实、时代风貌，人物形象，仿佛回到那时的情景。一次次

的艺术巡礼，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提升了我们对国家前途的信心。

艺术是一条长河，不论社会如何变迁或扭曲，艺术的传

承和新人的出现已是常规。时而进入万山丛中，“一山放过

一山拦”；时而潮平两岸阔，万绿丛中点点红。我们为之庆

幸的是，我国艺坛一直有人接棒：从19世纪殖民地洋人的

遗墨，到20世纪亚洲人的登堂入室，标志着我国和本地区

美术的根本性变化。早在1927年，徐悲鸿就在新加坡完成	

《林路画像》等油画，成为我国重要的艺术遗产。本地区

的民间美术活动，从未间断。从30年代的杨曼生、张汝器、

林学大、张荔英、陈文希、李曼峰、钟泗滨、陈宗瑞、刘抗、

潘受、施香沱，直到如今。生于斯、老于斯，一脉相承，树立

艺术不脱离时代风云、生活现实、风土人情的“南洋风”。	

50年代以来，美术的火炬传递到新的一代，着眼于人民的

抗争、国家的独立、理想的绽放，产生一批反映现实、激情

洋溢、具有历史感的作品。

艺术多元化、全球化对艺术家的冲击更为强烈。正是在

这个背景下，一位新加坡年轻女性沈绮颍，脱颖而出，进入

我们的视线。她放弃优渥的职业生涯，以关怀社会、扶持弱

者为己任，背负摄影摄像器材，奔走于中国大地，拍摄底层

人民的生活实况，蜚声国际。她说：“我首先是人，然后才

是摄影师。我的工作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理想，为社会公

正尽力。”这样的豪言壮语，回荡着艺术先辈的跫音。有了

国家美术馆，我们理当重视土生土长的新一代艺术人才，

关注他们的发展，竭尽全力给予他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

援，我们可以花费上数亿元在硬体上，那么对本地人才和

馆藏是不是也应给予同样的重视呢？

艺术是千秋大业，新加坡今日在艺术文化上的氛围与数

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把握今日的

优势，全面创造有利于大业的条件，应该是全体国民共同的

目标。在这过程中，如何集思广益，减少官僚体系带来不必

要的牵绊，突破固有的不利于艺术创作、人才培育的僵化思

维，值得艺术圈内外人士关注与深思。艺术创作，只怕不能

众声喧哗，不必担忧音量过大；艺术人才，扎根在我们的土

壤里，需要财力去培育，慧眼去识别！

因此，我们在期待国家美术馆有更大作为的同时，更希

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涌现更多艺术人才，不仅仅获得国际

的认可，更应该得到国家艺术机构的呵护、扶持和宣扬。毕

竟，这也是新加坡的荣耀！

编委会

艺术创作，只怕不能众声喧哗，不必担忧音过大；艺术人
才，埋藏在我们的土壤里，需要财力去发掘，慧眼去识别！

文化千秋   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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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耗资5.3亿新元的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去年11月赶在国家金禧庆典结束前开幕。

新加坡在跨过建国五十年历史门槛之际，迎来这么一座耀眼的新文化座标，它所肩负的使命是

任重道远的；也是近十年来，继土生华人博物馆、艺术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剧院之后，国家

文化艺术建设工程的又一项跨时代杰作。馆长陈维德为美术馆确立的方向是，要重新建立起

东南亚和本土看待艺术的视野。前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在上一期《怡和世纪》回溯美术馆概

念草创期时也指出，政府早在多年前就决定“把新加坡发展成东南亚收藏最有代表性之处”。

落成半年来，国家美术馆发挥了多大作用？将国家美术馆置于国家艺术文化的整体布局来

看，我国文化艺术建设近十年来取得哪些进展？从“文化沙漠”到“东南亚文化艺术之都”，间

中的鸿沟，新加坡能否跨过、跃升？这一期的《怡和世纪》，请来国家博物馆前馆长李楚琳（现

任艺苑公司执行总监）以及美术文史学者张夏帏，凭着在各自领域里的多年实质经验、观察与

体会，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谈开来，一起探讨国家整体文化艺术工程近十年来的建设与发展。

╱	文		:   林琬绯

From “Cultural Desert”  
to the “Arts Hub of Southeast Asia”
Introduction:

A project costing SGD$ 0.53 billion, and ten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opened to much fanfare 

in November last year, at the tail end of the SG50 celebration, just in time to pay its tribute to Singapore’s golden 

jubilee. A gleaming new cultural landmark that has arrived on the cusp of Singapore’s history - as we celebrate 50 

year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look ahead to the next 50 years -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has taken on a mammoth 

task on a long journey ahead. It also represents a masterpiece that ushers in a new chapter of the country’s a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Half a year into its establishment, what purpose has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served thus 

far? Conside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within the larger picture of our nation’s a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decade? And can Singapore overcome the arduous obstacles 

that will transform us from a “cultural desert” to becoming the “Arts Hub of Southeast Asia” ?

In this issue, Yihe Shiji invites Ms. Lee Chor Li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currently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Arts House Limited, and Mr. Teo Hanwue, an esteemed art history scholar and critic, 

to give their insights on the topic at hand. Armed with years of hands-on experienc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Ms. Lee and Mr. Teo will us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as a springboard to delve into the larger topic of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arts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within the last decade. The following are excerpts of the interview 

which was conducted in Mandarin as is more fully reported as above.

走出“文化沙漠”，	
跃升“东南亚艺术之都”
从国家美术馆看新加坡文化艺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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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艺术和时尚模糊了界线

家具摆设，“该做到的都点到了”。	

但艺术馆毕竟有别于豪华酒店，艺

术和时尚之间的界线还是应该有所

区分。“国家美术馆的项目其实让我

有感于新加坡已渐渐意识到艺术也

可以当成一种时尚来经营了。从过去

觉得搞艺术不赚钱，到现在开始懂

得做艺术其实也可以跟时尚结合起

来，是思维上的改变。可是这终究还

是停留在时尚的层面，并不是深入

到生活、到文化的整个运作，来看待

艺术这回事。”

李楚琳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

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

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

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

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

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她前后在各

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的丰

富研究与策展经验。在她看来，艺术

馆最为重要是馆藏、展览内容与呈现

方式，是不是能把丰富有价值的馆藏

呈现给观众，让观众可以在舒适自我

的空间里学会欣赏和珍惜展览内容。

国家美术馆策展团队的专业与用

心，李楚琳是认可也是有所期待的。

只不过一些细节上的疏漏，可能会对

观众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影响了展览

的素质，让她觉得有些遗憾。

其中一个例子是文字说明的呈

现效果是不是清晰。“画作挂起来之

后，必须确保展板上的文字说明也能

在某种室内的灯光效果下看得到。美

术馆采用的呈现方式是灰底白字，在

光线不够亮的情况下会完全看不清，

这就给观众在赏画的时候造成很大

的不便。怎么不采取白底黑字来呈

现呢？再怎么单调，也还是有它实用

的价值。”

Lee Chor Lin:

W hile acknowledging the strides 

that Singapore has made in its a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Lee Chor Lin’s 

anxiousness about the progress is evident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Lee is seemingly pleased with the opening of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as she has been 

waiting for it for a long time. “The works 

of our pioneer artists or second-generation 

artists may not be considered world-class but 

they are still a representation of Singapore’s 

art development. As national institutions, 

our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cord and document its 

history. Now, we finally have a space for 

the public to access and learn about it,” she  

said.

She noted that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has done an impressive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infrastructure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ranging from its interior design to furniture 

arrangement. “It’s done what it should,” 

she said. But an art gallery is not quite 

a posh hotel, and there ought to be a 

distinction between being an art space and a 

fashionable showroom. “Through the National 

Gallery project, I’ve learnt that Singapore 

is slowly becoming aware that art can be 

commercialized like fashion. There has been 

a mindset change from viewing art as a 

non-lucrative business to combining it with 

fashion. However, we have yet to go beyond 

fashion to look into infusing art into our lives 

and culture.”

Lee Chor Lin acknowledges and looks 

forward to even more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from the teamwork in the National 

Gallery, though she expressed regret that an 

oversight of details may have caused undue 

inconveniences to the public and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its exhibitions.

与这位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来

首位女馆长坐在国家美术馆

咖啡座里做访问，从我们所在的这座

最新的文化座标，谈到国家整体文化

艺术的建设，可以处处感受到她在认

可之余一再流露的焦虑。

对于国家美术馆，李楚琳有一种	

“终于等到了”的欣慰。“我们的先

驱画家或第二代艺术家的作品，也许

称不上世界第一流水平，但毕竟是新

加坡艺术发展的代表，作为国家单

位的博物馆或艺术画廊，是有责任把

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有系统地呈现出

来。而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这么一个空

间，让民众有机会多接触多了解。”

一如我国用心打造的任何庞大的

建设项目一样，她强调，国家美术馆

就建筑结构和硬体设施来说，绝对

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从装潢格局、到

李楚琳：

The Legacy of a Grandmaster  
- A Dialogue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Let’s not blur the lines between Arts and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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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到的另一点，对于公众一些

不适当举动如与画作靠得太近甚至

用手触摸，在展厅里值勤站岗的管

理员视若无睹，既达不到教育观众

的目的，也无法维护对艺术作品应有

的尊重。

“观众来看画，展示牌、灯光、

展厅的设计应该怎么配合，很多细节

都要兼顾，才能达到协助观众加深认

识、提高鉴赏能力的目的。我们在硬

体方面做得很好。可是软体方面，包

括组织和态度，都还有待加强。

 “Arts Hub of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greater 
than Cultural Positioning 

Lee thinks that the concept of  “Arts Hub of 

Southeast Asia” connotes deep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 Singapore is no doubt 

leading the region in terms of the provision of 

hardware, with its museums following closely 

behind its counterparts in Europe and US. “But 

do we find art part of our life when we are out 

in the streets? Is art ever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in our thinking? I’m not sure about that.”

Lee noted that Singapore still falls behind 

Indonesia, Thailand, Vietnam and othe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terms 

of arts and culture. “Culture, tradition and life 

are well-integrated in people’s lives in ou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museums in those 

cities may be old and dilapidated, and probably 

do not receive much attention, no development 

and no management, but those places don’t 

really need a museum or gallery to begin with. 

A farmer can simply step out of his house and 

dig out a cultural treasure. Their daily lives  

are very much in sync with their culture.”

On the contrary, Singapore faces a cultural 

void, and has a weak foundation in humanities, 

a challenge that Lee constantly finds tedious 

to overcome in her work.

The Side-effect of Adopting English 
as a Common Language

When positioning itself as the Arts Hub of 

Southeast Asia , has Singapore overlooked the 

different cultures cherished by our different 

ethnic communities? Lee said, “Singapore 

faces a huge obstacle - its use of English 

as a common language has brought many 

repercussions to the society. It is as though 

as a Singaporean, as long as I speak English, 

regardless of whether I’m Chinese, Malay or 

Indian, I’ll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view the world, and deal with every problem 

from a so-call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s 

define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is 

implies that othe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re relatively secondary and not as important.

“Hence, while we may have acquired a tool 

that enables us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world, we have at the same time drifted 

away from Asia, where we originat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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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恰恰反映了整个社会对

艺术的价值观：艺术是不是我们切身

的问题，或者只是一种物质上的表

现。我们今天经济发达、国家高度

发展，以第一世界的姿态挺身而出。

可是往往因为一些小细节的疏漏，就

暴露了不足之处。”

“东南亚艺术之都”： 
经济意味大于文化定位

同样的，李楚琳认为以“东南亚

艺术之都”为目标的说法，其实带着

浓烈的经济意味，背后支撑着的是

经济条件。“新加坡办的艺术博览会

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任何人想投

资来搞一场博览会，肯定会选新加

坡，因为这里有国际安全水准，最完

善的通信系统，最方便的交通网络。

再有，资金也很雄厚。从各种经济条

件来说，新加坡始终是排第一。”

论硬体设施，新加坡更是在区域

内独占鳌头。单从博物馆来说，新加

坡的步伐算是紧跟着欧美大都市。

“可是走到街上，艺术到底是不

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艺术是不是

我们思维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呢？我

并不确定。”

倘若纯粹以艺术文化为定位，在

李楚琳看来，新加坡其实落后于印

尼、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我们的

这些邻国，文化跟传统跟生活是息息

相关的，是没有断层的。他们城市内

的博物馆可能很老旧很破烂，也没

什么去关注、发展和经营。可是这些

地方其实不需要博物馆美术馆，一出

门、农夫的锄子一铲，可能就找到文

化宝藏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规律

都跟文化习作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反之，文化断层问题在新加坡却

是持续存在的，这也使她在实际文

化作业上有力不从心之憾。每一回策

划庞大的文化建设项目，总是深感于

人才不足，或是人才的层次水平参

差不齐，“往往是找到了很好的策展

人，但是展览设计跟不上要求，建筑

师或其他方面的人才不能很好地配

合。做每一个项目都有这个困难。这

也反映了我们在人文方面的底蕴其

实还是很浅薄。”

文化底蕴薄弱，也由于大环境欠

缺文化养分与氛围。“我们的大环境

可能没法给予艺术家所需要的创造

的空间。整个社会给予艺术的自由

度和自我表达的空间还是很局限的。

而一旦艺术缺少了这种为所欲为的创

作空间，创作成品也往往会反映这样

的局限。”

新加坡社会功利主义的本质，是

影响创作的另一个因素。“利益回报

成了做任何事情一个很重要的衡量

标准……你画了多少张画，这些画卖

了多少钱……这多少会影响艺术家

创作的过程。”

英语为共同语的后遗症

文化艺术圈内人士也质疑，新加

坡在把自己定位为“东南亚艺术之

都”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国内各民族

本来拥有的源远流长的文明？

time we decided to reconnect with our origins, 

we would have lost so much of our ability in 

understanding our own languages that we can 

only rely on English, which causes a greater 

misunderstanding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so close to us.”

Lee noted that this issue remains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that no one has the courage to 

tackle. Yet,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Singaporeans need to think about. 

“Do we know Singapore? Do we know where 

we are heading towards and what we are 

going to be? Do we consider Singapore a 

miracle created in the last 50 years, or is it 

a hybrid society that resulted from the long 

term flow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al impact?”

Q&A

Q: You have served in the front line of the 

country’s arts and culture institutions for close 

to thirty years. What are your observations 

about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Have there been any changes 

in the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attitude? 

A: What hasn’t changed is that we still 

work under a bureaucracy. The advantage 

to this is that it is flexible. A bureaucrat is 

quite versatile. You may make one look after 

commercial and trade portfolio today and 

manage foreign affairs the next, and he will 

have no problems with taking charge right 

away. However, we can’t be too mechanical in 

running arts and culture. Humanities cannot 

be developed automatically by importing a 

set of formulae into the computer. It often 

requires human wisdom and this can only 

come from experience.

In a bureaucracy it often results in a situation 

where a project requiring expertise is being 

carried out by an amateur. In a utilitarian 

society like Singapore, we often lack the 

patience to achieve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time or experience to cultivate, so we tend to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n many of our 

humanities projects.

As for mindset changes, my observation is 

that our concep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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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楚琳提到“新加坡视	

角”：“一旦新加坡的自信感能够建

立起来，我们可以用‘新加坡视角’

来看待这些源远流长的文明，就可

以比较自然地接受，而不会总是让语

言上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不必要的困	

扰。”

但关键在于，“新加坡的视角”形

成了吗？何谓“新加坡视角”？

她给了一个出人意表却一语中的

的答案：“新加坡有个很大的障碍：

以英语为共同语其实留下很多的后遗

症。好像我是新加坡人，我是一个能

说英语的新加坡华人、马来人或者印

度人，我就能和世界沟通，就能以英

语世界的所谓国际视角，来看世界，

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过活。这

也间接暗示了，其他语言文化相对来

说是次等的，不那么重要的。

所以，虽然有了与大世界直接沟

通的利器，却反而拉远了与亚洲这个

我们原来所在地的距离。想去接近的

时候，因为听不清也读不懂，只好取

英文的视角回头来认识亚洲	，以至于

误解了原来应该近在咫尺的东西。”

她坦言，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如今

都不太敢真正去面对，却恰恰是需

要新加坡人坦诚地去思考的一个重

要议题：“我们了解新加坡吗？我们

了解自己何去何从吗？我们认为新加

坡是近50年的奇迹，还是远久的人

文流动，文化冲击的结晶体？”

答问：

问：近三十年来在国家文化艺术

机构前线任职，对官方文化建设工作

有哪些观察？政府的文化决策思维和

心态又有哪些变与不变之处？

答：不变之处在于，我们始终依

循着一套行政官体制在办事。行政

官体制的优点是很灵活，路上能走、

下水能游，你今天要他去管工商，后

天要他转去管外交，他都可以很快

上手。只是来到文化艺术领域，很多

工作其实是没办法机械化的，单靠机

器是做不来的。人文工程，不是说把

方程式输入电脑就自动看到成品，很

多时候还是要靠人的智慧才能解决。

而人的智慧，需要的是经验的积累。

行政官体制之下，专业和行政两

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结果往往形

成“外行人做内行事”的局面。新加

坡是个讲究功利的社会，比较急躁，

没有耐心去等一些必须时间或者经

验才能酝酿出来的东西，做起人文

工程来往往会操之过急。

我参与了柏林博物馆一个规模庞

大、类似世界文明馆的项目策划。他

们花了整整十年，每个步骤都会很仔

细地去思考、过滤、布置、计划。整整

十年，建筑才刚刚建好。估计他们接

下来还会给自己至少五年时间去把这

个馆布置起来。新加坡不妨也尝试这

种比较慢性的策划项目，用多点时间

去好好地进行一项工程。

至于官方对文化决策思维的转

变，我个人的观察是，1990年代的文

化建设概念还是比较单纯的。当时经

济腾飞，很自然地认为有了财富必须

was rather straightforward in the 1990s. That 
was a tim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there was a natural assumption that we 
needed to develop culture to complement 
the wealth we have amassed. That was 
also a period when Asia was rising to 
prominence. Many people were optimistic 
about Asia and went as far as attributing its 
economic dynamism to its culture, such as 
how Confucianism had driven the economy 
of East Asia, and how Asian civilizations were 
the cradle of the world religious philosophers. 
Such narratives were aimed at elevating the 
cultural status of the ancestors of our races. 
So it was natural to look towards Asia in so 
far as 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concerned. 
That was the backdrop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gapore Art Museum and Asian 

Civilizations Museum.

But there has been a different set of thinking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at art is a business 

and it can drive the economy. This is likely a 

result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boom in the 

early 2000s. Moviemakers of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Hollywood had proven 

that cultural products could be turned 

in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hen I was 

redeveloping the National Museum, I, too, felt 

the pressure to find ways in making profits 

and finding a source of income to make the 

museum financially self-sufficient.

I think this mindset is still dominant today. The 

positive side to this is that people will look at 

it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think 

that the arts and culture industry is worth 

cultivating, leading to a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the arts, along with more investments and a 

bigger space for us to do more. So artists can 

now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do what they’ve 

always wanted to do.

But there is a down side to such an attitude. 

Any development that is motivated by 

economic interest tends to be flawed, whether 

it is culture, health, food and beverage, 

real estate, even the economy as a whole. 

Economic motivation often results in a fad, 

and people lose their interest once the fad is 

over. When that happens, the lifespan of an 

important project that is meant to develop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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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 term will be cut short simply because 

of a change in people’s tastes.

Q: What is the level of acceptance of the 

Society towards Culture and Art?

A: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towards their own cultures, 

particularly in finding their roots. With an 

increase in interest comes passion. However, 

we need technical skills and systems to sustain 

that passion.

Moreover, a lot of such interests stem 

from a sense of nostalgia. Nostalgia is a 

pleasant feeling, yet it could also become 

还有文化来配合充实富裕的景象。那

时也正逢亚洲崛起初期，大家都开始

看好亚洲，连经济工业的蓬勃也有了

文化解说，如儒家思想怎么带动东亚

经济，世界宗教哲学始祖来自亚洲文

明古国，重新抬高我国各族祖宗文化

的地位。因此文化方面向亚洲看齐是

理所当然的。那也是新加坡美术馆及

亚洲文明博物馆开办的背景。

但近十几二十年来开始有个想

法：艺术就是经济，艺术可以带动经

济。这应该是2000年之际创意经济

带动出来的概念。那时候中港台及宝

莱坞的电影巨匠一再证明了文化产品

也可以成为商机。我本人在重建国家

博物馆的时候，也感受到这种压力，

常考量到如何制造营利的机缘，为

博物馆制造自力更生的经济泉源。

我觉得这个概念至今还是很强

势。它好的一面就是，大家看在经济

面上，会觉得文化艺术领域还是值

得开拓的。在这个前提下，对艺术的

关注度提高了，投资更多了，空间更大

了，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所以艺术工

作者就可以趁势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想

做的东西做出来。

但是这种观念当然也充满了隐藏

着的局限。凡是由金钱利益带动的发

展，无论是文化，或保健，或饮食，或

地产，甚至经济，都有弊病的。最明显

的就是这种原动力常造成短暂的潮

流，一旦过时了，人的兴趣就会因而

消失，明明是必须长远经营的盛事因

为人的口味改变而夭折。

问：社会民间对文化艺术的接

受度？

答：整个社会民间如今对自己的

文化，尤其是寻根方面，兴趣度是大

大提高了。兴趣提高了之后，热情也

跟着来。可是，要把五分钟的热度持

续成三十分钟、一小时，甚至是永远，

客观来说，我们还需要一些技术，怎

么从技术方面、系统方面，把这个热

忱延续下去。

而且，大家对这方面的兴趣，似

乎更多在于缅怀、怀旧。怀旧是一种

很好的感觉，却也容易变成忧郁。忧

郁跟悲情其实有差。悲情是有历史

观在里面的。忧郁更多是看不开的

情绪。所以，不该总是沉湎在这种忧

郁的情绪里面。

问：新加坡是否已经摆脱“文化

沙漠”的称号？

答：	仙人掌已经出现了，还很多。

可是要等仙人掌开花，需要耐心。仙

人掌适应了长期缺水、极端气温的

环境，才能长在沙漠上，久久才开一

次花。如果想把沙漠变成绿洲，那是

不是执著地去找水源来灌溉？是揠

苗助长，还是顺其自然地让它摸索，

成长，成熟更好？硬要把沙漠变绿

洲，是不是反而可能对环境造成更

大的破坏？

melancholy.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melancholic and being sentimental. 

Sentiments come with a sense of history, 

whereas melancholy is more about pent-

up feelings. We  shouldn’t always stay in 

melancholy.

Q: Has Singapore Shed its Image as “a Cultural 

Desert”?

A: There are cacti in the desert now, quite 

many in fact. But we need patience to wait 

for cacti to boom. Cacti are adapted to 

a dehydrated environment with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bloom only once in a long 

time. To turn the desert into an oasis, does 

that mean we should relentlessly find water 

to irrigate it? Should we accelerate its growth 

by pulling up the shoots? Or maybe we can let 

it grow and mature organically? Wouldn’t it 

be more detrimental to the environment if we 

insist single-mindedly on turning the desert 

into an oasi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interview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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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隔世隔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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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遗作，隔世隔空对话

国家美术馆落成，让张夏帏感

触最深的是，终于有了这么

一个空间，让已故中国艺术大师吴冠

中与新加坡画家画作隔空隔世对话

与交流，使大师生前与新加坡结下

的渊源或者曾经擦肩的缘分，得以在

他离世后继续深化延续。

国家美术馆除了永久展厅“新加

坡展厅”和“东南亚展厅”分别展出

新加坡和东南亚从19世纪至今总共

上千幅画作之外，还举办开幕两大特

展，分别是《吴冠中：大美无垠》与	

《蔡逸溪：雨后》，展现吴冠中和本

地画家蔡逸溪在融合中西艺术的创新

实践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张夏帏	

正是这两场开幕特展的策展顾问。

1999年文化奖得主蔡逸溪（1947

年—2008年），是本地新生代水墨画

家，师承海派大师范昌乾，后赴澳大

利亚考取艺术硕士学位，擅长以本土

题材入画，力求结合东方水墨形式与

西方创作基础。张夏帏指出，蔡逸溪

所处的年代虽比吴冠中迟了几十年，

但无论是所受的训练或追求的中西

合璧创新理念，都与吴冠中“水墨现

代化”的方向一脉相承。

至今没有任何记载显示这两位

风格相近的画家在生前曾有过任何

实质上的接触交集。不过张夏帏指

出，其实早在1988年，当吴冠中到新

加坡办了关键的第一场海外个展，蔡

逸溪也在同一年办了自己的处女个

展。那一年在新加坡擦肩而过的遗

憾，28年后，终于在国家美术馆弥补

了；而蔡逸溪的展览空间就正对着

吴冠中展厅，两位“相逢恨晚”的画

家遥相呼应。

对此，协助策展的张夏帏感叹：	

“我们现在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让

两位画家和他们的作品相互参照和

对话，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格外值得兴奋和欣慰。美术是相通

的，不同作品和画家各有相通之处，

又各有其特质。两位画家虽都已不在

世，但看画的人现在有机会直接地对

比参照，成就了一场画家、画作、观众

之间隔空隔世的对话。”

不过，这也延伸出他至今的遗憾

和思考：如果国家美术馆提早几年

设立，吴冠中与新加坡的渊源是否能	

“比想象中更接近”？

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的吴

冠中，对新加坡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情

缘。他在1988年2月应国家博物馆及

南洋美专之邀来新举行第一次海外

Teo Han Wue:

W ith the opening of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Teo Han Wue is glad that 

there is finally a platform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for a dialogue between the 

late Chinese artist Wu Guanzhong and the 

Singapore artists and their works.

There are two special exhibitions in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 “Wu Guanzhong – Beauty 

Beyond Form” and “Chua Ek Kay -After 

the Rain”, featuring the paintings of Wu, 

as well as Singapore artist Chua Ek Kay 

respectively. The exhibitions are a showcase 

of their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traditions through 

their innovative practice. 

Chua Ek Kay (1947 - 2008) was one of 

Singapore’s new generation artists whose 

张夏帏：

The Legacy of the Grandmasters 
- A Dialogue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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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and pursuit of east-meets-west 

style of painting bears an uncanny similarity 

to Wu’s “modern water and ink painting”. To 

date, there i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he 

two artists of such similar styles had ever met 

or crossed paths. But Teo said, “We can now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ir works in the same 

space and let the paintings ‘talk’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move in itself, 

which we should be excited and glad about. 

Art is interlinked. Different art and artists may 

share common traits while retaining their own 

unique styles. The two artists may have passed 

away, but the audience can now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ir paintings, creati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 painters, their paintings and the 

audience – a dialogue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

Wu has always had a special affinity with 

Singapore. In 2008, the 89 year-old artist 

shocked the Singapore and China art 

community when he donated 113 of his 

paintings to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of 

Singapore. That was the artist’s largest 

donation of his personal collection. He said 

to the media at that time, “Throughout my 

life, I have tried very hard to find the common 

sentiments shared by all mankind. Singapore 

is nearer to me, so it is sentimentally closer.” 

With the setting up of the permanent Wu 

Guanzhong Exhibition Hall in the magnificent 

gallery ,Teo hopes that the Singapore National 

Gallery should know how to do its best to be 

the custodian of Wu Guanzhong’s legacy so 

as not to let him down.

On the gallery’s two main exhibitions featuring 

Singapore and Southeast Asia collections, 

Teo said that the curation of art pieces had 

caused some controversies within th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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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展，此后不止多次在本地办展，足

迹也遍及东京、首尔、伦敦、巴黎等

全球各大城市。2008年，89岁的吴冠

中将个人的113幅画作捐赠给新加坡

美术馆，是当时他个人数量最大的一

批艺术捐献，在新中两地引起哗然。

他当时受访时向媒体留下这么一句

话：“我一辈子努力的就是希望找到

人类共同的感情；新加坡离我很近，

所以感情近了些”。

投入美术文史研究多年的张夏

帏指出，吴冠中一生致力实现的就

是“油画民族化、水墨现代化”的理

念。而他所认可的中西结合的特质，

在与他同代的本地先驱画家身上是

充分显现的：“例如刘抗、陈文希、钟

泗滨、张荔英，都是代表人物；其中，

陈文希与钟泗滨两位尤其精于油画

和水墨，并两边交替创作，犹如吴冠

中所说的‘水陆兼程’的绘画道路。”

让张夏帏深感遗憾的是，吴冠中

生前多次到访新加坡，却因为过去没

有相应的展览空间，他似乎从未有

机会进一步接触与认识新加坡这些

先驱画家及画作。“如果，早几年前

也能有像今天国家美术馆这样的空

间，集中展出19世纪至当代的本地

美术作品，吴冠中必定会到此参观，

就能与本地艺术家更加惺惺相惜，与

新加坡在情感上更为接近。”

而今，随着吴冠中展厅永久落户

于雄伟壮观的国家美术馆内，张夏帏

期待国家美术馆能思考应该怎么做，

才能做好吴冠中珍贵遗产的看守者，

不负大师的托付。

能走多远， 
取决于“Cultural Literacy”

谈到两大常驻展“新加坡展”和	

“东南亚展”，张夏帏提到，作品的

筛选引起了本地美术圈的一些争议，

不少人指展出的作品未必就是最佳或

是最具代表性的，仍有大量遗珠。但

是张夏帏认为国家美术馆策划的是

主题展，而非作品展，难免以主题而

非个别作品的代表性或艺术水平作

为筛选原则。“例如新加坡展定名为	

‘Siapa	Nama	Kamu’（马来语，意

即“贵姓大名？”），通过美术作品探

讨新加坡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身份认同

的课题。那自然只有符合这个历史框

架、能配合历史叙述的作品，才能被

选上，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他也肯定东南亚展《在宣言与梦

想之间》很认真地以不同的主题、内

容、思想意识如民族主义、独立斗

争等等来整理和规划横跨整个区域

不同国家的无数作品。“从政府有意

识地要充当‘中心’（Hub）的视角来

看，如果说是很系统化地让人集中

一处看尽东南亚作品，那新加坡确

实做到了。”

只是，张夏帏也认同，要真正做

到“东南亚艺术之都”，单靠硬件、

组织、经济条件，是不足以支撑的。

“终究要回归到一个关键点：我

们整个社会的‘cultural	literacy’（文

化认知），究竟有多深厚。”

张夏帏一针见血地提出质疑：	

“要做东南亚文化艺术之都，我们对

东南亚的了解有多深？我们能真正通

晓东南亚语言的人究竟有多少？别的

不说，光是马来语，我们的‘国语’，

真正有研究的人都没几个，要怎么扛

起东南亚大旗？”

art community. However, he noted that the 

gallery had planned for a themed exhibition 

rather than a showcase of individual works, 

so it was inevitable that it would curate pieces 

according to its themes, instead of selecting 

works according to their representativeness 

or artistic merits. He acknowledges the 

serious efforts put into the Southeast Asia 

gallery’s “Between Declarations and Dreams” 

exhibition, which includes a large collection 

of art pieces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covering various themes, content, and 

ideologies, such as nationalism and struggles 

for independence. “Going by the government’s 

objective of creating a hub, Singapore has 

achieved its goal of offering a centralized 

showcase of Southeast Asia arts,” said Teo.

How far can Singapore go depends 
on its Cultural Literacy

Teo agrees that, to become the “Arts Hub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cannot rely on 

mere hardware, organisation and economic 

capability. “It all depends on our society’s 

cultural literacy level.”

“To become the arts hub of Southeast Asia, we 

have to first ask ourselves, 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Southeast Asia? How many of us 

speak the languages of Southeast Asia? Take 

the Malay language, our national language, for 

example, how many of us have even studied 

the language? How can we then claim to 

represent Southeast Asia?”

On the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Southeast 

Asia, Teo, too, attributed the problem to the 

country’s adop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the main language medium. He said, “When 

we use English as the main languag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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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ans tend to forget the limitations of 

being overly reliant on English. Singaporeans 

communicate in English in every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they visit, believing that it could 

get them anywhere, without realizing what 

they are missing.” His view echoes that of Lee 

Chor Lin, who cited the adoption of English 

as the common language as the cause for 

many problems.

“ Cultural issues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deeper issue about language. They cannot 

be solved by technical skills or translators,” 

he said. Resources and budgets have to be 

allocated to find talents who are not only able 

to translate well, but also able to conduct in-

depth research on the artists, their works and 

history. Only then can we present the works 

in their original spirit and sett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there is an awareness and determination to 

do it.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If 

one finds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do it at the 

policy level, then the right budget will have 

to be allocated and we have to find the right 

talents to do the job.”

Rootedness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imilate Cultures

Room for our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very much curtailed by the belief that 

English is all important. It is on the other hand 

further shackled by our social structure with 

its unshakeable racial categorisation.

Teo said, “This has become our perennial 

problem. We want to build our national 

identity. Yet we want each race to have a 

fair representation, and with English as our 

而对东南亚认识匮乏的现象，

追溯症结源头，无独有偶，他也同样

指向了“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社会

体制”。

“以英语为主要用语，让新加坡

很容易忽略了单单用英文不足的问

题。新加坡人到了东南亚任何一个

国家，都是以英语与人沟通，自以为

单用英语就可以通行无阻，其实是对

自己错过了什么毫无所知。”这一点，

跟李楚琳口中的“英语为共同语留下

的后遗症”竟是不谋而合。

张夏帏出生于马来西亚，曾在	

《海峡时报》任职多年，之后担任私

人画廊馆长，而今投入美术史研究，

擅长用中英双语发表文章，也兼通

马来语，是名副其实的多语人才。对

于语言与文化素养息息相关的联系，

语言可以如何推动或阻碍文化素养

的建设，他有着实际的感悟和体会。

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在新加坡办

过一场印度尼西亚画展，其中一幅

画作主题是印度经典《罗摩衍那》

（Ramayana）里的罗刹魔王罗波

那（Ravana），印尼语原题是“Aing	

Dasamuka”。”Dasamuka”指的

是“十张面孔”；而“Aing”是西爪

哇方言巽他(Sunda)语，表面意义是	

“我”，可是这个“我”却是十足跋扈

霸气的。身为画展主办者，他考究了

原题含义决定保留。如果当初选择舍

弃原来的巽他语题目，只展示英译题

目：“I，the	Ten-faced	One.”（“我，

十面妖魔”）——字面意义虽没错，

原有的韵味却荡然无存。

他再谈到我国早期画家如刘抗、

陈文希、钟泗滨、蔡名智等人，大多

都是以中文思维进行创作，画作题

目最初全是中文。但是在新加坡以

英文为主的作业体制中，中文题经

常“在辗转的过程中不见了”，只剩

下一个英译题目。更糟的是，什么时

候又觉得有必要用上中文题，就干脆

从英译题再译出一个中译题目来，而

不是考究作品的原题。题目也是创作

的一环，却因为我国极其特殊的“单

语”作业模式而一再被忽略，这让张

夏帏饱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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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官方所办的画展

出版的画册，一般也都只有英文，或

者只提供很简化的一页中文说明。

反讽的是，这几位前辈画家当中有好

几位还是完全不懂英语的。“画展如

果在英国举办，画册弄出来全是英

文，那自然没话说。可现在是在新加

坡办展，就是他们以中文创作的原

在地啊。”

他倒是看到一些民间私人画廊

办的画展，认识到市场的需求，画册

都以两三种语言出版；在这方面民

间私人画廊往往做得比官方艺术馆

更全面。

这些现象除了反映对创作者和作

品有失尊重，还隐藏着更深层的象征

性问题：“把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全

降级了。”而就我国四大官方语言来

看，“把中文世界遇到的现实困境，再

乘以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世界，受影响

的范围就是加倍扩大。”

他说，这失衡的现象近年来虽有

所改善，可是背后有着很复杂且深刻

的体制问题，已经不纯粹只是个翻

译问题了。“文化问题攸关的是更深

层的语言问题，不是表面上靠技术

或者翻译人才就解决得了的。”必得

调动资源，拨出预算，寻找人才，做

好不只翻译、而是对画

家画作美术史文献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考证，才

足以还原并展示画作本

题，才足以还原画家以

原来的创作语言展现的

精神面貌。

“问题核心终究回

归到意识，有没有意识

和决心去做。若是有意

愿，哪怕预算不足、人才

难找，也都可以解决。如

果政策上觉得这是必须

做的，那预算就得到位，

人才就得去找。”

common language. We land up in a straight 

jacket with unnecessary restraints. 

This is the political reality in Singapore, 

resulting in different mindset and different 

prioritisation among the  adminstration and 

the cultural circle. Citing a common saying in 

the cultural circle ,, ”Singapore needs more 

Kuo Pao Kuns.”

“There’s something about rootedness. Kuo 

Pao Kun is a symbol of cross-culture. He 

was willing to learn and do many things. He 

was accommodative and would try to blend 

multicultural elements together in his work. 

More importantly, he was very clear about 

his Chinese cultural roots. His rootedness had 

enabled him to decide what to give and what 

to take in his pursuits ”

Coming back to the topic of the local art 

scene, Teo said that our pioneer artists had 

long demonstrated the spirit of intergration. 

Chen Wen Hsi and Cheong Soo Pieng did not 

know English, yet they were eager to study 

western arts. They learned western painting 

through the “visual language”, and after 

consummation they developed their own style. 

“Why were they able to digest what they had 

learned? That’s because of their rootedness. 

When you are rooted to a strong foundation, 

you will be able to absorb anything.”

2009年，张夏帏（右一）到吴冠中（右二）北京方庄寓所拜访大师。左一左二为本地艺术收藏家许少全及摄影家蔡斯民。

有了“根植”（rootedness）
基础，方能海纳百川

我国多元文化发展的空间，一方

面因为“严重迷信英语是万能的”而

受到压缩；另一方面也非常吊诡地

反而被所谓的华、巫、印、欧亚四大

种族不可动摇的社会结构所牵制。

张夏帏一语道破：“这是个挥之

不去的问题：新加坡要塑造‘国族’

的身份认同，在英语为共同语的框

架下，各种族必须有平等的代表性，

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这也无形中犹

如紧箍咒，自我设下很多不必要的额

外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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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加坡面临的政治现实

（political	reality），造成行政单位与

文化界有着不同的思维与焦虑。但是

他引述文化圈一个普遍的说法：要为

这个政治现实解套，“新加坡需要有

更多郭宝崑”。

“重点是，我们需要的究竟是郭

宝崑的哪些特质？There’s	some-

thing	about	rootedness。郭宝崑是

个跨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什么都去

学、去做，有很大的包容性，把多元

种族多元文化的人都融合进来。但重

要的是，他很清楚自己根植于中华文

化；根植于这个基础，就让他知道在

这个区域里应该怎么取舍。”

回望美术圈，他说，其实这种精

神很早就在先驱艺术家身上体现了。

陈文希钟泗滨，英语完全不通，可是

积极学西洋画，用视觉语言	(visual	

language)	吸收西洋画风，消化之

后形塑了自己的风格。“他们用什么

样的‘胃’去消化？这就是所谓的	

rootedness。你要根植于一个强大的

基础，那你什么都可以吸收。”

张夏帏尤其尊崇南洋美专创办人

林学大，在中国出生，1938年来新创

办南洋美专，以中文授课，却坚持推

动西式美术教育，心愿是兼通中西、

面向区域，要引领新马建立独具热带

情调、多元文化特质的“南洋美术”

风格，故也誉为“南洋美术之父”。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愿景，到今

天还有时效性，可以想象在当年有多

了不起！如果不了解林学大，就会很

容易狭隘地把他归类为‘华族艺术

家’(put	him	in	a	pigeon	hole)。不！

他是‘新加坡艺术家’！而早在1930

年代，新加坡的社会就有了这么一种

开放意识，就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

这么一个人（Singapore	was	ready	

for	him!）。”

“可是，近百年前就展现的如此

胸襟和精神，如今为何反而没有了？

我们在思想上、软件上、意识上，人

文觉醒方面，究竟失去了什么？”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Teo expressed his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or 

Lim Hak Tai, founder of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NAFA). Born in China, Lim came 

to Singapore in 1938 to establish NAFA. He 

taught in Chinese but was determined to 

promote western art education. His hope was 

to be proficient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with eyes set on the region. He wanted to 

spearhea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nyang 

(Southeast Asia)-style of painting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s a result, he was also known 

as “The Father of Nanyang Art”. 

“Lim’s vision in the 1930s is still relevant today. 

This goes to show how far-sighted our artists 

were in those days! If we didn’t know Lim Hak 

Tai well, it would be simple to just put him in 

a pigeon hole and call him a Chinese artist. 

But no! He is a Singaporean artist! Singapore 

was already open-minded back then and was 

ready for artists like him!

“Why is it that we could have such an open 

mind a century ago but not today? What have 

we lost in terms of our mindset, software and 

awareness along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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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冠中一生致力实现的就是“油画民
族化、水墨现代化”的理念。而他所认可
的中西结合的特质，在与他同代的本地
先驱画家身上是充分显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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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与艺术传播

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席卷欧洲大

陆，涌现如达芬奇、拉斐尔、米开

朗基兰等大量真正的艺术大师；他们在古

代希腊、罗马伟大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绚

丽多彩的新油画和新雕塑，把欧洲艺术推

上新的高峰，为十七世纪之后的古典派、浪

漫派、印象派、写实派、野兽派、立体派、抽

象派、现代派的出现，提供了艺术的依据。

反观中国的艺术，从三千年前的殷周青铜

器、二千年前秦皇朝的兵马俑雕塑、魏晋以

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始于南北朝的

敦煌壁画、唐代的青州石雕、宋代以来的

泥塑和山水墨画，一脉相承，自成系统，辉

煌灿烂。晚清后停滞不前，无以为继，直到

上世纪辛亥（1911）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出

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国外特别是欧洲、苏

联、日本吸取新的养料，绘画和雕塑才开始

有了新生命和新面貌。

	对艺术创造的关注和爱好，是不分地域

和民族的。艺术的大敌是野蛮（如欧洲黑暗

时代）、政治“正确”（如中国文化革命）、战

争破坏（如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内战）。	

但是，历代被保护下来的艺术品也是不计

其数的，从最初的流落民间、私人收藏、机

构收藏、家族收藏、演变为王室收藏，博物

馆、美术馆收藏。美术馆以收藏绘画和雕

塑作品为己任，也是美术从独乐乐（少数

人）走向众乐乐（普及化）的过程。所以说，

美术馆不仅是艺术的殿堂，也是传播艺术

的百花园。一流的美术馆，必定是文化自信

和艺术积淀的产物。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

认知歧异，自信不足，缺少可圈可点的美术

美体现人类全部最美好的东西，美术就是寻求这种美。

                                                                                                                        ——罗丹
“

“
╱	文		:   雨    石

伦勃朗划时代巨构：《夜巡》。画作的背景是白天，时人不明画家的艺术手法，还以为是晚上呢！这幅油画珍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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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北京、台北不是都有蜚声国际的

故宫博物院吗？开罗有世界一流的

埃及博物馆，伦敦更有举世闻名的大

英博物馆，但皆以陈列文物为主。北

京有一座中国美术馆，经常作为一般

性画展用途，艺术传播的意义不大。

见证美术史的发展轨迹

	我参观过弗罗伦萨的乌菲兹美

术馆（Uffizi	Gallery)，巴黎卢浮宫

（Louvre)	和奥塞美术馆（Orsay)，

伦敦国家画廊.	(National	Gallery)、

马德里的帕拉多美术馆（Prado)、俄

罗斯的埃尔米特（冬宫）美术馆（The	

Hermitage)、阿姆斯特丹的国立美

术馆（Rijksmuseum)	和梵高美术馆		

(Van	Gogh	Museum)	等。它们各有

各的故事，但无一不是见证过美术

史的发展过程，画派的兴衰更迭，画

家与作品的悲喜剧，从中可以窥见不

同国家和地域的历史光环、文化自

信、审美导向、诗人情怀、艺术硕果、

民族骄傲和社会荣耀	。意大利的乌

菲兹美术馆，始创于公元1581年，

距今四百余年，是一栋长形的古色

古香二层建筑，馆藏丰富，从13世纪

延伸至18世纪。按美术史编年，顺序

陈列在展厅内，即便是寒意料峭的日

子，一早就排起长长人龙，分批打从

美术馆一端进入，挨着展厅逐一浏

览，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像上一堂

美术史课。早期油画主要是为宗教服

务的，描绘耶苏的诞生、成长、信仰、

传教、受难、复活	、宗徒和圣经的故

事等等。由于基督教的无所不在，上

帝高高在上，画面上的人物往往缺乏

个性，表情木然。这种以神权驾驭人

权的主流油画，到了文艺复兴才被打

破。乌菲兹、卢浮宫、伦敦国家画廊、

圣彼得堡冬宫等著名美术馆，收藏和

展示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人物

个性鲜明、情感充沛，风景画也显露

生机，标志着欧洲美术的划时代转

变。文艺复兴也见证许多显赫家族，

从国王到王室成员，以拥有艺术、扶

持艺术为能事。随着文化自信的增

强，美术馆的陆续出现和公开馆藏，

艺术的传播有了飞跃的进步。

如果没有文化的认知和自信，

没有美术馆的存在和提升，很难想

像现代人只须来到阿姆斯特丹的国

立美术馆（去年吸引了约235万到访

者），便能在大厅观赏伦勃朗的名作

《夜巡》。当年射击协会集资委托伦

勃朗绘制民兵群英像，要求画家平均

对待笔下的人物，画家不为所动，按

自己的艺术思想和创作原则呈现一

幅人物主次有别、个性突出、淋漓尽

致的巨幅油画（4.37	x	3.63米）。他

的“我行我素”	激怒了权贵，屡遭打

压，穷困潦倒。但是，生活的不如意，

动摇不了这位艺术巨匠的创造意志。

伦布朗的这幅画悬挂在展厅正面的墙

上，边墙也陈列几幅大小接近、画面

相似的，“如实”画像，充当配角，衬

托伦勃朗跨越时代、地域的不朽传

世之作。“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艺术巨匠的英名永不褪色，历史的反

讽莫过于此！

 美术馆是艺术的守护者

美术馆是艺术的守护者，保存不

同时期的名画和雕塑，不啻是最早

的“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互联互

通，实现了艺术大数据、大传播、大交

流时代。俄罗斯国立普希金美术馆成

了俄国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The	

Wanderers）作品的陈列基地；卢浮

宫简直是十三至十八世纪欧洲名画和

雕塑的宝库，集中了安格尔、维米尔、

达芬奇、德拉克洛瓦、杰里柯等大师

的代表作。欧洲艺术上的融合要比

政治上的融合早了数百年；要欣赏戈

雅的名画，可以造访西班牙马德里帕

拉多美术馆；巴黎奥塞美术馆馆藏的

柯罗、米勒、库尔伯、马纳、莫奈、雷

诺亚、毕沙罗、西西里、德加、塞尚、

苏拉特、梵高、高更、马蒂斯等大师的

名作十分丰富。专题美术馆如阿姆斯

特丹的梵高美术馆，巴黎的毕加索美

术馆、巴塞罗纳米罗美术馆等，叫人

震撼，让人流连！如果不是众多美术

馆的发掘、研究、整理、保存、呈现，

今天我们实在难以体会梵高舍生为

艺，塞尚为何被毕加索尊崇为“抽象

画之父”，高更深入大希地岛吸取艺

术养料的坎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新

加坡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的先后创

建，给与了极大的期待和希望。说人

有我有、附庸风雅、商业考量也好，

说提升形象、推动文化、传播艺术也

罢，终归是一大进步。从新加坡美术

馆到国家美术馆，从对教会校舍的

改造，到对市政厅的改造，从“小康”

到	“大富”，一路走来，足足二十载。

国家美术馆座落在原市政厅（俗称

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内，改造工程

之浩大困难和旷日持久自不待言，大

门口用特殊材料“织成”的银色弧状

悬簾，大厅两处竖起的白色擎顶“铁

树”，设计别致的透亮天台花园，无

不引人入胜。天台上方覆盖形如正

方小池的玻璃屋顶，微风吹皱水面，

别有一番景致和遐想。建筑外观无

论怎么改造，都去不掉殖民地色彩，

但馆内焕然一新，摆脱市政厅的原有

格局，高等法院与主体建筑更是完美

衔接。底层的书坊、小卖部、咖啡馆

和餐饮室安置得体，隔着落地玻璃，

眺望户外绿地，格外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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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体肯定胜于软体

国家美术馆的硬体，不同建筑设

计师自有不同见解，但对门外汉而

言，却只能惊叹、折服。参观美术馆

之后，硬体的感觉肯定胜于软体。从

2004年市政厅的新用途被提出来，

到2015年底国家美术馆的启用，经

历十二年。我们起步晚，又恰逢功利

先行、英化紧随、母语式微、文化失

落的年代，艺术资源相形见绌。纵观

国家美术馆的展品阵容，明显暴露馆

藏贫乏，捉襟见肘的窘境，只有靠扩

大类别、借展、留空方式，弥补不足。

国外著名美术馆的建立，是先有资源

后有馆，而我们是反其道而行的。东

南亚馆许多重要作品是从国外借来

的。新加坡馆展品似有轻重不分、筛

选不严，罗列现象之感。为了面面俱

到，政治“正确”，所作的安排能否

达到预期效果，有待观察。吴冠中与

蔡逸溪，一华一新隔空隔世对话，平

分秋色，风头最健，先驱画家和画作

反倒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

值得反思的是：到底国家美术馆

要呈现怎样的姿态呢？东南亚艺术

之都？我们的艺术从什么时期开始，

有了东南亚的氛围？我们与近邻马

来西亚和印尼，曾经有过密切的接

触，画家许锡勇画过新加坡河的舯

䑭和劳动者，画过马来亚东海岸的浪

涛和渔民，也画过峇厘岛和盛装的舞

蹈演员，本有互联互通，后来渐行渐

远。近邻尚且如此，国人对菲律宾、

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

国的美术，所知更少。到底是东南亚

艺术之都？还是东南亚艺术生意之

都？如果是后者，那我们离美术馆的

真谛更远了。卢浮宫的现身说法是：	

“美术馆是一个小天地，是人类存

在、激情和情感的一面镜子，从中可

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以及生活、思

想、行为的一些方面。”我们的美术

馆，也有这样的理念和目标吗？

艺术总是自下而上的，当年梵高

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用生命换来的

精神产物，因为找不到知音而堆在弟

弟的储藏室，弟弟死后转给弟妇保

管，弟妇逝世后由侄子收藏，后借给

国家展览。斗转星移，被永久陈列在

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成为人类共

享的精神财富。梵高也从一个默默无

闻的后期印象派画家，晋升为举世闻

名的艺术巨匠。梵高美术馆策展人的

专业呈现方式，让观众沿着梵高的足

迹，陪伴他走完一生。你的心完全被

梵高征服了：萦绕在脑海的，不再是

梵高作品的拍卖天价，不再是他的	

“疯子”形家，而是他善良、执着、不

懈探索和不断创造的伟大心灵。他

生长在农村，对土地和农民怀着极

其深厚的感情，矢志不渝，成了他终

其一生的创作驱动力。走出展厅，你

豁然悟到，只要有文化自信伴随，挫

折和绝望也挡不住画家攀登艺术高

峰的脚步，并成就英名，世代传颂。

我们的馆藏须加倍努力

我们具备这样的文化自信吗？	

1992年，本地收藏家刘作筹把毕生

收藏的600件明清古画捐献香港艺术

馆，从此这些宝藏被妥善安置在艺术

馆为他建造的“虚白斋”，空灵清白，

少了人间的铜臭。刘作筹是资深文化

人，1942年住所遭日机轰炸时，他从

火势中抢救现为“虚白斋”镇馆之宝

的石涛巨制《长干风塔图》（2.3	x	0.9

米），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自信，

帮助他决定收藏品的最后归宿。文化

自信的反面是文化无知，唯利是图。

徐悲鸿生前不是留下大批画作在新

加坡吗？如今都到了那儿？我们曾关

注过本地私人藏品的流失问题吗？毕

竟它们也是我国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这次展出的徐悲鸿油画精品仅两幅，

都是在新加坡画的。其一为作于1927

年的《林路画像》，另一为作于1939

年的《放下你的鞭子》，前者是林路

后人捐献的。已故吴冠中捐赠的一

百多幅水墨画，是开馆的重点展品，

可喜可贺。然而，由于长期忽略吴冠

中的油画，以致关键时刻须向北京

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

物馆或私人藏家伸手。我们自己的馆

藏呢？看来国家美术馆在这方面仍须

加倍努力。

参观过国家美术馆后，最大的困

惑是：我们到底应如何定位呢？人们

涌向卢浮宫，为了一睹达芬奇的《蒙

娜丽莎》，也无法忘怀圣彼得堡冬宫

珍藏的同一画家的名作《哺乳圣母》

和《持花圣母》，以及那里珍藏的提

香画作和米开兰基罗的雕塑《蹲着

的少年》，它们都是很能吸睛的。所

以说，美术馆应重质不重量，重艺不

重政，重传播不重商业。撇开政治	

“正确”，我们是不是应该最大限度

凸显置根本土（唤起历史和现实的记

忆）、媒介丰富（水彩、水墨、油彩、

综合材料）、自成一派（“南洋风”）、	

经过时间考验（近百年）的大批先

驱画家及其作品。我们必须在艺术

正确与政治“正确”之间有所取舍：

艺术是沉淀的、宽广的、包容的、启

迪的，权术是浮面的、狭窄的、排斥

的、唯利的。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曾经

是命运共同体，我们与印尼一直有着

特殊得依存关系，以此为基础，再向

外辐射，“南洋风”的天地难道不够

辽阔，不足在东南亚乃至世界艺林占

有一席之地吗？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图为热播韩剧《太阳的后裔》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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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文化推动经济

文化艺术可以推动经济

本地剧场工作者、现任官委议员郭庆亮

在今年财政预算案辩论中，指出预算案“只

字未提艺术”。他认为预算案要通过进取

精神与创新促进经济，“而艺术恰恰最能

够激发创意、鼓励创新”，因此“问题是急

切的”。

在这个全球经济面对各种各样转型需要

的时代，很多国家的预算案都着重在刺激经

济与消费、协助企业转型、帮助就业等等实

际而直接的目标。把文化艺术和经济挂钩，

认为两者有关联甚至能起到互补作用，是需

要一番论证的。

长期以来，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在谈论

经济发展时，很少将文化艺术视为推动因素

之一。不过如果仔细审视1990年代的“韩流

现象”，以及更早些的日本软实力现象，就

可以明白，文化艺术在推动国家经济方面，

可以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韩国的例子尤其非常经典。韩国总统

金泳三在1994年根据一份总统顾问委员

会的报告，决定支持和资助韩国文化与传

媒产业，打造成国家战略出口产业，并且设

立专门部门推动其事，这在当时好莱坞电

影占据八成市场份额的韩国，是充满挑战

的企图。

╱	文		:  陈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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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代，韩国官方有保护本国

电影在电影院放映天数的配额制，文

化部和经济部长期对此相持不下，文

化部坚持要保留配额，经济部着眼于

竞争力与对外谈判筹码等原因，希望

取消或降低配额。1999年，韩国为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开放电影业，甚

至引发电影圈强烈的示威抗议，最终

政府屈服于民意，继续采取配额制。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一保护制

度并没有造成韩国电影业者失去竞争

力或耽溺于少竞争的环境，反而是在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大财阀退

出电影圈之后，独立电影业者纷纷崛

起抢滩，打破大财阀模仿好莱坞式的

制作方式，一时间出现百花齐放的壮

观景象，终于很快完成百溪竞奔、汇

成韩流的时代篇章。

今天韩国的影艺产业早已全面多

元化，英国著名顾问公司牛津经济

几年前一份报告显示，韩国电影电

视产业在2011年直接创造约89亿新

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相等于

0.7%，直接创造67000多个工作职

位，交税金额超过44亿新元。把视

线拉开来看，全球娱乐产业目前估计

总产值超过两万亿美元，相等于整

个巴西的GDP。其中以美国占最大份

额，约三成。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文化相关活

动不但可以创造产值，而且可以成为

经济体的重要支柱之一，像韩国影艺

产业产值就超过该国的精密工业。

文化艺术创作是心灵的活动   

当然，影艺只是文化定义的一小

部分，其中还可以细分。而文化作为

一种蓬勃发展带动经济的产业现象，

在韩国之前已经存在美国、日本和香

港等我们熟悉的许多经济体。早在

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

力”概念之前，这些经济体或国家，

已经通过大众化的影艺、体育、书籍、

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影响力，为自己创

造价值，也达到一定的经济输出效

益。急起直追的中国在过去几年，积

极开拓本身的文化与人力资源，例如

杭州致力培育大量动漫影视人才，发

展成动漫基地，创作更多影视娱乐作

品，就是产业化的一种努力。

至于被称为无烟囱工业的旅游

业，其背后更涉及文化资源的保育和

开拓。有传统及文化资产的地方，莫

不用心加以整理，透过宣传成为旅游

资本；缺乏这些东西的地方，则以建

设博物馆、美术馆或其他文化场所，

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很多

国家投入资源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却

对艺术人文的支持缺乏规划，是不了

解两者共生的关系。文化旅游若缺少

当地艺术人文的支撑，游客看不到创

意，是很难持久的。

种种事实都显示，文化成为经济

发展的一环，已经越来越受重视。因

此，如何善用资源（无论是人文还是

自然）创造经济条件，成为越来越多

国家政府积极探讨的事项。

将文化产业化或商品化，曾经

是欧洲知识界一些人极力批判的现

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最近新加坡国

家美术馆设立后，也有论者提醒勿

让时尚模糊艺术的界限,。文化艺术

的创作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心灵活

动，不但涉及人类的智力表达，也呈

现灵性的光辉。但自古以来，文化艺

术与商业或市场活动也无法完全切

割。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和中国戏剧

祖师爷关汉卿都是成功的剧作家，

题材广泛、内容扣人心弦，更紧贴当

时市场观众的口味。其他如各个时

代的画家、雕塑家、文学家，也都不

乏懂得兼顾艺术性与市场的。以当

代来说，金庸作品受到广泛肯定，而

他正是成功的企业家。

唯一差别是，这年代将文化艺术

产业化是国家有意识的行为，其目的

是达到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其

手段则是有意识的培育年轻一代掌

握文化艺术能力。

然而要达到足以推动经济的地

步，社会整体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就很

关键。文化水平不仅关系到创作者的

数量和作品的成就，也与受众人数是

否足够支持一个市场有关。因此很多

国家透过大学和专科教育，培养艺术

人才与鉴赏能力。但对艺术文化工作

者来说，除了作为基本市场的当地社

会规模够不够大，更重要的问题是所

处环境开放与否。

开放与自由是文化艺术发展的
重要条件 

	开放与自由是文化艺术发展最重

要的条件，一个社会的文化艺术要稳

定持续出现较好的作品，不仅创作者

必须自由，受众也必须自由。如果创

作者必须经常瞻前顾后，审视社会的

诸般禁忌，就不可能出现好作品。受

众如果在鉴赏艺术与文化果实的当

儿，必须思考作品是否越界、能不能

毫无忌惮加以赞赏或批评、会不会引

起不良后果？那就不可能与作品和创

作者产生充分而完全的心灵交流。这

样的社会大概会生产出基本的文化

艺术成品，还有少量有水准的创作，

却很难有大师级的作品出现。

韩流的成功在于国家已经走出朴

正熙的威权统治，创作题材与形式没

有禁忌。而数十年称霸世界的好莱坞

更不用说。虽然不少人批评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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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欧陆电影，但好莱坞的经典作

品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甚至中文电

影大师李安的作品也只能孕育在那

样的环境里。

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单纯是

能不能创作出什么作品的问题，更远

不止是作为经济生产元素那么简单。

它有更深刻的内涵值得了解。

作为心灵与心智活动的结晶，文

化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

记录一个社群中人类的生活与历史，

也积累成厚度、深广度不一的活动

成果。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厚度和

广度，会影响社群的思维意识，进而

在某个程度上决定他们看待事物、看

待生命的维度，更进而影响他们面对

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变迁时的应对态

度与接受能力。

已故经济史家葛瑞里．克拉克	

（Gregory	Clark）的名著《告别施

舍》（A	Farewell	to	Alms）提出一个

很有意思的研究：工业革命为什么

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原因是

英国社会在那之前经历了500年的安

稳与富裕，社会富裕阶层沉淀下来，

较富裕者一代代向下满溢到社会底

层，把有关资本主义、文化教养等价

值观渗透弥漫到整个社会。于是当经

济结构面对技术剧变，蒸汽机等新发

明带来冲击时，英国人迅速适应了变

迁，并且很快创造出新的经济成果。

与此相反，几乎差不多时候，蒸

汽机也被引进印度，但印度工人的生

产力与效率远远不及英国工人，因此

虽然他们的工资低于英国工人，经济

效益却是英国更好。克拉克于是得出

结论，认为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

原因，不是地理位置、生物性特征（人

种、性别）或民主政治架构、法律制

度、私有产权等等，而是文化。印度工

人的生产力不如英国工人，凸显的意

义是人和其背后的文化决定生产力，

而不是机器。

换言之，深沉的精神文化和心理

素质，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按现在的话来说，克拉克的结论

非常政治不正确。但他的研究之所

以隽永，正在于其坦诚面对问题。他

说富者愈富，是因为富人能够推动有

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发展，贫者愈

贫，则因为穷人做不到这点。这是社

会达尔文主义，文化积累越厚越丰富

的社会或阶层人群，越有能力应付变

局，走进新时代。

从这里可以进一步衍生，中国古

训“富不过三代”所彰显的教训，乃

艺术文化会影响经济，表面的影响是产品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例
如韩国和美国影艺创作。但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对一个社群所产生的
潜移默化效果，艺术文化能锻炼社会人群的意志与思维，应对巨变
的时代。经济史家研究认为，蒸汽机在英国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印度却达不到效果，正是因为背后的文化差异。

是财富或经济积累本身不足以长久，

特别是在世局出现大变迁的过程中，

只有文化积累所焕发的精神与心理

意志力，可以带领一个群体面对新的

挑战，勇于适应新环境。

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相

信，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和一个国家

人民的文化素质息息相关。除了知

识文化的涵养，也包括文化积累所展

现的人格特质，勤奋、好学、克制、自

发、勇气，诸如此类的人格特质在很

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表

现。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到傅高义的《日本第一》，都

在阐述这方面的关联性。

各种各样的艺术人文教育，正是

涵养文化深入个人乃至社会精神底

层的手段，随着时间推移，它会积淀

成社会潜意识，种瓜得瓜，如果涵养

的是刻苦积极勤奋，社会面对经济

政治乃至自然巨变，必能以刻苦积极

勤奋应对之。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涵

养需要开放自由的土壤，而不仅仅是

资金的帮助，管制闭锁，禁忌太多，只

能收割一整个平庸的时代。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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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摄影家沈绮颖蜚声国际

新加坡女性权威杂志《她的世界》

（Her		World）在2014年颁给她年

度年轻女性成就奖时，国际顶尖纪实摄影

师埃德•卡希（Ed	Kashi）称她为“一个了不

起的摄影师，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一个非常

好的人，专注于争议性叙事。”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

只见她右手掌裹着纱布，以左手与人相握。

	2015年5月31日她为法国《世界报》所

托，到中朝边境的图们经济开发区做采访

时，坐在汽车里朝一群朝鲜女工拍了几张照

片，惹起她们强烈的反应，粗暴地抢夺她的

相机，导致她右手大拇指的韧带被撕裂，右

臂骨头和神经也受损伤。在警察派出所里，

她在威迫下签署了“和解意向书”，保证不

起诉后才得以飞回北京。

╱	文		:  林清如

以关注社会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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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她第一次遭受如此蛮横

的待遇。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公正的纪

实摄影师，沈绮颖多年来深入社会底

层猎取深具争议性课题的镜头，她因

此曾经被跟踪、喊话、威胁、拘禁、甚

至面对流氓的欺凌。然而，这一切并

不足以阻止她坚持自己的意愿，那

天见到她时，看不出她有任何的挫

折感。她乐观开怀，欣然答应找一天

到怡和轩接受采访。

3月11日，沈绮颖应约在怡和轩二

楼现身。在摄影界崭露头角，在生活

中特立独行，但在我们的采访中，沈

绮颖没有丝毫的自命不凡，也没有任

何刻意的装扮；她个子虽小，但形象

质朴明媚，言谈中透出一种超出同龄

人的哲理、智慧、自信和从容。

从小就有的兴趣：摄影与历史

沈绮颖1978年出生，在一个稳步

进入太平盛世的新加坡社会成长。	

13岁那年母亲买回家的一个佳能相

机触动了她的好奇心，使她对摄影

产生了兴趣。还在新加坡女子学校念

书时，她就成为学校的摄影师，常向

本来也喜欢摄影的教务主任请教。	

“为什么我后来有了一种关注社会

的抱负，其实我不知道。家里没有人

信教，爸爸因为爷爷是为了政治而牺

牲，所以对周遭的一切都非常淡漠。

如果一定要找原因，可能就是老师的

影响。我常与教务主任和另一位老

师聊天，渐渐地了解到这个社会其实

有很多不幸的人，我于是常找机会到

处做义工，心里就有一种今后要做一

位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念头。”她的父

母毕业自南洋大学，父亲当时在新加

坡南侨女子中学教书、兼管图书馆，

常常带回诸如《时代周刊》、《国家

地理》等书刊，这些书刊为她打开了

认识世界与人生的窗口。

1996年在国家初级学院毕业后，

沈绮颖到《海峡时报》的摄影组当实

习记者，隔年9月她拿了报馆的奖学

金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

选修历史。她说除了摄影，从小也对

历史有兴趣，“历史就是证据，你要

去档案里面挖东西，将其解读，我喜

欢这样的东西。”上世纪90年代冷战

刚刚结束，沈绮颖对50/60年代的中

国历史有特别兴趣，她的本科与硕

士课程研究的就是那个时期的中国

外交和国内政治，涉及大跃进与中苏

分裂、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缘起。要不

是后来得回报馆履行合约，她说她

或许会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继续

研究中国近代史。多年后被派驻北

京时，她在北京参加了一项由英国伦

敦政治与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办

的夏天课程（Summer	School），读

的也是中国外交研究。

利用假期拍摄女佣的故事

2001年修完硕士课程，沈绮颖

回报馆工作。她没有机会回去摄影

组，因为报馆注重的是文字报道，不

Sim Chi Yin Makes her Mark  
in World Photojournalism 

Nantah’s  (Nanyang University) graduates 

set her on a different path by sending her to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steeped in 

the tradition of English education. When she 

was 13, her mother brought home a Canon 

SLR camera which piqued her interest, thus 

sowing the seed of her passion in photography 

later on. Her school teachers exposed her to 

volunteer work and opened her eyes to the 

plights of the less fortunate in our society. 

Since then, she had actively sought out 

opportunities to volunteer for social welfare, 

fuelled by her desire to a become an individual 

with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elling Domestic Workers’ Stories on 
her Days off

In 1996, Sim interned at The Straits Times’ 

photo desk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Junior College. S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SPH) to 

study history, one of her other passions, at 

I n 2014, when Her World, Singapore’s 

definitive women’s magazine, 

presented Sim Chi Yin the prestigious Young 

Woman Achiever award, Ed Kashi, one of 

the world’s top-notch photojournalists, 

lauded her in his comment as “a remarkable 

photographer, a great journalist, a very good 

person, with a keen eye on controversial 

social stories.” 

Sim was born in 1978 in a Chinese-speaking 

family. Her Chinese-educated parents,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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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视觉报道。在新加坡当了6年记

者，沈绮颖比较关注的是劳工问题，

特别是外劳问题。当时官方是很不喜

欢这类报道，她写的东西报馆压根儿

不用，即使登了也是被改过，有时候

是违背职业操守的改，她因此经常跟

编辑争吵。她一度转去《新报》（The	

New	Paper）工作，写了很多底层社

会的故事，特别是外劳的处境。这些

报道都很具影响力，有些甚至被提

到国会辩论。两年后她要求回去《海

峡时报》的政治组工作，她深感新加

坡人对于文字阅读的抗拒，有些故事

很难用文字打动人心，于是决定用自

己的时间做些图片去报导她想讲的故

事。从2004年到2009年，她利用所

有的假期来往新加坡和印尼之间，

亲自观察与拍录女佣如何从乡间被

带到雅加达的集中营受训，以及来

到新加坡后的生活。她甚至陪伴一个

在新加坡打了九年工的女佣回家，看

她回家后怎么适应，还有乡亲们对她

的反应。她也观察中介如何到农村找	

“新血”，如何与年轻女孩子的家庭

谈条件。她把自己的作品给了联合国

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就出版了以	

《漫漫归途》（The	 Long	 Road	

Home）为题的书，《海峡时报》从中

摘录，登了7版的故事。

走进 VII 图片社（VII  Photo  
Agency）

既然无法如愿做拍摄，沈绮颖要

求外派。从2007年起在中国为《海	

峡时报》写了四年新闻，她写的多篇

特稿都能配以自己拍摄的照片，她

要成为自由摄影师的念头于是日益

强烈。还在做印尼女佣项目时，她认

识也帮忙了来自法国马戈南图片社

（Magnum）的Susan	Meiselas，后

者正想招揽世界各地追求社会公正

的年轻摄影师到纽约受训。她鼓励沈

绮颖走向国际，在她的推荐下，沈绮

颖于2010年夏天在纽约完成了三个

月的课程，期间结识了行内许多人。

可是辞职对她来说是件大事，她当时

已有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对创业又是

全无概念。没想到机缘巧合，来自VII

图片社的Marcus	Bleasdale要到中国

拍摄	，找上了沈绮颖当助手。Marcus	

Bleasdale是国际著名的纪实摄影记

者，他给了沈绮颖很多帮助，教导了

她很多成为一个自由摄影师最基本

的知识。2010年底在纽约受训后，

她终于辞职，改行当自由摄影师，六

个月后VII	图片社开始接受并代理沈

绮颖的作品。

成为自由摄影师后，为什么沈绮

颖决定留在中国工作？她坦言自己	

“对中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	

“留在中国的一个原因，大概从求

学时期就有迹可循。在伦敦求学时

着迷中国近代史，当时我心理上是

很倾向社会主义的，对中国、罗马尼

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等社会主

义国家有学术上的兴趣。”后来发现

原来祖父在中国去世，为中国的革命

而死，也就多了一层留下来的意义。	

她觉得中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她以

《纽约时报》记者的身分证融入民

间，拍摄了许多有关城镇化过程与底

层人物生活的作品，散见于《纽约时

报》(	New	York	Times)、《时代周刊》

（TIME	Magazine）、《新闻周刊》

(Newsweek)、《纽约客人》（New	

Yorker）等国际刊物。

2014年1月英国《摄影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

列她为全球最具才华的30位摄影师

之一，同年她成为VII	图片社的准会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now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September 1997. The Cold War 

had officially ended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ies, and being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Fifties and Sixties, Sim 

chose Chinese politic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of that era as the main focus of her 

studies and master’s thesis.

Upon her graduation in 2001, Sim returned 

hom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and her concern 

for those in the lower rung of society had 

led her to report extensively on the pl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ingapore. Since the 

newspaper had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words than images when it came to news 

reporting, Sim never got her chance to rejoin 

the photo desk and rekindle her love for 

image-making. However, Sim felt that the 

general Singapore readers were resistant 

to words, and some stories would be better 

served by images, which led her to seek out 

stories that she had wanted to tell with her 

camera in her free time. From 2004 to 2009, 

Sim exhausted all her holidays and days off 

on multiple trips to Indonesia, where she 

observed and photographed the stories of 

Indonesia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She 

presented the fruit of her labou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which compiled the work into a book titled 
The Long Road Home in 2011, from which 
The Straits Times selected and published a 
7-page excerpt. 

Acceptance into the VII Photo Agency

In 2007, The Straits Times sent her to China 

as its China correspondent. It was during her 

four years in China that her desire to become 

a freelance photojournalist became stronger. 

While in Indonesia, Sim had already met 

Susan Meiselas from the French Mag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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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interim	member），是第一位被

接受为这个誉满全球的图片社的亚洲

籍摄影师。VII	图片社最初由世界出名

的7位摄影师组成，关注世界各地具

争议性课题，是少有的具实力的图片

社，目前共有19名社员。到了今年7月

沈绮颖就得决定是否要成为正式会

员，那是需要再一个过程与缴费的。

“我首先是人， 
 然后才是摄影师。”

沈绮颖拍摄的《北京鼠族》是

以寄居于见不到阳光的地底层的北

京打工仔为题材，这些打工仔来自中

国各地，他们的汗水筑造了北京的繁

荣，北京却没有他们栖身之地。与其

他任何外国记者相比，沈绮颖曝光

了更多中国城市地下世界的情况，她	

“要纠正人们错误的看法，即这些居

民是肮脏和没有价值的，其实他们充

满勇气，向往更好的生活。”这部系

列作品于2012年起先后在纽约、法

国等地展出。

《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

（Dying	to	Breathe）反映的是中国	

6百万尘肺病患者的困境。尘肺病是

中国首屈一指的职业病，病患者在

职场长期吸入的粉尘在肺内滞留，

最终导致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	

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中国媒体虽

时有报道，致使沈绮颖决心跟踪的

却是2011彭博社所发表的一篇出色

报道。通过文章作者的穿针引线，沈

绮颖赶到陕西的一个乡下找到了何全

贵，他原来是金矿工人，金矿尘粉最

毒的，而中国也是一个产金大国。另

一方面，他算是村长，得了尘肺病后

改行卖水果，他带沈绮颖去采访了其

他尘肺病患者。沈绮颖在他水果店楼

上的小房间住了一个星期，惊奇地发

现何全贵夫妇之间的恩爱，但是他

们与她的交流并不多，她觉得故事缺

乏视觉冲击力，也就暂时先放下。5个

多月后她突然接到何全贵妻子米石秀	

的电话，她在电话中大哭说何全贵快

死了，要求她救救他。沈绮颖立即把

Photos Agency, who stoked Sim’s ideas of 

going freelance when she invited Sim to train 

at Magnum’s New York headquarter. By a 

stroke of luck, Marcus Bleasdale from the VII 

Photo Agency had come to China for a project 

and engaged Sim to be his assistant. Sim had 

picked up a great deal of essential knowledge 

about freelance photojournalism under the 

famed international photojournalist’s tutelage. 

By the summer of 2010, Sim finally made her 

way to New York for her training under Susan 

Meiselas ,thanks to the Magnum Foundation 

fellowship, and subsequently quitted her 

job at the newspaper to become a freelance 

photographer. Six months later, she was 

accepted by the VII Photo’s Mentor Programme, 

with Marcus Bleasdale overseeing her work,  

and the agency representing her work. 

Believing that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waiting 

to be told in China, Sim chooses to be based 

there since going freelance. As a fluent 

Mandarin speaker and a photojournalist 

commission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she 

mingles easily with the Chinese, which enables 

her to document the processes and impacts of 

urbanisation on the people in the lowest rung 

of Chinese society. Her works have appeared 
not only in The New York Times, but also in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like Time Magazine, 
Newsweek and New Yorker. 

“I am first and foremost a human 
being, then a photographer”

One of Sim’s notable works is “China’s Rat 
Tribe”, in which she photographed workers 
who lived in the basements of buildings in 
Beijing,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reflecting their 
social status. The work has been curated as a 
photo exhibition, and has travelled to New 
York and France since 2012. Sim has brought 
the underbelly of modern China to light more 

so than any other foreign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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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情放下，向民间基金“大爱清

尘”要求援助后，就飞到西安去，而	

“大爱清尘”也及时汇了一万元人民

币到医院。她把何全贵安顿在医院，

还在医院陪了他一个星期。后来何全

贵出院了，沈绮颖多次回去探访，他们

当她为家人，邀她住在他们家里，她

目睹何全贵反复在生死线徘徊的辛

酸日子。沈绮颖跟踪了四年，终于把

这故事拍摄与整理出来，由《国家地

理》（国际版）处理后通过多媒体方

式发布了，而腾讯、《纽约时报》、	

BBC都陆续发表或报导。

“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摄影

师。我工作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理

想，为社会公正尽力。拍摄《一个尘

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的时候，除了

Pulitzer	Center	给了两回赞助外，我

的预算就是零，自己出钱，拍到哪算

到哪，也并没有想到拍出来以后要卖

多少钱。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奋斗，

图片社不是摄影师的依靠，它只是帮

忙卖照片，图片社是不赚钱的。但在

图片社，可以和很多有魄力有创意的

人一起合作，这是很难得的。”

《根：一个孙女迟到的追寻》

7、8年前母亲把祖父一张手拿双

镜头照相机的照片给她看，触动了沈

绮颖研究家族历史的念头与决心。二

次世界大战前祖父沈焕盛原是北马

华校校长，兼任左翼报纸《怡保日

报》的主编。日本占领期间他参加抗

日活动，和平后他写文章宣传反对

殖民统治。1948年英政府宣布在马

来亚实行紧急法令，他被扣留后就

遭驱逐出境。到了祖居地广东梅县，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击队，解放前夕

他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到而遭处决。

当年他只有38岁，留下了妻子和五名

孩子在马来亚。

2011年沈绮颖凭着叔父给的一

个地址，到了广东浩上村探访乡亲后

才霍然发现，祖父原来是一位革命

烈士，他的墓地耸立着一座6尺高的

纪念碑，而他们的祖辈都来自梅县，

都是客家人。她下定决心要追寻祖

父的过去，于是她展开了《根：一个

Her “Dying To Breathe” documents the heart-

rending plights of the 6 million Chinese miners 

suffering from silicosis.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is a result of the miners breathing in 

silica dust during the blasting of rocks. The 

built-up particles cause their lungs to harden 

resulting in breathing difficulty and often 

death from suffoc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hooting, Sim went to 

rural areas in Shanxi province to live with 

some of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over 

extended period. She stayed with one of the 

patients, He Quangui for a week, and went on 

to raise money a few months later in order to 

send him for treatment and even stayed with 

him at the hospital. The multimedia visual 

documentary took Sim four years to complete, 

and was picked up by the international edition 

of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It was later 

reported and re-run on China’s Tencent, The 

New York Times and BBC. 

“I am first and foremost a human being, then a 

photographer. I work for social justice and not 

money. Except for the two sponsorships by the 

Pulitzer Centre, ‘Dying To Breathe’ was mostly 

self-funded. I simply let the story led me to 

where I needed to be. I never considered how 

much I would make out of these photos in the 

end. I have always been a one-woman show. 

We can’t and don’t rely on photo agencies for 

a livelihood, they are merely there to help us 

sell the photos,” says Sim.

In January 201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 named her as one of the 30 

emerging photography talent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same year, she became the first 

Asian photographer to be accepted as the 

interim member of the prestigious VII photo 

agency. By July this year, Sim will have to 

decide if she will join VII as its member, a 

decision which will involve some investment 

(like membership fees) on her part.

在中国有很多勇敢的公民社会份子，但在新加坡大家都会说这
个敏感那个敏感。在成熟的社会里，经常是艺术家、作家、摄影师、
制片人等等在推动公民社会。新加坡的气氛是消沉的，很少有纪实
摄影师或艺术家、制片人参与公民社会。这不是人口的问题，是政
治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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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迟到的追寻》（Roots）这个项

目。她已经完成15张有关祖父历史

的照片，被收录于一份由一群新加

坡独立摄影师出版的名为《Twenty/

Fifteen》的专辑。2015年9月专辑在

新加坡发布，引起很多年轻人对自己

的“根”产生了兴趣。她说这只不过

是个开始，接下来她准备花一年或

更多的时间出版一本更完整更丰富

的书，也要做一个展览。她现在处于

翻阅档案的阶段，整理资料后还要

拍摄，然后编辑成书。

“我要拍一些能唤起那个时代

的历史场景的图片，不一定就是祖父

个人，他只是一代人的代表，那代人

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马来亚30、	

40年代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我想

要用祖父的故事做为切入点去探讨

这些事情。我现在才知道，爷爷和奶

奶都参加了反日活动，我去了吉打州

华侨中学，看了他们的百年校刊，看

到	‘沈星云（祖父的别名）反日份

子’这几个字，才知道爷爷原来是反

日份子。当时爷爷是华侨中学的教

务主任，校长就是李公仪。我最近在

新加坡翻阅《南洋商报》的档案，发

现有四篇文章提到爷爷，都是写当时

槟城的一些知识份子怎么创建鲁迅

学习会、哀悼鲁迅，这些文章都有提

到沈星云。1937年和1939年的《南

洋商报》也有提到他，所以我要去把

这些档案翻出来。我目前在翻阅1948

她就像没有嫁过。我一向来做的事

情，家人都不认同，父亲就希望我找

个好丈夫、做个老师、买房子、生孩

子。我的妈妈看到我进入金矿拍摄，

她能体会帮忙尘肺病患者的意义，但

是她也会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要

Tracing her Roots

About 7 or 8 years ago, Sim’s mother showed 

her a photo of her grandfather posing with 

a twin-lens reflex camera. The uncanny 

connection she felt with her grandfather 

inspired Sim to turn her lens to her family 

history. Before WWII, her late grandfather, 

Shen Huansheng was the principal of a 

Chinese school in north Malaysia,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a left-wing newspaper. He was 

active in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and wrote 

articles condemning colonialism after the 

war. In 1948, he was arrested and deported 

to China by the British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He join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guerrilla army upon returning to his ancestral 

village in Guangdong’s Meixian district. He 

was ultimately arrested and executed by the 

Kuomingtang army before the liberation in 

1949, at the age of 38, leaving behind his wife 

and five children in Malaya.

In 2011, Sim Chi Yin visited her grandfather's 

ancestral home and discovered that he had 

been honoured as a revolutionary hero. A 

six-foot memorial had been erected at his 

burial ground to honour him. She has since 

embarked on her current project Roots: A 

Granddaughter’s Belated Search in memory 

of her late grandfather, resulting in 15 photos 

which have been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Twenty/Fifteen” formed by a group of 

independent photographers in Singapore. 

The book was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5 

and piqued the interest of other youths in 

tracing their own roots. The book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a bigger project for Sim. She 

intends to take a year or more to put together 

a more comprehensive book, as well as an 

exhibition. She is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archival material in preparation for the writing 

and photography of the book.

和1949年的官方档案，当

时常有被驱逐出境者的

名单，我要找出爷爷的名

字。我现在先要做的就

是在找跟爷爷有直接关

系的档案，因为他是一代

人的代表。”

爷爷的基因隔代遗传

“我的家人把爷爷

的东西都丢掉、烧掉或

者埋了，向来不提起爷爷

的历史。爷爷被认为是马

共而遭驱逐，到了中国参

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而

被打死，在一个反共的国

家里，这都是危险、不光

彩的事情。最近我在槟

城看到奶奶的骨灰盒，只

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孩子的

名字，没有爷爷的名字， 祖父沈焕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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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现在他们都觉得我很像爷爷，

他们就经常说：你看，爷爷的基因隔

代遗传给了你！其实，我真的很欣慰

有这样的一个爷爷，他是为理想而

活，也为理想而死。”

“我很好奇爷爷到底是不是马

共，根据我至今的发现我是倾向于相

信爷爷或许就是马共，但是我大伯、

我父亲都很排斥这种说法，他们认为

爷爷就是左派，不是马共，而我在翻

阅档案时也的确发现到殖民地政府

为了把整批人驱逐出境而胡乱为他们

扣帽子，这是两个叙	述的冲突，我觉

得很有意思。爷爷所处的那个时代，

国际政治和个人境遇是深深地交织

在一起的，很多在今天看似惊天动地

的个人选择，在当年的环境中，是非

常自然的。我一定要探讨，到底那个

时代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这本来就

和我们的身份认同有关，而我们却把

它埋掉了。我在想办法申请一些赞助

金，让我今年能够专心做这个项目。”

“创造机会， 
 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赖以

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中谈到新加坡双

语教育的成功时，曾经不点名地提到

沈绮颖，说因为她在中学时期选修了

华文为第二语文，到中国工作了6个月

后就会用流利华语沟通，两年内就完

全地融入中国人的社会。沈绮颖不以

为然地说，“其实我在中学选修的华

文不是第二语文，而是高级华文，是

名不符实的高级华文！之所以会讲

流利华语，主要原因是父母都是南

洋大学毕业生，家庭用语是华语，到

了中国又有不同的语言环境。我在北

京交往的许多老外都是中国通，他们

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是新加坡人

比不上的。新加坡人总喜欢骂爹骂娘

地说中文很难学，我们对中国文化持

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对自己的根有

一种排斥。但在我家里，我们还是一

直用华语交谈。”

沈绮颖坦言自己没有一个长远的

计划，“我不太可能回头给人打工，生

命很短暂，如果你想做自己认为有意

义的事情，就得自己去创造机会，当

然这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我已经

人在国际，能继续走国际就走国际，

因为新加坡太小。”其实她对新加坡

怀有特殊的感情，也觉得社会还有

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人会问

我，新加坡有穷人吗？我说当然有啊，

可是他们被隐藏得很好，基本上是看

不见的。我觉得我在哪一个社会都有

事情可以做，我想做的就是让那些不

被看见的人能被看见，不被听到的声

音能被听到。”她说在中国有很多勇

敢的公民社会份子，但在新加坡大

家都会说这个敏感那个敏感。在成

熟的社会里，经常是艺术家、作家、

摄影师、制片人等等在推动公民社

会。新加坡的气氛是消沉的，很少有

纪实摄影师或艺术家、制片人参与公

民社会。这不是人口的问题，是政治

文化的问题。我爷爷那代人，继承五

四精神，他们认为作为一个人，就要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的新加坡

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可能以前有，现

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作者为怡和轩俱乐部副主席

“My photos are meant to evoke the era and 

recall its pivotal historical moments.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just about my grandfather. 

My grandfather, who had lived and died for 

his beliefs, represented a group of people 

of his generation who shared his ideals.  

I believe there are still many things from that 

era waiting to be unearthed and discovered, 

and I hope to explore and bring to light these 

things through my grandfather’s story. What 

legacy has that era left behind for us? They are 

something which should have been a part of 

our identity, but sadly, we have buried them. 

I am currently applying for some grants, so I 

can focus on this project this year.”

For now, Sim Chi Yin has no long-term plans. 

“Life is shor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if you want to do the things 

that you think are truly meaningful, but it is 

by no mean an easy path. Singapore is too 

small. Since I have already gone global, I guess 

I will continue to venture out there while I still 

can,” says Sim. Singapore, however, still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her heart, and she recognises 

the island nation has its fair share of social 

problems worth exploring. “People have asked 

me: are there poor people in Singapore?  

I said: of course, it’s just that you don’t see 

them because they are so well hidden away.  

I believe there are things for me to do in every 

society. And what I want to do is: to reveal 

what cannot be seen, and to give voice to 

those who cannot be heard.”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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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中华破解港独	

分离主义的幽灵正在香港的天空徘

徊，让回归快二十年的城市，面对

政治的断裂与历史的断层。在这关键的时

刻，	民间中华的力量，发挥关键的力量，挽

狂澜于既倒。

民间中华的论述与实践

民间中华的论述与实践，强调一切从民

间出发，不需要迎合官方的口径，超越党派

之争，不纠缠于现实政治权力的博弈，而是

回归文化与生活方式，保持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统，但又不被传统束缚，而是不断寻求

创新，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争

夺现实政治的话语权。

但中华文化传统并不是守旧或保守的

代名词，恰恰相反，苟日新，日日新，中华文

化传统需要不断在外力的冲击下寻求革新，

具有自我反思的力量，要有“创造性的转	

化”，跨越殿堂与江湖之间的鸿沟，能够“接

地气”，解民之所困。

同时，民间中华需要理论武装的力量，

救现实政治的弊端。它不是为一个政权、一

个政党服务，而是为整个中华民族服务。在

今天中国大陆的国力上升到历史的最高峰

之际，也是中国软实力最受到挑战的时刻。	

中国的民主欠缺，导致权力的制衡的缺位，

让权力的傲慢成为一种常态。	

权力的傲慢，也导致法治的欠缺。长期

以来，追求法治中国的努力，前仆后继，但

也遇到维权律师被抓捕的数目上升到最高

峰的时刻，成为中国的遗憾。	

港独：新的反共论述，陷入反华陷阱

尽管香港的民主进程滞后，但香港的法

治与自由都在全球站在前面。不过，由于香

港的独特地位，它成为中国“被鞭打的孩子”

（the	whipping	child),		要为中国的种种缺失

而承受各方的责难，它更被一些反对派“钻

空子”，成为西方“颜色革命”的亚洲前线，

开启过去不可能出现的政治战线----推动

香港的分离主义。	

近来出现的港独风潮，在争取民主的口

号掩盖下，宣扬上纲上线的“种族主义”，将

对共产党的怨恨，转化为对中国十四亿人的

的怨恨，认为中国人已经被共产党“污染”

。他们在香港就推行所谓的“驱逐蝗虫”行

动、“鸠呜行动”，针对大陆游客，引起国际

侧目，形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断裂，从新的反共

论述开始。反共陷入了反华的陷阱，将十四

╱	文		:  邱立本

香港电影《十年》剧照（截图自电影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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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中国人民都视为劣等民族，而香港

人则是纯正的、法治的。这样的赤裸

裸的歧视与反文明的论述，却在香港

一些年轻人的心中蔓延开来，刺激他

们在旺角的街头向警察投掷砖头。

就是在这样肆无忌惮的攻击中，

民间中华的理念，破解港独的歪理，

用历史与文化武装起来，捍卫中华民

族，指出这些打着民主与进步旗号的

力量，其实是一股反动的势力，背叛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扭曲中国人近百

年反对殖民主义、与列强斗争的历

史进程。	

准确认识殖民主义是关键。很多

港独的势力，都是在本土的外表，掩

饰对殖民主义的迷恋。他们有些人

甚至高举英国米字旗，公开颂扬英

国的殖民统治，或是在贩卖一些在回

归前的“九七大限论”，贩卖一种”制

造的恐慌“。一部《十年》的政治宣传

电影，声称在二零二五年，香港就会

禁止说广东话，而争取港独的人，会

在英国领事馆前自焚。他们的论述

就是将北京与香港特区政府“妖魔	

化”，因而任何的极端的行为来对付

妖魔都变得理直气壮，都可以站得

住脚。	

违背普遍历史记忆与政治价值

但这样的论述，违背了香港绝大

部分民众的历史记忆与政治价值，

也让全球华人难以苟同，甚至义愤

填膺。因为历史上香港是现代中国的

发源地——如果没有孙中山在香港

求学与生活的经验，如果没有“四大

寇”在香港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没

有杨衢云在香港被清廷杀手狙击所

积累的民气，辛亥革命就不会成功。

更不要说香港在抗战历史中，东

江游击队所发挥的力量，展现华南

地区抗日的声势。而在二战之后，香

港的新一代，更曾多次发挥反对殖

民主义的力量。七十年代的“中文合

法化运动”，打破了港英独专英文的

格局，而“反贪官、抓葛柏”的抗议

行动，也导致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设

立。到了八十年代的中英谈判，英国

一度坚持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仍然

有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经港赴

北京谈判时，香港的大学生到启德机

场示威，怒吼“侵华条约不容肯定”，

对英国带来震慑作用，

这都是香港民间中华的传统，其

实都是超越了党派之争，而是从中国

人民的立场出发，高举民间中华的

旗帜，不容香港民间的记忆断层，也

不容扭曲的政治论述，将香港的历

史阉割。

近年香港的中国历史教育被掏

空，年轻人对中国历史出现极度无知

的状态，张飞杀岳飞，冯京作马凉，成

为知识上的笑柄，也成为被极端政治

组织吸收的对象，浸淫在一种恋殖的

状态下，怀念法治与自由度都比不上

今天香港的殖民时期。很多在回归以

后出生的香港新一代，却在某些政客

的蛊惑下，高举英国旗帜，想象殖民

时代才是最美好的时代。

过去几年间，香港的教育改革，

将香港中学的中史课程虚化，从必

修课改为选修。有关人文的学科，改

以通识科处理。但由于基本史实都搞

不清楚，年轻老师往往用一些八卦报

刊作教材，将问题简化，对历史的认

识出现混乱。今年最新的统计显示，

中学高考的中史科的考生人数，跌

至历史的新低，包括了不少的名校。

由于年轻学子成为“史盲”，不知道自

己文化和民族的根源，很容易就被极

端论述所误导。

而这都需要从教育入手，在学校

加强历史教育，要让年轻学子有一种

民族的自豪感，要充分掌握中华民族

的知识，而不是“无知者无畏”。

民间中华的改革力量

民间中华的改革力量，不断推动

社会公正与进步，确保在追求民主与

法治的过程中，在消除贪腐的过程

中，不会出现倒肮脏洗澡水将婴儿

也倒掉的悲剧。抢救婴儿，也是抢救

我们新一代的灵魂，不要让他们在

追求民主法治的过程中，失去了中华

民族的本色。

这是历史倒错的时刻，也是民间

中华需要奋起的时刻。颠倒被颠倒

的价值，寻回流失了的文化中华传

统，力抗港独的逆流，也让中国大陆

的改革力量，推动一个更有法治与社

会公正的社会。

作者为《亚洲周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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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的	
			文化愿景与困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出访中亚

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跨国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这项倡

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时常出现

在新闻报章中，更成为论坛和讲座的流行话

题。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

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

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

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

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

构。”除了区域经济合作之外，还要“增进

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

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

安宁、富裕的生活”，“为人类和平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有媒体和学者将“一带一路”解读为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China’s	Marshall			

Plan），认为两者都具有刺激出口，促进本

国货币国际化，甚至分化地缘阵营等功能；

然而，中国官方并不认同，强调“一带一路”

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合作共建的方式，和多

边开放的结构。《愿景与行动》不仅总结

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还提到“一带一

╱	文		:  马思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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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

规模……”。这些提议不难让人联想

到上个世纪初方兴未艾的文化国际

主义活动，也不难得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回应，例如新加坡。怡和

轩俱乐部主席潘国驹教授在接受中

国媒体采访时说，中国与东盟各国

在人文交流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而

文化传播将是“一带一路”“五通”建

设中最重要的一环。在厦门集美刚落

下帷幕的首届嘉庚论坛上，潘教授提

出，嘉庚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国际

观”，“一带一路”在教育、企业、文

化、创新等方面，都与嘉庚精神密切

相关。2015年12月，在南洋理工大

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一带一路”研讨

会上，国际郑和学会会长陈达生博士

说，郑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人

物，学会二十多年来以推广郑和为己

任，遇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对学

会事业来说是幸运的。学会网站对郑

和的文化意义做了如下诠释：“他是

有波斯血统的中国人，是虔诚的穆

斯林，但在所到之处，他都尊重并帮

助其他宗教信徒，几乎都受到了当地

人的热情礼遇。他推动了海上贸易和

海上丝路的建立，为东南亚各族同胞

所尊敬甚至信仰。希望有关郑和的这

些事实能够启发亚非各族人民实现更

深的相互理解。”这同样是一个蕴含

文化国际主义精神的解读。2015年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马六甲，

参观了坐落在郑和官厂遗址上的郑和

文化馆。中国媒体特意强调郑和官厂

不同于西方殖民者所建的军事基地，

而是东南亚的贸易基地；中国与马来

西亚的合作能让“马六甲再次成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珠”。看

起来，有了像郑和、陈嘉庚这样共同

路”以“五通”作为合作重点，即“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

是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

友好合作精神……为深化双多边合

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且不论从地缘政治角度是否能用

马歇尔计划作为“一带一路”的恰当

比喻，后者对“人文交流”和“文明互

鉴”的强调一方面呼应了丝绸之路沟

通欧亚文明的历史作用，而更多的，

则是表达了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的价值判断。回顾

历史可以发现，古代丝绸之路的兴

盛并非总是“和平合作”的结果。比

如，由西域经中亚到欧洲的“陆路丝

绸之路”，其畅通有赖于安定的社会

环境，除了依靠沿途各国和睦相处，

安定的环境有时也通过武力支配得

以维系。无论是中央政府对西域的

管控，还是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

征伐，丝路兴盛背后，是帝国主宰的

和平。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与朝贡

贸易和帝国的能力息息相关。对那

些在茫茫戈壁和浩浩大海中艰难前

行的商队而言，“和平合作”和“互

学互鉴”恐怕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

不过，丝绸之路之所以成“路”，的确

离不开贸易带来的“互利共赢”；古代

中国物质与文化的繁荣，也有赖于其	

“开放包容”的程度。由丝路贸易带

来的文明交融，无论是否是商旅们踏

上征途的初衷，都已在人类历史写下

了璀璨篇章。因此，《愿景与行动》对

丝路精神的总结与其说是历史叙述，

不如说是价值判断：怀着开放包容的

心态，以文化交流增进各国间相互理

解和信任，以合作实现共同利益，解

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构建一个

更加和平的世界。而这个价值判断不

仅从古代丝绸之路中获得的启发，还

有一个更直接的来源，那便是19世纪

末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国际主义。

具有理想色彩的“民心相通”

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军

国主义和地缘政治勾勒出剑拔弩张

的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

爆发。作为对当时国际潮流的回应，

文化国际主义希望以学术交流，科

技互助、文化教育来维持国际社会

成员之间的相互信赖，缓和紧张局

势。当时的中国虽然正经历着艰难的

民族国家构建，但不妨碍其参与文化

国际主义的活动并成为受益者。中国

的公共卫生、教育文化、农业经济、

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得到了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和世界文化合

作学院（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的帮

助。1933年，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

会在上海成立。同时，在国际联盟专

家的引介下，教育电影开始在中国萌

芽。国际上，出国旅行被赋予了推动

文化交往的积极含义，各式艺术展

览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平台。支持

者们认为，要想最终实现国际主义的

理想，各国都必须改革教育，培养超

越狭隘民族主义界限、具有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眼光的人。虽然无

法统一各国教育标准，互换留学生、

修改教科书成为国际主义者积极推

进的事业。

对照《愿景与行动》中有关“民心

相通”的提议：“开展文化交流、学术

往来、人才交流合作……扩大相互间

留学生规模……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

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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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化符号，中外“民心相通”

的基础似乎更加牢靠，“一带一路”

所描绘的文化愿景也更值得期待了。

郑和、陈嘉庚都关乎国家利益

可惜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文化

国际主义自诞生起就受到现实主义

世界观的不断挑战。后者认为，每个

国家只有谋求硬实力的发展，做出

正确的地缘战略选择，才能在无政府

的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而文化交流

只有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政治手段时

才有意义。无需在此分析新加坡的外

交战略是否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只

要关注一下报章和网络上对于中新关

系的评述就能明白，与中国保持一种

若即若离的微妙平衡并不是文化国

际主义的题中之义。同样，中国在“

一带一路”中勾画的文明互鉴的美好

图景，也不时被关于国家利益的叙述

打破。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没有超

越国家利益的共同的文化符号：郑和

是帝国的使者，而嘉庚精神也正因为

对中国有利才值得传承。

新加坡一所大学一年级的历史课

上，同学们阅读了一篇挑战郑和传统

形象的论文。明朝永乐皇帝靠篡位获

取皇权，急于向周边国家展示权威。

郑和作为永乐皇帝的亲信，带领着

配备先进武器、搭载士兵船员的庞

大舰队出海巡视，其对所到之处产生

的军事威慑不言而喻。而且他们也不

吝使用武力：郑和舰队不仅在苏门达

腊和爪哇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更直接

进攻斯里兰卡，俘虏皇室，扶植傀儡。

即便中国传统上没有通过海上扩张

建立全球霸权的意识——王赓武教

授认为明朝最后销毁舰队船只的行

为更符合中国传统，而非郑和的远

航——但这篇论文的视角在同学们

中引发了广泛共鸣。无意在此探讨郑

和学会网站和这篇论文的叙述究竟

何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显然，新

加坡的年轻人更适应在以主权国家

为基本单元的世界体系中，以现实主

义的逻辑看待问题。郑和舰队明明

就是大军压境，而明朝有没有建立

海上霸权的“野心”（ambitions），	

官厂是军事设施还是贸易基地根本

不重要，重要的是，明朝有“实力”

（capacity）这么做，而且高调地展示

了它的实力：帝国霸权早已在威慑中

建立起来。若他们此时读到中国总理

李克强访问马六甲郑和文化馆的新闻

报道，更容易联想到文化交融、文明

互鉴，还是地区霸权呢？类似的，陈

嘉庚这样的跨境领袖可以成为沟通

民心的桥梁，但也可以从不同角度看

待他的贡献。以首届嘉庚论坛为例，

在讨论嘉庚精神与“国家文化软实

力”，“公共外交”，甚至“祖国统一”

这些国家利益指向明确的议题之时，

要如何协调它们与“嘉庚精神与海上

丝绸之路”这种去政治化的议题之间

的关系呢？“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倡	

议”（initiative，而是“strategy”、	

“project”、“agenda”）被提出，

旨在鼓励开放和参与，强调共建共

享，本就应该是去政治化的。而事

实上存在的对同一文化符号的多重

甚至相左的解读和使用，可能会让	

“一带一路”的文化愿景遭遇尴尬。

困境中的愿景，依然值得期待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文化的

价值不仅为国际主义者们强调，也得

到了各国政府的肯定——不论民主还

是独裁。文化被纳入国际关系体系之

中，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元素，得到

了更多重视，却也从此与政治密不可

分。尽管国际主义者始终认为文化交

流自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意义，但想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前文中郑和

与陈嘉庚的例子足以说明国际主义和

国家主义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不

小心就会弄巧成拙。

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跨境已经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期待文

化国际主义走得更远吗？20世纪的

科技进步已经大大缩小了空间距离

对人的隔阂，然而并没有让国与国之

间相互理解成为常态；直到现在，各

国的教育依旧以塑造国家认同为首

要目标——历史上还未见文化国际

主义的真正流行，文化交流似乎很难

脱离政治经济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改

变世界。然而，文化世界主义的精神

从来没有被抛弃，而国际交流的物质

基础和上个世纪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

语。无论现实主义者如何看待文化交

流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它都已经为

人类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正

如为贸易而生的丝绸之路也架起了连

接欧亚文明的桥梁。即便目前“民心

相通”的美丽新世界还没有实现，至

少，让我们期待着，朝前走。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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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		胼手胝足
张文元创立国际化工集团

张文元是位有理想的实干家，今年	

86岁，还是天天到自己50年前便创

立的国际化工集团上班。

他说，虽然集团的业务已有子孙来接

手，他们的工作也很到位，他还是每天起个

大早，从直落古楼来到丹戎本茱鲁的工厂

走动巡视。他说，到工厂来并不是坐在冷

气房里打盹，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上下走动，

一方面可以随时指点工人做事，另一方面对

自己也是很好的关节运动。

只租一张办公桌

是的，张文元每天显然需要走许多路。

他在丹戎本茱鲁的工厂有两座，两座占地各

有11万平方英尺，刚重建好的33号工厂的使

用面积更多达17万平方英尺。

“我们花一两千万重建工厂，是因为裕

廊集团同意延长土地租期30年。想到创业

初期，我只能在维多利亚街租一张桌子办

公，确实也有点感慨。”

张先生是南洋大学第一届化学系毕业

生。1959年毕业后先到马来西亚峇株巴辖

华仁中学当老师，一年后回新加坡，白天在

中华女中任教，下午到南大先修班兼职。

1966年，张先生和10多个朋友合资成立

公司，打出原子牌（Atom）产品，主要营业项

目是化学试剂。

1968年，公司便由他独立支撑。那年	

8月1日，他有意选定的纪念中国建军节的日

子，在芽笼850号租下一个店面，扩大营业项

目，提供工业所需的化学原料。

他透露，公司开始真是惨淡经营，有一

阵子，他连卖电池水给添油站和汽车修理

厂的生意也做。

“我进的货是15升装的硫酸，我把它分

装成6瓶2.5升装。我买时本钱16元，分装卖

出去所得是54元。”他解释，处理硫酸要小

心，容易发生意外。他是化学师，又很熟悉

实验室的活儿，由他经手就很顺当。

Chang Wenn Yuan, the Founder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te Ltd

86 -year-old  Chang Wenn Yuan isn’t calling 

it quits anytime soon. Even thoug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the company that he founded 

half a century ago, is now in the capable hand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Chang still wakes up early everyday 

and makes his way down from his Telok Kurau home 

to the factories for his daily inspection. The Changs 

currently own two factories, both in Tanjong Penjuru, 

each with original land area of 110,000 square feet. 

They have recently invested 20 million dollars to 

rebuild the one on No. 33, increasing the usable floor 

area to 170,000 square feet. 

By	Zou	Wen	Xue

╱	文		:  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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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发展鸿图

他在创立公司期间，一方面是稳

扎稳打，凡事亲力亲为，不容许发生

任何疏漏；另一方面，他小心制定鸿

图大计，敢于承担各种风险，多次作

出重要商业决定。

1985年，他再成立新科化学私

人有限公司，拥有制造厂和货仓，专

门制造钻油工业和探矿工业所需的

化学添加剂。

80年代末，公司展开科技研发，

开发高端科技产品的部件，因此现

在公司的业务也跨进复合塑料工业

领域，这方面的产品包括防弹头盔、

防弹衣和安全镶板等，适应军事、保

安方面的需求。

不过，张文元说，国际化工的主

要业务项目，还是化学原料的制造、

进口和出口。

“我们自己制造的化学原料十多

种，库存却多达500种，随时能满足

国内外客户需求。”

他说，国际化工集团能提供的无

机化学原料包括各种酸碱盐，客户如

Chang wa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chemistry 

graduates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Nantah). 

He had not gone immediately into business, 

but instead started out as an educator after 

his graduation. He went to Batu Pahat to 

teach at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before 

returning to Singapore a year later to teach 

at Chung Hwa Girls’ School. He also taught 

part-time at Nantah’s Pre-University classes 

in the afternoon.

Venturing into business in 1966

In 1966, Chang co-founde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with ten over friends. They 

introduced the Atom brand chemical products, 

still evident in its logo today, and specialised 

in chemical reagents. In 1968, he gained 

sole proprietorship of the company, and 

expanded the company’s business to offer 

industrial chemicals. A steadfast and hands-

on entrepreneur who left nothing to chances, 

Chang had his eyes on greater things, and 

he dared to take on all kinds of risks, making 

several crucial business decisions that had 

brought his company to its current position. 

In 1985, he set up a related company, Sinko 

Chemical, with its own manufacturing plant 

and warehouse facilities, specialising in 

manufacturing chemical additives used by the 

oil drilling and exploring industries.

In the late Eighties, the company branched 

in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hich 

equipped them with the ability to develop 

and supply high-end advanced industrial 

parts. As a result, the company is now able 

to offer a range of innovative composite 

products like ballastic helmets, bullet resistant 

vests and safety panels used for military and 

security purposes. But Chang stresses that 

the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chemicals remains his company’s 

main focus. “We manufacture ten over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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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额外需要，他们也能在短时间内从

外国进口罕用的化学品。

“行内人都知道，我们具有‘广

大上青天’的能耐。”

张先生解释，他几十年来与中国

国内各大化工厂建立的密切联系，使

公司能迅速取得广州、大连、上海、青

岛和天津的化工厂的支援。

说起初创业的时候，公司常面对

外国公司的歧视和排挤，张文元曾

这样告诉对方：“我的公司虽小，资

本不大，但是我有10亿人口的中国作

靠山，总有一天东方会打赢西方。”

张先生说，面对西方财团的猛虎

姿态，他只好用猴群手法开拓市场。

“我觉得自己的多年努力没有白

费，现在东方化工产品广受欢迎，已

从价廉慢慢进步到物美。”

投资房地产

张文元透露，国际化工集团近几

年也进行产业投资的生意。在中国

深圳便参与发展工业厂房，马来西

亚的分公司也在柔佛州进行房地产	

投资。

不过，他指出，集团业务至今还

是以化工业为本，他在同行眼里仍是	

“会走路的化学辞典”。

“我们的定位还是一站式的库

存补助化学工业。生意无论大小，一

律欢迎。”

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中国福建省

惠安县乡下，张文元只在家乡念至初

中一年级，就被父母亲带来新加坡。

“我的父母亲都是劳工，家穷，

我从小就是工读生。”

他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没钱领文

凭，后来还是校长体恤叫人转交。

“小学毕业后，我当小贩帮补

家计。1947年才有机会到县里念中

学。1948年，第一年课程没念完，二

战前便到南洋谋生的父母就回乡把

我带来新加坡。”

他在中正念书时，也多亏学校老

师提携，先是让他下课时到图书馆

帮忙，后来则安排他在化学实验室

当助理。

他从小对化学情有独钟，念中学

时更是抓紧机会学习，在实验室里自

然不会错过实践的机会。

“有时候，一个化学实验需要观

察几十个小时，我便留在中正总校的

实验室里守通宵，吃睡都在学校里，

最长时间的一次是两天两夜。”

化学老师吴从干曾追忆他在南洋

的教学生涯里，有两个学生的考试分

数要扣一分都难，一个是南洋女中

的学生，另一个便是中正的张文元。

吴从干后来受聘华初院长和南洋美

专院长。

念中学时就结婚

张文元在求学时代就需要努力

赚钱的另一个原因是，1950年，他	

18岁还在念中学，父母就为他和童

养媳完婚。

“我需要张罗学费，也需要筹措

新家庭的开销。”

张先生记得，自己那时候还曾为

一名建筑商奚明根理账。

“每个星期天，我都帮他整理账

目，他给我的每月津贴是100元。”

他也曾在巴士工友罢工期间，充当霸

王车司机。

念高中二那年，惠安公会颁给他

清寒奖学金。

of chemicals, and stock more than 500 types 

of chemicals in our warehouses. Therefore, we 

are always ready to meet the needs of both our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lients,” says Chang.

Positioned as a “one-stop warehousing 
chemical suppor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offers industrial 

chemicals such as inorganic compounds like 

acids, alkalis and salts. Should customers have 

other needs, they are also able to import rare 

chemicals from overseas on short notices. The 

company has built close links with chemical 

factories in China which allows them to gain 

swift support from chemical factories in 

Guangzhou, Dalian, Shanghai, Qingdao and 

Tianjin. 

Chang reveals tha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has also branched into property investment, 

developing industrial buildings and factories 

in Shenzhen, China, as well as investing in 

properties through their Malaysian branch 

in Johor Bahru. Chemical business, however, 

remains the staple of the company, so asserts 

the experienced and knowledgeable man who, 

till this very day, is seen by his peers as a “living 

chemistry dictionary.”

“We position ourselves as a one-stop 

warehousing chemical support industry. 

There is no customer too small. Big or small, 

we welcome and value them all,” says Chang.  

“I only wish to live each day 
peacefully”

Chang Wenn Yuan has kept a lifelong tie 

with education. As an alumni of Nan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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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惠安公会是基于“地瘠栽

松柏，家贫子读书”的精神，首先发

起颁发奖学金的善举。他相信惠安

公会是新马社会第一个颁发奖学金

的宗乡会馆。1951年，他是唯一的高

中组符合总平均85分而且家境贫寒

的得奖学生。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从公会的

教育股主任许如璧先生手里接过了

100元奖金。”

他后来念南大，还是得半工读。

由于他的化学成绩优异，熟悉实验

室操作，化学教授便推荐他担任实验

室助教，负责修改同学的实验报告。

“念大学那几年，我除了放假期

间当代课老师，平日也找机会兼职。

为了从裕廊下坡工作方便，我拥有

一部旧车子，顺便也就开起霸王车

来。”

感谢庄校长

张文元多次提起已故的庄竹林校

长。庄先生原是中正校长，后来更受

重托担当起南大校长的职务。

张先生记得，南大毕业后，庄校

长有两回从芽笼28巷住家走到如切

来找他。他妻子吓坏了，问他：“你究

竟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校长要亲

自上门找你。”其实，庄校长是特地

来鼓励他回南大当助教。庄校长说，

以后有机会将保送他出国留学，考一

个化学博士的学位回来。

张文元也提起另一个恩人庄奇

发，后者是惠安公会会长。

有一次，他向经营三角标品牌的

联兴公司拿货，价值万多元，他们不

放心赊账。

“庄先生给对方打了个电话：你

们开饭店还怕来了个大吃的人？有什

么欠账，我来还！”有了这通电话，此

后对方对他赊账拿货便不再为难。

不过，张文元指出，他能获得许

多前辈亲友同行的支持，绝非侥幸，

因为他这一生就坚持“诚以待人，毅

以处世。”

愿平静过日子

张文元曾以南大校友的身份，受

委为南大理事会成员，后来也受邀加

入国大理事会。而早在1980年代，他

就是中正中学董事会董事，不久也成

为南洋初级学院董事。

他曾担任惠安公会会长，现在是

名誉会长，也是张氏公会荣誉会长。

“这么些年，我都会尽点力量回

馈社会，特别是为赞助贫苦学生设

立的各个奖助学金，我更觉得责无

旁贷。”他常给予赞助的机构包括：

南洋理工大学助学基金、南洋理工大

学教育研究基金、中正和南初的建校

基金和庄竹林教育基金等。他也常捐

款赈灾纾民困，并在家乡协助发展教

育事业。

张文元说，他现在的视力还很

好，听觉则需依赖助听器。

“我饮食小心，不暴饮暴食。晚

上9点上床，清晨5点半起身，有空就

作拍手运动。”

他补充说，现在上了年纪，已无所

求，但愿天天平静过日子。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Chang subsequently became a member of 

the Nanyang University Council, and was later 

invited to join the NUS council. In the Eighties, 

Chang was a member of Chung Cheng High 

School’s Management Board, and later 

became a board director of Nanyang Junior  

College.

Chang was the former Chairman of 

Singapore Hui Ann Association. He now 

holds the Honorary Chairman title. He is also 

President Honoris Causa of the Chang Clan  

Association. 

“I try to give back to society all these years. 

I feel that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help and 

sponsor students in need through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says Chang. The institutions 

he has generously sponsored include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Bursary 

Fund,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ducation Research Fund Grant,  the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and Nanyang Junior 

College School Building Funds, Chung Chu 

Lin Education Fund and so on. He has also 

donated to disaster relief and the poor, and 

helped with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his hometown. 

“At my age, I have little wants. I only wish to 

live each day peacefully,” he says.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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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林路后人		
张东孝谈房地产漫漫长路

“要了解新加坡房地产，找	Daniel	

Teo去！”

Daniel	Teo	中文姓名是张东孝，曾任过

4届新加坡房地产发展商公会会长。

1961年公教中学毕业后，他负笈澳洲

攻读建筑学，学成归来投入家族的房地产

业务，现为煌孝集团总裁兼董事经理和同

荣兄弟集团执行董事。

林路画像捐赠美术馆

今年3月9日，《怡和世纪》同仁王如明、

郑钧如和我来到丝丝路同荣大厦廿六楼，

拜访了Daniel，交谈甚欢。面前是一位年	

逾70、兴趣广泛的实业家，圆脸阔额，目光

如炬，声音洪亮，精神奕奕，谈笑风生，全

无架子。他的外曾祖父林路（亦名林志义）

是新加坡建筑业先驱，早年承建著名的维

多利亚纪念堂（大钟楼）、旧国会大厦、良木

园、凤山寺、九龙堂和南天酒楼。林路是福

建南安人，清末南来，除在建筑业大展拳脚

外，亦曾经营砖厂、饼干厂和橡胶生意，并靠

捐资获清廷册封为福建花翎道，家族显赫。

砖厂位于后港四条石（4英里处）,	离他的豪

宅不远，往返必坐二人抬的轿子。林路卒于

1929年，养育18个子，前10个是收养或领

养的，后8个才是亲生的。第十一子林谋盛

╱	文		:   谢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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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声名赫赫的抗日烈士。1927年，徐

悲鸿从巴黎来到新加坡，曾为林路	

绘制全身画像一幅，长114公分，阔

74公分。画中林路一副长者模样，须

发灰白，脸庞通红，双目炯炯，上身

着黑色长袖开襟上衣，下身肉色暗花

长袍。右手执摺扇，画中有画。人物

栩栩如生，近景是草坪树丛，远处水

天一色，为徐悲鸿力作。

Daniel说：“这幅画原为林路第

十三子谋炎保存,	我积极推动，争取

林路后裔同意捐献给美术馆。这幅

画估值200万新元。”

如果事事都能像林路画像那样，

经历90年而愈发光采，最终有个美

好的归宿，那该多好啊！但是，对应

新加坡的房地产发展，远非那么风

平浪静，一帆风顺，期间有艰辛、有

收获，有顺利、有曲折，有高峰、有谷

低，Daniel一一与我们分享。

私宅建筑法会不断完善

他说：“战后新加坡私人房地产，

是在保有与征用、规范与不规范、狂

热与冷却的摇摆中前进的。政府对

房地产的干预由来已久。1947年生

效的屋租统制法令，规定那年9月7日

之前租赁住宅和商用产业，租金一律

不可上涨，这在当时有助于维持屋价

的稳定。”

新加坡私人房屋的建造，50年

代开始萌动，那时的新建筑，大多数

是低层的，目前还存留的有实龙岗花

园、武吉三巴旺区、集美花园、樟宜

园、信立新村等。这些房屋的出现，

主要为了满足当时英军的需求。另一

方面，由于相关法令的缺失，当时房

地产开发存在负面现象，比如无须

持有执照，未订下完成日期、收取不

合理的预付金、房屋销售协议条文不

完整，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

加坡房地产发展商公会于	1958年成

立，发起人为李金塔。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双

管齐下，先后制定和实施房地产（管

制和执照）法令和土地征用法令。珍

珠巴刹的一场大火，促使刚成立不久

的城市重建局于1967年第一次推出

售地计划，供建造商住大楼用途，那

便是103公尺高，31层楼的珍珠坊。

这在东南亚是第一遭，也成为后来新

加坡私人产业发展的模式。

R eal estate business runs in Daniel Teo 

Hong How’s blood. The Catholic High 

alumni went down under for his architecture 

degree in 1961, and upon graduation, returned 

home to join his family property business. He 

is now the chairman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Hong How Group.

Lim Loh, Teo’s maternal great grandfather 

(also known as Lim Chee Gee) was a pioneer 

in Singapore’s architecture, having built many 

iconic early buildings like the Victoria Memorial 

Hall, Parliament House (now known as the 

Old Parliament House), Goodwood Park Hotel, 

Hong San See Temple, and Eu Tong Sen’s Nan 

Tin Hotel (also known as Southern Hotel). Lim 

Loh passed away in 1929, leaving behind 18 

sons (and 9 daughters), of which the first 10 

were adopted or fostered, and the remaining 

eight were fathered by him. His eleventh son 

was the renowned WWII resistance fighter 

and war hero, Lim Bo Seng. In 1927, Chinese 

master painter Xu Beihong was commissioned 

to paint a full-length oil-on-canvas portrait 

of Lim Loh when he came to Singapore from 

Paris. Lim Bo Seng, who had built a strong bond 

with Xu, organised an exhibition of Xu’s works, 

and donated its sale proceeds to the China 

war relief fund. Lim Loh's painting, valued at 2 

million dollars, was originally safeguarded by 

Lim’s thirteenth son Lin Ziliang. It was Teo who  

persuaded Lim Loh’s descendants to donate the 

painting to the Singapore Art Museum.

Head of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As four-time head of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Teo 

has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s modern 

property development at his fingertips.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private housing 

germinated in the Fifties, most of the private 

houses built then were landed properties. 

Due to the lack of proper legislation, property 

development back then was fraught with 

detrimental practices like operating without 

licenses, not setting completion dates, 

charging exorbitant amount of down 

payments, issuing incomplete pre-sale 

agreements and so on. It is precisely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of unregulated malpractices 

that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REDAS) was formed in 1958, 

under the initiation of property developer Mr. 

Lee Kim Tah,” Teo elaborates.

In 1965, the recently independent Singapore 

enacted the Housing Developers (Control and 

Licensing) Act to safeguard private residential 

properties buyers. The government subsequently 

rolled out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newal Project”, and in 1967 sold land for the 

first ti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mixed-use properties, a 

first in South East Asia, and which would 

Half a Century of Singapore’s Real Estate 
with Daniel 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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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房地产发展商公会会长

	随后，国际石油危机引发新加坡

股市狂泻，房地产一蹶不振。另一方

面，政府加紧推行土地征用法令。从

1959至1984，政府征地总面积多达

177平方公里，约占新加坡全部土地面

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征地是在1967

年后完成的。1985年，政府拥有的土

地份额最大，占76.2%。1976年。屋

租统制法令废除，政府又通过	“住家

法令”	限制外国人购买有地房产，这

些措施对房地产发展都产生过影响。

Daniel	是继谢镛之后，于1981年

第一次出任房地产发展商公会会长	

一职，1982卸下职务。他见证了80年

代初房地产从复苏到炽热。他说：	

“煌孝集团属下的煌孝投资有限公

司自1979年起，在新加坡、英国、西

班牙和瑞典从事住房、商用和工业房

地产的开发和投资。”

当时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曾发

出警告，加上1985年新泛电事件的

拖累，房地产应声下沉，1990年美

军入侵伊拉克，延缓经济的复苏。	

1993-1994年Daniel二任会长，见证

1992年房地产再次上涨。到了1996

年，为防止房地产过热，政府通过税

务以达到降温的目的：其一是买卖双

方皆须缴纳印花税，其二是三年内卖

掉房产者，利润被视为入息而须缴交

所得税。

财雄势大的房地产新贵

1997-2000年Daniel三任房地产

发展商公会会长，这期间爆发了亚洲

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渐趋平缓。在

这个任期内，该会积极参与国际房地

产联合会的优异建筑评比，并在往后

的岁月屡屡得奖。2001年政府撤销

卖方税务，允许买方延缴印花税，分

期付款期限亦可展延。市场经过一

番调整，蓄势待发。2002-2003，	

later go on to become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for private properti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property market took a hard 

hit when the Seventies global oil crisis 

brought down the nation’s stock market. The 

property market only bounced back with the 

gradual revival of the country’s economy. 

The government repealed the Control of 

Rent Act, but concurrently passed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Act which restricted the 

foreign ownership of landed properties. These 

measures were instrumental in shaping the 

country’s burgeoning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1981, Teo was first appointed head of REDAS. 

He had witnessed the many ups and downs 

of the property market during his terms from 

the Eighties to the Nineties. Teh Cheang Wan, 

then Minister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had already warned the nation 

about the risk of speculativ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true enough, the 1985 Pan 

Electric crisis dragged the market down, while 

the US invasion of Iraq in 1990 further delayed 

the economic recovery. From 1993 to 1994, 

Teo was appointed Chairman of REDAS the 

second time. It was around this time when 

he had witnessed the swift bouncing back of 

the real estate, but by the mid-Nineties, the 

market had become overheated once again, 

and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stepped up 

property taxation as cooling measures In 

1996. Two notable measures introduced 

were: firstly, both buyers and sellers must pay 

stamp duties, and secondly, profits made from 

selling properties with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purchase were considered as taxable incomes.  

Optimistic About Real Estate's Future

Teo became REDAS’s Chairman for the third 

time from 1997 to 2000.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did the deed of slowing down the country’s 

real estate market. In 2001, the government 

did away with the seller’s stamp duty and 

permitted delay payment of the buyer's stamp 

duty, which effectively boosted the real estate 

market for the next decade. In 2005,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ed villas and apartments in Sentosa. With 

先贤林路后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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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荣任国际房地产联合会主席

一职。2005年，政府宣布在圣淘沙

发展有地别墅、公寓，并在圣淘沙和

滨海湾两处兴建世界级赌场，地价、

房价、信心、炒风、移民潮，从此如

脱缰野马、狂奔瞎撞，连2008年发生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无法撼动它的

强势。从2009至2013年，政府总共颁

布了10项降温措施，除了购买第一个

产业不受影响外，从购房者拥有的年

龄、产业数量、居住年限，分级提升

印花税（有者高达16%），限制贷款

额和贷款年限，实施总债务偿还比

率（TDSR)	等。初期收效不大，但政

府的降温措施一轮紧接一轮，覆盖

面不断扩大，加以石油价格狂泻，世

界经济放缓，发展商在合格证书条

例下未按规定期售罄存货可能面对

严厉惩处的困境，导致本地市场需

求萎缩。总体而言，市场处于政府继

续施压、发展商全力坚守、消费人观

望的胶着状态。

Daniel	目睹和经历50年房地产

的大变迁。他说：随着政联公司如凯

德地产、岌巴地产的介入房地产业

务，老牌发展商如远东、城市发展

的积极扩展、后起之秀的全面出击，

新加坡房地产今非昔比。从1960至

2011年，新加坡建造26万单位私宅

（1996-	2011年平均每年兴建6000

单位），财力日益雄厚的房地产商，以

高价标得官地，库存地价也随之全面

上升，水涨船高，房价飙升，难以驾

驭，这是政府启动一系列降温措施

的重要原因。

对房地产前景持乐观态度

对	Daniel	而言，他自有一套经营

理念，“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另辟蹊径，对旧屋进行改造或重建，

保存传统建筑特色。譬如他改造旧

公教中学校舍，转为文化用途，避开

了房地产险恶的漩涡。

	身为四届房地产发展商公会的

领头羊，Daniel	的踏实作风，赢得同

业的称许。回顾过去，他对房地产发

展商公会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和自

豪”。他说：“	许多发展商同业对新加

坡景观的改变贡献殊大。我们兴建办

公大楼、辉煌商场、名牌旅馆、风景诱

人的公寓群和舒适的住屋，赢得国际

建筑奖和受到世界的认可。”

尽管目前房地产仍面对诸多问

题，他认为，鉴于土地有限，海外买

家的需求强劲，新加坡房地产的前

景是乐观的。

今年2月3日，内政兼律政部长	

尚穆根出席房地产发展商公会的对

话会，回答一名产业经纪询问政府

何时会解除降温措施时说：当“风险

减缓或可控时，政府会重新审视相

关措施，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会有所

宣布。”

多少人翘首以待，但	Daniel	仿佛

已置身度外。他更热中于从林路在

澳洲的后人那里，携回林路的金丝

木雕灵位，落户1928年林路逝世前

一年与闽粤两帮林氏闻人发起建立

的林氏大宗祠，完成家族的心愿。一

位房地产发展商，能像Daniel这般

潇洒，从文化遗产视角，关心和安顿

先辈的遗物，使其适得其所，委实不

可多得。怀着敬佩的心情，我们与主

人握手告别。

作者为本刊编务统筹

the economy fuelled by the opening of two 

world class casinos in Sentosa and Marina 

Bay, property prices skyrocketed, not even the 

2008 US subprime crisis could get in its way. 

The market had by then become too hot to 

handle. From 2009 to 2013,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10 cooling measures, spelling out 

the unprecedented and all-encompassing 

restrictions for the purchase of second and 

subsequent properties. Faced with round after 

round of cooling measures, the plunging oil 

prices and the slowdown of global economy, 

the future of Singapore's real estate does not 

look too promising.

However, having witnessed half a century 

of the real estate's ups and downs, Teo 

remains unfazed by gloomy days ahead.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have come 

into the scene, while old-timers actively 

expand their business, and up-and-coming 

developers give their best shots to gain a 

foothol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oday is 

robust and nothing like what it used to be,” 

says Teo. “Unlike players of the early years, 

developers nowadays have the resources and 

power to weather the storm ahead,” he ends 

with a confident note. 

Despite the many problems that still plague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here, Teo remains 

optimistic about its future because the land 

here is limited and the demands from foreign 

buyers has remained strong.

While many players are anticipating the market’s 

recovery with bated breath, Teo has other things 

on his mind. Right now, he is more concerned 

with bringing back Lim Loh’s carved gilt-wood 

memorial tablet from his descendants in 

Australia, so that he can be honoured at the 

Lim See Tai Chong Soo Kiu Leong Tong, an 

ancestral temple founded by Lim himself in 

1928. It is his penchant for our culture and 

heritage, and the deep love for his ancestors’ 

legacy that makes Daniel Teo such a rare breed  

in the fast world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The above is the translation of an abridg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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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
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

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

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

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

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

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

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

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

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

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

近邻高调谴责。

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

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

╱	文		:  周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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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

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

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

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

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

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

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

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

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

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

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

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

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

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

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

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

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

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	

“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

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

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

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

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

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

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

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

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

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

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

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

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

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

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

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

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

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

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

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

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

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

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

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

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

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

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

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

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

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

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

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

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

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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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

衙自是兴趣缺缺。

本地编印的蒙学读本

在学塾年代，学校的概念还很模

糊，分科分目的学习就更遥远了。那

年头，所谓教本，就是传统的蒙学读

本。《三字经》独占鳌头，《百家姓》

与《千字文》紧跟其后，合称“三百

千”，被视为三大传统蒙学读物。	

《三字经》大家比较熟悉——“人之

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

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几

句，花甲之人并不陌生。

1832年，本地马典娘娘编写的	

《训女三字经》，仿照《三字经》三

字一句的形式写成。庄钦永博士在	

《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

中透露，马典娘娘是懂得汉文与闽南

方言的英国女士Sophie	Martin，在新

加坡甘榜格南一带的华人教会工作，

负责女子学堂的中文教学工作。《训

女三字经》一开篇，就有《三字经》

的痕迹：“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

就有用。女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

何为。”；“神之目，透人心，其省查，

到深深。人何思，人何去，能神看，皆

而知。尔小女，该小心，常日读，常日

念。”有研究者认为，以闽南方言念

读《训女三字经》，效果好些。

1902年邱菽园编写的《新千字

文》，是另一册本地出版的启蒙读

本。这册千字文，四字一句，完全按

照传统千字文的句式编写。邱菽园

于书后留言，他编写新千字文“乃专

取目前常用之字仿编”。新千字文用

字较为浅显，例如开篇：“天日在高，

地水居卑。老翁徐步，幼孩相随。观

云坐石，眼看心怡。鸟飞上下，燕子

莺儿。青绿草叶，黄苍花枝。”，比诸

传统《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

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它添了

几分田园味道。

二十年代，“石叻牛车水”的永成

书局印行过一本《新编声律启蒙》，是

根据清朝车万育所著《声律启蒙》一

书翻印。这本专供学童掌握音律的读

本，按韵部编写，把天文地理、花木

鸟兽、人物器物的虚实应对纳入，编

成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句子，让初

学者感受汉字的音乐美与视觉美：	

“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

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泼黛，水

浮蓝，雪岭对云潭。凤飞方刿刿，虎

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讽咏，筵前酒

客日醺酣。”

教科书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于今岁次丙申，庚寿八十以上的

老华校，运气好的当年也许同时就

读两所学校，一所英校，一所华校。

上午对着米字旗，歌天佑女皇；下午

对着青天白日满地红，诵三民主义吾

党所宗。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在这炎

热的南洋小岛，人们效忠的是千万里

外面西朝北的两个古老国度，一个以

蟹形文表意，一个以方块字传情。

翻开1950年以前的本地华校课

本，从公民、常识、历史、地理到国语

科，熟口熟眼的几个词，少不了“中华

民国”、“三民主义”。那面国旗，不

是红白的五星伴月，而是“青天白日”

一片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国语课灌输

的是：“国旗飘，青天高，白日光明，

满地红光照。国旗扬，青天长，白日当

中，满地照红光。国旗国旗真美丽，

红光照满地，国旗国旗我爱你，对你

行个鞠躬礼。”这是二年级课本里的

《国旗歌》。商务版的南洋国语第七

册也有一首《国旗歌》赞颂着中华民

国国旗：“青天高高，白日照亚东，

热血染得满地通红。神圣的国旗呀，

我见你烈烈轰轰，立下了许多革命的

战功。神圣的国旗呀，我爱你严肃庄

重，表现出光明正大的国风。神圣的

国旗呀，我愿你领导群众，做一个建

立世界和平的先锋。”

金文泰总督查禁华校教科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南岛沙地里

的两丛灌木繁衍成一片绿洲，新加坡

的华校越办越多，从1910年的８所，

飙升到192９年的112所。学生人口

迅速膨胀，终于招来殖民地政府的关

心，1920年它端出“学校注册法令”，

开始了管制华校的第一步。过去华校

开档，无须知会官府，新法令则明确

规定，新旧学校，从学校、董事到教

师，都必须向政府注册备案。注册法

令是一张密织的网，不令人窒息，却

失去许多自由，华校教科书的内容，

终于面对了限制。

1930年，海峡殖民地来了一名

强势总督，大名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他到任没多久，就召集

中国国民党在本地的南洋支部头头

到府衙开会，明令禁止国民党在本

地的一切活动。接着便向教科书下

手，凡是不合殖民地口胃的课本，一

律禁用。三四年间，中华、商务等等

出版单位过往不遇风不遭浪的教科

书，纷纷受挫。据当时殖民地官方档

案，1930至1934年间，有16家出版社

的84种136本教科书被查禁。

民国政府的教科书南洋化

在殖民地政府对华校教科书表达

不满之前的三几年，中国派遣到海外

巡察华侨教育的黄炎培已经在报告中

陈述南洋教科书的不足。他主张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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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教的课本，必须注入南洋的内容，

方为上策。教科书南洋化的诉求上了

议程，直接使用中国教科书的时代就

此标上句点。但教科书“南洋化”不

涉及改变国家效忠的课题，它只是意

识到南洋华侨也应该认识南洋社会，

认为理解南洋史地与文化对华侨子弟

日后谋生有所助益，这不等于中华民

国政府放弃了政治意识的宣导。认同

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礼赞三民主义

的思想，不曾动摇，它一直存在于本

地华校的教科书里，直到1949年国

民党撤往台湾。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

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

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

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莲、香蕉

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

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

材比重的变化。南洋群岛的风俗、常

识比中国化时期的课本有所增加，但

中国内容依然是主体，地理精读中国

各省的人文景观与自然形态；历史则

细说中国历代编年，虽然它增加了南

洋历史与人物的简说。

方吴报告书与教科书马来亚化

二战后，南洋诸国各自吹响当

家作主的号角，华校课本里的青天

白日满地红国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此时，两份官方主导的报告书先

后出炉，几乎都剑指华校教科书，认

为它是阻挡教育马来亚化的路障碍。

教育“马来亚化”，迅速成了新

时髦。这面生气勃发的政治彩旗，呼

唤着的“马来亚化”并不是单纯的

教育口号，而是鲜明的政治本土化

主张。1951年，英国人巴恩撰写的	

《马来教育报告书》所提出的“马来

亚化”构想，主张废除华文、淡米尔

文等方言学校，建立以英文或马来

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认为当下的华

校教科书是妨碍教育马来亚化的绊

脚石。这块石头，必须搬走。这份报

告书发表后，马来亚大学教育系梅森

教授落力呼应，力主华校教科书书应

先以英文书写，再翻译成华文。

巴恩报告书出台不及半年，另

一份由美国人方威廉与吴德耀所共

同撰写的《方吴报告书》（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

nese	Malayans）端上了桌面。方吴报

告书也直言，新马华校长期使用中国

课本，并不利于效忠马来亚意识的实

现，因此华校迫切需要一套适合建设

马来亚本土意识的教科书。

1951年6月发布的方吴报告书直

接催生了本地五大书局联手经营的“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这是首次由官

方与民间合作处理课本事宜，以统一

华校教科书为终极目标。然而	，统一

教科书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华社的认

同，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华校教师

联合会、华文报章都认为有竞争才有

进步，主张新课程标准出炉后，让各

书局自由编写课本。

1952年，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

立了。教育当局与联营签约，同意它

所编写的课本，将盖上官方批准的

印戳。同时，当局也会致函领取政府

津贴的华校，指示它们必须采用联

营版教科书。不过，联营的五方合作

却昙花一现，成立没多久的联营出

版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便告分道扬

镳，中华、商务、上海、南洋书局陆续

退出，由世界书局独撑局面，继续与

官府合作。1953年底，第一套联营

版课本正式推出，供1954年正月新

学年使用。课本出版后，福建会馆属

下的学校在华文报章发表看法，对	

《国语》课本提出了“五个优点十五

个缺点”的批评，并表示它们不会采

用联营版教科书。

《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
书》与教育供应社

1955年，离开新加坡成为自治邦

三四年光景，林有福政府主导的立法

议会成立了由各政党代表组成的“华

文教育委员会”，检讨新加坡华校的

生存状况。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

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发表了。

尽管那时因《方吴报告书》建议而编

写的联营版课本已经使用了一两年，

华校教科书的内容依然成为关注焦

点。《各党派报告书》认为，华校教

科书缺乏马来亚元素，因此有必要

从速修订，以达成贯彻马来亚意识

的目标。

立法议会通过《各党派华文教

育报告书》后，政府发表了教育白皮

书，宣布实施小学双语、中学三语的

教育体制，并确定所有学校必须统

一采用以马来亚为核心的课程与课

本。为此，教育当局发布了新课程纲

要，规定各科课本必须按照新纲要

的要求编写。这次由当局主导的变

动，促成本地教科书出版商为了避

免竞争、集中资源、降低营运成本而

再度联手，组织了“教育供应社”。

这一回，参与合作的出版商共有四个

单位，分别是“中商”（中华书局与

商务印书馆）、“世联”（世界书局与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上海

书局）和“南洋”（南洋书局）。注册

资本为一百万，实收十分之一，股本

由参与合作的四方认购，最终股权结

构为中商38%、世联28%、上海21%、

南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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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教育供应社正式成立，恰

逢马来半岛取得独立，马来亚联合邦

诞生了，新加坡被排除在外，保持“皇

家殖民地”的身份，在通往自治邦的道

路上前进。这时期的华校教科书，已经

从“南洋化”过渡到“马来亚化”阶段，

教科书上的用语有了若干变化，南洋

化时期惯用的“我国（指中国）”、“我

们中国人”、“华侨”等字眼，被“马来

亚”、“华人”所取代。本土思潮锐不

可挡，强烈的马来亚意识迫使教科书

与原本浓厚的中国意识脱钩，“爱护本

邦、忠于本邦”的说法成了主流用语。

自治邦成立后中国意识从教科书
退场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前

几个月，林有福政府宣布把华文中

学原有的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

年）改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两

年），以便和英文中学的学制平行发

展。这一更动，华校课本即刻受到影

响。1959年6月3日，新加坡取得自治

邦地位，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新加

坡政治迈入新阶段。新政府吹起建

设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

号笛，以凝聚社会共识，华校教科书

长期存在的中国意识至此全身退场。

新课程纲要出现了教材必须“合于本

邦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

了解与合作”、“凡有帝国主义、殖民

地主义、沙文主义及偏狭的民族主义

者，以及其他与本邦立国精神有抵触

者不得采用”的新诉求。

1961年，自治邦政府为确保教科

书符合立国精神，并且价格合理，实

行了“推荐教科书书单”的做法。学

校选择课本时，必须参照这份推荐

书单。同时政府也制定新规矩，今后

任何人要编写教科书，都必须遵照

教育部的规定提出申请，批准后才能

动工。教科书编写完毕，也必须呈交

教育部审批，核准后才能公开发售。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

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不及两年便遭

逐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于这段

政治花期太短，教育的变更有限，华

校使用的仍是自治邦时期的教科书。

教科书新加坡化的塑造工程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国家

认同与国民意识的重任，主要由公民

与语文科担纲。1967年，教育部颁

布了公民科课程标准，以“灌输国家

观念，培养爱国意识；养成服从纪律

的风气；指导儿童明了多元种族及文

化关系”为主要目标。学习国歌、认

识国旗、介绍新加坡政治体制、外交

不结盟政策、建军卫国、灌输多元文

化观念的课文，普遍存在于1968年各

版本的公民教科书里――“新加坡的

人民，都是好兵丁；为了保家卫国，不

怕牺牲生命”――这类内容，体现了

新政治精神，侨民心态与效忠马来

亚的思想，如东去流水，不复回头。

不同种族、宗教、语言之间如何

包容共处，如何创造和谐社会成了

建国首要任务，教科书已然责无旁

贷。1971年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华文

小学历史课本《多元种族多元宗教》

的前言，明确点出了教科书在这方面

的使命：“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宗教

容忍显然是促成国家团结的要素。

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年轻的一代，对

他人的信仰和宗教背景，抱着明智和

同情的态度。”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严重缺乏

生存条件，因此灌输危机意识刻不

容缓，从速建军与落实国民服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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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政策，建国初期的教科书里，

这类主题没有缺席，它积极配合国家

需要，向学童灌输保家卫国的观念。

《吴庆瑞报告书》与教科书统一
进程

为了实行廉政，杜绝一路来存

在校方人员涉嫌利用课本贪污的问

题，1965年起教育部强化了对学校选

用教科书的监管力度。它规定校长必

须定时向教育部报告学校使用教科

书的具体情况，包括列表呈报各年级

各科课本的单位价格及其全年销售

总值。1968年，教育部制定新条例，

今后出版的教科书必须注明编写者的

名字和资料，在在显示独立后教育部

对课本管制的决心。

七十年代以前，中华书局、商务印

书馆、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友联书局

与南洋书局是本地华校教科书市场

的主要参与者。	70年代中期，教科书

市场的竞逐起了变化。新冒现的本土

出版社越来越多，传统教科书业者面

临了严峻挑战，结果南洋书局最先退

场，中华、商务显露疲态，新进的教育

出版社、泛太平洋与胜利书局后劲十

足，与世界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以

及上海书局等资深业者在这块日渐

干旱的草原上并肩放牧。到了80年

代初，华校的黄昏提前到点，这时华

校中小学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不及

百分之二十，经营华校教科书利润骤

减，竞逐者越来越少，代表本土的教

育出版社坐镇市场，重点转移至华文

（第二语文）与其他英文媒介课本的

印行——那一条路，朝着国家统一

语文源流的方向。

独立后新加坡最大幅度的教育

变革，发生于1979年。这一年，教育

部委任了以英国RW	Morris	&	GP	

Thompson教授为首的评估团检讨新

加坡的课程。考察结束后，评估小组

向教育部长提呈了名为“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A	Brief	

Review	 1979”的报告，为后来的	

《吴庆瑞教育报告书》提供了重要的

观点依据。

同年，吴庆瑞报告书出笼，新加

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一年，

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以英文作

为主导语文的新形态，统一语文源流

的大工程正式启动，逐步有序展开。

为了新体系的建设，教育部成立了	

“课程发展署”（英文简称CDIS），

开启了新加坡教科书出版的新篇章。

课程发展署是个庞大的教科书编

写机构。教育部从全国各校挑选合适

的各科教师调往课程发展署，全职负

责编写工作。编好的教材，一律安排

到若干学校试教，反复修订后才定

稿。课本完稿审核后，政府通过公开

投标方式让出版商竞标。这种运作

模式，既统一了全国学校教材，也达

成教科书为国策服务、确保教科书

价格低廉，以及提升教科书质量的

多重目的。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

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

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

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

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

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

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

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

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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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

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

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	

“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

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

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	

“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	

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

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

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

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

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

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

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

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

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

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

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

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

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

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

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

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	

“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	

“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

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

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

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

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

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

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

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

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

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

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

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

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

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

做账最常用它：“00000”。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	

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	

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

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

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

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３8年商务

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

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

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

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

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

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

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

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

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

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

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

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

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

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

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

试求赔款总数：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

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

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

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

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

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

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

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

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

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

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

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

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

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

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

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

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

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

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

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

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

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

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

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

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

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

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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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

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

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

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

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

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

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

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

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

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

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

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

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

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

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

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

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

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

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	

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常识》、《自然》与《卫生》

说到常识，直到六十年代初，华

校课程里还真有“常识”科。常识科

是“大杂烩”，是科学知识、保健知

识、做人行为与普通常识的综合体，

像一杯三合一咖啡。1948年世界书

局出版的四年级《常识》，课文37篇，

有中国和印尼简史；有麦哲伦、郑和、

伽马等人物介绍；有美国、英国、法

国、苏联的人文地理简述；有日蚀、

月蚀、火山、地震等自然地理知识；

有南洋博物院、图书馆、植物动物的

介绍；有公众卫生、公众安全、都市

卫生的常识，最后是怎样择业、怎样

做人的教材，学习范围广泛，天文地

理、生物保健、道德人生都尽在其

中。那个年代，常识科课程纲要里，

包含了《自然》与《卫生》的内容，可

以当成《常识》一科学习，也可以分拆

成《自然》与《卫生》两科来学习。初

小《卫生》，学的都是生活行为习惯，

配上一些保健须知。到了高小，很多

生理知识就进来了，从消化系统到

循环系统，从骨骼到疾病，有点像小

学版的《生物》。1961年左右，这几

个科目被三合一，用了《科学》这新

名堂。就如以前小学的《算术》，到

60年代易名《数学》。

曾经读过一则短文，批评当时	

《自然》、《常识》等科的教学，已经

流于“国语”化，意即老师教学这几

个科目时，简直就是上《国语》课。我

想起数月前读着五十年代上海书局出

版的《尺牍》课本，在《挂号信》这篇

课文里，书本的小主人黄佩萤用铅笔

在空白处留下了六个字：下星期六默

写。默写？原来并非语文课的专利？

这样的“证据”后来又找到了一个。

话说回来，当时几个版本的低年

级《自然》、《常识》教科书，文字表

达读来还真有“国语”课文的味道，

虽然它的内容很“科学”。《自然》

课本如是介绍“风”：“大风来了，到

处都是泥沙，树木摇摇摆摆，有的倒

下来；小木屋摇摇摆摆，有的也倒下

来。”那种句式节奏，与《国语》课

文没大差别。

“白天”这个概念，是这样走进

小童的世界：“白天有太阳，到处都

很亮，我们可以看见东西，我们可以

读书，我们可以游戏。”介绍抽象的	

“空气”，通过整齐的对比句式就完

成了：“杯里有东西，摸得着，看得

到。杯里没有东西，只有空气，摸不

着，看不到。”介绍“种子”，以感性

的“旅行”做为想像，植物的播种方

式便印刻在小孩脑里：“种子都会旅

行，有的掉下地，有的随风飘去，有的

随水漂流。”1954年联营版《自然》	

（一下）最后一课：“吃过晚饭／月亮

出来了／姐姐唱了一只歌／月儿好／风

儿凉／南洋／南洋／真是好地方。”这

样的课文，歌颂赞美之情流露，仿佛

模糊了“国语”与“自然“的界线。

深文奥义的《尺牍》课程

有个科目名曰《尺牍》，卖的是冬

瓜还是豆腐，年轻人多半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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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就是应用文。小学就开始

念《尺牍》，今日看来，要求太高，因

为它存在的年代，信件的书写还未

从老旧的状态中“脱胎换骨”。学童

面对用字艰深、文绉绉不易理解的

字句，确实苦不堪言。看看1938年

众兴出版社（世界书局）的高小《尺

牍》第二册，随手拈来的例子，你多

半犯愁：

“应钦同学兄惠鉴：正切遐思，

忽奉朵云，展读之余，悉吾兄近来从

事于新文艺。”；

“幼聆同学兄：别来数月，无日不

思叔度也。”；

“兄近抱采薪之忧，想系劳神过

度所致。弟固深知兄者，特献刍荛之

见。”；

“自违芝范，匝月于兹。每念光

仪，实无时不神驰左右也。”

私函里的“朵云”是对别人书信

的敬称；“叔度”比喻人度量宽大；	

“采薪之忧”是得病的婉转说法；	

“刍荛之见”是自谦词，表示浅见；	

“芝范”是指高尚美好的风范。这些

用词，都有典故，对小学生而言，难

度高不在话下。面对深奥的文字，当

时的课本编写有变通安排，在每一

则文言信件之后，都附有白话语译，

以协助学生理解文辞。尽管如此，死

记硬背是免不了的，通过默写背诵

文言式的书函，看来是那年的硬功

夫。至于尺牍何年下片，尚未见具体

证据，从零星资料推测，各校取消它

的时间并不统一，估计六十年代初

大部分华校已经停止教学《尺牍》。

小学低年级的《作法》科

我偶然从损友的小学成绩册上

发现了陌生的“作法”科目。多方查

询，未能解惑，后来在旧课本堆找

到1958年上海书局出版的《儿童作

法》，校阅者之一是当年爱同学校许

钟祐校长。

从《作法》教材，终于明白当年中

文的写作训练，也是从句到段，由段

到篇的过程。《作法》一科，显然不是

各校都有的科目。估计当时有的学校

把语文的写作训练融入华文科里，有

的分开，以“作法”之名登科，意在强

调写的训练。

根据《儿童作法》的内页说明，这

套教材共有三册，供一年级下学期到

三年级上学期“学习作法之用，是小

学作文的初阶”。《作法》教材的内

容，包括选词填句、看图填句、看图

造句、看图写文等项目。

情随景变的华文科

百年来，华校课程里的华文科，

有如一阕乐章，在政潮拍打下，曲乐

换了调。原本缓缓抒情解意的节奏，

在最后的十几年奏出急促的节拍。百

年华校各科读本，以华文科的变化最

能体现华校的演变历程。

科目称谓的改变

首先是称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

前，华校里的中文科，一律冠以“国

文”之名，“国文”教本，自然是文言

文。小学课本里数十年“青山不老”

的“乌鸦喝水”教材，在1907年商务

《国文》教科书里是这样行文的：	

“鸦渴甚，见有水瓶在庭中，欲饮之，

瓶深水浅，鸦竭力伸喙，卒不得饮。

仰首若有所思，遽飞去，衔小石至，

掷瓶中，往返十余次，石积水升，鸦

遂得饮。”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响后，国语

运动挟带着推广白话文的气势，北

洋政府一声令下，小学“国文”调为	

“国语”，课文进入了白话文时代，

中学则保留“国文”标签，出现文言

与白话共荣的局面，直到上世纪50年

代。文白更动，千里外的南洋小岛也

枝附影从，跟随主流中国发展。到了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身份，马

来文被定为“国语”，与中文“国语”

撞衫了，但宪法高于一切，它必须让位

予马来文，于是原来的“国语”在小

学阶段改称“华语”，中学则名为“华	

文”。几年后，当局觉得“华语”有语

无文，涵盖欠周全，于是小学“国语”

再度易名，换得	“华文”标签。

简体字取代繁体字

新加坡独立后，“华文”科	的变

更，重点不在名称，而是“内容”，其

变化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先是简体

字被引进华文学习的领域。1969年，	

502个简体字正式走进教科书，却意

外造成诸多不便。由于502个简体字

中的78个简化字，并不包括在1956年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发布的2248

个简体字之中，例如，“伩”（信）、	

“				”（要）、“囱”（窗）、“ ”	

（貌）、“示 示”（算）等“异体简化	

字”，因字形不同，与“国际接轨”的

问题即刻浮现，首先是学生面对中国

出版的课外读物时，因写法差异而出

现认读障碍；其次是使用当时的中

文打字机，也因字形笔画不同而无

法操作。因此，1974年教育部废除了

这批异体简化字，全盘接受中国认可

的2248个简体字。

汉语拼音代替注音符号

简体取代繁体之外的另一重大

改变，是1973年教育部宣布以“汉语

拼音”取代“注音符号”作为汉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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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音工具。推行之初，汉语拼音被安

排在一年级课程里，但后来为了解决

低年级学生的汉字高遗忘率问题，	

1978年起把汉语拼音移到四年级学

习。推行汉语拼音成为既定政策之

后，1983年教育部通过有系统的科

学化教材编写、严格的教师在职训

练，确保老师通过汉语拼音掌握华

语发音，大大改善了过去华校华文教

师发音南腔北调的现象。

新应用文登场

华文教学的另一现代化项目，是

大刀阔斧改革应用文。60年代初期以

前，华校通过《尺牍》教导学生掌握

应用文，“尺牍”退出教育舞台后，应

用文便纳入华文科里。在现代工商社

会，传统书信过度婉转累赘的表达、

遣词用典的深文奥义等问题不时遭

人诟病。1976年，教育部成立了“华

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探讨华

文应用文的改革，希望通过简化的

格式和称呼、简白的表达方式，让应

用文成为易学易写、快捷简省的通

讯利器。

1977年5月，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正式在学

校推行符合潮流需要的新式应用文，

扬弃了陈旧的外衣、过度的谦逊客

套、艰深的用语，从古老的“尺牍”跨

入新应用文时代。1978年，本地中学

正式放弃传统应用文的格式与表达，

之后教育部的统一考试或学校的测

验考查，都以新应用文模式为标准。

裸退的文言文

华校华文科最吸睛的改变，莫过

于文言文的裸退。从高处俯瞰华校

史，先进入眼帘的其实是一片文言

文的海洋。私塾晚期与新式学堂崛

起之初，五四运动还未发生，各科教

材理所当然以文言编写。五四新文化

运动引爆后，白话文举旗操进教育大

广场，成了时代新主人，文言文只好

从大多数科目中退场，最后在中学华

文科的港湾停泊。有至少半个世纪，

文言文在中学华文课里享有至尊地

位，从初中到高中，莘莘学子都接受

它的熏沐陶冶。新加坡独立后的前

15年，即便是华校人口锐减、建议取

消教学文言文的声音此起彼落之时，

文言文在华校华文课本里也没受到

严重干扰。

变化起于1983年教育部新颁布

的中学（普通课程／快捷课程／特别

课程）华文课程纲要调整了文言与白

话文比重。它的“选材原则”规定：	

“以白话文为主，从41单元开始，程

度好的学生可选若干篇较浅白的古

典诗文”。意即程度好的学生，可在

中三以后学习文言文。这与70年代

以前，文言文从中一的30%，逐年增

加到中四的60%相比，已判若云泥。

文言文全面退出华文教学舞台，犹如

风卷残云，这距离华校全面关闭，也

就是三四年光景，文言文并没有拖到

华校退场油尽灯枯的一天。

老华校的年代，华文科的内容与

程度，与后来的高级华文与华文（第

二语文）相比，自是天壤有别。传统华

校的《华文》，并非纯粹的语言学习，

而是饱含着厚重的文化元素与情怀。

华文的教学带着赏析成分，老师往往

从文学或哲学视角切入，游走句段之

间，分析文章要旨与修辞着墨，层层

解读作者的创作心思，因此华文教

材以“文选”为核心，汲取历代菁华，

不论古典文言或是现代白话，必然以

经典名篇、名家之作为编选圭臬。那

一代华校生自《中华文选》滴漏出的

千古名句中得到启发，强化了个人的

审美能力，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文化素

养，课程里的这口精神水井，让莘莘

学子终生受益。

华文课本蒸馏的记忆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具韵律节

拍的句子是初小华文课本里的一大

特色。三十多年前，我在职场上与同

事谈论教材，都认同七十年代以前小

学语文课本里琅琅上口的短小篇章，

印在脑海，一生不褪色。回忆初小课

文，随口蹦出的“大狗叫，小狗跳”；	

“球，拍球，拍拍球；手，拍手，拍拍

手”；更早年代的：“嘻嘻哈哈，哈哈

嘻嘻，洒洒水，扫扫地，扫地洒水，洒

水扫地，地上扫得清洁，大家心里欢

喜。嘻嘻哈哈，哈哈嘻嘻，揩门窗，揩

桌椅，桌椅门窗，门窗桌椅，样样揩得

清洁，大家心里欢喜。”单音字组成

的铿锵节拍以及音乐美构建的和谐

韵律，呈现了汉语声韵和美的特色。

打油诗式的《尝试歌》，也叫人

缅怀：“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

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

在尝试。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

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

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使失败

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

莫浪费。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

两个字，读书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

有此志。做尝试歌颂吾师，愿与大家

都尝试。”短短不及二十行，“尝试”

的积极性已全盘托出。

传统初小华文课本的典型课文

编写方式，特别强调入门阶段的字

词巩固，因此对字词的带入极为讲

究，通常编写者会借助字句节奏、

排比句子、重复字词等手段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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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课与课之间的关联、节奏的延

续，像接力般把字词与内容有机地

渐进扩展，字词重复率高，对学习的

巩固有大助力。1949年5月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

第一册的前五篇可视为典型，第一课

《小小猫》：“小小猫		小小猫		跳跳

跳”；第二课《小猫跳》：“小猫跳		小	

狗叫		小猫叫		小狗跑”；第三课《小狗

跑》：“小狗跑		小猫叫		小弟弟		哈哈

笑”；第四课《哈哈笑》：“哈哈笑		笑

哈哈		小弟弟		牵狗当牵马”；第五课	

《小妹妹》：“小妹妹		骑竹马		跑跑

跑		小弟弟		骑木马		摇摇摇”。这五

篇课文，有字词连环出现的特点，由

猫渐进带出狗、马，由跳带出跑、笑、

摇等动词，押韵而节奏轻快，且字词

重现，有复习效果。

那时代的华文课本，尤其是小学

低年级的篇章，特别讲究句子的韵

律，包括通过排比句让学生感受汉字

的美。同一册第33课《回家走》：“左

手牵羊，右手牵牛，回家走，回家走，

爸爸等在小桥头。左手拿书，右手拿

球，回家走，回家走，妈妈等在大门

口。”对比鲜明工整。

复兴第二册第六课《哥哥拿着一

支笔》：“哥哥拿着一支笔，什么笔？

毛笔。什么毛，羊毛。什么羊？山羊。

什么山？高山。高高山上山羊跑，山

羊身上有羊毛，剪下羊毛做毛笔，毛

笔细，毛笔好。拿起毛笔画只小黄

猫。”这篇课文以词语问答接龙的方

式起读，由“笔”开始接力，最后巡回

一圈又回到“笔”。一篇短文，在趣味

中传达了毛笔制作知识的目的。这种

编写法，在过去低年级课本中经常	

使用。

来到中学，年逾花甲的老华校，

多半还记得196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

《中国文学史初步》这本教材，作者

冯明之。冯明之，何许人，大家不甚

了了，反正为了应考，必须和他的书

本打交道。后来才知道，冯明之是中

国抗战时期文教界的多面手，原本

学医，牛津大学辅世学院院士，中国

战乱的年代他到香港找生活，长期以

文字为伍。南山燕是他的笔名，出版

过《南明遗恨》、《夜盗红绡记》等作

品。冯明之编过不少语文教材。1953

年他为香港大公书局主编过一套名为

《新标准高中华文》的教材。十二名

编委中，包括两位本地知名文化人，

一是曾任教于师资训练学院的郑子

瑜教授；一是华侨中学教师、小说家

丘絮絮先生。

那年代的高中华文教本，流行编

年史的篇章排序，自古而今，也就注

定了由难而易，先苦后甜的特点。高

一课本的开篇文章，是易经《乾文

言》，认真是下马威，目触即满天神

佛，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深入浅出，

为同学指点迷津。同学经过《乾文

言》、《阿房宫赋》、《牧誓》、《秋水

篇》的洗礼，到了高中后期，越读越

轻松，面对明清小品，自负得以为只

是小菜一碟。

冯明之《新标准高中华文》的编

排则恰恰相反。它不按照时代次序，

而是根据篇章文字难易、思想深度作

为课文编序标准。这套课本为了让学

生更透彻了解古代名篇，附加编选现

代作者解释或评析该文的篇章作为

辅助，例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后，

选了缪钺的《王国维与叔本华》；易经

《乾文言》之后，选了朱自清的《周易

的哲学》。《新标准高中华文》叫人

好感，因为它根据文章难易度编排，

循序渐进，经浅滩再入深水区，回

避了一下水即跌入深海的感觉。翻阅	

19６1年版本的这套教科书，我小小

惊讶――为了借教科书打广告，它居

然在封底内页印上大公书局出版《大	

阿哥看着你》、《二十七年以后》、	

《太平洋风云》、《菲律宾游击队》等

小说的封面。通过教科书替小说打广

告，可是事无先例，后无来者？

历史需要更多人投入工作，才能千花盛开。一枝独绽，其实不是
风景。华校已经过去，它的斤两曲直，正待有心人入内挖掘，这方
框里有太多材料让人思考，可借此检视我们的作为，是否仍有补
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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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华文课本，更多人怀念初中

的《中华文选》。它已成为一些老华

校的收藏品，而且还在乎“三三制”

或“四二制”版本的分别。初中三年

的版本得六册，四年初中为八册。时

间都漂流了四五十年，黄昏时提起

校园片断，怎么人们还惦着它？我高

小时翻过《中华文选》，是姐姐上中

一新买回来的课本，当下迫不急待翻

阅，记住了柯洛兰柯《爝火》里“一橹

一橹地摇去，总有到的时候”这句。至

于薛福成《猫捕雀》“哀哉！猫一搏

而夺四五雏之母，人虽不及救之，未

有不恻焉动于中者。而猫且眈眈然，

惟恐不尽其类焉。乌呼，何其性之忍

也！”这类入门文言文，就满天星斗

了。那时，触摸《中华文选》沉稳厚

实的封面，粗糙的纸张布满古老的

线条、正文前后的作者生平和注解

分析，与小学课本真是天地有别，终

于感知“作者”的斤两以及文章内藏

思想的分量，才知晓语文的海洋也有

深浅辽阔的区别。

一两年后，我上了初中，但学校没

采用《中华文选》，我把到手的马化版

《华文》和《中华文选》对比，发现彼

此虽有些有不少相同的篇章，但《中

华文选》的篇章数量与范围明显多

些广些，古今中外、世界名家的作品

都包含其中。它长期在中学华文教科

书市场备受青睐，正因为它是一桌

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的精神菜肴。

九十年代，大坡大马路的中华书局

歇业之际，有大平卖活动，我到现场

买了一套新版本《中华文选》存念。

那是蓝色的卡纸封面，《中华文选》

过去草纸封面的盎然古意消失了。架

上的课本，已遭书蠹注洞，孔孔穿透

底，我还是张罗了一套八册带回，一

本一元钱。再过十年，我书架上的中

华文选丢失了一半，遭人借走，没有

回头。想起三毛写过的一句话，书与

牙刷，若非得借人，就借牙刷。当初

没读透这句。

走远了，就更加怀念。怀念中华

文选，也就顺带浮现了默写诗文的镜

头。那年头，文选中的精品，老师多半

择日默写，好歹得通篇连带标点灌进

脑里。当时说是苦差，琵琶行、正气

歌、岳阳楼记、登楼赋，连篇累牍，灯

光下熬夜背诵，数十年后谈笑间能蹦

出“苛政猛于虎也”之类的警句，就

是文选给予的小小回报。

小结

去年岁末开始，我有幸接触了两

三千册本地收藏的华校教科书，自

困斗室数月，随着时间轨迹，复习百

年沧桑，有小感慨，大收获。整理了华

校教科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际遇，梳

理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发展脉络，三万

余言，题为《百年华校教科书与政治

变迁》，上交国家图书馆。意犹未尽，

想以比较随意的笔调，把爬梳过程遗

下的吉光片羽，煮炒此文，让四个月

来故纸堆里的见闻，注入些许情感，

或能撩起花甲之人的若干回忆，或协

助少者浏览已故的华校墓地，张望一

下前人留下的文化地图。

历史需要更多人投入工作，才能

千花盛开。一枝独绽，其实不是风

景。华校已经过去，它的斤两曲直，正

待有心人入内挖掘，这方框里有太多

材料让人思考，可借此检视我们的作

为，是否仍有补强的必要。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

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

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

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

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

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

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

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华文的新

状况，迫切需要新教科书完成任务。

又过去了三十余年，教科书结出了什

么瓜果？路人心中一把尺。旧教科书

是否能帮补、仍留存若干可供参考的

残余价值，还是它不过是待化成灰的

故纸堆？这自是一道选择题。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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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府	
问责伦理的崩坏

政权合法性基础及五一三后的演变

马来西亚曾受英国殖民统治，但也继

承英国移植来的司法体制、官僚行政，议会

民主以及典章制度。从国家制度建设(state	

building)的角度而言，马来西亚比起其他东

南亚国家，无疑有较好的起步基础，况且自

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政治与行政精英，大部

份是接受英国式教育，对现代行政官僚体

制也大体认同和信任。换言之，马来西亚独

立以后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除了来自定期的

选举程序，也有部份是源自制度上的行政理

性与司法程序。

╱	文		:  潘永强

由于独立后接受英式制度安排，马来

西亚许多官僚部门和国家机关，保留了制

度上相对的自主性，也有其行政专业职能。

从建国初期，这些官僚机关就建立起一定

的规范，可以按照程序和标准去运作，即

使是党政领导人也不能随意指示军队、法

官、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去从事违背法纪与

程序的事情。

但是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过后，马来西

亚政体演变为由马来人主导的一党支配体

制，它表面上保留形式民主程序，却糅合了

民主与威权的双重性格。自此，不少中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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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纷纷以准民主、半民主、伪民主、

威权民主、竞争型威权主义等概念，

来概括形容马来西亚政体的面貌，它

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强调民主与威权的

两个特征同时存在。然则，由于这种

威权民主的混合政体运作得日益精

炼和细致，它虽然与自由民主相关的

权利保护不多见，但也没有许多与刚

性威权连系的系统性压制，因而显得

更为稳定、耐韧和高质量。

可是，当马来西亚政体内的威权

特性日益高涨和蔓延后，首当其冲的

是选举程序的公正和中立，日渐受到

侵袭，其次就是冲击到国家制度安排

上的行政理性与司法程序，演变成问

责制度的动摇，以及监督与制衡机制

的崩败。

当前马来西亚制度崩败的趋势，

是从马哈迪时期的个人化威权开始

产生，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阿都拉

时期虽试图重建，但他是弱势领导，

效果无法彰显。纳吉担任首相后，由

于身陷严峻的政经丑闻，他为了自保

和反击的需要，不惜凌驾与摧毁尚存

的各种制衡机制，最终造成本来已经

脆弱的问责制度，发生近乎系统性、

总体性的崩败。

从马哈迪时代后期开始，马来西

亚政治上充满许多个人化、随意性、

非理性和暴冲式的政治行为，导致政

府治理上经常出现前后矛盾、逻辑不

一致、极具个人化的措施，也使制度

规范错失合理成长的机会，最后陷

入失败国家的窘境。是甚么原因造

成以上现象，导致国家遭遇制度崩

败的局面？

从苏丹式政体到攫夺型国家的
迹象

已故的政治学者Juan	Linz曾指

出，在政体类型的分类中，除了民主

的政体外，非民主的政体基本上有

四种。一是极权主义(如前苏联、朝

鲜)，二是后极权主义(如改革开放后

的中国、越南)，三是威权主义(政治

上有一定程度的多元性，但称不上民

主，如俄罗斯)，四就是苏丹式政体。

所谓苏丹式政体(sultanistic	re-

gime)，是用来描述那些政治上不上

轨道，或尚未制度化和理性化的政

体，主要特征就是公私领域融合在一

起，并且倾向于产生家族式的权力，

经济上则依赖主从恩庇关系。更重要

是，领导人随意行事不受限制，没有

更大的、非个人的目标。马可斯统治

下的菲律宾、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

都是苏丹式政体的例子。

马来西亚的政体，本来说不上是

苏丹式政体，因为它还有一些制度

化和理性化的部分，例如选举、司法

和官僚体制。但是，从马哈迪时代中

后期以来，马来西亚政体不再停滞

在威权状态，而是出现退化迹象，逐

步倒退为“苏丹式威权”	(sultanistic	

authoritarian)。苏丹式威权造成横向

问责制的瘫痪疲软，最终形成攫夺型

国家(predatory	state)。			

Juan	Linz指出，苏丹式政体领导

人要求无条件的个人服从，官员对其

职位的忠诚，不是基于对制度与责

任的承诺，而是建立在与领导者完

全个人化的主仆式忠诚。长期处于这

种气氛下的官僚人员和建制成员，

也养成了服从、愚忠的文化，毫不在

乎专业理性，最终导致政府治理上

的制度崩坏。许多制度规范，或是官

僚机构的功能，就极不稳定，也甚为

脆弱，缺乏理性化和自主性。

当一个国家退化为苏丹式威权，

必然会形成攫夺型国家，主要原因

是横向问责制(horizontal	account-

ability)	面临崩解，原有的制衡机制不

从马哈迪时代后期开始，马来西亚政治上充满许多个人化、随意
性、非理性和暴冲式的政治行为，导致政府治理上经常出现前后矛
盾、逻辑不一致、极具个人化的措施，也使制度规范错失合理成长
的机会，最后陷入失败国家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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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功能失灵就是逃避责任。本来，在

一个完善的横向问责体系下，行政和

司法权力被分散在众多独立的政府

分支部门中，各有专属的监管范围，

彼此审查、侦察、限制权力，形成一

个重叠交织的系统。如果某个部门

不作为，其他部门也可以行动，确保

权力不被单一部门垄断。

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各国中，在

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是比较早熟的国

家，由于独立后没有经历严重的社

会与政治断裂，因此逐步形成一套

体系相对完整的横向问责制。例如

选举委员会、反贪污委员会、最高法

院、总稽核署、总检察署、国会公共

账目委员会(PAC)、国家人权委员会

(SUHAKAM)、公共服务委员会(JPA)

、中央银行，以及近年成立的执法单

位廉正机构等等。尽管马来西亚的

横向问责体制并非经常表现出高效

和独立运作，亦不时受到干扰，但基

本制度框架完备，在一些不涉高度

政治性的议题上，尚能发挥专业职

能、遵守行政程序，保留最底程度的

制度化和理性化。

可是，当近年政体退化为苏丹式

威权时，当权者的态度，就恶化至

连基本的横向问责制度也会漠视不

理，甚至逐个摧毁与打击，弃制度和

公义于不顾。例如，在反对党党工赵

明福命丧反贪污委员会一案，没有

加害者负起罪责，反而被列为悬案。

在安华的第二次肛交案中，法院在控

方疑点重重下依然判处安华入狱。在

各种社会犯罪和治安恶化之下，警察

部队依然浪费警力，去处理网络批判

言论。当沙巴海岸边区不靖，波及国

家安全时，内政部则放任非法外劳遍

布全国，因庞大政商利益造成外劳管

理机制业已失灵。及至MH370客机

失联，举国就更清楚觉察到，人员超

过百万之众的文官体系实已沈痾病

重，积重难返。在官僚体制内，不少

公务员也给予巫统高度的合作，这些

马来裔公务员，与巫统领袖有共同背

景，或分享共同的政治价值，没有严

守政治中立的原则。

以上略举数例，只是近年制度崩

败的冰山一角，实情简直是罄竹难

书。在涉及首相纳吉的1MDB弊案中，

准备提控涉案者的总检察长，可以实

时被撤职；亲巫统的人物可以临时被

委为新任总检察长；负责调查案件的

副检察司突然被谋杀；国会公共账目

委员会主席可以突然放弃监督角色，

被征召出任副部长；负责金融监管的

中央银行总裁也深受上层干扰；反贪

污委员会则宁可选择噤声，甚至国会

议长也对反对党的不信任案动议诸多

阻挠。横向问责制本来就是把权力分

散至不同部门，独立行使监督角色，

但在任意、随性和高压的苏丹式威

权体制，个别部门都无法抵挡压力与

恐惧，最后集体瘫痪丧失课责能力。	

有论者认为横向问责制的崩毁，

跟首相权力与资源集于一身大有关

系，此言虽不无理据，仍有待商榷。

首相既是国会最大党领导人，也是

内阁第一人，他在党内和政府内主导

行政决策，在国会也左右立法程序，

首相的意志通常可以完全得到贯彻。

但是首相拥有制度上的众多权力，不

意味着制度就有崩坏之可能，更不必

然沦为攫夺型国家，只要横向问责

制没有崩解，就可以限制滥权歪风。

强势如邱吉尔、撒切尔夫人皆是大

权在握，并没有成为民选的独裁者，

同样实行议会内阁制的澳洲，近年

总理人选也屡次更换。即使在传统

中国，按史家钱穆所著的《中国历代

政治得失》，在传统帝制下皇权也受

诸多制衡牵制。

结语

马来西亚近年濒临制度崩坏，如

果这个态势没有受到阻遏，就有可

能危及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如果一

个体制具有合法性，意味着人们会

认为现行的制度，在道德上是正确

与合理的，值得存在和拥护；一旦合

法性丧失，人们就会对制度失去服从

与信任，进而社会秩序就可能瓦解。

从19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体

虽步入威权民主状态，但当权者一方

面维持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在公共

治理上保留某种程度的理性化和制

度化，以换取合法性。如今当政体逐

渐退化为苏丹式威权，体制上下的攫

夺性格猖獗放肆，若无法遏止制度

崩坏，巫统党国体制的合法性将日

形下降。如果现有的政权在失去合

法性后，人们可以通过选举程序更换

政府，则这个政体的合法性尚有可能

重建。可是在各种制度业已崩坏的马

来西亚，尤其是选举公平性并不存在

时，经由民主选举来重建合法性的途

径如果受阻，那么政治体制就可能面

临极大危机。马来西亚要拒绝沦为失

败国家，就必须避免制度全面崩坏，

挽回政经体制的合法性基础。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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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诉说着一场革命”

美国总统选举的
桑德斯效应

关心美国总统选举的观察者均同

意，2016年的总统党内初选，已经

发生了前所未见的颠覆性现象。在17名共和

党候选人当中，属于体制外的纽约房地产商

特朗普过关斩将，把党内精英所属意的候选

人打得落花流水，连一路缠斗的主要对手克

鲁兹，也在5月3日的印第安纳州初选大败给

特朗普后，被迫黯然退选。另一名得票率持

续殿后的参选人、俄亥俄州长卡西奇隔日也

终止了竞选活动，让特朗普成为共和党角逐

下任总统的不二人选。而且特朗普越面对

党内主流势力的强烈反对与抵制，就越获

得草根支持者的热烈拥簇。他所代表的民

粹力量，不但揭露了共和党主流已经同其基

层严重脱节，更可能因为他最终成功取得参

选资格，而导致共和党发生根本性的分裂。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民主党的党内初

选。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

斯，在挑战众望所归的前第一夫人、前纽约

州参议员、前国务卿希拉莉时，也是锲而不

舍，一度对后者选情构成不小的威胁。一直

到4月19日的纽约州初选，希拉莉以58%高

╱	文		: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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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获胜，以及随后4月26日东北五州

的“超级星期二”初选里赢得四州，

才算稳住了阵脚。尽管大多数民调

专家都相信，除非桑德斯在接下来各

州的初选，都取得八成以上的压倒性

胜利，他打败希拉莉的机会将非常渺

茫；但桑德斯的支持群众却依然斗志

昂扬，他自己也誓言将参选到底。桑

德斯5月3日在印第安纳州以落后7个

百分点的劣势逆转胜，再度让希拉

莉陷入苦战。

	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现象，

并非美国所独有；在经济持续低迷、

失业率攀高的欧洲诸国，同样掀起

类似的排外政治风潮，也造就了一批

极右派的保守政客崛起。他们所代

表的政治反智主义，甚至带有些许法

西斯主义味道的政治主张，在西方

民主社会已经成为舆论担忧的课题。

但是桑德斯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却是

另一种值得讨论的现象。尽管他角逐

民主党总统提名，桑德斯并非民主党

员，而是在参议院与民主党结盟的民

主社会主义者，在美国政治光谱属于

少数左派。传统上，“社会主义”在美

国是个政治禁忌，几乎被当做共产主

义敌人的代名词，而他居然获得民主

党基层的热烈共鸣，不可不谓异数，

也反映了美国政治气候的重大改变。

其次，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一度

是被信奉自由市场的主流精英所唾

弃的“大政府、高税收”福利主义，在

主流舆论市场也不被看好。可是他却

得到年轻选民大比例的支持，显示了

美国正出现一种新的世代政治断层。

下半场仍存在变数

再来，桑德斯的竞选策略是坚持

不接受大财团、大企业以及超级富豪

的任何政治献金。这在耗费巨大的美

国总统选举里，毋宁是天方夜谭。很

多候选人正是因为政治献金不足，最

终含恨沙场；可是桑德斯却经由民众

的小额捐款，一路参选到底，甚至有

后市看起的情况。

据美国媒体报道，希拉莉在2月

时已经面临竞选经费不足的窘境，

因为她的主要金主都已经达到捐款

顶限，无法再继续提供献金。希拉莉

被迫挪用民主党总部的资金，甚至传

闻向共和党金主抛媚眼，来支付自己

的竞选开销，引起了桑德斯阵营的抗

议。本来，舆论都相信希拉莉应当

在2月时的初选就会击败桑德斯，取

得参选资格，不料在3月却还折戟大

票仓密西根州和夏威夷；雪上加霜

的是，保持进取态势的桑德斯更在3

月间获得超过4000万美元的小额捐

款，让其团队士气大振。

	希拉莉至此只能依靠“超级政治

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的资助。

美国最高法院在2010年以保护言论

自由为名，裁定企业，工会和其它特

殊利益集团可以任意花费数量不限

的金钱，捐给Super	PAC这类新型

的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则可以不

受限制地花费资金，可以无限制地筹

款。虽然法律规定Super	PAC不能同

所支持的候选人竞选团队协调行动，

但却因为规定存在许多灰色地带而不

易管理。问题是，金钱收买了政治正

是本届大选的课题之一，希拉莉此

前因为收受华尔街67万5000美元的

巨额演讲费而备受质疑，接下来主要

靠Super	PAC资助，必然增添其财团

代言人的负面形象。

反观桑德斯，他的竞选团队在5月

1日宣布，他们在4月份从将近100万

笔小额捐款中筹得2580万美元，远

高于平均的每月1700万美元。对比代

表民主党甚至美国政治主流、获得社

会精英支持的希拉莉，截至2016年	

4月底共筹得2亿5620万美元，桑德

斯的团队在同时期一共从740万笔小

额捐款中，筹得2亿1000万美元，而

且后续的捐献来源似乎并没有停止

的迹象。这笔政治献金所代表的民

意支持率，显然是可观的。

从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他在民主

党基层以及无党籍中间选民当中所引

起的巨大共鸣，以及他的竞选团队至

今仍然气势如虹，显示他所代表的这

种求变的政治理念，具有强大的社会

能量。对比当下的美国政治现实，可

以说桑德斯正在引领一场美国式的

政治革命。我们在这里不妨大胆地判

断，无论他最终能否代表民主党参选

美国总统，桑德斯革命很可能并不会

因为总统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况且，

在7月25日的民主党大会正式推举总

统候选人之前，桑德斯革命其实已经

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革命的对象

	应当说，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政

治革命，表面上针对的是越来越让美

国民众有切肤之痛又深恶痛绝的社

会不公不义，实际上也冲着导致这

种不公不义的既有利益结构所撑起

的体制——寡头政治——而来。桑

德斯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寡头政

治的面目：今天，在顶端的1%人口中

的十分之一，拥有相当于底层90%

人口的财富。这些1%里的十分之一

的人，提供占所有政治献金的超过	

40%。亿万富豪阶级掌握了政治制

度并从中受惠。”0.1%的超级富豪阶

级的身家，与90%美国人的资产一样

多，焉能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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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能解释为何备受看好的希拉

莉，迟迟无法在初选里一劳永逸地

取得压倒性胜利。因为她所代表的	

“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理

念、她与华尔街亿万富豪藕断丝连的

关系，正是不少民众欲除之而后快的

革命对象。

寡头政治的弊端，在2008年华

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后续的发展

中暴露无遗。当年掀起的“占领华尔

街运动”，就是今天桑德斯革命的先

声。华尔街金融巨鳄的贪得无厌，以

及闯祸后由政府与全民买单，还得

到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护航而得以全

身而退的残酷现实，激起了巨大的民

愤。但是，占领运动由于缺乏鲜明和

有魅力的领袖以及具体的纲领，很

快就因为失去抗争焦点，流失了民间

的认同和支持而无疾而终。可是它所

留下的革命火种，则在靠主张改革的

奥巴马执政八年，但无法根除弊端

后的2016年总统党内初选卷土重来，

而且组织及声势远比占领运动更为	

有力。

共和党的特朗普同样也是凭借

这股东风取胜，但是他所吸引的主

要是自觉被共和党精英蒙骗，但是

却不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的底层白人

民众。他们对现状的愤怒无处发泄，

对未来的恐惧不安无处安顿，终于在

口不择言、自称代表他们来对抗体制

的特朗普竞选活动里获得出口。这种

非理性的情绪，经特朗普持续的挑逗

和煽风点火，隐然成为类法西斯的民

粹主义，破坏力有余，建设性却不足。

桑德斯革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一

贯的改革主张始终如一，而且是通过

诚恳说理的方式反复宣导，逐渐凝聚

了民众求变革的共识，且指引了一条

可行之路。

简单地说，导致不公不义现状的

罪魁祸首，是1980年代美国里根总

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引领的

市场化改革。这个后来被冠以“新自

由主义”（neoliberalism）称谓的意

识形态，认为政府是制约个人创造潜

能及自由的万恶之源，一切公共事务

的决策应当交给自由市场来定夺。	

《我们是如何到达这部田地？》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

一书作者蒙比鄂（George	Monbi-

ot）4月15日在《卫报》撰文说，新自

由主义是针对1970年代西方左派的

国有化、福利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弊

端而出现的意识形态，一度的确纠

正了福利社会低效能的毛病，带来

全新的经济活力；可是它却逐渐异化

为迷信市场万能，最终所导致的贪

婪、贫富悬殊、环境破坏等问题，以

及民主政治被寡头政治所取代，在

2008年金融危机里尤其暴露得淋漓

尽致。蒙比鄂批评说，西方左派的失

败，就在于无法提出新的答案，使得

2008年以来所累积的人文社会问题

日益尖锐化。

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寡头政治，

让富豪阶级的贪欲无限膨胀，同时

削弱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唯才是举

（meritocracy）社会文化。“巴拿马

文件”的问世，暴露了富豪阶级的无

耻。至今，他们已经从新自由主义所

兜售的“滴涓经济学”——即为富豪

减税，才能鼓励他们投资，制造工

作机会，让新创财富往下滴给全社

会——攫取大量财富；可是尽管政府

一再为他们减税，他们仍然想方设法

逃税，规避回馈社会的义务。而年轻

世代已经无法如同父辈一样，凭借

自己的努力出头，因为家庭背景越来

越成为成败关键。权贵子弟可以借助

家族的社会关系与资源，轻易获得上

升机会。《经济学人》杂志2015年1月

24日的报道，就讨论了这种“世袭唯

才是举”（hereditary	meritocracy）

现象。

桑德斯的出现，部分地回应了蒙

比鄂的批评。他的竞选纲领，几乎完

全针对新自由主义肆虐这么多年所导

致的恶果，并提出对应之道，包括如

何减缓贫富悬殊，重建社会公义，防

止气候暖化等威胁美国乃至世界的挑

战。他也誓言，要把美国人热爱的民

主体制，从寡头政治手中解放出来。

民主党两种理念的较量

	2016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因

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桑德

斯所代表的“社会公义”，对垒希拉

莉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在争夺

党内的主导权。希拉莉继承的是其

夫婿克林顿当总统时的政治理念。

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靠的正是提

倡所谓的“第三条路线”（the	Third	

Way）——这与当时英国工党的首相

布莱尔异曲同工。“第三条路线”说

穿了就是颠覆传统左派的福利主义，

通过“去监管”（deregulation）让企

业和市场获得更大的空间。克林顿的

当选，正是因为其“自由市场”主张获

得了大企业、大财团以及华尔街的青

睐；而传统支持者如工会等，又不可

能选择共和党这个阶级敌人。一手

制造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投资

银行，就是在克林顿主政时期的“去

监管”政策，而变得“大到不能倒”，

进而裹挟了美国实体经济。可以说，

奥巴马八年的施政理念，也没有太背

离这套意识形态。

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

保护社会免受资本主义强力剥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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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主张。他的矛头一直指向为富不

仁的亿万富豪，以及其所操控的寡头

政治，因而也被其批评者形容为代表

99%对抗富有的1%的“仇富政治”。

他在竞选演讲不断对支持者强调美

国0.1%的富豪阶级，拥有相当于底

层90%人口的财富，并且已经收买了

两党政客为其利益服务。监督选举的

多个民间公正组织在查证了数据后，

均证实桑德斯所言不虚。

针对贫富悬殊现象，桑德斯要求

打破既有体制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公

平。他的主张包括改革税制，要求大

企业与富豪缴纳更多税（特朗普也有

同样的主张）；全民免费医疗；大学免

费；设定最低工资和活命工资（living	

wage）；杜绝金钱政治，竞选用公费

资助以取代私人政治献金；投资再生

能源；住房公义；强化社会保险；打

击药商垄断等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社

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其实这也并非新

思维，而是朝向自罗斯福新政以来，

历经杜鲁门、肯尼迪、詹森等民主党

总统的政策回归。套用中国传统政

治概念，桑德斯革命，体现的毋宁是	

“恢复三代之治”的仁政。

只要对比罗斯福上台前后，以及

当前的美国财富分配状况，就能明白

桑德斯革命的重大意义及必要性。在

1928年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之前，全

国近四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人口

手中；2008年的财富分配大约也接近

了这个危险水准。在罗斯福推动重视

社会公平的新政后，这个比例在1944

年二次大战结束前，一直到1970年

代末，基本都在10%上下徘徊。连共

和党的埃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至

1961年）任内，富人最高税率都高达

90%。里根在1981年上台，推动偏重

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削减社

会福利开支劫贫济富，来支付富人和

大企业的减税，开始逆转此前的财富

分配原则，让贫富差距扩大。到1986

年，1%人口已经掌握了全国近16%的

财富。此后都是在16%以上浮动，唯

有在金融危机前后突破20%，但这

种比例显然不可为继。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部分美国

人的生活品质其实在下降，工作岗

位因全球化而外移，工资多年停滞，

基础设施因常年失修而毁坏不堪，

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美国民间智库

资本研究院的科学部主任格纳（Sally	

Goerner）博士撰文说，桑德斯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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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的异军突起，显示美国的寡头政

治已经逼近崩解。她认为寡头政治的

本质就在于不断向社会攫取财富，并

且用累积的财富收买政治权力，来抵

制社会的改革要求。但是这并无法长

久，最终必然面对社会力量的反扑而

崩解。2016年两党的初选正是这种

反扑的开始。

桑德斯革命的新天命

纯粹就数字而言，桑德斯赢得民

主党总统参选资格的胜算不大；但

是从革命的大视角看，桑德斯参选

的初衷却可能已然部分实现。短期而

言，桑德斯革命的效应在于它已经逼

迫希拉莉在战术上放弃了克林顿的	

“第三条路线”。最显著的例子，莫

过于希拉莉在初选时终于公开质疑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合

理性。这是她担任国务卿时强力支

持的自贸协定。对于美国基层民众，

自由贸易等同于大企业把工作机会

出口到工资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在

自己与华尔街的利益关系一再遭质

疑后，希拉莉也改变立场，主张加强

对金融业和大企业的管制。简言之，

面对桑德斯挑战的压力，希拉莉所代

表的民主党主流正开始左倾，尝试摆

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视基层支

持者的利益诉求。

桑德斯革命的中期效应在于他已

经启动了革命进程，特别是重新唤起

了美国年轻人的理想和改革热情，并

形成一股社会运动。这股力量将持续

逼迫原先出卖了基层支持者利益的民

主党精英，回归这个党所代表的进步

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理念。当前的年

轻世代，是一个自己的未来已经被寡

头政治透支的世代。由于日益严峻的

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上升流动的机

会锐减，他们并无法像父辈那样，期

待未来的生活会更好。例如，许多大

学生甫毕业，就已经欠下巨额学费贷

款。2016年就有三分之二的大学毕业

生平均背负3万5000美元的债务。美

国学生负债总额在2012年就已经突

破1万亿美元，超过了全国信用卡债

和车贷的数额。

美国年轻人也是政治冷漠的一

群，以至于自己的权利及未来被政客

典当。桑德斯革命罕见地唤起他们的

政治激情。如果他们能够维持当前的

政治热情，踊跃出来投票，则不仅能

够影响总统选举，接下来同样关键

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也足以淘汰目

前已经被大企业和利益团体收买的

议员。在目前看来，这还是机会非常

渺茫的可能性。但至少面对希拉莉

的巨大选举机器，桑德斯在众多民

调里都获得年轻人的普遍支持，不管

是哪个种族，桑德斯在30岁以下的选

民群体，其支持比例平均是希拉莉的

五倍。这位74岁的白发老人竟然获得	

20岁世代的强力支持，不啻是本届大

选的异数。

	眼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桑德

斯继续竞选至7月民主党党大会，届

时挟强大民意以令诸侯，迫使党领

导层修改政纲，纳入他的民主社会

主义福利主张，来换取他的支持者

接受希拉莉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参选

人。另外两个现在还无法排除的可能

性，是桑德斯向党内的所谓超级代表

（super	delegates）摊牌，要求他们

修改竞选章程，放弃在党大会自由投

票的权利，未来必须根据所属州的民

意投票。这将给日后的革命者奠定挑

战党中央的基础，为下一个罗斯福入

主白宫铺路。另一个可能性是威胁民

主党要脱党参选，成为第三股势力。

这将导致民主党分裂，并可能丢失赢

得总统选举的机会。在特朗普成为共

和党准候选人之际，让特朗普成为总

统的梦魇，或许会打乱整个民主党支

持希拉莉的布局。

1988年，年轻的创作型黑人女

歌手查普曼（Tracy	Chapman）一炮

而红的专辑里，所收录的一首《他们

正诉说着一场革命》（Talkin’‘bout	

A	Revolution），早就预言了桑德斯

革命的来临：“难道你不知道，他们

正诉说着一场革命。这听起来像耳

语。”28年后，这耳语已经成为主流

必须倾听的呐喊，这一曲也成为了桑

德斯竞选场合的主题歌之一。“当他

们排队领取救济金，在救世军的门

前哭泣，浪费时间在求职所苦候，枯

坐着等待升职。穷人将揭竿而起，并

分得他们应得的份额。穷人将揭竿

而起，拿回那原属于他们的……”

作者为本地新闻从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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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密松水电站
遭搁置之谜

缅甸北部克钦邦的密松是一个风景

秀丽的地方。从中国流入的两条河

流在这里汇合，改称为伊洛瓦底江。缅甸母

亲河就此从北到南贯川全国，最后在仰光附

近流入孟加拉湾。

密松，一个密林峡谷中的小村落，如今

却因筹建世界级水电站而声名远播，更由于

史无前例的巨型水电站工程突然中断，密松

又成了中缅关系紧张的代名词。密松水电站

工程到底中途发生了什么变故？如今现状如

何？前途又将怎样呢？

╱	文		:  黄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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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翁山淑枝领导的民盟新政

府已经上台执政，大水坝计划能否

起死回生，中缅关系又是否能恢复

正常，这不仅是观察缅甸政经发展的

指标，也是南亚未来是否前程似锦的

一个指针。

30年电力发展计划

密松水电站是中缅两国政府，在

2009年签约，共同开发伊洛瓦底江

上游水电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水

电站，总投资额是36亿美元，装机总

容量600万千瓦，总工期8年，计划于

2017年首台机组将开始发电。但开工

后于2011年9月30日被缅甸政府突然

叫停，至今前途未卜。

其实，密松水电站只是伊洛瓦

底江上流（迈立开江与恩梅开江汇

流区）水电规划的七座大坝之一。

七座水电站规划的装机总容量将是

20000MW，年均发电量约1000亿

KWH，总投资约300亿美元。它不

仅是缅甸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

是中资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海

外投资。

缅甸曾经野心勃勃，在2001年

制订了所谓《30年电力发展规划》，

要在全国兴建64座水电站、3座燃煤

电厂，总装机4000万千瓦。上述汇流

区水电计划就占其41%的装机容量。

缅甸政府早在1952年就已提出开

发密松大水坝计划，曾向欧洲、日本、

中国等多国邀请发展商前来投资，却

因为资金、电力市场等问题无法解决

而却步。2001年，缅甸电力企业及农

业与灌溉部制订了具体的“伊洛瓦底

江密松大坝多用途利用项目”。2003

年当局开始按计划进行堪测。中国昆

明水电勘测设计院是负责踏勘其坝

址的机构。

2006年10月，缅甸政府在第三届

中国亚细安投资峰会上，正式邀请中

国电力投资集团投资开发缅甸的水

电，目的就要是利用中国的资金和

技术来发展缅甸的天然资源。2006

年12月，缅甸政府与中国电力投资集

团签订谅解备忘录，建设600万千瓦

的密松水电站与340万千瓦的其培

（Chibwe）水电站。

2007年，长江水利勘测设计院

开始替其进行地质钻探、库区勘测、

水电设计等等工程。2007年4月，为

大坝建设供电的9.9万千瓦的小其

培水电站开始施工，2011年9月电站

建成。

2009年6月，中国水电投资集团

与缅甸水电实施部签订备忘录，开

发、运营、转交在密松上游的恩梅开

江、迈立开江建设水电站。2009年

12月21日，密松水电站举行正式开

工仪式。

滔滔江水换真金白银

2009年，缅甸电力部、中电投云

南国际和缅甸亚洲世界公司（Asia	

World)组成伊江上游水电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开发该伊江上游水电项目。

亚洲世界公司，其实是缅甸政府

指定的缅方合作伙伴。

该项目规定采用世界通用的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

设-经营-转让）方式开发建设整个

伊洛瓦底江盆地7座水电站，特许经

营为期50年，后将无偿移交还缅甸。

按照建设合约，伊江电力将在

伊洛瓦底江上流，密支那以北，规划

建设密松、其培、乌托、匹撤、广郎

普、腊撤、耶南建七级阶梯电站和一

座施工电源电站，总装机容量约为

20000MW，年均发电量约1000亿

KWH，总投资约300亿美元。

根据设计，密松水电站的装机容

量相当于中国三峡水电站的16%，或

是相当于6座核能发电厂的规模，是

缅甸7座水电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密松水电站所发电力，首先将满足国

内所需，无法消纳的剩余电力，则将

通过云南电网售卖给中国南方电网。

由于密松地处边远地区，不仅人

口稀少，产业也不发达，目前用电需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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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非常低，剩余电力就显得非常庞

大。根据安排，10%电力将免费提供

给缅甸政府，其余90%则将通过云南

电网售卖给毗邻的中国，而对邻国的

中国来说，不仅可获得确实的投资回

报，还可获得丰富而又稳定的电力供

应，确实是互利互惠的投资。

另一方面，缅甸可用滔滔江水去

换真金白银，更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会。除此之外，50年后还可“无偿”

取回全部权益，到时缅甸肯定会比

今天进步、富裕和繁荣，电力需求更

加殷切，更能显现今天投资的正确。

缅方提供天然资源，利用外国的

人力、资金和技术，大力建设国内基

础设施，一是在加速改善民生，二是

在加速经济发展，三是在加速国家的

繁荣与进步，何况缅甸政府还可获得

额外540亿美元的税收，60%的总投

资经济效益，再加上它带动的经济

发展效果，包括其余税收的增加，这

原本是一本万利的计划，也是经济发

展的必经道路。

不料，却因为末期军人政权，面

对排山倒海的外压和此起彼伏的内

乱，而开始政策动摇，连长远的发展

计划，也因此糟殃。

伊洛瓦底江上游发展计划，一是

耗资超过300亿美元，是中缅经济合

作计划中史无前例的规模；二是7个发

电站建成之后，发电量将达到16500

兆瓦，几乎是中国三峡工程发电量的

90%；三是缅甸政府突然将这一重要

电站项目搁置，令外界感到震惊。

军人退却战略牺牲品 

2011年9月30日，缅甸上台仅半

年的登盛总统通过国会宣布，在其

总统任内将搁置中缅两国的密松电

站合作项目。他说，密松电站项目可

能“破坏密松的自然景观……气候

变化造成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

近和下游居民的生计”。他还强调，	

“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

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我们有义务把

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

缅甸政府突然宣布将这一重要电

站项目搁置，确实令外界感到震惊。

何况在水坝计划叫停之前，登盛总统

曾两次前往工地视察，还敦促工程人

员加速建筑工程。既然这是中缅合作

的巨大工程，经过了双方的科学论证

和严格审查，缅方却突然单方宣布搁

置，甚至有人打出“掠夺缅甸资源论”

来掩盖真相，到底其真正意图何在

呢？真的是“破坏自然景观，损害居

民生计”吗？

密松水电站早在2009年底已经

开工，虽说距离完工还有数年，一旦

宣布中途搁置，中方的亏损可能是个

天文数字。据说，中方在7个水电项目

中，已投下的资金高达12亿美元，由

于中途搁置，每年损失至少是5000

万美元。

其实，自缅甸军人政府脱下军

装，主动实行民选并组成新政府以

来，缅甸反对派在各方面，包括国内

宣传、国际NGO活动等等，都以密松

电站建设等问题作突破点对政府施

加压力，并在国际间加强宣传活动，

使军人政府不得不节节后退。

所谓反对派，除了上台前的翁山

淑枝领导的民主同盟，还有一股少

数民族的武装力量——缅甸克钦邦

独立组织，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因

此有人分析，登盛政府即使不是主

动要搁置密松工程，也是在利用密

松工程的论争，既可缓和国内的反对

声浪，还可因此取悦力图驱逐中国势

力出缅甸的西方。

从缅甸的角度来看，就是把密松

水电站当政治牺牲品，以换取“登盛

战略”的成功。换言之，登盛当选总

统之后，缅甸军人政权已决心要改

变策略，一、急于赢取国内民心，包

括翁山淑枝领导的民主同盟；二、改

变西方国家的缅甸观感，进而解除对

缅甸的制裁；因而不惜牺牲部分较早

前拟定的国家发展全盘计划，包括与

中国合作开发国内资源、大力修建国

内基础设施，进而实现稳健的全国经

济发展计划。

因此，宣布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

之后，欧美媒体大都表示，这是缅

甸政府“响应人民意愿，保护当地环

境”的积极表现。还有媒体甚至引

用“90%电力输往中国”的报道，干

脆称密松电站计划，实际是中国对缅

甸进行“资源掠夺”的证明。

经过媒体如此大肆渲染，确实加

强了缅甸当地人对大水坝计划的不

信，也大大鼓励了动摇中的军人政

权，开始加速其所谓“脱中”政策。

少数民族问题要先解决

从缅甸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所

谓“登盛战略”其实也无可厚非，但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缅甸的国际信

誉，特别是缅甸的国家诚信将因此大

打折扣。对于缅甸的违约行为，不仅

使中国的对缅投资锐减，就是其他投

资国也更裹足不前。即使缅甸高度期

待的投资者，如美国、日本等依然对

缅甸口惠而实不至，除了政治效果，

缅甸其实并无实际利益。

中国外长王毅最近访问缅甸，面

对棘手的密松水电站问题，目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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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概括地说：“遇到困难，其实

是成长中的烦恼”。

专家们却说，一些NGO组织，包

括国际反水坝组织，以保护生态、维

护地方居民权益作藉口，不断宣传与

煽动的结果，反水坝不仅成了全缅甸

的民众运动，还发展成为民盟反军人

政权的强力政治诉求。民众反对军事

政权，却连一贯从国外支持缅甸，进

行经济建设，改善民生项目的中国，

也一并成了反对的目标。建设中的密

松水电站，也因此莫名其妙成了反对

势力的靶子。

更严重的是，信奉基督教，又拥

有缅甸少数民族中最强大地方武装

力量——克钦独立军（KIA）的“克

钦独立组织”，他们就把反对建水

坝，一、作为团结族人的核心号召；	

二、作为反抗中央军政府欺压克钦人

的最强力武器；三、作为克钦独立过

程中，获取外援的重要手段，特别是

接近西方国家与NGO组织，甚至作为

与中国作政治谈判手段之一。

2015年10月15日，缅甸政府与国

内8支地方民族武装组织，在内比都

正式签署全国停火协议，其中却不包

括实力强劲的克钦独立军。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自1948年

独立以来一直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

所困扰，民族问题贯穿整个历史，成

为影响缅甸政局、经济发展乃至国

际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1962年克钦独立军成立。20世

纪90年代，克钦独立军曾控制着一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万多人口，

拥有4个行政专区，12个县和59个区，

直接拥有7000多人的军队，5000多

民兵的武装。2011年，缅甸政府军与

克钦独立军曾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

首先，克钦族相信密松是他们的

圣地，也是他们的文明发祥地，因为

龙的父亲和他两个儿子在此诞生，因

此龙脉是不能被破坏的。其次，密松

水库建成，水面抬高，将有近300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将被淹没，克钦

独立军认为，他们的部分辖区将因此

被压缩，等同于战略空间将被压缩。

2010年4月，在密松电站施工现

场曾发生10枚炸弹连环爆炸案，造

成至少一名中国工人受伤，缅甸政府

曾为此事逮捕70多名当地人，说明事

件与少数民族的不满有关。一般少数

民族也许是以“利益分配不均”作藉

口，反对建大水坝，但作为对抗军人

政权核心的克钦独立独立组织，他们

却更重视“地盘的缩小”，因此没有克

钦少数民族的合作，密松水电站工程

确实无法顺利展开。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

水坝建设工程中，已有5个村、410户

人家，总共2146人被“移民”到了新

村。新村有水泥公路相通，当局还提

供两层楼的高脚木屋，加上免费电力

和自来水供应，再加每月发放免费米

粮，即使不是即刻可过丰衣足食的生

活，至少也比过去的原始生活更有保

障，更有前途。

水库建成，环境改观，就业机会

扩大，地方割据的局面也许会就此

消失。军人退出政治舞台，少数民族

不再受到欺压，不仅水坝区居民生活

改善，缺电的缅甸不仅会电力供应充

足，还可因此输出价廉又绝对清洁的

电力，整个南亚也将因此改观，何乐

而不为呢？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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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个人之间
谈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宅的去留
和建国元勋纪念馆的筹建

去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辞世，国丧

期间新加坡人的表现，充分说明李

先生在国人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李先生

辞世当天，我在北京开会，与会者只要知道

我来自新加坡，一定会跟我谈起他们对李先

生的景仰。我是直到那一刻，才算是真正理

解李先生的国际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关于建立李光耀纪念馆的提议和建馆
的波折

所以，当部分国人出于对李先生的感恩

之心与追思，向政府提议建立一座李光耀纪

念馆，我是十分赞成的。也许有人会觉得这

是在搞个人崇拜，但如果我们是以纪念一位

本国历史上的伟人的方式去筹建这样的一

座纪念馆，自然就能理直气壮。毕竟，无论

褒贬，李先生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

当然，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眼光

和胸襟，真正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人与

事。俗话说，盖棺论定，其实并不准确，因为	

“论”，是会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过去一直流传着有关周恩来的一则轶事：

据说在1970年代，曾经有人问周恩来，法国

大革命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周恩来的回

答竟然是，现在下定论还太早。当然，当年

周恩来是否真的曾经这么回答，已经无法证

实，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答案其实是相当

睿智的，因为人们对发生在大约两百年以前

的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至今都还未定型，但这	

并不妨碍我们肯定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对李先生的历史地位的认知，应该也可

以采取同样的方式。纪念馆的设立，不必以

评论李先生的是非功过为前提，而应该采取

历史的态度，首先尽量客观如实地把史实呈

现出来，然后秉持开放的精神，允许多视角

与多层次的诠释。纪念一名历史伟人最好的

方式，并不是去把他塑造为圣人或者先知，

而应该是呈现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

复杂性。唯有如此，才能把李先生留给我们

的丰富的历史遗产完全继承下来。

╱	文		:   王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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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随

时根据时代的变化、新材料的发现，

以及社会文化观点的改变，而对诠

释做出调整的准备。换言之，我们也

应该把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视为

一历史的过程而不是终点，摒弃“盖

棺论定”的思维，让纪念馆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流动。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对李光耀纪念馆的建立，我是乐

见其成的。问题是，因为李先生生前

个人的坚持，让这个原本可以相对单

纯的决定，平添波折。事缘李先生生

前一再强调他反对个人崇拜，尤其是

对他的崇拜，而现任总理又是他的长

子，自然必须“不改父之道”。但身为

总理，李显龙先生又不得不认真看待

主流民意，谨慎处理民间普遍要求建

立纪念馆的诉求。更让李总理为难的

是，有许多民众希望政府能把李光耀

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故宅列为国家

保护单位，甚至改建为纪念馆，但李

先生在生前却有明确的指示，说明他

希望房子能在其长女搬离后拆除。人

民的意愿与建国总理的意愿之间，政

府的决策与个人的决定之间，分寸应

该如何拿捏，是一门考验李总理的

智慧的大学问。

关于改建开国元勋纪念馆的决
定和可能带来的纷争

也许正是如此，李总理才宣布，我

国将建一座开国元勋纪念馆。这样一

来，不但可以顺应民众希望能有正式

的场所表达对建国功臣的思念与敬

意的意愿，也能够遵循建国总理的遗

愿，不搞个人崇拜。可是，这个决定可

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首先，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建国

元勋”？英文中的”founders”翻译

为建国元勋是否恰当？“建国元勋”

是否只是指政治领袖？这些问题在还

未获得明确的解答以前，建国元勋纪

念馆的筹建，必然会从理念到实践，

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许多议论，而在众

多难以协调的意见前，我们又该如何

抉择？由谁来进行抉择？

表面上看来，由政府来最后拍

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新加坡人在

许多事情上也能够接受这样的的安

排。可是，新加坡从建国至今，还没

经历过政党轮替，现在的执政党就

是当年的执政党，当年的执政党所创

造的历史，也是今天的政府所背负的

历史。要如何确保现今的政治领袖是

从国家，而不是政党，甚至个人的利

益出发去经营纪念馆，就是一道复

杂的习题。

我们历史上的哪个人物有资格被

称为建国元勋并名列纪念馆？这牵

涉到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价建国的这

段历史的问题。其实，历史人物的评

价，从来就无关乎历史人物本身，而

关乎需要去进行评价的当代人。这

一两年来围绕着建国时期所谓“修正

史学”的争论，尽管内容是有关五、六

十年代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不同阵营

的政治人物之间的斗争冲突，但实际

上，却牵涉到目前仍然执政的人民行

动党的历史地位的问题。李总理曾在

一个场合公开批评他所谓的修正主

义史学家，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他们的

历史研究对当前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不

可低估的挑战。

因此，一座纪念一群人，而不是

一个人的纪念馆，必然会引发各种争

议。以史为鉴，在中国古代，从祀孔庙

的资格，经常都会成为不同的政治和

学术集团之间争夺的对象。本来一个

社会只要不是一言堂，争议就在所

难免，有分歧也并不可怕。在中国历

史上党争最激烈的时代，人们至少

还可以期待士大夫群体共同承认的	

“公论”能主持正义（无论是空想的

或是实在的），而在新加坡这样一个

特殊的环境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舆论

空间几乎不存在。这未必是来自国家

的压迫，也是因为在本地，自觉认同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人少之

又少，无法实质性地创造出一个能独

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空间。在这样的

情况下，政府所需要关注的，就只是

选民的情绪和投票的模式。政府的

决策经不经得起“公论”的挑战，就

无关紧要了。

这样一来，由于纪念馆的设置，

不关乎选民最关注的切身问题，可

以预见的是，最后谁有资格名列其

中，必然是由现任政府说了算。政府

可能在一些比较次要的方面，例如

地点的选择，或者纪念的形式等等，

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但在最关键

的，涉及执政党当初取得政权的过

程与合理性的方面，很难想象政府

会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最后，能名

列纪念馆的，必然就只会是“亲（执

政）党”元勋。

暂时按下不表： 
相当值得参考的意见

不久前华文报集团举办了一次筹

建建国元勋纪念馆讨论会，有位与会

者建议，对此事应该暂时按下不表，

等到新加坡经历过至少一次的政党

轮替以后再来谈这个问题。我认为，

这是相当值得参考的意见。因为唯

有如此，才能让政党与国家在这个

议题上脱钩。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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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总理与公教中学

写这个题目并非为了凑热闹，而实在

是有感而发。令笔者感触良深的，

是刊在去年(2015年)母校公教中学创校周年

纪念册《弦歌讽诵八十年》中的一张照片。

首先说明，新加坡公教中学，是1935年

在法国神父劳爱华奔波之下创立的。去年的

周年特刊，则在各校董、校友的热心筹划下

完成。以吴韦材校友2003年动员的一次校

史资料大搜集为基础，鄙人此次编写任务

一早便告完卷。编纂校史八十年，也促使笔

者回顾了八十年的新加坡教育沿革。

引起本文动机的这张黑白照片，是编辑

部向《海峡时报》借用的，原载该报去年4

月出版的《李光耀——光影回忆》特辑中。

照片版权属于该报。公教纪念册以一整版刊

登此图片，显示1955年7月，当时的政坛新星

李光耀独自一人，到奎因街公教中学参观那

里的上课情形。

“特选”中学改变华校命运

既有主流媒体前来拍照，当时的李光耀

显然是公众聚焦的社会人物。就在前一年的

11月，他以秘书长身份，在维多利亚纪念堂

主持人民行动党成立仪式。

参观者应该是以私人身份到学校来的，

只见他神态自若地把手肘按在窗沿上，静观

两名同学上课。此时的公教已经历了二十年

的披荆斩棘，首任校长姚国华孜孜不倦耕耘

十五年后，接任的吴酉俊修士也已掌校五

年。吴修士是天主教圣母昆仲会派来的，

治校以纪律严明著称。说不准，当时的李光

耀是预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

李先生多次在他的谈话中阐明，两男一

女的三个孩子，都送进华校念书。公教中学

只收男生，李家两名男孩显龙和显扬都到

来完成学业。

李光耀与公教，是家长和学校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从1959年自治到1965年独立

以来，他是新加坡总理，这里所有的政府

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都是由他拍板决定

的。作为华校的公教中学，便难免受到这些

政策的影响。

建国总理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

理》一书中指出，（1969年）李显龙在公教

中学以华文考A水准后，他劝儿子在新加坡

多待一年，进入国家初级学院，以英文考A

水准，才出国留学。当然，从“高效益”的精

打细算来看，要是李显龙校友就读的是英

校，高中毕业后他应该可以节省一年时间，

直接进入英国剑桥念数学。

回顾本地的教育政策，最大的考虑确以

效益为主：1979年设立九所“特选”中学，

以挽救传统华校收生日益减少的颓势——

据后来的统计，消失的华校有三百多所。但

这些原本设有高中部的特选学校，此后一律

只能办到中四。毕业生如要升学，就必须到

初级学院找出路。当时另外成立的华中初级

学院（华初），与华侨中学（华中）是没有关

联的。这要等到三十年后，华中批准为“直

通车”学校，才与华初衔接。

公教中学的处境更为尴尬。它与公初并

无关联，而当年由于在“排名”上翻过筋斗，

一蹶不振，须要经过多年努力，才在2013年

获准办“直通车”，毕业生可在2017年进入

新建立的初院。

教育框架须保障母语传习

有人戏称此乃“绕了大圈，回到原点”。

但细数这数十年的乾坤大挪移，围绕的一个

终极目标，其实是1987年全国统一以英文为

教学语言（另设一个“母语”单科）的部署。

这个部署有其必要性，因为英语已是本地各

族赖以一同进步的共通语。

╱	文		:  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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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界精英的培养来说，问题

也并不那么明显。公教校友李显龙

2004年出任总理，而林瑞生与颜金

勇也成为内阁部长之后，诚然带动

了“双语从政”的潮流。眼下，特选学

校出来的从政者源源产生，而历来培

养政界精英的传统英校，也都坚持设

立高级华文科。

然而，华文华语虽定义为华人

的“母语”，但其可持续性却是令人

担忧的。一叶知秋，国立大学中文系

洋主任丁荷生教授最近在主持一个

讲座时指出，国大中文系的大门是敞

开着的，但以新加坡目前的架构，并

没有多少学生可以升上大学念中文。

丁教授一语中的。因为眼下的高

级华文约相等于原华校的中四程度。

而且在“排名”的影响下，大部分校长

都不允许总成绩欠佳的同学念高级华

文。照道理，通往大学的语文程度应

是高中水平。（作为比较，即便一般认

为蛮不讲理的前苏联，其法律规定俄

罗斯以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每国

的母语都须有高中水平。）

国大中文系本科生收生率正在下

降中，从五六十人掉到三四十人。固

然，功利算计者会说，这是因为中文

系毕业生入息比较少云云。但归根结

底，这是个“母语”如何定位的问题。

要是这种“母语”属于数百万人，进

入大学修读的人数只有五六十人(数

目还包括外来学生)，这是很荒诞的。

笔者作为过来人，认为新加坡华

人的母语须在普遍上保持高级华文

的水平，也须打通部分人进修深造的

渠道，才有生存的希望。说到底，母语

的传习须在本国之内生生不息地提供

足够的师资。可悲的是，新加坡学生

越来越感觉到，华文华语是外来者

教我们读的一种外语。

试想，殖民地时代民间办起来的

三百多所华校以及南洋大学，尚且能

够为华人的母语传习营造一个自供

自给的体系，那么在普遍上接受英

语为工作语的今天，为什么国家不能

维持这个母语体系的延续？民间的

苦心，民间的血汗，就这样白白牺牲，

空留遗憾？

没有艰巨的付出哪有收获？

最后要谈一谈所谓“效益”的功

利问题。1955年建国总理走访公教

中学的影像，其实很有启发性：它教

人想起，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制度的

公教，正处在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毕业生，曾出现闻名国际

的科学家、本地与外地大学的卓越教

授、典范法医和大法官等。

公教学生并不是天之骄子，他们

是上午华校、下午英校，或作大量课

外进修，并全校参与华校和剑桥两

种会考，一步步找到他们的出路。依

我看这是当时他们的“合法斗争”。

这个过程一点都不轻松，与英文源流

比较“效益”相当低。但公教学生和

家长们都知道，要有事业出路也要保

留华人的根，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

就以李显龙校友为例，要不是父

亲早年让他学习爪夷马来文，在中英

并重的公教中学完成高中学业，并

得国初院长（数学家林钦蕴）的悉心

栽培，新加坡会有一个每年以三种语

文作国庆演说的总理吗？

那么，既然遗传基因与家庭背景

都与众不同的李总理，尚且须作出如

此艰巨的努力，才获得语言的掌握，

我们怎能轻易相信，目前的部署和

框架，就能给我们的下一代赋予健全

的“双语”、“双文化”教育？

这让笔者想到，建国总理李光耀

在生之年完成大量的丰功伟业，诚

然值得国人景仰。但，怎样弥补既定

政策带来的遗憾，怎样因势利导创造

未来，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挑战啊！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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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非彼时
新加坡华语剧团联合行动的两个时代

六个参与华语戏剧演出的新加坡剧

团，成立一个名为“新华剧体”的

跨团组织，在今年1月30日宣布成立并举行

座谈，主题是“新加坡华语剧场，此刻”。

这六个团体是目前新加坡最活跃的专业华

语或双语剧团：戏剧盒、九年剧场、猴纸

剧坊、十指帮、实践剧场、TOY肥料厂。这次

的行动，他们称之为“新加坡华语戏剧联	

盟”，意味着在当下新加坡社会文化大环境

中，某种性质的跨越性结合的迫切感。

“新华剧体”和“剧联”， 
华语剧团先后两次联盟不具可比性

华语剧团联合起来有所行动，这样的想

法已经有整整20年没有出现。上一次这种性

质的行动实践，是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

会（剧联），在1989年正式成立，1996年解

散，存在运作了八年。“新华剧体”的六个剧

团，除了实践剧场，都是在九十年代初以后

成立，不曾是剧联的成员。这些剧团的主要

负责人，都是50岁以下，毫不例外是九十年

代以后开始活跃于剧场的新生代，此刻已经

都是新加坡剧场的中坚分子。他们没有直接

参与过剧联的时代，而他们此刻的行动，某

种意义上却又与当年的剧联有相似之处。

当年的华语剧团联合行动，当然不应该

从1989年算起，因为剧联的构想必须追溯

到1982年《小白船》联合演出。那次聚集

14个主要剧团的演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华语戏剧带来新的希望，也凝聚重新冲

刺的动力，继而有接下来几次联合演出和活

动，以及后来剧联的成立。1983年，16个剧

团联合主办“60年华语话剧史料展”与“第

一届戏剧营”。1984年，17个剧团联合演出

《乌拉世界》。1986年，23个剧团联合演出

《㗝呸店》，是最多剧团参与的一次。1988

年的《喀拜喀拜》，参与团体减少到15个。

剧联在1989年正式成立之时，共有14个剧

团成为会员。

《小白船》作为新加坡华语剧团大结

合起点的象征，推动华语戏剧在八十年代

的复兴，从参与团体的数量而言，在《㗝呸

店》演出时形成巅峰。表面上看起来，各个

剧团联手结合的行动，开展了八十年代的

新局面。可是，那是在怎样的历史脉络中发

生，后来这股热潮为什么又那么快速消退

而至终结？此刻，《小白船》数次在座谈中

被提及，成了一种充满怀旧色彩的符号，被

抽离脉络，被理想化，也被文化资本化。这

次六个剧团成立的“新华剧体”，与当年14

个剧团联合演出的《小白船》，相隔33年，

发生在不同时代，几乎没有可比性。

回顾“剧联”的诞生背景及如何被催生

1982年的《小白船》，是在文化部主办

的艺术节邀请之下，华语剧团联合起来呈

现的演出。这次演出之前，华语戏剧经历

了近七年的消沉时期。70年代剿灭左翼势

力的政治行动之下，不少华语剧团被关闭、

戏剧工作者被逮捕。最后的致命一击是在	

1976年，实践艺术学院、南方艺术团等人

员入狱，包括郭宝崑。70年代后半期，华语

戏剧几乎进入蛰伏状态，活动锐减，人员

离散。从20世纪10年代初在新加坡登场的

现代华语戏剧，经历几度起伏，曾经创造繁

盛激情的高峰时期，包括：30年代末响应中

国的抗日战争、50年代的反抗殖民统治与争

╱	文		:  柯思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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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独立运动、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的

关注民生与构设理想社会愿景等。

80年代之前，无论是殖民统治时

期或是独立建国之后，新加坡的华

语戏剧一直都是活跃在民间，几乎没

有进入官方的视野。主要原因是这

个时期政府并没有具体的文化艺术

政策，华语戏剧的发展都是人们自

动自发地回应时代的脉动。另一个

原因，则是官方操作的语言是英语，

权力结构的中心也是英语，从这个

角度来说，华语进行的文化生产向

来是处在边缘位置。《小白船》的发

生，华语剧团可以说是被动的。官方

主办的艺术节“发现”原来华语戏剧

曾经是那么活跃，于是邀请华语戏剧

工作者联合做一个演出。艺术节为华

语戏剧提供史无前例的平台，也意味

华语戏剧享受官方资源、进入官方视

野与归管的开始。

促使历史脉络很不一样的 
“新华剧体”结盟的出发点

当前的六个华语剧团所处在的历

史脉络跟33年前很不一样。他们早已

被纳入庞大的体制之中，得到的官方

资源其实并不逊于英语或其他语言

源流的剧团。他们不是那个被压抑

时代里挣扎求存与自救自强的人，他

们都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双语兼通

的中生代，做华语戏也做英语戏。他

们参与以英语进行并宣称跨语言跨

文化利益的“艺术参与联盟”（Arts	

Engage），以英语进入主流的艺术

行动主义之中。他们与《小白船》和

剧联等纯华语戏剧工作者，存在于

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在座谈会上

有一个问题没有说出来，难道目前新

加坡的华语剧团只有六个吗？那些从

《小白船》和剧联的历史脉络中延续

下来的华语剧团呢？他们又回到独立

初期甚至是殖民时代，那种在官方视

野中隐形的状态了吗？

坦白说，这六个剧团耕耘这些

年，成果丰硕，无论是获取的官方资

源、作品的素质、观众的开拓，都成

绩斐然。他们的成就是多年来奋斗

经营的结果，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

华语戏剧作为社群，都应该感到欣

慰与自豪。那么，这次组成联盟与公

开座谈的出发点是什么？显然的，有

这样的行动必然肇始于某种危机意

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危机？

对于他们面对的危机感，我其实

是有所体会的，无论是从切身经验，

或者是因为对于历史的某种认识。

其一是官方认可不足的焦虑。九年剧

场的谢燊杰提到华语戏剧、马来语戏

剧、淡米尔语戏剧都应该是新加坡多

元文化的组成元素。的确如此。如果

新加坡的国家文化是多元文化，那

么，目前英语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

其他语言社群的文化，相对的显然

是处于周边文化的态势。更进一步

说，英华马淡的这种分界方式，以四

种官方语文作为主体，更直接了当地

排除其他少数或弱势语文的文化生

产的正当性。这种情况其实是跟前

面所说的殖民时代和独立初期的权

力结构是一脉相承的。要在目前的

体制框架之中，争取英语以外的其他

语言有比较合理的认可，并非易事。

其二是身份认同的焦虑。这是一

个文化的课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的

课题。新加坡的华语社群，与中台港

的华语（华人语言）社群之间，存在

着一种微妙的矛盾关系。某些时候，

因为中台港的强势，新加坡的华语

社群感觉到信心与存在感的加强。

另一些时候，却又面对不可避免的在

区域华人世界里被边缘化的无奈。当

然，实际情况不会是如此二元化的发

生，更多时候是两种感受同时存在，

并交织冲突成无法化解的忧郁。文

化上的身份认同也从来不会只关系

到文化，而是其他华人社群的政治经

济体的力量强弱所决定。回到新加坡

的情况，在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新加坡

认同意识里，怎样协调与决定作为华

人的语言文化相关的身份认同，怎样

看待周遭华人社群的各种崛起力量，

怎样寻找自我的位置，是一个必须不

断思索的问题，也永远不会有一个最

终的固定形态。

期待一个跨越性的梦想家

此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梦想

家，一个对未来有构想的人。我心里

想着的，也许很多人心里想着的，是

郭宝崑。《小白船》有华语戏剧社群

的集体努力，也有郭宝崑这样的梦想

家带领。此刻，六个华语剧团成立	

“新华剧体”的当下，我看不到33年

前在那个时代重重危机下发生的那

种高昂的社群动力，也看不到有一个

跨越性的梦想家。每一个剧团里，都

有领导各自艺术方向的规划者与梦

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跨越华语剧团

社群内部，甚至跨出社群的梦想家。

二十几年在体制中被引导训练并适当

获得资源分配，剧团可以在符合国家

政策的情况下有所茁壮得到发展。在

这样的土壤中，我更应该期待的是出

现跨越性的梦想家。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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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联的故事
柯思仁博士的大文《此刻，非彼时》，在

论及六个华语剧团成立“新华剧体”时，也

提及20年前解散的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

合会（剧联）的故事，我想借此补充点“事

实”，或许有助于新华剧体更早预见到可能

面对的团体合作问题，并想出方法回避和

解决，也希望我们盼望的“一个梦想家”在

诞生前也能熟悉这段历史。

34年前首次联合演出

我曾在新加坡艺术剧场2000年出版的

庆祝45周年纪念特刊上，写了一篇《过去

了的剧联》，约略说明剧联成立的由来、在

七年半时间里展开的主要活动、以及解散

的原因。我现在便是借助此文，追忆距今	

30多年前的往事。

1982年，十多个华语戏剧团体第一次联

合演出《小白船》，获得政府批准和赞助，确

实是新加坡华语戏剧运动的一个转捩点。

我认为这次联合演出不只实现了艺术工

作者的心愿，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的演

变。我这么看，是基于以下考虑：政府1976

年逮捕好些剧团的领导和成员的行动，已

形成一定的白色恐怖气氛，造成这支队伍的

溃散，有些团体还因此一蹶不振。我们如果

能够集合力量重新占领戏剧舞台，不失为恢

复和壮大华语戏剧队伍的机会。

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

极左思潮式微，也影响了本地许多艺术工作

者的思想和观点。以前大部分华语戏剧团体

都不愿与政府机构有任何瓜葛，现在这堵墙

慢慢被拉倒了。

我觉得这个时期真正举得起联合演出

大旗的人物不只是郭宝崑，郑民威也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最少在80年代初期是这样。

╱	文		:  邹文学

《飞天赋格》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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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正式成立

《小白船》演出后，便成立了“剧

团临时联络中心”，主办了第一届戏

剧营，也在中华总商会礼堂举行华语

戏剧史料展，还每隔一年举行联合演

出，剧目有《乌拉世界》、《㗝呸店》和

《喀湃	•	喀湃》。

1986年6月，近二十个剧团派代

表召开联席会议，推举九个团体成

立剧联筹委会。1987年，经过多次

讨论后，筹委会核准章程草稿申请

注册团体。1988年10月底，剧联获准

成立。1989年1月1日举行成立仪式。

剧联直至1996年7月2日解散前，

曾经主办过的主要活动有：

1989年7月，邀请中国北京中央

戏剧学院马惠田教授主持三个月演

员培训班，12月举行学员小品创作

观摩会，参与的剧团演员有50多人。

1990年2月，演出韩山元撰写的

史诗剧《新加坡河》，为首届华族文

化节压轴节目。

1990年6月，演出马惠田导演的

《钗头凤》，是剧联接受艺术节邀请

的首个演出。

1991年12月，主办以中学生为主

要训练对象的戏剧营，200人参加。

1992年6月，为艺术节呈献韩劳

达创作的《飞天赋格》。1994年，剧

联没接受艺术节邀请呈献节目。

1995年9月，承办中国武汉话剧

院在新加坡演出《烽火江河情》。

1995年10月，受亚洲演艺节邀

请，演出韩劳达创作《浮尔舒1001》。

演出缺人手少观众

剧联在演出《飞天赋格》时，已经

明显感觉到开展工作的困难，1989年

和1990年主办活动时所获得的热烈

反应已不再出现。我曾在演出特刊里

这么写道：“我国华语剧坛的现状，或

许已处于战后以来最消沉的时期。

“它的消沉，非见诸于表面的演

出活动次数的多寡，而是渗透于剧

坛内部的对前途的迷茫和失望。”

我当时也补充说：“华语剧坛的

矛盾，还从原有的、不可避免的人事

与团体的分歧里，增加了业余剧团

和专业剧团的摩擦。这类摩擦，有时

直接源于人手和经济上的分配，有时

则起端于戏剧观。”

为方便后来者了解上述叙述，我

举些现象说明：

八十年代末以来，华语剧场观

众显著减少，不少团体成员脱离队

伍。各团体自顾不暇，剧联凝聚力便

减弱。

有些剧团的活动方针，显然不

能与剧联划一步伐，比如实践表演

艺术学院开始朝专业化发展，董事

会对剧联的成立便无法给予更大支

持，原本力主成立剧联的郭宝崑只

能退居二线，担任顾问；又如艺术剧

场当时也在全面发展会务，主办演员

训练班，对剧联工作的响应自然不

是那么积极。

华语剧场观众减少，与那几年出

现的某些演出形式不为传统观众接

受很有关系，因此剧团领导人之间，

包括剧联的顾问之间，便在演出风格

观点上出现争执。

华语剧场观众减少的趋势，自然

也和新加坡语文环境的大改变、以

及国际政治局势的转向有不可切割

的关系。华语戏剧观众少了，单语的

传统华语戏剧团体对年轻人的吸引

力自然不可与往日相比。

	剧联的危机在1995年演出《浮

尔舒1001》时已经浮出台面，要不是

剧作者获得导演承诺，自行组成演员

和后台工作班底，剧联都没有把握接

下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委托。

在那两三年里，已有几个新的剧

团成立，我们原本有意邀请他们加

入，希望最终由他们接过担子，但是

他们当时都表示不能加入。

于是，就在没有人愿意接替会长

职位的情况下，与会团体一致决定

解散剧联。

祝福新华剧体永存

我在《过去了的剧联》里也写

道：“戏剧团体的大联合，以至成立

另一个总会的可能性，往后或许还是

存在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汇

合，相信基础与条件都会与剧联当年

的情形不一样。”

今年初成立的新华剧体，是由

戏剧盒、九年剧场、猴纸剧坊、十指

帮、实践剧场和TOY肥料厂组成。果

然，其实力便与小白船时代大不同。

我看过其中四个团体的多个演出，留

意到它们的不断成长，而且始终保持

着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他们的合作关系究竟能提

升到什么水平，合作关系能维持多

久，对于华语剧场的发展能作出怎样

的贡献，作为旁观者的我实在没能力

作出预测。

	基于我对剧场人的认识，我相

信他们大部分都能诚心投入这种创

造性的艺术活动，都想通过戏剧演

绎人生，发挥表演艺术方面的才华，

为创造一个比较美满的人生而作出

贡献。因此，不管新华剧体今后能发

出怎样的光芒，我祝愿剧场人都能珍

惜大家共处的时光。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曾担任剧联三任会长和一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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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引导学生
走入礼仪之门

洪葆校长：南华传播双文化种子

2000年，南华中学成为新加坡第十所特

选中学。六年前接任校长职位的洪葆女士

说，她虽然出身华校，也有二三十年没机会

接触华文，因此来到南华竟然产生一种莫名

的亲切感，好像回到自己中学时代的校园。

“接管南华后，我一方面继承前任展开

的计划，另一方面也加强与领导团队的合

作，推陈出新，希望进一步发扬南华建校以

来所推崇的儒家精神。”南华建校于1917

年，明年庆祝建校100年。

洪校长解释，南华既是特选中学，便有

责任传播双文化的种子，希望南华学生能在

四年的时间里打下良好的双语基础，以后不

管是升学还是就业，也能使用双文化翅膀飞

得更远和更自在。

她补充说，在新加坡目前的大环境里，

要传播双文化，首先要在学校里创造一个能

亲近华族文化的氛围，从各个层面加强学生

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学习兴趣。

全校庆祝华族节日     

杨淑晶副校长说，南华的校训是：忠孝

仁爱礼义廉耻。这八个字不只明显地写在

学校走廊，每个字也附有古代或现代故事

的中英文说明。

“从2013年开始，学生的入学仪式和毕

业仪式，都包含列队走进或走出礼义之门的

项目。我们要通过这种简单却是严肃的仪

式，提醒每个南华学生，永远记住校训和

其代表的儒家精神，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南华

人。”	礼义之门便设在学校广场入口处。

南华每逢华人节庆，如农历新年、端午

节和中秋节，都会主办内容各异的庆祝活

动，提高学生对华族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感。

学校也定期组织海外学习之旅到台湾和中

国大陆学习和浸濡。

萧裕泉双文化部主任补充说，2014年

11月，便有23名学生和3名老师，前往儒家

思想发源地的中国山东省进行文化浸濡之

旅。

╱	文		:  邹文学

引言：

十年种树，百年树人。明年南华中学庆祝创立100年，这无疑是学校总结办校成绩的

一个好机会。

南华从私塾开始，发展成今天的特选中学，成绩卓越。不过，这一路走来显然也少不了

许多磕磕碰碰。它从一所历史悠久的辅助学校，后来收编为政府中学，2000年被挑选为第

10所特选中学，可以看到南华重视母语和培养双语人才的传统和方向，再次获得肯定。

南华有今天的成就，是一脉相承的，皆是百年来无数校长和师生们的贡献。为了帮助

读者对今日的南华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获得校方协助，访问了11位师长和校友，希望通

过他们的介绍和感言，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今日新加坡学校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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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读信流泪

萧主任介绍，为了帮助学生以有

趣的方式接触儒家思想，每年的中

一学生，必须在6月假期参加两天的

儒学研习营暨德育工作坊。

他说，已经举行三届的儒学营，每

届都有百多名学生参加。学校也请来

外国和本地的儒家学者主持专题演

讲、读经讲座和观赏相关影片。此外，

为了鼓励学生实践儒家思想的教导，

还主办“传递快乐”与“赠茶敬老”的

活动。在传递快乐的活动里，学生须

邀请路人与他们合照，宣传以微笑

传递快乐的行为；在赠茶活动里，学

生则到小贩中心给乐邻人士端上菊

花茶，表示对长者的敬意。

“在‘爱爸爸妈妈’的项目里，

学生以华文写信给双亲感激养育之

恩。”他透露，当学生把信交给当晚

出席家长讲座的爸妈时，很多做父

母的，还没读完信眼泪就夺眶而出。

陈惠敏主任补充说，不只是中一

学生，华文部老师也为其他年级的

学生举行各种围绕校训进行探讨的

活动。

“学校为了提高学生对双文化的

兴趣，华文老师和英文老师会同时在

班上授课，从一个交叉的课题，引发

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兴趣。”

双文化体验

南华很重视宣扬华族文化特色

的布置，许多地方都悬挂书法和水墨

画。最近落成的双文化园，便展示了

中式庭院的风格。

南华中学图书馆有一半藏书是中

文书籍。学校为各年级学生主办多姿

多彩的阅读活动。2015年便为中一学

生举行为期四周的《三国演义》读书

会，让南华所有的中一学生通过有趣

的方式，认识和阅读这本经典名著。

在双文化周里，双文化部安排了

一系列活动让学生体验生活中的双

文化元素。比如，校方请来了布包制

作达人教导同学如何设计手工包，布

包上虽是希腊神话中的图腾，学生则

巧妙地融入中华文化的元素；烹饪老

师会以中西合璧方式传授烹饪技巧；

戏剧老师也会在介绍最新戏剧手法

时介绍中国戏曲的表演特点。

萧裕泉主任强调，南华有志于培

养双文化精英，虽然起步慢了点，却

是奋起直追。

南华主办的特选旗舰课程，涵盖

五个方面：中华文史、儒家思想、当代

中国通识、中英翻译课和双文化课。

“我们希望能借此培养学生的

文化知识和扩大他们的国际视野，并

以双文化角度，深入体会中华文化

的精髓。”

南华中学的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大中文系携手联

办的学术幼苗计划。这个计划已经

进入第12年，参与的有新加坡所有

11所特选中学。

每年各校会派出5名同学在国大

中文系导师的指导下撰写小论文，并

结集成书。2014年出版的十年纪念

特刊《十年一望》里，南华学生撰写

的专题是：新加坡青少年口语中的语

码转换现象调查。														

会考成绩骄人

洪葆校长强调，做一个南华人，

该引以为荣的不只是学业成绩。

“南华同学的会考成绩越来越

好，学校和家长自然感到欣慰。不过，

我也告诉学生，考到10个A1没有什么

了不起。在学习的过程中，同学们如

果还能互相扶持，帮忙其他同学把

学习搞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全班都考到好成绩，那才是南

华人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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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校长透露，2015年的O水准考

试中，99.8	%	的学生至少获得5科及

格，53	%	的学生考获最少六科特优。

这些年来，南华的多个制服团体也都

在比赛中获金牌，表演团体在青年节

汇演中获得多项优异奖；此外，田径、

羽毛球队、乒乓球队、英式篮球队和

垒球队，也都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荣

获多个奖项。

她补充说：“我们也认真培养学

生对学校和社会的责任感，重视环

境教育，使他们懂得珍惜学校以至

新加坡和地球环境的重要性。”南华

便曾连续多年获授“持续环保成就最

高级别奖——荷花奖”，以及世界野

生动物基金会颁发的国际绿旗奖。

南华作为西区华文与中华文化卓

越中心，已成为西区45所中学的教

师培训地点，每年都举办名师讲堂，

方便西区的中文老师参与。

老师在乎我们

校友罗美荔说，南华不只在学术

上，也在表演比赛、制服团体竞赛和

体育竞技领域里表现突出，她感到

很光荣，却也不吃惊。

她指出，南华向来就是以舞蹈著

名，国庆和妆艺游行，南华学生的舞

蹈团必不可少。

“哎呀，讲到这里就触及我的伤

心事。记得刚进校那年，有一天舞蹈

老师到各个班级挑选团员，我多么

希望自己会被选中，可是老师就是没

选我，害我心痛了好几天，后来只好

参加救伤队。”

校友冯焕好说，1960年新加坡

庆祝邦庆，南华有几十个学生参加在

惹兰勿刹体育场举行的典礼，多所

中学的学生一起表演呼啦圈千人操。

“庆典举行一半，突然下起倾

盆大雨，我们全都变成落汤鸡。巴士

送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晚上八九

点钟，却见到校长和训育主任已为

我们煮好大桶热开水给我们解渴驱

寒。我很受感动，至今难忘，老师确

实在乎我们。”								

注重品格教养       

校友张瑞平说，那个时代的学生

与老师的感情都很好，他们不只敬业

乐业，而且很关心学生的福利。

“老师邀请学生到他们家用餐

吃点心是常有的事。如果老师生病

多天没来上课，同学也会主动买水

果去探病。”

罗美荔补充说，救伤队每次比赛

完毕，不管成绩如何，老师都会自掏

腰包请全体队员喝汽水吃甜品。

冯焕好说：“我和班上同学，至今

便和还健在的老师保持联系，教师节

便结伴去拜访。”

在南华担任书记35年的校友万

含娇说，南华老师的谆谆教导，她至

今仍然历历在目。

几位年轻的校友陈思平、廖美思

和沈伟雄都指出，好些南华老师在他

们成长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教导，使他

们获益不浅。

陈思平最怀念的南华，是多姿多

彩的团体生活和集体精神。

廖美思说：“南华尤其注重品格

教养，而不只是知识传授。”

沈伟雄说，南华注重发展双文化

课程和灌输儒家思想，对于学生的人

格培养帮助很大。

长发女生须绑辫

万含娇指出，南华自1928到1951

年，都开办师范课程，因此对于学生

的品格修养尤其注意。在她的记忆

里，校长和老师都常警诫同学不要

爱慕虚荣，要朴实做人。

“除了舞蹈团成员，学生一律只

能蓄短发。获准留长发的同学，必须

把头发束成两条辫子。这个传统，南

华女生至今还保留着。”

张瑞平补充说：“我们的裙子必

须长过膝盖，指甲不能涂指甲油，颜

色透明的也不例外。”

冯焕好说，校长和老师都能以身

作则，全都穿白色或蓝色旗袍，朴素

大方，为学生立下好榜样。

洪葆校长说，南华的独特精神是

既植根于传统，也具前瞻性。

“南华追求的是德智体的全面

发展，要培养的社会栋梁，是身心灵

皆健康的南华人。”

洪校长说，如果说南华这么些年

来能够持续进步，那要感谢全体师

生、学校咨询委员会、家长支援组织

和校友会的共同努力。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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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民主
巨人温丁

提起缅甸的民主，立刻浮上绝大多数

人脑际的，肯定是翁山淑枝。因为

对于缅甸以外的人来说，翁山淑枝根本已经

是缅甸的代名词。这是因为长达几十年的时

间，所有国际媒体对于缅甸民主运动的报导

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

永远在公义一边，真正的民主巨人

但是对于缅甸内部的人而言，特别是从

事民主运动者，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

八十四岁高龄去世的温丁（U	Win	Tin），他们

口中的“温丁大叔”，才是真正的民主巨人。

除了“温丁大叔”之外，缅甸人也将温丁

称为“蓝衣大叔”，这是因为温丁坐了将近二

十年的牢，于二○○八年出狱之后，一直拒绝

脱下蓝色的囚服。他说，“只要还有一个政

治犯关在牢中，我就不会脱下这件囚服”。

当然，当年出狱时所穿的囚服早已破损，但

温丁仍然按照囚服的式样，订做新的衣服

穿着，直至死亡。

这就是温丁，坚定不移，永不妥协，直至

正义彰显。在缅甸的历史上，可能没有另外

一个人像温丁这样，为了自己的信念，无怨

无悔做出牺牲。他的勇气、耐性及无私，也

早已是缅甸从事民主运动者的典范。

这一切，可能跟温丁始终认为自己是位

媒体记者而非政治人物有关。对于温丁而

言，媒体记者并非只是一个工作，而是必须

致力追求事实及公义的一种信念。他说，	

“你必须准备为追求事实而牺牲性命，同时

你必须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公义。你要永

远站在公义的一边，永远做好准备，揭露并

与不公义奋战”。

争取民主成立“全民盟”， 
铁腕镇压重判二十年

温丁于一九三○年三月十二日在英属缅

甸勃固省乔平考（Kyopinkauk）出生。

当时的缅甸，虽是英属殖民地，却受英

属印度管辖，实际上等于“殖民地的殖民

地”。对于那一代的缅甸人来说，无疑是另

一种屈辱。

温丁于一九五○年代初毕业于仰光大

学，随即投身于新闻事业。

一九八八年，身为记者的温丁处身于波

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决定投身政治，为缅甸

争取民主，于是配合回国探亲而卷入运动

的翁山淑枝，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全民

盟）”，起而反抗军人统治。结果该次学运

遭到军政府无情血腥镇压，死伤无数，也就

是缅甸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八八民运”，	

现今重要的民运组织“八八学运世代”主

要成员如敏高良、高高基……都在当时遭

逮捕系狱。

╱	文		:  梁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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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民运”遭镇压后的第二

年，军政府对翁山淑枝的出身（缅甸

国父翁山将军之女）颇有顾忌，因此

只敢将她软禁在家，可是对当年已年

届六旬又绝不屈服的温丁就没那么

客气，以“反政府宣传罪”将温丁重

判二十年，关进仰光近郊恶名昭彰的

英盛监狱。

囚徒生涯比炼狱，“出狱条件”
将当局

关于狱中生活，温丁在二○一○

年曾经出版名为《那是什么？一座

人间炼狱(	What’s	That?	A	Human	

Hell	)	》的著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描述了英盛监狱的种种非人待遇，

包括遭受严刑拷打、折磨，隔离关在

连腰都直不起来的犬舍里，长期忍

受饥渴，连续五天不准睡觉接受审

讯等等，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撼。

但在这样恶劣关押条件下的温

丁，却从未屈服。事实上，缅甸当局几

乎每年都以释放为条件，要求温丁宣

布退出“全民盟”，或者承认自己是翁

山淑枝组党的出谋划策者。但每次温

丁都以沉默作答，从不动心。

二○○七年，温丁与其他九名政

治犯一起被列入当局释放名单。温丁

这次反而向当局开出了他的“出狱条

件”，亦即必须同时释放包括翁山苏

姬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结果当局取消

他的释放令，温丁再度被押回牢房。

在狱中饱受磨难的温丁也并未闲

着，他在一九九六还曾经冒着极大风

险，将监狱的非人道待遇，写成文字

设法传递出去，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关注。

换句话说，温丁即使身陷囹圄，

都未曾一刻松懈对暴虐军政府的抗

争。这种精神，感动了许多后起之

人。

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坐

牢长达十九年后，年近八旬的温丁

终于获得当局特赦，提前一年出狱，

但已创下缅甸坐牢最久政治犯的纪

录。温丁出狱时拒绝换下身上蓝色囚

服，并且说只要缅甸监狱里还有政治

犯，他就不会脱下这件囚服，因为“缅

甸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

这就是风骨凛然的温丁，他用自

己的失去自由甚至放弃自由，对缅甸

军政府做出最直接的控诉。他也说

到做到，从出狱直至六年后过世，他

也一直穿着蓝色囚衣。

直言敢言、信服真理， 
身教言教、推动民主

温丁的最大人格特质就是直言、

敢言，毫无顾忌说出自己信服的真

理，对压迫方的军政府当然如此，就

是对自己的同志，他也是该说就说，

是“全民盟”中唯一勇于向翁山淑枝

表达反对意见的“异议人士”。

但温丁也绝非铁板一块，他会勇

敢说出对翁山淑枝的批评，但与此同

时，他对翁山淑枝乃至于“全民盟”

的忠心，从来没有一刻有丝毫动摇。

譬如说温丁很反对“全民盟”参

加二○一二年的国会补选，不但在接

受缅甸及国际媒体访问时都表达反

对态度，也直言翁山淑枝同意参加补

选，是对长期压迫缅甸民主运动者的

软弱表现，甚至在“全民盟”召开中央

委员会就该案进行讨论时，温丁也发

言直陈其非，但在“全民盟”议决参

加补选之后，他就立刻同意担任领

导角色，确保“全民盟”可以获胜。

有不少人对他改变态度颇有微

词。温丁却表示，民主就是要尽情表

达意见，但多数决之后，就要尽全力

达成目标。很多年轻的“全民盟”成

员，都承认温丁的民主观念，给了他

们很大的启示与鼓舞。

温丁就是这样，不论在狱中还是

自由之身，他都随时以自己的身教、

言教，推动着缅甸的民主。

出狱寄居简陋小屋至过世， 
战友深情保存遗物留馆藏

温丁在狱中饱受各种折磨，出狱

后的身体状况并不很好。他在一九

八九年入狱后，当局没收了他位于仰

光总医院附近政府楼中的居处，出狱

之后，身无长物的温丁寄住在好友翁

敦（Ohn	Tun）所提供，位在住宅花园

内的简陋小屋。

温丁穿着蓝色囚服，住在这座

只有两间房的小屋里，淡薄怡然，仍

旧积极进行无畏的民主活动，直至

过世。

翁山淑枝曾在温丁过世后造访

这间小屋，并且对翁敦说好好保存

温丁的所有遗物，不要让任何人取

走。她说，“我真希望能把整间小屋

搬走”。

翁敦说，“也许，她的意思是有

朝一日，会把这间小屋变成温丁纪

念馆吧”。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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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及彼		亦此亦彼
洪瑞钗医生从流亡路走出亮丽身影

二○一六年，说话人在新加坡。既说

到洪瑞钗医生，可提及两件事。

一、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sations）为庆

祝国际妇女节，三月初提前宣布三月十八日

将入列该会新加坡女性名人堂（The	Sin-

gapore	Women’s	Hall	of	Fame）的杰出女

性名单。洪瑞钗医生名列其中；

二、《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洪瑞钗医生近三十

年前出版的英文著述，在有了众多语文译本

后，第一个中文译本（附带了增补内容）终于

在当年二月出版面市。

这两件事，或者说其实是一件事的两

面，让人想到时光荏苒、岁月悠悠，想到洪

瑞钗医生在悠悠岁月中的择善固执与坚持。

新加坡女性名人堂

新加坡女性名人堂，是新加坡妇女组

织理事会二○一四年三月在该理事会原有

名人墙（The	Wall	of	Fame）的基础上扩大

设立的。设名人堂的宗旨是：承认并表扬

奋斗在各个领域的新加坡杰出女性。名人

堂入列典礼（The	Hall	of	Fame	induction	

ceremony），是理事会每年庆祝国际妇女

节的重点活动。

入列名人堂，除了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

永久居民，或为新加坡诞生女性这一类基

本的条件，还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中的若干，

包括：为所属领域的先驱性人物；取得足以

作为新标准的成就；对所属领域与社会做

出巨大与可持续的贡献；提高妇女的社会地

位；为妇女与社会开创新的活动疆域；发挥

了启发并带动别人的作用。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设立资源小组

（The	Resource	Panel），每年根据其资料

库中的资料，以及辖下各组织的推荐，整

理出一份初选名单，提交给遴选小组（Se-

lection	Panel）审议并做出最后裁决。新加

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是二○一六年遴

选小组的主席。

根据遴选结果，二○一六年入列名人

堂的新加坡杰出女性共有十四名。其中，

六名运动员，两名高院法官，两名美食家	

（其中一名兼美食业者），一名外交官，一

名女权运动先驱，一名社工，一名医务救

╱	文		:  林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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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作者。理事会指出，这些杰出的

女性，从自身的观点与热情出发，掌

握运筹帷幄与领导的能力，凭着才智

与创造性，怀抱人道关怀，塑造了我

们今天的社会风貌。

洪瑞钗医生以医务救援工作者的

身分获选入列名人堂。名人堂对她的

介绍，用了这样的标题：《一位非凡

的整形外科医生与医务救援工作者》

（Orthopaedic	surgeon	and	med-

ical	aid	worker	extraordinaire）。	

从标题，到具体的介绍内容，清楚地

透露了洪瑞钗医生三十数年前远赴中

东，在贝鲁特和加沙狭地提供医务人

道救援至今，是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

会推选她入列名人堂的主要原因。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借协助黎巴

嫩驱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名入侵

黎巴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展开大

规模空袭。洪瑞钗医生在寄居伦敦的

家中，从电视新闻画面上，目瞪口呆

地看着以色列战机如何一再把炸弹

投向贝鲁特人口密集平民住宅区的

一幢幢高楼。

这个自小支持以色列，把以色列

建国视为圣经预言应验的基要派基

督徒，被眼前难以置信的景象搅动得

内心异常不安，渴望自己能为受难的

平民做些什么。当年八月，当听说国

际救援机构正在征召志愿外科医生到

贝鲁特去救治伤患时，她认为这是上

帝对她的祷告作出的回应，即刻提出

申请，继而向伦敦的医院递了辞呈。

第一次贝鲁特之旅，洪瑞钗医生

成了坐落于萨布拉—夏蒂拉巴勒斯

坦难民营的加沙医院骨科部门的主

治医生。她抵达一个月后，以色列坦

克开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后的

贝鲁特，封锁难民营，接着发生三千

名手无寸铁、毫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

坦平民横遭杀害的惨案。她成了惨案

的见证人与幸存者。

一九八九年，洪瑞钗医生的英文

著述《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首版面

世。她在书中重点记录了萨布拉—夏

蒂拉大屠杀的冷血真相，叙述她为了

向全世界披露这一切，如何带着第一

手资料，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去出

席以色列卡汗委员会调查听证会的

经过。旁及大屠杀过后巴勒斯坦人无

穷无尽的苦难，更带出流亡的巴勒斯

坦人不忘家园，执着于总有一天要从

贝鲁特回到耶路撒冷的坚强信念。

在这条救苦、治病、疗伤的路上，

她多次往返至今，义无反顾。

一九八四年，她和丈夫邱甲祥

联合其他友人，经两年筹备，在伦

敦成立了巴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

（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一

九八五年，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

重新遭受攻击，她独排众议，不顾个

人安危地回去和难民营中的巴勒斯

坦人一起面对苦难。一九八七年，她

再一次带领国际医疗团队赶赴贝鲁

特，去替换被围困在西贝鲁特保雷

吉•艾布拉兹涅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

民医药援助会的志愿医疗人员，亲身

感受到当年年底被占领地巴勒斯坦

人的第一次起义，给流亡的巴勒斯

坦人带来了鼓舞。随后，她辗转到了

加沙城阿尔阿赫利医院工作六个月，

亲眼目睹了以色列对起义巴勒斯坦

人的残酷镇压。

二○○八年十二月底，以色列对

加沙采取“铸铅行动”（Cast	Lead	

Operation），在对加沙施加围困五

十日后发动连续二十二天空袭，同时

在二○○九年一月发起地面进攻，造

成多达一千四百人遇害，五千余人伤

残。二○○九年三月，洪瑞钗医生连

同其所属的英国医疗团队在全球护

理网页“柳叶刀”发表了题为《加沙

的创伤》的报道，控诉以色列军方使

用含磷炮弹、高密度惰性炸药、燃油

弹、无声弹等非传统武器对付平民

妇孺的罪行。

二○一四年，以色列在“保护

边缘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下，又一次对加沙发动五十天

军事袭击，造成两千多人死亡，1万

余人受伤。洪瑞钗医生在内的廿四名

医生与生命医学研究人员联名，再度

在“柳叶刀”网页发表《为加沙人民

撰写的公开信》，基于专业道德与操

守，根据亲身见证的事实，挑战以色

列以“防御性侵占”为借口合理化大

屠杀的宣传，严厉谴责以色列假借	

“惩罚恐怖分子”为名，行屠杀平民

妇孺之实的行径。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洪瑞钗

医生和阿西夫•乔杜里医生计划到

加沙救治伤患，却在以色列特拉维

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被以色列保

安当局刁难。他们在面对长时间的

粗暴盘问后，被扣留了一个晚上，然

后驱逐出境。

洪瑞钗医生联合创设的巴勒斯坦

人民医药援助会，至今继续积极为居

住在被占领地与流亡的巴勒斯坦人	

（以及所在地贫困无依的其他平民）

提供医疗护理援助。经过三十数年

运作，该援助会目前在贝鲁特、拉马

拉（Ramallah）、耶路撒冷、加沙城设

有办事处，通过与各所在地社区建立

直接联系，推动所在地区医疗护理的

长期建设，并在紧急事故发生时迅速

投入救援行动。洪瑞钗医生目前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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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的荣誉赞助人

（honorary	patron）。

从此及彼，亦此亦彼

洪瑞钗医生获选入列新加坡女

性名人堂，不是她从事人道救援工作

获得的唯一一次肯定。早在一九八七

年，她已经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

亚西尔•阿拉法特手上接过“巴勒斯

坦星章”（the	Order	of	the	Star	of	

Palestine），这是该组织授予巴勒斯

坦之友的最高级别奖章。她是获颁

星章的六名非巴勒斯坦人中的一个，

也是受章者中的唯一亚洲人。

洪瑞钗医生的英文著述《从贝鲁

特到耶路撒冷》出版中文译本，这也

不是她此书的唯一译本。此书于一

九八九年出版，随后经多次印刷与

再版。在中文译本之前，它早已翻译

成十一种其他语文出版。

尽管如此，入列女性名人堂和出

版中文译本这两件事或一件事的两

面（沿用前说），对洪瑞钗医生来说，

也许确实还是带有某种特殊意义的。

这里头，涉及一个关键词：新加坡。

她是一个在槟城出生的新加坡

人。一九七七年离开，随同在围捕所

谓“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行动中侥幸

脱逃的丈夫踏上流亡路。她长年飘泊

在外，历经父母家婆病危不得随侍在

侧，亡故无法亲自殓葬的人间惨事，

可至今仍没有淡忘自己的家园。她

是纪录片《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十二名主要受访者之一，

在片中倾诉不能回家的遗憾和对祖

国的眷恋。她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新加

坡人的身分，尽管面对许多具体困

难，还是坚持下来，不肯轻言放弃。

入列女性名人堂，是洪瑞钗医生

去国流亡近四十载，终于得到的来

自她自己家乡的肯定。肯定了她推己

及人，投身为同样失去了家园的巴勒

斯坦难民提供人道救援的工作，肯定

了她捍卫真理与正义，挺身对抗不公

与残暴行径的执着与坚定。

洪瑞钗医生记录了自己上述工作

与经历的著述，《从贝鲁特到耶路撒

冷》，在出版廿七年后，在十一种其

他语文译本外，终于首次有了中文译

本。这是她童年时，母亲在新加坡家

中给她朗读莫泊桑、王尔德，稍长时

给她朗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名家

作品时使用的语言。同时，这也是一

个出自她新加坡同胞的译本。

洪瑞钗医生和丈夫邱甲祥流亡

国外初期，和家人亲友隔绝，在陌生

地度日艰难，生活中充满了乡愁。他

们开始时甚至不愿拆卸行李，幻想

着马上就能回家。随后，心境悄悄产

生了变化。她分享了丈夫关于心存新

加坡，更必须融入所在地，如果画地

为牢，最终也将失去新加坡的理念。

他们开始扩大生活圈子，到处参与投

入捍卫真理、争取正义的斗争，朝“

在这里，也在那里”的方向努力，拒绝	

“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命运。

在邱甲祥二○一一年病故以前，

他们有时一起，有时各自游走，“从

越南到尼加拉瓜，从巴勒斯坦到约

克郡矿场，从南非到挪威，从美国人

民中间走到古巴人民中间”，到处扎

根。（《狮爪逃生》，页十六。）邱甲

祥去世后，洪瑞钗医生说：“我向他

承诺，会继续为争取和平与正义的事

业服务。”她说：“我要继续支持巴勒

斯坦人的抗争，以此来纪念他，表示

对他的尊敬。”（《从贝鲁特到耶路

撒冷》，页xvii）

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洪瑞钗

医生没有在名人堂入列典礼上出现。

这件事和她轻慢看待新加坡妇女组

织理事会或名人堂绝对无关。

实际上，她特地为此郑重向理事

会致歉：“我带着巨大的失落写信给

你们，我无法在二○一六年三月十八

日的美好庆典和你们相聚。这不是

我自己能决定得了的，我只能为对不

住你们，请你们谅解。”

洪瑞钗医生另外在回答新媒体	

“网上公民”（The	Online	Citizen）

的询问时说：“只要不回家，我就能

保留新加坡公民的身分。就是这么

回事。无法出席新加坡妇女组织理

事会的盛典当然失望，但不能在我父

母和家婆病危时守在他们身边，不能

在他们去世时送葬，那是更哀痛难忍

的事。”失望也好，哀痛也罢，都不是

她“自己能决定得了的”。

这里披露的，其实是她面对着	

“坑人二十二条”（Catch-22）一般

的困境。这是个出自美国作家约瑟

夫·海勒（Joseph	Heller）小说中的

典故。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英语系主

任哈里斯的评论指出，约瑟夫·海勒

的Catch-22，“归根到底是一部激

进的抗议小说”，抗议直指“现行权

力中心”。

然而，四十年来，在悠悠的岁月

里，她从新加坡到伦敦，从贝鲁特到

耶路撒冷，从约克郡矿场到巴勒斯

坦难民营，她其实早已做到了“从此

及彼，亦此亦彼”。

到处，其实都已是她的身影。

不管回不回来，她既“在那里”，	

自然也就“在这里”。这是毋庸置疑

的。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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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镛
一
生
灿
烂

推开东陵俱乐部的厅门，走进右内

侧一间酒吧餐室，大约下午三点，

你马上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精神奕奕的老

人，端坐在柜台前的高脚椅上面，对着他的，

是墙壁一系列形状各自奇特的“色酒”。

老人是谢镛。镇冰的矮杯子威士忌，晃

荡着淡黄温馨的光晕，搁在柜台纸垫上、他

的面前。酒干了，侍者从柜子取来一整瓶，斟

满杯子，加冰，快手递上一碟脆皮豆子。这

样规律化的供求关系，年复一年没有改变。

老人嘴角微哂，来来去去的熟人同他颔

首，招呼，闲说几句。他下意识地执起杯子，

啜一口，轻轻放下，身板保持原来的直挺，一

脸慈蔼祥和。

每天必饮的那酒，保证是黑带（Black	

Label）的原产品，不能是别的。生张熟李赠

他百年佳酿他不沾唇。他，有个性，有坚持。

黑带是他选定的、至死不渝的密友。

任谁都喜欢身边能有豪气凌霄、海阔天

空的朋友，因此我们喜欢亲近老谢，同他对

喝，听他说话，享受抑扬有致的男中音，尤其

一声声婉转悦耳的音调。好嗓子是天赋，难

怪他自小爱音乐，爱歌唱。二战后，他相信

自己是登上维多利亚音乐厅、演唱古典歌曲

的第一个华人。

我们唤他老谢，年青人尊他谢老

我们唤他老谢。年青人尊他“谢老”。

能
说
敢
做
 
勇
于
坚
持

╱	文		:  孙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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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向不谈过去，不谈自己，近几年

才偶尔凑兴谈起。2010年海峡时报

忽然刊出Wong	Kim	Hoh的一篇访

谈，老谢讲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往

事”，谈到父亲松山先生与国民党的

密契，谈到童年到处漂泊，日据时期

当工厂学徒、卖鸡蛋，在报馆干了十

一年，因言获罪蹲了40天牢房……

谢镛的一生，足供拍一部连续

剧。背景是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战

乱、流徙、奋斗、坎坷、坚韧、执着……	

时间跨越二战前、二战后、默迪卡洪

流、马来西亚、独立建国。

一个仅仅在学校间断读书五年

半，十出岁就卖力气当小工人，一步

步从受聘当电台广播员，转而当大

报社的翻译、编辑，又脱颖而出，当

起工厂经理，担任大集团的执行董

事——这么不可思议的“翻天覆地”

的“奇葩”，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本

领？退休前，他竟能同时兼任近30

家公司、机构、团体的高层领导，担

负董事、理事、会长副会长等等繁重

的工作。

除了天赋，还有哪些因素呢？或

许，生活的磨难，毅力与决心，大时代

对于一个先知先觉者的冲激和启迪，

产生了加速度的前进的动力。

我不想深谈老谢的成功史。他的

自我塑造值得后辈学习，但其过程和

内容我并不了解。这里只想谈一点我

所知道的“他”。

森林集团“重臣”

谢镛加入森林集团约为1963年。

董事长孙炳炎看重他，认为他忠直，

可靠，会办事。集团全面扩展，《森

林企业》的筹创快马加鞭，挂牌公司

亟需罗致有头脑、中英兼精、人缘又

好的干将，以期壮大董事会阵容，推

动业务多元化。

我“走进森林”迟老谢一年多。他

的房间和我的办公桌只一板之隔。天

天碰面，常见他笑容可掬。三不五时

有报馆旧同事和熟人过访，他会笑

着问我：有空吗？来，聊一聊！平时

闲暇也找我谈话，谈报人，谈新马经

政文化，也告诉我集团的动向和人

事安排。

同事反映给我：孙董事长得到中

华总商会各帮董事的拥戴，不久将

膺任会长，而此刻集团的发展正日

上中天，分管各行业的董事们日理万

机。老谢的加盟，一方面作为孙炳炎

的左右手，另一方面作为不管部长，

深入属下各个公司的操作，随时提

出建议，让董事长更容易了解并掌

控。社会工作千头万绪，耗资损力，

董事长有了谢镛助阵，集团业务仍

可循轨迈进。

渐渐地我明白：老谢与孙炳炎的

关系，远超过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孙

对谢的赏识、倚重、信任，换回谢的

知无不言，敢说敢谏。董事长的决

定不是圣旨，如果发觉不妥，老谢会

一再规劝，表示反对。唯唯诺诺非

其本性。

这样子的“无大无小”，孙炳炎不

以为忤，照旧委以重任。两人的相互

欣赏敬重，由此可见。闲谈中，老谢

约略提到一些决策，董事长最后采

纳他的建议。

共事、交往看老谢

我在贸易部门兼职，不时碰到难

题，过不了关。老谢认为推动业务改

革，要不断努力争取，“有时候，要替

董事长洗一洗脑袋。”

挂牌的森林企业满一周年，订期

召开股东大会，准备结册的出版。

下班前，老谢唤我进他的办公

室，告诉我结册内中英文都要，包括

资产负债表，附属公司和总公司的结

谢镛的一生，足供拍一部连续剧。背
景是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战乱、流徙、奋
斗、坎坷、坚韧、执着……时间跨越二战
前、二战后、默迪卡洪流、马来西亚、独
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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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表，董事股份资料，董事主席对新

马乃至全球经贸的蠡测，等等。

在老谢引导下，我同他即刻动笔，

字斟句酌，对照会计师送来的英文原

稿，把生疏的账目表的名词、术语一

个个敲打翻译出来。看一下手表：晚

上九点半了。

第二天续写董事长的经贸蠡测，

照样下班前工作，先搞中文，一句一

句写下来，一段一段修缮，不觉间又

到晚上九点。

赶任务对老谢似乎是“常态”。

听森林金融的同事说笑话。老谢

忙起来忘了时间是常事。有一次开

职员会议，各部主任必须做报告，提

意见。下午两点开会，四点结束。老

谢主持会议一口气讲了一小时四十五

分钟，剩下十五分钟主任报告。哈，该

报告什么好呢？

他领导下的森林金融发展很快，

接续在新马各地开分支行。同事间

气氛良好。老谢重情谊，把多位报	

业旧同事延揽到金融机构，先后任要

职的有：张石头、叶松英、刘用和、马

哈迪哇；另有一位老谢的朋友黄秉	

修。

就说他退休后孜孜矻矻建立起

来的“新中友好协会”，理事名单上

大部分是老友，华印马族皆有。如：

李炯才、王如明、许统泽、陈仁贵、林

清如、孙源德、胡名正、傅超贤、奥斯

曼·渥、黄锦西、吴文国。

像老谢这样一个心胸宽广、境

界渺远的人，明白友情可贵。沧海桑

田，世事多变，友情不是一朝一夕缔

造的，因此格外珍惜。

老谢走好： 
告别刚强灵魂不许掉泪

那晚，我们在新加坡殡仪馆见他

最后一面，心里惆怅、惋惜，却没有过

度悲哀。告别刚强的灵魂不许掉泪。

我知道，好几位报界老友未能

前往吊丧，有的不良于行，有的躺在

病床。溢华电话中说，老谢与他60

年的交情绝非一般，可叨念的事情

太多了！他因病不能去送别，十分的

遗憾。

是的，从今以后，再没有机会同

老谢各执一杯，侃侃谈心；那迂廻耳

际的男中音，不再滋润我们无端的

寂寞。

留下浓重的失落感沉淀心底。

老谢一生多姿多彩。他帮助过许

多人、许多朋友，他摸索出许多新领

域、新制度，他阅人无数、上至达官

贵人下至平民贩夫，他能说能做、敢

说敢做，他是最佳公关、随机应变、

人缘好、修养好。

从文化人急转为商人，跃出财团

的局限投身华社核心领导，他一路

才华横溢，陌生的新东西到他手上，

总见他从容应付，游刃有余。

确实是个满怀志气、不计个人得

失、为社群竭诚服务的好人！

似乎看不到他有丝毫烦恼。他开

展的笑容是否掩饰了偶尔颤动的犹

疑、困乏？谁都不知道。

他善饮。酒的醇香拉近了他迢迢

的梦境？酒精排遣了他不该停驻的抑

郁？没人知道。工作必须“兼差”，陪

一班银行家、投资商、政要官员饮酒

作乐，他的酒量就这么熬炼出来了？

也说不定体质需要酒精的激励，且酒

精浓烈了多种场合的气氛。这一切何

必追究。观察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社

会人，要看的是他的为人，他的才具，

他的奉献。

写到这里浮想联翩。如此一位睿

智的开放型精英，如果不是60年前敢

言敢闯，既发表反征兵的激烈言论，

又组织报社职工参加林清祥的左翼

工团，如果不是乍露头角就被逮捕

监禁了40天；那么，他将会走向何

方？继续留职报社？扩大工会活动？

融入政治大潮？……而他的命运会

是怎样的结局？这该是不难推测的。

当然，以上纯属不着边际的“乱

想”。但怀念老谢的同时，总觉得如此

出色的人才，没有在政界纵横捭阖、

大发光芒，未尝不是社会的缺失！

作者为怡和轩俱乐部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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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共存，	
一位有所追求的先辈

我，表示陈共存要重新检讨与SIM的合作计

划，他说即将完成的综合楼在占地面积上超

越原先双方同意的范围。为什么会这样，我

不明白。由于他表示华中要诉之法律，我建

议他接过案子，也同时劝告SIM另找律师楼

代表。过后我知道官司打不成，华社高人

出面“化解”，于是SIM综合楼照原订计划

完工，而华初新校舍也继之建竣。

多年后与谢镛先生聊起此事，他说陈

共存当初的动机没有错，根据当时情况董

事部有必要好好为校园里每一寸土地规划

好用途，以确保陈嘉庚为教育献地的崇高

意愿得以体现。SIM是非赢利教育机构，割

地让他们建楼时，只是双方构想中一连串

合作计划的一个环节。可惜合作过程董事

部人事变动，陈共存为是非所困，差点好事

变坏事。最后好事收场，也算大家都为教

育尽了心血。

何熎焜逝世，陈共存反应淡漠

上世纪80年代，陈共存连任好几届新加

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得力助手之一就是何熎

焜。何熎焜是我的乡亲，也是怡和轩先辈。

在世时他为公益出钱出力不落人后，但是

为人一向低调。

1986年的某一天何熎焜对我说，中华

总商会董事部要引进新血，问我想不想效

劳。他说，“商会以福建帮为主，福建帮以

黄祖耀马首是瞻，你能接受吗？”我微笑回

答，“那不是问题。”之后他带我到商会，见

了会长陈共存，也填了表格；其实那个时候

我和陈共存正在处理华中割地给SIM建楼

陈共存一生参与社会与公益，去世后

各方对他赞誉有加。我有缘与他在

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相处，就几件琐事为他

补上几笔，一得之见，意在缅怀。

“年租12元”的割地合同

第一次接触陈共存，大约是上世纪

80年代初期。当时我为新加坡管理学院

（Singapore	Institue	of	Management）

(SIM)和华侨中学董事部所托，为他们起草

一份有关租借地段以供SIM在华中校园里

兴建行政兼教学综合楼的合作草案；有关的

地段与当时拟议中的综合楼，就是现在位于

31	Namly		Avenue	的		SIM		Management	

House.	

SIM原是我律师楼的客户，与我接洽的

是理事会主席余经文、游保生教授与陈颖

喜。华中方面的专业律师本来是邓亮洪，但

是他因为无暇照顾，半途由我义务顶替。除

了董事长陈共存，在这件事情与我频繁接

触的其他华中董事是谢镛、黄锦西与林乃

田等人。

合作草案的内容与条款是经双方研讨后

决定下来的，这包括后来致使陈共存屡遭非

议的条款，那就是规定地租只是象征性的每

年12元。我不是华中董事，也非SIM理事，双

方对合作条款达致协议后，由于双方内部都

有不少专业人士，就再也没有需要我跟踪后

续的进展。

SIM	综合楼建造过程中，传来华中初级

学院校舍顿成危楼、校董必需筹钱重建的

消息。有一天邓亮洪代表华中董事部来找

╱	文		:  林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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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彼此早已认识。我不知道、也

从没有想知道他到底对我有多少兴

趣，总之，何熎焜一病不起，事情也

就不了了之。事后商会长老蔡维卿问

我，“你提了名后，为什么没去疏通、

疏通”，我一笑置之。

何熎焜前列腺致癌，就医后复

发，1986年底再度前往美国求医。回

国途经香港，不料病情急转直下进入

末期，不宜飞行，被逼留港护理。那

也正是我为他所托，忙于为他个人事

务提供专业服务的时候。我几乎每

一两周就得往返新港，与他相聚相

处，对这位长者坚韧的生命力、处世

理念、不亢不卑的人生态度肃然起

敬。何熎焜留港接受护理好几个月，

好友相继来探望他，我就记不起陈

共存是否也去过。

何熎焜的病情每况愈下，家人决

定争取在他百年前回国，岂料航机

婉拒载客。1987年8月16日，他终于

在香港撒手人寰。

何熎焜尸体在香港火化后，家人

准备择日把骨灰带回新加坡存放他

原先属意的地方。他是新加坡社会

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亲友均认为应该

有个适当的纪念仪式。来自居士林、

晋江会馆、弥陀寺、福建会馆等团体

代表在何熎焜位于柏龄大厦的公司

办事处开会，陈共存也以商会会长

身份出席。大家决定在居士林举行

纪念会后，有人即席提出，纪念会应

该定名为“何熎焜追悼会”。不料陈

共存立即从座位跳了起来，大声强

调，“绝对不可以命名追悼会，追悼

会规格很高，新马有史以来只有一个

追悼会，那就是陈嘉庚追悼大会”。	

他表明态度后立即离去，当纪念会

最后以“何熎焜奠祭典礼”名义在居

士林举行的那个晚上，黄祖耀、孙炳

炎都到场，但是身为商会会长的陈

共存未见到场。孙炳炎以个人名义、

而不是商会代表身份上台讲话与念

祷文。我对这件事有所感触，因为我

一直以为陈共存与何熎焜是深交。

华中董事会选举闹双胞

陈共存1970年出任华侨中学董事

长，连任26年至1996年，是他人生旅

途最为亮丽的一程。上世纪70至80年

代是新加坡传统华校面临改制、力求

生存的关键阶段，陈共存聘请了杜辉

生为华中校长，并下放权力由他主持

校政。1979年华中被规划为特选中学

之一，杜辉生校长在陈共存支持下成

功把华中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双语并

重中学，成为英语与华语源流社群共

同心仪的学府。1988年华中成为自主

学校，校方有了更大的空间发展其独

特的教学模式，间接为其他特选中学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版本。

不幸的是，陈共存与杜辉生于

1996年为了一名新生的入学问题而

起争执。杜辉生的做法显然就是照

章行事，陈共存却通过公开信非难

杜辉生，引起好多董事不满。一时是

非纷扰，传言有不满陈共存者要在

来届赞助人选举大会推翻他。陈共

存于是匆忙引进了100多人填表格成

为赞助人。我是赞助人之一，大会召

开那天与另一赞助人潘国驹教授一

同出席。双方对于赞助人是否能在

缺席下委托他人投票的问题争论不

休，结果两方人马分别进行投票，选

出了两个不同的董事部。

董事部选举闹双胞，华中管理层

陷入一年多的人事纠纷僵局。1999

年8月教育部介入，委任了三位教育

部官员接管华中；之后再成立了一个

管理委员会管理华中，从此华中董

事部权力旁落。令人意外的发展，杜

辉生校长也跟着宣布在1999年中退

休，消息传开，全校师生为之震撼。

挽留无效，山岗为之动荡，一时《满

江红》歌声响彻校园，发人深省。

在这起事件的过程与陈共存较

为接近的人算是邓亮洪。他就在那

一年（1997）以工人党身份参加国会

选举，败选后离开新加坡。有一天陈

共存突然邀请我到当时的马可波罗

酒店吃饭，在座的还有另一位华中董

事。他与我谈了很多有关大选的事，

我看得出他对邓亮洪真诚的同情。

当年在董事部与陈共存公开摩擦的

华中董事蔡世家说，多年后陈共存

与他、陈龙得、水铭漳等前董事吃饭

时，坦然表示1997年事件是出于误

会，不应该闹到那样的地步。陈共存

逝世后不久我见了杜辉生校长，他与

陈共存合作将近20年，对他的敬仰

不减当年，对于1997年那场风波，他

也深引为憾。

怡和轩拟与友竹合并， 
陈共存喊停

对于陈共存来说，怡和轩具有特

别的意义，这是他的伯父陈嘉庚当

年领导华侨声援中国抗日救亡、以

及后来领导新加坡各族同胞抵御日

军的地方。他少到怡和轩走动，但是

对怡和轩应该如何保持其历史形象

一向很在意。

怡和轩曾经长期陷入沉寂，到俱

乐部来活动的不外就是一些打麻将

或做其它消闲者，这些人士很多同时

也是友竹俱乐部的会员。上世纪80年

代友竹位于慕理街的会所为政府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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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关人士突然想到应该与怡和轩

合并。孙炳炎同时身处两个俱乐部的

领导层，也是两个俱乐部的常客，对

合并建议不表反对。董事部成员（包

括我在内）也没想太多，就在原则上

同意进行合并，而且同意合并后怡和

轩改名为“怡和轩暨友竹俱乐部”！	

我受托写信向有关方面提出必要的申

请，1992年初就批了下来。

双方接着定期召开会员大会，准

备正式通过合并大计。就在这时候

陈共存出现了，他和孙炳炎的关系基

本上是“王不见王”那回事；他于是

一天约了林子勤来怡和轩找我，大事

抨击怡和轩的做法，我照实情反映给

董事部。陈共存个人也写了一封公开

信，很直率地向两方会员说明，友竹

是以打麻将为主的消闲俱乐部，怡和

轩是富有历史与传统的团体，岂能任

意改名与人合并？对我来说，这番话

犹如当头一棒！不少会员也自觉糊涂

一时，在友竹的会员大会上，本来支

持合并的白清泉站了起来，以他一贯

洪亮的声音喊了一声“不要再搞下去

了”，一时全场鸦雀无声，从此再没

有人敢谈合并的事。

一位值得怀念的前辈

陈共存在主持中华总商会时促

成了陈嘉庚基金的成立，初时基金

就在商会办公，过后迁出。孙炳炎于	

2002年逝世时，恰逢怡和轩会所受

地铁工程影响而变成危楼。陈共存公

开建议由陈嘉庚基金接管怡和轩，发

展为陈嘉庚纪念馆，也私下写了不少

信件给黄鸿美主席与我，但是他的建

议不为怡和轩会员所接受。

怡和轩重建期间，有闲人评比晚

晴园与怡和轩历史地位的高低，陈

共存为此发表公开文稿，盛赞改建

后的晚晴园收集了丰富资料，也同时

引怡和轩的历史为傲。陈共存最终接

受，陈嘉庚基金接管怡和轩的想法是

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他转而全力支

持两个机构的合作。怡和轩重建完成

后，陈嘉庚基金在怡和轩一楼设立了

先贤馆，奠定了怡和轩转型的基础。

陈共存几乎出席所有怡和轩的重要集

会，他最后一次参加怡和轩新年团拜

是2011年的农历元旦。

2010陈共存开始行动不便，需要

轮椅代步，讲话也觉得困难。当年6月

间我与《怡和世纪》同仁王如明、许

福吉及李崇海登门拜访，他和夫人

热情款待。他和我握手道别时，紧紧

地握着我的手心不放，仿佛有说不

完的话要对我说。我们看到他的眼

神，闪烁着一种信任、安慰和爱护晚

辈、世代传承的精神。

记得不久前逝世的郭令裕说过一

句话，“在新加坡，不理会与钱没有关

系的人满街都是。”陈共存显然就是

例外，他会不辞劳苦地追求他认为应

该追求的东西，那怕是件吃力不讨好

的事。陈共存，一位一生有所追求、值

得怀念的前辈。

作者为怡和轩俱乐部副主席

2011年陈共存出席怡和轩新年团拜与董事部同仁和嘉宾前中国驻新大使魏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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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厦门“嘉庚论坛”
随想

盟，辐射海丝”，这样的主题和这样的宏

愿当然是“合时宜”的，但大陆近年劲刮	

“廉政风”，对各种论坛的开办、对论坛的

费用开支都控制极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首届“嘉庚论坛”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了。好在陈嘉庚曾经是“华侨旗帜，民族光

辉”，现在仍然是全球华人的人格标杆和

精神领袖，虽然申办时间漫长，申办过程不

易，但最终仍在“不合时宜”的大环境中，及

时且“合时宜”地成功举办。对主协办各方

的努力并最终促成了首届“嘉庚论坛”的圆

满落幕，我们必须给赞。

一块“空碑”的联想

很多人都知道苏轼的“不合时宜”，对

陈嘉庚先生的“不合时宜”则知之不详。首

届“嘉庚论坛”有点“不合时宜”，陈嘉庚本

人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合时宜”。几年前，我

去北京，和楚泽涵先生见面，楚先生不仅请

客吃饭，还带我去澡堂泡脚，说我这皇城根

外的人来了北京，不去泡脚就不能了解北京

人的生活。楚先生的令尊是楚图南先生，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楚图南和陈嘉庚在北京既

是很多场合能碰面的国家领导（楚老是中国

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首任会长，陈老是中华

全国归侨联合会的首任主席），也是工作后

常能见面的邻居。在一起泡脚的时候，就

楚先生和我，两三个小时，天南地北地神侃

起来，话题之一就是陈嘉庚先生的“不合时

宜”。印象最深刻的是楚泽涵先生讲到的饶

漱石给陈嘉庚先生的题字。楚先生说陈嘉庚

与饶漱石私交甚笃，饶听说陈在筹办自己的

墓园，就给陈题写一幅字，陈非常开心，也

很感激，并把陈的题字和其他友人如马叙

伦、李济深、黄炎培等的题字一起刻在他墓

2 016年4月8-9日，首届“嘉庚论坛”

在陈嘉庚故乡、中国厦门集美举

行。这是一场由中国侨联、国家文化软实力

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和厦门市委相关部门、

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及集美校友

总会、陈嘉庚纪念馆、陈嘉庚研究会等机

构、学府协力承办的一次高规格的陈嘉庚论

坛。怡和轩俱乐部是陈嘉庚曾经生活和战斗

过的地方，也是陈嘉庚精神在新加坡得以承

续的重要场所，首届“嘉庚论坛”的主办方热

诚邀请怡和轩俱乐部参与论坛，共襄其盛。

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潘国驹教授、副主席杨松

鹤先生、怡和轩文化组李秉萱博士、南治国、

谢声群等一行五人应邀出席了首届“嘉庚论

坛”。论坛为期两天，4月8日上午是隆重的开

幕仪式和嘉宾主题演讲，下午是由中央电视

台主持人鲁雅娟主持的两场“圆桌论坛”；	

4月9日是集美和厦门的参观考察。怡和轩

主席潘国驹教授在8日上午论坛开幕式之

后做了主题演讲，介绍了怡和轩和陈嘉庚基

金会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主要活动；

怡和轩董事南治国博士则在4月8日的首场	

“圆桌论坛”上陈述了陈嘉庚在怡和轩里运

筹帷幄，筹赈救国的光辉历史以及“弘扬嘉

庚风”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在新加

坡的陈嘉庚孙子陈立人、陈君宝、孙女陈佩

仪等也受邀参加了论坛，陈立人代表陈嘉庚

后人在论坛上发表了热情感人的主题演说。

“不合时宜”的“嘉庚论坛”

首届“嘉庚论坛”从开始筹划到正式开

办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颇费了一些周折。这

让我立即想到了“不合时宜”这四个字。首

届“嘉庚论坛”的主题是“弘扬嘉庚风，共

筑中国梦”，悬挂出来的标幅还有“对接东

╱	文		:  南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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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石碑上。1955年，时任中央组织

部部长的饶漱石被定性为“高饶反党

联盟”的核心而被捕入狱。饶既是反

革命，陈嘉庚如果继续在墓园里保留

饶漱石的题字，政治上是有些说不过

的；这时，据说中央就安排有关人士

找陈老谈话，希望他能撤下饶漱石

的题字。但陈老说，饶漱石是我的朋

友，他为我的墓园题字是我和他个

人之间的事情，和党国大事无关，和

反革命无涉，仍然坚持留下了饶漱石

的题字，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背

景下，这有多么的“不合时宜”!当然，

陈嘉庚的“不合时宜”还有很多，譬如

公开批评苏联，譬如反对抗美援朝，

譬如质疑大跃进，还有公开批评党内

的官僚主义等等，这种种的“不合时

宜”正是陈老精神人格的可贵之处。

这次赴厦门参加首届“嘉庚论坛”，	

4月7日是报到日期，我特意提前抵

达，在晚上的欢迎晚宴之前有足足三

个小时在“鳌园”嘉庚墓园“遨游”，	

仔细地搜找了墓园里的所有题字，

但还是没有找到饶漱石的题字，心

里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在墓园，

我询问了几位导游，他们说从来没有

听说过饶漱石的题字；在论坛期间，

我也讨教了几位对陈嘉庚有一定研

究的学者，他们也不能给我一个明

确的说法。有人猜度说，大约是文革

期间，饶漱石的题字被红卫兵们砸

毁了。正巧，我在陈嘉庚的墓碑背后

看到了一块“空碑”，它旁边的三块

碑上分别刻写了黄炎培、李济深和虞

愚的题字，唯独这块石碑，空白一片。

也许，这就是曾经刻有饶漱石题字的

那块石碑吧。

热情豪爽的林区长

中国人的热情和好客，尤其是对

参与各种会议和论坛的海外华人表

现出来的热诚，我相信一定让所有亲

历过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本

次论坛的欢迎晚宴上，坐在我身旁的

就是主办方之一的厦门市集美区副区

长的林声群女士。作为东道主的林区

长快言快语，热情地招待在座的每一

个海外代表。林区长是闽南人，厦大

毕业生，对陈嘉庚先生敬慕有加，口

口声声以“校主”相称。林区长是论

坛的组织者之一，在晚宴的同时，她

还有留意一些接待和会务工作的安

排。因为有陈嘉庚的共同话题，我和

她很快就聊得热络，谈起陈嘉庚在

故乡集美的诸多故事，也谈陈嘉庚和

厦门大学的种种渊源。当然也聊一

些私事，譬如她的故乡产酒，招待朋

友时，往往不是端水上茶，而是见面

就是倒酒，因为这样，她的酒量从小

就有基础，知道了这一层，我和同桌

的几位好酒的海外宾客就蜂拥而上，

给这位从不知自己酒量的区长敬酒。

林区长倒也不怯场，一时间，觥筹交

错，笑语连连，我们参加论坛的第一

个晚上就这样画上句点。

“中国梦”，也是“中华梦”

首届“嘉庚论坛”的开幕式和主

题演讲之后有两场“圆桌论坛”，论

坛的主席、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

心主任张国祚教授邀请我参与首场	

“圆桌论坛”，除了我和张国祚教授，

同场还有来自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

主席陈友信先生、新西兰皇家科学院

院士宋曼瑛教授、泰国泰中学会会长

洪林女士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港澳

台部主任吴亚明先生。因为每人只有

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我的发言非常

简短，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陈嘉

庚的认识。西方有一种说法，一千个

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说的

是认识一个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对陈嘉庚的伟大人格和高风亮节，我

们当然是存一致看法，但陈嘉庚也是

一个人，他子女眼里的父亲，他同事

眼中的朋友，海外华侨心目中的“完

人”，国共两党竭力争取的“侨领”，

在在显示了陈嘉庚的多面性。研究陈

嘉庚的精神，我们必须从“转变”的角

度看待，必须看到陈嘉庚是从集美的

一个涉世不深、求学不多的少年，如

何漂洋过海，如何创业立业，如何从

巨贾到教育的推动者和社会的改良

者，总之，我们要重点关注那些促成

陈嘉庚从平凡走向伟大的关键因素

和重要瞬间。其次，我谈到论坛“弘

怡和轩代表团出席“嘉庚论坛”。从左至右：谢声群、李秉蘐、潘国驹、杨松鹤、南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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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嘉庚风，共筑中国梦”的主题是非

常必要，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陈嘉庚是时代的巨人，是精神的风

标，在中华民族努力振兴的今天，	

“弘扬嘉庚风”无疑可以提振一两

个世纪以来一度失落和严重缺失的

民族自信；陈嘉庚以国家和民族为重

的“国民”意识，也可以用来审视如今

当政者的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陈嘉

庚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留给中国

人的遗产，也是留给全球华人的宝

贵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论坛

主题中的“共筑中国梦”完全可以用	

“共筑中华梦”来表述。世界变了，时

代变了，但嘉庚伟大人格和民族精神

没有变，我希望“嘉庚论坛”能把嘉

庚精神发扬光大，认认真真地从文化

软实力的层面深入探讨新的历史阶段

下如何把陈嘉庚对中国和全球华人的

巨大感召力转化成为中华民族国力振

兴和文化复兴的推动力。我的提议得

到了马来西亚陈友信先生的赞和，他

也指出，海外华人毕竟和生活在大陆

的华人不同，“中华梦”的表述更能为

海外华人接受和认同。

气度恢宏的《嘉庚颂》

今年是厦门大学成立九十五周

年，又适逢首届“嘉庚论坛”在集美召

开，厦门市政府、厦门的一些文艺团

体和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单位联合

策划了大型诗文朗诵会《嘉庚颂》。	

4月8日晚，特别为首届嘉庚论坛举行

了专场演出。《嘉庚颂》诗文诵读会

分为《永远的丰碑》、《倾资兴学赤

子心》、《烽火中的民族光辉》和《光

荣与梦想》四大部分，融文学、音乐、

舞蹈、摄影和音像为一炉，既有翔实

的史料，也有大胆的想象，重现了陈嘉

庚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突出了他倾

家兴学的风雨历程。舞台设计精美，

朗诵者激情充沛，当晚的演出为在场

的一千多名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作为怡和轩董事，我对演出中数次提

及怡和轩，更是深受感染，甚至好几

次通过微信给远在新加坡的怡和轩

文化组组员“实况直播”了表演的一

些场面。整场演出我都和陈嘉庚的孙

女陈佩仪坐在一起，佩仪华文还不是

很好，有时候我得给她做些解释，甚

至翻译，表演结束后，我们也一起回

酒店。佩仪说，《嘉庚颂》让她备受

感动，集美人民建起了如此壮观的嘉

庚剧院，在嘉庚剧院里上演如此恢弘

的《嘉庚颂》，让她有些难以置信。她

说，她并没有机会见到陈嘉庚，因为

她出生时，陈嘉庚早已离开了新加坡，

四岁时，陈嘉庚就逝世了，因此，祖父

的形象，从来就是那么遥远，那么模

糊。来到集美，看到这里的一切，祖

父的形象开始变得具体和伟大。佩仪

说祖父离世这么久了，故乡的人还如

此爱戴他，记住他，祖父的任何付出

都是值得的。表演结束后，陈嘉庚的

长孙陈立人也受邀上台和编导和演

员们见面，陈立人没有说一句话，只

是不停地和所有工作人员握手，不停

地向他们致敬致谢，我想，看到祖父

的一生如此光辉地呈现出来，陈立

人内心的冲动也应该是无法言表的。

余话： 
陈嘉庚作为软实力的可能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Joseph	Nye）在上世纪90年代最

早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

概念。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

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

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

括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而

呈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最主

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政治

理念和外交政策等方面。陈嘉庚在上

世纪二十年代以诚信立商，三、四十

年代以爱国立命，到晚年回返故里，

不惜年迈之躯为民族鞠躬尽瘁，诚

如毛泽东所言，陈嘉庚就是“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在大陆，特

别是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中的影响

是巨大的，陈嘉庚勤俭创业、为乡国

兴教、为民族请命的襟怀和风范，在

任何年代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

遗产。陈嘉庚逝世后，新加坡各界举

行追悼会，称其一生“前半生兴学，

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

人”，对此评价陈嘉庚当受之无愧。

陈嘉庚的兴学与纾难，其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希望国家强盛，希望民族兴

旺。当下世界格局巨变，华族也不再

是当年的“东亚病夫”，全球华人应

该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更好地服务

于自己在地国的同时，也共同提振炎

黄子孙的地位，协力促成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这是所有中华子孙的宏

愿。陈嘉庚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和人格

力量，他就是一种能够凝聚全球华人

的“软实力”，他是新加坡华人的软

实力，他是中国人的软实力，他是全

球华人共同拥有并引以为傲的软实

力。鲁迅先生逝世后，郁达夫曾悲愤

地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

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

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

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中

华民族曾经屈辱的历史已经翻过去

了，现在的集美人、厦门人、福建人、

中国人和无数的海外华人都在缅怀

陈嘉庚伟大的一生，弘扬陈嘉庚爱乡

为民、奉献一生的伟大精神，陈嘉庚

已然是一个崇高的符号，代表着一

个崇高的理想，引领广大中华儿女自

强不息，为社区的祥宁，为家国的福

祉，为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作为

华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陈嘉庚。

作者为本刊编辑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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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孙笔下的
陈嘉庚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身家可以牺牲  是非不可不明

（陈嘉庚1948年亲笔题写的祝词，祝贺缅甸

旧都仰光《新仰光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

╱	翻译		:  伍德南

我的外祖父是陈嘉庚，姨丈是李光前，

因此，我的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

不愁吃，不愁穿，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写照，

尽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有许许

多多人是靠木薯和树皮活命的。

陈嘉庚：传奇人物

我外祖父是个杰出人物，他倾家兴学，

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在新加坡经商，要遭遇

英帝国主义对非英国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种

种限制。海外华侨把他们的出生地中国视为

祖国，是效忠的对象；他们的祖国长期蒙受

屈辱、经济落后、内战频频，他们都以能报

效祖国为荣。在大多数人眼中，陈嘉庚的故

事充满传奇、多姿多彩。其实，他基本上是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海外华侨共

命运的，他们的祖国当然是中国，新加坡的殖

民地制度认定这种状况，英国人把中国移民

当作暂居人口，无意让他们就地扎根居留。

陈嘉庚是活跃在一个巨大舞台上，他为了

实现其强盛中国的梦，倾其所有，支持国家的

统一，为人民创办现代化教育特别是理科与

工科，他相信理工科教育能够振兴国家经济

和培养民族自尊心。他坚持这一原则，一贯

地资助由他一手创办的学校和高等院校，即

使遭遇经济困境，仍然以此为先，胜于打理

其商业王国。称他为‘慈善家’太肤浅了、太

消极了。如果一定要有称号，我认为他是当

之无愧的“民族主义现代化建设者”，我甚

至要称陈嘉庚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此来

表明和捍卫我的立场，反对当代背离社会主

义的潮流。

传奇故事的作者往往夸大主人翁的事

迹，言过其实。在我看来，陈嘉庚传奇，无论

是当今流传于新加坡或中国的版本，都把他

贬低到跟传奇编撰者一样的肤浅的水平。

家族和新加坡的故事

我外祖父的生活经历，是大起大落的。

当他的商业集团于1934年进行自动清盘时，

抵押给银行的一切私人财产，付诸东流。在

1920年代当他的商业王国处于巅峰之际，他

╱	文		:  傅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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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东方的福特（Henry	Ford）。在

生意崩盘时，他卖掉金银珠宝，偿还银

行的借贷。外祖母也要把私藏的首饰

珠宝献出来，她倒无所谓，坦然拿出一

切私房品。不过，她只求保留一件，这

并不过分，外祖父同意了他二老婆的要

求。在战后，外祖母有一次让我看看她

那颗5卡拉的黄钻石。以前，人们喜欢

黄钻石，不同于今天流行白钻石。黄

钻石没有白钻石那闪烁耀眼的光芒，

是出自今日的多面切割工艺。

雇主以身作则，长时间工作，从不

想请假，外祖父就是这么一个精明的

老板。他也慧眼识人才，李光前这样

的人才，也许就是这样被赏识的。李

光前起初是个低级雇员，精通英文，

负责跟欧洲商行直接洽谈生意。过了

不久，李光前就成为外祖父多元事业

的得力助手。他跟外祖父的长女结了

婚，无疑，这桩婚事是老人家亲自撮

合的，他以善用人才和把人才留在家

族内著称。后来，李光前也建立起自

己的树胶业、地产业和银行业的庞大

商业王国。他照旧忠于外祖父，协助外

祖父，并于1952年成立李氏基金，至

今仍是新加坡最大的公益金捐献者。

我父亲傅定国，从事贸易和印刷

业。他为陈嘉庚工作，起初，被派驻上

海、加尔各答、西贡以及其他奉派出差

的地方。后来，想必是表现出色，他被

调回新加坡常驻，老板将三女儿陈亚

惠，就是我妈妈，许配给他。就这样，

我父亲和李光前、四姨丈温开封，就

成为襟兄弟。温开封是最早取得美国

大学化学系学位的新加坡人之一，他

的专业技术为陈嘉庚的制造业改良生

产技术，作出贡献。我父亲在本地区

走动，负责收购当地的产品，从香料、

树胶到牛皮等，然后通过诸如宝士德

（Boustead）、牙直利（Guthrie）及

查甸沃（Jardine	Waugh）等英国洋

行，卖到英国去。我从他口中知道，来

自印度尼西亚马都拉岛的牛皮出口到

欧洲，经过制革工艺，可制出品质最佳

的皮革。马都拉岛出产的牛皮很坚韧，

可片切多层，表层价值最高，底层是用

于做鞋底。其他层片经过抛光后，看

起来像是表皮。年少时，每当要买鞋

子，我总是要父亲陪我上鞋店去。当

外祖父的商业王国跨塌后，父亲便转

为李光前打工。

外祖父位于松巴哇路（Sumbawa	

Road）的树胶制造厂持有六项发明

的专利权，包括发明和改良树胶鞋底

和充气车轮内胎，以及发明和生产胶

底木屐。记得有一天父亲回来时，带

给孩子们一些气球。我们把气球吹

起来，发现形成不规则形状，原来是

厂里试产的样品。从德国请来的工程

师，也未必是最好的，因此，产品就不

那么到位。

父亲就读的小学是位于亚美尼亚

街的道南学校，外祖父是该校的资助

人，李光前曾在该校任教。后来，父

亲便到中国厦门市的厦门大学深造。

外祖父于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在

1937年前，他几乎是唯一的资助者。

父亲在厦门大学时，正值鲁迅在该校

任教，任期短暂，记忆中是从1926年

9月至1927年1月。林文庆当时担任厦

门大学校长；他是女皇学者、执业医

生、研究员、以及活跃于新加坡世纪

末的儒学改革者以及银行家，集这些

名堂于一身，外祖父认为他是主持大

学校政的理想人物。

不幸的是，鲁迅这位1919年五四

运动的反帝反封建、备受崇拜的文坛

巨将跟保守的尊孔派林文庆起冲突，

结果，鲁迅在四个月后离开厦门大学，

不过，他在离开前完成了好几篇著名

的文学作品和杂文。尽管父亲没有卷

入这类政治，对当时学生们的反帝革

命热情，他并非无动于衷。他从未反

对我参加大学里的活动及后来的政

治活动。他只要求我在大学的考试务

必及格。

跟他在商界的好多朋友一样，外

祖父要确保他的儿子能够讲英语。生

活在英国殖民地，要在经济方面谋求

进展，必须掌握英文。我的三舅、五

舅、六舅、七舅和八舅，个个通晓双

语。他鼓励孙子们学科学，并把他们

送入英文源流学校，这是进入西方

大学的途径；他们大多数是理科毕业

生、工程师和医生。他们在家里有请

人教华文。

今天，当陈嘉庚被誉为慷慨解囊

资助新加坡华校的慈善家之时，给人

家的印象是，他带头通过教育来提倡

华族语言和价值观。殖民地当局对华

文教育的定位是，在最好状况是无关

紧要，在最糟情况是颠覆活动。这种

定位已不复存在，正如后殖民地的国

情，	在消灭以亚洲方言教学的学校之

后，“发扬亚洲价值观”的声音便接踵

而来。在殖民统治时期和冷战时期，扣

在外祖父身上的名堂是‘沙文主义者’

，外加‘亲共产党’一条。然而，他的优

先考虑从来没有放在‘母语’上。他在

新加坡参与筹建华文源流学校，是由

于殖民地政府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

责任，而完全让华族移民自行办理。

其中最具意义的是，新加坡第一所华

文中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现

在的华侨中学）于1919年创立了，首次

以（中国）国语作为教学语言，取代了

华族方言。当陈六使致力于创立南洋

大学时，陈嘉庚也在背后进行配合。

1989年建校70周年之际，华侨中

学在校内竖立一尊外祖父的铜像，眺

望学校运动场。这时候，‘沙文主义

者’和‘亲共产党’的标签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创办华校的慈善家’，这

是在新加坡展开讲华语运动的10年

后，也正处于当局鼓吹亚洲价值观说

教的当儿。陈嘉庚1950回去中国定居，



怡
和
传
承

YIHE SHIJI Issue 29 	95

在他逝世的30年后，在明确划分族群

的新加坡，他变成一个模范市民。在

当前环境下，恰逢华文源流学校已不

复存在，尊崇他为华文教育的伟大赞

助者是具有政治效益的。

只说外祖父是个支持南洋地区华

校的大人物，那是忽略了其他事实。他

慷慨捐助华校，但也资助过英华学校

（Anglo-Chinese	School）和马来亚

大学。1929年，他承诺捐助10万元给

倡议中的英华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后来，因不获殖民地当局

批准，学院停建，外祖父同意将已捐

出的3万元转捐给英华学校充作物理

科和化学科的教育经费。

陈嘉庚的资助，是着眼于教育科

目而非教学媒介语。他认为，落后、

被压迫的社会要谋求进步，只有靠科

学和工艺教育，只读传统科目是不够

的。他崇尚达尔文主义多于儒学。他

的爱国主义对象是中国，这是毫无疑

义的。他把教育特别是科学和工艺教

育视为推动国家进入现代化世界的原

动力。他在自己家乡厦门市集美区创办

学校，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1918年

创办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1919年先

后创办了集美幼稚园以及航海与商业

学院。此外，他也创立了一所农林学

校。在顶峰期，他着手筹办厦门大学，

其目标是明确的，要摆脱落后地位和

国际列强造成的耻辱，中国需要工程

师和科学家。1921年4月6日，厦门大

学举行开学典礼，当时在上海访问的

美国教育家杜威也受邀参加典礼；奠

基石是于5月9日安放的。当时的厦门

大学寂寂无闻，却能够有一篇科学文

章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的刊物上。

经济历史学者戴渊把陈嘉庚的商

业和教育事业紧凑地编织在一起，在

其研究马来亚殖民地的华人资本主义

的文章中，总结说：“他的商业活动不

在于以谋取利润为终极目的，而在于为

他的祖国中国和马来亚的工业和教育

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陈嘉庚：早年的活动

外祖父在1946年出版了回忆录。

他是在日本占领新加坡而逃亡到印

尼时期，开始书写的。在印尼的流亡

生活，更加强了他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观点，他在那里得到印尼左派华人的

照顾。陈嘉庚来自厦门岛对岸的集美

区，19世纪末，厦门是华南的重要商

港之一。集美区所属的同安县是个贫

困区，当地体格健壮的男子时不时离

乡背井到南洋当契约工。不过，外祖

父比故事中的大多数身上只穿一件衣

的苦力要幸运得多。他是在1890年到

新加坡，当年17岁，在他父亲位于勿

基（Boat	Quay）的米店打工。不过，

生意在1903年倒闭。30岁的他，刻苦

耐劳，偿还他父亲的欠债后，做起自

己的生意，先买一块林地，开辟黄梨

种植园，并建立黄梨罐头厂，用二手机

器生产。

他当机立断，在黄梨作物两旁种植

树胶树苗，并且购买更多地皮，种植树

胶。我精明的外祖父善用土地，买地

种植树胶树苗，大概过了三年又把树

苗园卖掉。生长5年的胶树就可以开

割。他投入在马来亚刚刚兴旺的树胶

事业，是个大胆决定，而且是恰逢其

时。这个阶段正值1910年树胶业兴盛

期，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

激需求。他成为百万富翁，指日可待。

不过，陈嘉庚并不只是对赚钱有

兴趣，他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支持

他的革命。1908年孙中山来新加坡

时，两人见了面，外祖父在1910加入

同盟会，当然也把辫子剪掉。跟大部分

富裕的朋友一样，他也抽上鸦片。外祖

母讲过，在他们居住的勿基货仓的二

楼，她如何替他把鸦片装入烟枪。后

来，他不得不戒掉这“中国的祸根”。	

外祖父跟孙中山的第三次见面是在

1911年12月，孙中山是途径新加坡，

回中国筹组新政府，取代刚被推翻的

满清帝制。1911年11月，福建省宣布

全省已光复，新加坡的福建帮华侨推

举外祖父出任福建“保安捐”主席，

迫切需要筹募资金展开活动，特别是

维持法纪和治安。

外祖父也不忌讳炫耀财富。据外

祖母说，当年，大部分私家马车是二

马拉动的，较富有人家的马车是四马

拉动的。像外祖父这样有派头的人，

乘坐的是六马拉动的马车。当福特汽

车公司引进福特T款汽车到新加坡时，

英国总督是买车的第一人，接着是外

祖父。因此，传说他生活非常俭朴，纯

属传说，要看说的是他哪一段时期的

生活。在财富处于鼎盛时，他是非常

乐于为自己花钱的。

其实，外祖父是不太了解另一半

人是如何生活的。1913年，他在厦门

创办集美小学，上学和课本都免费。

开学典礼上，有舞狮队表演，锣鼓喧

天。但是，令外祖父感到讶异的是，

场上看不到一个学生。孩子们跟往常

一样在海边工作，捡拾牡蛎（蚝），赚

取微薄金钱，帮补家用。在获知情况

后，外祖父给报名上学的孩子，每人	

2元。我六姨妈说，对村民来说，2元	

“大过牛车轮“。

创办学校和学院仅是外祖父为中

国实现强国梦所迈出的一步，他的商

业企业负有相同的任务。他在新加坡

的树胶厂就是一所训练学校，是为了

要在中国全面发展树胶制造业，培训

人才。他认为，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是缺乏工艺技术和熟练工人，而非缺

乏资金。新加坡的项目是他的宏图大

计的第一部分，他计划在上海、天津和

汉口等地建立制造厂，总投资金额超过

600万元，将聘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

的毕业生，以及在新加坡培训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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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获得的利润，将用于学校和大

学的办学经费。正如戴渊所说，陈嘉

庚的商业企业“几乎是以商业模式来

管理的公益机构”。

先驱工业家

不同于他的前辈，只为了出口产品

到工业发达国家而进行原料加工，陈

嘉庚投身制造业，在东南亚是先行者

之一；他的业务是产销结合，通过销

售网络，把产品销售到中国、欧洲和

美洲。他尽可能采用当地的原料，并

在机器和工艺方面进行投资。他早期

的商业投资之一是入股一家白米加工

厂，从泰国进口白米，在新加坡煮半熟

后烘干，以半熟米卖给印度。煮米用的

燃料是来自锯木厂的木屑。

相同的产销结合概念也体现于他

1926年在柔佛州建立的造纸厂，该厂

生产卡纸板，用来包装他自己工厂生

产的产品；卡纸板也卖给报馆，包括	

《南洋商报》。造纸厂不使用纸浆，

而是利用来自马六甲、吉打、霹雳、登

嘉楼等产米州属的稻秆为原料，使稻

米生产者获益。造纸厂安装了从苏黎

世进口先进机器，计有电机设备和化

学设备；有一间锅炉房、一座发电站

和一座用来从士乃河引水供工厂使用

的水泵站。不过，这家造纸厂因商业

萧条而告停产。

从自己创业的1904年到1919年，

外祖父建立起庞大、多元的生意业

务，包括种植黄梨、生产黄梨罐头、米

磨厂和白米贸易、生产冰糖、种植树

胶和树胶加工厂、锯木厂、砖厂、实业

以及船务。

1919年，他把他的各家企业整合

在陈嘉庚公司旗下，并把投资扩大到

饼干厂、药品业、办报和出版业。不过，

生产最多样产品的是他的树胶制造	

厂，产品计有胶鞋、鞋底、拖鞋和靴；供

汽车、马车、三轮车和脚车使用的外胎

和内胎；脚车坐鞍、踏板和刹车胶片；

胶管与连接器；树胶手套；家用器物

如席子、园艺胶管、雨衣、热水瓶、牙

刷、橡皮擦、沙滩球及其他玩具；运

动用品如足球和篮球，等等。他在中国	

22个城市设有50多家分公司或直销

点；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加拿大

和美国，也有授权经销商。

陈嘉庚的财富于1925年达到顶

峰。克利福（Hugh	Clifford）总督于

1929年参观了松巴哇路的树胶制造

厂，继任的	金文泰（Cecil	Clementi）

总督隔年也参观该厂。外祖父企业的成

长，大部分资金来源是银行的贷款，有

华人银行和西方银行，特别是英资的

汇丰银行和纽约的万国宝通银行（现

称花旗银行）。1930年，经济陷入大萧

条深渊，银行敦促他重组业务，成立私

人有限责任公司；隔年，陈嘉庚有限公

司宣告成立。

最后，他的生意陷入困境，日本货

的倾销，尤其于1920年代中期在荷属

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市场的加剧倾销，

实际影响并不大；主要原因是有关国

家政府实施关税壁垒，正好又遇上大

萧条，雪上加霜。1929年至1934年，

中国国民政府实施分级关税制。陈嘉

庚树胶制造厂申请将其进入中国市场

的产品列入豁免关税类别，理由是，

其所获利润大部分用于资助中国的教

育事业，结果不获准。同时，东南亚

华侨商人代表团的另一项陈情，要求

立法承认华商的产品属于国货，也遭

拒绝。陈嘉庚诉说，抑制性关税的提

高，致使他不得不关闭他在中国的所

有分公司。

1932年，马来州属实施一连串的

进口关税，也适用于从新加坡进口的

树胶产品。金文泰总督反对在海峡殖

民地立法实施关税保护的想法，辩解

说，这将破坏英殖民帝国各组成部分

团结一致的原则。陈嘉庚赞成在马来

亚各行政区实施关税联盟，但遭到拒

绝。结果，像生产肥皂的英资利华兄弟

公司、霸打鞋厂都削减产品的价格，把

外祖父的产品挤出市场。与此同时，加

拿大人为操控，提高新币对加币的兑

换率，造成新加坡生产的胶鞋更贵，

致使陈嘉庚的胶鞋丧失竞争性。在英

国，厂家也纷纷施压，要求政府限制

从殖民地进口产品。

陈嘉庚有限公司于1934年自动清

盘。外祖父幸免破产，尽管他的抵押

资产的抵不了债，贷款银行没有对他

采取进一步行动。戴渊把这商业倒闭

称为“牺牲殖民地工业化、图利宗主

国的典型例子”。跟当时的商业巨子

一样，李光前这次也上了一堂实物教

学课。他不从事工业方面的投资，而

是集中于树胶生产和贸易、产业以及

银行业和融资业务。

在业务面对诸多困难的整个时

期，外祖父本可减少对在集美的学校、

学院以及大学的资助，这些院校都仰

赖他的资金。银行家向他提意见，要

他整合核心企业、放弃次要商业，并

停止资助他在中国和新加坡所创办

学校。他不听从要他集中于挽救其商

业王国的劝告，立场坚定，执意要把

学校办下去。他要确保学校的资金来

源不会中断。

外祖父实际上并没有丧失所有的

钱财，侨领的地位也不变，他的魄力

肯定依旧。陈振传告诉过我，在外祖

父的树胶厂产权易手时，工人举行罢

工，要求外祖父出面调停，陈振传便

要求外祖父协助，外祖父表示服务要

给酬金，尽管陈振传的银行是外祖父

的债权人之一，并决定不让他破产。

过了很久之后，陈振传用佯装愤怒的

语气，跟我谈起此事。实际上，陈振

传毫不犹豫是付给外祖父所要的钱。

外祖父究竟如何有办法经常给在

集美的学校和厦门大学送钱，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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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不过，可以肯定，他庆幸有李

光前这样一位女婿，绝对靠得住，负

责料理他的商业事务。我听说过一件

事，外祖父把在怡保的树胶园转让至

他第三子名下，后者并不知情。第三

子后来死于肺痨病，他家人未被告知

树胶园在他名下之事。按照当年的英

国法律，在业主死后15年没人认领的

产业，其产权将回归前业主。于是，外

祖父便把代表三房太太一家的第五

子、代表二房太太一家的第七子，列为

业主。同样，他们都不知情。

外祖父逝世时，李光前把怡保产

业之事告知两位妻舅，外祖父有一项

常效指令，从树胶园的收益，每年拨

出10万元汇给集美。当树胶园的营业

不佳时，为了履行这项指令，李光前的

南益树胶公司以非常优惠的条件为该

树胶园的部分产业提供抵押。后来，

李光前以一笔12万元的优厚金额，从

他的妻舅手中收购产业的剩余权益。

李光前身居幕后，巧妙地委托儿子李

成义替他两位舅舅处理其事。怡保树

胶园这件事是七舅告诉我的。1961年，

他分得结存的50%，也就是6万元。

外祖父在其企业倒闭后是如何给

集美送钱，我并不清楚。很可能是，他

暗中把财富转移到他在厦门开办的集

美银行，因此债权银行无法要回借给

他的钱。无论如何，我只知道他拒绝

停止向中国汇钱。二战后，他有足够

的资金在香港开设集友银行，并在新

加坡创办《南侨日报》。

华侨政治登场

外祖父一心为公的精神，并不因

为其商业王国的跨塌而消失。跟大多

数华侨一样，陈嘉庚对蒋介石1927年

成功北伐、打败军阀、统一中国，兴高

采烈。然而，1928年，驻守天津的日本

军队试图在山东省济南市阻止蒋介石

的部队挺进，造成流血冲突、伤亡惨

重的济南惨案。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

华侨非常关心，发起“山东筹赈会”，

抵制日货。陈嘉庚于1928年5月当选	

“山东筹赈会”主席。据历史学者杨

进发叙述，这一项募捐运动席卷新马

两地的华人社会，形成一项深入民间、

跨帮派的群众政治运动。

殖民地政府密切关注这一事态，

纠缠于“山东筹赈会”提出的树胶附

加税课题，以及外祖父支持被视为非

法的抵制日货运动。当局曾考虑将外

祖父驱逐到中国，但总督只以书面惩

戒了事，警告“若重犯这类行为将面

对严重后果”。	

尽管外祖父的商业王国收盘了，

以及发生过1929年的惩戒事件，当	

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中日战争、激发

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英

国人仍旧挑选陈嘉庚出面领导新加坡

的中国筹赈会。因此，他成为一场大

规模群众运动的中心人物，领导一个

合法的、并获英国当局批准的筹赈会

组织。一年后，在马尼拉和巴达维（雅

加达的旧称）的好友请他筹组并领导

东南亚中国筹赈会联盟，获悉中国政

府和新加坡的华民政务司私下认可后，

他同意担任领导。

成为东南亚华侨的真正领袖后，他

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

察团”（简称“慰劳团“），启程到中国

进行为期8个月的访问，给惨遭日本侵

略者蹂躏的受害者送去援助物品和精

神上的慰问。他受到蒋介石的款待。不

过，中国的政局极为不稳定，华东大部

分地区被日军侵占。陈嘉庚亲睹蒋介石

领导的国民党从战时首都重庆的安全

隐蔽所，进行敌后作战，国民党和蒋介

石的腐败和无能，令他大为惊愕、非常

失望。在同一行程，陈嘉庚也拜会了毛

泽东，他当时和数千名共产党部队生

活在延安的窑洞。经八天的访问，他得

出结论，在毛泽东管辖的地区，纪律严

明，体现公平，他们决心致力于改善人

民的生活。外祖父深信，中国的前途不

再寄望蒋介石，而寄托于毛泽东领导

的中国共产党。回到新加坡后，他毫不

迟疑，马上向海外侨胞宣布，要他们从

此效忠中国共产党。

英帝国是于1939年对德国宣战

后卷入二战。驻新加坡总督	汤玛斯

（Shenton	Thomas）请求陈嘉庚协

助售卖战争公债，筹措经费；要他售

卖配给马来亚的总金额为4千万元的

公债。他本人认购了10万元公债，通

过他及其他马来亚知名人士的努力，

殖民地政府售卖公债，最后共筹集了

1,500万元，在那惨淡的日子，这是个

骄人的数目。

日军对新加坡的侵略迫在眉睫，

陈嘉庚于1941年12月28日代表总督

召集大会，成立华侨动员会。他所领

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为

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星华义勇军）的

征召中心和总部；义勇军的英文名为

Dalforce（达尔部队），取自其司令员

约翰 • 达尔利（John	Dalley）上校的

名字。这一小队仓促组成的义勇军在

马来亚战役中，跟大英帝国的部队（包

括澳大利亚和印度部队）并肩作战。在

日军进犯新加坡期间，在牛车水区武

吉巴梭路27号的晋江会馆和隔邻几间

的怡和轩俱乐部成为抗日活动中心。

在征召的义勇军队员中，约有

1000人是樟宜监狱的年轻囚犯，他们

是受马来亚共产党影响的新民主青年

同盟的成员，英国当局释放他们是要

他们参加义勇军。训练不足，武器不

良，他们被派去跟入侵的日军作战，

都被杀了。英国历史学家玛丽 • 登布

尔（Mary	Turnbull）在其1979年出版

的《新加坡历史》一书中写道，“陈嘉

庚要求政府武装一支华人部队。”这

本书的出版，得到李氏基金的赞助。

我的五舅注意到这一表述，外祖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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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告诉五舅，他反对武装训练不足

的青年，因这等于是让他们白白去送

死。后来，登布尔在其新版的书中，作

了纠正，将这冒犯的句子删去。

事实上，外祖父在其回忆录中解

释说，是一名名叫黄望青的共产党提

议武装青年，他很有影响力，号召他

们参加义勇军，拿起武器抗击日军。

他是驻在怡和轩隔壁，外祖父的指挥

所就设在怡和轩。黄望青又名耶鲁，

他是莱特的人。莱特于1939年4月出

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当时是英国

特务。莱特后来投靠日本人，黄望青

被出卖，于1942年造日军逮捕。为了

保命，他出卖同志。他在日本军内当

翻译。有一天，他在芽笼3巷意外发现

莱特陪同日军宪兵队军官走上一间咖

啡店的楼梯，他将此事告诉朋友，说莱

特是日本奸细，不过，没人相信他，因

为他自己是在替日本人工作。战后英

国人回来时，黄望青跟一名国民党友

人去通报政治部主任布列德斯（Alan	

Blades），不料莱特又回头替英国人

工作。黄望青于1970年代曾出任新加

坡驻日本大使。

陈嘉庚很担心华人义勇军青年的

武装行动在军事上起不了作用，而造

成报复心强的日军更加会残害人民。

他认为英国人把年青人从监牢放出来

是“极其狡猾而无情的”举动。依我

看，外祖父担心的是，星华义勇军是

英国人用来清除囚犯的一个阴谋，这

些人是抗英分子。如果让他们关在牢

房，这些人将被入侵的日军杀害，英

国人将会因此而遭谴责。如果随便将

这些人释放，战争结束后，他们又会

再反对英国人。因此，英国人策划利用

他们当炮灰，抗击日军，使他们成为英

雄或烈士，同时疏离他们跟共产党的关

系。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英国人

让外祖父去干这吃力不讨好、隐藏祸

殃的事，让这些青年完成自杀的使命。

那时候，我伯母住在武吉知马6英

里，在路旁开一间店铺；她听见义勇军

队员吹起军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起来！⋯⋯”日军侦察兵起

初还以为遇上中国国民党军队，于是

后退。当日军发现那支队伍是乌合之

众，便沿着武吉知马路迅速前进。他

们在我伯母屋前插上黄旗，以此为终

点，杀死所有年轻男子。许多义勇军队

员英勇捐躯，虽然是不必要的牺牲。

新加坡在日军入侵的一星期后沦陷。

我在印度的岁月

我生于19 3 2年。我在麦奈尔

（McNair）小学的学业因日军的侵略

迫在眉睫而告中断。我的直属家人共

七人、一位舅舅（英国人不准成年男

子离境，他是个例外）、几位姨妈、舅

母和她们的子女，大家庭一共24人，

于1942年新加坡沦陷的一星期前，前

往印度；我父亲不获准跟我们一起离

开。三年多的日据期间，他四处躲避，

寄居在牛车水区康威尔Cornwell街的

亲戚家里，身为陈嘉庚的女婿，他的

性命处于危险之境。

我们逃难到印度时，我才10岁。日

军已在马来亚东海岸击沉两艘英国军

舰，并正向新加坡推进。我们匆忙挤

入几辆汽车，径直开往红灯码头，把

行李丢上停靠的大木船(tongkang)，	

大家都上了船后，驶向一艘排水量约	

1万2千吨的小型客货轮。我们准备让

该轮把我们载到的任何地方去。在船

上，我听到空袭警报响起，划破下午

仍旧宁静的气氛，我们都被命躲进发

恶臭的庇护所。在解除警报声响起时，

我们都获准到甲板上，这时我们才发

现六舅及其家人没有上船。我外祖母

马上叫大家跳回大木船，回去红灯码

头。我们回到家，才知道当空袭警报

响起，六舅在开往码头的路上，被迫

停车，等待空袭警报过去。后来，听说

我们离弃的那艘客货船在外海沉没。

那天傍晚，任职于空袭预警处的

一位舅舅说，有一艘被英国征用的法

国邮轮在当天晚上就将驶离海港局码

头。我们又再仓促离家，及时赶到停泊

处时，只见主舷梯正在收起。还好，在

船侧还有一道较小、较窄的舷梯。登上

豪华游轮，心情非常兴奋。船上的乘客

主要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一小批

来自马来亚的人、相当多来自索菲亚

路一带的犹太人。十几二十年后，我

获悉著名的经济学家孙达兰（Jomo	

Kwame	Sundaram）的母亲乘搭同一

艘邮轮；还有一位后来成为“华惹”编

辑部同事的林冠杰（Lam	Kuan	Kit），

他来自怡保。

当年，头等舱并不紧靠船边，因

此，周边有一道甲板可让我们走动。

我们的船舱是在低层甲板，早餐有冰

淇淋、麦片和牛奶。航程需时两个星

期，每天早上到甲板上运动，我看到

有两艘军舰护航；也许邮轮上载有重

要人物或金条。

在我们启航一星期后，新加坡沦

陷在日军铁蹄下。即便是英国皇家空

军已弃守新加坡，邱吉尔仍然不认为

应当将此消息告知澳大利亚部队，他

们正在开往新加坡途中。故此，澳大

利亚部队一登上日军占领的新加坡，

马上成为战俘，直接被送往樟宜监

狱。英国于1942年2月15日向日军正

式投降。

邮轮开抵孟买停靠，我在那里度

过四年的时光。我在由法国传教士开

办的一家天主教中学读书，他们教导

我兴都语文、英文和法文。我打板球，

放风筝，在校成绩总体良好。我们靠

随身带来的钱过活，母亲变卖珠宝补

贴，英国设立的难民基金也也给予一

些帮助。我姐姐有一份速记员工作，

给家里增添一些收入。我们生活在中

产阶级的、殖民地白人居多的、天主

教徒居住的邻里。艳阳高照下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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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老百姓，脑中仍旧存在牢固的“白

老爷－棕老爷”至上的殖民地思想。不

过，我还记得我的印度穆斯林老师，他

不满和谴责殖民主义。我也见过印度

国大党发动的一次反英示威活动。　

日本于1945年投降，而我的大家

庭在隔年才回家。盟军把属于日本政

府、公司、组织以及普通公民的财产，

悉数充公；这是1951年旧金山条约核

准的。不过，战争结束后，英国马上向

日本提出战争赔偿，包括在日据时期当

地人民创造的财富，以战时新加坡通

用的日本钞票价值估算。英殖民统治

者将“香蕉”纸币作废，本应将这些纸

币兑换、收集，作为向日本索求赔偿总

额的一部分。新加坡人民没有得到赔

偿，这简直是被抢劫。那些经历过艰难

时期的人们还记得，他们在战争时期使

用的钞票在一夜间变成废纸，但很少人

知道为什么。英国人资本依然高高在上

和不可替代，本地资本家遭遇挫折。

为了防止艰难困苦的生活引起

暴乱，英国军事当局分发免费的配额

券。“香蕉币”的废除和基本物资的短

缺，有人以此作为生财之道，贿赂负责

发放配额券的英国军官。我听说有某

位“约翰少校”轻易受贿赂，由一个

年青暴发户充当中间人，他获得在海

港局从事承包工作的上海人资助，从

两座军用半圆铁皮仓库（Nissin	hut）

搬走储藏在内的所有供应品，假公济

私，个人发了横财。

尽管英国人在面临日军侵略时仓

惶撤退，战后并未出现公开的反英情

绪。不过，英殖民统治者的脆弱和无

能，却暴露无遗，公开展示英军和澳

军战俘遭受日军虐待和羞辱，无济于

事。正如在英国本国，以前不受雇用的

那些的人譬如妇女，被分派新任务，忙

得不可开交，处于医疗服务底层的本

地医生，以前在正常环境下没有机会

动大手术、处理复杂的病例，如今可

要他们尽量发挥潜能，他们也就动员

起来应对紧急状况。

然而，在战后，旧制度故态复萌。

马来亚大学的医科毕业生只能在本地

政府机关工作，而白人可参加殖民地

医疗服务，可担任医疗单位的主任、局

长，有权指派其属下的工作，谁派往巴

勒斯坦工作，谁留将在吉隆坡。

但是在战后，有一点是没改变的

是，如果白人要跟本地妇女结婚，必须

获得其公司批准，否则将被遣返英国。

不过，把该女人当情妇，则另当别论。

这种种族歧视在战后一成不变，混血

儿遭鄙视。约翰伊巴（John	Eber）的

父亲有一半英国人血统，母亲是英国

人；约翰伊巴本人是个律师，在英国

成长，出身于哈罗国际学校和剑桥大

学。然而，他不准在板球俱乐部的政

府大厦草场打板球，因为他不是“纯	

白人”；他之反对殖民主义就不奇怪

了。白人身份的高贵形象，在日据时期

被糟蹋得不像样。约翰伊巴是马来亚

民主同盟（民盟）的成员，民盟是战后

在新加坡成立的第一个政党，是为了

反对英殖主义统治。他在英殖民地政

府的紧急法令下，从1951年至1953年	

遭拘禁。

陈嘉庚的遗产

战后，我外祖父从印尼回到新加

坡，继续资助他在集美创办的学校和

厦门大学。1949年5月，他在抗日战争

结束后首次返回中国，并开始周游中

国大地，足迹遍及东北、西北和西南

的14个省市。

他从1950起，在中国定居，他要求

二外祖母和三外祖母去陪他，两位外

祖母喜欢留在新加坡，外祖父也不勉

强她们。后来，外祖父生病时，排行

最小的九舅倒中国去照顾他。九舅原

来是在李光前设在柔佛州的制冰厂任

职，李光前照旧发薪水给这位妻舅。	

1947年，陈嘉庚委派他的二儿子

到香港，以港币100万元的资金，注册

集友银行。该银行的任务是经营可持

续发展的业务，把所赚取的利润悉数

用于集美的教育经费。

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隔天，香港中国银行宣示

效忠大陆政府，并委任陈嘉庚为该行

的官股监理。他建议中国政府将香港

中国银行改成政府全资拥有的私人注

册公司，政府接受他的建议。陈嘉庚也

当选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陈嘉庚是华侨事务委员会（1978

年改为侨务办公室）委员，该委员会是

负责照顾归国华侨主要是学生的事务，

以及跟东南亚的贸易。他于1961年在

北京去世，享年87岁，得到中国政府赐

予国葬礼。他的灵柩由火车从北京一路

隆重地运到集美安葬。他在遗嘱上嘱

咐捐出一百万人民币给家乡的学校。

外祖父筹划和设计自己的陵墓。

高耸的花岗岩结构，伫立在风景秀丽

的墓地，眺望大海。通往外祖父陵墓

两旁的照壁上，挂有许多相片，题材

都是有关中国近代的历史事件。2008

年，我去谒陵时，通往陵园进口处的道

路两旁，摆卖纪念品的出租摊位林立，

破坏陵墓的肃穆。2015年再去时，摊

位不见了，增添了陵园的庄严和宁静。

我被告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

红卫兵以为那是资产阶级的陵墓，想

要把它毁掉。负责看管陵墓的一位族

人设法联系上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

后下达命令，“不许胡来”。因此，红

卫兵没有肇事。这件事证实这样的说

法，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外祖父在世时非

常尊敬他，在他死后也照样尊敬他。

在最近福建省纪念刊物的文章，

对他的事迹有更加详细的记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嘉庚先生

拨款3万元，打算要建一座房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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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归来堂”，意在希望海外亲人不忘

故土、乡土，要经常归来。“归来堂”要

让海外亲人回来时居住，但又考虑：	

“校舍未复，首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

忧后乐之训耳！”故未动工，一直到

他逝世后。周恩来得知此事，出于对

这位爱国老人的尊敬，认为陈先生遗

愿意义重大，一定要建好。于是特拨

专款，兴建了“归来堂”，于1962年在

陈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落成。

这是摘自2011年出版的刊物，纪念

文章也追述当年周恩来、朱德元帅、陈

毅元帅及其他政府领导人出席了陈嘉

庚公祭大会，周恩来、朱德亲自为灵

车执绋，挽联写上“华侨旗帜　民族

光辉”，这是1945年战后陈嘉庚从印尼	

返回新加坡，毛泽东赞誉他的题词。　

外祖父经常被认为是华侨民族资

产阶级的代表，我则认为他是大大的

超越商人阶级，虽然开始时也许是那

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

演绎，他的意识形态改变了，他决心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汇钱去资助他为实现

中国现代化而创办的学校，背弃备受推

崇的务实主义，这是激进派的行为。陈

嘉庚原来是个资本家，后来，历史事件

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哲学理念。

1940年，他过着舒服的生活，有佣

人伺候和有司机开车接送他的妻室，

还有财力认购战争公债，等等。那年

年初，他率领“慰问团”访问正遭日本

侵略的中国，他在延安全力拥护毛泽

东。1942年他到印尼的避难，在那里

左倾朋友对他有一定的影响；流亡的

生活，安全没保障，随时有死亡的危

险，这一切都是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得

到强化的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

表示拥护，并支持致力于要把国家从

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

党。他从马克思的所谓“资本的化身”

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主义者。

1984年，邓小平为大型画册《陈

嘉庚》题联，引用毛泽东的原题词：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赞扬陈嘉

庚，标志中国公开表扬他的精神又上

升一个新台阶。邓小平派颂扬陈嘉庚

的重点是企业家和工业家，而不是资

本家；资本家一词是带有贬义的，因

为邓派把中国实施的制度称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说外祖父

曾经是个资本家，后来跟资本主义制

度切割。

陈嘉庚从一名资本家进步成为一

个社会主义革命者，从以私利为先，进

步到一心为公。佛教徒否定世俗的我，

但是，推动力恰恰就是这个为“我”的

私利。社会主义者从事活动的主要目

标是谋求人类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利

润的极大化。

我从监牢获释7年后前往加拿大，

逐步形成并确定我对外祖父的敬仰；

在加拿大，我有机会阅读、学习，参照

我坐牢多年所总结的对世界的理解，

重新评估世态。从1980年代后期，有

机会取得有关外祖父的学术著作，特

别是杨进发的作品。后来，外祖父的

后人组团到集美拜谒他的陵墓和参观

归来堂；我开始探索他如何规划他的

人生道路。他了然于自己的使命――开

创和资助集美的教育事业。在他的商

业王国倒闭时，他站稳立场、坚持不

退缩的原则，从不间断资助学校的经

费。外祖父并不务实，在人生旅途上

稳步前进。这需要勇气、决心，并准备

作出牺牲，尤其重要的是，要有为实现

奋斗的目标的整体信念。我理解他的

决定，那是深具意义的。

陈嘉庚并不认同这样的主义：让

某些人大福大贵，而其他人则疲于奔

命、在后头追赶。他认为，社会上出现

贫穷时，每个人有义务去结束贫穷。为

了实现这一点，他愿意献出他所拥有

的一切。这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

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在经济恶劣

时期，努力完成不间断地资助他所创

办学校，就是证明。为了实现更高的

目标时，他不愿作出哪怕是短期的妥

协，这使他成为激进派，是务实派的反

面。从激进派变成革命者和社会主义

者，他并不像我们当中许多人一样，年

老了便打退堂鼓，而是继续奋斗下去。

尽管如此，有这么一位外祖父在某

方面也让我付出代价。我在1963年2月

2日的“冷藏行动”下被捕坐牢；逮捕

文件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是个亲共

组织。1963年拘留我是所谓理由的前

言中，说我是共产中国政府成员陈嘉

庚的孙子。1965年我面见咨审委员会

的一次例常聆讯会时，担任主席的温

斯罗法官问我对这一指控有何意见。

我回答说：“我无法选择祖父，

但是，若要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

择他。”

一位老者，坐堂的三人之一，发

出微笑，但马上眼睛朝下看，避开我

的视线。

这真是滑稽的场面。但这可不是

闹着玩的事。	

今天，身为陈嘉庚的后代，可以是

件很“酷”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形成

性格时期，肯定并非如此。其实，你可

能因此遭受许多煎熬，就如我在冷藏

行动中被捕时，控状上就有这一条。

但是，钢铁就是在烈火中炼成

的。

我是陈嘉庚的孙子。

作者傅树介医生是陈嘉庚的外孙，

本文转载自他的新著《生活在欺瞒的年代》
（出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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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9月全国大选后，新任政

府的第一个预算案”。

“这是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发表的第一

个财政预算案”。

“由于是新一届政府，因此，没有太多

财政盈余可以用来作为拨款”。

在3月24日财政部长王瑞杰发表2016财	

政年的预算声明前，种种的“明示”、“暗

示”和揣测，早早就已经在脑海中扎根，过

早地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不会是

一个“大派红包”的预算案。

毫无悬念的，当预算案出炉后，摆在眼

前的，的确是一个比较“软性”的预算案，主

要的着重点在于：“携手同心，共创未来”。

眼下，全球经济情况不明朗，恐怖主义

又在全球各地萌芽，我国经济前景虽然不

至于一片黯淡，但也发不出耀眼光芒。尤其

是外贸表现欠佳，意味着生产以出口到海

外的商家，生意走下坡，而中小型企业商家

在国内面对租金高涨、人手不足的困境，也

一直是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商家在预算案之前的期望

在预算案出炉前，有商家还在希望政府

能放宽对外劳的限制，让他们能继续以比

较低价的外劳，来进行生产工作。再不然，

政府若能减低人头税，或是延迟增加外劳

税，也能协助降低今年的营运成本。

今年的预算案中就宣布，“有鉴于海事

业和加工业的经商环境极具挑战，加上这两

个领域持工作准证人数下降，政府将推迟调

高这两个领域的工作准证外劳税一年。制造

一个没有太大惊喜的
财政预算案

业工作准证的外劳税这一年也不会调整。”

然而，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工作准证外劳税，

以及所有领域的S准证外劳税都将上调，原

因是，这些领域的外籍员工人数在过去一

年持续增长。因此，在外劳税课题上，不是

所有领域都平均受惠，称不上是达到所有

中小型企业“皆大欢喜”的局面。

提高生产力只能靠自动化？

当然，为了从根本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

在2009年，政府成立了经济重组委员会，倡

导提高生产力。毕竟，遵循经济学的原理，

如果本地就业人口不增加，本地劳动市场

又已经接近饱和，就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

来取得经济增长。

然而，不少人却一味地把“提高生产力”

和“自动化”画上等号，似乎只有通过“自	

动化”才能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标。其

实，笔者觉得，自动化只让生产力指标能	

“量化”，并非所有的中小型企业，都能通

过自动化来提高生产力。

例如：传统上大量依赖手工制作的精细

作业，往往是无法由机器生产取代的。绝大

多数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夕阳行业”。

夕阳行业？夕阳思维？

但财长王瑞杰在声明中明确表达了不

同的看法，他认为“没有所谓的夕阳行业，

只有夕阳思维”。

这个比喻在坊间引起了不小的“震	

撼”，而财长要带出的，其实是这次预算声

明的重点之一：拨款45亿元来推行的“行

业转型计划”。

╱	文		:  龚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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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不是只要有“朝阳思维”，	

就能将已近“垂暮之年”的行业成功

转型？

非选区议员蔡其生就引了“家具

制造”、“衣服饰品业”和“本地食

品加工业”为例，说明行业成功转型

的例子。

每个行业或企业都能成功转型吗？

然而，究竟什么是“转型”，是要

彻彻底底地改变作业模式，还是生

产模式，亦或是连生产的产品也替换

了，才算转型呢？

例如，有家具业者从传统的制

造，“转”向结合设计、3D打印模

型、提供售后服务的“一条龙生产

模式”，这就是所谓的“转型”吗？

衣服饰品业不再需要店面，转成使

用网上销售方式，节省租金，它成功	

“转型”了吗？本地面条加工业引进

更多机器设施，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并使用高温杀菌技术，制造出保鲜

期更长的面条，这是获得点名为成功	

“转型”的例子。

要转型，就要让机器人取代人力？

综上所述，似乎成功转型的例

子，或多或少，都同“高科技”或“自

动化”沾上了边。

诚然，在预算案中，财长就宣布

帮助行业转型的种种新拨款：“在接

下来三年，政府会斥资4亿5000万

元，支持全国机器人计划。同时，为

了帮助企业自动化，提高生产力，政

府将推出新的自动化辅助配套，为

期三年，预计将拨出超过4亿元。打

算推出或提升自动化项目的企业，能

获得最多50%的项目资助费，顶限是

100万元。此外，合格的项目，也能获

得100%的器材投资津贴。”

随着智慧国的愿景慢慢落实，我

们将一步步走向以智慧科技取代人

力的一天。有人因此担心，长期发展

下去，我们总有一天要被机器人取

代，电影“iRobot”中机器人“当家做

主”的桥段，有一天终究会成为“可怕

的现实”？	

PIC现金津贴被削减

暂且不论“机器人是否能完全取

代人力？”这个高深的辩题，或许我

们可以先探讨几年前为了鼓励自动

化推出的“生产力与创新优惠计划”

（简称PIC）是否收到了成效？中小

企业业主口中津津乐道的PIC，在这

个财政年出现了改革：“推出了好几

年的现金津贴，从今年8月1日起，将

从现有的占开支的60％，减少至40

％。PIC的扣税措施则维持不变。同

时，在2018税年，PIC到期后，将不

再延期。”

当然，PIC被一些“有心人士”滥

用的事件，时有所闻。中小企业商家

在“咨询顾问”或器材供应商的游

说下，向政府申请PIC现金津贴或花

红，却买了一堆自己不需要的“白象”

回来，就为了“不要吃亏，不拿白不

拿”的心理，最终，浪费的是纳税人

的钱，获益的是“咨询顾问”或卖器

材的人。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一竹竿

打翻全船人，毕竟，也的的确确有商

家，通过政府在这方面的慷慨拨款，

买了他们之前负担不起的器材，提高

了生产力。

因此，政策的用意可能是好的，

但在推出任何政策之前，如何有效地

执行，不被“有心人士”钻空洞、占便

宜，将资源导向真正有需要的地方，

应该是接下来政策执行者需要谨慎

思考的方向。

今年为何还有财政盈余？

财政宣布了不少对企业的拨款，

当然，前提是，行业或企业必须先表

达有转型的意愿，才会获得帮助。

既然说这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个预

算案，2016财政年的整体政府开支，

预计还会比上一个财政年高50亿元，

为何2016财政年整体政府财政盈余，

预计还能达34.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0.8％？

真相是：淡马锡控股的预期

收益，从本财政年起，将纳入国家

储备净投资回报（Net	 Investment	

Returns，简称NIR）框架中，成为政

府接下来长期的收入来源，加上经常

收入将增加，预计可支持整体政府开

支上的增长。	

结语

当然，	2015大选年财政预算推

出了鼓励员工掌握新技能的“未来

技能培训补贴计划”——25岁以上

国人，可获得500元的未来技能培训

补助。同时宣布的还有50％个人所得

税回扣（回扣额顶限为1000元），相

比之下，今年的预算拨款和开支，实

在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尽管这是一个看似没什么惊喜，

无法掀起阵阵涟漪的预算案，笔者

认为，要如何有效地执行政策，切切

实实地达到帮助中小企业商家渡过经

济困境的目标，依然是政策执行者眼

下面对的最艰巨挑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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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口论：
修补陈定远教授的大作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企业与管理

学院陈定远教授于《怡和世纪》第

28期（2016年3-5月）的《新人口论	：人口

不要再增加了》一文，虽然指出马尔萨斯人

口论的错误，却提出‘一个新的人口	论：人

口不要再增加了’。本文对这人口论进行修

补，并且颠覆其结论成为：多数情形，人口

增加对现有人们有利。

陈教授的新人口论有几个要点。首先，	

‘经济	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快

乐。’其次，‘应该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	在

两个方面。第一，避免地球环境	再受破坏；

第二，提高人类的生活素质。’第三，‘没有

生产，就没有破坏’。第四，‘人口越多，人类

的负担就越大；	人口越少，人类的负担就越

少。人口	越少，每一个人分享物资就越多，每	

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就越高，生活的素质就越

好	’。因此，结论是：‘人口不要再增加了’。

陈教授对快乐与环保的重视，笔者非常

同意。同意的地方不必多大着墨，本文针对

需要商榷的地方。

人多负担大vs人多好办事

‘人口越多，人类的负担就越大’，不

错，但力量也比较大。毛泽东的‘人多好办

事’虽然可以被错误地应用，但至少也有其

正确的一面。其次，人多，不但力量增加，

而且由于下述原因，往往超比例地增加。人

口增加一倍，力量往往增加超过一倍。

第一，人多，增加分工合作与专业化的程

度。显然地，在鲁滨逊发现星期五前，一个

人在荒岛上，不能进行分工合作，生产力很

低，多数人会饿死。当然，如果给定土地面

积，人口太大，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够，也不

行。然而，即使在人口密度很大的大城市，例

如东京、伦敦、上海、新加坡等，在很大程度

╱	文		:  黄有光



怡
和
财
经

104 	怡和世纪第二十九期

上，人口的增加还在大量提高分工与

专业化的水平，使人均产量与人均收

入增加。试想，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

村，还是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比较高？

第二，人多，想法、创新也比较

多，科技进步比较快。这是一经发

现，大家都可以应用的。因此，人均

收入会增加。

第三，即使给定科技与知识水平，

也有很多公共物品是一经提供，就可

以大家使用的，例如国防。尤其是弹

丸红点的新加坡，人口增加大量提

高国防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给

定我们的国防水平（不论是用哪一

种合理衡量方法），人多减少国防支

出的人均成本。

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减少vs 
人口增加总收入增加

即使不考虑上述造成报酬递增的

重要因素，假定报酬恒等。很多人，包

括陈教授，认为人口增加，包括移民

的进入，使人均资源减少，因而减少

人均收入，对本国人民不利。这是错

误的，因为大体上外来移民并不能

够无偿地占有属于本地人民或政府

的资源。劳工的移入，可能会使同类

劳工的工资下降，而对本地的这类

劳工不利。然而，这使其他的生产要

素（包括土地、资本与他类职工）有

更多的劳工来配合，生产力会提高，

收入会增加。可以论证，即使没有规

模报酬递增，其他要素的收入增加

的量，大于本地劳工工资减少的量，

而使本地人的总收入增加。

假定在移民进入之前，劳工的边

际产值与工资（在没有扭曲的市场

经济，边际产值等于要素的报酬）等

于（每期）一千元，十万个劳工移民

的进入使这数目减少到8百元。这十

万个劳工每人赚取8百元的收入，	

但他们对经济的平均贡献是从一千

到8百，约等于9百元。这十万人对经

济的总贡献约等于9千万元，但他们

只获得8千万元的报酬，因而他们对

经济的净贡献（不考虑税收与补助

等复杂性）是一千万元。因此，如果

本地劳工的收入随着劳工移民的进

入而减少，则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

的增加，会比本地劳工收入减少的量

多出一千万元。（详见笔者的《从诺

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复旦大学出版社，与《怡和世纪》第	

25期（2015年2-5月）的拙文。）

贫穷劳工收入减少，而富人收入

即使增加更多，未必更好。然而，与

其采取违背效率的政策，不如多在总

收入方面帮助穷人。在具体政策上以

效率挂帅，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而

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详见笔者于

198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述。）其次，

如果是基于避免本地劳工的工资下

降而减少或禁止外来劳工的移入，

则减少这些比本地劳工更穷的工人

的工作机会或工资，从整个区域或

全球的观点，是增加不平等，而不是

减少不平等。

如果是人口自然增加，决定多生

一个孩子的父母，明知多一个孩子，

家庭的人均收入大减，但在没有重大

无知与无理性的情形，应该认为是变

好的。邻居亲朋生孩子，我们是向他

们祝贺，不是向他们致哀！可见不能

以人均收入下降来反对人口增加。

反对增加人口往往基于谬误的
出发点

人们反对人口增加的原因，往往

是基于一些错误的看法。一个很通

常的谬误是，当人们遇到拥挤时，经

常会想，如果这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

一半，或，如果这车厢内的乘客数目

减少一半，那该多好！因而，很多人认

为，人多是造成拥挤与污染等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否应该也想想，给定人

均投资，如果人口与车辆的数目只有

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

拥挤多数会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

客只有一半，就不能够有这么多MRT

的线路，不能够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

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多数会下降！

五十年多前，当新加坡人口不到

现在的三分之一时，笔者在南洋大学

（与现在的NTU同一个校园）读书。

当时，只有一种离开校园的公共汽

车。如果错过一辆，必须等半小时。

现在笔者也住在NTU校园内。有时

要乘179号公共汽车，将要走到车站

时看到连接错过两辆179，以为非等

个二三十分钟不可，但不到两分钟，

第三辆179就来了。这是人多的好处

呀！新加坡现在人口5百50万，交通

比五十年前便利很多。

虽然在大城市须要付更高的房

租，给定同样的工作与薪金，绝大多

数人会选择大城市，而不是乡村，甚

至不是中小城市。可见人多的好处

往往超过人多的坏处。根据2016年

2月23日的报道，新西兰的Kotoroa

这个人口两万的小城市，有一个医生	

（Dr.	Alan	Kenny）忙不过来，要请

一位助理医生，给平均医生两倍的

薪金（新西兰元年薪40万，约新币37	

万），每周只须要工作4天，每年12周

假期，却在用了两年时间与联系4个

医科职业公司后，连一位申请者也没

有。另外，根据日本总务部于2016年	

2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

口比上一次(2010)调查时减少了94万

7000人，但东京圈人口却达到3613

万人，在五年里增加51万人。如果人

多不好，为何人多的大城市人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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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人少的乡村与小城市，很少人

要去居住？

试想，如果美国的人口只有现在

的10%，绝对不能是超级强国。根

据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于2016

年2月底发布的调查报告，移民对美

国的科技与创新有大大超比例的贡

献，‘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

移民，另有10%在美国出生，但父母

有至少一人来自其他国家’。新加坡

人口如果只有现在的一半，人均国防

支出多数须要倍增。

笔者非常同意陈教授所强调的一

点，环保的重要。如果没有做好环保，

人口增加，很可能会把人类灭亡的日

子提前。不过，关键在环保，而不是

人口。即使人口维持70亿不变，	如

果继续污染，business	as	usual,	依

然灭亡。相反地，如果做好环保，则

即使人口适度增加，也可以持续发

展。Harry	Clarke	与笔者在Economic	

Record	1993的文章论证，即使人

口增加会增加污染与拥挤，只要有

对污染与拥挤征收适当的外部成本

税，原有人们也不会损失，反而会得

利。不过，如果移民需要依靠政府的

补贴，而又不能以在将来所缴的税赋

抵消补贴，则未必对本地人有利。	

在新加坡，这种情形好像不存在。

快乐研究： 
新增人口愿意，现有人口得利，
没理由反对人口适度增加

根据多数快乐研究的结论，在

温饱小康之后，人均消费增加并不

能增加快乐，尤其是在社会的水平。

由于相对竞争，人人要多挣钱，多消

费，但在整个社会的水平，快乐水平

未必能够增加。因此，与其拼命强调

经济增长，而不重视环保，不如重视

环保，而不必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反

而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有快乐的日子

过。根据快乐研究的结论，在温饱小

康水平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快乐的。

关于动物的福祉，见笔者1995

年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	的文

章，与Max	Carpendale	在Relations: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2015针

对这1995年文章而采访笔者的文章，

以及笔者在Animal	Sentience	2016	

的文章。为简单起见，这里不考虑

动物的福祉。假定全世界只有10人，

人均快乐量是100个单位，总体快乐

1000个单位。如果人口增加到20人，

人均快乐会减少到49个单位，不但人

均快乐减少，总快乐也减少，则几乎

人人同意，不如不增加人口。如果人

口增加，人均快乐也会增加，则也几

乎人人同意应该增加。

比较有争议的是中间的情形。例

如，如果人口增加到20人，人均快乐

会减少到80个单位，人均快乐减少，

但总快乐从1000增加到1600。对这

中间情形的选择，伦理哲学家们有些

支持应该把人均快乐极大化，有些支

持应该把总快乐极大化，几百年争论

不休，没有结论。笔者在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989	的文章给出结

论：从伦理观点，应该极大化总快乐，

但现有人们可能不愿意。说是	‘结

论’,	未必人人同意。不过，当时关于

人口的伦理哲学最有影响力的Derek	

Parfit	在其1984年Reasons	and	

Persons	一书中认为，还没有找到理

想的X理论，可以符合一些合理的要

求。笔者上述文章却严密论证这X理

论并不存在，并论证把总快乐极大化

的传统理论，从伦理哲学观点，不但

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强制性（非接受

不可）的。不过，这里不谈这个可能有

争议的结论，而指出一个人人认为非

接受不可，又很有现实意义的情形。

依然假定全世界只有10人，每人

快乐量是100个单位，总体快乐1000

个单位。如果人口增加到20人，原来

的那10个人依然是每人快乐量是100

个单位，没有变，但新增加的那10人，

每人快乐量是80个单位。总快乐增加

到1800，但人均快乐从100减少到	

90。如果选择极大化人均快乐，则会

拒绝人口的增加，这违反无人受损，

有人得利的原则。

更进一步，依然假定全世界只有

10人，每人快乐量是100个单位，总

体快乐1000个单位。如果人口增加到

20人，原来的10个人是每人快乐量是

110个单位，每人增加了10个单位，但

新增加的那10人，每人快乐量是80个

单位。总快乐增加到1900，但人均快

乐从100减少到95。如果选择极大化

人均快乐，则会拒绝人口的增加，这

违反人人快乐增加的原则。可见选择

极大化人均快乐是不应该接受的。这

人人快乐增加的情形，实际上是绝大

多数人口增加的大致情形。不论是通

过移民还是人口自然增加，那些新增

加的人们愿意，而现有人们多数情形

也是得利的，没有理由反对这种人口

的适度增加。

结论：新加坡人口适度增加对
多数人有利

当然，人口的增加，不论是通过

移民或生育，有一定的限制，包括适

应速度、地球资源、环保等，但如果

能够做好环保，全球人口还能够适

度增加，而维持可持续发展。但对这

个结论的论证，需要更多的实证数

据。不过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城市的

情形，由于国防、研究等公共物品的

重要性，只要能够维持社会和谐，适

度控制污染等外部成本，以及维持

分配的平等，人口增加，不论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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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新人口论：人口不要再增

加了》在上一期的《怡和世纪》刊登

后，得到南洋理工大学温思敏讲座教

授黄有光的关注，特地写来一篇评论

文章给我过目，请我也写一篇文章回

应。两篇文章征得编辑部的同意，一

并发表在本期的《怡和世纪》。

黄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

理论造诣很高，研究功夫很深。我虽

然也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但由于长期

不务正业，荒废专业，理论基础已经

很不稳固。我同意黄教授提出的许多

论点，尤其同意人口增加能够加速经

济增长这个理论。

分歧的核心：我们还需要高度
的经济增长吗？

我们的分歧也许是：今天，我们

还需要高度的经济增长吗？如果需要

高度的经济增长，那人口仍需增长，

如果无需高度的经济增长，则人口无

需增加，或只是微量增加。

首先，黄教授提到位于裕廊区的

前南洋大学，我没有忘记，因为我也

是一名南洋大学校友。那些年，我们

从云南园乘车到城里，颇为费时不

便，确是事实，但我清楚记得，我们

从未埋怨；今天，交通发达，交通方

便了，这确是人口增加所带来的一个

好处，可说是没有人口增加，就绝对

没有今天交通的便利，但是只要地

铁一出故障，或公交车晚来，人们便

怨声载道，因为人们已经认为，交通

便利是理所当然，公共交通负责人必

须确保交通通畅无误。

我也同意，今天交通便利不是人

口少所能带来的。但是，从今以后，

我们还需要通过增加人口来取得交

通的更加便利吗？今天的交通至少有

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空气污染，

二是堵车问题。陆路交通以后可以

辅以地下隧道，或在空中进行交通。

开辟地下隧道来改善交通，不但成

本高昂，且效率不高，倘若在空中进

行，相信交通将通畅无阻。要发明一

种新的空中交通工具，以现在的科技

水平来看，相信并不困难，很快就会

实现。我想象中的将来的空中交通，

是以个人方便使用的小型交通工具

为主，以大型交通工具为辅。这样的

新型交通工具的推出，无需增加人口

便可做到，因此便不需要增加人口。

过去的经济增长，确实离不开人

口的增长，然而过去的经济增长，以

及今天的经济增长，给人类带来了严

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

而对地球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换句话说，保护环境的工作是不是应

该加大力度？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环

境？人口增加，经济增长，是不是给

地球带来更大的压力？

提高城镇化程度也能达成人口
增加的好处，并去其弊端

我极为赞成黄教授以下的观点：

人多，分工合作与专业化的程度高	；

人多，想法，创新也较多；人多，公共

物品的提供增加，而且提供公共物品

的平均成本会降低。笔者认为国防作

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实是一种极大的

浪费，应该尽量减少国防上的开支。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集团结束

新人口论：	
我对黄有光教授的回应	

移民还是生育，都是对绝大多数原

有人们大大有利的，这与上一段的想

象情形一样，几乎完全没有‘人口不

要再增加了’的理由。新加坡在维持

社会和谐与控制污染与拥挤（例如拥

车证与电子道路收费）这两方面都做

得很好。不过，由于这这十多年来人

口增加速度比较快，基础设施有些时

候来不及跟进，加上有些移民与外劳

与本地人在文化与习俗上的差异，本

地人有很大的不满，因而使政府采取

比较限制的政策。但这不满也部分反

映人们对人口增加的作用的误解。如

果正确理解，反对的程度应该会大量

减少,也应该可以比较少受像一些网

站，为了增加广告收入，而‘刻意虚

构文章，挑起国人和旅居本地外国

人之间的敌意和仇恨情绪’（《联合

早报》3月8日第3页侯启祥报道）的

影响。另外，关于收入分配，新加坡

向来比较重视效率与经济成长，但在

笔者现职位的前任林崇椰教授于约	

5年前的呼吁后，新加坡政府这几年

已经比较兼顾平等。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温思敏讲座教授

╱	文		:  陈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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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过后，裁军运动开始，这是朝向

减少国防开销的方向前进，因此裁军

应该是各国迫切需要的行动。可悲的

是，今天的世界局势极为恶劣，已到

剑拔弩张的状态，战争随时会爆发，

使减少国防开支的目标成为不可能。

另外，笔者认为，很多公共物品

的提供增加，可以通过集中人口在城

镇来做到，无需增加人口，便可以使

公共物品的提供增加，换言之，只要

让城镇化的程度提高，便可以做到。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人口多少才

算多？中国的人口算多吗？印度的人

口算多吗？这两国是人口大国；瑞士

的人口多吗？新加坡人口多吗？这两

国是人口小国。根据人口增加的趋势

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口以后不会再增

加了，世界人口的增加来自贫穷的发

展中国家。高度的分工与专业化发生

在发达国家，不容易发生在贫穷国

家，那发生在贫穷国家的人口增加只

能拖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中国人口以

后不会再增加，而印度人口以后还

会增加，因为印度没有实施人口计

划。以这两个人口大国为例，人口之

多，已证明其和创新众多，应该足以

提高所需的高度的分工与专业化，促

进经济增长。其人口之多，实在没有

需要再增加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了。

人口增加应该是指世界总人口

的增加为主，个别国家的人口增加为

辅。无可否认，过去二十年来，在世界

上能取得较高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都是人口大国，他们是所谓的金砖五

国，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

非。在良好的管理下，人口众多可以

进行较好的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生产，

取得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

果没有世界广大的人口所形成的广大

市场的支持，要取得经济增长也并非

易事。而大部分经济停滞不前的国家

多属人口小国，难道它们应该大量增

加人口，以取得经济增长？我记得马

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曾经说过，马

来西亚若有六千万人口，那就好了，

这个人口就能提供马来西亚经济快速

增长所需要的市场。要将人口增加到

六千万是不实际的，如今马来西亚引

进众多的外来人口，已经让人口增

加到三千万，使到社会矛盾尖锐化，

将来问题会更多。所以问题是，我们

有需要为了经济增长而增加人口吗？

	瑞士和新加坡，人口各为8百多

万和5百多万，这两个国家很快便挤

入发达国家之林，就人口因素而言，

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经济上取得成功，

不外是因为其城镇化特别高，和世界

巨大人口形成的市场的支持。这就是

为什么中国大力推行城镇化政策的原

因，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城市化程度特

别高的国家，如瑞士和新加坡能够取

得快速特高的经济增长的缘故。这一

点似乎与人口增加能加速经济增长无

关的理论无关。因为即使人口没有增

加，我们也可以通过城镇化政策，将

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也能促进经

济快速增长。

我的环保观点：治疗不如预
防，预防不如杜绝

黄教授常常呼吁人们保护环境，

我的环保观点与之不同。关于环保，

我认为：治疗不如预防，而预防不如

杜绝。那就是说，如果把环境破坏

了，再来治理修复环境，那是不可能

把环境治理修复好的；如果采取预

防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那环境

就会得到更好的保护，那是更好保护

环境措施。再者，如果能够杜绝对环

境的破坏，那当然最好了，可以省下许

多修复环境的工作。杜绝和预防胜于

治疗，有生产就会有破坏环境，因此

我们不能再继续追求高度的经济增

长，必须减少经济活动，减少破坏，

我们的环境才会得到完好的保护，我

们的地球得到保护，我们人类不也就

得到保护了吗？

保护环境是市场行为所做不到

的，所以才有需要由政府干预和立

法，然而，如果政府继续追求高度经

济增长，也同时积极干预与立法保护

环境，这么做，早已被证明不能有效

保护环境，结果环境继续受到破坏。

要有效保护环境，目前没有最好的政

策，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尽量减

少经济活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减少生产，就会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就这个道理而言，环境就和我们

人的身体一样。我们知道，没有节制

地食用不健康的食物，又不做运动

的人，身体健康会受到最大的破坏。

要将对身体的伤害减到最低程度，最

佳的办法是摒弃不良的饮食习惯和多

做运动，而不是继续食用不健康食物

的同时，也多做运动。

保护身体健康比较容易，保护环

境则难上加难。是的，今天大多数

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保护环境免受破

坏的重要性，陆续推出了许多保护

环境的条例和措施，但是，人类的贪

婪，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生产活动，无

时无刻不在破坏环境。环境既被破

坏，再来修复补救，不但难度很大，

成本极高，是否能够挽救回来，也并

没有把握。

以低经济增长为长远目标的政策
也许可行

实行一套以低经济增长为长远目

标的经济政策，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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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陈定远教授的回应，简单补

充一下。根据这回应，看来陈教授已

经接受笔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很多反

对人口增加的原因是由于一些错误看

法，实际上，多数情形，人口增加（不

论是通过生育还是移民）对原有人们

在经济方面有利。如果没有引起社会

不和谐与环境的破坏，整体也有利，

没有‘人口不要再增加了’的道理。

我们重视环保的态度是一致的

陈教授现在支持‘人口不要再增

加了’的理由看来是担心对环境的破

坏。对环保的重视，笔者与陈教授是

一致的。陈教授说，‘黄教授常常呼

吁人们保护环境，我的环保观点与之

不同。关于环保，我认为：治疗不如预

防，而预防不如杜绝。’实际上，这点

我也是同意的。我每次在课堂上说到

环保，都会对学生说：‘如果我今晚买

了一桶黑漆，到你家客厅地板与墙壁

乱洒一通，可能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但你父母亲或工人花很多天都洗不

清洁。’因此，我很反对澳大利亚前

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不对污

染征税，只主张用直接清理的政策，

我在报章上说过，这像是：不必教育

小孩子不要乱涂墙壁，只要清洗就

可以了。我主张对污染征收重税，大

量减少污染于未然。	

我们处理环保问题的方法不同

我和陈教授之间的不同是，我认

为环保的问题应该由通过对破坏环

境的活动的征税或限制来处理，而

不是禁止移民或限制生育，让‘人口

不要再增加了’。一个人（包括其父

母）如果对其消费与其所造成的各

种成本（包括污染与拥挤）负责，缴

付足够的价格与费税，抵消之后，他

对他者（可以包括动物）没有造成损

失，没有限制他出生、入城或移民的

让更多人享受生活：	
黄有光的回应

这里，笔者举日本为例，说明低

经济增长也许并非坏事，也许行得

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泡沫

破裂后，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进入

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时至今日，已经

二十几年，经济尚未有	好转。			经济

低迷也许是好事而非坏事，因为它没

有引起人民不安和社会动乱，失业问

题没有严重化，人民生活仍旧安定舒

适，有人甚至说，这二十多年来，日本

人民的生活素质反而提高了，这都是

拜通货紧缩所赐，因为物价跌了，人

们可以更低的价钱买到质量更好的

产品。笔者的意思是说经济低迷，也

就是低经济增长也许是可以行的，也

许是可持续的。

笔者认为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提

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以后的步伐

可以放慢一些。另一方面，我们的精

神生活则亟待提高。我们不难发现，

生产供物质生活享用的产品，对环

境的破坏程度较大，而生产供精神生

活享用的产品，对环境破坏的程度较

小，那我们是否更应该生产更多的供

精神生活用产品呢？这是一种经济转

型。不过，要让低经济增长的政策成

功，低经济增长本身必须能够持续，

这不是容易做到的。要做到的话，首

先经济必须转型。首先，生产以物质

产品为主转向以精神产品为主，因为

生活温饱已不是问题，应该提高精

神生活的质量。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道理。我们以前大搞左派活动，就是

要让更多人能够享受生活，而不是让

少数人独享资源。

反对限制人口增加，关乎人们的

自由与福祉，无关促进经济我也大

致同意，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

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已经不重要，

甚至可能有负作用。[详见拙作《快乐

之道》，复旦大学出版社。]	日本也是

我经常在课堂上举的例子。这几十年

日本经济停滞而人民快乐反而增加，

我说这是‘快乐的停滞’，与日本以

前以及其他国家的‘不快乐的增长’

是姐妹悖论。我反对限制人口增加，

主要不是为了增加经济增长，而是有

关人们的自由与福祉。如果没有对

本国或本市人们有损害，没有限制

移民的道理。即使人口不增加，经济

不增长，如果没有足够的环保，世界

依然会灭亡。要点是环保，不是限制

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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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奴曼到孙悟空
这是出自印度古典名著《罗摩衍那》里

的神猴哈奴曼。在印度神话里，哈奴曼帮

助毗湿奴的化身罗摩与十首魔王激战。罗

摩故事里，哈奴曼是最忠诚的仆人和朋友，

是力量之神。

胡适、陈寅恪和季羡林等都曾说过，孙

悟空的原型具有「印度成分」。我们纵不能

说孙悟空的原型就是从哈奴曼直接转借过

来的。但这两只神猴在中印文化之间何以会

有如此的「趋同性」和「可比性」，倒可来点

跨文化的当代启示。

而在赤道炎炎的乡土，我更想问，如果

说印度文化是作为东南亚文化的根基的一

部份，那么像《罗摩衍那》这样的古典名

著，其影响所及的思想沉淀，又怎样潜移

默化了马来民族的思维及塑造了马来人的

传统性格？

稍微涉猎东南亚古代史，应知道在岛

屿东南亚尚未伊斯兰化以前，古代东南亚实

是深受印度化影响的地区。追索历史，印度

文化确实是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

陈尚彰《印度与东南亚文化史》认为，

印度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尊重生命、非暴力，

强调彼此尊重，互相包容，而这些印度元素

后来也和东南亚本土色彩相融合。北京大

学张玉安亦指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

片段，影响着东南亚土著的思维。《罗摩衍

那》推崇亲如手足的兄弟关系，寻求互助

共赢的国际关系，而尤其在人际关系上强

调“谦逊平和、不骄不躁”，更是马来人所

推崇的美德。

印度文化影响东南亚

从文明对话的伦理基础来看，东南亚住

民在人际关系上，总是那样的谦逊平和，忍

上中国通史课，学生上台呈现「唐	

朝」，讲到佛教本土化和玄奘取

经。同学说：「各位，要注意哦！历史上，唐玄

奘不是和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去印度取经

的。事实上，当年，唐玄奘是和『西域胡商』

一同去取经的。」

我在一旁插嘴笑说：「啊！就此推理，孙

悟空、猪八戒和沙僧他们岂不都是『西域胡

商』！」全班哄堂大笑。

我告诉同学：「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讲笑

话。这『推理』是有点根据的。」在敦煌壁

画中就有「西域胡商」陪同玄奘取经的构图。

有人说这「西域胡商」叫石陀槃，有可能就是	

《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原型。

姑不论其真实与否，古代中国对外来文

化的吸取，绝不保守。在「一带一路」丝绸

之路上，这其中有太多跨文化的交流契机。

唐玄奘经由丝路到印度取经，想必也有不少

精彩交流的灵光。

哈奴曼出自史诗《罗摩衍那》

而说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又不得不

让人联想到那只印度神猴哈奴曼。这猴儿有

多大神通？他是风神之子，善于变化，又善于

跳远，能在空中腾云驾雾地飞行，并一跃就

跨过了海洋。他可以变大又变小，变得像座

山那么大，也可以变得像蚊虫那么小而忽隐

忽现。有个女妖张口要吃他，这猴儿立刻把

身躯涨大，比那女妖的嘴要大得多。女妖大

大地张开海口，准备一口吞掉这猴儿，岂料

大力猴子一转瞬工夫又把身躯缩小，跳进

女妖的口腔，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钻进

铁扇公主肚中那样，用他的利爪，撕那女妖

身上软弱的地方，掏出了她的心，又飞快地

跳了出来，把那女妖给杀了。

╱	文		:  安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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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度大，客客气气的，是否多少也是

受到这些文化基因的影响？

至于《罗摩衍那》里的那只神猴

哈奴曼，不仅机警、勇敢，而且还很

忠诚。罗摩故事里的哈奴曼，原是猴

王须羯哩婆的部下。后来，须羯哩婆

与罗摩结了盟，哈奴曼始终对其主

子忠心耿耿。罗摩的妻子悉多被恶

魔劫去，哈奴曼上天入地，为罗摩寻

找悉多的下落。哈奴曼凭其机警和

智勇，跳过大海，只身潜入魔都楞伽

城，找到了悉多。在与恶魔罗波那决

战时，罗摩受伤，哈奴曼就用手把吉

罗婆山从千里之外托到阵前，找到

仙草，治好了罗摩兄弟，又用手把大

山托回原处。

张玉安、裴晓睿《印度的罗摩故

事与东南亚文学》就指出，《罗摩衍

那》最为突出的思想内涵，就是悲悯

和慈爱。在罗摩故事里，强调「仁爱

是舵，忠诚是船」，并多处提到「爱

百姓」、「爱部下」的训言，甚至关心

奴隶。就这层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双

向互动，仁爱与忠诚是并列的。

说回印度神猴与中国齐天大圣的

关系。孙悟空是否来自《罗摩衍那》

里的哈奴曼，虽还是个学术公案，但

有一点应该是被认可的，那就是《西

游记》故事有佛教渊源，而佛教实源

自印度。

佛教传入中国，因大量汉译佛经

的传述，印度文学也就大大影响了

中国文学的内容。季羡林〈印度文学

在中国〉指说，中国的龙女故事应该

是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唐代《南柯太

守传》、《枕中记》里面或多或少都能

找到一些印度色彩，甚至连柳宗元的	

〈黔之驴〉（亦即「黔驴技穷」的故

事），恐怕也与印度文学有一些瓜葛。

此外，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

象的来历〉指出，中国猴行者的出现，

与汉译佛经也有关联。	《西游记》里

的孙悟空形象，继承于《大唐三藏取

经诗话》的猴行者；而猴行者的神猴

形象，不是来源于中国神话和中国古

代的猿猴故事，而是出于佛典。其

中，公元151年，三国吴康僧会译的

《六度集经》里就已有猕猴故事，包

括猕猴王的身份，猕猴具有主动助人

的品行和降伏恶龙的情节，并具有降

魔除怪的神通，甚至有盗果伤身的经

历，也有皈依佛门得正果的思想。像

这些故事，在此之前的中国猿猴故

事还不曾描写过，但在汉译佛经中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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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见惯。《六度集经》里的几个猕

猴故事都是所谓「佛本生故事」，描

写如来成佛前转生为猕猴的事迹。

《西游记》不欠缺中国元素

惟除了「印度成份」，《西游记》

的齐天大圣有没有「中国性」？季羡林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指说，不

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哈奴

曼等猴子的关系，但同时也不能否认

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

所创新，把印度神话和中国「国产」

故事结合了起来，塑造了孙悟空这

样一个勇敢大胆、敢于斗争、生动活

泼的艺术形象。季羡林认为，中华民

族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很高创造力的

民族，同时又博取他人之长，加以补

充发扬，化为自己的东西。一部中国

文化史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参见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

如果说《罗摩衍那》里的印度神

猴哈奴曼具有热心助人及忠诚的品

格，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倒是还

多了点「顽皮」的猴性。诚如王国璎

《中国文学史新讲》所言，这猴儿虽

有点「好名争胜」，却也有冷静的头

脑，处事乐观，说话风趣，举止诙谐。

孙悟空讨厌束缚，追求个人自由，任

性自在，又最受不得他人的气，有强

烈的自尊心。

这「中国版」的《西游记》美猴

王，原叫「心猿」。什么是「心猿」？

王阳明《传习录》就曾指说，在心学

修行中：「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

定，其所思所虑多是人欲一边」，故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

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

不复起，方始为快。」由此观之，《西

游记》里的「心猿归正」岂不就与阳

明心学思想联系起来了？既要「破山

中贼」，更要「破心中贼」。王阳明的

「致良知」，就是一种藉由内心的省

察存养的工夫，以达「知行合一」。

这心猿，又为何取姓「孙」？须

菩提祖师为孙悟空起名时作了以下

阐明：「狲字去了兽傍，乃是子系。子

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

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咦！这不

就相当于另一心学家李贽所强调的

「童心」吗？

取经路途是悟道象征

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

指出，明代心学思潮的突出特点，在

于反对程朱理学，主张「率性而行」，

而王阳明的「真己」、李贽的「童心」，

即是要求个性解放，这一思想在孙悟

空身上得到了形象的体现。在明代心

学思潮影响下，吴承恩把原是弘扬佛

法、宣扬宗教的「西游」故事，改造成

张扬主体意识，标榜个体人格的《西

游记》，突出了孙悟空的自由意识、个

人尊严和人格力量。

《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说：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明

代王阳明则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

妇与圣人同」、「满街人都是圣人」。

《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大闹天宫，

与印度罗摩故事里忠诚的哈奴曼形

象是很不一样的。

再来，如果说一切都有了结果，

而且佛祖也「算准」唐僧师徒最终

是会顺利到达印度取经的，那《西游

记》里的唐僧师徒为什么还要「被安

排」，历经劫难去西游？孙康宜《剑桥

中国文学史》指说，《西游记》中，路

途本身就是一个悟道的象征。唐僧师

徒经历八十一难，终达彼岸，各种劫

难其实都不过是「悟道」津梁。通过

了八十一难，最终达到觉悟之境。正

所谓「心猿归正」，整部小说就是一

部关于心灵历程的寓言。

心学其实也是「援释入儒」的。明

代的阳明心学与佛教禅宗有所渊源。

悟空、悟能、悟净的「悟」，不就是强

调「顿悟」的禅宗修为吗？但佛学主

张出世，惟心学虽言「向己心内求」，

实则主张入世，强调「知行合一」的

修身齐家，治国安邦，有其积极匡时

救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可惜，阳

明心学在中国之传扬，走向末路竟

成了空疏之学。反而阳明心学传到日

本，后来倒是对明治维新产生了经世

致用的效用。而当代无谓的唯心唯物

之争，即使熟读《西游记》，还有几人

识得俺老孙的悟空之道？

作者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拍马屁，连乡绅员外也以和这个昔日泼皮交

往为荣，一时之间，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这是一个典型的屌丝逆袭，咸鱼翻生

的“励志”小故事。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却说这王二虽

是泼皮无赖，有一事却从不马虎，发迹后的

他，每日对着一位长者画像朝叩晚拜，临终

还交待家中子孙，要跪拜“仙人”。“仙人”

是谁？便是他“得窖”的恩公，据说在他生

意亏本，病卧小客栈之时，突然一位鹤发童

颜长者在云雾中现身，只说王二是前世施恩

得报，说着还抖出一个包裹，沉淀淀的，王

二赶忙伸手接过，打开一看，居然满是金条。

于是欢天喜地回乡，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王二为感念“得窖”恩公，绘画像一副日日

祭拜，居然成就饮水思源一段佳话。故事到	

这里有了点小愚昧小荒诞，也更加有趣了。

当日我听得津津有味，只觉得金条原来

是这么好的东西，以后务必多收一些。再后

来人长大了，金条是没收到，却想了太多，

并“敏锐”地发现，《得窖》的背后应该不

会这么简单。

二、是愚昧还是狡黠？

《得窖》事件本身算不上扑朔迷离，既

然是烂得不见灰的旧事，我们不妨大胆假

设：泼皮王二用心不正，即便做个奸商小

有收获，也禁不起吃喝嫖赌，最终还是穷

困潦倒，准备回乡厚着脸皮找族人接济，这

一路借酒浇愁，就在这时，只见远处一老

者走来，肩上包袱略显沉重，四下顾盼甚是

小心，多年社会边缘摸爬滚打的王二便心中

有数。所谓酒壮怂人胆，恶从胆边生......之

后无非是谋财害命，毁尸灭迹，连夜脱逃。

现在我们知道，所谓“仙人”或许只是受害

者的分身。

一直记得小时候外婆说的睡前故事，

都是些逸闻趣事。长大后回味起

来，觉得桩桩都好蹊跷，这里只说一件。

这个故事名为《得窖》，“窖”这个字

发音“jiao”,但在中国江南一些方言中读

为“gao”，与“告”同音，“得窖”原意是指

挖开地窖，得到宝贝（金银财宝之类），引

申为得到意外之财，贵人相助等，“得窖”

得的是运气。不过，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几乎

无人再用。

一、《得窖》的故事

在外婆讲的《得窖》故事里，主人公王

二（这名字大概也就是somebody的意思）

就是幸运“得窖”的主。他本是村里有名的

小混混，不务正业，还刁钻得很，做些小生

意也是坑蒙拐骗为主，村民避之唯恐不及，

最后他在村里实在混不下去，跑去外地继

续做一些见不得人的行当，混得也是捉襟

见肘。但突然有一天，王二衣锦还乡，不仅

有良田美宅，还捐了个官，攀了门好亲，娶了

县令家的闺女，安然做起了地主老财，羡煞

旁人。原本看不起他的村民也都颠颠的赶着

╱	文		:  钟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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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事到“得窖门”

仔细琢磨一下，原来生活中处处都
有“得窖门”，大到文化和政治，小到
日常琐事。只是批了件外衣，换了条裤
子，就不那么容易被认出来了，又或
者说有个像样的理由当遮羞布，人们
似乎也不在乎真相了，因为揭穿总是
有代价。



当然我们还可以假设更多的版

本，并且每个版本都比原版更加合

理，可就如神话故事般不可思议的原

版故事，却被广泛接受和传诵，令人

费解。仔细看回王二自编的《得窖》

佳话，不禁心中更多问号：

王二为了给自己脱罪，为什么	

“得窖”编到如此荒诞？村民为什

么信了？难道连乡绅员外们也没有

判断力？

初听《得窖》只当王二实在是个

异想天开的街头无赖，可仔细回看	

《得窖》说，才发现王二甚是高明。

因为《得窖》传奇不仅有感恩报

恩的贤德，更兼前世善行的轮回因

果，种种都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价值

观相契合。如此三观正的佳话，就是

再扯，我们能说不对吗？如果我们说

他不对，那是不是与主流价值观就违

背了呢？所以“信以为真”，甚至为王

二的歌功颂德者无非两类人。一是既

得利益，趋利避害者；另一些是愚昧

天真的民众。村民的蜂拥而至，溜须

拍马展现的无非是人间常态，话说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难不成要对抗权力

阶层？再说同是族人，换点银两，接

济一下，总是有机会的。社会底层的

人们自有在夹缝中求存的狡黠和技

巧，毕竟生存权才是第一位的。至于

乡绅、员外们的态度，在当王二捐了个

小官，娶了县令闺女时，局面就彻底改

观了。趋利避害本是为官之道，“不要

站错队”的声音不绝于耳，更何况忙

着排队的人也未必干净。做官也是高

风险的行业，没有高度政治敏感度，

分分钟就是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当然传唱者中也有真相信的民

众，他们以爱讲故事的善良“外婆们”

为代表，有不经思考的八卦派，也有

做梦发财的理想派，更有行善积德

的良心派.......，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看周星驰版的《鹿鼎记》，其中有一

幕是红花会众人正在室外喊着“反

清复明”口号，群情激昂，义愤填膺。

房内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对韦小宝

说道：“反清复明是说给外面那些傻

瓜听的，你是聪明人，当知无非是抢

回我们的女人，我们的钱。”当真是

醍醐灌顶！

因此王二的原版《得窖》故事在

各种利益的博弈中，注定成就佳话，

也成为众说纷纭的“得窖门”，流传

既广，也经久不衰。

三、几句余话

很多故事编得久了，真实的目的

反而被尘封，最后连始作俑者自己都

恍恍惚惚当了真。就像王二弥留之际

对“仙人”也算认了真。当然也有些故

事本无公害，但是被一些人看到了利

用价值，变成了为虎作伥的棒子，一

如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道德说教

被广泛追捧，想必源于一份不好公

开的“私心”？仔细琢磨一下，原来

生活中处处都有“得窖门”，大到文

化和政治，小到日常琐事。只是披了

件外衣，换了条裤子，就不那么容易

被认出来了，又或者说有个像样的理

由当遮羞布，人们似乎也不在乎真相

了，因为揭穿总是有代价。
　　

作者为本地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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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外衣
国订制两个木座。后来她拿到了，回家摆放

后，来了电话，连声道谢。两个精致的木座

花去S君不少钱。明知这笔买卖不赚钱，但

他还是挂在口边的那句话：“吃亏是福。”

我服了他。却没想到个把月后，画廊来

了一对年轻夫妇，几乎不假思索地花费好几

万元，买下两幅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油画，

职员给了百分之十的折扣，对方并不讨价还

价，只淡然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率直

得可爱！S君果有灵犀乎？守了几个月，“总

算没交白卷”。原来美丽的外衣里头，竟也

蕴藏着美丽的故事。百元或万元都代表了有

心人对真、善、美的爱好和追求。虽说在逆境

中，S君左手进右手出，赚得寻租者的欢喜，

但他和客人也都在做一件开心和值得的事，

人生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吗？

S君遁入小小的天地，编织着美丽的梦。

色彩斑斓的画廊，与租不出去的店铺形成强

烈的对比。大楼中央和四处空置的商铺，已

沦落为产业经纪人用武之地，海报和招贴大

行其道，仿佛宣告经济泡沫的破灭。

租不出店铺的小业主，得偿还银行的贷

款和利息，又要掏腰包自付大厦管理费，怎

不心急如焚呢！有一天，S君与一对家住碧

山的深圳新移民闲聊，才知道他们三年前花

费十几万元转让费，才“侥幸”购得一间小店

铺。如今投资失利、寻租无望，店铺老空着又

不是办法，骑虎难下，被迫自己开店摆卖夫妇

俩收藏多年的白玉。“一百多平方呎的店面，

谈妥了要五万多元的装修费，”他说，语气中

透出几分无奈。

又一日，有个上年纪的人走进画廊。原来

他是本地一家老牌工艺品店的老板，早年专

做洋人生意，赚了钱，在高档区购置一间店

铺和一个仓库。

抵挡不住乌节路的高租金，S君把画

廊迁到近郊一栋购物中心：崭新

的建筑，一到三层容纳约一百多间大小不

一的商铺，停车场分布在四、五、六层。在

房地产任人炒作的岁月，投资家或寻租者

趋之若鹜。据说，因为地处近郊大路交界

处，车水马龙，又毗邻一家四星级饭店，附

近有组屋、公寓、超级市场、汽车一条街和

生活用品中心，这栋99年屋契的商业大楼，

当初每平方呎售价高达四千至七千元，却依

然吸引大批买家，当中不乏靠抽签或转让费

才如愿的“幸运儿”。

大楼的外观堂而皇之，楼内公用部分堪

称美轮美奂，商铺动辄百万或数百万元，令

人咋舌。S君的画廊去年下半年已装修好，

但由于绝大多数店铺无人进驻，商场门可

罗雀，故而推迟至今年元旦才开张。几个月

过去了，开门做生意的商铺仍不及四分之

一，有些店开了又关，病态毕露。

好景渐行渐远，生意人忧心忡忡，实体

经营者显得特别无助。好景时被捧为精明

的投资家，靠产业呼风唤雨，不景气时也是

一筹莫展。产业起落如潮汐，今朝春风得

意、炙手可热，明曰叶枯落地、天寒地冻。

人们在一片叫好声中，早已忘却	“物极

必反”的古训。S君自认也是健忘者之一。只

因对书画的偏爱，明知大江东流，却执意逆

水行舟；自我陶醉之余，仍汲汲于寻觅知

音。旁观者无动于中，以为那只是有钱有闲

者的玩意儿，刻意保持一定距离。S君在这

一行浮沉多年，深信美术是人类高端情感

的宣泄，乐于与爱好者和同道分享审美的

愉悦。那天画廊走进一个年轻女子，掏出约

二百元买下两件石刻小骏马，十分满意。职

员受到感染，破例画了图纸，免费为她在中

╱	文		:  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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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把生意结束了。之前在这

里买了四个单位，打算按月收租，过

着轻松的日子。”谁知好景不长，他的

如意算盘落空了。“	两间还未租出，

原先租出的两间又走人了。”	他是带

了工人，向S君借梯子，把租户丢下的

柜子抬走。他说：“心都寒了，把租金

从三千八百降至二千元，希望早日找

到租户。”	后来听S君说，快两个月

了，那四间空店依旧无人问津；搞得

他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

这样尴尬的局面，该不是新加坡

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写照吧？失业人

数增加，商铺、住屋空置、房地产处

境堪虞，经营成本攀升，生意萧条惨

淡。靠寻租发财，难乎其难，正所谓

羊毛出在羊身上，光秃秃的羊，何来

羊毛！大财团大老板还能摆出“百足

之虫，冻而不僵”的态势，留下小投

资者小公司挣扎图存，或自生自灭，

真个是有人作秀有人彷徨有人愁！

我想，如此金玉其外的购物中

心，一旦沦为败絮其中，现有小猫几

只支撑不下，落荒而逃，S君的画廊，

果真能坚守吗？好景时，我们颂扬大

人物精明本事，高呼市场经济万岁。

逆境时，大家束手无策，近乎坐以待

毙。S君有一位从事产业经纪的友

人，那天难得来一趟画廊，却不留情

面：“大概只有你还在追逐彩虹，沉

溺于梦想吧。这年头只有吃喝玩乐

的生意，还有一点生机，我们的老祖

宗不是说过'食色性也'吗？”

这番话叫人泄气。但是，君不见

吃店遍布全国，而且有增无减？君不

见酒廊、夜总会、红灯区、赌场灯红

酒绿、生意照做？如此说来，在自由

市场的美丽外衣下，“食色”被发扬光

大，功不可没。当然，S君的执着和淡

定，也令我敬佩。祝福他！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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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也晚，来新加坡更晚，错过

了许多在星洲天空上飘过的历史风

云。

感谢《柿子遇见提拉米苏》的作

者刘培芳，她从南洋大学毕业后进报

馆工作，写作长达半个世纪，这也让

像我这样的后来者，可以从她以及其

他一批写作人的笔下书写的文字，通

过阅读认知到当年历史现场的片鳞半

爪，真实体会和感受到在没有换妆之

前、原汁原味的本土政经民俗文化风

貌之点滴。

1

在我的私人照相册里，我保存了

这样一帧照片：在晨光中被法国梧

桐树掩映的上海淮海路上，一队身

着厚厚冬衣的青年大学生，手擎标语

由西向东迎着朝阳前行着。白色的标

语上用黑色粗体写着四个方块汉字	

“新闻自由”。

读书题外话

那是在1987年的春寒料峭的季

节，一批学理工科的大学生，走出位

于上海市区西南角一座象牙塔似的

校园，在受了被后来官方定义为“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在清

凉的空气里喊出了连他们自己也叙

述不清其内涵的口号。

那年月，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憧憬

着“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四小龙”

之一的新加坡就是亚洲现代新兴工

业国的一个明星，为长期受“东亚病

╱	文		:  章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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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名实所困的亿万中国人所景仰。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容忍的邓

小平，却对在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

式的政治管理，心向往之。

2

在新加坡生活二十年有余，尽管

自己不是“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但像

大多数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大

陆移居到本地，并且在这里居留了下

来、拥有了家庭的新一代居民一样，

我们都是新加坡“建国50年”成果

的享有者，同时也是迟到的参与者。

2015年3月23日，巨人谢世。国

葬日，天门洞开，大雨倾盆。岛国正

式开始迎接一个没有了巨人的时代

的到来。一年过后，狮城三月成了有

史以来150年间最干旱炎热的季节。

几乎已经是适应了微澜不兴、视平淡

无奇为生活常态的岛国公民，突然之

间被“不利”地“继承”了父亲性格的

李玮玲医生一声没有“言论自由”的

呛声给怔住了。

经过这么些年，我早已认识到在

现实中那根无所不在却看不见摸不

着的警戒线：OB	Marker	（场外界

限），内心里也潜移默化地认同了国

家领袖用强大的理性力在无数国际

场合的滔滔辩解：第四权在岛国并

不适用。而中国的“国情”历来只允

许报章是党的喉舌，如今更有了官媒

姓党的纪律。

3

我出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

到来的前夕。50年前的1966年5月	

16日，毛泽东亲自启动了“文化大革	

命”。这场被过来人称之为“十年浩

劫”的文化革命，也在一代巨人陨落

的1976年当年，草草收场。

“文化大革命”尽管发生在中国，

但正如当年德国法西斯希特勒之流

犯下的恶行是整个人类的反面教材

一样，研究和考察“文化大革命”发

生的个中原因，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课

题。在被学者专家列出的众多具有普

遍意义的经验教训中，“个人崇拜”

是这两场人类浩劫之所以能够登场

并延烧至一定规模的一个共同因素。

恐怕，“个人崇拜”不只是发生在

上个世纪中叶集权政治体制下的“天

方夜谭”，它的幽灵在任何时候任何

地方都会在某个人群的某种范围内

复活。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人

们需要懂得怎样把这个幽灵留在潘多

拉的盒子里，不要让它跑到社会上来

蛊惑人心、制造是非。

4

今年4月23日，是英国大文豪莎士

比亚以及西班牙最伟大的文学作家

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的纪念日。在

东方，今年是中国最伟大的剧作家汤

显祖去世400周年，这位生活在明代

的文学家创作的“临川四梦”（《紫钗

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

记》）名垂中国文学史册。曾经参观

过英国沙翁故居纪念馆的人一定会

注意到，在纪念馆内陈列了一本汤显

祖的《牡丹亭》（亦即《还魂记》）。

东西方文化，本来都是人类共同

享有的精神遗产。地处地球东西通道

的新加坡，得天独厚，披紫气东来，

沐西雨欧风。但为了政治，同个民族

血缘的部落，却分化出一个受英文

教育者群体和另一个受华文教育者

群体。于是，地方枭雄利用分化了的

群众的力量，集赚了足够的个人政治

上的本钱，夺取大位，以议会民主的

漂亮手法，建立一个似有似无的现

代“王朝”。

00

落地的玻璃窗将赤道阳光的炙热

阻隔在屋外，冷气机无声地调节着室

内的季节和风物。

同两位建国一代坐在一个后殖民

时代慵懒的星期天午后，身后的白粉

墙上悬挂着多幅中国字画，我一手握

住汤匙搅动着桌上的一杯南洋咖啡，

慢慢享受着用英国细瓷制造的碟盘里

盛放的一小块提拉米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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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马华”与新华文学

几个月前，有天清如先生来书

店走走，刚好那天我没门

诊，在书店值班，和清如先生聊了很

久。清如先生邀我为《怡和世纪》写

一篇稿，我问清如先生该写些什么

好，清如先生说不如谈谈，为什么我

这样一个年轻人，来到新加坡，会想

要接手和经营一间华文独立书店。

经过几个月的沉殿，我想或许可

以借这个机会稍微处理我自己“在

新马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

的处境，和我对新华文学的看法。

今年的1月26日，《联合早报》刊

出了《本地学者、作家展望新华文学

下一个50年》专题，不同的受访者皆

提到了本土在地华文作家和新移民华

文作家这两大板块的对比和比较。传

统上，“在新马华”皆被划入新移民

华文作家这个归类，（在这专题里也

是如此），但现实里“在新马华”作为

移动至新加坡的他者，因为文化和历

史的相近，似乎较其他族群具有更强

的本土性，在新加坡居住数年取得永

久居民或成为公民的“在新马华”，在

日常生活里与新加坡本土华人几无分

别。另一方面，“在新马华”却比其他

族群更需要面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

二选一的身分认同和忠诚度问题，在

马来西亚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在新

加坡（或其他国家如台湾）说自己是

新加坡人，会被视为是一种取巧而且

不诚实的行为。

然而在文学场域，“在新马华”作

家的处境却是有趣的。新华文学是	

“被承认，被提升到国家文学地位

的华文文学”（王润华），而在这体

制内“在新马华”有清楚的定义，以

新加坡文学奖为例，其参赛资格为所

有年满18岁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都可以参加，（虽然至目前为止得奖

者皆为本土在地华文作家），八方于

去年年底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文学

五十年》，其选入作家也是以新加坡

公民和永久居民为标准。同一时间，

马华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奖花踪文学

奖的马华文学大奖的入选资格为“马

来西亚公民或连续于马来西亚居住十

年以上者”，(又或者马华文学的本质

本来就是无国籍文学)，因此，客观来

说，几乎所有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或

成为公民的“在新马华”作家，都可以

被纳入马华文学或新华文学的场域，

其作品可以同时参加花踪文学奖和新

加坡文学奖。“在新马华”是一个既

是马华，又是新华的存在。

当然在现阶段“在新马华文学”

还没有广泛地在这个名词之下被研

究，被论述，被建构，“在新马华”往

往因个人身份认同或其他因素被二分

划入马华或新华，或者保持模糊。这

造成些许混乱，如在《新加坡华文文

学五十年》里，年轻世代的“在新马

华”作家如牛油小生和郭诗玲皆被选

入，在新华文学场域更久和更重要的

许维贤和游俊豪却被遗漏。

五十年前“新马本是一家”，那个

年代新马华人之分其实并不明显，尤

其在文学场域，如		陈瑞献在马华文学

仍占有重要的位置。五十后，新马年

轻世代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验早己

大不相同，新华文学和马华文学的

连结，和拥有双重身份（或许也该拥

有双重认同？）的“在新马华”群体，

或许也应该更有脉络地去重新检视。

或许我们可以“在台马华”作为参照。

经过张锦忠，黄锦树，陈大为，钟怡

雯等学者作家多年的努力，“在台马

华文学”既是马华文学不可或缺的

重要版块，也被编入陈芳明主编的	

《台湾新文学史》。

有别于“离散”的马华文学，包容

性强的新华文学有自己的优势，新加

坡是百年来南洋华人的中心，华社的

文化资本雄厚，现又是经济强势人口

组成多元的国际大都市，或可发展出

有自己特色的“聚合”文学。

抛开国族主族不谈，作为一城市

的居民，在这城市工作，取经济资本

于社会，若喜欢华文，相信文学，相信

阅读，那似乎也应该要为这城市的华

文写作和阅读环境做些什么。

我想，以上，会是我在现阶段对

清如先生“为什么草根”这个问题的

回答。

作者为草根书室董事

╱	文		:  林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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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在马来亚》
	读后

韩素音在南洋大学文化院礼堂发表演讲。摄于50年代至60年代。（图片由周惠音女士提供）

拜读了章星虹的新著《韩素英在马来

亚》，分外惊喜。

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作者钻研多

年，资料丰富、图照精彩，有分量也具学术

性。书的时代背景是新马历史重要的12年

（1952—1964），涵盖面广，论述中肯客观，

是作者对于还原历史的重要贡献。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作者重复提醒，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韩素音凡事敢言直说，是位具“争议性”的人

物，不过《韩》书的结论还是:“她在马来亚

战后历史大潮流中扮演一个有益的脚色。”

1952年韩素音开始在马来亚行医，正

值马来亚紧急状态高峰期。和一般明哲保

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同，她主动接触各种

各样的人，深入社会，看出了当时马来亚的

社会百态。他发现紧急法令无所不在，“它

那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威胁始终笼罩着我

不安的心。”

1952年《恋爱至上》的出版造就了韩素

音的知名度。她通过公开演讲、撰写评论与

接受采访，对公共服务、时政、社会、民生等

课题发表尖锐的评论。报人连士升说，“她

对马来亚问题极感兴趣，准备替那些像哑巴

一样无辜的人们吐出他们的痛苦和愿望。”	

╱	文		:  董南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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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她公开宣布要写马共的

故事，招来殖民政府的不满和对付，

她选择离开公共服务，自己开诊所行

医。1956年她出版了《餐风饮露》，	

勾勒出一幅紧急状态下马来亚社会

的“政治意识、族群关系、社会生活

的生态图”。在梳理韩素音作品的

过程，《韩》书对于《餐风饮露》着

墨最多，就各个角度评论这部作品

的历史价值。

1954年2月15日韩素音应邀在新

加坡记者职工会的集会以“华人会威

胁东南亚吗”为题讲话，她抨击殖民

政府在“共产恐怖”与“华语社群”之

间划上等号，这让“当今东南亚华人

生活在一种铺天盖地的恐惧和不信

任之中，对华语社群是不公平的。”

韩素音语惊四座，两个星期后陈六

使等华社领袖设盛宴招待她，称赞

她的仗义执言；她从此走进华社，积

极支持南洋大学的创办。

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专家或学者的

背景固然高人一等，但是真正需要的

是社会良知与道德勇气。在这个意义

上，马来亚时期的韩素音当之无愧。

韩素音的马来亚文化观

《韩》书的另一亮点是在于它相

当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外来学者的“亚	

洲视野”。比起韩素音，林语堂有更

为深层的东方文化背景，他本来就

是一位中国文人。然而，对于南洋大

学的学术方向，他的看法与韩素音

迥然而异。林语堂不能理解，为什么

韩素音拒绝他的邀请到南大教英国

文学，反而提出他没有听过的“亚洲

文学”。韩素音认为亚洲（除了中国

以外）有自己出色的作家和文学作

品，应该有系统地向学生介绍亚洲文

学，“以开阔学生的区域视野”，而后

来她决定在南大义务授课时，就自编

课程教导“当代文学”。

韩素音认为“文化是自然产生

的”，而不是人为创建的，因此她并

不认同1959年自治政府提出的“冲淡

现有族群文化，建立种族大熔炉”的

马来亚文化理念。早在1953年，她曾

经就马来亚文化发表她的看法，她认

为应该让各个民族都有同等机会发展

自己的文化，才能产生“一个活泼、有

力、创造性的文化—一个真正的马来

亚文化。”想起今年2月14日副总理尚

达曼的一番讲话，“我们必须保留各

自的文化，并且要加以深化。可是光

是这样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彼

此的文化充满兴趣，并尽可能参与各

方的文化活动”，韩素音当年看法的

前瞻性不言而喻。

韩素音同意，英文是有用的国际

语言，但是她认为那些过分强调英

文作用者不是把英文当为一种语言，

而是将之“当作维护殖民地与依赖观

念的媒介。”她认为在文化上英文不

该取代马来文，“应该用马来文，唯以

马来文为基础，本邦人民才能够真正

地团结在一起，华人问题才不再成问

题，建立一种均衡感，而取代往昔遗

留下来的荒谬与敌对行为。”

当南大的存在与发展正逐步成

为一个政治性课题的时候，韩素音

建议南大应该马来亚化，也应该采

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让南大成为

一所多语文多文化的马来亚化大学，

对南大的偏见，猜忌和敌视”才有可

能消除。她进一步提出建议，把马来

文和华文一样，作为入学的条件，保

留50%学额给非华族学生。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宣

布以马来文为国语。韩素音的文化马

来亚化观点反映了当时新马真正的

民族主义者的宏愿，那就是提倡马

来亚意识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马

来亚。那绝不是乌托邦，因为新马原

是一家人。

《韩》书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60年代初，备受争议的	

《马来西亚计划》出炉，导致执政的

人民行动党的分裂，进而演变为新

加坡史上一场决定国家前途的左右

势力的斗争。

1963年发生了“冷藏行动”，接

着陈六使的公民权被取消，有关马

来西亚的纷争终于成为了韩素音离

开马来亚的导火线。她被指责曾于

1962年公开发表反对马来西亚的言

论，虽然她过后否认，她还是受到刁

难；两次在入境新加坡时遭到搜身，

而丈夫陆文星要从印度飞来新加坡

时也被禁登上任何飞机。1964年韩

素英关闭了她在新山的诊所，与夫婿

移居香港。

1965年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

了，韩素音想起那些因为反对马来西

亚“而被监禁、中止学业、影响工作的

左派分子”。她希望“过去四五年的

麦卡锡式的歇斯底里只是一个暂时

现象⋯⋯过去做错了的，现在可以纠

正过来”。没想到“错”的竟然是韩素

音自己，“麦卡锡式的歇斯底里”其实

变本加厉。1967年当她受邀到当时的

马来亚大学演讲时，她在兀兰关口被

挡驾而入不了境，从那时起她再也没

踏足新加坡。

《韩》书在这个时候出版特具现

实意义。它提醒了那些在一个英语至

上的社会成长的自满的一代人，其实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更为宏伟的马来亚

化建国愿景。当我们在为现有的成就

而沾沾自喜的同时，想一想我们曾经

失去了些什么，想一想我们会不会

50年后才来感叹，感叹我们其实是

得不偿失！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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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小说，
求真容易吗？
读《驼铃漫笔》的一点感想

最近读完驼铃新著散文集《驼铃漫

笔》。青年文友如果要我介绍一本

有滋有味的书，这本便是。

驼铃年近八十，经过日本侵略、英殖统

治、独立建国几段时期，来到马来西亚经

政文化如此“独特”的今天这个格局，时代

基因使局势千变万化。驼铃生而逢时，从

童稚步向老年，见多识广。他选择了文教道

路，对自身要求严谨，每次跌跤站起来绝

不后退。事变后的沉淀岁月，他思考、自省、

做一番斟审、厘清一些困惑。一个时感不足

的谦虚胸怀，较之若干总想逮个良机、搞个	

“空头”展现自己的才智与贡献的时贤，多

了些可亲可爱。

《漫笔》53篇文字分为五辑：回忆、遣

怀、阅读、议论、期盼。虽属漫思漫写，随触

角串缀文字，不求大块头，然而篇篇用心，文

字妥帖流畅，吉光片羽，往往画龙点睛，颖悟

来自生活积累，妙思源于皓首穷经。

驼铃完成了多部长篇，《漫笔》小巧笔

走四方，呈现了日常读书交友处世的心得。

历尽沧桑的驼铃，信念从不放弃，数百字

千余字里面，凝聚了他数十年的修为，看

似闲云野鹤的篇篇片片，恰是这本集子的	

“卖点”。

驼铃主张： 
历史小说“除了真，还要加上善与美”

书中辑四《议论》，对于历史小说提出一

些看法。驼铃几部中长篇写的都是马来西亚

的历史，他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于未来

从事历史文学写作的后进，必然有醍醐灌

顶的参考价值。

诠释“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不同

时，驼铃说：前者求真，言必有据；后者除了

真，还要加上善与美。

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把过去了的历史

（史实）去伪存真，各种证据经得起捶打，

那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至于文学作

品（文学叙述），不但史实的真实性要保留，

还要顾及文学上的善与美。

作家的担子这么重，太辛苦了！

╱	文		:  柳   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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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查有其事”和片面
真实的悖论

首先谈“真实”两个字。

历史学的研究机构，获得国内外

各类基金、奖学金的资助，长期做大

规模的调查、收集和研究，有时单干，

有时群策群力，点和面日深月广。小说

作者匹夫瘦马，阮囊羞涩，没有办法

旷日持久地广集资料，辨伪鉴真。抽

样式的调查，大体上的辩证，能做多

少算多少，许多资料是偶然得到的、

是二、三手货的，渴望征集的资料限

于人力物力，常常心余力绌。

相同的一段史，时间地点主角等

等大致没有太多争议。事件的来龙

去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什么人扮

演什么角色，后果对谁有利对谁不

利……由于缺乏佐证，由于当事人

三缄其口，由于有人夸大自己推销自

己，谜团终究还是谜团。历史小说的

大格局大场面如何落笔？小说中人物

如何真实无误忠奸分明？在在都是

解不开的结。

中国出版的大量“纪实”小说，	

“非虚构”小说，以及不少央人执笔

的自传、传记，名称店号、某种关系

某种逸闻的确“查有其事”，但捉刀

者并非纯然客观，他们大多站在传

主的立场，说了又说传主爱听的话。

一些带批判性的“纪实”小说，对某

类社会现象作者先有看法，先确定要

达到的目的，而后“按图索骥”，搜罗

要攻讦要颂扬的对象，沿既定目标一

章章写出“非虚构”的、有片面真实性

的报告文学。

没错，看似真实，可常常躲不开片

面，扔不掉主观。

以片面的、不完整的、真实性存

疑的素材，配合作家的良心，主观意

识的高远，运用典型创造文学手段

的精湛，不也可以写出脍炙人口的文

学叙述？符合辩证历史观的“不很

真实”的作品，不也可以振聋启聩、

掷地有声吗？事实上，文学创作要在

真实性这上面赶上历史学，是不必要

也不可能的。

关于各说各话的历史 
和承认事实的原则

撇开小说来谈历史。历史，有官

方的正史，有民间的野史、史话、史

记。人地时大致相似，过程中的导

因、演变和后果，就各说各话、莫衷

一是了。

今天的国际局势“霸权当道”，

谎话说上十年廿年成了真话。钓鱼岛

是个棋盘；慰安妇南京大屠杀指黑为

白；鹊巢鸠占岛屿占久了非我莫属；

放狗咬人是公理；侵犯领海领空是

探访；毁灭一个国家鼓动种族仇恨列

为大国战略首项……哪一个领导人说

的话、哪一家报纸刊登的新闻才真？

才值得相信！——谁能告诉我呢？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入江昭

（Akira	Iriye，日籍）说得明白：正确

的历史认识只有一个，事实就是事

实，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应该接

受，不能因为那罪行是自己国家犯下

的，就想法子变更这一事实。

针对中日韩关系的演变，他说：当

前社会与政治的姿态，会影响对过去

的认识；只有对现代具有共同认识，

才可能对过去具有共同认识。

他总结地说：历史学家如果抛弃

史实，转而支持国家主义，历史问题

便陷入没完没了的各说各话。

不妨咀嚼一下“各说各话”这个

词。历史学家之中，正人君子牛头马

面姿色各异。有人掌握史实，却任意

抹煞、涂改史实；有人在史册上见到

尸骸成山血流成河，却甘心当个御用

学者否认并歪曲当时的真相。

许多真相百年、数百年后才得见

天日。更多的真相永沉黑箱。曝光的

那一天，环境今非昔比，后人对所

谓真相视若无睹，听若罔闻，新时代

的后生对旧时代的“史话”早已兴趣

全失！

我的疑问：史诗式文学应着重
历史真实还是哲思？

史诗式的文学巨构，究竟其中百

分之几切合历史真实？不论读者还

是评论家，似乎都不十分看重。文学

批评着眼点在文学艺术，在书写技

巧、典型塑造等等方面。写实也好，

虚构也好，并非重点。作品的寓意，作

家的哲思，主题思想予人心的潜移默

化——这一切，百年数百年后，可能

还有新生代在讨论，在研究。

小说家努力使笔下的历史作品贴

拢真实，好人好事不至被扭曲，花是

花，草是草，英勇是英勇，懦怯是懦

怯。他一边赋与作品真实性，一边虚

构容貌和情节；一边提醒读者不应

对号入座，一边希望读者读阿Q能读

出某个人、某些事。

小说家有强烈的责任感表达他对

过往历史的观点，游弋在真实与虚构

之间，偶尔偏重前者，偶尔营造后者。

这样的写法产生怎样的效果，决定

在作者的思想和功力。龙应台的《大

江大海》在文学叙述中插入“真人说

话”，因此颇有争议。

上面是我读驼铃《议论》时、关于

文学叙述“求真”的一点感想，我不

是小说家，没有创作上的烦恼，也提

不出建设性的意见，笼笼统统抛了几

点疑问，尚望驼铃先生海涵。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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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悲剧和喜剧，从古至今，不分

地域，每天上演，何曾停止？故事

不止千千万万，如何讲述得完？然而具体到

华人族群，又落实到下层民众身上，那叙说

了他们的命运的，有吴登的《移民岁月》和

《非法移民》这两部小说。

许多移民的故事，其实发生在我们身

边。他们为了融入异域的生活，在经济、政

治、文化的冲击下，感受了多少喜怒哀乐，

经历了哪些悲欢离合，我们可曾留意？《移

民岁月》的故事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十岁

的德仁随着母亲到新加坡与父亲阿建团聚。

他们来自福建农村，在热带的城市耕耘自己

的人生，收获的丰欠，透过泪光能有所见？

或者，从笑声里能有所知？《移民岁月》故事

的贯串线，是德仁的生活轨迹，而不可或缺

的人物，则是他的父母亲。

两代劳动者的遭遇

如果话说从头，应该始于阿建南来谋

生，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阿建是个体力

劳动者，他承包了毛广岛洗油池的工作，带

领一帮兄弟一起打拼，一起和私会党周旋，

大家因此尊他为大哥。承包工作失去后，他

成为码头工人。阿建向来仗义疏财，妻子

却掌控了他的收入，加上弟兄们不如从前尊

敬，他可以说是郁郁寡欢的。到了阿建年老

体衰，只能为堂弟的娼寮守夜打杂，混口饭

吃。阿建的命运是悲哀的，当他病得生活不

能自理，面对只知敛财近乎绝情的妻子，尽

管已生不如死，他连自杀的力气都丧失了。

书中主要人物德仁生在劳工家庭，似乎

只能步父亲阿建的足迹，成为码头工人。

从华文中学毕业，英文水平有限，家累负担

沉重，急于赚钱养家，这些原因已足够驱使

朴实的年轻人做出选择。德仁念书的时候

在码头当过散工，做个正式工人可说是顺

理成章。然而步入后殖民地时代，旧码头变

成箱运码头，在不夜港的忙忙碌碌中，效率

不断地提高，劳动强度不断地加大，工伤事

件也跟着不少见。德仁让轮班制累垮，在驾

驶拖拉机时睡去。这时候，他疲惫的眼光

看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剥削”。终于，他转

行去报馆当印刷工人。但是，新的工作又让

他看到年老的，缺乏技术的工人不断遭淘

汰。高度自动化的印刷机成为威胁，报馆已

非久留之地。由于长期加班，劳累拖垮了身

体健康，德仁只好又再转行，这回是去当熟

食小贩。几年后，因为聘用的同乡是非法外

劳，累他受到处罚。经过这一次打击，德仁将

生意出顶，到朋友的饮食店当杂工。

人世间的“戆戆挣扎”

《移民岁月》的作者也许没有为我们指

出，德仁所经历的生活环境，正好是一次资

本积累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作者所说的“戆

戆挣扎”，是德仁和更多小老百姓的浑浑噩

移民的悲歌╱	文		:  连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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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状态。德仁在悲苦中可能朦朦胧

胧地有所体会？但他似乎和他父亲

一样，“奋斗”一生，最终却未能逃脱

挫折和失败，这也许就是劳动者的共

同命运。小说还描写了和德仁一样从

小南来的同乡。这许多人经过多年打

拼，有的成为小生意人，有的成为包

工头，还有生意失败的，有退休含饴

弄孙的……他们聚在咖啡店聊天，

才发现在老来学英文和孙子沟通的

年代，能够一起用家乡话交谈的人，

已经不多了。小说结尾的这一笔，无

疑是颇具意义的。移民的个人成败，

是否还包含着文化的得失，这是值

得深思的。

《移民岁月》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物，应该是德仁的母亲阿建嫂。她

来自福建农村，突然要在异国他乡

生活，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因为缺乏安全感，阿建嫂从此患上

了忧郁症。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她

不断从丈夫和儿女身上榨取钱财，尤

其是德仁，薪水全都交给她支配。她

一味积存私房钱，不顾世间亲情，对

家人只知道索取再索取。当阿建嫂

疼爱的小儿子购买公寓准备结婚，要

卖掉她名下的组屋时，由于和受英

文教育的未来儿媳无法沟通，加上担

心有一天会被赶出家门，从此没有人

理睬，她的忧郁症终于发作，陷入歇

斯底里状态。她进了康复院，不久就

在惊吓中死去。阿建嫂身份卑微，移

居“番邦”后，一直无法适应陌生的

环境，像这样的小人物，又有谁会注

意她的悲剧呢？

《移民岁月》缺少欢乐场面的描

写，也许生活并没有提供这样的画

面。作者以真实的感受，为读者谱

写了一曲移民的悲歌，或者准确一

点说，是下层民众的悲歌。对于那些

以为“过番”就是到了天堂的人，阿

建用最朴实的话作了回答：“新加坡

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个有做有

得吃，没做会饿死的人世间！”这句

话，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

真理。说到底，移民只是一种劳动力

的补充。

偷渡客在底层挣扎

最后，要提一下吴登的《非法移

民》这部小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

她成为全球资本和市场的一部分，

在经济利益的吸引下，人口的流动是

必然的趋势。中国人移居世界各地，

再也不是迫于战争和极端贫困，最

简单的原因，当然是为了改善个人的

生活。然而，从农村流出的一些人，

由于对外国缺乏了解，在“蛇头”的

操纵下，以非法入境的方法到外地谋

生。《非法移民》描写来自闽东的农

民，通过偷渡或逾期居留的途径，混

迹在狮城的底层社会，当起非法外

劳，甚至男的抢劫，女的出卖肉体。

小说中的阿桃，原本在咖啡摊当助

手，因为有几分姿色，老板娘怕丈夫

经不起诱惑，硬是将她裁掉。阿桃出

于报复心理，故意勾搭上摊主，从此

兼做了卖淫的勾当。阿桃后来通过假

结婚取得居留权，并在经过一番感情

的波折后决心走上正途。

在本地，描写中国妇女沦落色

情场所的小说，不止《非法移民》一

部。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往往成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看看这么

多年来，“小龙女”被许多“风流客”

视为玩弄的对象。这些人有贩夫走

卒，“文人”“学者”，权门傍客，富

商巨贾，二世祖……等等，总之是三

教九流，上层的，下层的，都有。《非

法移民》的描写，只是再一次为我们

暴露了这些人的嘴脸。

移民的遭遇永远讲不完，相信今

后还会有其他小说以它作为题材。吴

登的《移民岁月》和《非法移民》记录

了我们时代两种不同形式的移民，在

描写他们挣扎求存的过程中，反映了

狮城小市民的生活，是本地创作可

宝贵的收获。

作者为资深文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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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黠轩遇痴黠
记陈建坡

过番前后：天高海阔的乡居， 
竟成书画篆刻上的情感倾注

建坡的母亲比他早四年到南洋来。到南

洋来叫过番，他的曾祖很早过番做生意，家

道小康。建坡跟祖母，祖母疼男孙，在老家

澄海县樟林乡观平村，	祖孙过祖孙的日子。

乡下天高海阔，日子一点不寂寞。建坡就读

于三儒里树楚小学。读书反倒在其次了，那

年月，上世纪60年代初，日子红红火火。上

山采石英，槌成耐火材料，筑炉灶炼钢，写

壁报唱民歌……13岁吧，小六毕业。对青春

勃发的少年，根本不懂得损失了什么。父亲

后来发最后通牒给祖母：再不过番就不给

生活费。1962年，建坡随祖母到新加坡，祖

辈的生意已走下坡。人生的轨迹或有些颇

吊诡，譬如建坡的童年记忆里多了三分结

结实实的对原乡的情感——晨昏光影、物

事人情、四时色彩——或许后来竟变为根

苗渐渐茁长，凝成了他的情感倾向于书画篆	

刻上	。

建坡的启蒙老师是黄载灵师，尤其在篆

刻方面。黄老师是我的华文老师。1967年建

坡和我从光洋中学毕业。建坡的形貌三分

像古道侠客，兼有才子的倜傥，获选为中四

毕业特刊的主编。我喜欢握笔杆，在同学里

浪得虚名。他请我做副主编，交谊便从艺文

开始。那年叙别会在高文路他家举行。他家

院子大，三缸两瓮，养莲种树，夜色添了些闲

适。环境与性情之间互为表里，潜移默化一

个艺术家的成长。我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	文		:  林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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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 
黄载灵师启蒙，施香沱师引路

毕业后建坡造访黄载灵师。黄老

师之书法苍老灵动，素有美誉，汕头

中山公园之碑文即出自他之手迹。黄

老师赠我的行书小品——墨研华露

朝，臨帖鼎艺蘭——我一直挂在书

房。黄老师爱才，因他的引荐，建坡得

以拜施香沱为师；对他，是求艺道路上

一个重要转折。施香沱性情耿介率直，

你喜欢东方艺术，他就喜欢你。对建

坡尤其疼惜，他办公，让建坡坐办公

桌对面读艺术评论，竟有监督之意。

课后一起逛画廊。山仔顶永安祥他们

常去。李苦禅、齐白石、吴昌硕、傅抱

石、潘天寿等等名家的作品，成了师

生俩玩赏切磋的时间。建坡告诉我，

香沱师不喜欢傅抱石，说他受东洋日

本的影响，用山马毫，山水不够沉着。

建坡视施香沱为师，施香沱视建坡为

友。师生之间无话不谈。逛罢画廊，

建坡送香沱师回家，家在芽龙15巷。

路上离不开论艺谈人，竟意犹未尽，

到家了香沱师又送他到车站搭车。后

来香沱师生病，建坡不时陪老人家散

步聊天到独立桥。回忆起来，每有叹

惋，斯人往矣！师恩之于艺术，琢磨

起来譬如渴时饮水。建坡说，香沱师

个人风格不强，却感激他总鼓励去找

自己的路。路要自己走出来的——成

了建坡心中孳孳的恩泽。艺术之于生

命，生命之于创作，亦互为表里，潜

移默化成就一个境界。作为主体的	

“我”应当怎么样，从香沱师那儿，

建坡便开始思考。到今天，过春节，

必买水仙、画水仙；水仙必用细条红

纸圈绕基部，添喜气又防倒下，便是

怀念香沱师的意思。香沱师爱赏花，

每年春节必相陪逛花市，纪策、福茂

也陪同，从漳州运来的水仙，是香沱

师必最先要赏的。

琢磨：艺术与时代地域， 
笔下功夫与心上体悟

师承或亦有盲点。建坡谈起九十

年代与欧豪年初识，看他用简单笔

墨体现花鸟人物之生动，精致而俊

秀，很是震撼。欧豪年师从赵少昂，

属意岭南画风格。后来他从香港移

居台湾，创作条件天高海阔。十几年

后建坡赴上海参加《国际美展》，与

他重逢，却没有看到他超越之前的气

韵与趣味，觉得有些可惜。建坡谈起

不无反思警惕之意。

对自己建坡也不无遗憾。七十年

代肄业于南洋美专，竟没有向陈宗瑞

学习讨教。陈宗瑞的山水，兼容传统

味与现代感，很早便别创一格，多年

后他才体会到。也因此，建坡琢磨

艺术与时代地域之间的关系。譬如南

洋风俗、热带景观，当流泻于笔端却

不当停留于表面物象的反映，必须提

纯以展示画家之心灵观照，表达一种

物与我、事与人相互润泽的态度。笔

下功夫有个过程，心上体悟亦是个过

程。对建坡而言，写生→写实→写意

→心画，之间微妙的转化既是“思”

的收获，也是“艺”的表现。换言之，

画作选自《水月相望 - 陈建坡书画篆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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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上之呈现，是肉眼之所见经过画

家心眼之再创，意不在其形，而在其

神——心之所悟。

当作品到了展览时候，创作者与

作品之间的距离，	就是观赏者与作

品的对话条件。这亦正是艺术家的

表现力问题。建坡以为，了庐点评关

山月，用语稍嫌尖刻，却非无的放矢。

关山月的现代山水，如《绿色长城》，

有时代气息，没有写意笔墨的气韵，

因未跳脱写生的形迹。

立命：以儒为骨，以佛老尽心

赏读建坡印刻之警句隽语，书画

题跋，我发觉建坡对老庄禅佛情有独

钟。儒家之“慎独”偶然入选。无为、

朴素、真人、禅心一点、一声清磬、

无心是道、“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	

心”、“静与鱼读月，笑对鸟谈天”……

拈来即是。另外，又偏爱宋明清文士

的诗词札记，譬如“豪气峥嵘老不

除”（苏轼）“侠之一字，昔以之加意

气，今以之加挥霍，只在气魄气骨之

分。”（吴从先）“丘壑自然之理，笔

墨遇景逢缘。以意藏锋转折，收来解

趣无边。”（石涛）“老梅愈老愈精

神，水店山楼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满

把，始知明月是前身。”（金农）……

诸如此，或淡漠或慷概，不乏率真雅

正。要言之，建坡以儒为骨，以佛老

尽心。即使采现代诗句入印，例如陈

晞哲的摘云一袭、“枕着万籁，听青

鸟缓缓鼓翼”……也不脱怡情悦性

的老庄精神。老庄以“游赏”之心阅

人问世，禅宗以“无住”之心看我，

建坡向往之，正孜孜矻矻以二者作

为探索的方向。遊而赏之，破我执，

离色相，反而走出种种现实的藩篱，

见不可能之可能。

其篆刻《水月相忘》有注云：“禅

宗有水月相忘之说。人受制于自己给

予事物之种种定义，唯当水不是水月

不是月时，生活与艺术创作当能来去

无碍，得大自在。”印证之以其《水

月相忘》系列作品，初始尚有水月之

形相，继而有游鱼，后来放弃具象，

任红色意符随心飘逸	，笔意自在。红

为主色，蓝与黑相与纵横，画面勃发，

意境超越，而志趣潜隐。题跋在于传

达中华书画的特色。作为画之主体的

红色意符，是鸟在天空翱翔，是鱼在

水里游戏，或者什么都不是，随观赏

者之想象而活泼生动。《六祖坛经》

第19章阐释三无法门，即：无念、无

相、无住。无住为本。所谓无，不是什

么都没有。其实，心念不曾断，色相总

纷呈。要做到的是，不执一：於念而

无念；不粘着：於相而离相。也就是	

《金刚经》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无所住”是一种自由心境，到

了艺术创作那里，浑然放下——技

术的、名利的、美学的——只专注于

当下，反而能有所开拓，有所发现。

秉持痴性：经生死门，又翻出
探索新意

当建坡登高望远，风光正好，身

体却亮起红灯。2005年动心脏手术，

经生死门，忽有岁月如梦从哪里去把

握的无可奈何。健康可能成为艺术上

迈步前行的障碍。却也未必。建坡虽

停笔作画写字，却没有停止探索。在

篆刻方面，改用汉简（敦煌、楼兰、武

威、马王堆、居延诸简）入印布白，发

现比用汉隶治印更有可塑性。随即忘

情于篆刻。2008年治印超过百方，其

中更以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刻

一方朱文大印而心花怒放。再后来，

采甲骨、古篆、虫鸟篆以配合马来西

居銮之南山采石刻印，产生新的观

赏趣味。对健康的忧心放下，在书画

上遂水到渠成，并有水月相忘的领

悟。近日看他有《秋缠》之作，于绢

纸以彩墨泼洒皴染，枫情淋漓，一派

天色，题刘家昌“秋缠”歌词全首，更

逸出框限，展示心象自由的趣味，在	

“水月”之外似又翻出新意。

艺术境界之拓展与提升，与艺术

家的秉赋、读书、阅历、修持、健康有

直接关系。建坡说他“欠学少文”，	

乃自谦。他专注、任情，对于尝新，从

不举棋不定。中学后我与建坡劳燕分

飞。不数年，收到请柬，他是《啸涛

篆刻书画学会》会长了，志业卓然有

成。1991年笔者出版小小说集《猫

的命运》，请他设计封面。封面设计

非所能，却不推托。不数日即完稿相

赠。画一只猫，笔触温润简洁，那猫

样肥墩墩很逗趣。我们同窗之谊到了

今天，都近古稀之年。阅其人也，恰如

画室“痴黠轩”“心斋”所隐喻的，秉

持痴性，游于艺。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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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极北之地	
看极美之光

观看北极光近年来成为旅游业的时

髦，越来越多新加坡人不甘于旅游

仅仅是感受冰天雪地，还要加上一点刺激，

就像追逐神秘的北极光。

观赏北极光的地点很多，我是在今年一

月份前往瑞典和挪威观看，其他像冰岛、芬

兰、美国的阿拉斯加以及加拿大，甚至纽西

兰（南极光）也都是“看光”的热门地点。

自古以来，北极光被很多民族视为神秘

甚至恐惧的自然现象，留下很多传说和习

俗。芬兰的神话认为那是极地的白狐狸奔

跑时，尾巴扫过雪花所触发的光芒延伸到

天上，因此芬兰语的极光就是“狐之火”；

北极圈里的原住民族萨米人更是相信极光

会带着斧头飞过，杀死任何发出嘲笑声的

人；有些印第安人的习俗禁止向极光发出哨

声，以免招来邪灵。也有好的信仰，例如瑞

典人相信北极光多发的季节，来年会丰收。

即使不在北极圈内的中国，《山海经》

等古籍中记载的“烛龙”，几千年来有众多

解读，但约百年前由日本学者神田选吉考证

为北极光，很多中国学者也同意此说。而由

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重新收集整编、比《史

记》成书更早的《竹书纪年》，更记载了黄帝

╱	文		:  陈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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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妈妈附宝在田野中“见大电绕北斗

枢星，光照郊野”，就怀了黄帝轩辕

氏，今日不少学者相信这个“大电”

指的就是北极光。这或许也是北极

光在中国最早的记载。

初见极光的人可能免不了失望，

因为从照片或影片里看到的，与肉眼

所见有相当的落差。原因是肉眼所能

看见的光其实很有限，靠着相机的长

时间曝光，才能捕捉极光与其周围绚

丽缤纷的光芒。

现场所见的感觉是一抹或一大片

浓淡不一的绿色（也有人看到的感觉

是接近灰色），遇到大爆发的时候就

非常亮眼，时而长长一条如布匹，时

而弯弯曲曲像河流。雪地上观看的

人，无不为它始终不停的变幻惊叹，

也惊叹造物的神奇。就这样它出现数

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现场观者无不

是忍受着寒意，享受着快意。

根据维基百科的描述，北极光的

形成原因是太阳喷发出来的带电的

高能粒子，在到达地球附近时，地球

磁场迫使其中一部分沿着磁场线集

中到南北两极。当它们进入极地约

八十公里以上的高层大气时，与大气

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能量释放产

生光芒，形成围绕磁极的大圆圈。据

说极光在南北两极都能同时看到，

而且是一样的，其变化犹如镜像。

极光现象在别的星球也会发生，

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太空人在地球上

空向下拍摄极光的画面，很有意思。

科学描述很直接很容易找到，以

文学描写极光的作品则不多，不仅中

文的极少，英文的也不多。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艾米莉狄

金森（Emily	E	Dickinson，又译埃米

莉狄更生）的一首诗，可看成少数关

于极光的文学代表作。女诗人在观赏

北极光后写下的这首作品，咏叹造物

者至高无上的尊崇及永恒，对照个人

的卑微渺小和生命的短促。笔者看

过极光后读来更有同感，特此分享。

文学非我专业，参考网上一些译文

后，粗糙的翻译只为方便部分读者，

方家莫笑。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照片摄影：陈迎竹     照片效果经电脑修饰

极		光	
Emily Dickinson

青铜与火焰

今夜在北面

形态如此贴切

如此自然和谐

遥远的警示——

至尊如此   漠然

于宇宙，或我

绘染我单薄的灵魂

用庄严色彩

直至我以宽大心胸

撑起轻软躯干

蔑视人群与氧气

因人之傲慢

我的华丽都是闭锁的狂野

彼等无争之戏耍

则取悦一世纪复世纪

当我化作，古早之前，

一方不名荒岛

唯满地雏菊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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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的背面

的相遇，终会转身，而相遇和别离，

都是无言的绝。可惜，那些盛赞赵四

和张学良爱情的人们，忽略了月亮背

面的凄凉。好在，看似修成正果的赵

四，也未必全是赢家。初始全无名分，

只好与幼子一起被送往香港，只有后

来于夫人赴美就医时，她才得以再回

到少帅身边，却是为了陪伴他那漫长

的幽居岁月，依旧毫无名分，还得忍痛

与孩子分离。很多年后，全仰仗于凤

至的大度成全，才在与少帅同居了三

十六年之后，得以正式结婚。只是，

这世上的山盟海誓和死生契阔，总是

敌不过碎碎年月的柴米油盐，我很怀

疑，若不是花花少帅长期身被幽禁，

赵四岂能守得来云开见天日的这一

天？相信，那些“辗转眠不得，枕上泪

难干”的山居岁月，还有那些“烽火余

生后，惟一愿读书”的幽闭日子，自有

无人可及的点点锈斑。

有正必有反，有阳必有暗，成败

缺憾是爱情无法逃脱的循环。谁又

不是在光阴中日渐老去？千娇百媚不

过是一种虚无的传说，红颜易老却是

无人能修改的亘古真言。不要去相信

什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情感

的世界里，这不过是一句害人匪浅的

句子罢了。于夫人用了二十多年才看

明白了一个道理，既已行至水穷，难

以为续，既然已经没有了一生一世的

缘分，何不就此别过？感情，本来就

是缠绕过后的剥离，可惜，于夫人把

爱升华了，却没有淡出，在那虚穴的

等待里，有着万般无奈的刻骨的凉。

天长地久有没有？钟爱一生能不

能？钓天涯月明，谁能够琴心剑胆？

笑白马西风，谁能够青梅煮酒？论天

下英雄，又有谁能常胜不输？曾经相

信过海枯石烂，后来才明白海其实

很容易枯、石头也很容易烂；曾经相

信沧海桑田，后来才知道，沧海其实

永远不可能成为桑田。爱情的私欲

中，原本是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则

群魔退听；驭横者先驭此气，气平则

外横不侵。于是，懂得了距离是一种

宽恕，学会了不论是在怎样轰轰烈烈

的爱情之中，也要留点空间给自己、

留点空间给对方、留点美好给距离。

没有谁，会陪你折腾一辈子。

掩卷，几声叹息。我只不过是偶

然地撞进了这段历史，书页的翻动

中，也溅起了我对爱情的种种感叹。

人生一杯酒，江湖十年灯，就算是拼

却红颜又如何？岁月的仓促恰似指间

沙，越想抓紧越会流失，很多的时候，

退一步海阔天空，适时的糊涂是给自

己留有余地。只有现实安稳了，才能

成就生命一阕完美的诗令。

关了电脑，起身。我听见窗外的

寒风正席卷着雪花，呼啸着，渐行

渐远。

作者为《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

╱	文		:  心路独舞

淅沥的冬雨之后，是连绵的

雪，空气中的尘埃凝入雪花

后委身而落，在风中演绎出一种随起

随灭的悲哀。相守着，日子便如常，于

是，我不动声色地写字，思绪在键盘

的敲击声里，默默审读尘世。

节日俗事的纷繁里，偷闲读完了

一本有关于凤至的书，脑子里全是

她那句“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

息！”的誓言，当年她患癌来美时立下

了这个信念，于是在美国拼命炒地产

股票，只为日后少帅出狱时能衣食无

忧。夫人商界叱咤，但晚景凄凉，与少

帅所生三子均意外身亡，只剩一女相

陪，九零年她去世时，把财产全部留

给了已有五十年未曾再谋面的张学

良，并在自己的墓旁为其留下空位。	

“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

这份空穴以待、生死相许，居然比不

了花花大少的所谓爱情，我唏嘘，少

帅实在辜负了她。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

扇。于夫人的贤惠大度，终没能换回

少帅的再度垂青，在她那如莲子般寂

寞的等待里，又有谁，能够真正读得

懂她的心事？或许，爱情本身就是莲

子，华丽的外表下，裹着的全是苦涩

的滋味。我很想知道，晚年的少帅在

坐享于夫人的财富时，内心，是否会

涌过一丝歉疚？

我很怀疑。

爱只有一个字，撇捺数来是十

画，却鲜有十全十美，令人怅惘。在

它淋漓的墨迹里，有着多少锦缎成

灰的“流光把人抛”，不论多么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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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问题”促成	
“大马”计划的出台？
   从解密档案看马来西亚的成立

马来西亚刚成立的时候，我正在上小

学，收音机喊得价天响的口号是“马

来西亚如同升起的太阳，谁也阻挡不了”。言

犹在耳，新加坡竟然闹出走，竟然“被独立”

了。短暂的马来西亚的岁月，留在我脑海里

的马来西亚的记忆，如今只剩下那个像光

芒四射的太阳的国旗和显得有点浪漫又有

点抒情的“Nagaraku”。当年我们以童稚

的声音缓慢抒情地唱着“Negaraku”的时

候，哪里会想到这首国歌所代表的马来西

1961年5月27日东姑鸭都拉曼在雅达菲酒店演讲。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	文		:  林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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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它的成立是那么地充满政治算计

和暗潮汹涌。

提到马来西亚成立的缘起，大

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马来亚联合

邦（Federation	of	Malaya）总理东

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

man）1961年5月27日在新加坡艾

德菲酒店（Adelphi	Hotel）那场所

谓历史性的演讲，这是钦定的历史

说辞，英国上议院在1963年7月26

日寻求三读通过的“马来西亚法案”

（Malaysia	Bill）的讨论中也是如此

定调注一。在这个由东南亚新闻工作

者协会举办的午餐会演说中，东姑

提出了“有必要拟定计划把马来亚联

合邦、新加坡、沙捞越（Sarawak）、	

汶莱（Brunei）和北婆罗州（North	

Borneo）联合起来，建立更紧密的

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东姑还强调

这个合作计划的目的就是“要遏制共

产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会危害到本区

域的安定”。

从表面上看，东姑的演讲像一石

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相关地区的政

党、人民和政治人物的反应。不过随

着近年有关这方面的档案的解密，这

种说法开始受到人们的挑战。

自治邦政府成立和王永元事件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东姑发表“历	

史性”演讲前新加坡的政治局势：	

1959年5月新加坡举行第一届自治邦

大选，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以反殖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诉	

求作为竞选纲领，击败了原首席部

长林有福领军的新加坡人民联盟

（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取

得压倒性的胜利，在51个立法议席中

人民行动党得到43席。

虽然人民行动党以多数党的地位

组成新加坡第一届自治邦的政府，不

过在执政的初期表现不如预期，再加

上面对党争和党内左右两股势力的角

力，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其实处在风雨

飘摇的处境。首先发难的是内阁要员

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他曾是新加坡

首任市议会市长，自视有能力挑战作

为自治邦总理的李光耀。1960年6月

王永元通过自己所在的选区行动党

芳林支部抛出所谓“十六条议决案”

（16	Resolutions），要求实现党内

民主和兑现释放全部政治犯的竞选

承诺，并对新加坡的独立议程的进

展缓慢表示不满。由于得不到党内

大部分人的支持，1960年7月27日王

永元和支持他的两位行动党立法议

员黄庭坚和宁甘（S	V	Lingam）一起

被开除出党。1960年12月副总理杜

进才在立法议会提出动议弹劾王永

元“不诚实的行为”，王辞去芳林区

立法议员职务，旋即在1961年4月举

行的芳林补选中以高票击败行动党

候选人易润堂。王永元的胜利到底是

个人的“卡里斯马”（charisma）还是

选民对时局的不满？相信两者兼而有

之。王永元的压倒性胜利让人民行动

党感到很难堪，特别是作为面对王永

元直接挑战的李光耀，英国驻新加坡

最高专员薛尔克（Lord	Selkirk）事后

这样评述这场补选：“政府（指行动

党政府）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不能完

全理解一个成功民主政府的机制，最

显著的例子就是他们处理王永元事

件的方式”。注二

除了面对王永元的挑战，党内左

派也对当权派寻找借口试图阻止释

放政治犯的举动逐渐不满，开始向

行动党政府施予压力。面对四面楚歌

的困境，以李光耀为首的当权派开始

寻求脱困之计，“通过合并取得独立”

（independent	through	merger）应

运而出成为杀手锏，让他们有了反击

的武器。

英国人大马计划的构想

其实英国在二战后就有从苏伊士

运河以东的殖民地撤退的想法，但是

这个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进

程在1950年代冷战思维的影响下，英

国政府着重的考虑是如何从东南亚

华丽撤退而又不能让这些殖民地落

入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它不想像其

他东南亚殖民主义国家如法国和荷

兰从印支半岛以及印尼群岛撤退时

的狼狈情况出现，因此就有把几个东

南亚的殖民地撮合起来的所谓“大计

划”(Grand	Design)的设想。

鉴于面对新一轮的制宪谈判和新

加坡政局出现不稳定的状态，1961

年4月18日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委员会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召开

会议，会上决定“马来亚、新加坡和

北婆三邦的政治联合的发展是我们

政策的终极目标”，“为了达至这个

目标，政治和安全是最大的考量，唯

有通过组成大马来西亚英国人才有

信心给予新加坡和婆罗洲地区全面

自治的地位，这是非常明确的”注三。

紧接着在5月，李光耀呈了一份名为	

《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和婆罗洲

地区的将来》注四		的备忘录给英国殖

民部（Colonial	Office），并在备忘录

上强调“如果宪制（指新加坡）的进

一步发展不能实现，人民行动党在

新加坡的地位将不能保持”，并预言	

“新加坡将被极端主义者和共产主

义者控制”，他也阐述其中的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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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取得英国人的支持。很明显地李

光耀已经把“通过合并取得独立”视

为与行动党的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

事，试图以这个课题作为反击党内左

派的武器并准备与他们决裂。

安顺补选和行动党的分裂

1961年4月行动党安顺区（An-

son	constituency）立法议员巴哈鲁

丁（Baharuddin	Bin	Ariff）病逝，引

发了安顺区补选。林清祥、方水双、

兀哈尔（Woodhull）、詹密星（Jamit	

Singh）、巴尼（S	T	Bani）与多明尼.普

都查里（Dominic	Puthucheary）六大

工运领袖在6月3日补选前发表一篇	

“通过宪制斗争而实现完全的自治”

的声明，声明强调“目前的宪制，名

为‘完全内部自治’，实是不完全的	

‘半内部自治’”，“在1963年宪制谈

判中争取实现‘真正完全内部自治’

的主张，是完全合情合理，切实可

行的”。6月3日李光耀邦庆演讲中以	

“通过合并取得独立”回应，这是行

动党左右两派从貌合神离走向公开

决裂的开始。

为什么说“通过合并取得独立”

是一手绝招，以及马来西亚的成立

为何会落在1963年，这就要说及新

加坡自治邦成立之前的三次“独立

谈判”（Merdeka	Talks）。1946年

英国人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

an	Union）计划，取消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体制，新加坡

单独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1955年2月8日新加坡实

施“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

tion），林德宪制被视为新加坡走向	

“全面自治”过程中的第一步。1955

年在林德宪制下第一次立法议会选

举，以马绍尔（David	Marshall）为首

的劳工阵线（Labour	Front）在25席

中取得10席，马绍尔也顺理成章成为

首任的新加坡首席部长。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

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独立

谈判”，由于英国担心新加坡会落在

左翼势力手中，而各政党的代表之间

又不够团结，导致谈判破裂，马绍尔

辞去首席部长的职位，由林有福接

替。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一个人数

较少的代表团重启“独立谈判”，这

次的谈判，由于新加坡代表团采取

妥协的立场，接受英国人提出的一

个“3-3-1”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ISC）来掌控新加坡“内部安全事

务”注五，英国人乐于做个顺水人情给

林有福，让他取得所谓“全面自治”

（Full	self-government）的谈判成

果。1958年5月林有福率团重返伦敦

审议并确定第二次谈判的成果，这

包括成立新加坡自治邦，除外交、国

防交英国人掌控，其他内部事务则

交给新加坡，成立一个拥有51个民

选议员的立法议会，政府由议会多数

党组成，并以一个马来亚人（Malayan

当时的用语，其实就是当地人）取代

总督出任邦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不过这次的谈判却塞进了

一条尾巴，即禁止确认为“颠覆分子”

的政治犯参与来届大选，新加坡代表

惺惺作态表示“知悉并遗憾”（took	

note	with	regret），这个条款最后虽然

从宪法中删除，不过另以枢密院颁令

（Order-in-Council）的形式保留下

来，显然的这是一项“排左”条款。

这次的“独立谈判”虽然让新加

坡取得自治邦的地位，不过正如马绍

尔所说的这只不过是一个“三苏古”

（tiga	suku，意为不完整）的自治，

因此双方议定四年后（也就是1963

年）再重新审定，因此就有上述的六

大工运领袖发表要在1963年“争取

全面自治”的声明，李光耀在这个时

间点提出“通过合并取得独立”来化

解重启“争取全面自治”谈判的压力

显然是一个高招。

7月15日以争取新加坡独立和释

放全部政治犯作为竞选诉求，工人

党（Workers’	Party）候选人马绍尔

击败行动党候选人取得胜利。行动

党的再次失利，导致它进一步的分

裂。1961年7月21日李光耀在立法议

会提出动议，要求行动党议员“公开

表明立场”，13位行动党议员弃权，

他们过后和22个支部领导人被开除

出党。9月17日这些被开除的党员成

立了以林清祥为秘书长、李绍祖为主

席的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

lis），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行

动党这时在立法议会的议席降到只

保持一席的多数。

东姑同意推动大马计划

至此，新加坡行动党政府已处于

风雨飘摇的境地，行动党比谁都更

迫切需要通过合并来解困。其实，早

在4月行动党在芳林补选失利后，李

光耀、吴庆瑞和马来亚联合邦的东

姑、敦•拉查（Tun	Abdul	Razak）、

敦•伊士迈（Tun	Ismail）已经举行过

两次秘密会议，商讨合并的可能性，

为了争取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同意合

并，新加坡甚至献议组成松懈的邦联

（confederation）形式。注六

东姑向来视新加坡为“问题儿

童”（problem	child），他比谁都不

乐意接受新加坡这个“问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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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新加坡

高比率的华人人口，会改变马来亚的

人口结构，使华人总数超越马来人，

另一个原因就是殖民地时代华人普

遍存有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东姑

深为畏忌的。

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多年后，

东姑回忆李光耀在当年死缠烂打要

他同意合并时这么说：“他在我的客

厅、我的餐桌前、甚至我的睡房，不管

早晨、中午还是夜晚，直到我答应‘合

并’才让我去睡。”注七李光耀向东姑

直陈行动党的困境，并警告新加坡若

落入“共产党人”手里将对马来亚将构

成威胁，东姑当然不是因为李光耀的

纠缠，也不是为了挽救李光耀而赞成

合并，主要的是他不想见到新加坡

成为东南亚的古巴，这点在他1961

年10月27日在柔佛的讲话中就清楚

表达：“英国人很可能在1963年给予

新加坡一个让它独立的宪法，那时一

些像中国、苏联、南斯拉夫以及其他

共产阵营的国家将在新加坡设立大

使馆，马来亚将在自家的门口面对共

产党的威胁，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使

用各种手段摧毁这个国家并建立一个

共产政府”注八。东姑这种充满冷战思

维的想法，今天读起来感觉怪怪的，

不过在当年冷战炙热的时空下具有

这种看法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我

们也不能否定背后英国人那只手的

作用，英国人提出让北婆三洲一起加

入成立“大马”（Greater	Malaysia），

这无疑地对东姑极具吸引力，一方面

可冲淡高比率的新加坡华人人口，另

一方面这三个地区的石油和森林资源

是他所垂涎的。

1961年6月9日行动党主席杜进

才马上配合宣布“东姑建议的联合

邦和新加坡进一步的政治结盟也是

行动党的政策”。7月英联邦议会协

会马婆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

上，建议成立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

员会以便研究以及推动马来西亚成

立的计划。

马来西亚的计划从构想到浮出台

面采取的是暗箱作业的方式，公布后

引起各地区人民的反弹，新加坡各反

对党包括社会主义阵线、马绍尔的工

人党、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人民党

以及马来亚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

沙捞越的人民联合党和文莱的人民

党都纷纷表示反对，虽然大家反对的

原因或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

马来西亚计划公开露出台面，也

引起本地区两个邻国的反对，一个

是对北婆罗洲有声索主权要求的菲

律宾，另一个就是梦想组织“大印

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印

尼。诚然，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基于共

同民族、共同历史传统而组成的民

族国家，而是融合不同利益、不同政

治需求的人为共同体，当然其中还牵

涉到地缘政治和冷战战略的考量，引

起有关地区和邻国的猜疑是不能避免

的。新加坡和北婆三州的人民是否接

受“合并”？在什么条件下他们可以

接受？“合并”的理由是什么？有关

地区的政治人物纷纷提出各种反对

或赞成的意见，莫衷一是，今天我们

或许可以从一些的解密文件中找到	

答案。

解决新加坡问题成为议程

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在1961年

9月16日致英国殖民地大臣伊安•麦

克劳德（Iain	Macleod）的电文中对

于马来西亚成立的必要和急迫性说

得很清楚：“我相信‘大马来西亚’将

会是保持本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

素，并且符合英国和英联邦的长远利	

益”，“除非大马来西亚计划能够很

快达至成功，不然我们将面对很大的

风险”，“在这几个月内（大马计划）	

东姑向来视新加坡为“问题儿童”（problem child），他比谁都不
乐意接受新加坡这个“问题儿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新加
坡高比率的华人人口，会改变马来亚的人口结构，使华人总数超越
马来人，另一个原因就是殖民地时代华人普遍存有民族主义思想，
这也是东姑深为畏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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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取得快速进展，新加坡政府

几乎可以肯定一定倒台”。注九

英国殖民地大臣在1961年9月24

日致沙捞越总督的电文中也这么表

示：“假如李光耀被迫在合并之前举

行大选，社会主义阵线几乎可以肯定

将以显著的多数票执政，合并谈判是

否能继续这就很难说，这样我们在新

加坡的地位将会逐步削弱，尽管这过

程是缓慢的。搁置宪法不能解决政治

局势（问题），虽然为了维持法律和

秩序我们不得已会这么做。合并成

功将会大幅度减低社会主义阵线造

成破坏的冲击力，局势也不至于令人

过度不安”。注十

合并白皮书的提出

为了扫平阻碍“合并”进程的反

对力量，李光耀作了一系列12讲的电

台广播，这就是引起广泛关注的《为

合并而斗争》，其中虚虚实实不足为

外人所知，不过其中如侦探故事的

情节切实吸引了无数听众。在这系列

广播中，许多政治对手都被指控为共

产党或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为后来展

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埋下伏笔，也是	

“共产党原罪论”的肇始。

由于是新加坡有求于人，马来亚

联合邦政府一开始就为“马来西亚”

计划划定了框框，其中包括除了国

防、外交和内部治安之外允许新加坡

保留劳工、教育等自治权，作为交换，

新加坡在中央政府的国会中只能分得

较少的国会议席配额，而不是按照其

他各州办法以人口比率分配；更苛刻

的是新加坡公民不能享有联合邦公民

的权利和地位。这些条件都必须接受

而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东姑甚至

这么说：“必须记住，甚至一个逗号都

不能成为讨论的课题”注十一。

害怕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结果

发生变卦，让煮熟的鸭子飞走，李光

耀希望把双方谈好的合并协议以白

皮书的形式发布，更主要的是他想

以白皮书作为成果，让他的“通过合

并取得独立”的主张在立法议会表

决通过，以彰显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白皮书在呈予联合邦政府审阅时，却

迟迟不能得到同意，联合邦政府觉得

白皮书表达的内容主要是新加坡单方

面的意见，他们没有义务帮忙背书。

经过几轮协商，联合邦政府最后

同意一份大量削减细节，只以概括性

语言说明的白皮书，其中除上述的新

加坡保留劳工、教育等自治权、新加

坡在联邦国会的代表配额、公民权等

问题外，也述及财政、司法、州元首委

任、回教、立法和公务员制度等，从发

表的内容来看，允许新加坡着墨的地

方不多，大部分权力将掌控在中央

政府手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合

并而斗争》里强调的“合并是不可避

免”的其中一个重要论据，也就是两

地更加紧密合作的经济关系却刻意

模糊，显然地联合邦政府不想在建

立共同市场问题上让步。

真合并和假合并

1961年11月20日李光耀在立法议

会动议讨论接纳“新加坡与联合邦合

并白皮书”，作为今后两地合并的谈

判基础。作为新加坡最大反对党的

社阵把这个“合并”斥为“假合并”，

并提出	“以和槟城同样的地位加入，

成为新联合邦的第12州，并享有同其

他各州一样的公民的地位和权利”；

或者“新加坡保持内部完全自治，只

把外交与国防事务交予联合邦政府

管辖，以邦联的形式组成新政体”，

社阵以这两个替代方案反击。马绍尔

的工人党则提出“新加坡完全独立”

的主张，并希望得到社阵的支持，但

是社阵囿于政治立场始终没有回应，

让马绍尔感到很失望。

这里分析一下当年社阵为什么没

响应工人党提出的“新加坡完全独

立”的主张，而是另外提出上述的替

代方案的原因。新加坡自1946年在	

“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计

划下从海峡殖民地分割出来，成为单

一的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从此走向自

己的宪制道路。“马来亚联邦”计划

由于受到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马来上

层贵族的反对，经过短暂实施后半

途夭折，英国这回采取与马来上层贵

族合作，抛出另一个“马来亚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宪法取而代

之，其实这是一部独尊马来民族，把

其他民族利益排除在外的宪法。新、

马两地在绝然不同的宪制环境底下

距离越来越大，不过，由于拥有共同

的殖民地经历和相近的地理位置，

新、马两地的人民，特别是左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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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向来把两地视为一个命运共同

体，建立了“马来亚”的国家想象，

鼓吹“马来亚意识”，人民行动党在

1959年的大选就是以此做为主要竞

选纲领，社阵在成立后也以“争取一

个真正独立、统一、民主的马来亚”

作为政治纲领之一。在当年“马来亚

意识”高炽的气氛下，社阵不支持马

绍尔的主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国两民：公民权课题的交锋

白皮书刻意要模糊的两大课题，

除了上述的经济课题，还有一个就

是公民权课题。在立法议会开始讨

论白皮书的同一天，新加坡的检察总

长（State	Advocate-General）阿末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

针对“国籍”（Nationality）和公民

权（Citizenship）发表他的“法律意

见”：“虽然他同意全马来西亚人民

拥有共同的的国籍和公民权是有必

要的，使用哪一个词在宪法上却没有

什么不同的意义”；“在国际法上使用	

‘国籍’和在国内法上使用‘公民权’

是被允许的（作法）”。新加坡政府同

一天随即发表解释声明说：“检察总

长表达的意见是从非法律语言的角

度来说明‘国籍’和‘公民权’具有同

等的意义”。

升斗小民很难理解“国籍”和“公	

民权”在法律意义上究竟有何差别，

不过，白皮书分别使用“联合邦公

民”和“新加坡公民”这两个词，却

让人看出其中的猫腻。在协议里新加

坡公民虽然和联合邦公民将成为新联

邦的国民（National），在国际上受到

外交的保护和国民的待遇的确没有差

别；不过在国内，新加坡公民不能自

动转换成联合邦公民，也不享有联合

邦公民的地位和权利，在工作、移民

和参政方面受到诸多限制。社阵很快

地发现了“公民权”这个课题的要害，

主席李绍祖开始在这个课题上发难，

宣称“总理能给我们只是一本马来西

亚护照而已，其他的却不能作到”，	

“在新联邦里新加坡公民将会被歧

视而沦为二等公民”。

行动党反击称“如果采用联合邦

公民权法令，会有超过半数的新加坡

公民将会失掉公民权资格”，“新加

坡为了保持部分内部自治权，必须以

此作为交换”。其实，社阵指出的只

是新加坡公民参与中央政治的权利的

失去，但是却没有看联合邦宪法规定

的马来人特权这一事实，联合邦公民

权并不能保障华、印公民在升学、就

业、语言方面的方便，反而造成诸多

限制，这也是新加坡华人担心的事。

但是，当东姑提出给予北婆三州部

分内部自治权外，同时让它们享有联

合邦公民的权利，行动党显得很难自

圆其说。行动党看出“公民权”课题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软肋，必须有更好

的办法来补救。李光耀开始向东姑和

敦拉查游说，说明这关系到行动党的

存亡以及马来西亚的成败，并希望英

国政府协助，以便在公民权课题不会

失分。1962年7月30日马来西亚代表

团在伦敦宣布“新加坡公民在合并之

后将被称为‘联合邦公民（新加坡）’

（Federation	Citizen	(Singapore)），

并享有除了投票权和新加坡保留的自

治权之外的马来西亚公民的权利”。

这个宣布似乎联合邦政府同意

给予新加坡公民同等于联合邦公民

的地位，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施行的

是“一国两民”，在一个相同的国籍

下有两种不同的公民权：一种在新加

坡行使；另一种在联合邦其他地区行

使。8月14日李光耀马上在电台踌躇

满志地宣称：“我的工作是为我的人

民争取他们所要的，他们要公民权，

我就为他们取得公民权”。事实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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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他所说的？一份1962年7月10日	

英国驻吉隆坡助理最高专员致英联

邦大臣的电报如是说：“敦拉查说

李光耀在这个周末问他是否愿意给

予新加坡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共

同公民权，也就是采用‘马来西亚联

邦公民（新加坡）’（Federation	of	

Malaysia	Citizen	(Singapore)）这个

字眼。敦拉查断然拒绝这个主意，因

他觉得这不过是耍文字花招（Verbal	

device），人民总之会看穿。敦拉查

进一步说明李光耀没向他施压以便

取得实质性的公民权是因为他清楚

知道很难在这方面取得成果。”注十二

当然，最后联合邦政府还是同意李光

耀的提议，以便帮他在接着举行的公

投（referendum）过关。

一次没给予选择的“公投”

取得联邦政府同意采用“联邦公

民”作为共同的称呼，虽然应用在新

加坡公民的称呼必须加上“新加坡”

字眼，不过，李光耀觉得他已经解决

了困扰多时的“公民权“课题，现在

他必须重拳出击，这就是在1962年9

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当年新马两

地还没使用‘公投’这个词）。

这次所谓的“公投”其实是一种

没给予选择的“公投”（Hobson’s	

choice），它不是像普世采用的以	

“要”或“不要”(Yes	or	No)作为选

项，而是巧妙设计出三个选项：第一

个A项是所谓新加坡的选项，以新

加坡政府白皮书的建议的方式加入

联合邦；第二个B项被说是社阵的选

项，以槟城的模式成为联合邦的一

州；第三个C项则说是新加坡联盟的

建议，以沙巴的模式加入联合邦。不

管“公投”的结果如何，结论只有合

并一途。

“公投”这么设计，李光耀给予

的理由是新加坡没有一个政党反对

合并，而且行动党是以“争取合并”

作为纲领取得大选的胜利，要不要	

“合并”已经不是选项，而是大家一

致同意的意见。当然这样的“公投”

很难得到新加坡反对党的同意，社

阵、工人党、统一党纷纷反对，但是

行动党得到新加坡巫统（UNNO马

来人团结机构）和人民联盟（Sin-

gapore	Alliance）的支持，公投法案

得以通过。面对这样的“公投”，社

阵只好号召选民投空白票以表示抗

议，行动党则在立法议会强行通过公

投法案附加条款予以应对，在这条款

下投空白票被视为接受立法议会通过

的白皮书建议。

公投的结果出炉，A选项得票

71%，投空白票有25%。这在当年普

遍教育程度不高的选民面对这样复

杂的“选项”，又面对空白票也是支持

票这样奇怪逻辑的氛围下，有这样的

结果也不足为奇了，社阵在公投后，

归之于“威胁和欺骗”（threats	and	

tricks）的结果。行动党主席杜进才

多年后接受访问这么说：“只有很少

的人懂得公投的内容，更少人知道沙

巴的模式是怎样，叫他们如何选择？

叫他们如何投票注十三？”建国先驱拉

惹勒南（S	Rajaratnam）也在多年后

表示这是“不民主”的作法。

不管是“威胁和欺骗”还是“不

民主”，“全民投票”到底是过关了。

文莱“叛乱”与印尼对抗

北婆三州与马来亚联合邦隔着南

中国海相距大约1200公里，假如不是

马来西亚计划，这两个地区在历史、

地理、文化甚至民族方面都没多大

渊源，只有文莱人口以马来族为主，

而沙捞越原住民有26种，沙巴原住民

有38种，与联合邦的马来族有明显的

差距，但是东姑视他们为马来人的天

然盟友，为拉拢他们，给予他们联合

邦马来人同等的法定地位。当时三

州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

面的发展都比新马滞后，这个地区只

有创于1956年的文莱人民党（Parti	

Rakyat	Brunei）和成立于1959年的

沙捞越人民联合党（Sarawak	United	

“冷藏行动”可说是《为合并而斗争》的延续，是落实“共产党原
罪论”的行动，它对新加坡后续的政治生态产出巨大的影响，直到今
天仍然难以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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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Party），北婆罗洲则还没

有政党存在，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

一些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在东姑的

支持下在沙捞越和北婆成立纷纷出

现，不过，这也给当地人民带来政治

上的启蒙。

一开始，北婆三州的人民对马来

西亚计划并不欢迎，他们觉得这只不

过是把统治权从英国人手里转到联合

邦的马来人手里罢了，特别是文莱人

民党和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更是公然反

对，他们主张三州先行独立组成“北	

加里曼丹”（Kalimantan	Utara），再

考虑是否加入马来西亚。文莱人民

党的领袖阿扎哈里（A	M	Azahari）

是很有领袖魅力的人，也是一位民族

主义者。1962年文莱在新宪制下成立	

33人的立法会，其中16席为民选，	

17席为官委，1月他被委为官委议员，

在同年8月的选举中，人民党囊括了全

部16席民选议席。人民党在选举中以	

“反对马来西亚”作为竞选诉求，选

举的结果可以视为文莱人民反对马来

西亚的公投。虽然人民党在大选中大

胜，不过却迟迟不被批准成立政府。

1962年12月8日文莱突然发生所

谓的人民党“叛乱”事件，人民党组

织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entera	

Nasional	Kalimantan	Utara）首先在

西里亚油田城诗里亚（Seria）发难，

并蔓延至马拉奕（Belait）、沙捞越的

林梦（Limbang）和拉哇士（Lawas）

等地区。英国从新加坡调派辜加兵

团到文莱，不到几天，“叛乱”就被

平息，人民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文莱人民党“叛乱”的原因众说

纷纭注十四，不过，其造成的影响却十

分巨大，英国殖民地当局以沙捞越左

翼牵涉“叛乱”为由，在沙捞越展开大

规模的逮捕行动，导致一部分沙捞越

左翼组织青年为避免被捕，越境进入

印尼的加里曼丹组织游击队，开始了

沙捞越的武装斗争；一向对加入马来

西亚态度暧昧的文莱苏丹也乘机宣

布不加入；苏卡诺也因英国人和东

姑一直指责印尼是这场“叛乱”的幕

后黑手，在12月15日宣布“对抗马来

西亚”（Konfrontasi），并喊出“粉碎

马来西亚”（Ganyang	Malaysia）的

口号，从此展开长达3年的“对抗”，

一直到1965年印尼发生所谓“930

事件”，这场对抗才告落幕。

新加坡方面觉得“文莱叛乱是

天赐良机，岂容错过”，开始与联合

邦政府密商策划展开大规模的逮捕

行动，以便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扫平

障碍。1963年2月2日超过一百多人

的左翼政党、工会、文化团体的主要

干部在“内部治安法令”下被扣留，

这就是代号“冷藏行动”的“二二大

逮捕”。“冷藏行动”可说是《为合

并而斗争》的延续，是落实“共产党

原罪论”的行动，它对新加坡后续的

政治生态产出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

仍然难以磨灭。

新加坡自行宣布独立和闪电大选

1963年7月9日英国、马来亚联合

邦、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新加坡签署

成立马来西亚的协议，并确定1963

年8月31日为成立日期。但是由于印

度尼西亚与菲律宾要求联合国派出调

查团到北婆罗洲和沙捞越，以确定这

两地的人民是否愿意加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成立日期不得不延后到	

9月16日。

1963年8月31日李光耀不顾东姑

的疑虑和感受，站在政府大厦的台阶

上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把外交和国防的

权力移交给新加坡，并发表尖酸辛辣

的演讲：“是你们人民给我权力宣告

独立，我将等着瞧谁会说‘不’。那

些天真的人认为他们的权力是穿着

礼服的英国王室成员用绑着红丝带

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大会场景（照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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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	Malaysia	Bill,	HL,	Deb	26	July	1963	Vol	252	cc932-79

注二：	Confidential	telegram	(No.	176)	from	U.K.	Commissioner	Singapore	

to	Ian	MacLeo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19	May	

1961),	CO	1030/1149.

注三：	Tan	Tai	Yong,	Creating	Greater	Malaysia: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rger,	Singapore,	ISEAS,	2008,	pp.	23-24.

注四：	CO	10301973,	Nos.	132	&	133,	9	May	1961,	Paper	on	the	Future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ingapore	and	the	Borneo	Territories,	

Memorandum	by	Lee	Kuan	Yew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注五：	内部安全委员会由3位英国代表、3位新加坡政府代表加上一位拥有

决定权的马来亚联合邦代表组成。

注六：	Secret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Australian	Commissioner,	

Singapore	and	Lord	Selkirk,	U.K.	Commissioner-General	 for	

South-east	Asia	(dated		30	May	1961)	NAA	A4539	221/6/2A,	

“[Jakarta]	-	Proposed	merger	of	Malaya,	Singapore,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Brunei	-	The	Grand	Design	(Malaysia)”		pp.	

7-8	(electronic	pp.	254-55).	

注七：	Patrick	Keith,	Ousted!,	Media	Masters,	2005,	Singapore,	P.19

注八：	Unclassified	Telegram	No.Y31/1045

注九：	Secret	Telegram,	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	2013,	p.15

注十：	Secret	Telegram,	No.240,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Governor	Sarawak,	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2013,p.18

注十一：Ghazali	Shafie,	Ghazali	Shafie’s	Memior	on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Selangor,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1988,	p.67

注十二：Secret	Telegram,	N0.427,	From	 the	Acting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Kuala	Lumpu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Relations,	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	

2013,	p.44

注十三：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	Resource	Press	Pte	Ltd,	

1996,	p.81

注十四：前沙捞越政治部主任罗伊•亨利（Roy	Henry）在接受澳洲学者格

雷.波尔格里安（Greg	Poulgrain）访问时承认直接插手文莱叛乱

事件。见Greg	Poulgrain,	The	Genesis	of	Konfrontasi:	Malaysia,	

Brunei	and	Indonesia	1945-1965,	C	Hurst	&	Co.	Ltd,	1998,	

p.263-264.

注十五：Patrick	Keith,	Ousted!,	Media	Masters,	2005,	Singapore,	P.37

注十六：Secret	Telegram,	31/8/1963,	Lina	Soo,	Sarawak:	The	Real	Deal,	

2013,	p.48

的银盘送给他们的，这对马来西亚

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他进一步强

调：“伟人像乔治.华盛顿和列宁并不

是在毕恭毕敬的仪式中接受权力而创

造出他们伟大的国家。”注十五

李光耀的演讲无疑是自行宣告新

加坡独立，这对东姑来说是一颗震撼

弹，他急忙寻求英国的说法，英国殖

民地大臣在答复时强调三点事实：	

“1）在英国主权下的地区获得独立

必须得到西敏寺国会立法批准；2）在	

英国的马来西亚法案（将在9月16日

实施）下英国把新加坡、沙巴和沙捞

越的主权移交给马来西亚联邦，但

不允许这些地区单独独立；3）新加

坡总理宣布英国已经移交给新加坡

政府那些属于联邦（政府）的权力	

（包括外交与国防）在法律上是无效

的。”注十六

当大家还在议论和猜测李光耀的

高姿态演说的动机时，三天后新加坡

政府宣布举行闪电大选，投票日期定

在9月21日，也就是马来西亚成立之

后的第五天，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

这场演说是为大选准备的前奏。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政府按照

东姑的承诺比吉隆坡先行一天在政

府大厦广场举行马来西亚成立庆典，

马来西亚终于宣告成立。对行动党和

李光耀个人来说，这时刻已经从四面

楚歌脱困，有似“轻舟已过万重山”。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怡
和
茶
座

YIHE SHIJI Issue 29 	139

怡
和
史
话

我要的东西在你家

2015年是日本投降70周年，那么，日本人

是从几时开始想要夺取东南亚的呢？一些研

究日本现代史“南进论”的学者说，那是在九

一八事变之后的1930年代。什么是“南进论”

呢？“南进”就是“日本应该向南洋进出”，	

“论”就是“主张”。

那么，什么是“进出”呢？

日文解释为“在新的领域扩大或实现自

己的势力”。然而，当这个词被用在别人的国

土上时，就是我们的“侵略”也！日本的历史

重温二战历史

 图1

［编者按：林少彬在新加坡完成中学教育后，于1980年负笈日本，攻读理工科，五年完成

学业。为履行奖学金条件，在日本的相关公司工作五年。回新后继续留在日资公司，现为新

加坡某日资公司电脑部副总。有感于日本军国主义对马来亚的侵略暴行，过去35年，他利

用课余和业余时间，心无旁骛，发掘，收集、整理二战日本侵略史料。本期刊出史料中的新

马部分，以饗读者。］

教科书上，就是用这个词，来介绍他们干

过的“中国进出”，“东南亚进出”⋯⋯！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张宽1070mm,高

792mm的大地图！（图1）

地图，比起今天常见的A0纸张稍微小

了一环左右。

地图全名是《位于南洋的日本人种植企

业的现在势力图》。

所画的是在台湾以南的东南亚地区各

国的日本人经营的树胶园（小红点），和用

╱	文		:  林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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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点代表的椰子麻咖啡茶等其他

种植园地的地点。

接近地图中央位置的马来半岛，

满身的红点（日本人的胶园），非常抢

眼，并且在左下角再加上一张英属马

来亚的放大插图，明显地告诉读者，

马来亚是这张地图的焦点！

那么，这张地图有什么特点呢？

普通的地图，比如，今天我们常

用的谷歌地图，只会告诉我们“在那

里？有什么？”

举个例子：在吉隆坡惹兰苏丹，

有几间大酒店？

这张“势力图”传递许许多多其

他的讯息：

第一，目前日本人手上有多少树

胶园？

图2显示了在1928年的时候，日

本人的胶园主要分布于英属马来半

岛。

第二，“别人”的手里有多少树

胶呢？

日方在1927年所作的统计调查

结果，并且把日本和英美荷法各国的

胶园总面积（右侧，青色）及总投资额

（左侧，红色）并排对比。显示了日本

只有英国的十分之一。换言之，“大多

数在别人手里！”。（图3）

第三，当时的主要强国（英美德

法，加拿大，日本）各自消耗使用了

多少树胶呢？

这是根据日方在1928年所收集

到的统计数字，显示了美国独自占据

了全世界树胶消耗量的65%,	小日本

只不过是美国的十七分之一。

第四，“我家”将来需要多少？

原来，它是由一个刚刚在1929年

6月10日，从“厅”升格为“省”的拓务

省绘制出版的。

该省的首任大臣叫田中义一。田

中曾任陆军大臣，刚刚被迫卸下第

27届内阁总理的职务。他任总理期

间(1927年4月20日-1929年7月2日)

的最恶名昭彰的事件就是“皇姑屯

事件”。(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

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陆军军

人出身的他，因为要包庇干案者的真

实身份，而被迫下台。

日本的拓务省是干什么用的呢？

日本的所谓“拓务”就是指开拓

和管理殖民地事务。

图4和图5可以说是这张势力图的

心脏要害！

它把过去7年之间（1922年到

1928年）的，日本的树胶生产量和

消耗量排列对比，突显了日资胶园的

生产量远远追不上实际消耗需求量

的事实。

并且，更重要的是大胆地预测了

今后7年的逐年生产量及其消耗量！

显示在3年后的1931年（即九一八之

年），消耗量将会是1928年的1.5倍，

而在7年后的1935年，消耗量将会是

目前的整整两倍!

这张这么具有针对性和中长期战

略性的地图是谁画的呢？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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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拥有哪些殖民地呢？

当时的“大日本帝国”手上有过去

几十年来，跟周边邻国的战争中，夺

来的台湾，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俄

国的库页岛南部，和从一战的德国那

儿拿过来的太平洋岛国等等。

然而，这张东南亚地图所画的地

区，恰好全都是在她手中的管辖地

以外的地方！

它的扩张野心，显而易见也！

从1929年开始，就对东南亚“有

意”的日本，一直到他们发动太平洋

战争的1941年，在这漫长的12年间，

还做了些什么样的调查呢？

经过长年的探索和收集之后，种

种史料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本人

做了相当完整的“功课”；从政治经

济到军事国防，从地质矿产到气候

洋流，从种族行业到宗教信仰，⋯⋯

可说是“应有尽有”。

这里只挑选几件和星马比较有密

切关系的史料，和大家分享。

有一份由顶尖的官办情报机构	

“东亚研究所”在1942年出版的大

型统计图册，名为《南方地域资源统

计地图》。（图6）

她收集了东南亚各个宗主国（英

美荷法）在1938年发布的资源数据

资讯，花了大约两三年的时间，把数

量统一换算成公制，细心翻译成日

语，再把数字绘制成各种图形，内容

涵盖了几乎所有农产品和矿产品，如

树胶，米，椰子（油），棕油，玉米，

咖啡，还有石油，锡（插图2A），铜，

铁，铅，铝，锰，铬，钨，石炭，等等。

除了有各个产地的产量之外，还有输

往欧美的途径和运载量。

估计这份文件应该在日治时期，

为农园矿场的日军管工提供了很重

要的产量依据，少产了就是你（即，

平民或战俘劳工）偷懒或抗日！产多

了就是老爷的功劳！

还有一本翻译自1926年英文原

著，名为《马来亚地下资源》的书籍。

该书书后付印了一张马来半岛

的地图，日文称之为《马来矿产图》	

(图7)，特别地标记了金矿（黄色）和

锡矿（红色）。虽然这本书一直到了

1944年才印刷出版，但是这张落入了

敌人手里的金矿地图，相信在沦陷之

后已经为日本皇军找到了不少黄金！

1940年7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

在一个电台访谈节目中说出了“大东

亚共荣圈”这个新名词！

那么，他的所谓“共荣圈”里，一

共有多少国家或地区呢？

答案在6个月之后的1941年1月

1日，即日本元旦，清清楚楚的出现

了！

图6

图3 图4 图5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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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一本以普通百姓家庭主

妇为对象的杂志《家之光辉》里头，

附带了一张七彩印刷的地图：《大

东亚共荣圈地图》！长62.2cm,宽

44.2cm。(图8)

这是我目前找到的出版日期最早

的“大东亚共荣圈地图”。

这张地图提供了四大重要讯息：

第一，“大东亚共荣圈”的“圈内

国”是指：南洋群岛，满洲，中国，菲

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文

莱，印尼。（注释：地图的东端是还没

到达日期更换线的西太平洋，西端是

缅印边界，南端是澳洲的中部沙漠，

北端是苏联的西伯里亚中南部。）

第二，日本当时的假想敌。在这

张地图的右上侧边，附上了5个小插

图。

动战争，如何要求人民提供壮丁的

背景。

这里，请大家看一看这张由日

本陆军省刊印，用来纪念中日战争

第一周年的明信片封套。封套的标

题为：“完成吧圣战！光辉的东亚”	

(图10)

也就是说，在日本，日本政府告

诉它的人民，发兵中国是一场“圣

战”！是为了给东亚的人民带来光辉

的明天！

封套右下角注明“事变一年”，就

是指卢沟桥事变第一周年，即1938年

7月7日也。左侧写着“陆军省”，就是

说明这个纪念明信片的发行者。

由日本陆军省新闻部在昭和16年

（1941年）7月7日出版，书名为《圣战

四年》的封面地图。（图11）

一张横向小插图题为《敌机空袭

日本假想图》（图9），画出了美国会

从菲律宾和夏威夷，英国会从新加

坡，中国会从重庆等地，飞过来空袭

日本本土。这张小插图可以说是今

年日本国会在辩论针对中国的新安

保法案时，安倍所使用的假想敌说明

图的“鼻祖”。

第三，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

后到1939年12月为止的2年又6个月

里头，被日军侵占的沿岸各省，和广

阔的中国各地所拥有的丰富资源。

第四，“支那船舶交通遮断区域

线”。

“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发动的

中日战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先让我向大家介绍，日本

政府是如何向一般日本人民解释发

 图8  图10

 图9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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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所指的就是卢沟桥事变

4周年。

然而，皇军在中国打“圣战”的

书的封面地图，怎么添加了东南亚地

图的呢？

在纪念《圣战四年》的同时，日本

陆军发出什么了讯息呢？

很明显地，日军把在中国的“圣

战”和“大东亚共荣圈”挂上钩了！

时间是1941年7月7日。

虽然在德军侵入波兰之后（1939

年9月1日），英美各国开始对日实施

消息封锁，但是，日军已经在此前掌

握了许多重要数据和情报。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不久，1941

年（昭和16年）12月25日（圣诞节），

香港不幸地沦陷了。我目前一共搜寻

到两张不同的资源地图，而它们的出

版日期都写着“昭和16年12月25日”

！这或许只是单纯的凑巧，但是也很

有可能是“有心人”的杰作。

一张是日本拓殖协会编辑出版的

《南洋矿物资源地图》（图12）

另一张是金铃社出版的《荷属

东印度（即印尼）及法属印支（即越

南）全图》（图13是局部放大了马来

半岛）

很明显的，有一位战争狂热分子，

一边收听当时的NHK电台新闻广播，

一边把日本国旗和炸弹贴纸，按照听

到的地名，一张一张地贴了上去⋯⋯

皇军的谍报活动

日军窥觊列强的殖民地，有美国

的菲律宾，有英国的星马文莱，有荷

兰的印尼，处处都拥有着丰厚的战略

资源。日本为了要抢夺东南亚这块肥

肉，日军间谍又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我找到了日军间谍组织花了不少

人力和时间，编制出来的几十份，用

来攻占主要城镇和城镇内被锁定的

目标建筑物的秘密文件。（图14是星

马城镇的实物）

这套文件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黑白照片手册 –	里头全

是某城镇里，被日军锁定的目标建筑

物。手册封面中央印有某城镇的外语

名字，下面以小字注上片假名。手册

的右上角盖有一个蓝色数字“x”。

第二，黑白城区地图	–	地图上

标示着被锁定目标建筑物的所在位

置，和建筑物的日文翻译名称。地图

背面的某个角落也盖有一个蓝色数

字“x”。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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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文件的两个蓝色数字相同的

话，就正是“一套”也。

这里,让我用英属星马为例，简略

地介绍一下这套文件的使用法：

我一共找到了7个星马城镇的黑

白照片手册，它们是：

城镇名称 蓝色数字

怡保 “1”

马六甲 “2”

槟城 “3”

芙蓉 “4”

新加坡 “5”

吉隆坡 “6”

古晋 “16”

在《马六甲》手册里头，一共有	

4张附上编号的黑白照片和目标建筑

物的日文翻译名称。

在《马六甲》地图里头，一共有

13座建筑物，逐一地被标上了红色

编号及该建筑物的日文翻译名称。	

（图15）

同样，在《吉隆坡》手册里有25

张黑白照片，在《吉隆坡》地图上有

30座建筑物被标上了红色编号及该

建筑物的日文翻译名称。

在《新加坡》手册里有64张黑白

照片，在《新加坡》地图上有83座建

筑物标上了红色编号及该建筑物的

日文翻译名称。

配不成一套的还有：

只找到黑白	
照片手册		

（缺了地图）

只找到地图	
（缺了黑白	
照片手册）

怡保（“1”） 太平（“7”）

古晋（“16”）
杰塞尔顿	

（东马）（“15”）

如果根据我手头上找到的各国文件中

数值最大的蓝色数字来推算的话，我

估计日军间谍一共准备了不少过64座

城镇的“配套”：

殖民地
蓝色数字的
最大数值	=
城镇的总数

星马 16

印尼 37

菲律宾 9

合计 64

从这一大堆的间谍文件里头，我

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觉得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手册”的封面和底页上头

完全没有日本正规出版物里头常有的

出版职责所在人物或组织名称，没有

印刷和出版日期等等。应该是不愿意

让人知道。但是，从整体的规模和统

一的编制来看，一定是一个颇有规

模，有组织有计划的“作业”。那么，	

“他”会是谁呢？

第二，“手册”里的目标建筑物的

黑白照片数量，少于地图上的目标建

筑物总数。也就是说，有些目标建筑

物并没有黑白档案照片，或者说，有

些目标建筑物还来不及拍照和收集，

这份“工作”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比如说，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

兰之后，盟军开始封锁资讯），或者

是，还来不及“完成作业”，日军就

开战了！

第三，“手册”里的目标建筑物的

黑白档案照片，主要来自两个源头，

一个是殖民地所发行的明信片，或

报刊杂志上的照片；另外一个就是派

出间谍到目标建筑附近“偷拍”，而因

为是鬼鬼祟祟去拍的，所以有的太倾

斜，有的太侧边，毫无美感。因为，日

军要的是“辨识一座建筑物”，不是	

“观光纪念”！

 图14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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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一套的手册和地图，是日

军攻破我们的城门之后，分派给个别

小队，分手去占领目标建筑物时的工

具书-而且是用完就丢，所谓“只用一

次”的工具！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每一间不

同的建筑物里，有不同周遭的大人

小孩，各种行业的机器设备，私人或

公家的钱财⋯⋯发生了多少悲惨的

故事啊！

无论如何，这一大批的日军间谍

史料，留给我们东南亚人民和我们的

下一代，很多很有用的教训！

英军不堪一击

大英和她的殖民地的史书里，都

有明确地记载：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亚

的哥打巴鲁。

1941年12月10日，日军在彭亨岸

外击沉大英舰队。（注意：从此日之

后，负责保卫星马的英国陆军，失去

了空军和海军的保护，“孤军”作战）

1942年1月31日，新山沦陷，整个

马来半岛落入日军手中。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英军投

降。

在短短的69天里，皇军打倒了大

英帝国-第三个被日本人打败的白

人帝国。

英国现代历史学者都说，他们不

知道日本会从北面攻下来，大炮都对

准了南方⋯⋯

可是，我手头上有两张一套的地

图，称为《马来半岛及新加坡苏门答

腊要图》（图16），它的彩色封套则告

诉了我们另一个事实。

这个封面，非常清楚地告诉读

者，有一道闪电从大马北方南下，直

击新加坡爆出一个星状大火花！

这是谁出版的呢？

答案是，这是当时日治下的台湾

总督府情报部编印出版的地图！

几时出版的呢？

地图上印有：“昭和16年（即1941

年）11月30日”。

从日本的史料得知两件事情，第

一是日本政府在1941年7月出版的	

《写真周报》里头刊出了一则图文并

茂的报道，说是日军先头部队的“骑

脚车部队”（日军称之为银轮部队）

已经进驻越南西贡，训练骑脚车作

战，准备奔驰于热带的胶林山地之

中。第二是经过了4个月的准备之后，

日军在11月5日获得天皇同意向英美

开战的“旨意”。

那么，远在台湾的总督府情报部

门，是几时得知皇军要从北向南进

攻的呢？

我个人的估计，应该是在7月前后

左右。因为台湾总督府是日军进攻南

洋的桥头堡，所以不会在隔离太久才

获知日军的战略部署。

大概是过了一两个月后的9月吧？

台情报部才开始请美工设计这个地图

封套，再转交印刷单位印制，并且完

成在11月底上架的准备工作。

 图18 图17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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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的上述推算是正确的话，

大约在10月左右，台湾岛内跟总督

府情报部有密切来往的出版印刷业

者，少说也会有10个人得知这个“天

机”了吧！！

可惜呀！咱们的英女皇身旁的

007当时还没出世，要不然的话，只

要他跑到台湾去走一趟，英军的历史

就可以不必背着那最丢脸的一页啦！

那么，英军败得有多丢脸呢？

让我们借用一位来马侵略我们的

皇军家书，看看他是如何描述的吧。

首先，让我简单地介绍日军的军

事邮件的四大“特征”。

日军每周提供免费的军事明信片

的收集和派发。因为是免费的，所以

明信片上没有邮票。

同时，日军为了保密，不让人们知

道发信人的所在地和日期，因此也不

盖邮戳。

每封寄出去的明信片都会被所属

单位的检阅军官检阅，然后盖上“检

阅济”（意思是：检阅完了，合格）及

检阅军官姓氏的印章。

信中不允许书写会暴露出自己部

队的所在地名和时日的文字。

故此，既无邮票又无邮戳的日军

军邮不为集邮者青睐，视同旧书报

之类。加上内容全是日文，外国人更

加无从下手。

这封“家信”，是隶属于马来派

遣马来军政监部的士兵寄出的（图

17）。

他信中有两句话，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情报（图18）。

第一句是：“一日飞跑200哩”→	

所说的是日军在哥打峇鲁成功抢滩

登陆之后，英军兵败如山倒，势如

破竹的日军一天能够进军200哩！

当然“200哩”是太夸张的形容，最

多可能是百多哩吧？但是英军溃败

的速度的确是非比寻常的！多丢脸	

啊！

第二句是：“击沉了有名的敌舰”	

→所说的就是在1941年12月10日，

即日军开战第3天，在马来亚彭亨州	

岸外，大英舰队被日军击沉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封家书是

在1941年12月10日后不久，从马来半

岛北部战场上发出来的。

（而且很有可能是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的第一批日军军邮之一。）

沦陷后

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元旦）

下午5点钟，英军投降了。

这是一张著名的美军新闻照片，

显示一群英军官兵在福特汽车厂空

地前向日军投降（图19）。

几乎在同一时刻，在日本帝国的

首都，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率领众大

臣三呼万岁！（图20）

第二天的早上，世界各国的大报，

是如何报道的呢？

请看看举白旗投降的英国《每日

邮报》（左侧）和她的盟友美国《纽

约时代》（右侧），都只用了很小的版

位！（图21）

请看看胜者日本《读卖新闻》	

（中），全版报道！威风满面！

这就是胜者和败者的区别，这就

是殖民地人民的悲哀，这就是星马人

民走入黑暗的第一天！

2月18日，日本政府宣布把新加

坡改名为“昭南岛”。全国上下，大街

小巷以各种形式举办为期一周的祝

贺仪式，到处都可以看到“祝新加坡

沦陷”的日文布条。

而在新加坡，同样地从18日起，

惨绝人寰的“肃清”开始了！⋯⋯直

到3月4日，皇军才放下屠刀。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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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华人家庭，就在这段期间，

失去了父亲或儿子，哥哥或弟弟⋯⋯

4月25日，在东京的靖国神社，

隆重举行了“昭和17年春季大祭”，

日皇裕仁和日相东条英机也率领众

大臣亲临参拜。这是一场非常盛大

的拜祭战死“军神”的典礼，因为日

本陆军省和海军省每年只在靖国神

社举行两次大祭，4月的春季大祭和

10月的秋季大祭，而日本是在1941

年的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因

此1942年4月的春季大祭是日本发

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头一回大祭，主

要对象就是丧命于马来亚，新加坡，

菲律宾和印尼战场上的皇军鬼魂！！

战死官兵的家属遗孀都接获了

死亡通知书和受到邀请出席在靖国

神社举办的春季招魂仪式的函件。

凡是有出席的“军神”遗族还将

获得一本七彩印刷的画册，让遗孀们

能够分享到“军神”的神威！画册名为

《昭和十七年春季大祭纪念靖国之

绘卷》（图22）。

请注意这本画册的封面题字，就

是那个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也！

这位遗族还在封面空白处，加盖

了参拜纪念印章。

什么是“绘卷”呢？

绘卷就是卷了起来的绘画，源自

于中国的古代横幅。

我尝试用数码画像处理软件把原

本被分开印刷成左右两张的图片，拼

凑衔接还原成一幅一幅的横轴，与大

家分享。

请看这幅由日本画坛大师宫本

三朗执笔的横幅，描述的是日军在

42年1月13日轰炸新加坡市区的情景	

（图23）。图画的中部有一架被日军

击中起火燃烧中的英军战机和已经

跳伞逃命的飞行员，等等。

再看看这幅由铃木御水描绘的哥

打峇鲁海滩登陆战，时间是在二战爆

 图20  图22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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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当天12月8日。描绘的是日本皇军

如何在英军机枪的扫射下，英勇地抢

滩登陆的惨烈时刻。（图24）

那么，在二战的年代，不是已经

有了照相机和录影机了吗？

是的！完全正确！

可是，照相机和录影机却少了某

种东西！

请看看这幅1941年12月10日当

天，日军在彭亨州岸外击沉英国海

军舰队那一刹那的黑白新闻照片	

（图25）。摄影师是坐在日本战机

里，从上空往几乎正下方拍摄的，

无论是构图还是时间点，都是上上

之作。

可是，给一般的家庭主妇看，能

看得懂吗？

肯定看不出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现在，请看看画家村上松次

郎的两幅杰作：

两幅画都把观赏者带到和英国

舰队所在的海平面上，时间是刚刚

被日军击中，发生大爆炸的那一刹那	

（图26和27）！多么富有临场感！多么

富有戏剧性啊！

然而，名气较大的中村研一则更

高一筹，选择了回到天上的观赏位

置，挑选了一个正好能看到两艘英军

战舰正在被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大

火焚身的镜头！该画题为《马来岸外

海战》（图28），是一幅宽192.0cm，

高257.5cm的大型油画，目前由东京

国立近代美术馆保管，每隔三四年就

会拿出来展览一次。

这些画像，深深地打动了日本全

国的老百姓，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把

家里的壮丁（丈夫，哥哥，弟弟）送

上战场。

这些画像，深深地留给了遗族

们，光荣无比，为圣战而死的“军

神”形象。

通过政联机构，神社团体，久不

久拿出来“追思怀念”一番，直到今

天⋯⋯

作者为新加坡历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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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锦峰 洪自然 杨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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