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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
文·谭瑞荣

自从《源》推出“先贤后裔”、“异族翘楚”、“梨园点将”及	

“杏坛岁月”这四个栏目以后，我们得到读者的正面反馈和关注。

“先贤后裔”主要追踪的是在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先贤人物，

其子孙后代的近况。本刊的特约记者莫美颜，原本就是一位资深

记者。在她的笔下，我们不但能够知晓先贤人物的生平轶事、还

能够了解其后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可谓从历史的纵深看到

今日变迁，在斗转星移和沧海桑田间彰显生命的轨迹。这样的视

觉，这样的笔法，能够引起读者关注，可说是在情理之中。

“异族翘楚”则是读者关注的另一焦点。新加坡有四大种族，

我们的身边不单有华族同胞，还有马来族、印度族、欧亚族同胞。

他们虽然近在咫尺，但有关他们的事迹和贡献我们未必知晓。本

刊的另一位特约记者吴明珠，也是一位资深记者，且双语皆精。

借着她在中英之间游刃有余的笔尖，为我们勾勒出友族同胞的精

彩表现，从而能让我们对彼此加深了解，达成不同种族间的默契

与协作，为同一个家园、同一个梦想而共同打拼。

本地的戏曲史及戏曲艺人鲜少有学者去观照和研究！这可是

本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有着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梨园点

将”的出发点，就是要以介绍戏曲界的“名将”为契机，记录、

疏理和观照本地戏曲的发展史，以弥补这个领域的空白。蔡曙鹏

博士不愧为这方面的“帅才”，由他来“点将”，笔下记录的人

物不但有故事，还有确切的背景、环境、年代、事件。该系列文

章轻松中不失严谨，为文本增添了学术气息，不失为研究本地戏

曲史的好素材。

有读者跟我说，没想到在《源》杂志上还能读到尤今的文

章。是的，尤今不仅是本地的名作家，在国外的知名度也相当高。	

“杏坛岁月”是呈现尤今教育心得的专栏，喜欢阅读尤今作品的读

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在优雅的文字中读出其有关教育的经历

和理念。一段叙述、一些往事，往往会深入浅出地道出作者的观

点和看法，让您时而欢悦、时而惆怅、时而警醒、时而深思⋯⋯

本期的各个栏目，一如既往地为您展示多元的本土文

化：“翻阅历史”疏理了新加坡的货币历史；“旧貌新颜”继续

带您游走岛国、穿梭时空；“城市生活”让您了解在城市一隅的

薝蔔院不平常的“朋友圈”；“狮城风景线”则为您介绍音乐人

兼专栏作家黄宏墨的赤子情怀⋯⋯

本刊所载之全部编辑内容为《源》杂志版权所有，未经同意，任何复制及任何形式之抄袭均属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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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货币演变杂谈

国家博物馆展示曾在本地流通的唐宋钱币

人
类在经过原始的物物交换

阶段之后，便逐步发展形

成了钱币文化。所谓“钱

币文化”基本上指人类意识形态的一

种体现，包括钱币本身的制作、形

式、媒体、图案设计等。钱币是买方

和卖方交易的一种媒介，人们用它来

购买货品或服务。它亦是衡量财富

的工具，是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

素之一。

西方的钱币文化诞生于小亚西

亚的吕底亚。吕底亚人是我们所知当

中第一个铸造、使用金币和银币的民

族，是他们促进了西方货币历史的

发展。至于东方的钱币文化则起源于

中国，在经过贝、布、刀、圜等形态

后，到公元前3世纪固定为铜铸币，

并逐渐向周边地区传播，形成了东方

钱币文化体系。以上两种大体系的钱

币文化，不仅在各自相关范畴的国家

和地区之间交涉互融，彼此之间也相

互交流、相互启迪。

在此背景下的新加坡，由于地理

位置恰好处于两种文化交汇处，自然

地造就了彻头彻尾的多元货币文化。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把这个不起眼

的渔村小岛发展为一个贸易繁荣的港

口。那么，追根溯源，从以物易物的

部落到今日世界著名的金融国之一，

我们的货币又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呢？

众所周知，早在欧洲人来到马来

亚之前，就有中国人为了贸易、避难

或寻找热带的珍奇物产，离开故土向

西方和南方迁移，这种迁移当然也把

中国的物品等带到海外。1827年，

有人从新加坡古代马来人的废墟遗迹

中挖掘出了几枚中国古钱，而国家博

物馆展厅里也有展示曾在本地流通的

唐宋钱币。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和东南

亚群岛间很早就有了各种来往。而19

世纪初叶英国人到此开埠设立贸易站

时，带来的则是西班牙银，英国人最

初抵达新加坡，与当地的马来统治者

签订“友好联盟条约”，而后又将新

加坡占据成英国殖民地，前后两次用

的都是西班牙银。

我们知道在16世纪至19世纪这

一段时间内，欧洲有许多国家都在积

极地向外发展拓殖，如葡萄牙、西班

牙、荷兰、英国等，并且在海外建立

了不少殖民地，全球贸易因此迅速发

展，这些国家使用的银币也成了当时

商业贸易的重要媒介，特别是西班牙

银币，由于当时西班牙的属领墨西哥

和秘鲁有着丰富的银矿，西班牙不但

铸造银币供本国使用，还铸造了大量

环球银币流通于各国及其殖民地。16

世纪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也将西班

牙银引进到本地区。由于该币在欧、

美、远东等地广泛流通，18世纪末

发展成为史上第一种国际通货。当时

的新加坡当然也不例外，也流通这

种货币。

1822年，为了抗衡西班牙银元，

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把东印度公司的

印度卢比设定为新加坡的标准货币，

并且付诸实施。《阿都拉传》说， 

莱佛士提议把新加坡的一座山铲平，

利用那里的泥土来填平沼泽地。他最

终雇佣了两三百名华人、马来人和印

度劳工来完成此工作，付给他们的工

资正是印度卢比。

文图·黄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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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举遭到新加坡商人的

抗议，他们认为西班牙银元是本区域

最通行的货币，改用印度卢比必然影

响生意。同时，本地的商人还提出使

用“商用代币”。这种以荷兰东印

度公司发行的荷兰铜币为基础铸造成

的货币在新加坡也确实流通过，从现

存的一些“商用代币”看，有的印有

马来各州府的名字，如雪兰莪州，它

们的流通地区有些比较广，有些则限

于某地。

实际上，18世纪英属东印度公

司殖民时期新加坡的货币十分

繁杂，没有一定的标准通货，

通货的改废也无常，而西班牙

银元因为品位及重量得到了公

认，本地土人乐于通用。只是

其后因交易愈盛，此种银圆渐

显不足，新加坡才出现西班牙

银元与其他通货并存的局面。

1867年，英国政府正式接

管“海峡殖民地”(注：海峡殖

民地是英国在1826年间对新加

坡、槟城和马六甲三个重要港

口的管理建制，当地华人称之为“三

州府”)，并将其划入“英国皇家殖

民地”(Crown Colony)之列，总督驻

守于新加坡，并在同年4月1日将卢比

废止，规定法定货币仅为香港造币厂

制的银圆，以及西班牙、墨西哥、秘

鲁和玻利维亚等地的银圆，包括政府

随时指定的货币在内，除此以外的货

币都不被允许合法流通。这可以看做

殖民政府整理币制的早期举措。

然至1902年银价暴跌，原本值

4仙令2便士的银元贬值为1仙令7便

士，银价两年内一

泻千里。引起骤变

的主要原因是19世

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

金本位制，铸造银币

所需银逐渐减少，而

世界银的生产量却在

持续增加。在银价暴

跌带来的严重财政危

机之下，海峡通货委

员会(Strait Currency 

Committee)经过审

议，终于决定废止

银本位制而采取金

本位制。付诸实施的第一步是铸造殖

民地的特种新银币，废除以往的通

货，如墨西哥元、英贸易圆等等，新

货币体系虽号称“金本位”，实际上

钱币的成色为“银”，制新币的银子

就是市上流通的英洋和墨洋。政府将

它们逐渐收回，再运往印度的造币

厂重铸，如此分批“改头换面”。 

与此同时，政府还实行“货币进出

口法”，禁止旧币的输入和新币的

输出。如此经过一年的时间，新币

几乎完全替代了旧币。这就在1903

形成了海峡新法币体系，这种新法

币就是一般所称的“叻币”(Straits 

dollar)。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明令

规定每枚银币价值为2先令4便士。提

高银币价格的原因，就是让面值高于

实际价值，以防止银币被熔的危险。

在此改革过程中，纸币逐渐成为通货

的主要部分。这种纸币钞面上印有 

“叻 呷 票”，表示发行单位

是叻屿呷政府(即海峡殖民地)。因此

人们都习惯称之为叻币，即使后来这

种纸币改为马来亚和英属婆罗洲发

印度卢比西班牙银

商用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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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们也未改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

占领新加坡，以“日本大帝国政府”

名义发行军用票，由于票面上绘有香

蕉图案，故俗称“香蕉票”或“芭蕉

票”。于是“香蕉票”又成了新加坡

的“法定”流通货币。不过，日军统

治新马期间逼迫华人奉献5000万元 

“奉纳金”时，却不要香蕉票，而

明文规定以海峡币即叻币缴纳。自

己发行的货币自己不要，这似乎有违

常理。  

 其实，香蕉票初期与海峡币并

用，这两种货币，原本一兑一币值相

等，但随后海峡叻币因各种因素而短

缺，币值逐日提高。与此相对，香蕉

票却是日益贬值。香蕉票当初发行

时，均按惯例编有序号，但以后发行

的均未标号，这种以“元”为单位的

军用票，究竟发行了多少，谁也查不

出来，显然，统治者

在滥发香蕉票掠夺财

富。这必然导致其迅速

贬值，时至1944年，一

元海峡币竟可兑换950

元香蕉票。日军盯上

币值稳而有升的叻币也

就不难解释了。一叶知

秋，这也从金融方面显

露了日本统治新加坡的

败象。

当然，1945年8月

日军投降时，军用票也

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

当时正逢华人农历七月

的鬼节，据说有些人干

脆把它作为冥钱烧给逝

者，可谓发挥了其最后

的“价值”。

二 战 结 束 不 久

之 后 ， 新 加 坡 开 始

使 用 马 来 亚 货 币 ，

由“马来亚和英属婆罗

洲”(Malaya and Brit-

ish Borneo)发行，币值很坚挺，由百

分之百的黄金和外国货币做后盾。这

种“马来亚元”一直流通到1967年

才分别为马来西亚零吉、汶莱元和新

加坡新币所取代。 

马来亚早在1959年就成立中央银

行，并打算接管发行货币的工作。而

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后

组成了马来西亚。两年后的1965年，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成为“新

加坡共和国”。因两地经济一直被视

为一体，两国也希望能继续使用同一

种货币。如此，来往于新马之间的交

易商就不需要考虑兑换率的问题，而

且人们一般都已经习惯使用马来亚

元，在各方面来说是有利的。 

但是，新马已经分家，应该由

谁来控制这些资产？新加坡政府希望

由“货币局”发行货币，而马来西亚

政府则希望它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事务

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双方虽然都很

努力，但互不让步，结果谈判破裂。

当两国宣布双方将各自发行货币时，

许多人感到震惊，也有些人感到担

忧。新加坡地小人口少，又没有天然

资源，加上历史上非常依赖马来西亚

的政治、经济。在如此诸多不利条件

下，新加坡被逼独立发行新货币，自

然面临巨大风险。

穷则变，变则通，新加坡政府不

得不建立自己的货币制度，新加坡货

币史也由此掀开了崭新一页。为了发

行新货币，政府成立了一个以财政部

长为首的“货币局”负责统筹实施。

与旧马来亚元一样，新货币每一元价

值0.290299克的黄金，或者相等于2

先令4便士。

1967年6月12日，是具有历史意

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马汶的

货币委员会分家，三国分别发行新

币，与此同时三地政府签署“等值兑

换协议”，即三家货币等值通用。《南

洋商报》当天的报道也告知民众旧钞

仍照常使用，至另行通知为止。作为

第一代的“新加坡元”，新发行的货

币以胡姬花为主题，纸钞面值共有5

种，分别为1000、100、50、10、5

元，至于辅币则是数月后才发行的。

新货币一问世，许多人就涌到银行兑

换，由于旧货币还可以继续沿用，货

币兑换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作为辅币使用的硬币是在英国铸

造的，同年11月运抵新加坡。当时，

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是英国经济病

入膏肓，1967年11月20日新的辅币

上市的第一天，又正逢英国宣布贬低

英镑币值，本地政府不得不发表文告

声明，新加坡新货币不会随英镑的贬

值而缩水，其黄金做后盾的价值不

变，并且将新币和英镑的兑换率从原

来的2先令4便士，调整为2先令8便

士。新币逃过了一“劫”，但是前马

来亚和英属婆罗洲所发行的旧币未能

逃过池鱼之殃，结果是旧币一元折合

马来亚元

由于票面上绘有香蕉图案，故俗称“香蕉票”或“芭蕉票”

印有“叻 呷 票”的纸币——叻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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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币85.71分。 

《新明日报》当日报道的标题

如实反映了这种币值变化带来的“混

乱”，例如：旧币减值首天，市面到

处发生不便现象；小贩及小商人所受

影响最大；市面充满旧硬币，市民购

物大伤脑筋；珍藏旧钞，大叹倒霉；

银行定期存款不受贬值影响；找钱

问题引起争吵；买冰水小贩最感到麻

烦；旧币换新币到处闹别扭等等。报

上还提到20日下午，即使天不作美

下了一场倾盆大雨，也阻挡不了心急

如焚的男女老少去银行兑掉手中的旧

币，人们担心旧币继续贬值，导致坐

落在皇后坊的货币局外多日出现排队

长龙。所幸货币局已有准备，向公众

绝对保证有足够的新货币可供兑换，

才化解了这一场危机。

英镑贬值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的

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经济状况江河日

下，相对而言新币却如日初升。新币

能稳健保值的因素之一，是其外汇储

备金高达2亿余元，而这些储备金政

府已提早转购其他较稳定的货币，如

德国的马克就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

国力倍增，人们对我国的货币充满信

心。但是1973年马来西亚政府决定

终止新马之间等值兑换协议。当时一

般认为新马货币等值兑换的结束，不

会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任何损害，

也不影响新加坡的币值，因为新加坡

元的力量，表现在其高度的储备水平

和具有的黄金价值——每一新加坡元

值0.290299克(gramme)纯黄金。当

货币分家的消息获得证实后，市面上

商家不愿再接受马来亚货币，人们纷

纷换掉手中的马来零吉。从此，新加

坡人全面改用“新币”，新马两地货

币通用的传统也走入了历史。

值得一说的还有，新马两地在

货币发行分道扬镳后，新加坡决定维

持货币局的原有制度来发行货币，其

特点是每个货币单位的发行，都必须

要有百分百的外汇储备。这一制度

提高了新加坡货币的可信度，促进了

外国投资以及本地银行和金融业务的

发展。几十年来我们的钞票从“胡姬

花”图案系列，到“飞禽”、“船”，

再到时下的“总统肖像”系列，货币

面值一直十分稳定，国际信用很高。

直到今天，货币局发行货币仍然

是确保货币有百分百的黄金和外汇储

备作为后盾，而金融管理局则密切监

督兑换率的变化。新加坡健全的经济

政策，加上稳定的政治局势，造就了

今日的经济辉煌。人们对我国的货币

更是充满信心，新币得以在整个东南

亚通行无阻便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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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碑文中的新加坡华社领袖

一

厦 门 市 海 沧 区 ， 历 史 上 又 称

为“海澄三都”，是中国华南著名的

侨乡之一。以保生大帝为主祀神明的

青礁慈济宫，就坐落在海沧。该宫庙

历史悠久，是分布在闽南、港台、东

南亚华人社会等众多崇祀保生大帝庙

宇的祖宫。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为适应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增进大陆

台湾历史文化血脉联系等的新时代需

求，原本属于民间信仰的保生大帝崇

拜，被推升至保生慈济文化之层面，

更使这座宫庙声名远播，闻名中外。

自2014年以来，笔者多次带领学

生到海沧进行侨乡田野研究，考察青

礁慈济宫。该宫内保存的数个石碑中

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重修慈济

祖宫碑记》(以下简称1896年碑记)引

起笔者关注与兴趣。根据该宫庙内的

其他碑文的记录，青礁慈济宫自南宋

绍兴辛未(1151)建成后，因历代社会

变迁与战乱，曾多次损毁与重修建。

光绪丙申(1896年)又有一次“依旧制

重建”的大工程。1896年碑记正是

为此项修建工程而立，主要内容是记

录为该工程提供捐款者。在该碑记所

记录的捐款者中，既有青礁慈济宫所

在地的三都、闽南一带诸多村落、宗

祠、庙宇、商号、店号等的捐款，亦

有来自香港、金门与南洋的新加坡、

安南、廖内、仰岗(缅甸仰光)等华人

社区所捐之款项。其中来自新加坡的

捐款者约占三都及闽南一带以外捐款

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所捐的款

项，最高为“缘银壹仟两百大员”、

其他则有肆佰、壹佰、伍十、肆十、

乃至十元、三元、一元不等。本文主

要根据这些捐款记录，考察与讨论19

世纪末的新加坡华社与闽帮领袖。

二

1896年碑记中出现的捐款者身

份，大致可分成三类：一类是慈济宫

职员，与新加坡相关的有两位。一位

是19世纪末新加坡华社领袖、英华

义学的创办人颜永成，他“捐缘银

壹仟贰佰大员”。另一位是星洲名仕

邱菽园的父亲邱笃信，他“捐缘银肆

百大员”。邱亦是19世纪末新加坡一

位重要的华社领袖。

另一类是具有清政府官号或出身

头衔的捐款人。1896年碑记中共出现

4位，均与新加坡相关：“例贡生颜应

麟捐英三百 十大元”、“章桂苑钦

加二品衔花翎候选道、驻新坐探、南

北洋委员兼办叻坡等处东赈事务”， 

“捐英壹佰大员”、“吴安和诏安

县钦加四品衔，捐英五十大员”、 

“陈金钟二品衔候选道、驻新加坡、

暹罗总领事，捐英 拾大员”。上述

的颜应麟，又称为颜麟，是新加坡

福建帮坟山麟山 (又名麟记山)之山

主。章桂苑即章芳琳，他即是19世纪

下半叶新华社会著名的慈善家、亦是

跨越各华人帮群的华社领袖。吴安和

即吴寿珍，他是中华商务总会(后改

为中华总商会)第一任总理，也是道

南学堂(后改为道南学校)的创办人之

一。陈金钟亦是19世纪60年代至90

年代新加坡华社的一位重要领袖。根

据柯木林先生主编的《世界福建名人

录：新加坡篇“陈金钟”条》，“前

人将陈金钟与陈嘉庚并列，两者交相

辉映，前后共领导新华与闽帮社会五

十余年”，赞誉甚高。

第三类是个人与商家的捐款。在

1896年碑记中，与新加坡相关的捐

款者均被冠于“实叻”、“叻坡”、“小

文图·曾玲

厦门青礁慈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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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的字样，笔者从中辨认出两处与

19世纪末新加坡华社领袖相关的人物

与商号。一处是“叻坡丰兴号”、捐

银五十大员。“丰兴号”是陈金声的

店号，说明这是以陈金声名义所捐之

款。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

的半个多世纪里，陈金声、陈明水、 

陈若锦祖孙三代是新坡华社与福建

社 群 的 重 要 领 袖 人 物 。 另 一 处 是 

陈杞柏。他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与

陈敬贤之父，本人亦是19世纪末新

加坡华社与闽帮社群的重要领袖之

一。在1896年碑记中，陈杞柏的捐

款包括标明为“叻坡陈杞柏”与“集

美陈杞柏”之两处，金额均为“ 拾

大员”。

三

1896年碑记中有关19世纪末新

加坡华社领袖的捐款记录，不仅映证

了19世纪新加坡华社领导层由土生华

人与新客移民两个社群领袖组成的基

本形态，亦从另一个祖籍原乡的时空

情境，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与研究

19世纪的新加坡华社领袖，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与资料。

首先，1896年碑记显示，19世

纪末的新加坡华社内部的两大社群领

袖，不仅在移居地携手华人社会的各

项事务，祖籍原乡亦是他们合作的另

一重要社会舞台。

根据1896年碑记，为海沧青礁

慈济宫捐款的新加坡华社领袖中， 

颜永成、陈金钟、陈金声、章芳琳为

海峡侨生；邱笃信、吴安和、陈杞柏

则属新客社群。就祖籍地而言，除 

颜永成、邱笃信、颜应麟的祖籍地为

海澄三都外，章芳琳的祖籍地是长

泰、陈金声祖籍地为永春、吴安和是

诏安人、陈杞柏则来自集美。但这

并不妨碍他们在原乡闽南诸项事务上

展开合作。换言之，关注移居地与祖

籍地，且在这两个社会舞台上进行合

作，是19世纪末新加坡华社内部两大

社群领袖的一个共同特征。

第二，1896年碑记显示19世纪末

新加坡华社领袖的认同形态。

现有的研究已指出，19世纪新

加坡华社内部不同社群领袖间的合

作，与他们来自同一福建方言群有密

切关系。这一点在1896年碑文也得

到映证。然而，1896年碑记却提供

了解这一时期新华领袖认同形态的另

一视角。

在1896年碑记中出现的新加坡

华社领袖，不论土生华人还是新客领

袖，他们多因对新华社会与新加坡市

政、医疗等公共事务做出重大贡献而

受到英殖民政府之封赠如太平局绅

等。而在1896年碑记中，我们并未

看到在捐款人衔头上有来自英殖民政

府封赠的字样，而是写着晚清政府所

封之官衔。这说明他们对在中国所获

身份的重视与强调。

1896年碑记也为我们了解这一

时期新华领袖的捐官情况提供了一些

新资料。例如关于颜应麟，现有资料

对他所知甚少。从1896年碑记得知

他曾向清政府捐出生“例贡生”。再

如吴安和，根据《叻报》，他在1902

与1909捐了知府与道台两官衔。从

1896年碑记，可知他在捐知府与道台

之前还捐了“诏安县钦加四品衔”。

总之，对英殖民政府与晚清中国

政府的双重认同，是19世纪末新加

坡华社与闽帮领袖的另一共同特征。

正是在认同形态上具有这一特征，新

华社会内部的两大社群领袖方可在

移居地与祖籍地的两个社会舞台上携

手合作。

最后，简要谈谈1896年碑记所

提供的有关新加坡华社领袖与祖籍地

关系的另一研究视角与内容。在青礁

慈济宫所保留下来的碑铭中，还有咸

丰甲寅(1854)所立之另一《重修慈济

祖宫碑记》。其中涉及19世纪新加坡

华社领袖捐款人的记录有：“贡生章

三潮捐银 百员”、“陈金声捐银壹

佰元”、“颜应麟捐银四拾八员”、 

“陈金钟捐银三拾肆员”。再看出现

1896年碑记中的新华领袖，章芳琳在

1893年去世、陈金钟于1892年去世，

陈金声则在1864年去世。换言之，

他们在该碑记中所留下的捐款记录，

应为其后代所为。上述状况显示，新

华社会两大社群领袖在祖籍地社会舞

台上的合作，最迟始于19世纪中叶，

且至少延续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1896年青礁慈济祖宫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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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外地朋友访新，我会带他们或建议他们去芽笼

的薝蔔院(广洽纪念馆)看看。它是广洽老和尚

生前的精舍：一幢蓝色琉璃瓦的三层建筑，独

门独院，闹中取静。前院有两株薝蔔树，开花时节，一片

幽香。薝蔔，是梵语音译。有人说是栀子花的一种，也有

人不同意，反正看上去很像栀子花。

广洽老和尚喜爱艺术，乐意和艺术家结缘，生前收

藏了大量的文人书画，体现了僧俗之间高尚的君子之交。

现在纪念馆择日对外开放，这地方，真是一个宝库：印光

大师、弘一法师、丰子恺、齐白石、于右任、徐悲鸿、 

郁达夫、叶圣陶、马一浮、沙孟海、唐云等人的作品应有

尽有。广洽法师所藏又以丰子恺的书画数量为最，可见两

人因缘之深厚。人不可貌相，这话说对了一部分；有时，

人是可以貌相的，譬如丰子恺。丰先生的相貌真是清净雅

致，爱意绵绵，透着谦和与睿智。留须的老先生很多，若

论丰仪，首推丰子恺，丰先生真是世间第一等的美男子。

丰先生的画，有人间气息，有艺术格调，绝对是最上

乘的(他的文章也一样)。第一次看到他那幅《脚踏车》——

长子丰华瞻拿两把蒲扇当脚踏车车轮的画，着实让我感动

了好一阵。一位学佛的艺术家长辈，特别喜欢他的《种瓜

得瓜》：两个孩子合抬一个瓜。丰先生用如此生动的画面

去体现世间法和佛法，令人欢喜赞叹。薝蔔院里，丰先生

的名作当然很多，但我个人偏爱的一张画是《日月楼中日

月长》，上面题词曰：“余闲居沪上日月楼，常与女一

吟、子新枚共事读书译作。写其景，遥寄星岛广洽上人，

用代鱼雁云尔。”落款是：戊戌子恺。戊戌年是1958年，

画面上三人皆穿灰色布衣，围桌读写，气氛祥和，桌子上

一炉袅袅香火烟，更是平添意趣。书香世家子弟就是这么 

“薰”出来的吧？丰子恺有7个子女，小女丰一吟继承父

亲衣钵，善画“丰家样”漫画，为世人所知。他最小的孩

子是丰新枚，也即画面上中间那位。中国传统父母格外疼

爱“老幺”，所谓“最小偏怜”。1938年，新枚在桂林出

生，丰先生一家当时在逃难中，40岁再得一子，也算是流

离生活中的一桩喜事。他经常戏呼新枚是“抗战儿子”。

薝蔔院还展出好几幅国学大师马一浮晚年写给广洽法

师的书法，有些是他患白内障后的“瞑书”，写字以神运

行，已入化境。近日阅读海豚出版社的《子恺书信》，一

共上中下3册，中册200通信札都是致广洽法师一人的，

时间跨度从1937年到1975年，可见两人交情之悠长。我

们从这本书信集里可以知晓广洽法师是如何和马一浮先

生结缘的。

丰先生知道广洽上人钟爱中国书画艺术，有心帮助介

绍一些名家给他。1960年12月5日，他给法师的信里第一广洽纪念馆

广
洽
法
师
、
丰
子
恺
及
马
一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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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到马一浮大名：“杭州马一浮老

居士，想法师亦知其名。彼乃弘公之

老友，弘公出家，曾受马居士接引。

此老深通内典及儒道。年近八十，健

在杭州，惜两眼患白内障，不复能写

字(弟当物色彼过去所写者，日后寄

奉)。”接下来几年的书信，马一浮的

名字时常出现。一个多月后，即1961

年1月30日，丰子恺在信里写道：“马

一浮居士眼疾，闻已好转，开春天

暖，即可写字，届时弟当带求书法寄

奉。”果然，当年3月，马一浮写了

书法，托丰子恺转交法师。法师收到

墨宝，甚为欣喜，发心按月“以钵资

供养马一浮老居士”。当时马的弟子

刘公纯居士代为打理马老的对外事

务，他对老师极为孝敬和忠诚，瞒着

马老希望广洽法师寄些“阿卜斗”即

多种维生素来，云“服之于白内障有

效”。丰的信里也多次提到，广洽法

师给马一浮寄白内障眼药水。刘公纯

还私下和丰子恺商量，请法师出资在

海外印刷马一浮墨宝集。后来马一浮

得知此事，写信给丰子恺断然阻止刊

印书法，足见其对世间名利视若浮

云。在这方面，马一浮确实比丰子恺

境界要高。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

质匮乏，广洽法师一向敬重艺术家，

时常资助丰子恺，书信集里这方面的

内容很多。丰先生子女众多，迫于生

计，世俗情怀难免重了些。马一浮

不同，他21岁丧偶后，没有续弦，

孑然一身，专心读书，他可以做到超

然物外。尽管马先生一再婉拒广洽法

师的好意，但法师还是会寄些财物给

老居士。马致信丰子恺曰：“广洽师

来信欲每月致馈，实非衰朽所敢当，

屡辞未止，甚望仁者因便再为婉辞。

药物也更不需。”马老居士有一句名

言：“和尚是吃十方的，我连和尚的

东西都吃，可以说吃十一方了。”他

这么说，表明心里是不安和愧疚的。

其实，不独广洽法师有此善

举，中国物资困难时期，新加坡学者

郑子瑜和周作人交往密切，也经常给

周作人寄方糖、猪油等。郑子瑜甚至

给周寄过一块手表，周收到后，十分

高兴，致信感谢郑：“国内手表奇缺，

欲买者需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

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

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还

有，同乐餐饮集团创办人周颖南先生

也接济了很多中国作家、画家，对方

所能回报的就是字画和书本。

新加坡龙山寺住持转逢老和尚

示寂后，洽师继任住持。1962年龙

山寺祖堂重修，恰师请马一浮题写对

联。马老非常认真，希望先看看龙山

寺的历史资料再撰。他后来书写的楹

柱是：“遍界重传持，天在山中，大

法应推龙象众；普门亲示现，风行水

上，十方同听海潮音。”如今仍悬在

龙山寺里。

1965年秋天，广洽法师终于去上

海和丰子恺居士会晤。当年8月间，

丰子恺听说恰师决定返国观光，十分

欢喜。“相别十六七年矣，能在沪再

晤，幸何如之！”丰子恺还陪同恰

师去杭州虎跑祭拜弘一法师墓；又去

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老居士，三人合

影纪念。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薝蔔院

里，丰子恺在照片下方题识：“一九

六五年深秋，广洽上人自星洲返国，

偕余同赴杭州谒马一浮先生于西湖之

滨合摄此影留念。”十分幸运，他们

仨能在最后的关头见上一面。第二

年，文革发生，马一浮被红卫兵赶出

蒋庄。1967年，他含冤去世。

最后说一件轶事，广洽法师曾

经向丰子恺推荐过少年时的莫玮玮。

丰子恺1964年1月给法师的信里称赞

道：“莫理光居士之令郎炜炜(笔者

注：应是“玮玮”)所作色彩画，今

日收到。此七岁幼儿，能作此画，确

有美术天才。倘能注意教育，将来定

有造就。弟当遵命择数张加以题字，

以资勉励。”莫玮玮是联合早报前总

编辑莫理光之子，如今已是新加坡知

名建筑师，丰子恺没有看走眼。有丰

先生题字的莫玮玮少作，不知保存

下来否？

(作者为本地作家) 《日月楼中日月长》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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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许多地方都有民间俗名，

为我们提供了回眸的空间。譬

如黄埔(Whampoa)、明地迷亚

(Bendemeer)、文庆(Boon Keng)以及劳明达

街(Lavender Street)一带，潮州和福建人称

为“芒加脚”；广府人称为“十字路”；马

来同胞则称它为Rumah Sakit(医院)。以前说

去芒加脚、十字路或Rumah Sakit，大家可

能在同一地点喜相逢。

上世纪70年代，芒加脚的组屋区开始发

展，如今有整百座组屋。文庆路的新一代组

屋跟私人公寓不遑多让，年轻高收入的新婚

夫妇将屋子当作投资，出手一点都不手软。

通过百多年前绘制的“ 麦卡南地

图”(McCallum map of Singapore 1885)，

我们了解到这个地区的主干公路已经成型，

再结合老人家的记忆，为芒加脚的变化增添

了层次感。

夜香四溢的劳明达街

劳明达街的别名特别多， 福建人

的“菜园内”和“梧槽大公司”，广东人

的“广福庙街”，都是同一条街道。相传

19世纪中叶，劳明达街通车(马车)时，这个

菜园区的农民使用“夜香”施肥，空气中

弥漫着浓浓的异味，因此幽默地以薰衣草

(lavender)的名堂来“以香制香”。

“梧槽大公司”反映了19世纪亦正亦

邪的帮会年代。那个时候，本地华社成立

了多个以公司的名义出现的帮会(俗称私会

党)，通过维护地盘来保障旗下工人的生计。

规模庞大的公司有海山、义兴、松柏、义福

�
芒
加
脚
�
回
眸

“麦卡南地图”(McCallum map of Singapore 1885)

美国第一任领事马里士他庞大的甘蔗园

劳明达街大悲佛教中心地段原为
广福古庙和广福学校，上世纪
80年代拆除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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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时有一名私会党员胆大包天，走

入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

的办公室，手挥利斧砍在“大人”的额

头上。毕麒麟的伤表面上虽然痊愈了，

但破碎的心再也无法愈合，意兴阑珊地

回到苏格兰。

殖民地政府认为一名普通的木匠

蓄意谋杀大人，“必有匪党串合，预

设奸谋”，于是跟帮会正面交锋，立

刻实行禁令，不准许在骑楼囤放货物，

不可以进行酬神祭拜活动等。紧接着通

过新社团法令，关闭所有私会党。义兴

公司的大本营就设在这个以前称为梧槽

(Rochor)的地区。

至于“广福庙街”的来历，源自

香火鼎盛的广福古庙，座落于现在的

大悲佛教中心地段。古庙供奉齐天大

圣为主神，在新加坡是鲜见的。20世

纪初，广福古庙兴办义学，演酬神戏

的戏台就是学生上课的地方，战后建

立了新校舍，培育更多附近的学生。

上世纪80年代，政府征用这个地方，

广福学校跟当时许多民办华校一样，走

入消失的行列。广福古庙内的齐天大圣

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台山梅姓人士捐

赠的铜钟都迁至碧山亭。

十字路的喜怒哀乐

麦卡南地图让我们了解到为何劳

明达街、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

和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交界的

地区称为十字路，那是因为这是整个

梧槽区唯一的十字路口。实龙岗路是

19世纪初规划出来的主干公路，通往

偏远的港脚(后港)。实龙岗可能是一种

当时在梧槽河常见的鸟类，也可能源自

马来语di serang dengan gong(敲锣)。

早期的新加坡遍布着森林山丘，实龙岗

地区也一样，必须敲锣来警戒那些“侵

犯地盘”的老虎蛇蟒。

马里士他路的命名可以追溯到新

加坡跟美国百多年前的交情。马里士

他乃第一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1837-

1852年)。领事这个名衔虽然好听，但

年薪只有100西班牙元，当时新加坡

总督的月薪为美国领事的15倍，法国

和西班牙领事的年薪分别为40倍和50

倍。为了弥补开销，马里士他投资甘

黄埔花园一角
黄埔河畔的组屋和熟食中心就是原来的黄
埔花园(南生花园)

19世纪的平民医院(陈笃生医院)，1911年由广惠肇留医院接管。图中央的
小建筑为使用粪桶的公厕(图片来源：广惠肇留医院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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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规模。

陈笃生在马六甲出生，新加坡开

埠时响应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号召，来到新加坡售卖瓜

果。发迹后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设

立了新加坡第一家为广大民众服务的

慈善医院。

陆佑(原姓黄)则因家境贫寒，自

小就离开广东鹤山的家乡，到新会的

陆姓财主家当童工，改为姓陆。陆佑

13岁就下南洋，先在新加坡当杂货店

员工，后来去了马来亚，凭锡矿和橡

胶发迹。他除了捐巨款协助孙中山革

命之外，亦从事慈善事业，资助新、

马、港的医院和学校。

异族同胞的Rumah Sakit
创院百年的广惠肇留医院(留医

院)的正门大楼屹立在实龙岗路，被列

为受保留的历史建筑，马来同胞称为

Rumah Sakit。留医院内霍然亭四周

的旧楼房就是前陈笃生医院的病房。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族人口急速

增加，殖民地政府通过在华民护卫司

当翻译的何乐如，希望华社设立另一

所医院，照顾自己的族群。何乐如跟

广东人相当熟络，找上广帮领袖黄亚

福、梁敏修等人。这群商人召集了广

惠肇三属人士，联手创办了这所民办

的慈善医院。

1911年，黄亚福签下将前陈笃生

医院院址转让给留医院的文件，土地费

每年1元，租约为99年，有效期至2010

年。黄亚福来自中国台山，逃避内乱来

到新加坡当木匠，后来成为建筑商，成

为新加坡和新山两地的红人。除了留医

院外，他也购买义山捐赠给广惠肇碧山

亭，创办养正学校等。

这份形同免费的土地契约对政府

和民间都同样重要。殖民地政府的做

法是对民间响应号召，成立慈善医院

给予肯定。礼尚往来下，日后民间才

会继续跟政府互相配合，共创未来。

留医院方面，由于不需要缴交昂贵的

蔗种植业，实龙岗路、黄埔河(Sungei 

Whampoe)、金吉路(Kim kiat road)和

马里士他路所涵括的大片土地都是他

的甘蔗园。由于受到经济保护主义的

影响，马里士他欠下一大笔债务，甘

蔗园交给债权人转售了。

马里士他在新加坡居住了十多

年，妻儿都不幸的在新加坡相继离世，

到头来人财两空，离开了这块伤心地。

对老人家而言，十字路最富色彩

的就是售卖小鸡的鸡仔店，兼卖煮熟的

鸡仔蛋。用来煮鸡仔蛋的是胎死腹中，

孵化不出小鸡的鸡蛋，这些鸡蛋容易腐

化发臭，所以也称为“臭鸡蛋”。一

般做法是先将整个鸡仔蛋泡水煮熟，

再用白胡椒或姜酒烹制。有些则将鸡

仔蛋打破，一动不动的小鸡浸在蛋液

里一起煎熟。

鸡仔蛋有丰富的胎盘素，在以形

补形的年代，属于广东农村妇女就地

取材的廉价补品，习俗随着移民传到新

加坡。余丽娟分享了她童年的记忆，那

个年代贫穷人家吃不起燕窝补品，母亲

身怀六甲，产前就是靠鸡仔蛋来补身安

胎，产后则以鸡仔蛋去风。

鸡仔蛋一碗几毛钱，光顾的不仅

是孕妇，大老板打工仔都一样趋之若

鹜。吃过鸡仔蛋的老饕表示，鸡仔蛋

软中带香，味道比一般的水煮蛋好得

多。不过这类胎死腹中的食品容易受

细菌感染，上世纪60年代末就逐渐销

声匿迹了。

南生花园与芒加脚

麦卡南地图上，座落在黄埔河畔

的Whampoas Garden显然就是富甲一

方的“黄埔先生”胡亚基的南生花园

了。胡亚基在广东社群里是位德高望

重的人物，受委为太平局绅，协助殖

民地政府调解帮会纠纷。他同时出任

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日本驻新

加坡领事和俄国驻新加坡领事，“三

国领事”传为一时佳话。

在那个华人下南洋讨生活的年

代，生安死葬乃人生大事，漂泊一生

回不了家乡的先民，只能寄望好好的

入土为安。胡亚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

了绿野亭(河水山)和碧山亭(碧山)地段

开辟坟场，为往生者提供长眠之地，

尽了照顾社群的责任。

农历新年到了，南生花园开放给

公众人士参观。嘉年华的气氛带动了人

气，成为春节的好去处。南生花园内有

个迷你动物园，饲养火鸡、孔雀、马来

熊和猩猩，据说这头猩猩是出了名的“

醉仙”，不喜欢白开水，只对白兰地情

有独钟。来自广州的园艺家则精心栽种

了各类植物花草，池塘的王莲还是暹罗

王族相赠的呢！

胡亚基和儿子数年间相继往生

后，潮州富豪佘连城买下南生花园，易

名为明丽园(Bendemeer House)，后来

开辟的明地迷亚路以明丽园命名。悠悠

黄埔河见证了富豪角力的时代兴衰，大

富大贵之余始终躲不过花自飘零水自流

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偌大的别墅

成为大牌34座、33座政府组屋和第29

座的熟食中心。

90岁的史立道追述 “芒加脚”的

来历，原来跟南生花园息息相关。南生

花园长了很多香气诱人的菠萝蜜，马来

人叫它Nangka(“人加”)。来自潮州

和福建的新客没见过菠萝蜜，Nangka

讲成Mangka(“芒加”)，将这一带称

为“芒加脚”，即“芒加树下”的意

思。结果将错就错，芒加脚就这样流

传开来了。

为贫民服务的陈笃生医院

我们也在麦卡南地图上看到了贫

民医院(Pauper Hospital)，该医院就

是座落在原来的马里士他甘蔗园一角

的陈笃生医院。陈笃生医院原本设在

珍珠山(Pearl's Hill)，殖民地政府决定

在山上建炮台，陈笃生医院只好搬迁

到十字路的一角。20世纪初，陆佑捐

献了摩绵路(Moulmein Road)的土地，

让陈笃生医院迁址扩展，逐步发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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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费，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能够

全心全意地投入医疗服务。

租约数年前到期后，政府最终同

意让留医院留在原地发展，不过只能

保留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部分

土地归还给政府。

留医院拓展新的疗养院大楼，辅

助政府医疗设施的不足，但土地费以

市价计算。至于重新拓展的费用，留医

院负责筹集20%。相比之下，一百年前

后，新加坡已经从福利社会走入市场经

济，互惠互利的时代已经画上了句点。

半个多世纪来芒加脚的变迁

1950年代：芒加脚的文庆路和文

庆地铁站都以上世纪50年代往生的林

文庆医生命名。19世纪末，林文庆跟

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 School)，开

启了本地华人女子教育的重大改革。

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16年，卢沟桥事

变后才回返新加坡。日据时期，林文

庆被日军政府强迫成为“华侨协会”会

长，负责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作为战

争赔偿，为华人侨领“献财赎命”。林

文庆曾因此事被指责为汉奸，从此借酒

消愁，郁郁寡欢。

1960年代：留医院对面的中央锡

克庙(Central Sikh Temple)也是民间集

资兴建的。原本座落在奎因街(Queen 

Street)的中央锡克庙一向来都秉持教

义，为各地的旅者提供食宿。新加坡

独立时期，西方国家出现一群不满政

治，颠覆习俗的嬉皮士。他们一方面

利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另一方面通过

反传统的行为如蓄留长发和大胡子，

穿上色彩鲜艳的迷嬉装(maxi dress)，

佩戴奇异装饰等来争取认同。嬉皮士

以“nowhere man nowhere land”(虚

无的人处于虚无的土地)自嘲，使西方

国家陷入信仰危机。这股萎靡颓废的

思潮传入本地，影响了一些年轻人，

政府迅速采取多项措施来遏制嬉皮士

文化。锡克庙亦深恐受到不良文化的

影响，实行了禁止洋人入庙的条例。

19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是留医

院的转型期，根据留医院法令，虽然

门诊免费开放给所有族群，但住院者

只限广惠肇三属人士。70年代的管理

层果断地让医院全面开放，成为服务全

民的慈善机构，奠下百年惠民的基石。

1980与1990年代：上世纪80年

代，芒加脚的新组屋已经全面落成，这

也是新加坡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广惠肇留医院的正面大楼已经成为实龙岗路的地标

座落在实龙岗路，留医院对面的锡克庙

黄亚福与安德逊总督签下的99年租约，每
年租金一元(图片来源：广惠肇留医院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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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kaka is a nickname that refers to Boon Keng estate and nearby vicinity. 
The “McCallum map of Singapore 1885” provides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on how 
Mangkaka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Mangkaka, unofficially named after the 
jackfruit trees growing at the now defunct Whampoa Gardens around Boon Keng 
MRT station, is a colloquial Hokkien name that still rings a bell with, mainly, the 
elderly Singaporean Chinese.

Hoo Ah Kay, better known as Whampoa, is one of the Singapore’s pioneers 
who lived in 19th century and owned Whampoa Gardens. He was a wealthy ships’ 
chandler and Kapitan China (“lead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3-nation consul for Qing dynasty’s China, Japan and Russia. He negotiated wit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 acquire the plot of lands in Bukit Ho Swee and Thomson 
to serve as burial grounds for the decease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was remarkable.

Whampoa’s hospitality was well-known and he often had naval officers 
and important guests come over to the Whampoa Gardens. The Gardens was 
the gathering place for the local Chinese. The gardens was transformed into a 
wonderland during the Lunar New Year. People were also attracted by the mini-zoo 
that was with bears, peacocks and a pond with the magnificent blooms of a water-lily 
Victoria Regia, a gift courtesy of the Regent of Siam.

The mansion was bought over by a Teochew tycoon Seah Liang Seah who 
renamed it Bendemeer House after Whampoa’s death. This historic building and the 
estate on which it stood was ac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later on to build HDB flats.

Lavender Street is next to Boon Keng Road. Pertaining to the origin of the street 
name, the area was a vegetable plantation and night soil was commonly used as a 
form of plant fertiliser. The entire area hence emitted an odorous smell.  The residents 
named the street with flowers hopefully to add some form of fragrance to the area.

Kwong Fook School, established in 1917 on Lavender Street, was named after 
Kwong Fook Temple which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the funds. The temple’s wayang 
stage was doubled up as a classroom for the students. A new school building was 
erected beside the temple after the war.

Kwong Fook was an enduring landmark -- if you want to get to Lavender 
Street, just tell the taxi driver “Kwong Fook”. Older taxi drivers may even know of 
the name “Crossroad” (十字路) which was once given to Lavender Street because 
of the junction it formed with Serangoon Road.

Pauper Hospital is shown on the McCallum map. It is better known as the 
present Tan Tok Seng Hospital, shifted from Pearl’s Hill to the junction of Serangoon 
Road and Balestier Road and began its operation in 1861.

Tan Tock Seng was born in Malacca. As a young man full of entrepreneurial 
drive, Tan Tock Seng ventured to Singapore in 1819 to start a small food business. 
In 1844, he generously donated 7,000 Spanish Dollars to build the first hospital for 
the “sick poor of all nations” on Pearl’s Hill.

With the rapid growing popula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a Cantonese merchant 
Loke Yew donated a plot of land on Moulmein Road to cater for the hospital’s 
expansion. Howev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still facing already challen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on top of malaria.

Wong Ah Fook and Leong Man Sau, two prominent leaders of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led the community to look into setting up a medical facility modelled 
after a well-known free hospital in Guangzhou. The relentless effort bore fruit soon 
and Kwong Wai Shiu Hospital was chartered under the ordinance, using names of 
the three prefectures in Guangdong.

In 1911, Wong Ah Fook an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eaded by Sir John 
Anderson, signed a 99-year land lease agreement at an annual fee of $1. The 
charitable hospital began its century of operations since then. Today, the 3-storey 
facade building erected in 1960 has been an icon on Serangoon Road. Many people 
would remember it as “Rumah Sakit”.

Although the “free” land lease has since expired, Kwong Wai Shiu Hospital 
decided to carry on the spirit of our pioneers to complement Singapore’s healthcare 
infrastructure through public donation and government funding.

MANGKAKA
一片欣欣向荣的年头。当时各行各业都求才若渴，

本地人不喜欢护理工作，只好引进外援，由菲律宾

护士填补空缺。这些外地护士初来时虽然无法与病

人沟通，但是通过肢体语言还是能够了解病人的需

要。当时若有员工前来应征，学历、经验、口才等

都不是主要的考量，这些应征者先去参观病房，能

够忍受屎尿味的多数会被录取。

21世纪：自2000年成立义工组以来，留医院

获得超过一万名捐款者和义工的支持，这是认同留

医院的强而有力的指标。义工负责人孙玉娇分享了

最令她难忘的一件事：“一名年轻人率领着她的工

作机构来探望住院的老人家，她告诉我当她还是理

工学院的学生的时候，曾经是义工旗下的一份子。

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人并没有忘记我们，生活稳定后

回来继续服务。”

如今本地有较多年轻人加入护理团队的趋势。

留医院总裁区志忠医生表示，年轻人的进取心强，

希望更快获得擢升，因此保留本地员工是相当棘手

的挑战。不过年轻人本就应该有这样的活力，最主

要的是在服务期间尽心尽力，为医院病人作出贡

献。一般来自菲律宾和缅甸的护理人员都有大专

学历，除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服务基因外，他们

也乐意学习本地语言，跟老人家沟通，成为留医

院重要的一份子。

站在十字路上，回眸芒加脚的一景一物，香

味、古庙、华校、帮会、豪宅、鸡仔店都成昨日

黄花，仅存广惠肇留医院这个老地标。大家不妨走

入留医院这个老地方，参观一下已经屹立了一个半

世纪的古建筑，或许对人对事会有不同的体会。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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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到陈金声，相信读者都不陌

生。陈金声(1806至1864)

是19世纪新加坡的一名富

商。他本人对新加坡社会和教育事业

有巨大贡献，其后人也有多人继承他

的遗志。

改 善 居 民 的 水 供 问 题 可 说 是 

陈 金 声 对 新 加 坡 社 会 的 最 大 贡

献。1857年以前新加坡的食用水不

是井水就是河水。那时贩卖井水业者

以牛车运水或肩挑井水贩卖，有的则

用小舟自梧槽河或加冷河载水到旧红

灯码头卖给市区的居民，这给居民的

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一旦发生火灾或

旱灾，情况就更糟糕。

1857年11月18日，陈金声50岁

诞辰当天，他慈善为怀，决定捐款1万

3000元促请政府兴建蓄水池，希望以

此解决市民的水供问题。但他无缘享

受自来水供所带来的便利。因为他离

世14年后，新加坡第一座蓄水池——

麦里芝蓄水池才宣告落成。1882年

市政府建造了一座喷水池以纪念他的

义举。这座喷水池就是今日屹立在伊

丽莎白女皇道(Queen Elizabeth Walk)

的陈金声纪念喷泉。

陈金声也十分重视华人子弟的教

育，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创者。他

于1849年斥资在天福宫内兴建崇文

阁办私塾，5年后在厦门街成立萃英

书院，开创了本地华文教育的先河。

受陈金声热心教育事业精神的

影响，陈金声的后世子孙也有多人致

力于教育事业。比如其长子陈明水

(1828-1884)，在1887年捐金重修崇

文阁，他也扩建了萃英书院。陈明水

的儿子陈若锦(1859-1917)不但资助

新加坡女子学校发展，还发起创办爱

德华七世医学堂(中央医院的前身)，

并游说当时许多华人富商慷慨解囊，

支持医学院的兴建。还有陈金声外玄

孙女之子陈庆炎(新加坡现任总统)，

曾担任新加坡教育部长。

陈金声的第五代孙陈永强(1908-

1998)也继承先辈的遗志出钱支持教

育。陈永强是陈金声第六代孙陈长

德(75岁)的父亲。陈长德说，父亲

陈永强是一名土地拥有者，是圣安德

访陈金声后人陈长德

陈长德(左)与陈金声(画像)

文图·莫美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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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中学的校友，曾出资支助母校兴建

寄宿校舍和扩建学校建筑，而陈长德

的大姐和小妹也都担任过教职。

在众多家族先辈中，陈长德最

敬佩陈金声。他说：“陈金声出生马

六甲，以坚忍、勤勉起家，有才智

和为人正直。他眼光独到，生意蒸

蒸日上，给后代子孙遗留下大量的

财富。”

陈金声不仅尽力改善市民的水

供问题和开创华校，他还铺设金声

路，也是兴建天福宫、福建会馆、保

赤宫的董事之一，深受华族社群的尊

重，1850年被封为太平局绅。当时

的市政府也经常请他出面调解华人社

会的纠纷。

陈长德说，从陈金声的遗嘱(遗嘱

现由国家图书馆保管)可看出陈金声是

个思想既传统又先进的先辈。陈金声

在遗嘱中交代在他辞世后要采取传统

祭祀仪式，并嘱咐家人今后祭祀他本

人、祖先或已故家人，也要以华人

传统祭拜仪式进行。他还在《遗嘱附

录》中强调后世子孙如果放弃华人传

统信仰改信其他宗教，就无权继承遗

产，而与洋人婚配的子孙一样不能享

有遗产的继承权。可见陈金声对传统

观念的执着。

陈金声拥有不少房地产，不但他

的四名儿子，连他的两个女儿都能分

得部分产权。根据传统习俗，出嫁的

女儿是很难分得遗产的。陈金声的做

法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开放的。

陈长德说，陈金声也受到马六

甲华人社会的推崇，当地华社视他为

大恩人。

马六甲的青云亭是早年一个解

决与处理当地华人所有事物的最高机

构，被称为“华民之政务机构”。

陈金声曾是青云亭亭主，他任职期

间，曾赠地辟义山，出资兴建桥梁连

接马六甲河两岸，并重修青云亭，对

马六甲华社的发展与管理影响深远。

陈金声让陈长德感到骄傲的尚

不只这些。他说：“陈金声不支持赌

博，他赚的都是干净的钱。”

陈金声受后代子孙敬仰，他其

中一名后人的媳妇Vivienne Tan还为

他写传记。据说此书近日将在新加坡

发布。可惜尽管多次尝试，直到截

稿时，仍无法与作者联络上，也无法

进一步了解该书的内容和出版消息。

除陈金声，陈长德也以陈金声

的长孙陈若锦为荣。陈若锦是陈长德

曾祖父。据陈长德了解，陈若锦是在

其叔叔陈明岩(1823-1893)说服下加

入家族企业金声公司的，那时陈若锦

才18岁。

陈若锦是陈金声后人中表现相当

突出的一个。他不仅大力支持教育，

还在1886年当选为市政局委员，1889

年被委为立法议员，1891年被封为太

平局绅。他也是陈笃生医院董事局和

莱佛士书院的信托人。1900年，他创

办了英籍海峡华人协会(即现在的土生

华人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

陈长德说：“先辈们乐善好施功

德无量，影响着子孙后代，读着他们

过去的事迹，他们处事待人的方式，

我一样深受启发，就连我的母亲也不

例外。”

同善堂是乌节路附近德文莎路

(Devonshire Road)一间已有125年的

庙堂。创办人马纯青和弟子一开始就

在庙里施医救病，扶颠济危，是一间

济世助人的斋堂。陈长德的母亲对同

善堂的善举非常支持，经常捐钱给该

斋堂，还曾捐款资助斋堂重修工程。

也许是祖先们的感召，陈长德本

人也非常热心公益事业。他目前已退

休，退休前任大东方保险营业总监25

年，期间活跃于经禧区，他在该区服

务多年，曾是经禧民众联络所(现为经

禧民众俱乐部)管委会主席，也是经禧

区25年国庆庆祝委员会主席。25周年

国庆时，在他领导下，在该区(Scotts 

Road)张灯结彩庆祝长达4个月，并

陈金声部分后人在家族大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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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为公益金筹得2万5000元。任内

陈长德也积极为当年的经禧民众联络

所筹募建筑经费。

除了社区工作，陈长德也担任

过Pelangi Home of Destitute的主席

和大巴窑女子收容所的副主席，为社

会上较不幸的一群谋福利。德高望

众的陈长德，于1996年被委为婚姻

注册官。

此外，陈长德在推动新型运动方

面也不遗余力。1978年他成立了新加

坡定向联盟(Singapore Orienteering 

Federation)，以便推展定向运动。

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是一种

必须运用地图、指南针与导航技巧，

由某个地点引导到下一个特定地点的

运动。它最初由军队的训练项目演变

而来，现在已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

中历史最久，也最普遍的定向运动是

徒步定向。这是一项非常健康的智慧

型体育项目，是智力与体力并重的运

动。定向运动为世界运动会的竞赛项

目之一。

新加坡定向联盟成立时，定向

运动在新加坡仍是个非常新的运动项

目，起初该联盟只有32名会员，但会

员5年内增加到360人，并于同年成

为国际定向联盟(IOF)的一员。能跻

身国际组织行列，这对新加坡定向联

盟来说是个得来不易的机会，也是个

很大的成就。

1982年在新加坡定向连盟的支

持下，当年的实龙岗花园联络所还举

办了一次定向跑步运动，那也是联络

所主办的第一个定向运动，共吸引了

16支队伍参赛。

1989年陈长德获颁公共服务奖

章(PBM)以表彰他对新加坡社会的付

出与贡献。

陈长德说：“有机会回馈社会

感觉很好，我乐于这么做。”因为年

纪关系，如今陈长德已卸下义务工作

的要职，但只要能力办得到的，对

需要帮助的人他都会毫不迟疑地伸

出援手。

《丰山陈氏族谱》是陈金声遗

留给后代子孙的一份珍贵遗产，具有

很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目前由陈长

德保存。族谱明确记载，陈金声的祖

籍地为福建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

族谱也列明陈金声家族的辈分排序，

即：松茂如献百世兴金明若思永长

美。由此可知，陈若锦是陈金声的孙

子，陈长德是陈金声的第6代孙，也

是陈若锦的曾孙。此族谱是陈若锦在

有生之年重修的，此后就不再修谱。

陈长德有把族谱修缮完整的意

愿，并表示愿意雇人代劳，以便后辈

了解先人的光辉业绩和家族的发展演

变。他还希望把女眷的繁衍与生平事

迹列入其中。

他说：“陈金声家族的女性眷

属，对家族的成功也有贡献。加上现

代子孙因为各种因素生育数目今非昔

比，男性家属数目也减少了，若继续

将女眷拒于族谱之外，将是整个家族

的一大损失。”

据陈长德估计，陈金声家族后人

有约3000人，散居世界各地。居住

在新加坡的有百分之三四十；居住在

马六甲的有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

五居住在槟城；其余的分别在澳大利

亚、英国、美国、新西兰、印度尼西

亚及香港等地落脚。

陈长德说，自父亲陈永强去世

后，陈金声家族后人就没再举行家

族聚会了，但家族后人每有结婚等

喜庆，大家还是会尽量出席，以保

持联系。

15年前退休后，陈长德选择慢

活，关心时事和听听音乐是他的两大

爱好，还经常到植物园散步。他说，

植物园地方旷阔，枝繁叶茂，空气清

新，让他联想起住了40年的家族大

宅——“Panglima Prang”。

“Panglima Prang”是马来语，

意思是司令官。根据“The Singapore 

House”一书记载，大宅是陈金声

在1860年左右兴建，陈金声6代人曾

以此为家。房子坐落在里 利路

(River Valley Road)旁的惹兰瓜拉(Ja-

lan Kuala)，面积达10.5英亩。建筑风

格东西合璧，主要由一座主楼和两座

翼楼组成，中央为大厅，共有16个卧

房，还有一座佣人住所和一个大储物

间。房子四周的园地很大，栽种了许

多果树，有红毛丹、榴莲和芒果等。

1982年拆除之前，“Panglima 

Prang”是新加坡留存最久的住屋，

原址现为永安苑(Yong An Park)公寓

所在。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陈金声纪念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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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唱尘世关怀　书写生命大爱
新加坡杰出的音乐人兼专栏作家

黄宏墨很早就在歌坛崭露头角。33年

前(1984)他就开始在新加坡电台“歌

韵新声”新谣节目中发表创作。1989

年的新谣节在台上深情吟唱自己创

作的《万种风情》，引起了大家的

关注。1990年的新谣节发表的创作

《童言故乡》荣获“最佳作词奖”, 

写词谱曲的才华再次被肯定。接下来

的二十几年，宏墨一直都是新加坡歌

谣演进过程中曲风独特、个性鲜明的

歌者与词曲创作人。

宏墨的歌迷们总爱说他们是听

他的歌长大的。我比宏墨虚转了好几

圈年轮，若也来这么一段扮清纯的台

词，肯定会引来一卡车笑话。但若说

在文学创作上，我看着宏墨长大，

那倒是不假。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宏

墨文字里蕴藏的文化能量，他驾驭文

字的功力，在他早年任意挥洒的歌词

里已锋芒毕露。出自他手笔的《野人

的梦》、《惜缘》、《万种风情》和

《借唐朝再燃烧》等，都是一流的好

诗好词。

且听《野人的梦》音乐过门时，

那一声横空而过的原始呼唤，宏墨以

夸父式的大足步伐，豪迈地游走大

地，激昂高歌：

⋯⋯雾中观赏晨露滴落，迎着

山风攀上云层，轻扶彩虹抱拥苍穹。

潮来潮去捡沙堆泥，日出日落玩赏大

地，管他风刮细雨世俗人情，没有春

夏秋冬没有年月世纪。

每一回倾听《野人的梦》时，我

脑中出现夸父在旷野逐日苦苦奔走的

影子。夸父是先秦《山海经》神话里

创
作
型
音
乐
人
黄
宏
墨
的
歌
与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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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情英雄，青春期的宏墨和一代代

轻狂不羁的少年人，何尝不曾在现实

中无奈和无辜地扮演过悲情的角色？

在《借唐朝再燃烧》中，宏墨巧

妙地借助年轻人耳熟能详的重节奏摇

滚乐，配搭上典雅的古诗词，演绎出

融合现代与古典的独特风味。最重要

的是，歌词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没落的

焦虑及对它的新期许，祈盼年轻朋友

在表面看似浮夸的摇滚乐中，能悟出

其中深邃的真义。

《借唐朝再燃烧》

轻踏春草大江南　桃花依旧人缥缈

游游荡荡随风飘　管它寒山钟声响

醉酒泛舟彩云间　两岸猿声已茫然

挥桨欲拨唐朝浪　轻舟笑我湿衣裳

李杜诗篇成绝响　有谁愿意再风骚

唯有痴人望明月　明月西楼不胜寒

月落乌啼百般残　几时燕子寻旧巢

七言绝句狂似草　怎得西风吹人恼

李杜诗篇成绝响　有谁愿意再风骚

唯有痴人望明月　明月西楼不胜寒

月落乌啼百般残　几时燕子寻旧巢

七言绝句狂燃烧　总有归来那一朝

总有归来那一朝　总有归来那一朝

无论要面对多大的风险挑战，

唐僧都不辞劳苦，不远千里到印度取

经。可惜极少数现代人懂得从庞大的

千年文化遗产中摘取精华，为周杰伦

写词的方文山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借唐朝再燃烧》是我见过，把唐诗

绝句镶嵌得最有特色的作品，宏墨的

苦心经营值得大力肯定与赞许。

《万种风情》唱出一个人要经历

多少磨难，才可以称得上男子汉？如

果上天没有给予宏墨“奇遇”、“顿

悟”和“重生”的机会，我们还能听

到这许多的动人心魄的歌曲么？ 

曾经是你怀中一滴水，安详的流

过原野奔向海洋。几经风雨，疲惫回

归，迎向我依然是你的温暖。曾经是

我随心的飘荡，切割着你一次次的期

盼，迷惑岁月，踉跄的我，不愿放弃

是你疼惜的呼唤⋯⋯

每回听到宏墨这首为感激母亲恩

情而创作的歌《母亲》，泪水总喜欢

在眼眶徘徊。也许是因为知悉他们母

子情深如许，也许是宏墨唱出了天下

妈妈的慈爱和包容，也许是因为感恩

的心容易让人动容。

宏墨作品最令我感动之处，在于

当许多人唾弃甚至于不惜践踏母族语

言文化的时代，他却用文字和音符深

情地把历经风霜的她拥抱得更紧。他

在音乐专辑的手册上写道：“一直很

庆幸老爸当年在明知英文很重要的年

代，毅然地选择把我送进华校，让我

在很好的语文基础上，能够深刻、根

本的解读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及精神境

界。”创作于90年代初的《笨鸟的

表白》，反映的即是母语教育渐趋没

落的历史悲剧。这首歌和这篇文章，

为母族文化的多灾多难做了有力的历

史见证。

黄宏墨创作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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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情》和《飞天》都是呼吁

亲近大自然，回归本性的作品。厌倦

喧闹都会的宏墨，一投入大自然的怀

抱，就立即像着了魔法般恢复孩提的

童真和自在。以东方古韵编曲的《夕

阳湖色》，加上邓淑娴的绝妙嗓音，

唱出了一片荡漾在心湖的恬静美景，

而这美景原来就是近在眼前的贝雅士

蓄水池。

此外，还有许多精彩作品，例

如《树的信念》在人生苦闷的低谷唱

出昂扬刚毅的高音；《岁月无言》表

达了蹉跎岁月的彷徨与无奈；《怎个

情字》中对爱情的惆怅与迷惘，还有

《童言故乡》中浓郁的乡愁，把童年

化成回不去的故乡，都是值得我们用

心聆听，细细体会的佳作。当有些院

校想把一些华语歌曲融入教学，我毫

不犹豫地推荐宏墨的作品，为的是让

年轻学子在他的歌声和文字中，领略

回归自然和培养品格的重要，重燃对

母族文化和乡土的热情。

宏墨是凭着坚强的文化意志力，

从困境中破茧而出，自学成功的典

范。他那时而浅吟低唱，时而激昂高

亢的原声带独树一帜。我们可从他返

璞归真的歌声里，细细感受曾经沧海

的悲壮。也唯有经过岁月的历练与沉

淀，加上对人世的关怀与忧患，方能

酿制出如此动人魂魄的唱腔、曲风与

念天地之悠悠的胸怀与心境。

唐朝的时候就是这样吟唱的

2014月7月6日，八方文化创作室

为擅长古体诗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

家黄克孙教授和著名诗人学者王润华

教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诗歌对谈

暨《梦雨录》新书发布会”，邀请文

化奖得主女诗人淡莹朗诵诗歌，也特

邀宏墨现场吟唱诗词。身为主持人，

为了增添节目的多元色彩，我在座谈

会的4天前，便很有预谋地把王教授

的名诗《屋外》(又名《山茶》)和黄

教授的两首译作电邮给宏墨，向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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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3天内完成谱曲的严峻挑战。谁

知学习静坐有成的宏墨如老僧般淡定

说：“我姑且一试，如果没有感觉也

就算了。”有趣的是，宏墨并不知道

由张泛编曲的《屋外》已传唱多年，

所以他是在完全没有重谱旧曲的心理

负担下放手创作的。

当天宏墨不负众望，不但及时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还以他苍凉的嗓

音和古雅的曲风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王润华教授说此番听到宏墨演绎

的新曲另有一种高远的境界，令人不

禁为之动容。

时恐秋霜零草莽，韶华一旦随

花葬。微尘身世化微尘，无酒无歌

无梦想。

当宏墨吟唱了以上这几句，黄

教授译自波斯天文学诗人奥玛珈音的

诗作时，黄教授说：“唐朝的时候就

是这样吟唱的！”语声一落，全场掌

声雷动！

宏墨至今出版的3本文集，我都

有幸写个小序。在2012年4月玲子传

媒为宏墨出版的《野人的梦》的序

里，我尝试用21个“不”字，解读与

概括宏墨不凡的音乐故事：

不仁的世道给予不羁少年一轮不

怀好意的青春。

不知何去何从的歧路上布满了不

动声色的陷阱。

不堪回首的往事印证不经一事不

长一智的真谛。

不甘堕落和勇于向恶运说不的善

念挽救了自己。

不平则鸣的义气总会招惹不明不

白的是非冤屈。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谱写唱出

不屈不挠的歌。

不卑不亢不离不弃的心成就不可

同日而语的他。 

我在宏墨2014年8月出版的《岁

月如歌》的序文中，引用两位国家文

化奖得主对宏墨文学成就的肯定：

我们看到宏墨默默地用心经营着

专栏里每一篇文字，他那性格鲜明的

文字以及泼墨式敢怒敢写的真性情，

很快就赢得了众人赞赏的目光和掌

声。向来对作品要求极高的文学大家

周粲老师，在谈话中和博文中多次对

宏墨的散文表示赞赏，认为宏墨的笔

法任意逍遥，不受任何门派束缚，常

有不可多得的佳句冒出来。女诗人淡

莹对宏墨的作品更是竖起大拇指，赞

誉有加。

2016年6月，八方文化创作室为

黄宏墨出版的第三版散文集《磨墨弹

情》，我在序言对宏墨的歌曲与文字

下了这样的定论：

在文艺的疆土上，宏墨是个多功

能主义的勇者，填词、谱曲、吟唱和

写作他无一不爱，而且全心全意，表

现亮眼。他总是怀抱探索的好奇心，

敢于尝试各种陌生的创作方式，所以

不断酝酿出风格各异的佳作，带给读

者阵阵惊艳。应是早年生活背景使

然，宏墨的草根性特强，落笔行文对

民生疾苦也就特别关切。说起大道理

来他可以道貌岸然，但耍起文字杂技

逗趣时又尽显诙谐本色。把这些特点

统合起来，即是独树一帜，亦庄亦谐

的“宏观墨式”文风。

我不敢断言宏墨的歌曲和散文可

以代表一代人的声音，或能唤醒俗世

混混沌沌的心灵。感觉上即使他现在

已是广受爱戴的音乐人和出色的专栏

作家，他都还是那个与主流社会制度

法规格格不入的边缘人，猜想这与他

颠沛流离的过往与悲天悯人的胸襟息

息相关。我祈盼在这渴望寻找族群相

濡以沫的大都会里，宏墨能秉持着不

随波逐流的真我，抱着同流而不合污

的赤子心，继续以宏声吟唱对尘世的

关怀，以墨文书写对生命的大爱。

(作者为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资深教

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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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学员，让他们有更深一层的体

悟。“我之所以选择到岡州会馆学习

武术，因为这里所传授的不仅仅是一

门艺术，还有背后那股深刻而浓烈的

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让我觉得身为

华人很骄傲！”

饮水思源　用心回馈

谈及会馆，鈺清不假思索地形

容它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新

加坡越来越摩登，很多东西需要用金

钱衡量，但岡州会馆一直都秉持饮水

思源的精神让我们免费受惠，所以现

在我也回馈会馆。”与此同时，鈺清 

也是该会的副英文秘书暨青年团副主

任。会馆每逢庆典活动都邀请年轻人

参加，久而久之她也扩大了活动和服

务范围，更进一步协助整体会务发

展工作。

文图·立骞

传承文化的新推手

在
刚过去的“2016年度杰出

会馆奖”颁奖典礼上，来

自岡州会馆的黄鈺清脱颖

而出，荣获第一届“宗乡总会杰出青

年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在宗乡领域

有卓越贡献的青年，激励更多年轻人

投身华团华社。屈指一算，80后的

鈺清在会馆已有14年之久。视会馆为

第二个家的她除了担任国术纱龙醒狮

团的义务教练，也负责青年事务，虽

身兼数职但热忱丝毫不减，甚至还带

动家人走进会馆，这不凡的成就着实

让人刮目相看。

热爱武术　结缘会馆

有别于娇滴滴的女生，鈺清打

从中学时代便开始学习武术，多年

来频频在国际赛场上为会馆和国家争

光，眉宇间散发着一股巾帼不让须眉

的英气。她回忆，中三那年岡州会馆

在校内开办了广东粤剧和武术醒狮的

短期浸濡课程。基于对武术浓厚的兴

趣和喜爱，她选择了后者，接着还毅

然踏入会馆长期习武，从此结下不

解之缘。

鈺清所学的是传统武术，有别

于“竞赛套路”里矫健优美的武打身

姿。传统武术讲究的是稳扎稳打的功

夫，当中还蕴含了博大精深的文化、

学问及处世之道。她举例，一个简

单的“敬礼”手势能追溯至反清复

明时期；“美人照镜”的动作是提

醒自己要看清身份，自我省察；至

于“武”的真谛则是要“阻止干戈”， 

以和为贵。

鈺清透露，并非所有习武之人

都知晓这些含义，但在会馆，诸如此

类的背景和道理都明确、扎实地灌

访首届“宗乡总会杰出青年奖”得主黄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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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还号召了

更多年轻人加入。

这日渐壮大的队伍

是广惠肇碧山亭一

支生力军，年前甚

至组队出征宗乡青

年体育节，成功激

发了会馆的活力。

语言是传承文

化、建立情感的桥

梁，鈺清在与长辈

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发觉了这点。于是

去年她借助16属会

的力量推动了第一

系列的粤语班，目

前正筹划第二系列

的课程。她表示，

这次将召集广惠肇

碧山亭奖学金得主

前去上课，让他们

有机会接触会馆和方言，认识自己

的根源。

为了让年轻人对宗乡团体改观，

鈺清可说煞费苦心。她透露，今年还

要开办“多代同堂烹饪班”，让属会

以一道地方美食为主题，吸引年轻人

来学习。以刚过去的端午节为例，

鈺清等人便在高要会馆办了一场裹蒸

粽教学，千辛万苦才请到一位高龄88

岁的阿嬷到场示范。她感叹，传统手

艺、语言、饮食文化等若再没有年轻

人继承，必将随着上一代一起凋零而

消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鈺清计

划透过16属会的平台轮流举办不同项

目，她则拿起录像机从旁拍摄，希望

在今年底推出一部短片，记录两代人

之间的互动，同时为保存文化遗产尽

一份绵力。

分秒必争　传承文化

在为会馆服务的同时，鈺清也拨

出时间上课进修，以及参与其他组织

的社会工作。她指出每人每天仅有24

小时，要如何运用就看个人怎么衡量

事情的重要性。对她而言，保存和发

扬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除了主导会

馆一系列的活动，目前她还配合新加

坡传统文化学会进行庙宇研究，此外

也计划拍摄访问我国硕果仅存的龙狮

制作师傅，盼能发扬这门消失在即的

传统手艺。

在访谈过程中，不难发现鈺清钟

情于历史，许多典故信手拈来，对于

传统文化也能侃侃而谈。眼看着民族

瑰宝在新加坡急速流失，她透出一丝

不安和焦虑，直言自己正在跟时间赛

跑，希望尽最大的努力把文化传承下

去。“现代人生活安逸，都不晓得宗

乡团体和历史人物对新加坡的发展有

多重要。上一代的人逐渐老去，我不

想文化传统停留于此，这是非常可惜

的。如果没有会馆、华社的话，就没

有今天的我们，这些都是新加坡建国

历史重要的一部分。”

得奖感言

许多人以为会馆只接受同宗或

同乡的族人，鈺清说其实不然。她透

露，虽然自己并非祖籍岡州，但岡州

会馆一直以来都开明、开放地接纳

她，并给予施展才华的机会，令她感

念于心。因此能得到宗乡总会杰出青

年奖的肯定，鈺清由衷感谢岡州会馆

的栽培。“会馆是很好发挥的平台，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寻根和体验华

族文化，了解会馆的作为，因为这些

都是身为华人引以为豪的！”她感

叹，今时今日对宗乡事业有热忱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因此呼吁大家团结一

致，齐心发挥影响力，一同为华社的

未来贡献力量。

的确，年轻人是国家的栋梁，亦

是捍卫文化的中流砥柱。我们需要更

多像鈺清一样热血的推手，让珍贵的

文化牢牢扎根，延绵不息。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黄鈺清(前排左一)常为公众和海外朋友义务导览，介绍岡州
会馆历史文化

会馆虽是传统文化基地，但鈺清 

庆幸理事们都有宽广的胸襟和远大的

目光，乐意给予年轻人发挥空间。多

年前她为了让社团与时俱进，便自告

奋勇帮助会馆上线。从最初架设部落

格，到今天管理网站以及新媒体，她

都乐在其中。鈺清坦言，语言是吸引

年轻人的关键，因此她采用双语内

容，呈现方式更尽可能贴近年轻一代

的口味和习惯。由于想法获得长辈们

的支持，再加上众人所给予的资源和

信任，促使鈺清在会务推动上无往不

利，更巩固了对会馆的归属感。

凝聚青年　点燃活力

在岡州会馆活动的当儿，鈺清深

深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她发现，岡

州会馆所属的广惠肇碧山亭共有16间

属会，在年轻人匮乏的情况下，难以

有显著的发展。因此她决定与另外两

名来自其他属会的青年合作，促成了

16属会的拜访之旅。在每一次的探访

中，鈺清和伙伴不但发掘了各个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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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牙寺龙华院了解佛教文化

文·吴思敏   图·编辑部

7月1日上午，由新加坡宗乡会

馆联合总会和推广华文学习委

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走出

校园·走进文化”活动在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拉开序幕。今年的活动较之

去年规模有所扩大，共吸引了12所中

学，近500名中学生参与。活动的范

围也扩大至牛车水和武吉巴梳一带，

走访的文化地标从5个增加至12个。另

外，来自南华中学、义安理工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近

百名学生义工负责导览和服务工作。

今年，主办方特意将活动的集合

点安排在5月刚刚开幕的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同学们也顺道参观了华族

文化中心的“新·创艺”华族文化展

览，感受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本地华族

文化魅力。主宾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

政务次长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席

刘燕玲表示，华族文化中心作为本地

华族文化的新地标，开幕时举办了不

少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包括新谣音乐

会、武术表演等。她鼓励同学们今后

多多参与华族文化中心的活动，共同

传承和发展本地华族文化。同学们齐

声喊出口号“走出校园，走进文化，

爱上华文”后，便启程踏上精彩的文

化之旅。

12所参与的学校共分成3组，每

组4所学校游览4个历史文化地标。每

一条活动线路由主办方精心策划，包

含不同种族不同性质的机构，让学生

有机会了解牛车水一带多元文化的特

色。参访包括湘灵音乐社、詹美回教

堂(珠烈)和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等12

个历史文化地标。

体验文化的精髓

武术、书法、华乐、传统点心，

蕴含着艺术的魅力，更是承载着华族

文化的精髓。主办方将这些传统艺术

穿插在三条路线中，加深了学生们的

体验。新加坡鹤山会馆、新加坡精武

体育会、 州会馆及 州文化中心分

别向学生们展现舞狮及武术表演，小

学员刚柔并济的武术动作，令师生叹

为观止。学生们向师傅学习扎马步、

舞狮头等基本招数，学得似模似样。

在新加坡颜氏公会属下的颜氏

文化馆，学生们挥着毛笔，在宣纸上

尝试书法，有的索性在纸上作画。在

湘灵音乐社，学生们欣赏了一场南音

表演，虽然不像常见的现代文化表现

形式，但也吸引学生们观赏、倾听并

感受华族文化的多样性。学生们也尝

试学习南音的发音技巧，体会南音之

妙。在新加坡永定会馆，学生们亲手

制作客家糍粑，并一同享用自己的劳

动成果。另外，在推广德国文化的歌

德学院，学生们还通过寻宝游戏体悟

德国文化。

聆听光阴的故事

12所文化机构各自预备导览讲

解，在每一个地点为学生们进行约15

至20分钟的讲解，让学生们对华族

接触文化 感受多元
第二届“走出校园·走进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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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贤馆听华人先贤的故事 詹美回教堂的导览员为大家讲解穆斯林文化

今年的“走出校园·走进文化”活动从华族文化中心启程

文化的历史渊源有初步的认识，再通

过活动让学生们亲身感受。在牛车水

原貌馆，每一层的展览将历史的情景

进行还原，学生们跟随者导览员的讲

解，穿梭在上世纪先祖们的“住所”

中，深刻了解流动摊贩、妈姐、代

书先生等六、七十年代的南洋故事，

以及牛车水对当时华人华社的重要

意义。

在怡和轩先贤馆，学生们边看

展板，边听导览员娓娓道来一个个历

史故事，回顾新加坡的历史，了解

陈嘉庚、李光前等先贤对新加坡教育

的贡献。

感受多元的和谐

此外，学生们也有机会到不同宗

教机构参观，比如新加坡佛牙寺龙华

院、拉延西迪维那雅加兴都庙以及新

加坡最古老回教堂之一的詹美回教堂

(珠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宗教机

构同在一个街区，突显本土独特的多

元文化。

即将就读南大中文系的王振 是

今年的领队之一，他表示，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此活动不仅让学生们

更进一步了解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也把学习变得更生活化，别有一番

风味。

活动于下午1点在牛车水广场结

束，近3小时的学习之旅，有别于日

常的课堂学习，增加了学生们的户外

体验。学生们不仅加深对华族文化

的了解，同时感受多元文化的和谐

共处，可说是满载而归。一些参与的

学生希望活动规模能进一步扩大，丰

富学习体验。成康中学的徐巧婷、

徐巧慧表示，领队很友善，讲解也很

清楚，但是活动太赶，每一站停留的

时间很短，没有机会好好看完展品，

希望下次可以有更多时间参观。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次长

刘燕玲希望这类文化导览活动能让

学生体验本地多元文化氛围，同时提

升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致。主办方也表

示，明年将会继续举办这项活动，并

根据今年的反馈意见进行调整，希望

能将这项活动办得更好，惠及更多学

子和文化组织。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就

读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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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畅想新加坡 未来
“我的新加坡未来”微电影大赛  

回
顾新加坡过去的50年，你

是否为她取得的成就感到

骄傲？展望新加坡未来的

50年，你又对她有什么样的憧憬？继

2014年成功举办首届“我的新加坡

故事”微电影大赛获得热烈反响后，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

族文化中心和《联合早报》于2016

年又再次携手推出第二届“我的新加

坡未来”微电影大赛。

这项比赛历时一年，经过几个

月的网络票选及大赛组委会评审团

评选，终于于2017年6月24日晚揭

晓评选结果，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

心表演厅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礼，9部

微电影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奖项。

国 家 发 展 部 长 兼 财 政 部 第 二 部 长

黄循财受邀担任颁奖礼主宾，与500

多位出席嘉宾一起见证了颁奖盛典。

八场工作坊教公众拍摄微

电影

主办方为了鼓励创新创意，提

升参赛者的微电影制作水平，从去年

的9月至今年的1月特别安排了8场工

作坊，邀请义安理工学院兼职讲师

王朝弘和资深编剧巫培双，免费为公

众讲解微电影的拍摄心得和制作技

巧。工作坊分别用中英双语进行，吸

引了众多对拍摄电影感兴趣的公众报

名参与。

2016年11月20日，主办方还特

别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分

享会，邀请到获奖无数的本地导演

陈子谦分享丰富的影视经验。还邀请

了法律顾问萧丁明讲解制作微电影需

要注意的法律事项和知识产权问题。

此外，上一届“我的新加坡故事”微

电影大赛最佳导演兼公开组铜奖得主

王 、网络人气奖第二名的林子群和

王樱蓓也来到现场，分享她们拍摄微

电影的技巧和心得。

《纸品店》成最大赢家

本 届 微 电 影 大 赛 的 主 题 虽 然

是“我的新加坡未来”，但是很多参

赛者的作品关注的仍是新加坡即将消

逝的风景、传统等。荣获本届比赛三

项大奖(公开组金奖、最佳导演奖、

最佳演员奖)的公开组微电影作品

《纸品店》就讲述了一位继承纸品香

烛店祖业的父亲和喜欢时尚服装的女

儿之间的故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上一辈与新一代观念的冲突都在这部

作品中有所展现。这部作品的导演是

来自香港的新移民兄妹——哥哥姚 豪

和妹妹姚 琪，他们都毕业于香港演

艺学院，哥哥学戏剧，妹妹练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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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加坡网络短片

	 《The	New	Guy	In	Town》

网络人气奖

	 金奖	 《屋檐下的孩子》

	 银奖	 《棋》

	 铜奖	 《便当》

学生组

	 金奖	 《温暖的社区》

	 银奖	 《舞·艺》

	 铜奖	 《幕后英雄》

公开组

	 金奖	 《纸品店》

	 银奖	 《安静》

	 铜奖	 《屋檐下的孩子》

最佳创意奖   

	 《安静》

最佳演员奖

	 刘龙伟	《纸品店》

最佳导演奖

	 姚 豪　姚 琪		《纸品店》

公众可登录微电影大赛官方网站

http://microfilm.zaobao.com/2016/

观看得奖作品。

我的新加坡未来”

微电影大赛获奖名单

用镜头畅想新加坡 未来
机器人小薇与主宾
黄循财部长互动

获奖者与嘉宾合影(后排左五依次是：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宗乡
总会会长兼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席蔡天宝、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主管李慧
玲、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我的新加坡未来”微电影大赛联合主席周兆呈、新加坡
华族文化中心董事陈子宇、“我的新加坡未来”微电影大赛联合主席方百成)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姚 豪目前在新加坡工艺教育西区学

院教摄影。这部微电影的主演刘龙伟

获得了最佳演员奖。

获得学生组冠军的作品《温暖的

社区》也是出自于新加坡工艺教育西

区学院，导演刘帆是该学院二年级学

生。这部微电影探讨的是曾经的甘榜

精神，希望已搬入组屋居住的新加坡

人能延续这种精神，守望相助。

本届微电影比赛也吸引了许多非

华族同胞参与。黄循财部长在致词中

说，不同族群通过参与这个比赛，能

促进彼此之间的认识与了解，增强社

会的凝聚力。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也

表示，很高兴来自不同背景的参赛者

能以各具特色的作品，描述心目中的

新加坡未来。

年度新加坡网络短片突显

新加坡特色

为了提升互动和参与感，强化

赛事的“新加坡特色”，本届微电影

大赛还特别增设了“年度新加坡网络

短片”提名，让公众从其他公开的

网络平台提名最能代表新加坡的年

度网络短片。经过公众投选，Wah!	

Banana制作的短片《The	New	Guy	In	

Town》荣获年度新加坡网络短片。这

部短片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了新加

坡多元文化的特色，颇具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为呼应本届微电

影大赛的主题——我的新加坡未来，

主办方还特别安排了机器人小薇和本

地知名主持人杨君伟一起主持颁奖

礼，为活动增添了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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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我的新加坡未来”微电影有感
文·沈芯蕊　图·编辑部

2017年6月24日晚，我有幸出

席了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

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

合早报共同主办的 “我的新加坡未

来” 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典礼很

是圆满热闹，其中最大赢家就是获得

三项大奖的影片《纸品店》(公开组金

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演员奖)。作品

讲述继承纸品香烛店祖业的父亲，亦

将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希望唯一的女

儿能继续经营下去，但年轻的女儿只

钟爱与新潮时装相关工作，对纸品香

烛店全无兴趣甚至反感。当女儿在外

工作碰钉并被辞退后，回到父亲的小

店当帮手时，慢慢发现父亲秉持的中

华传统文化美德、对人及工作良好的

态度正是自己所忽略的。女儿由此慢

慢改变⋯⋯

这部电影的导演和副导演是来自

香港的兄妹两人。其他获奖嘉宾都比

较害羞，没有发表过多的获奖感言，

而这部戏的导演上台时却拿出了早已

经准备好的演讲稿，并引用著名导演

周星驰在《少林足球》中的一句经典

台词：“人生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

什么区别”，引发台下热烈的掌声。

也许机会真的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部戏还获得了最佳演员奖，

得奖者是饰演父亲的演员，他上台时

说这是他入行做演员得到的第一个奖

项，非常感谢大家对他演技的认可！

虽然没有大牌明星的纯熟，却有真情

实感流露时的感人肺腑。

父 亲 的 形 象 在 朱 自 清 笔 下 的

《背影》里有着平实却又感人的描

写，生活中一件件小事在敏锐的心

中，往往容易触动内心最柔软的部

分。文中朱自清详细地描写老父亲怎

样蹒跚过铁道为他买橘子，两次写到

看见父亲的背影而留下泪来。虽然是

一件买橘子的小事，却体现出深厚而

细腻的情感，使文字力透纸背，让我

们感同身受！这种微小的动作和细节

也在微电影《纸品店》中有充分体

现。在开店门拉起卷帘门时，从女儿

帮年老的父亲共同开启，到女儿一

人开启，镜头转向父女两人合影，

代表一代人的离去，就像渐行渐远

的“背影”，让我的眼泪也不自觉

的流下来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写

的“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

怕别人看见”。

思及自身，真不敢想象如果父

母离世，我一人该如何是好⋯⋯年过

三十却越发的爱流泪了。当年独自一

人来新加坡求学，还甚是坚强，不曾

流过一滴泪，还劝慰母亲不要哭，无

需担心，这边一切都好，也可以很好

地照顾自己。母亲是多愁善感的人，

在家看电视都会被感动得流泪。以前

我还常常笑她，让她换台不要看了，

不然把眼睛哭坏了。现在的我也变得

如此，人真是越长大感悟越多，儿

时不理解的也都在生活的点滴中慢慢

参悟，有时会越发伤感，快乐自然就

越少了，越发体会小孩子无忧无虑的

欢笑声是多么可贵。房东家有个小女

儿，很是可爱，笑时有一对酒窝，年

龄太小，讲话还不甚清楚，不过可以

听懂大人的话，顽皮吵闹时，父母训

斥便大哭撒娇，使人不免心烦。想及

自己幼年时父母亲要付出多大的耐心

和爱心才能把我带大，真是极其不

易。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看别人

养儿女都这样难了，想当初我是怎么

长大的可想而知。父母对我很是宽

容，健康快乐就好，从无任何要求。

自身已过而立之年，却是一事无成，

有时也深感愧疚不安，不过自身性格

使然，也难有光耀门楣的一天。当然

父母的爱是并不求回报的，只愿他们

身体健康，可以多陪我在这世间一

天，珍惜当下，真到了子欲养而亲不

待时，便无法回环⋯⋯

影片结尾还算圆满，当女儿独

自开门时面带平和的微笑，镜头遥向

父女俩合影时，照片中的父亲微笑而

满足，说明两人已经冰释前嫌，女儿

也在认真打理祖业。不过子欲养而亲

不待的感受应该还有，年轻时总是会

不大理解父母，觉得自己的想法才是

最正确的，而没有耐心听父母讲道

理，更没有耐心讲出自己的思路与父

母分享，觉得老一辈的人已经过时；

成长后才能体会世间冷暖，理解父母

的经验之谈都是希望给子女一个更好

的未来。愿儿女们都能早些领悟，彼

此喜悦！

(作者为美术教育工作者)

《纸品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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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南印度卡纳塔卡

省(Karnataka)的阿拉加

(Araga)村，一个小女孩

独自站在她家后花园里，手拿着一根

甘蔗，一边唱歌一边用甘蔗指挥她周

围的花草植物，乐在其中。

时光荏苒，岁月把这位名叫巴基

雅(Bhagya)的小女孩带入1978年。巴

基雅当时已为人妻，和丈夫住在Kar-

nataka的首都邦加罗(Bangalore)。 

有一天她的丈夫慕提(Murthy)告诉她

一个重要的消息：他任职工程师的公

司将把他调到新加坡。巴基雅听到这

南印度古典声乐的佼佼者
——巴基雅·慕提

文图·吴明珠

个消息一点也不兴奋，她万万没想到

这一回的迁移竟成了她生命中重要的

转折点。她不但和夫婿定居新加坡，

还因为在岛国出名而受邀到世界各国

表演声乐，在印度音乐的领域中扬

名西海。 

受访时，巴基雅说：“当我听到

丈夫要调到新加坡时大吃一惊。那时

我已经是有名气的歌星，经常在All 

India Radio(印度国家电台)的波道上

唱歌。我怕我在陌生的新加坡，一个

印度音乐家很少的地方，很难发展我

的事业。”

   

四百场伴唱记录

事实证明她的忧虑是多余的。

有一位在SIFAS(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任职的南印度鼓手

Krishna Murthy发现她的才华，帮助

她找表演的机会。Krishna介绍她到新

加坡广播局的印度波道唱流行歌曲。

更重要的是他还训练她为Bharatan-

atyam(南印度古典舞蹈)伴唱。 

就这样巴基雅开始在电台和文

化活动里唱本地流行的淡米尔歌曲、

淡米尔名片的插曲和当代印度流行的

歌曲。好学的她并不满足于唱流行

曲。她努力不懈，追逐印度声乐最高

的成就：为古典印度舞蹈员伴唱。经

验老道的她现在不但能为南印度的

Bharatanatyam伴唱，也为北印度舞

蹈Kuchipuddi和Odissi，甚至新时代

的印度舞伴唱。巴基雅创下400场伴

唱音乐会的骄人成绩。

巴基雅和我在她大巴窑4巷29楼

的公寓式组屋里侃侃而谈。漆上米色

的5房式公寓打扫得整洁而明亮；客

厅里摆着中式古典家具，一个玻璃橱

31

异
族
翘
楚

31_33_����_L.indd   31 11/8/17   10:45 am



里陈列精致的兴都教小神像和她的照

片。巴基雅身躯壮硕，说话时声如洪

钟，双眼发射一股锐利的光芒。

专长难度最高的古典印度

舞伴唱艺术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的

国家。巴基雅的母语是Kannada，她

如何在淡米尔文为主的新加坡立足音

乐界？巴基雅爽快地回答：“我学语

言很快，没有什么挫折。记得1979

年初到新加坡，SIFAS在找伴唱人

给他们的Bharatanatyam舞蹈学生伴

唱。人家介绍我去，他们给我十首淡

米尔文歌曲，要我去背熟。他们喜欢

我的声音，认为我很适合当伴唱者。

就这样我开始唱淡米尔歌，一唱就是

40多年。”

B h a r a t a n a t y a m 是 盛 行 于

南 印 度 的 古 典 舞 。 它 源 自 T a m i l 

Nadu(淡米纳都省)的宫廷和兴都

庙。Bharatabatyam由三个单元组

成：Nritta、Nritya和Natyam。Nritta

是纯舞蹈技术，着重于舞蹈的动作

变化，速度和韵律；Nritya是舞蹈员

通过手势和较为缓慢的舞步来叙述

神话、传奇或印度神的奇迹。最普

遍的题材是印度神Krishna、Rama

和 配 偶 或 S i v a 多 姿 多 彩 的 事 迹 ，

印度古典文学作品Mahabarata和

Ramayana里的片段。Nritya是以

独 舞 或 群 舞 的 方 式 演 绎 某 个 神 或

戏剧主角的个性。一部Bharatan-

a t y a m 通 常 费 时 两 个 半 小 时 ， 分

成5段：Alarippu、Jatiswaram、 

Shabdam、Varnam、Padam及

Thillana。

服装方面，Bharatanatyam舞蹈

员的服饰大致上与兴都教新娘的服装

相同。舞蹈员身穿量身定做的精致纱

丽，纱丽外面在腰间缝一块打褶的丝

绸腰布。当她弯下身时腰布上的褶会

像扇子一样打开。舞蹈员的头、鼻

子、耳朵和颈项上戴了装饰的珠宝，

脸上浓妆，双眼周围涂上浓浓的眼线

膏以便强调眼神的流转。她的头发

梳髻，髻上面缀满茉莉花。她的脚踝

上戴着小铁铃，当她举步缓行或跳跃

时，小铁铃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与响

亮的乐声相互配搭。

为Bharatanatyam舞蹈员伴唱的

音乐家叫Nattuvanar。Nattuvanar也

是整场演出的艺术总监。Nattuvanar

唱歌时有小提琴手，鼓手和笛子演奏

员伴奏。

舞蹈员一般从小学习，少年或

青年时代举行一个公开结业演出，名

为Arrangetram，有小乐队伴奏。观

众可以享受点心，还有小纪念品。

巴基雅的表演分成两种：为Arrange-

tram伴唱和呈现古典音乐演唱会。

问她比较喜欢那一种，她说：“伴

唱是最难的。你必须全神贯注地配合

舞蹈员的动作，她的脚停你的口也要

停，一点错误也不容许。歌曲是规定

的，不可以自己改变。更麻烦的是，

舞蹈员要排练很多次，你跟着排，很

容易因嗓子疲劳而失声。”现今在新

加坡活跃的伴唱员不超过5个。她们须

要唱Sanskrit(梵文)，Tamil(淡米尔文)

和Telugu(特鲁古文)的歌曲。

巴基雅偏爱Katcheri(古典声乐演

唱会)。“在演唱会上表演很自由，你

可以变化唱法，发挥你的歌唱技巧，

不受限制。”

南印度古典声乐(Karnatic Music)

历史悠久，盛行于安达拉·伯达斯

(Andhra Pradesh)、卡纳塔卡(Karna-

taka)，克拉拉(Kerala)及Tamil Nadu

各省及斯里兰卡(Sri Lanka)。主要

的作曲家是活跃于15世纪的Purand-

haradasar、18世纪的Sri Thyagara-

jah及Sri Syama Sastri。这种声乐的

特色在于抖音技巧(Gamaka)和多速

度唱法(Brighaa)。演唱者边唱边用

右手在大腿上打拍子，声音要和调音

器的声音吻合。伴奏的器乐有：小提

琴、维纳琴、南印度鼓、陶 等等。  

以南印度声乐扬名东、西

方各国

巴基雅每年都出国演唱，她到访

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澳洲、香港、

中国、日本、柬埔寨、英国和美国。

在国内，她经常在我国的印度文化和

宗教节日及音乐节唱歌。

她说：“我很小就希望能教唱而

且成名。现在我的愿望已经实现。我

在本地古典声乐的领域上有地位，我

很满足。”

巴基雅早年曾在印度音乐学校

Nrithyalaya Aesthetics Society教唱

和伴唱，也曾在人民协会的印度音乐

小组教唱。近几年来她在锡兰路的印

度庙(Sri Senpaga Vinayaka Temple)

教授儿童古典声乐。

荣获多个奖项

2006年，巴基雅在老家一口气

录制了7个以兴都教歌曲为内容的激

光唱片。Karnataka规模最大的激光

唱片制作公司颁给她一项优异奖。在

巴基雅倍受受学生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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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Kannada Sangha——一个

Kannada居民的协会，颁发艺术优越

奖给她，另外她也获得Sri Sengpaga 

Vinayaka Temple颁发的奖状。2013

年斯里兰卡大学(University of Sri 

Lanka)认可她对音乐的贡献，颁发荣

誉博士学位给她。

“我感谢神赐给我音乐的天赋，

让我有机会把音乐传授给年轻的一

代。我也感谢我的父母亲和教导我的

老师。”所有印度古典音乐的内容都

在歌颂兴都神祗，其中不少是诗歌。

2015年在新加坡建国50周年庆

典的热潮中，巴基雅制作了一个大型

的音乐晚会，请50名音乐家参与，从

歌唱中展现我国50年来的音乐发展。

巴基雅多年来是新传媒(Media-

corp)Talentime(流行歌曲比赛)的评判

之一。她也曾创作十多首歌曲。2015

年，Bangalore的Sri Siddhi Ganapathi 

Temple给她音乐奖。2016年，她获得

印度新德里音乐界最重要的Bharatha 

Bushana奖。最近新加坡Kannada人

的社团Lisha也颁发妇女先驱人物奖

给她。

学生的仰慕对象

虽然名成利就，巴基雅不自满。

她说：“我还在学习新的技巧，探索

音乐的奥妙。”

巴基雅的学生对她十分仰慕。上

高级声乐课的女学生Sumana Hebbar

说：“巴基雅老师有许多良好的品

质：她乐观、富有创意、热情，有一

种胜利者的精神。她的学生从5岁到

60岁的都深深给她的磁力吸引，她

的音乐课总是充满笑声。她的性格开

朗，不怕困难。她曾经带我们到道教

的庙里去唱歌，喜欢学习新的技能。

在她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个

BHAGYA MURTHY 
— AN OUTSTANDING SOUTHERN INDIAN CLASSICAL VOCALIST

In the 1950s a little girl stood in the 
garden behind her house in Araga Village, 
State of Karnataka. She had a cane in her 
hand with which she tried to conduct the plants 
and flowers, singing along the way. 

Time flies and in a flash the little girl 
named Bhagya was transported to 1978 as 
a married woman. One day her engineer 
husband Murthy told her he would be re-
located to Singapore, which gave her a shock. 
Her fear proved unfounded as she made a 
successful career in Singapore and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perform in countries East 
and West. 

A versatile vocalist, she sings classical 
Tamil, Telugu and Sanskrit songs and 
shines in singing for the Arrangetram of 
Bharatanatyam dancers, achieving a record 
of 400 performances for Arrangetram. 

In an interview at her 5-room flat in 
Toa Payoh, Lorong 4, she spoke about her 
career. She said although her mother-tongue 
is Kannada, she learned to sing in Tamil very 
fast. Bharatanatyam is a dance form popular 

in Southern India. It has three elements: Nritta, 
Nritya and Natyam. The stories told are often 
episodes of great literature like Mahabarata 
and Ramayana. After years of practise the 
dance student presents a two-and-a-half 
hours’ Bharatanatyam in her Arragetram. 

Bhagya’s performances consist of vocal 
accompaniment for Arrangetram and Katcheri- 
vocal concert. She prefers Katcheri where the 
singer has the freedom to express herself with 
vocal techniques, whereas at Arrangetram 
the singer has to stick to fixed music and 
harmonise her rendition with the movements 
of the dancer. The singer also runs the risk 
of losing her voice from numerous practises 
with the dancer. The songs Bhagya sings are 
Karnatic compositions created by composers 
active from the 15th to 18th centuries, among 
whom Purandharadasar, Sri Thyagarajah and 
Sri Syama Sastri are the most popular.

 Bhagya said she has achieved success 
and fame and is satisfied with it. She thanks 
her parents for their kindness and God for 
endowing her with musical talent. She now 

teaches Karnatic vocals at the Sri Sengpaga 
Vinayaka Templea and her flat. For years she 
has been a judge for Mediacorp’s Talentime. 
She has also composed music for singing. 
She has been given merit awards by temples 
and music organisations in Bangalore and 
Singapore. Two important awards are Baratha 
Bushana by an organisation in New Delhi and 
the Honorary Doctorate conferred on her by 
the University of Sri Lanka. 

In 2006 she cut seven cd albums at 
one go and was awarded by Bangalore’s 
largest audio cassette and cd producer. In 
2015 she produced a mega show involving 
50 artistes who, through music chatted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in Singapore, 
to celebrate SG50 which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Singapore’s nation-building. 

 Her students praise her for her teaching 
method and fine attributes such as positive 
outlook, passion and creative spirit. She also 
has a great adventurous spirit and would 
learn new skills for the benefit of her students 
if necessary.

概念。最近她到泰国旅行还去乘降落

伞，兴奋得像个小孩子。跟她学唱歌

让我学会正面看待生活。”

另一个高班的女学生Sri Vidya

说：“巴基雅老师多才多艺，她的歌

声带有磁性。她常常用幽默的比喻和

舞蹈动作来帮助我们记歌词，逗得全

班大笑，在轻松的气氛下就这样把歌

牢牢记在脑海里。她不但教唱还教我

们做人的道理。老师是我生命中遇见

的美好的人，我祝福她歌艺更上一层

楼，更快乐。”

谈到这里，巴基雅要上课了。

十来个年轻的印籍女子先后向老师磕

头致敬，然后对着她坐。老师把调音

器一开，那响亮的声音顿时充满了房

间，高昂的歌声接着响起，让人听了

心旷神怡。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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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品

画
品 2014年11月，新加坡美术总会一行画家，与贵阳画家在贵阳美

术馆共同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展：2014/甲午新加坡·贵

阳交流展。该展览的成功举办，得归功于一位在当地德高望重

的画家─蹇人毅。

说起蹇人毅，新加坡教育界的老师们应该不会陌生。十多年

前，我以“新加坡艺术出版社”及“识字大王培训中心”的名誉，

三次邀请蹇老师来新加坡举办专题讲座。当时蹇老师有多重身份：教

师进修学校校长、中国师范最高荣誉“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得主、美

术教育家、画家、作家。除此之外，蹇老师还有一个较特别的身份：

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蹇先艾之子(蹇先艾曾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

也许是遗传基因，蹇老师不但画得好、写得妙，讲起课来更是

妙语连珠、倾囊相授，将热心教育、诚恳为师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学

员的脑海里。蹇老师因此“三顾星洲”，与新加坡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后，他不但热心为两国的文化交流牵线搭桥，也画了许多与新加坡

相关题材的作品，其作品被新加坡“宣和文物”画廊收藏(画廊负责

人俞精忠特地到了贵阳，并收藏了他的多幅作品)。

这样一位多才多艺且古道热肠的艺术家，其实与我也有不解之

缘：恩师。

70年代的贵阳，物质生活还相当贫乏。十岁左右的我，仅凭

小学老师的介绍，两手空空就向蹇老师“拜师学艺”了。蹇老师一

点都不介意，数年的时间，不厌其烦、循循善诱地传授绘画知识。

现在想起自己当时的不懂事，都会觉得汗颜！印象中，蹇老师育人

文
·
谭
瑞
荣

蹇
人
毅
与
新
加
坡
的
不
解
之
缘

蹇人毅近照

师
恩
难
忘

《朝雾》油画  80x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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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学生中，有的成了绘画大师、有的当了美术学院院

长，更多的学生，与老师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

恩师的称谓，绝不是我一人的专利。

师品就是画品。蹇老师的绘画格调高雅、清新脱俗，

一如其人！

尤其是油画，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画家

的笔下都变得诗意温馨起来。那统一中又有对比的色彩

关系，微妙、含蓄、协调、圆融、润泽；那情感细腻而又

极富变化的笔触，准确、流畅、婉转、潇洒、豁达。画面

中，渗透着画家机智优雅而又朴实动人的情感与深厚的文

学修养；呈现出来的作品，往往朦胧中有清晰的意境，意

境中见扎实的功力。

蹇老师也是“水陆兼程”的画家。除了油画，其国画

亦显示出文学的意蕴。他多为中国古代杰出人物造像：李

白、杜甫、屈原、苏东坡、司马迁、王羲之、柳宗元等形

象，在其笔下如信手拈来，足见其中华文学艺术的积淀，

形成了胸中的千壑。无论人物、动物或景物，在宣纸或画

布上皆栩栩如生。近来，蹇老师还画了一组以“中华成

语”为主题的中国画，有关单位特地为他举办了展览，大

获好评。

狮城9月，蹇老师受新加坡宣和文物(Dynasties An-

tique & Art Gallery)与歌尚艺术画廊(GoShen Art Gallery)

的联合邀请，将以著名画家的身份再次莅临新加坡举

办“东方情─蹇人毅画展”。我们翘首以盼。

(作者为本刊总编辑)

东方情 - 蹇人毅画展
SENTIMENTS OF THE ORIENT-JIAN RENYI ART EXHIBITION
时间： 01.09.2017-10.09.2017

地点： 9 Raffles Boulevard, #02-19/20, Millenia Walk, Singapore 039596

联络： +65 98462098／jack.yu@ goshenartgallery.com／www.goshenartgallery.com

联办： 宣和文物(Dynasties Antique & Art Gallery)、歌尚画廊(GoShen Art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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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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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谭老师，您还没有告诉我，您究竟喜欢

什么花呀？”

这天，经过中四甲班的课室时，冷不防一

个高亢的声音飞窜出来，直捣我的耳膜。问话

的，是一名胖胖的男学生黄铭山，厚厚的眼皮、

细细的眼睛、翘翘的嘴角、圆圆的酒窝；不论说

不说话，都像在笑，很有喜气。这几天，他一直

进出办公室，问我同样的问题。

教师节即将来临，我知道，他是想送鲜花

给我当礼物。因此，当他第一次问我时，我便

神情冷淡地撒了个谎：“我不喜欢花。”他立

即喊了起来：“不可能的！说吧，老师，坦白

说，您喜欢什么花？”我坚持地说：“我真的

不喜欢花啊！”他锲而不舍，第二天、第三天，

都追问同样的问题。现在，居然又老调重弹。这

一回，我驻足，微笑地应道：“啊，老实告诉你

吧，我最喜欢的是椰菜花。”他立马变得眉飞色

舞，喃喃地重复我的话：“椰菜花、椰菜花！”

第二天一早，他冲进办公室，气鼓鼓地问

我：“老师！您说的椰菜花，究竟是什么花？

为什么花店里的人叫我去菜市买？”我忍不住哈

哈大笑，调侃地说：“椰菜花的洋名就是 Cau-

liflower ，它还有个妹妹，叫做西兰花(Broccoli)

呢！”他这才知道上当了，气得哇哇大叫：“老

师，您怎么可以作弄我！”

教师节终于来临了，举校喧腾，我在食堂

里和一些感念师恩的校友叙旧话新，校工突然

前来嘱我到办公室签收花店送来的花。

是一大束粉红的康乃馨，有一张卡片夹在

里面，上面简简单单地写着：

“谭老师：教师节快乐！黄铭山贺”

饱满丰盈的花卉，气势如虹。拿在手上，

好似抱了一束明艳艳的阳光。心里自然是欢喜

的，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很煞风景的念头却

浮上了脑际：学生把零用钱花在如此昂贵的花

束上，多可惜啊！康乃馨再美，寿命毕竟有

限；再说，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每一分钱都

来自家里，父母亲可没有任何理由去承担这笔

额外的花费啊！

教书多年，每一年的教师节，我都会接到

不计其数的礼物。

文
·
尤
今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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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是各式各样的小玩

意儿，诸如：心形的香皂、香气氤氲

的日记本子、奇形怪状的蜡烛、卡通

图案的购物袋、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

等。不讳言，这些东西，我往往都

是左手收到，右手便转送出去。有些

学生，送我购自商店的谢师卡，谢师

卡上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句，当然都是

绝妙好词，然而，读起来却是冷冰冰

的，没有任何私人的情感；而且，张

三李四都可能收到同样“制服化”的

卡片，意义不大。像这类谢师卡，我

收到之后，通常只在桌上陈列短短一

个星期，便束之高阁；到了年尾，就

在大扫除中被清理掉了。

我慎重地收藏着的礼物，只有

一种，那就是学生亲手制作的卡片。

不费分文，但却意义深长。用心的学

生，会在自绘的卡片上一笔一划、一

字一句地写下他学习的感想、心得

和收获，让敬业乐业的老师清清楚楚

地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我家里有个

漂亮的箱子，就是专门收藏这类卡片

的。在杏坛29年，收到的卡片为数

不少，有空时取出重读，多少美丽的

往事，就像是斑斓的蝴蝶，活泼地在

记忆之库翩跹飞舞；莘莘学子一张张

可爱的脸庞，也犹如烟花，璀璀璨璨

地闪现。

新加坡教育部把9月份的第一个

星期五定为教师节，所有的学校放假

一天，同时，在教师节的前一天，各

校的学生理事会为教师节策划一系列

的表演，包括舞蹈和乐器演奏。尽管

各校庆祝教师节的方式不尽相同，可

是，意义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肯定教

师对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1982年，我执教鞭于华义中学，

有一位名字唤作“蔡忆仁”的学生，

在台上以浑厚的嗓子为全校老师献

唱台湾那首旋律优美的民歌《摇橹

的人》：

有一位摇橹的人，以无比的心情和

爱，满载莘莘的子弟，航向学海的彼岸。

我曾经漂泊海上，茫然又无知地寻

求；是他点燃光明的灯，导我航向智慧的

彼岸。

逆着风、溯著浪，我已安然的成长；

忆起浩浩的师恩，愿以己身来回馈。

逆着风、溯著浪，我已安然的成长；

忆起浩浩的师恩，愿以己身来回馈。

有一位摇橹的人，以无比的心情和

爱，满载莘莘的子弟，航向学海的彼岸。 

肩负起，输送的责任，作一个默默、默默

摇橹的人⋯⋯

蔡忆仁的歌声，如江水奔腾，

有很强的穿透力，而优美的歌词又恰

如其分地道出了老师的职责与心声，

因此，全体师生鸦雀无声地听得如痴

如醉。蔡忆仁在毕业后多年，创办

了“弹唱人”这个音乐团体，成为新

谣在新加坡发展的一大推手。说来

不可思议，35年前他献唱的这一首

歌，一直、一直都萦绕耳畔；我想，

这是因为他在献唱时，投注了全部的

感情吧！

近年来，我常在报章上读及一

些“另类”的庆祝方式——有些学

校，让老师们在教师节穿上奇装异

服，在台上载歌载舞，学生则在台下

笑得前俯后仰。有人认为这样做可以

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然而，我个人

觉得，教师节有异于儿童节，身为主

角的老师，有必要粉墨登场，如此

大张旗鼓地制造娱乐效果来取悦学生

吗？为了这场“另类”演出，参与教

师还得在课余之暇拨冗排练哪！一年

到头孜孜 于教学的老师们，在这

一个专门属于他们的日子里，是应该

轻轻松松地坐在台下，好好地享受学

生的爱心表演的。

最近这些年来，许多教师都慨

叹，学生对教师日益冷漠，仅仅把教

师节当作是一个不必上课的日子，切

莫说花费心思去为老师制作卡片，校

园相见，就连一声“教师节快乐”也

吝于出口。

有位吴姓朋友，执教于一所邻

里学校。忠于职守的她，平时对学生

管得极严，追作业追得很紧。教师

节来临之前，班长笑嘻嘻地对她说

道：“老师，我们全班在教师节那天

会给你一个大惊奇。”她以为学生终

于明白了她一向坚持的“严师出高

徒”的信念，心里暗暗高兴。万万没

有想到，这个“大惊奇”居然是当

天“全班缺席”！当每一班学生都兴

高采烈地为级任老师切蛋糕欢庆时，

她坐在空无一人的课室里，心里好像

被捅了一个口子，沮丧、愤怒、失

望、难过等等情愫都从伤口里涌了出

来。她的陆姓同事，则碰上另一种难

堪。当天，她在办公室处理一些重要

的事项，等处理完毕而匆匆赶到课室

时，蛋糕已经吃得七七八八了，学生

们对着她笑嘻嘻地说：“嘿嘿，迟起

的鸟儿没虫吃呀！“

在一切流于形式化的今日社会

里，许多学生仅仅把教师节当作是一

个“吃喝与送礼”的日子。实际上，

内涵丰富的教师节，是一个让学生深

思的日子、是一个让他们知道“一日

为师，终生为父”的日子、是一个让

他们“饮水思源”的日子。

真正成熟的学生，绝对不会把教

师的付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在教师

节这一个特定的日子，他们会将心中

的感激化为发亮的文字，诚心诚意地

献给亲爱的老师；离校之后，他们则

会把人生的每一天都当作是教师节，

自律自重，努力不懈。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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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消失的
文图·虎威

从
本期开始，本栏也会谈岛

国一些已逝去的建筑物。

它们一度是我们国土上的

地标，而且和许许多多人有着一段段

情缘。它们的消失，或曾经是我们胸

口的痛。

这回要说的国家剧场，在1963年

建成，1986年被拆，一共存在了23

年。那却是何其精彩的23年！足以让

无数人回味。

在剧场外看喷泉	

国家剧场位于皇家山麓，曾是

克里门梭路和里 里路交界处最显

著的建筑物。它由本地著名建筑师

黄匡国设计，形象鲜明。小时一见过

它，便将它由5个狭长菱形组成的立

面，还有前面新月型的喷泉记在心

中，随时可画出来。

小时候，在晚饭后随家人到国家

剧场看喷泉是我喜爱的节目，也是很

多家庭喜爱的活动。这个喷泉喷水的

花样会不断改变。当全部水柱齐齐喷

起时，新月中就好像冒出了一座水塑

的山，两旁还添上两片巨大的翅膀。

入夜时，水池与水柱转变不同色彩的

灯光，令我看得着迷，常“带着依依

不舍的心情离去”(小学时期的作文

常用语)。

当时并不知道池中的新月和建筑

立面上的5个菱形，象征着国旗上的

新月和5颗星，意义深长。	 	

	 	 		

	在剧场里观表演

国家剧场的观众席由一个巨大的

屋顶罩住，席上没有任何柱子，边上

有矮墙围合。这个自然通风的表演场

地能容纳3千多名观众，极具规模。

我国许多重要集会和大型演出，都曾

在那里举行。

有两场演出我是台下观众，至

今难忘。一场是常出现在电视黑白影

片中，香港明星罗艳卿所演的粤剧。

难得名伶到来演戏，尽管生活拮据，

妈妈还是买了张最前面一排的票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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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明信片里的国家剧场(Postcard interchange网站)

国家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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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那时大人带小孩看戏共坐一

椅不必另外给小孩买票。我们两母子

从大坡二马路搭巴士前往剧场，我第

一次体验在舞台前近距离看戏，将演

员面部看得一清二楚，好不兴奋。戏

很晚才散场。两人在克里门梭路车站

候车久不见有车来，原来已过了川行

时间，只好走路回家─这段记忆依

然清晰。

另一场是歌舞表演，团队来自

北朝鲜。这个团体的艺术水平甚高，

歌曲悦耳动听，舞蹈整齐多变，布景

如真如幻，让许多人叹为观止。写这

篇文章前和妻谈起国家剧场，北朝

鲜队伍精彩的表演同样收藏在她的记

忆盒中。

	 	 	 	 	

在舞台上演谐剧

看官们，你们一定不相信我曾在

国家剧场舞台上表演过谐剧。但那是

千真万确的事。

当年在父亲的鼓励下，在家

中“联欢会”喜欢演谐剧的哥哥、我

和一位堂弟，组团参加全国华语歌唱

大赛中的谐剧比赛。曾有舞台经验的

父亲是编剧与导演，我们三个少年是

演员。“小小谐剧团”过关斩将，经

试音、初赛、复赛一直打入决赛圈。

那年代谐剧在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很

流行，家境欠佳的我们对决赛夺标可

得奖金，自身更可能展开演剧生涯充

满憧憬。

大决赛在国家剧场举行，之前还

有实地彩排。我因此有两次机会进入

剧场后台和踏上舞台。最感兴趣的是

舞台上有个能旋转的大圆盘，圆盘转

动就可以换布景。

入选谐剧组决赛的有4组，成绩

公布时司仪先报第4名。在那紧张的

时刻，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要报小小谐

剧团，听到的却偏是小小谐剧团。希

望顿时落空，只差没有落泪。三人尽

力演戏并没失场，上天却没让我们赢

奖，必有原因─也许我们都不适合

过早踏入社会的大染缸。

在观众席见工程师

最后一次踏入剧场是在1980年代

中。在公共工程局任建筑师的我，有

一天接到任务：与上司到国家剧场与

局内工程师会面，讨论如何为剧场那

由5个菱形结构悬桁出来的大屋顶结

构加固。那时剧场因结构不安全已经

空置，我们在空荡荡的观众席展开讨

论。工程师觉得必须在屋顶下加柱子

才能解决问题，建筑师则觉得加柱子

将削弱原有的设计概念，但如需要还

是会做出可行的方案以留住剧场。遗

憾的是在那次会议后此事再无下文。

国家剧场难逃被拆的厄运：中央高速

公路隧道的建设，它开放式的设计使

演出无可避免受场外车声干扰，没空

调跟不上时代等都是原因。

最近到国家剧场原址拍照。因为

缺少视觉焦点，怎样拍也拍不出好照

片。离这个原址不远处，2013年双

年展的一件创作─将5个菱形立面

按比例缩小“重建”而成的装置，孤

零零地立在一草坪上。视之而令人叹

息。走过快建好的新地铁站，见到入

口小筑的玻璃墙上竟有菱形装饰，也

许是设计者对剧场的敬礼。

形象独特的国家剧场是一座聚合

民间许多筹款活动的建筑物，曾是国

家的骄傲，我们将永远怀念它。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皇家山下国家剧场原址

缩小的国家剧场立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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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邹璐   图·邓汝能

在
新加坡画坛有一位身份特殊

的艺术家，他就是曾在新加

坡教育部、交通与新闻部、

通讯及艺术部以及环境发展部等多个

政府部门，担任政务次长、高级政务

次长等要职的何家良博士。人们称他

是“政坛艺术家”。

今年9月，何家良博士即将迎来

他的80大寿，为庆祝这一人生重要里

程碑，由南洋艺术学院主办，新加坡

艺术总会、新加坡艺术协会以及中华

美术研究会联合支持的《情系丹青一

甲子》何家良艺术回顾展，日前在南

洋艺术学院义安展厅隆重举行。6月

21日，画展开幕式当天吸引了超过

300多位文化艺术界、教育界等不同

领域人士踊跃出席，场面隆重盛大，

被认为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个展开幕

式。总统陈庆炎博士以主宾身份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陈庆炎总统在致辞中称何家良

为“老朋友、老同事”。他对何家良

数十年来在紧张忙碌的政府工作之

余，坚持艺术创作表示赞赏，并为

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何家良也以一幅创作于2014年，以

情系画坛 缘定南艺
何家良艺术回顾展隆重举行

《情系丹青一甲子》画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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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良博士将以金沙综合娱乐城为主题的画作赠送给陈庆炎总统

金沙综合娱乐城为主题的画作赠送给

总统留作纪念。

坚持艺术创作60年

说到何家良数十年坚持艺术创

作，这的确是要有坚强意志和执着

追求才能做到的，非常人所能及。 

何家良在画册中写道：“回顾我这80

年来的人生，自问没有什么值得大书

特书的，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很偶然

的。我在大学是念理科的，理想是

成为一名科学家，却阴差阳错踏入

政坛，为民服务，并且一晃竟是30

年，又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堕入绘画

的‘诱人迷网’，而不能自拔。绘画

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一直支撑着

我到今天。”

开幕式上，何家良也不无感慨地

回顾了他最早开始艺术生涯就是从南

洋艺术学院的前身南洋美专开始，那

画出印象风景而偏爱户外写生。事实

上，更大程度是由于特殊的身份以及

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让他只能通过

户外写生的方式坚持艺术创作，积

累了数量可观的写生作品，当然也因

此对印象派艺术有所探求。他的不少

作品记录了我们这个城市曾经恬静、

闲适的乡村生活，已经消失不在的甘

榜风景，和一些让位于城市发展的曾

经的城市地标，难怪很多人在看到他

的画作时都会由衷感叹，这样的风景

如今是看不见了，因此越发显得弥

足珍贵。

关于何家良的艺术成就，开幕

式上，新加坡艺术协会赵振强会长在

致辞中表示，何博士坚持他一向来的

创作方向，从早期的素描、版画，中

期勤力探索印象派画作，后期更大胆

以纸代笔，形成非常个人化的绘画风

格，正好符合艺术创作的原创性，加

是1955年，转眼已经超过60多年。

何家良说，他在美专读书仅有一年

半，原因是第一学年学费每月10元，

第二学年学费涨到每月20元，加上画

西洋画，购买颜料、画布等，费用不

菲，让他只好带着遗憾与不舍，怅然

离开美专，转而在中正中学继续追求

美术梦想。

后来步入政坛，无论工作有多

忙碌，他总是设法抽身，利用周末以

及公共假日去户外写生，坚持艺术创

作。户外写生是一个相对比较抽离，

身心比较自由放松的时间，他就集中

注意力，充分把握这四、五个小时的

时间，放下一切，投入创作，磨练技

艺，积累经验。

户外写生成就艺术特色

有人认为何家良是受印象派画

家影响，走到户外，感受光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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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品色彩艳丽，鲜艳浓郁，显示南

洋风味，具有本土特色。

何家良在访谈中也直言，2000年

后，他的作画更加洒脱，无拘无束，

已经很少用笔，以纸团或者直接把颜

料涂到画布上，让画面的色彩更加浓

郁深邃厚重。由于年事已高，视力衰

退的缘故，也就不再追求画面描摹景

物的细腻精准，而是通过笔触色彩传

达当下的思想和情绪。一边沉浸在周

遭风景天地自然中，一边沉醉于画布

上的颜彩宣泄流动，是另一种“天人

合一、物我两忘”之境。

积极推动文化艺术活动

何家良忙碌一生，晚年含饴弄

孙，尽享天伦之乐，也始终不忘参加

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人们时常都能看

到他春风满面、和蔼可亲的笑容。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陈声桂会长深有感触

地说，何家良从政31年，无论他在

交通与新闻部、通讯及艺术部、以及

环境发展部等不同部门，他都积极支

持本地的文化艺术活动，身体力行，

亲力亲为，有求必应，有请必到，带

给人温暖和鼓励。一度人们都亲切地

称何博士是“剪彩次长”、“开幕次

长”，由此可见，他出席文化艺术活

动之频密。客观地说，何博士不仅在

个人艺术创作方面做出成就，也利用

他的社会影响力，为繁荣本地文化艺

术做出贡献。说到他对本地文化艺术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就不得不提到

南洋艺术学院。南洋艺术学院的前

身是早在1938年由美术教育工作者

林学大创办的南洋美专。美专在其数

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对校舍搬

迁，生源不足，战争影响，经济不景

等种种挫折和磨难。

1996年何家良正式退出政坛，

不久就受到时任南洋艺术学院董事会

主席庄升俦先生的邀请，出任南洋

艺术学院院长。其时，何家良可以

说是临危受命。1992年，第四任校

长魏维贤博士(1989-1991)任期届满

后，院长一职一直悬空，由董事会主

席庄升俦代理，第五任校长是苏启帧

博士(1994-1996)。而正是何家良在南

艺的六年半时间，给南艺带来前所未

有的改变，可以说是“起死回生”， 

也为南艺的未来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

间和奠定重要基础。这6年半也可以

说为他的职业生涯划上完满句号。这

位在南洋美专求学仅仅1年半的美专

校友，在跨越半个多世纪后，以独特

的方式给母校以隆重的回馈和贡献。

回顾何家良在南艺6年半的主要

业绩和成就，首先是获得政府津贴。

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艺术之家计划

下，南艺获得3所学校及校园的发展

空间，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

保障。

经何家良大刀阔斧的重组，南艺

因此成为结合视觉艺术学校、表演艺

术学校(含戏剧系)以及国际服装专科

学校、少年儿童艺术学院的综合艺术

学院，让艺术的科目、种类、领域更

加广泛多元，尤其是在争取政府提供《新加坡风景线》胶彩 (2014) 61x91cm

《修船》油彩+胶彩 (1998) 61x9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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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赞助和常年津贴方面，让南艺获

得较为从容的经济支持。

在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发展空间的

必要条件之后，何家良进而在提升学

校专业水平，举办更高层次课程方面

动脑筋。他积极与海外大学合作，如

2001年与英国诺森比亚大学联办12

个月的服装设计荣誉学位课程，与英

国威尔士大学威尔赫音乐与戏剧学院

联办音乐荣誉学位课程等。南艺也是

最早与南洋理工大学合作，开办艺术

管理专业文凭课程的学府。

2001月1月，南艺为了筹建3栋

新校舍，专门成立建校委员会。新校

舍总建筑费用约1.5亿新元，政府资助

90%，还需筹款1500万元。何家良为

此动用了他的全部社会关系，他不仅

要考虑筹款，同时也要面对校舍的

建筑设计、校园规划等，几乎事无巨

细，亲自过问。

南艺占地36,000平方米，在市区

寸土寸金的地方，尽管3个校园地点分

散，但“形散而神不散”，他特别要

求担任规划设计的刘太格设计师在3

个不同地点的建筑，从设计风格方面

体现高度统一和整体协调，因此从空

中俯瞰，能够明显感觉到建筑与校园

的遥相呼应、协调一致。

60年前，南洋美专是何家良艺

术起步的地方；20年前，南洋艺术学

院又是他发挥余热，打造艺术殿堂，

创造一番奇迹的地方。情系画坛一甲

子，缘定南艺60年，何家良在画册中

写道，“回顾展能得到南艺应允主办，

并在当年我曾参与设计的画廊展出，

使我深感荣幸。”为此，何家良也捐

出20幅画作给南洋艺术学院做永久收

藏，就让这段“情”，这份“缘”延

续下去，生生不息。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甘榜依劳》油彩 (1985) 54x66cm

《龟咯渔村》油彩+胶彩 (1992) 46x61cm《有面具静物》油彩 (1986) 75x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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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研习森林

新
加坡植物园西缘的泰瑟 

研习森林于2017年3月31

日开幕了！这是自2015

年政府宣布研习森林开发后，花了约

两年半的时间，集合多方资源完成的

杰出项目。

沿着泰瑟通道(Tyersall Avenue)

人行道朝胡姬花园的新入口前进，即

可抵达停车场。此路为新辟之道路，

路名保留，唯原路已被截封。路前方

格洛路(Gallop Road)地段的发展还

在进行中，那里两座前法国领事馆所

在处的黑白洋房将改为展厅，展示相

关的植物美术作品，预计2018年对

外开放。

记得昔日道路未改建时，偶尔经

过前往姜园侧门；沿路总会看到大片

密林覆盖的次森林。靠近姜园停车场

之前，在道路左侧，曾有一道陈旧但

别具气派的铁门；庭院深深，据说关

系到前柔佛州苏丹皇宫；铁门由一条

嵌满锈的铁链锁着，也锁住一段厚重

的历史。

浓荫密林后曾有两座各为红顶与

蓝顶的皇宫。乍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

里的情节，早年曾吸引不少远近慕名

者潜入探险、寻幽探秘。近年涉及安

全考量，警方贴示公文严禁擅闯，违

者法办。

深林中两座神秘宫殿

网上诸多相关林深处神秘宫殿

的讯息，图文并茂；笔者也翻阅了

一些文史资料，搜索整理列出，以

飨读者。

一、泰瑟皇宫 - 红顶

这里属于东陵(Tanglin)地段，

旧 时 为 丘 陵 起 伏 、 青 山 绿 水 的 地

段，Tanglin为福建方言音译。

1 859年当植物园开辟的时候，毗

邻的泰瑟地段小山丘上屹立着颇具规

模的豪宅(占地约24公顷)，为威廉·

纳皮尔(William Napier, 1804-1879)

所有。威廉是新加坡首位律师，为阿

布巴克(Abu Bakar)的法律顾问。当

时，后者刚继承天猛公的荣衔，意欲

在新加坡依旧保有据点，于1862年

买下此豪宅。

1885年英国承认阿布巴克为新任

柔佛苏丹，此后多年，柔佛新王室一

直住在新加坡，活跃于休闲与社交圈

子，并与英国总督加文纳合作无间。 

(《新加坡史》，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1890年泰瑟楼遭祝融光顾，同

年苏丹决定重建。聘拿督芽雅(Dato 

Yahya)为设计师，红瓦屋顶的英伦科

林斯式(Corinthian style)风格建筑，

中央有座70英尺高塔楼。据说设计

构思主要来自苏丹后花蒂玛(Sultana 

Fatimah，阿布巴克的第三任夫人)。

新皇宫建于一小丘上，当年从植物园

的演奏台(位于33米的小丘)位置，可

远眺见此宫殿建筑。

建筑承包商为黄亚福，一位来

文图·李喜梅

44

星
洲
绿
话

44_46_����_L2.indd   44 11/8/17   10:36 am



自广东省的农家子弟，因家乡社会动

荡，17岁时南来狮城。他起初从事木

匠工作，遇见同乡胡亚基(植物园创办

人)；后者为他引见一些社会贤达，商

界领袖，以及结识了阿布巴克苏丹，

成为日后柔佛苏丹主要的建筑商，逐

渐成为知名企业家、慈善家，曾筹办

广惠肇留医院。

新泰瑟皇宫于1892年落成，取

代之前火灾烧毁的泰瑟楼。同年12月

10日举行隆重开幕礼，主宾为总督金

文泰(Cecil Clementi)。可惜一手策

划、注入许多心思的的苏丹后花蒂玛

在1891年去世，无缘目睹美仑美奂

的新皇宫。

盛大晚会庆祝开幕。殖民地官

员、清朝使节、华人领袖，柔佛星洲

两地的上流社会宾客，齐聚一堂。

《华人百年史》中作者宋旺相也对此

盛会作了详尽报导。

1905年9月10日凌晨，新皇宫再

次发生火患(电线走火所导致)，之后

被弃置。据悉，日侵时此处筑有印

度军医院，遭轰炸起火，死伤约700

人。经历战火蹂躏后，此处遂为森林

所覆盖。

1990年新加坡政府取回此地段，

清理废墟，如今已无迹可寻。唯有旧

地图标记着两处宫殿建筑所在。

二、Woodneuk楼 - 蓝顶

建于1890年，距离泰瑟皇宫不

远处，蓝色屋顶，位置靠近现今荷兰

路。为阿布巴克建赠第4任夫人迪嘉

苏丹后(Sultanah Khadijah, 1904年

去世)，也是当时苏丹喜欢逗留的行

宫。产业由儿子伊布拉欣苏丹(Sultan 

Ibrahim Iskandar, 1873-1959)柔佛第

22任苏丹继承。

1905年再度火烧，1930年伊布

拉欣苏丹重建宫殿，送给他第3任

妻子，苏格兰出生的Sultana Helen 

Ibrahim (1889-1978)。2007年又发

生火患，蓝色屋顶塌下，废弃至今。

湿地与巨木步道相媲美

泰瑟苏丹皇宫(Istana Tyersall)地

段经历百余年风雨，几次火灾，森林

里不少参天大树，或侥幸逃过劫难；

有者则如浴火凤凰，劫后重生，吐枝

冒芽，长成茂盛树木。

如今，改道后的泰瑟通道连接植

物园天鹅湖西侧，辟成10公顷研习森

林，与植物园合成一个多元的生态环

境。估计共拥有700种植物，12万棵

植物，而其中1000余株在辟建过程中

被“移动”过！

北侧有个池塘，属于东陵地里

原生池；工程进行时因发现此处有地

下水源而开辟了数个池塘，设闸门控

制水量，并与植物园的天鹅湖等处相

通。因有此地下水的存在，当局辟了

地下储水库，将雨水导入储存。

林间辟有小径，池塘上筑有步

道，把湿地和森林巧妙联串起来。

湿地面积1.8公顷，名之“吉宝探索

湿地”，植有许多沼泽和滨湿地植

斑驳棕榈叶白色野牡丹

白花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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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木上的日光浴

物，包括濒危品种。同时，还设一环

水胡姬花小岛，种植多种罕见胡姬花

品种；不时洒水喷雾，营造润湿“宜

居”环境。

离地面8米高的半空筑起了全长

260米的无障碍步道，横跨池塘，衔

接林间地势较高的地方。步道围绕

着两棵香灰莉巨树，形成环道，游

客可以在林间空中观察各类植物。在

香灰莉巨木与步道间用粗绳织网，或

许来自蜘蛛空中结网的灵感吧，游客

可以轻松躺下，仰望空中。白天无星

星可望，但可欣赏树冠叶片如“马赛

克”的画面。使用此设置的孩童需要

大人指导，以策安全。这段步道称

为“SPH巨木之旅”。 

旧木新树汇聚

虫兽鸟鱼安家

热带雨林为地球上抵抗力、稳

定性最高的生物群地带，物种繁多，

可说是上天所赐的宝贵资源；现代医

药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药品提炼自此中

植物，故被喻为世界大药库；许多

已知或未知的药物，均可来自热带

雨林中。 

一日在报业控股巨木步道走动，

忽见香灰莉古木上一道正在蠕动的黑

线，趋近一看，呵，成千上万的蚂

蚁，忙着搬家！

这里也是云斑蜥蜴歇息的地方。

某日清晨，一条约一米长的蜥蜴四爪

抓住树皮，挂在树干上晒太阳，蔚为

奇观！奇妙的是，它对来往以及在绳

网上歇息的访客，视若无睹，莫非已

把访客视为森林里新添的友伴？

之前目睹两条巨大云斑蜥蜴，先

后朝向天鹅湖方向爬行，或许看上研

习森林的好处，打算趁早迁徙入住。

在重植树木计划下，林内种植了

众多巽他陆块原属树种；不少濒危的

植物，也在地里试种、培育，包括百

余棵可长至40至70米高的龙脑香科

(Dipterocarpaceae)树种，由专家带领

团队每日“嘘寒问暖”、细心照料；

也有不少地里原生树种，例如十余棵

一行排站的橄榄属植物(Canarium)，

硕壮魁伟，长在深林角落处；以及一

些奇特性质的攀缘植物、附生蕨类、

各类棕榈等。

林地里生态蓬勃，有两百余种

活跃或隐蔽的动物，自由地在空中、

地面、水底、水面活动：不知名的虫

儿、鱼儿，色彩鲜艳的蜻蜓、翠鸟

等。曾见过外皮炭黑的沼泽大蜥蜴，

地里大摇大摆爬行。犀鸟也是常客，

一家子不时在林间活动觅食。 

研究 保育 休闲 传承  

在吉宝湿地边上，框地种植海

果树木，包括本地罕见的紫红芯海

果(Pinked-eyed Pong Pong ，学

名：Cerbera Manghas)，常见者为

黄芯白花品种(Cerbera odollam)。此

外，在入口处开幕碑附近，地里长着

稀有的白花蕊木(Kopsia singapuren-

sis)，是由李显龙总理主持开幕礼时

亲手种下，寓意着对研习森林保育濒

危树种的期许！

在湿地边上，不少红、白色野牡

丹(Senduduk，亦名新加坡杜鹃，学

名Melastoma Malabathricum)长在地

里；此为具药用价值的植物，据说保

济丸成分即提炼自此植物。

研习森林供研习休闲，老少皆

宜。沿途步道边设有说明板，图文并

茂。树林内，空气清新，设置有学习

站；访客可认识树木结构，外皮层木

质，还可见识木蜂(Carpenter Bee)

的钻木神技。

基于东南亚地区因经济开发，

砍伐树木破坏自然生态情况严重，作

为非农业国但注重保育各种濒危植物

的新加坡，植物园与公园局近年来一

直在努力耕耘。栽培、保育本区域树

木，刻不容缓、不能松懈！

研习森林的开发，任重道远。可

谓在现有的基础和条件上，一项对未

来资源的投资；一座超越经济效益，

关系长远“绿益”的未来人类世代医

药研究的宝库！

研习森林需要时间成长。园林专

家表示，期待这些本区域特有的良材

在50年内能够形成森林的林冠，奠下

未来热带大森林的框架。常闻“百年

树人”，实际上，植木树林也是千秋

大业，绝非等闲事！

注：泰瑟皇宫等相关资料参考多个

网站，包括亚洲超自然侦察者(Asia 

Paranormal Investigators)

(作者为新加坡植物园与亚洲文明博物

馆中文解说/导览员)

空中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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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候，老师教我ㄅ(玻)、

ㄆ(坡)、ㄇ(摸)、ㄈ(佛)；

成年后，当了汉语教师，

我教学生b(ㄅ玻)、p(ㄆ坡)、m(ㄇ

摸)、f(ㄈ佛)。ㄅ、ㄆ、ㄇ、ㄈ叫注

音符号，b、p、m、f叫汉语拼音，它

们是怎样来到我们语文生活中的呢？

注音符号起初叫注音字母，是

中国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8年11月

23日公布的，1930年4月21日，中

国国民党中执委第88次常务会议决

定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

号”。因为“注音字母”的功用“仅

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徒滋

歧误，所以应改称为‘注音符号’，

以副名实”。今天，“注音符号”仍

在台湾地区使用，继续发挥其给汉字

注音的功能。

文图·汪惠迪

“注音字母”公布后40年，即

1958年，当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简称

汉语拼音)。3月，中国教育部发出通

知，要求从秋季始业时全国中小学及

各级师范学校一年级新生开始学习

汉语拼音，同时停止使用“注音符

号”。

“注音符号”和“汉语拼音”

都不是由一个人制定的拼音方案，而

是在政府领导下制定的集体方案，但

是，只要提到这两个方案，都不能不

提到两个重要人物、方案的操盘手

吴稚晖和周有光。

吴稚晖(1865-1953)原名眺，后

名敬恒，稚晖是他的字，今江苏省常

州市武进区雪堰镇人，在中国近代

史上名闻遐迩，其是非功过颇多争

议。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以84岁

高龄之身离开上海到台湾，1953年

10月30日逝世。当时，按其遗嘱，

灵骨盒被送到大小金门岛之间的海

域水葬，以遂其盼望祖国统一之遗

愿。1962年，吴稚晖获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

人”的荣誉称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

发。当时客居伦敦的吴稚晖闻讯后兴

奋不已，立即回国，于12月28日抵

达上海。1月4日，他赶往南京会见

孙中山。孙中山邀请他出任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吴坚辞不就，只

答应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

表示要为中国文字不但“书同文”，

而且“语同音”努力，于是潜心研制

注音字母。

1912年5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在

教育部设立由吴稚晖主持的“读音统

一会筹备处”，吴受命后便积极开展

工作。1913年2月15日，教育部网罗

全国各地的语文专家44人参加“读音

统一会”成立大会，吴稚晖被推选为

会长。会议经过3个月的缜密探讨，

制定了注音字母。

这套注音字母从章太炎创制的

记音字母中选取15个字母，再改造

部分汉字得出23个字母，并另造一

个，共计39个字母，包括(1)声母24

个，(2)介母3个，(3)韵母12个，(4)

浊音符号和四声点法。由于当时政局

不稳，这套字母并未立即公布，如

前所述，直到1918年11月才正式公

布。从1919年到1923年，吴稚晖他

们又先后进行了若干重要修正。如

前所述，于1930年4月改称“注音符

号”。“注音符号”添补了一个不

用于注音、仅用于说明音理的符号

币，因此共有40个符号。声调标注

方法将“四角点声法”改为在韵母上

端加— (阴平)、/ (阳平)、∨(上声)、 

﹨(去声)。入声用·(后不用)。

 从制定“注音字母”到推广“注

音符号”，吴稚晖一直是领军人物，

常州四大学人
催生汉语拼音

吴稚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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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套符号的主创者，也是民国官方

语言规划机构的核心人物。注音符号

统一了汉字读音，实现了汉语的语同

音。吴稚晖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行

者和推动者。

说来凑巧，周有光(1906-2017)

也是江苏常州市人，1906年1月13日

生于老城区青果巷礼和堂。1923年

周有光从常州中学毕业后考取上海圣

约翰大学，后转入光华大学。大学毕

业后，先后主要从事教育、金融、经

济研究工作。1955年10月15日至23

日，中国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

北京召开，会前，周恩来总理点名要

周有光出席。当时周有光任教于上海

财经学院，便请假赴京参加会议。谁

知会议结束后，文改会希望他留在北

京工作，副主任胡愈之又一再诚恳挽

留，周有光便留了下来，从此改行，

开始了他后半辈子的语言文字研究工

作。这时，周有光正好50岁。

在文改会，周有光担任第一研

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

案。当时全国文改会议通过了8项决

议，第8项就是“建议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早日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

案》草案，提交全国各界人士讨论并

试用”。周有光主持研究室，因此准

备材料、选择研究课题、提出解决办

法等诸如此类的事都由他一力承担。

搞了3年，《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出

台了。想当年，吴稚晖主持制定注音

字母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

“注音符号”和《汉语拼音

方案》都是给汉字注音的工具，但

是“注音符号”是笔画式，“汉语拼

音”是拉丁式。《汉语拼音方案》在

制定过程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就

是字母形式问题，后来还是毛泽东肯

定采用拉丁字母才使问题有了结论。

在《汉语拼音方案》制定过

程中，周有光提出了“三化”原则

和“三不是”理论。“拼音三化”

就是拉丁化、口语化、音素化。为

了拉丁化，周有光比较了三百多年

来24种用拉丁字母制作的汉语拼

音方案。“三不是”指第一不是汉

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

的“拼音”方案；第二不是“方言”

的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的拼

音方案；第三不是“文言”的拼音方

案，而是“白话”的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在国内全面

推行后，周有光又开始了引领这个

方案走向世界的实践。1982年8月1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了汉语拼

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

ISO-7098)。周有光说：“东西十万

里，古今三千年，风马牛不相及的汉

字和罗马字，今天居然彼此偎傍在一

起，这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奇景。”人

们称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他不

喜欢，说自己是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

者。周有光关于汉语拼音的理论与实

践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

的发展。使用汉语拼音的人要永远感

谢他、怀念他。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政协

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一个

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

告，他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

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

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

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

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那么，

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又是谁主

创的呢？瞿秋白和赵元任。说来又巧

了，瞿秋白和赵元任也都是常州人，

而且两人的老家都在青果巷，跟周有

光家在同一条巷子里。

赵元任(1892-1982)1892年生

于天津，1900年回到家乡江苏常

州青果巷家中。1910年考取留美官

费生，1918年获哈佛哲学博士学

位，1920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

赵元任精通数学、物理、音乐、语

言、心理学等多门课程，掌握英、

法、德、俄、日等近10种外语，会

说33种汉语方言。从1938年起，

赵元任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哈佛、耶

鲁等多所大学任教。1945年当选美

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被选为美

国东方学会主席。胡适说“每与人评

论留美人物，辄惟常州赵元任君为

第一”。

赵元任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的

积极倡导者和杰出的实践家，是国语

罗马字的主要创制人。国语罗马字是

中国政府推出的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字

母形式的拼音方案，全称是“国语罗

马字拼音法式”。1925—1926年国

语统一筹备会罗马字母拼音研究委员

会研究制定，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

府大学院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

式公布，与“注音字母”同时推行。

这个方案拼写规则比较复杂，没有进

晚年的周有光
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大师
赵元任

瞿秋白：“我是江南第一
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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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础教育。1986年台湾地区当局

加以修订后，以“国语注音字母第二

式”公布，声调改用符号标调，拼写

规则大为简化。

提到赵元任，周有光说：“中

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的头。赵元任

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

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

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

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赵元任

是20世纪中国科学界、语言学界、

音乐界的先行者，是享誉世界的语言

学大师。

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

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899年1月29

日诞生于常州青果巷八桂堂，1935

年6月18日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省长

汀县，时年36岁。

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到北

京，9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学习俄文。1920年8月，被北京《晨

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

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2年12月回

国工作。1928年，再度赴苏，借鉴国

外经验，研究设计拉丁字母新方案。

1929年2月，瞿秋白在苏联汉学

家郭质生协助下，积多年心血拟订了

《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10月在

莫斯科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

书，这是现在在中国能看到的最早的

瞿秋白制定的拉丁式拼音方案。该书

88页，附有“新拉丁化字母的一览

表”“汉语拼音表”，另有汉字与拼

音相对照的读物。这个方案跟现在的

《汉语拼音方案》很接近，它在中国

用拉丁字母研制拼音方案的过程中起

了积极的作用。

1931年9月，中国新文字第一次

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会议通过了

对瞿秋白所制定的方案做了修改补充

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

则》。“原则”定了13条。“规则”

有：1 字母(声母22个，韵母35个)；2 

拼音规则；3 写法规则(词儿连写、词

头连写、词尾连写、界音法、单独的

词类独立写、短横-的用法、略语和缩

写、大写字母)。这个方案包含了音节

拼写和词儿连写(正词法)两部分，是

个比较完整的设计。

细心的读者一定留意到，上面

笔者所介绍的四位对中国语文现代

化，特别是汉语拼音做出重大贡献

的语言学家都是常州人，其中三位即

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的老家同在

常州城西的青果巷里。拙文仅仅是简

述了他们在催生汉语拼音方案上的成

就，其实，他们在推广早期国语，践

行现代白话，推行大众语文，编纂国

音字书，调查汉语方言，倡导现代汉

字，中文信息处理等促使语文现代化

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他们是中国语文

现代化的先驱者、践行者、引领者、

促进者。

《常州籍四大语言学家与中国语

文现代化》是中国语言学界第一部翔

实全面地描述评论这4位乡里的专著。

全书47万字，511页，结构清晰、思

路明细，博采众长，旁征博引，通

俗易懂，可读性强。作者赵贤德教授

是湖北仙桃人，在远离自己故乡的常

州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工作。近年

来，赵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民国

时期江南语言学家对中国语文政策和

语言规划影响的研究”及地方科研项

目“常州人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贡

献”，颇有建树。

笔者世居常州，老宅在麻巷东

口，枕古运河而建。西出麻巷，就进

入青果巷。1951至1954年，笔者就读

常州师范，学校就在赵、瞿、周三家

西首，正对着横跨古运河的中新桥。

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青果巷，寒来

暑往三度春秋，竟然不知赵、瞿、周

三家的故居就在这条小巷里。后来上

大学，读中文系才听闻他们的大名。

从新加坡退休后，笔者每年都有几个

月时间在家乡度过，在一个偶然的机

会里看到赵教授的著作，阅读时觉得

格外亲切。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了解汉

语拼音的前世今生，赵著是不可多得

的佳作。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

语文顾问)

邓小平(前排左五)接见赵元任(前排左四)后合影(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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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来新加坡天气反复无常，时

而大雨倾盆，时而艳阳高

照。人们频繁在冷气房和

室外之间奔波，伤风感冒的人很多。

早报报道5月份本地诊所感冒病人激增

三成。新加坡综合诊所人满为患。多

数病人一感冒就想吃抗生素，一直不

好才想看中医。在一些人的观念中，

中医是慢郎中，其实不然，中医也能

治疗急症。比如，伤风感冒，如果对

症吃药，往往立竿见影，一剂而愈。

也有人一感冒就吃银翘散，吃

了几天也不会好。为什么呢？中药

讲究辨证用药，不同的症状用不同的

方，所以同样感冒，不同的人用的可

能是不同的治疗感冒的药物。所以作

为保健常识，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

需要了解一些中医基本知识，既可

以自我保健调理，也可给予家人最好

的照顾。

感冒是外感疾病，主要由于风寒

暑湿燥热之六淫外邪或时行疫毒，乘

人体抵抗力不足时，侵袭肺卫皮毛，

以致肺失宣肃，卫表不和。表现主要

以鼻塞、流涕、喷嚏、咳嗽、头痛、

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为特征。感

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时行感冒(也称流

感)。普通感冒病情较轻，全身症状

不重，少有传变；流感则发病急，病

情较重，全身症状显著，可以发生传

变，由表入里，继发并发症，具有传

染性、流行性。

中药治疗感冒效果显著，但服用

中药之前要先弄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

证，然后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这就是中医的所谓辨证施治。

什么是风寒或风热感冒？

中医认为风邪是六淫外邪之首，

一年四季可见。所以感冒以风邪为主

导，风与寒结合，为风寒证；风与热

结合，为风热证；新加坡地处赤道，

进入雨季，几乎每天降雨，暑多夹

湿，感冒也多见暑湿证。

风寒感冒：恶寒重，发热轻，无

汗，头痛，肢体酸痛，鼻塞或鼻痒喷

嚏，有时流清涕，咽痒，咳嗽，痰稀

薄色白，口不渴或喜热饮，舌苔薄白

而润，脉浮或紧。

风寒感冒，顾名思义是外感风寒

引起的，所以要用辛温解表的药物，

如麻黄汤来辛温发汗，宣肺平喘。

风热感冒：身热明显，恶风，

汗流不畅，头胀痛，咳嗽，咽燥或咽

喉肿痛，痰黏或黄，鼻塞，流黄涕，

口干欲饮，舌尖红苔微黄，脉浮数。

风热感冒，则是外感热病，要用

银翘散等辛凉解表，清热解毒，常用

银花、连翘、薄荷、竹叶、牛蒡子、

荆芥、桔梗等。

暑湿感冒：发热，恶风，汗少，

身体关节酸重，头昏头重，咳嗽痰

黏，涕黏，心烦口渴，渴不多饮，胸

闷腹胀，大便溏，小便短赤，舌苔薄

黄而腻，脉濡数。

针对暑湿感冒要清暑化湿解表，

可用新加香薷饮，常用银花、连翘、

荷叶、芦根、香薷、厚朴、扁豆、

黄连等。

对于时行流感，常用荆防败毒散

来疏风散寒、辛温解表。常用荆芥、

防风、苏叶、豆豉、前胡、柴胡、川

芎、羌活、桔梗等。新加坡气候湿度

大，所以治疗各种感冒时多加入一些

祛湿药，如藿香，苍术等化湿，会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见效更快。

当然不同感冒患者病情各有所

重，症状各有不同，药物也就要随之

加减。但基本的用药原则是热者寒

之，寒者热之，才不会因乱用药物而

加重病情。

而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有些人

因为体质虚弱的关系，容易反复伤风

感冒，并且一旦外感，缠绵难愈。这

样的感冒在用药上也需要根据体质用

药，如：

气虚感冒：在外感的基础上，

同时有气虚的症状，如恶寒发热、头

痛、身体酸痛、咳嗽、咳痰无力、平

素神疲体弱、气短懒言、反复易感，

舌苔淡白，脉弱。要用参苏饮来益气

解表、化痰止咳。常用党参、茯苓、

甘草、苏叶、葛根、前胡、半夏、陈

如何自己治愈感冒？
文图·李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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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枳壳、桔梗等。

阴虚感冒：外感的基础上有阴

虚的症状，如身热，少汗、头昏、心

烦、口干、干咳少痰、舌红少苔、脉

数。这种情况要用加减葳蕤汤来滋阴

解表，常用玉竹、甘草、大枣、豆

豉、薄荷、葱白、白薇、桔梗等。

 所以，虽是感冒，但不同体质

不同症状，给予不同的药方，这就是

中医的特点。

如果风寒证用辛凉药，风热证用

辛温药，药不对症，不仅不能缓解病

情，还会引起病情传变，邪留体内，

难以痊愈。

感冒算是小病，但症状表现复杂

多变，简单地可以分为寒热二症，但

也有寒热二症不明显或寒热夹杂的。

寒热不显的可以一些平和药，如：桑

叶、薄荷、防风、荆芥等微辛轻药，

透邪外出，减轻症状；寒热夹杂的可

以温凉药合用，根据病情变化，寒热

主次，适当配伍药物，如采用麻杏石

甘汤等可宣肺清热，解表祛邪。

一旦感冒了，除了吃药，还要有

足够的休息和睡眠。这对身体快速复

原也至关重要。

预防胜于治疗

任何一种病都是“预防胜于治

疗”，防微杜渐，平时注意锻炼身

体，增强体质，少熬夜，生活起居规

律，随着天气气候的转换而调整饮

食，都是预防感冒的积极措施。平时

体质虚弱，容易伤风感冒的人可以常

服玉屏风益气固表，预防感冒；新加

坡暑湿严重，可以常服霍佩汤，消暑

祛湿；感冒病毒流行期间可以常服一

些板蓝根之类的预防流感的药茶。

玉屏风散

配方： 黄芪18克、白术6克、防风6克。

方法： 加水500ml 煎煮剩300ml，分2次服用。

功效： 益气固表，预防感冒。适用于气虚自汗，易于感冒之人。

藿佩汤

配方： 藿香5克、佩兰5克、薄荷2克。

方法： 煎汤频服；或开水冲泡，代茶饮。

功效： 消暑祛湿，预防暑湿感冒。

预防流感药茶:

配方： 贯众10克、板蓝根12克、生甘草6克。

方法： 开水冲泡，代茶饮。每日1剂，不拘时频饮。

功效： 祛风利咽，清热解毒，具有抗流感病毒作用。流感病毒流行期间可

作为预防病毒的茶饮。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预防感冒小贴士

黄芪

藿香

贯众

薄荷

甘草

佩兰

板蓝根

白术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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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想

2012年，我从新加坡出发，

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求

学。2017年，我仍然还是考古

的学习者。至今，我最常被问的问题

仍然是：为什么要学习考古？说到怎

么走上考古这条路的，其实还是三

个字：好奇心。好奇，包括对人类

过去的好奇以及人类何去何从的好

奇。而考古，正是一个满足我好奇心

的学科。

相对于恋旧，新加坡是一个向前

看的城市。显然，“好奇心”一说不

能满足对这另类选择具有批判态度的

人们。但非常幸运的是，宗乡总会给

我提供了经济上的资助，让我远赴北

京求学，满足这个好多人眼里看似莫

名其妙的好奇心。

其实，除了要了解“人类”，

我觉得考古更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

程。考古的时间轴可以追溯到上万年

以前，与我们现代人生活比较近的定

居人群约在一万年前，掌握高温用火

技术的青铜时代在最早的夏商周，可

以制作杀伤力极大的武器的铁器时代

在战国秦汉之际。以如此长时间来度

量，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创造性，同

时，也可以看到在这上万年中，一个

人的一生是如此的渺小、短暂。

考古接触的遗迹、遗物多种多

样，常见的包括灰坑、房屋，还有墓

葬。墓葬，是一种死亡的空间。如果

不“pantang”(迷信)，这件事情本

身并不可怕。但是，人都会有被触动

的时刻，考古工作者比起其他人更经

常面对死亡，或许也间接地更需要去

思考死亡这件事。考古研究当中会把

墓向、随葬品的摆放作为研究对象，

来看当时的人对死亡之后的世界的观

念。我对死亡的观念，又是什么呢？

考古资料的一个特点是：我们

接触的都是破碎的资料，而我们的工

作是根据破碎的资料去复原一个整

体——古代人类的生活。有时候，我

们不得不承认有些问题是现有的资料

解决不了的。考古在特定情况下能回

答一些特定的问题，但绝对不能回答

所有的问题。这个学科的定位，让我

们学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这都是我在考古的学习和实践中

的一些反思，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

些反思都显得有些深沉、沉重，似乎

把问题延伸到了非常哲学、宗教的层

面。但我还是很感谢考古让我有机会

去思考这些问题，毕竟人生、死亡、

人的有限这些命题是我们不会经常思

考，有时甚至想要逃避的问题。我有

幸在大学生涯当中通过考古的学习来

思考这些问题对我的意义，我想也是

有益处的。

考古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能力。

我和很多人一样，有环游世界的梦

想，到了一个新地方，我会怀着兴奋

的感觉去探索。考古，没有环游世

文图·傅一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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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广度，但却有时

空上的深度。我

们的发掘，由

浅 至 深 ， 由

晚到早。时

光随着一铲

接着一铲的

沙土倒流。

在 考 古 工

地 ， 我 们 每

个同学负责一

个“5X5”的“探

方”，这个空间就是

我的世界。我们使用工具手

铲，可以刮出两种颜色不一样的土，

再把它划分开来，可以揭开3000年

前曾经有人走过、被火烧过的地面。

学考古是幸福的，因为考古发

掘是一种结合体力、脑力、心力的劳

动。这种劳动，我认为是非常有益身

心的。我们的老师，70岁像是60岁，

老当益壮，还能爬到较深的探方里指

导我们，我想这一定是长期结合体力

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果。除了用脑力

和体力，考古也需要用心。考古的过

程当中有很多看似无聊，但仍然要进

行的步骤，比如画图、测量、洗陶片

等。这些工作有的重复率高，要是对

考古没有热情和兴趣，自然觉得无

聊，也不会用心去做。这些劳动需要

很多“心力”，但完成以后会有一种

成就感，这种累，是一种用心的累。

我生长在都市，难得可以体验在

农村居住和生活。记得初次到考古工

地，当地以连连的雨天迎接未经过田

野考古洗礼的我们。当时正值秋收的

季节，路上铺满了金灿灿的玉米，还

有努力生长的小麦和采蜜的蜂。天天

与土相处的我发现，土地的色泽非常

神奇，无论怎么拍照都很好看。尤其

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探方”

里抬头看：夕阳的余晖金灿灿地洒在

我们的身上，它的亮光眷顾着努力

工作了一天的我们，这时候便真切尝

到“地道酬勤”的滋味。

这些都是考古有趣和可爱的地

方，它让我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充分

地通过身心的劳动去感知自己的存

在，还在一定程度上让我超越时间的

限制，去追寻不一样的远方。有一句

话：“过去即异城”，考古让我回到

了过去，亦到了异城。

考古有深沉的一面，有可爱的

一面，也有现实的一面。我们不仅仅

是在发掘过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

创造过去，而这个过去，不仅仅只属

于考古工作者，也是属于大众的，

考古对当地人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

积极的。考古学脱胎于殖民时代，在

殖民理念下，都是殖民者以高高在上

的身份为“没有历史”的人，以考古

的手段“帮助”他们进行历史的解

读。在此之前，考古与“挖宝”等

同，所有的战利品都收录进博物馆，

以“战利品”的形式展示。考古学作

为一个学科的反思孕育了今日的“公

众考古”，虽然还不成熟，但核心的

精神就是考古的项目要让当地的人参

与其中，并为他们带来益处。

我记得初来到周原考古工地时，

跟着老师到大遗址不同的地点听讲

解。老师说：这是三千年前最繁华

的路。当看到当地小学的教学设施

时，再联想到老师的话，古今的差异

与重叠，让人感到震撼。后来，我们

到当地的中小学支教，把从北京带来

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我教给当地的

小朋友一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

在阴暗的幽谷⋯⋯云上太阳，它从不

改变⋯⋯”。我想，对于美丽的周

原，这首歌是合适的。后来，我的教

学搭档给小朋友们讲了古公 父的故

事，也是周原这片土地的故事，虽然

大大简化了历史，但故事却传达了古

公 父努力与坚持的精神。

考古虽然研究的是过去，但仍是

在现在进行的。如果考古工作者只是

不断地索取研究资料，对当地人的生

活视而不见，那对于渺小、死亡的反

思都是空谈。

在考古学者的塑造下，过去呈

现的是一种辉煌，而这种辉煌本身蕴

涵着力量，它可以用来创造社群凝聚

力、自豪感，甚至是敬畏感。有一

次与一位老师聊天谈起兵马俑的研

究，现在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兵马俑

的雕塑是受到希腊的启发。这位老师

曾收到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来信，信中

说“请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们在马

来西亚的华人还靠着中国古代的辉煌

的信念面对我们的生活”。老师回复

这位马来西亚来信者说：“你们可以

继续自豪。”虽然，秦帝国与马来西

亚华人隔着很远，但从这件事上可以

看到这种“古代的辉煌”是有着多么

惊人的力量。除此之外，在物质较缺

乏的情况下，这种力量也可用来改善

生活。我们当初的考古工地，现在已

经建成了博物馆，还计划建国际考古

基地。这些都是那片土地给予考古工

作者厚重的礼物，那我们就把这份礼

物回馈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吧。

考古，是一种共享的成果，可以让人

因为过去而把握现在，去创造未来。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加坡可以

说是一个变化迅速的城市。我求学的

四年当中，每次回家都会有一家新开

张的购物中心。这种快速的更迭，不

禁让我思考：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改

变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考古，从

物质文化的角度阐释过去，除了是一

个学科，也是一个思考的工具。考古

是一个立足于现在，能转动过去、看

到未来的万花筒，它多姿多彩，美丽

可爱。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在

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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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子写过一首诗赠马来西亚诗

人白 ，题为《麻河不再静

立》。附记曰：“1959年3月

5日，他写下了马华文学的第1首现代诗

《麻河静立》，年方25岁。” 第2节南

子这样写：

林间，众鸟啁啾
唯独他的声音高亢
在蕉风与学生周报的乐土上
拔出平庸的杂草
让花季繁盛

对白 的礼赞其实含有对新华诗

坛的回顾与反思。南子亦比较早自觉地

以现代诗之写作展示异军突起的胆识；

初始虽步履 仆，却渐从容而自信。张

松建在《暗夜中的燃灯人─南子诗歌

论》中就指出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

的新马文艺界，以抒情主义为旨归的写

实主义独霸一时。南子逆流而上，提倡

冷静克制和自我内省的现代主义，彰显

了一种不折不扣的抗辩姿态。”

今天看，现代主义也好，写实主

义也罢，仍条条道路通罗马。时过境

迁，双方对现代主义以及抒情与写实

的认知与表达应可以避免当年的偏颇

与欠缺，无需严阵对峙了。文学自身自

有勃发、调理的肌理，进而营造相互

辉映的景观─源自于生活的催生与

作家的领悟─而不待于“主义”的号

召、“强人”的呼吁。然而，当初的对峙

倒也激励了各自的意志，回头看应各

有会心的理解吧。本文着重于单篇细

读，“点”的深入，不着重“面”的探讨，

对南子的创作风格与诗观不细加评析。

然而不妨从《跳高者》说起，这一

首写于1963年，可看到南子早年不乏青

春洋溢、刚劲明朗的风格。

不服膺於牛顿的发现
你是一枚永不堕地的苹果
生命的定义原是永恒的升华
你睁愤怒的瞳炯视命运的杆线

力的凝集，腿的骤发
你狂嘶雷哗如一奔马
骋到竿前轻盈的跃起
低掠过竿顶如一俯翔的鹰

於是乃有无数赞叹的掌声升起
如迟起风暴的喧嚣

其实，写于2016年的《长江图》，

南子年已古稀，多半时候老禅在在，却

仍读到他的脉搏有疾速跳动的时候，

第一节以抒情之笔铺叙：

千山万树的泪滴
涓涓汇集
成为浩浩荡荡的
水流，从唐古拉山麓
一路奔驰，蜿蜒
如今，你所看到的
一望无际的流域
在东海出口
对岸呢？依靠摆渡人
像一支针和一缕线
密密缝上两岸的信息

可第2节就逆转，以他一贯的知性

视角看人间的希望与失望：夜 彼此凝

视、苦笑。第3节带入佛教哲学，彻底恢

复南子的本色：千亿年后，此文明消灭，

彼文明兴起，也无复重新谛视的可能。

此诗以情入，写其所见之“热烈”；以理

出，写其所知之“冷静”。诗题之浪漫想

象与收尾是冷眼旁观恰恰形成一个对

照。南子没有反对抒情而不抒情，大概

对抒情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南子其人内向、怯生。他在南大读

的是化学系，平时爱阅读，青年气盛时

思想上受存在主义的启发，写作上受现

代主义的影响，很早就自己把性子里的

那一点浪漫也给过滤掉了。那时候，视

抒情为陈腐，大概是一种时尚的观点。

他曾夫子自道，说：若纯以感情作为创

作的“燃料”，容易使一名作者陷于狂

热的气质。这和我们所要求的冷静和

睿智，多少有相当的差距。

因为有这样的诗观，南子的诗歌以

理趣取胜。张松建说“南子诗歌不以热

情洋溢的感性抒情为主，而是有沉潜内

敛、冷静克制的知性气质。”南子重理

趣这样的倾向很早便出现，是自觉、有

意识而为之的创作志向。笔者试举其

佳作来谈。《新华文学》98期发表他的

近作3首。这里谈2首。先读《鸽群》。

鸽群

鸽群在天空飞舞
排成任意的图形
乌黑叠积的云是它们的背景

突然，它们展翅降落
(一只鹰鹫在苍穹盘旋)
在树影斑驳的空旷地
低头点啄几颗草籽

走廊响起脚步声
鸽群惊惧
朴、朴、朴、朴
振翅飞起
形成天际一小点

一群鸽子降 落又飞 起，极平凡

的画面，诗人却看见了什么并以之寄

寓“卑微生命”的生存状态。以“任意”

的图形飞舞，鸽子是快乐的、自由的；

然而，“乌黑叠积的云”随时都会翻覆

出“风雨”。当鹰鹫出现(注意：是以括

号呈现)，鸽子意识到周遭有危机潜伏

文·林高

由诗带动知性 
读南子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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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鸽子继续它们的快乐：啄食。“低

头”写其“卑”，“几颗草籽”写索取

之“微”。虽如此仍不得安心享受。鸽

子听到脚步声，受到惊吓，又飞起。鸽子

为了逃命而“振翅飞起”，紧接着的画面

却是：“形成天际一小点”。读的时候心

理落差很大，不禁释出怜悯之心。诗的

内蕴是深刻的。

下面这一首诗题很长，感觉到下

笔当下的心情是沉重的，而所用的语言

几近于冷却。南子通常不在韵律节奏

上下功夫，而只着力于选择“灵敏度最

高的字”。

黄色的月亮是一面敲不响的鼓

尽管我抡起鼓槌
使劲地擂敲
天空一轮黄月
闷声不响

智慧的门径。梁春芳说“南子的诗有

浓厚的漂流意识，对生命迷思的探勘

与存在主义有唱和之处”。就南子早年

的诗集《夜的断面》而言，确乎如此。

但是，越到后来，读南子诗歌若读到一

种生命漂泊不定的叹惋与忧戚，恐怕

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请读

这一首写地震。

基督城·地震

以神的名字命名
亦应受到神的恩宠，或垂注

当大地震动
似米筛来回晃动
人与建筑
皆成为晒选的对象
生存，或不生存

部分建筑
只剩下梁柱
或一面不到的墙

人与车辆照旧来往
浴火重生后照样面对生活

第1节转述大众之认知不是本诗

的认知。其旨意，与其说是反讽，不如

说是辨识。第2节便掀起浪头直接撞击

脑门：天灾的猝不及防对“神的恩宠”

之说给了摆事实说道理的答案。对赤

裸的真实的辨识不亦“神”的意思？这

样的“冲击”是无情的，唯其无情，所

以认识了真理。另者，诗人把地震之祸

与日常所见─似米筛来回晃动─

并提而说，灾难中的侥幸与不幸，都不

过是米筛中翻转的谷米而已。此比喻既

生动又叫人不忍。第3节的画面加强了地

震的悲惨。第4节又回复日常。在常与变

之间基督城经历了一次劫数。南子藏哲

理于叙事，几无痕迹。既然爱说佛理，

少不得要说禅。也试举二例。

考验

你痴妄
予你更多
你虔诚
将你一切夺走

魔问你
几时退失菩提心

的坚持而得以圆满。所谓坚持正在于：

能否把小我的得失、把眼前的是非置

放到大我的世界去看─把它放大、放

远来看，看到魔的身影、魔的意图─

天理其实存在于魔的利爪下。因此，能

否“闲”下心来想是《考验》一首对你

的“菩提心”的考验。

《禅的非逻辑性》告诉你：所谓

正、反皆是人的规定，难免陷入人为

的、功利的范式。跳出规定的范式，才

能看到自己的视角，产生新的意思。此

其一。用肚子思考、用脑子进食，恰恰

是为了纠正常见的盲点─思维(难题)

要以物质去稳住它，日常(饮食)要用精

神去充实它。此其二。以此观之，禅的

逻辑并不机械、不玄虚、不糊弄，禅的

道理都存在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大

地上、生活里。

说禅二首语多机锋，玲珑可爱。然

而，南子说佛的诗作或难免流于说教，

意象生硬。大体而言，南子不以“镜像”

反射他对生活的观察，咏物以抒怀，说

事以讽喻，富于知性是他的诗歌的特

色。笔者读南子偶然遇到蛇(如下)，不

妨拿来作为本文的尾声。首段众口编

撰的谎言是一件事，“我”躲到榴 里

去是另一件事，叙事聚焦在此还是在

彼？“我”是蛇。“我”的观点隐喻哪

一款人的观点？如此琢磨，倒也平添

兴味。

躲在榴 里的蛇如是说

外面的社会
太多谣言与风雨
我已厌倦于
争论、辩白
千口喋喋
共同制造一篇
万口传诵的谎言

我钻进厚厚的壳里
有暖暖兼软软的香甜
供我果腹
何况，壳外的尖刺
将一张又一张
伪善的脸
戳破。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月太遥远
我力有不逮
我一直在思念
它没有回应

读诗，从语言琢磨到诗人的心情，

一种“冷却的”的感觉，就是收获了。

把月亮视为一面鼓，擂击之，是要它“发

声”。月悬挂在天上，而我竟鼓之就在眼

前。“月”显然不是“物质性”的月，而

是“象征性”的月。这个好懂，诗词里少

不得要由月来演绎的角色，储存的记忆

这时候可以拿出来理解月的象征意义。

问：为什么冠之以黄色？是对月色的摹

写？是因为黄色另有象征意涵？或者，

是借以对自己的族裔身份的暗示？月+

黄色+擂敲，这一动作有何隐喻？读者

不妨让诗想飘逸以延拓其意义空间。

再问：何以“闷声不响”？第2节检视自

己的“擂敲”，发现“月”与“我”的距

离太远。可是，第1节给予的印象明明月

就在眼前。忽远忽近的“距离”，若即若

离的“关系”，那是对“心理真实”的摹

写，还是“客观现实”的写照？切勿忽略

了最后一节：“我的思念”是热，“没有

回应”是冷，加上“一直”，明明是，温

热的情绪被置入冰凉的清水里被凝结

了。诗里其实有一股“心力”暗暗涌动。

南子喜欢研读佛理，浸染受益，写

诗也就喜欢带入佛理。成住坏空、因缘

聚散、世道无常成了他观照人世，启迪

禅的非逻辑性

难题
以你的肚子思考吧

饮食
以你的脑袋进行

因痴妄而得，因虔诚而失，天理

何在？闲下心来想，信仰无不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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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婆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

她所留给我的一切宛如棉

花糖，看得见吃得着，但

入口即化，只留下一阵香甜在舌尖。

对当年那个稚嫩的我来说，她的世界

承载了太多我们无法经历的故事，令

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小子对她感

兴趣起来。

小的时候跟同学提起三婆，大家

都嘲笑我爷爷娶了三个老婆。其实我

也不以为意，毕竟爷爷的老婆，也就

是我的亲婆婆，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经

病逝了，所以后来对于祖母、奶奶的

想象，完全来自隔壁家的这位三婆。

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知道

她是三水妇女，年轻的时候从广东老

家过番南来，当过红头巾。可能正是

因为她祖籍广东三水，而老一辈又爱

称红头巾为“三水婆”，所以久而久

之才唤她作“三婆”吧！

在我眼里，三婆是个谜样人物。

我和她的缘分，就是在我们一家住进

那一房半厅的租赁组屋时结下的。

话说那种早期的政府组屋，走廊

永远透着昏黄隐晦的微光，有时灯管

失灵，兀自在低矮的天花板上一闪一

闪，像是抽搐，又像暗示着什么惊悚

事件即将发生。在我的童年里，这种

阴森森的照明算不了什么，唯有被母

亲鞭打得皮开肉绽才叫可怕。

某天傍晚，我这个淘气鬼不知又

闯了什么祸，母亲气得捉起藤鞭往我

身上抽。我在那小小的蜗居里“鸡飞

狗跳”了好几圈儿，实在疼得要命，

情急之下只好夺门而出。你大可想象

一下，母亲的怒吼声响彻整层楼，恐

怕连楼上的窗户都快被震碎了，我为

了自保，能不逃之夭夭吗？

我一鼓作气往楼下跑，一心只

想躲开热辣辣的藤鞭，却冷不防踩了

空，连滚带翻地摔了下楼，楼梯间回

荡着阵阵凄厉的哀叫声。扭伤、擦伤

和鞭伤的痛楚令我忍不住嚎啕大哭，

但就在这时，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朝我

凑了过来。在忽明忽暗间，我看见了

一双浑浊的眼眸。

在那种诡异的环境里冒出这么一

个阴沉的老人，任谁都会不寒而栗。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但老人似乎也不

怎么想要聊天，只是自顾自地背对我

蹲了下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

个背影好温暖，竟莫名其妙地就任由

她把我背了起来。

那天傍晚，我和三婆初次见面。

她背着我缓缓爬了四层楼，脸不红

气不喘。就在那恍惚之中，我觉得

这位邻居阿婆，其实挺厉害，也有

点可爱。

***

这座组屋很奇怪，好像只有我一

个小孩的存在。那几年里我几乎没有

文·于枫

三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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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的玩伴，父亲嘲笑我太调皮，所

以其他孩子通通躲起来不跟我玩。我

才不信，也不稀罕，因为我有独一无

二的三婆。

我常听别人说女人是弱者，不过

唯独三婆是个例外，要不然她怎么能

背得动我呢？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

也没有闲钱给我买玩具。三婆会把旧

物品拼接起来，做成玩具让我独享。

后来我才知道，三婆之所以身强体壮

又能干手工活儿，全是因为年轻时当

红头巾练出来的能耐。

***

“什么是红头巾？”

“就是一群来到南洋做粗工的苦

命女人咯！”

“为什么苦命？”

“因为老公死了，又或者老公不

争气，只会伸手跟老婆要钱！以后长

大了，可千万不要辜负你老婆啊，不

然我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收拾你的！”

三 婆 说 她 和 她 的 同 乡 姐 妹 都

是一班苦命女子，逼于无奈才会跟

着“水客”来南洋谋生。她们不识

字，也没有一技之长，最擅长的就是

干体力活。结果她们在最坏的时代里

遇上了最好的机会，在那个百废待兴

的年代里，她们从无到有，盖起了万

丈高楼。

我最难忘的童年时光是在红山

度过的，因为生命里多了三婆的陪

伴。还记得她偶尔兴起时，会眉飞色

舞地提起那班三水老乡，还有她们曾

经一起盖的楼房大厦。什么河水山、

大巴窑，还有中国银行、南洋大学等

等。这些社区和地标都让当时天真地

以为红山等于整个新加坡的我大大开

了眼界。

那些挑水泥、担砖块，起早摸

黑的日子，对三婆和她的三水姐妹来

说，虽然已是过往云烟，但兴许是她

们这辈子最有成就感的岁月。光阴荏

苒，红头巾渐渐退出发展建设的舞

台。卸下了重担，青春早已悄然逝

去，蓦然抬头，才发现最美丽的年华

都已嵌入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之中。三

婆笑了：“这些楼坚固得很，只要

它们一天不倒，我们的青春就一直

都在。”

“那为什么你不为自己的青春留

下一些纪念？” 童言无忌的我，很

好奇三婆怎么连最醒目的红色头巾、

蓝衫黑裤也没保存。三婆避开我的眼

神，沉默不语。那一天我看着她百感

交集的脸庞，还有映照在夕阳余晖中

的苍苍白发，瞬间恍然大悟：既然青

春一去不复返，又何苦留念那一缕如

烟的过往呢？

***

三婆有时很矛盾。她既说自己无

儿无女，但有时又夸赞“儿子”有本

事，总是世界各地到处飞，忙着赚大

钱。当时的我不知道大人口中的“养

子”到底是什么人物，不过根据三婆

的描述来判断，“养子”应该是个聪

明才俊，而不是三姑六婆嚼舌根时形

容的那种“不孝子”。

在三婆那狭小局促的家里堆放

着许多不明物品，很多都是我没见过

的玩意儿，而这些东西跟那简朴得寒

酸的居室比起来，显得异常突兀。她

经常会拿出某件精致的小宝贝，细细

地擦拭。有时还会凝望着它们，跟我

如数家珍地说：“这是我儿子在瑞士

买给我的⋯⋯那是他从夏威夷寄回来

的⋯⋯你知道缅甸在哪里吗？这颗宝

石是他在当地特别为我挑的，他很孝

顺，很有我的心⋯⋯”

那些年，我都从三婆的字里行

间建构这名“儿子”的形象，心里甚

至暗暗羡慕他可以环游世界。而后我

才从三婆口中得知，她年轻时收养了

一户穷苦人家的老幺做养子，邻居阿

爷说那叫“养儿防老”，希望百年以

后有人送终。我既不懂“防老”，也

不懂“送终”，不过有个秘密倒是知

道：三婆的养子想把她接到国外一起

生活，无奈她不肯，说什么要走也要

回三水老家，落叶归根去。

三婆终究哪儿都没去。她一直

默默地守在新加坡，从殖民到建国，

从未离开过。如果从前是因为生活逼

人，那后来或许是为了等待养子的

归来吧。

***

有天窗台上飞来一只小鸟，吱吱

喳喳了半天，见人也不怕。我看了非

常喜欢，便轻轻将它抱起。谁知母亲

有“羽毛恐惧症” ，看见带羽毛的

生物都起鸡皮疙瘩，立刻用高八度的

尖叫喝令我把小鸟丢掉。

好不容易能像同学一样养宠物，

但到手的小鸟转眼又被迫要放走，我

的心情难过极了。三婆见我垂头丧

气，便在床底的纸箱里找出一个旧

鸟笼，允许我把鸟儿养在她家。鸟笼

是之前给养子买的，因为他也喜欢飞

禽。后来养子出了国，鸟也放生了，

只剩下一个笼子舍不得丢。长大后我

才明白，三婆眷恋的是与养子相依为

命的过去，可惜他已经走远，她却把

自己留了下来。

就在开始饲养小鸟的两周后，

三婆无预警地失踪了，连日来杳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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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我心急如焚，不但担心屋里的

鸟，也担心她的安危。三婆身体硬

朗，思路清晰，不像是会把自己弄丢

的人。我在邻里警署外来回踱步，挣

扎着要不要报警，远远地就看见三婆

向我走来。她毫发无伤，但面容十分

憔悴，口里还低语喃喃：“他就是一

只无脚雀仔啊！成日只想着到处飞，

永远都待不住，到最后连回家的路也

认不得。” 

没有脚的小鸟，注定一生都在

飞翔，至死方休，就好像三婆的养子

一样。她说，养子在车祸中死了，生

前只给她留下一只布袋。我从没看

过三婆打开它，但偶尔会撞见她抱

着布袋，幽幽地哼着一首广东民谣： 

“麻雀仔，担竹枝，担上街头望阿

姨，阿姨梳只玲珑髻，插朵红花伴髻

围⋯⋯”那把哀戚的嗓音，至今仍萦

绕在我心头，无法忘怀。据说这是当

年哄养子睡觉时最常唱的歌儿，现在

白头人送黑头人，也只能用这旋律凭

吊思念了。

回想起来，这首听似简单的歌好

像延伸了更多的含义，折射出了三婆

命运多舛的一生。若干年后，一首名

为《麻雀衔竹枝》的新谣歌曲先后被

禁了又解禁。偶然听见，赫然发现歌

曲的时空与三婆有了丝丝重叠。“麻

雀衔竹枝，都系衔番屋企好得多”，

这不就是她对养子的殷殷期盼吗？麻

雀仔再怎么自由自在，也比不上回到

家里温暖。只可惜养子没能领略歌谣

所寄托的寓意，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三

婆身边了。

***

如今回到红山的老房子，走廊上

和楼梯口的杂物堆仍历历在目，它们

凌乱地散落在各处，是三婆的资产。

养子骤逝之后，再也没人给她

寄礼物了。渐渐地我发现到，她开始

给自己“收集礼物”——从邻里甚至

更远的地方把别人扔掉的垃圾搬回家

中。可想而知，原本已经小得可怜的

房子在被回收品塞满后，形成了强烈

的窒息和压迫感。屋里不但没有生

气，还飘荡着绝望的气味。

在邻居的劝说下，三婆偶尔会

将它们变卖，但更多时候她只会胡乱

把东西往屋里塞，哪怕“四溢”到外

头的公共空间都无所谓。久而久之，

她的家里不时飘出阵阵异味，连我也

退避三舍。每天出门或回家，都要想

办法跨过堆积如山的障碍物，时间久

了，邻居怨声载道。

后来我再也没有到三婆家去玩。

至于小鸟，不知是死了还是飞了，但

我宁可相信它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枝

头和蓝天。眼看三婆日渐与世隔绝，

变成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怪癖老人，

我知道我和她最美好的时光也来到

了尾声。

个把月后，我们家从这座“山”

搬到另一座“山”，终于有了真正属

于自己的窝。临走前，我在三婆家门

外徘徊，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门，但

始终没人回应。有人说最大的悲伤莫

过于来不及好好道别。三婆和养子；

我和三婆，何尝不是如此。

***

搬进新家后约莫半年，几位旧街

坊来家里做客。我在厨房隐约听见三

婆的消息，才知道她已去世。

是病死的吗？

不，是意外走的。

被车撞了？

是火患。

啊！怎么搞的？

警方说是因为家中杂物碰到易燃

品而失火，等消防员找到她的时候早

就已经断气了⋯⋯

三婆走了，但就我来看，她的

心早就随着养子一起死了。剩下的只

有一副空虚的躯壳，佝偻而枯干的灵

魂。街坊还说，三婆被发现时怀里

紧紧揣着一个袋子，里头有本护照，

还有一张飞往中国的逾期机票。他们

议论纷纷，说三婆太傻，为何不干脆

回唐山颐养天年。当时我虽然涉世未

深，但心里隐隐觉得，三婆无非是牵

挂养子，盼他早日回家团圆，所以才

甘愿放弃念兹在兹的故乡，为养子守

在原地。

***

我和三婆住过的老房子至今还屹

立在原地，可能她在天有灵，不舍得

让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化为尘土吧。

摸着斑驳的墙，走在依然昏暗的走廊

上，往事一幕幕跃然涌现。

猛然听见鸟儿啁啾，有点耳熟。

循声望去，才发现某户人家的窗台上

站着一对小鸟，跟当年养的一模一

样。我仿佛看到那个还是顽童的自

己，还有瘦小却柔韧的三婆。或许就

是要经历一段又一段的长途飞行，身

心俱疲的雀仔才懂得倦鸟归巢吧。

“嘿，你们认得回家的路吗？千

万记住，飞得再高再远，都系衔番屋

企好得多啊！”话音刚落，鸟儿歪着

头瞅我一眼，随即拍着翅膀，双双飞

向天际。

(年度优秀文学奖入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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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璐茜 (高一)

我
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她

总是乐呵呵的，毫不吝啬

她的笑容，不管谁说了个

什么笑话，她都会笑到眼睛眯起来，

是个十分捧场的观众。从小到大，不

论我告诉她我和隔壁小花吵架了，还

是我这次期末考试退步了，她都笑

眯眯的摸着我的耳廓不说话。我一

向是个很倔的人，每次在学校受了委

屈或者与爸妈闹了矛盾，我都会憋在

心里，只有把头埋在她葱蒜味的围裙

里，在她轻抚我耳廓的时候，我才会

放声大哭到抽泣，哭到睡着，鼻涕眼

泪沾湿了她一整个前襟。

她虽然乐呵呵的，但心里有一把

尺。奶奶相信嘴巴功夫不如行动。她

做事手脚麻利。农耕时，她能够与男

人一般顶一整个劳动力，插秧时快、

准、稳，村里人无论大小也都尊称她

一声“嫂儿”。因为家里贫穷，奶奶

很早就辍学了，虽然她的文化水平不

高，但思想却很有觉悟。当年“下海

经商”成为热潮时，她操着扁担将爸

爸和他的两个弟兄从市场赶回教室，

弄得村里鸡飞狗跳。而如今，爸爸他

们无不感谢奶奶当年的“壮举”。她

的判断与果断培养出村里第一个大学

生和研究生。

我们这一家子里面，数奶奶对

知识最为虔诚。乡下人求天拜地，对

明月

春分播种，大寒霜冻大自然之类的事

了如指掌。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住，惜

地如金，有多余的厢房一定会被改

造成养殖家禽的基地，而奶奶却坚持

要腾出一间房当作书房。四大名著、

《孙子兵法》、《山海经》都被整整

齐齐的收纳在檀木的书柜里。春季农

忙一过，她便会从屋后的井里打一盆

清水，穿戴整齐，小心翼翼点一炷

香，蓝青格子手帕擦掉落在桌子上的

灰，老花镜擦得一尘不染，烟雾缭绕

里，她正襟危坐地翻开一本比我年纪

还大的书，虔诚的拜读着。奶奶总是

会在把我哄上床之后享受她的独处时

光。我躺在床上，脸微微一侧便能透

过门缝看到温暖昏黄的光线在她脸上

勾勒的温柔轮廓。只有在翻开书本的

时候，她才会舒展她的眉容，放松她

的筋骨，眼睛闪着光，这时才能隐约

瞥见她年轻时温柔的模样。

乡下的冬夜很冷，日落而息。我

一般都缠着要和她睡。奶奶总是将脱

下来的大衣毛衣一层层的搭在被尾和

被头，会压得我喘不过气却有着莫名

的安全感。幼年时夜夜看着她，从婴

儿时候，每晚我把头枕在她手臂上，

手顺势摸着她的耳朵，再大的闪电雷

鸣我都能安心的甜甜睡着。长大一点

后，我常常侧着脸看她，她的枕头上

平展地铺着蓝青格子的手帕，我把脸

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灶台边烤

干的肥皂儿味。她的嘴巴微张，呼吸

时有着老人常有的呼噜声，气息也不

平稳，时常停下几秒，我总是默默的

数着她的呼吸，觉得好像呼吸停了，

就赶紧起身着急地把她喊醒，看她睁

开眼睛，我才放心。她也不恼，只摸

摸我的背。我会这样折腾好几次，一

直到我撑不住睡意睡去，奶奶才能真

正安心睡着。

当我离开家乡出国求学时，奶

奶已经老得听不太清楚了，但一看到

我就会咧开嘴笑。我在她耳边喊着

说：“奶奶，我走啦，去新加坡读

书啦！”她也笑嘻嘻：“新西兰好，

新西兰好”。我再次纠正她，“是新

加坡。”她又用她的方言说道：“晓

得，晓得。”眼睛又眯在了一起。

奶奶是个普通的妇女，她的一生

并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但她圆满地完

成了自己作为母亲和奶奶的使命，并

且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平凡而伟大

的她，永远是一轮明月，指引我寻找

自己的方向。

指 导 老 师 ：尤 今
南洋初级学院学生作品

59

青
青
芳
草

59_61_����_L4.indd   59 11/8/17   10:44 am



指 导 老 师 ：尤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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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广旭 (高一)

有
些身影，总是晃动在时光

之上，挥之不去，满头的

白发，在冬天清冷的阳光

中，在凛冽的寒风中，我暮然回首，

看到外婆在那时光的深处。

一头银白色的头发，一双不大

但炯炯有神的眼睛，个子不高，但看

起来却异常坚强，这个人就是我的外

婆。从出生开始，我和外婆就形影不

离。从当初一个“咿呀学语”的稚童

到如今的小伙子，外婆的身影在我成

长的旅途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轨迹，

一个不知疼痛和劳累的身体，用着自

己的双脚为后代们踩出了一条光明的

路。路的这一头，系着外婆的牵挂，

路的那一头系着孩子的未来。

外婆的身影对我来说就如同冬

日里的那一缕阳光，在失落时激励着

我前进。还记得小学时期末考试不理

想，怀着沮丧的心情往家走。一路寒

风凛冽，一阵阵如同尖刀一样刮着我

的脸庞，骤降的气温更是让我已经十

分沉重的心降到了谷底，想到回家后

的场景不禁连连叹息。在车进站的时

候，我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零

下几度的低温中，外婆一个人在车站

等着我回家。下车后，外婆用她那温

暖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小手，对着我

说：“肯定是又没考好吧，没关系，

尽力过让自己无愧就好。成功的路上

身影

总是磕磕绊绊，就像这回家的路上满

是积雪，不也要费一番功夫吗？”那

时候脸上还满是稚气的我听不懂这些

话是什么意思。只看到在昏黄的路灯

下，外婆那瘦小的身影被拉得格外高

大。自那以后，为了让我重新燃起对

学习的信心，外婆一定会早上和我一

起早起，一路送我到车站去，鼓励

我，让我努力学习；每天放学，也雷

打不动的在车站等我，手里会如魔术

般变出各种美食一扫我沮丧的心情。

每次公车进站，那个坚韧挺拔身影就

是我一直期盼看到的。自此，车站少

了一个垂头丧气的学生，多了一对每

天都充满期望的祖孙。

几年后，外婆因为一场病，身体

状况差了很多，但仍执意要在我出国

之前来送送我。她挽着我的手，又走

在了那条熟悉的道路上。外婆边走边

说：“孩子啊，马上你就要一个人奋

斗了，你已经成大孩子了，天亮了，

这条路你也该自己走下去了。”冬日

的早晨，路上行人寥寥无几，露出半

边脸的太阳，懒懒散散的把阳光洒在

我们的身上，照亮了我们前面的路。

此时回头看，外婆的身影已无当初的

挺拔，在寒风中略显弓曲。

几年后我回国时，外婆站在家门

口来接我。时隔多年，终于又看到了

记忆中熟悉的身影，但与之前相比已

经消瘦许多。她的身影就和她的人一

样，像一个饱满丰盛的青瓜，渐渐被

太阳晒脱了形，丧失了水分变得略显

孱弱。就像书里所说:“时间让青春

的小树越来越茂盛，让车轮的辐条沾

满锈迹，让一座老屋驼了背”。她的

身影透着慈爱与骄傲，我想倘若在她

年轻的时候，应该早已飞奔起来，但

如今的她身形矮了一大截，头发在染

色剂的遮掩下仍透露出苍老的气息，

老年斑也如爬墙虎一般爬满了她的脸

庞。听外公说，知道今天我要回来，

她已经站在这等了好久了。

此时的我再也忍不住积攒多年的

泪水，向外婆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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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雪曼 (高一)

“爷爷可真是个不爱说话的怪

老头。”

回忆是本厚重的书，翻到最前

面，纸已泛黄，却依旧散发着墨香。

对爷爷最早的记忆，是在五岁时，我

回到老家，没了玩具和五光十色动画

片的陪伴，年幼的我，自然不大高

兴。看着还在一旁抽闷烟的爷爷，我

不禁噘起嘴，拉着妈妈的衣角诉苦。

妈妈责骂我：“怎么在爷爷面前这

么不懂礼貌呢！”然后，转头对爷

爷说：“孩子小不懂事，我好好管

管她。”

爷爷一愣，我以为他要发脾气，

于是就害怕地往妈妈的身后躲去。没

想到，爷爷笑了，那笑容是几十年风

霜岁月的积累下酝酿出来的温柔。他

缓慢地站起身，走到一只陈旧的大皮

箱前，从中抽出了一张密密麻麻写满

字迹的纸。

“爷爷给你折纸飞机。”

只见他沧桑的手指缓慢而仔细地

将纸对折、再对折，每一个细节都严

丝合缝，每一个折线都清晰有力。那

张被用来折纸飞机的“废纸”上，是

一行行工整的钢笔字迹，五岁的我还

认不清楚上面的字，只觉得字体潇洒

飞扬、苍劲峻逸。“这是谁写的字，

比爸爸写的还好看呢”，我不禁偷偷

地想。不多久，那张纸已在爷爷的手

涓涓溪流

中变成了精巧的飞机，乘着童年的那

阵风，和最天真的笑声，飞向了湛蓝

的天空。田野里蝴蝶翩飞，鸟儿和

鸣，在我稚嫩的眼睛里，爷爷佝偻的

身躯突然显得格外慈祥。而我不知道

的是，那泛黄的纸上，承载着多少爷

爷年轻时的志愿和抱负，多少梦想受

到了时代和家庭的局限，只能遗憾地

停留在这些苍劲的字里行间，成为了

他晚年含饴弄孙才派得上用场的“纸

飞机”。那曾经的雄心壮志，跟随着

孙女的笑声，飞上了天。

小学时的一个早晨，天蒙蒙亮，

我一大早被拽着离开了温暖的被窝，

便为了起床而生气。爷爷送我上学的

路上，我赌气地在前面迈着大步，他

后面步履蹒跚，怎么也赶不上我。终

于，我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前停下，

说：“我要吃雪糕。”爷爷说：“好，

好。买了雪糕就开开心心的去上学好

不好啊？”我这才点了点头。

那清晨的一筒雪糕，我才吃了没

两口，就因为快要迟到，急急忙忙地

跑进了学校。我不知道的是，我走之

后，爷爷站在校门口，扶着墙，把剩

下的一大半雪糕慢慢吃完，然后才回

到家，咳嗽了一整天。

在千里之外的南洋求学四年，

今年夏天终于有空回老家探望，可爷

爷已变成了躺在床上，终日受人照顾

的病人，我也早脱去了年少时的稚

气。他缓缓地握住我的手，颤颤悠悠

地说：“孙女争气啦，爷爷给你买雪

糕吃啊。去让你奶奶拿张纸，咱们折

飞机”。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可是为什么

眼角却湿润了呢？爷爷，我已经十八

岁了，不再是那个任性地大哭大闹的

小女孩儿了，也不再是那个一发脾气

就吵着要吃雪糕的顽童了。一阵风吹

来，挂在窗棂上的风铃清脆地唱起了

歌。爷爷望着我，浑浊的眼睛里竟闪

着光芒，我知道那光芒里，是他在我

身上看到了青春的延续，是他想再看

到我童真的笑颜。

爷爷不爱说话，可是身在异国

他乡，又有谁能这样无条件的包容我

的脾气、我的任性、我的无理取闹

呢？那是童年的我在爷爷面前才有的

特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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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0日晚上，由华裔馆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和福州大学协办的《海上丝

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

(简称《海丝丛书》)发布会在新加坡

国家图书馆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

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作为主宾莅

临现场并发表了精彩演讲。这批丛书

已于今年2月24日在北京举办了首场

发布会，此次新加坡的发布会是在中

国以外推介的第一站，接下来还会在

吉隆坡、槟城举办发布会。

这套丛书由中国福州大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

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手推

出。一套13本由来自中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新西兰4个国家、10所高

校的学者队伍完成。丛书基于全球化

的视野，深度挖掘中华民族海洋文化

基因，重点分析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历史与

现实关联。

这13本书包括：《从龙牙门到新

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柯木林

著)、《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

起与没落》(黄裕端著)、《历史影像

中的新西兰华人》(李海蓉、约翰·

特纳著)、《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

之路》(刘淼、胡舒扬著)、《国际法

《海丝丛书》在新加坡发布
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背景》(张相君著)、《东海海域

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

三十六姓为中心》(赖正维著)、《明

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

发展的视角》(王涛著)、《朝贡贸易

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野下的明清

外贸政策》(骆昭东著)、《海上看中

国》(苏文菁著)、《海洋与人类文明

的生产》(苏文菁著)、《海洋移民、

贸易与金融网络》(黄清海著)、《环

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

(杨宏云著)、《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

题研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

景》(丁国民著)。

王赓武教授在点评时说，这13

本书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资料丰

富，很多分析和见解都很有新意，对

学术界很有贡献，希望能得到各方面

学者和读者的欣赏。这些书里大部分

谈到的是华侨华人移民的问题，新加

坡社会一向对移民问题非常关注，所

以这些题目对新加坡来讲也是非常有

意义的。

《海丝丛书》13本中，与新加坡

直接相关的一本是本地历史学者柯木

林的《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

文化交汇点》。这本书是一本文集，

收录了柯木林多年来发表于各报纸期

刊、会馆特刊等平台的文章。全书分

为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远流长、

盛世修典四个部分，反映了一位历

史学者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

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历史及人

物、地名的变迁。通过这本书，读者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新加坡，了解新加

坡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渊源。

柯木林在分享时说，在完成这

本书的过程中，他与负责该丛书的中

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管分社总编

辑陈凤玲博士多次沟通讨论，打磨整

本书的细节，从中他也发现很多有趣

的事情。比如一些特别的名词，在新

马一带用的很普遍，但在中国使用时

意思会完全不同，或者中国读者对此

非常陌生。如“新华”一词，在新加

坡就指的是“新加坡华人”，但在中

国却有不同的意思；再如峇峇、甘蜜

等名词，中国读者就很难理解。从这

也能看出，虽然新加坡和中国来往密

切，但是很多中国人对新加坡并不是

很了解，希望他的这本书能增进他们

对新加坡的了解，拉近新中两国民间

的情谊。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新加坡的发行总代理是友谊书斋，

如果读者对这套《海丝丛书》感兴

趣，可以联系百胜楼的友谊书斋。

文图·欧雅丽(本刊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管分社总
编辑陈凤玲博士(左一)、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左二)、
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右二)、华裔馆馆
长游俊豪副教授(右一)共同主持了《海
丝丛书》发布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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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r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

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

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

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

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启事

	联络人：谭瑞荣													电ɡ话：63544078

资格：	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	散文(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

创作品)。

字数：	4000左右。

投稿：	即日起至2017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

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

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	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

会进行评选。

奖金：	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

$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	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

方能投稿。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源》杂志特开辟《本土文学》栏目。

该栏目已设立“《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每年从获本刊发

表的入围作品中选出一名优胜者，予以奖励。

《本土文学》栏目将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剧本

(短剧、小品)”、“诗歌”四种体裁的作品。以下是2017年

“《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如今只要一机在手，便能时刻关注宗乡总会，轻松掌握新加坡的文化资讯。

担心错过宗乡总会的精彩活动吗？现在只需透过总会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了解华社消

息及总会最新动态，此外还可线上报名活动，快捷便利。

总会微信公众号所刊载的《源》和《华汇》杂志精选文章，带领读者从不同的角度

认识新加坡的风土民情、人文地貌，随时随地融入真正的新加坡。

只需要开启微信，扫描上图二维码，新鲜资讯每周三准时推送。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微信公众号

微信二维码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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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主宾━教育部长及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
在宗乡总会蔡天宝会长的陪同下莅临现场

文·陈芷婷   图·编辑部

为
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2周

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

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于

2017年7月30日，在大巴窑建屋发展

局中心广场联合举办第十一届“爱国

歌曲大家唱”国庆晚会。活动同时获

得国民融合理事会及中区社区发展理

事会的支持，共吸引了约1500名观众

到场参与。大家一同挥动手中的国旗，

以优美的歌声向国家献上真挚的祝福。

当晚6点半，晚会主宾──教育

部长及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莅临现

场。他在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和秘书长

李国基等理事的陪同下，一起踏着《早

安老师》的歌声步入会场。随后，全场

起立，共唱国歌和念信约。

今年，巴特礼中学(Bartley Sec-

ondary School)和伟林小学(Wellington 

Primary School)派出逾50位合唱团参

与演出，会馆则按往年的形式在台下

领唱。从家喻户晓的歌曲到历年来的国

庆歌曲，学生们献唱的串烧歌曲无一不

勾起许多人共同的回忆。就连路过的民

众都不禁停下脚步，加入到合唱的队伍

中，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南洋理工大学社

会福利志愿服务俱乐部(NTU Welfare 

Services Club - Deaf Community)的学

生呈献了两首歌曲的手语表演，并带动

观众一起学习手语，为构建包容性社会

尽了一份力。在学生们的带领下，全场

观众学会了《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和《城里的月光》整

首歌的手语。这可是第一次在庆典上大

家一起来学习手语歌曲，场面壮观、反

应热烈。

在三位主持人的带动下，大家共

唱的曲目不仅包括各种族耳熟能详的歌

曲，如马来歌曲《Chan Mali Chan》、

印度歌曲《Munnaeru Vaalibaa》，还

有方言歌曲，如闽南语歌《我问天》、

粤语歌《上海滩》等等。许多民众积极

参与歌曲竞猜环节，他们不仅要从歌曲

的前奏猜出歌名，还要接过话筒唱上两

句。这个环节提升了民众的参与度和互

动性，各个年龄层的民众都踊跃参与，

现场欢歌笑语、热闹非凡。

活动最后，大家齐声合唱曲本

地著名爱国歌曲《家》，为第十一

届“爱国歌曲大家唱”画上圆满的句

号，活动在浓浓的爱国氛围和大家依

依不舍的心情中顺利落幕。
(图见封二、封三、封四。作者为宗乡

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在上海复旦大

学就读)

用歌声庆祝国家的生日
第十一届“爱国歌曲大家唱”

心情，激昂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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