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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性的呼唤维护母语茁壮成长

站长的话

杨德昌

作者在英文报的言论版，发现了许
多讲英语、写英文的国人，对母语的关
注和重视，实不亚于传统的华校生和经
常使用华文的国人，深感欣慰，因此亲
自在英文报撰文，并与英文报读者进行
了意见交流。
其实，不管是基于华文在当今世界
的价值越来越大，或是着眼于华文的文
化传承功能，我国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因
为种种原因，以致本身的母语能力并不
怎么强的父母，并不希望子女也步自己
的后尘。
此外，还有一些在求学阶段华语不
怎么样的国人，在踏入社会后，或是因
为个人的兴趣，或是因为职场上的需
要，从中年开始恶补华文。我就认识几
位这样的朋友，原本连说几句通顺的华
语会话都费劲，后来居然连繁体字都能
够辨识得不少。可见，只要有驱动力，
同时有环境，学习母语并不困难。

意见栏

真的无法律可保护
实习生免被欺凌？
莫泰驹
6月2日《联合早报》报道，职场被欺凌是
属于法律灰色地带。
我读了后，真的感到惊讶，并且纳闷了好
久。在职场被欺凌，真的是属于法律灰色地带
吗？难道真的没有明确的法令来保护这些实刁
的员工吗？雇佣法令呢？
按照常理来说，这些正是侵犯人权和有暴
力的虐待倾向，打人会造成心理的创伤、恐
惧，被打者应该可提出诉讼和索取赔偿。
虐待猫狗都有法律约束，更何况是人呢？

我总以为维护母语的话题，只有《联合早报》提
出来讨论，想不到《海峡时报》言论版近来也发表
了不少类似文章，例如5月23日的《年轻新加坡人与
母语脱节》（Young S'poreans losing touch with Chinese
language）。
令我惊讶的是，此文在《海峡时报》网上论坛引起
广泛讨论，它是当天获得最多评论的文章。笔者的回
应文章《以感性而非纯理性看待母语》 (Mother tongue a
matter of emotion, not intellect)，刊于5月29日的《海峡时
报》言论版，也是当天获得最多评论的文章。
一位读者在6月3日的《海峡时报》言论版以“教
孩子实际运用中文”(Teach children practical use of
Chinese)为题回应我的文章。文章写道：“汉字有五千
年历史，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要知道我的根和血
统，我需要掌握中文。”
原来大多数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热爱母语，
这是令人欣喜鼓舞的事。他们对母语的发展起着举足
轻重的力量，因为新一代是母语和文化的传承者。
笔者在文章里指出：为什么年轻的新加坡人与母
语脱节？答案就在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他们
认为与其把时间花在母语，不如用在其他科目。“只
要英语就行”(Just English will do)的文化思维在我国已
根深蒂固。母语是文化身份的认同，人们必须掌握母
语，欣赏它的美，从而提高文化和社会素养。
文中也提到，新加坡的华人应该仿效马来社群，
他们自觉地维护马来文母语。我观察到我的马来朋
友，除了在社交场合讲英语，马来语是他们共同的语
言。我有一位马来专业人士的业务伙伴，他总是随身
携带马来文报章《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由于
我的生活和工作浸濡在英语环境，我许下承诺每天阅
读《联合早报》。新加坡华人应该做同样的努力，支
持《联合早报》。
一位英文读者，以"elegiacally"之名在《海峡时
报》网上论坛回应我的文章，道出以下隐忧：“我是
年轻一代的一分子，令我伤心和感慨的是，我的大多
数在工作和大学或其他大专高等学府的朋友，不能说
或写中文，其中大部分不喜欢华文科，即使是那些在
中学修读高级华文的，华文水准也大不如前……我在
一个稀有场合尝试讲华语，却被我的朋友无情地戏
弄。此外，我在教中学生补习时，也意识到忽略母语

情况越来越糟。看了我的中二补习生的华文作文，很
多词句不会写，她只能用汉语拼音填上。”
我们应怎样才能扭转乾坤，让母语茁壮成长？
许多国人看待母语时，只沉醉于理性，忘了感
性。我们应激发国人感性的呼唤，让新加坡的华人领
悟到，我们是谁！
沈睿祺在《一篇欠自己八年的作文》(5月4日《联
合早报·言论》)的分享，令人感动：”我刚从香港回
国，结束了与香港大学牙科学院学生的交流……这次
的交流会是我中学后第一次讲那么多的普通话……我
终于领悟到：我热爱华文，热爱华族，因为这是我的
根！”
沈睿祺以感性的呼唤认同母语，让人看到母语的
希望，也是新一代的楷模。
推广母语必须务实。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在《我一
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指出，我国的双语政策
是务实的，大约百分之五至十的人口精通双语，百分之
五十是功能双语，能听、看、写母语，但未达第一语言
水准。其他人的母语，只能达到较低的实用水平。
我们应把《联合早报》读者群扩大到热爱母语的
英校生。除了满足达华文第一语言水准读者，我建议
增设《联合早报》第二语言版，找出他们的需求，量
身定做，使用浅白语言，以创新的方式吸引他们看
《联合早报》。
新加坡应可效仿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çaise）的模式，成立我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机构，
以宏观的角度和政策维护、推广母语与文化。它可以
协调相关的文化团体和华社组织，整合资源，分享信
息，相辅相成。它规范和审议母语的标准，培养文化
人才。它与教育部配合，扩大与海外华文教育学府的
学生交流计划，使学生浸濡母语环境，像沈睿祺那
样，领悟到华人能说母语是非常骄傲的。这浸濡课程
应推行到中学，甚至小学，让学生从小情系母语和文
化。
大多数受英语教育的华族热爱母语，说明我国
双语政策的成功。除了新加坡，没有一个国家有中
英兼备的双语环境。英语的独占鳌头，无可避免地使
母语面临严峻考验，若能成立上述机构，无疑将振奋
人心，表明各方正视母语面临的挑战，并设法力挽狂
澜，维护母语茁壮成长。

从习近平访拉美看两岸外交休兵
在美、中暗中较劲之际，墨西哥成为双方积极拉拢的对象。墨西哥总统才刚应邀在博
鰲亚洲论坛发表演说，又再次和习近平会面，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中

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刚访问南美不到
一个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将于6月7
至8日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庄园会”之
前，先访问拉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期间除和
各国领导人会谈、签署多份经贸、学术合作协
定，并在墨西哥议会发表演讲。此行不仅展现中
国新一届政府对“全方位外交”的重视，更反映
了太平洋地缘经济结构性的改变。
2006年4月美国国务院主管拉美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夏儂（Thomas A. Shannon Jr.）访问中
国，并与外交部拉美司司长曾钢会晤，不仅是有
史以来中美双方拉美政策负责人首次见面，更
“隐含双方承认中国、美国和拉美的‘三角’关
系。”2008年11月5日中国发表的《中国对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指出：“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国际
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形势下，中拉关系面
临新的发展机遇。”该文件之发表正式揭开中国
进军拉美的序幕！
2009年1月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的第
48个成员国，提供北京参与该地区政经发展的平
台。去年全球经济放缓，但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
海地区的双边贸易额仍然保持8.2%的增长，达

美中相争拉美得利
美国在“重返亚洲”政策指导下积极推动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该
组织邀集太平洋地区各经济体，包括拉美的智
利、秘鲁，北美自贸区的墨西哥和加拿大，更
与亚细安（ASEAN）高度重叠，但将中国排除
在外，因此被视为美国联合拉美及亚太国家对
抗中国的机制。美国重量级智库“外交关系协
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总裁哈斯
（Richard N. Haass）甚至认为TPP比美国在澳洲
布署的2500名陆战队员还有效。
尽管“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必须重新部署对北
京的战略围堵……加速推动跨太平洋与跨大西
洋伙伴协议……打乱北京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
步骤，并限制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晋升速
度。”但《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皮林认为“排
除中国”（Anything but China, ABC）恐难成事。
他质疑“怎能设计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却向越南
之类国家敞开大门的俱乐部呢？毕竟，越南也是
一个拥有庞大国企、监管不透明而且极度藐视知

识产权的计划性经济体。”哈佛大学奈伊教授警
告，美国“应该表明中国如果符合标准就可加入
TPP谈判。”难怪就在习、奥“庄园会”前一刻
传出美国商务部首度表示，在一定前提下欢迎中
国加入TPP。
在美、中暗中较劲之际，墨西哥成为双方积
极拉拢的对象。墨西哥总统才刚应邀在博鰲亚
洲论坛发表演说，又再次和习近平会面，其重要
性不言可喻。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2月习近平
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曾谓：“有些吃饱了没事干
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
出革命， 二不输出飢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
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该谈话被视为习近平对
中国与世界的看法。此番到墨西哥议会发表演讲
内容更值得关注。
至于正考虑加入TPP谈判的哥斯达黎加是第
三个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该
协定于2011年8月生效。哥国于2007年与台湾断
交，也是民进党执政期间“烽火外交”的最后一
把火，那把火不但把外交部长黄志芳给烧下了
台，也让马英九得以顺势提出“外交休兵”政策
中止两岸外交恶斗。但日前传出台湾的中美洲邦
交国洪都拉斯为加强与大陆关系，未来恐不再派
大使驻台的消息。然综观上述，两岸“外交休
兵”主动权在大陆，台湾对邦交国改善与大陆经
贸关系虽“不乐观其成”，但如因而视为背信忘
义那也太天真了。
作者是台湾致理技术学院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
主任，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

习奥加州峰会重在“求稳”
伟达
“亚太再平衡” 战略，就是靠在
二线军力部署倾斜，在一线鼓励支
持传统地区盟友，并积极开拓建立
亚洲新兴国家与市场关系等“巧实
力” 手段来加以推行。据美国官方
高层的最新表态，美国将继续推进
“亚太再平衡” 战略，对此不会有
重大的政策改变。
中国方面，习近平主席和李克
强总理主政后，在政治上基本继承
了前任的路线方针，并加大了反腐
倡廉的规模力度；在经济上拟进一
步开放市场，精简机构，推进城镇
化，等等，所以中国新领导层的施
政方针也应该是稳中求进，夯实根
基。
于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可以较
有把握地推论即将到来的习奥加州
峰会，将以稳定协调中美关系为
主，并可能会为未来四、五年间的
中美关系发展原则和前景做出某些
规划展望。
而稳定协调当前中美关系的一
大相关议题，就是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及朝鲜核问题。美国自
过去两年多积极实施推动“亚太再
平衡”战略以来，确实扩大加强了
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其不良后果也是显而易
见，即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紧
张，主权争端多发，军备竞赛加
剧；不少亚太国家与地区内部的极
左或极右政治势力上升，狭隘民族
主义和鹰派言论膨胀，区域合作与
整合势头受挫。
美国应该会认识到，如此不良
后果如果任其发展坐大，则必将严
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可持续繁荣发
展，难以拉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
甚至将为亚太地区社会文明与现代
化进程带来重大挫折，最终也将贻
害美国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利益，与
整个世界的和平进步。所以美国很
有可能在已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之
上，准备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改进版，以巩固其既得利益并减少
不良风险。
因此奥巴马可能利用此次习奥

加州峰会与亚太大国——中国进行
有关沟通和探讨，以对其亚太战略
达成某种微调和妥协。譬如既然中
国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起到了关键
协调人作用，那么美国也可能对中
日钓鱼岛及中菲南海争端等开始扮
演某种“调停”的角色，以缓和目
前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局面。
对中国而言，既然美国重返亚
洲的总体战略没有改变，以目前中
国的实力，还很难做到直接要求美
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以中国的
大国地位和发展潜力，如果能要求
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有所为，什么事
情上有所不为，这样本身就会对美
国及亚太地区的格局发生重大影响
和作用。
中国哲学家老子有箴言曰：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
力，自胜者强”。意即欲胜人先胜
己。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历史反
复证明只要中国能不断战胜和超越
自我，就可以掌握中美关系的更多
主动，反之就被动。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
和咨询专家

《联合晚报》5月19日报道公众投诉榜鹅新镇的组屋
区名和街道名太深奥， 建屋发展局回答是为了建立居民的
认同感和凝聚力。
我国的街道一贯用开了罗弄（Lorong），道
（Avenue），通道（Drive）等等，易认，易找；新组屋区命
名越来越深奥，叫不出来也不会念，不易认也不易找。
建屋局回答的“认同”， “同”在哪里？深奥到寻常
老百姓都看不懂了，“凝聚力”又在哪里 ？
其实，组屋区街道最好还是延用传统的罗弄、道、通
道等等，而组屋区的名字，则可依居民所好加上任何美丽
的名字。那么，“认同”和“凝聚力”不都保住了吗？
我看到某些老区已做了，为何新区不能呢？义顺5道
不就有忠邦城（Chong Pang City）吗？容易记，也容易念
出口。

花朵传送

医生护士仁心触人心
陈雪薇
最近，我女儿在中央医院全国心脏中心动了心脏手
术。由于女儿年纪轻，作为父母的我们很是担心。手术过
后，经过扫瞄，状况不是很理想，女儿知道后，情绪很低
落。
过后，替女儿动手术的林医生（Dr. Lim Yeong Phang）
仔细地跟女儿解释，并安慰她不用担心，女儿才稍微放下
心。一星期后回去复诊，进展良好，林医生再次安慰并鼓
励她。当时，女儿的心情明显完全不一样，感谢林医生对
病人的亲切及关心。
在女儿住院期间，有一名叫Sara的印度族护士还在女
儿的护垫上画画，并送上祝语，让人感到温馨。和女儿同
房的病人叫Serene，在等待心脏移植，是个有三个孩子的
年轻妈妈。她和护士们像朋友一样，对同房病人也很照
顾，她对自己患病情况表现得非常勇敢、乐观和坚强，我
们被她的这种积极的精神所感染，对我女儿也有很好的鼓
舞作用。
在此对林医生，Sara，Serene及全国心脏中心第56病室
第9病房的护理人员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有人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拉美三国的访问只
是外交前戏，中美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才是这场外交大
戏的高潮，如果是在以前，或许如此，在美国绝对的强势
下，在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路线图上，出访美国“后
院”都带有顺访性质。
美国的全球战略力量依然强于中国，但中国后势走强
却是不争的事实。“中美国”从战略理念逐渐成为太平洋
两岸的现实共识，经过美国重返亚洲，和中国地缘交接碰
撞而实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调整来看，美国逐渐承认中国
的亚太战略利益，并对中国跃升为全球性大国开始确认，
尽管有些不太情愿。
习奥庄园会是中美大国外交的转折点。在庄园休闲的
环境中接待外国元首，是美国给予西方大国或亲密盟友的
待遇。作为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强庄园会，意
味着一种新型的非零和的大国格局在太平洋两岸形成，是
美国彰显“浩瀚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的外交姿态。
从中美两强的外交大战略上评价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和
中国的拉美外交，才有现实的观照意义。虽然中美两国官
方都竭力否认在对方“后院”挖墙角。但不容否认的是，
在两强对各自邻国展开外交时，都难免让双方产生接近
“一米线”的心理不适。
不过，若说中国在美开展“后院”外交，美国则在中
国实施围堵性的周边外交，而且有很多盟国死心塌地配
合。尽管如此，中美两国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理性，对于
双方深入对方地缘前沿的外交行动予以理解。如果说美缅
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成果，中拉关系也有着突破
性意义。
一是中国和拉美各国，并非盟国关系，更无可能和这
些国家对美国实施战略包围。但因为中国在拉美没有政治
目的和地缘觊觎，拉美国家对中国没有猜忌，才会像习近
平评价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二是中国的发展成果对拉美各国具有吸引力，对再次
走上发展快速路的拉美各国，突破曾经的拉美发展困境具
有借鉴意义。
三是拉美国家的解放者玻利瓦尔曾有建立独立的拉美
共和国联盟的梦想。“玻利瓦尔梦”和“中国梦”是息息
相通的，即独立、发展、和平、富强。两年前成立的“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发展潜力巨大，和中国的经贸关
系已是互补式的“强强联合”，目前中国和“拉共体”经
济发展速度超越疲态的美欧日。
2012年，中拉贸易额高达2600亿美元，同比增长
8.2%。中国在拉美非金融类投资500多亿美元，已成为拉
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主要投资来源国。未来五年，中拉
贸易额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拉贸易发展空间广阔。在此
情势下，“玻利瓦尔梦”和“中国梦”具有双双梦想成真
的愿景。
具体到习近平此番出访的三国，特多是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链条
的关键一环，也是确保这个说英语的加勒比富国确保经济活力的重要
保证。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和中国建交的唯一一个国家。过去六年
间，中国对哥援助近1.6亿美元，是美国援助的两倍多。对哥斯达黎
加而言，中国的援助、技术和市场，给该国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对
于对华外交踯躅犹豫的中美洲各国，中哥关系对中美洲各国具有典范
效应。
墨西哥和中国一样属于新兴发展中工业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
两国存在市场冲突，也常发生贸易纠纷。但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重整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中墨两国也有合作。协调双边经贸关系，
求同存异，互利双赢，中墨两国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在毫无历史恩怨和地缘情结只有发展共赢的共同目标下，中拉关
系进展顺利。作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一环，中拉关系的突破，也有助
于中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性战略力量。
习近平访拉美三国绝非访美前的顺访，而是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外
交的新特点新突破。
若说中美外交“庄园会”具象征意义，中拉外交更有实质内涵。

张敬伟

关于即将到来的中国新任国家
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首脑会晤，外界
对其议程、目标及结果都有很多估
摸和猜测，并且偏于乐观。对此，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其实早就有
话再先，即双方领导人相互接触有
益无害，但对取得中美关系的突破
性进展就不必奢望了。
的确，在中美关系当前的大格
局和形势面前，仅依靠两国首脑的
碰面会晤很难突破改变太多。历史
清楚地表明，中美关系若出现重大
改变，往往要么与国际形势的重大
变迁，或中国国内的政经形势变化
有关。当然，自2008年美国发生金
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国内形势发展
也部分影响到中美关系，但尚未达
到举足轻重的地步。
而目前形势并不具备以上对中
美关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条
件。美国方面，奥巴马总统继续实
施其稳中求进，经济复苏优先的基
本国策；在国际上美国坚持自己的
原则主张，同时尽量避免直接武力
卷入地区纷争与变革。
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所谓

2612亿美元。据《金融时报》所属《FT中国投
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预测，如果中国
出口保持目前增长趋势，到2017年拉丁美洲可能
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向骏

卢霄

中美关系的象征意义与中拉关系的突破

天下事

拗口的组屋区和街道名有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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