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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政策是新加坡赖以成
功的立国基石之一。当
年制定此一重要政策的
主要推手、建国总理李光耀先
生在其最新著作《我一生的挑
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既
讲述了过去半个世纪我国推行
双语的政策进程，也给予双语
政策充分的肯定。
双语政策的精髓在于，以
英语英文作为新加坡的工作
语言和行政语文，因为这是新
加坡长久繁荣和种族和谐的基
础；同时以华语、马来语和淡
米尔语作为华人、马来人和淡
米尔人的母语，以传承各族传
统文化，是维系东方精神价值
体系的重要载体。
双语政策大致上是成功
的，因为它确实为我国造就了
一些双语人才。可是，若往深
一层看，却不难发现其中是有
问题的。教育部长王瑞杰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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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政策与双语环境
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的中
秋联欢晚会上引用统计数字指
出，我国有61%家庭是以英语作
为家庭用语，而以母语为家庭
用语的各族家庭都呈现了普遍
下降的趋势。
王瑞杰当时表示，教育部
今后将更加重视母语教学，以
便让更多学生能精通双语。王
部长的承诺，赢得了不少本报
读者的掌声，来函表示支持。
不过，也有读者在文章中指
出，要提升本地母语水平，光
靠教育部努力是不够的，家长

也要为子女营造一个有利于双
语学习的家庭语言环境。
问题是，即使学校和家庭
有便于学生学习双语的语言
环境，社会上却没有能让学生
在毕业后继续使用母语的语言
环境，就不能说是很好地贯彻
双语政策。有不少在学校时期
母语能力还是不错的学生，因
为在毕业后的职场和社会上缺
乏继续应用母语的环境，致使
母语能力下降的例子，并不罕
见。
这也说明了要彻底贯彻双

语政策，使英语和各族母语
都能学以致用，就必须有良好
的双语环境。而这并不只是家
长、学生和教师的责任，也不
只是教育部的责任，整个政府
和社会各界都应负起相应的责
任。
至于我国社会为什么会缺
乏双语环境，这跟一些政府
部门和政联企业长期忽视多语
的作用不无关系。譬如说，公
众曾经多次投诉SMRT企业没
有在地铁站装置多种语文指示
牌，没有提供四种语言广播，

没有显示四种语文信息，但
SMRT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公众
的诉求，依然故我。而最近这
一系列的地铁故障事件，恰恰
暴露了没有提供多语服务，是
可能危及公众生命安全的。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母语
在双语政策中扮演的角色，除
了保留各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以
外，还应该有在关键时刻发挥
沟通作用的功能。
此次地铁故障事件，可以
说是一面镜子，映射了片面
重视英语英文的弊端。各政府

在平壤行使绝对权力的“国防委员长”金正
日突然的逝世，除了让世界更加关注朝鲜今后的
动向之外，就是吸引全球的视线全投注于29岁的
新权力继承人金正恩的接班问题上。
金正日去年9月才把“人民军大将”的特殊
称号授予其第三儿子金正恩，又让他破格成为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显然是在快马加鞭塑
造一个军事天才、万民爱戴的领袖，为他铺平
顺利接掌权柄的道路。但事与愿违，由于身心疲
劳，加上心脏病复发，就在他在其“野战列车”
上执行公务途中，面对突发性的严重心肌梗塞发
作，挽救无效而身亡。
在职场中，这无疑是“过劳死”。但在权力
构造中，实际上是心力交瘁。归根结底，就是不
放心他自己挑选的接班人，不仅年轻还是初出茅
庐，却要面对比他过去更为严峻的政局。

创造“三代世袭”现代记录
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金氏确实
创造了现代国家“三代世袭”统治的纪录。但这
也给年轻的金正恩贴上一个特殊标签，因为世袭
到底是政治学上封建、落后、独裁的象征，也是
现代国际社会鄙视的统治形态。金正恩上台之后
跟其他国家打交道，就会有强烈的自卑感，不得
不以高姿态，甚至极端手段，强迫别人接受其观
点或政策。
对未来的朝鲜人民，世袭的统治者不仅有政
治道德的缺失，还缺乏政权的合法性，从开始便
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必须靠强权，特别是以高压
手段来维持其威权统治宿命。不论金正恩的个人
政治取向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他都必须仰赖
他的权力支持者来维持秩序，建立庞大的统治机
器，因此期望民主会在金正日逝世之后即刻降临
朝鲜，是不切实际的。
金正恩必须提早从专注接掌政权，转移到政
权的维持上来。金正日的突然逝世，虽然不致使
平壤出现混乱，却让金正恩丧失了当皇储，掌握
好行使权力的机会。
金正日1964年入党，1972年成为党中央委
员，1973年起历任党中央组织、宣传书记，组
织指导部部长、宣传鼓动部部长，1974年成为

基里·佩赫

世袭到底是政治学上封建、落后、
独裁的象征，也是现代国际社会鄙
视的统治形态。金正恩上台之后跟
其他国家打交道，就会有强烈的自
卑感，不得不以高姿态，甚至极端
手段，强迫别人接受其观点或政
策。
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后，他才被确立为
接班人。换言之，金正日是通过循序渐进方式进
入体制，巩固其权势的。
金正日1980年成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
之后，才被正式宣布为接班人。1991年坐上
人民军最高司令的位子，前后是27年的“大长
征”。金正日不仅是“共和国永远的主席”金日
成的左右手，还从金主席身上直接研修了“帝王
学”，不论世袭的对错，金正日却完全有资格
说，他获得了金主席的衣钵真传。盖棺定论金正
日，他的特点就在这里。
金正日2008年8月中风之后加速其继承人的
安排。从去年9月宣布选择其幼子金正恩为继承
人开始，没想到只有15个月，金正日便急逝，而
且是在培训接班人的途中，情况显然不是金正日
所预料的。
金正恩与金正日的最大不同，不仅年轻，人
生阅历不足，社会经验阙如，更由于培训时间不
够，难怪金正日心焦，一年跑中国三趟已经破
例，还亲自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去，除了取经，
就是要为幼嫩的第三代接班人铺平道路。
虽然，金正日还借口纪念“金日成诞辰100
周年”，夸下海口，立志要在2012年实现“强
盛大国”的目标，由于四处奔波，到处指导，终
于酿成金正日心肌梗塞的悲剧。

作者是退休的新加坡报人

“二把手”将成为“监护人”
金正日的劳心劳力，就是要为自己指名的继
承人铺平一切的道路，还要为他建立可以让人歌
颂的丰功伟绩，像《将军之歌》那样，既可让平

哈维尔对真实的信仰

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体制于1989年
崩溃前，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已
是捷克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他成为反
对运动的非正式领袖时已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
虽然希望回到写作生涯，革命却让他成为捷克
斯洛伐克的总统。当国家于1993年分裂后，他
又当选为新成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直到2003
年。
哈维尔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历史性的巧合，使
他成为一名不平常的政治家。他给1989年后的
政治带来了某种对党派的不信任；曾是异议人士
的他，认为强调政治的道德层面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立场使他和拥权的实用主义者和技术专家无
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瓦茨
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后来继任成为总
统。
哈维尔的公共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截然不同
的阶段：艺术家（1956-1969）、异见人士
（1969-1989）和政治家（1989-2003）——
但在其公共活动中，他一直结合了这三大身份
的触觉。20世纪60年代，身为名剧作家的哈维
尔显然是十分“政治化”的剧作家，致力于描写
体制的荒谬之处。他也是审查和其他侵犯人权做
法的最有力批评者之一，这使得即使是在自由
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他也被视为异议人
士。
1968年8月由苏联领导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行动后，哈维尔被列入黑名单，并遭到公开的
迫害，但他仍然坚持反极权剧作的创作。1977
年，他和其他200多位异见人士成立了人权运动
“77宪章”（Charter 77）。它很快就成为反对
派的领导力量。哈维尔是77宪章运动最早的三位
发言人之一。
隔年，他写了具重大影响的文章《无权者
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将1968年后“正常化”的捷克斯洛伐克体制，
描述为建立在谎言上的道德破产的体系。1979

民百姓歌功颂德，还可堵塞那些反对世袭的悠悠
之口。
朝鲜长期的高压、封闭和分化，民众虽有不
满，至今却无批判和造反的组织。全国严密、
最大规模的组织依然是军队，它却在“先军政
治”，也就是一切以军人优先的政策驱使下，
成为绝对效忠党领导的工具，对党政高层绝对服
从，让奉命接管军权的金正恩地位可稳如泰山。
虽然也有人相信，军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特
别是军队上层可能有不稳，敢公开造反或暗中结
社，搞分派活动的组织，根本就无法生存。
金正恩作为接班人正式亮相之后，已经掌控
了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部和军方侦察总局
等公安机关，但到底时日不长，经验不足，必须
依靠前朝元老的扶持，特别是金正日安排的“亲
信中的亲信”，也就是金正恩的姑丈张成泽和姑
姑金敬姬夫妇的指导。
张成泽现年65岁，去年6月才被晋升为最高
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负责内政的副委员长，
当时已经是平壤实际的“二把手”。其夫人金
敬姬，是金正日的胞妹，也在去年9月被任命为
“人民军大将”，与金正恩同一军衔。他们升
级之后，明显可让他们在金正恩接班过程中，或
巩固权势之前，扮演“监护人”或“摄政”的角
色，协助金正恩顺利掌权。
但也有人怀疑，执掌实权的张成泽，也许会
经不起权力的诱惑，或受到部分元老的蛊惑，支
持他起来夺权，一场权力斗争的宫廷政变，就有
可能拉倒金正日精心策划的世袭体制，或将“金
氏王朝”连根拔起。但不论这是祸还是福，朝鲜
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

他反对共产主义不是因为有不可
告人的个人企图，只是因为在他
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适当、
不道德的体系。
年，他因在“维护被不公正起诉人士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Unjustly
Prosecuted）的活动而被判处5年徒刑。委员会
是“77宪章”的一个分支，目的是监督捷克斯洛
伐克国内违反人权和人们被迫害的情况。后来，
哈维尔因感染肺炎，于刑期接近结束时被释放
（肺炎此后成为纠缠他一生的严重健康问题）。
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哲学文章《给奥尔嘉的信》
（Letters to Olga），很快就成为经典的反集权
主义文学著作。
成为总统后，哈维尔继续结合了政治人物、
异见人士和艺术家的触觉。他坚持亲自撰写演讲
稿，其中不乏哲学和文学作品。在这些演讲中，
他不但抨击现代政治让人丧失人性，也一再呼吁
捷克人不要沦为消费主义和愚昧党派政治的牺牲
品。
他的构想是在强大的公民社会和道德的基础
上建立民主。这一点与另一位后共产主义转型领
导人克劳斯大相径庭。克劳斯主张快速转型，如
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牺牲由法制带来的道德顾
虑和羁绊。他们之间的冲突在1997年白热化。
当时，克劳斯领导的政府因一系列丑闻而倒台。
哈维尔将克劳斯的后共产主义改革所建立的经济
体系称为“黑手党资本主义”。
克劳斯此后虽然未再出任总理，但其“实用
主义”方式却在捷克政坛中取得了优势，特别是
在哈维尔于2003年卸去总统职位后。事实上，
哈维尔最大的挫折，可能就在于大部分捷克人现
在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政治党派沦为强大经济集
团代理人的地方（许多经济集团是在克劳斯负责
的、充满腐败的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

在总统任期的最后数年中，反对哈维尔的政
敌讥讽他是个幼稚的道德主义者。另一方面，许
多捷克百姓也开始不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像是
在不停地说教，也因为他反映了他们在共产主义
体制时期缺少勇气。哈维尔虽然在国外继续享有
崇高的尊敬和爱戴（即使只是因为他仍然努力不
懈地在全世界反对侵犯人权），但他在国内得到
的支持已经动摇。
不过，情况现在已经改变。捷克人对当前政
治体系无所不在的腐败和其他无能之处日益不
满，越来越多人因此开始领会到哈维尔道德呼吁
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他如今逝世后，他已经快
被戴上预言家的光环，被认为预见了今天的许多
问题——而且不仅是国内的问题：在担任总统
时，他就一再呼吁人们注意工业文明和全球资本
主义的自我毁灭力量。
许多人会问，是什么让哈维尔变得与众不
同？答案很简单：正派。他是个正派、讲求原则
的人。他反对共产主义不是因为有不可告人的个
人企图，只是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
适当、不道德的体系。在担任总统时，他支持
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和2003年对伊拉克的
入侵，但他并没有大谈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只
是强调需要停止独裁者对人权的侵犯。
在政治生涯中一直坚持这些信仰，让他成为
现代世界再也看不到的政治家。或许这正是世
界——特别是欧洲——面临持久危机的原因，能
够带来有意义变革的清晰、义正词严的声音消失
了。
因此，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伟大信奉者，哈维
尔的逝世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他是如今已经绝种
的、可以在非常时期发挥有效领导能力的那类政
治家中的最后一位，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正义
和公共利益，而不是攫取权力。如果世界要成功
地从各种各样的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让哈维尔
的精神不死。
作者Jiri Pehe在1997年9月-1999年5月间是哈
维尔的政治顾问，现任布拉格纽约大学校长。
英文原题：Vaclav Havel's Life in Truth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12月17日在外出视察途中，
由于过度劳累在列车上逝
储昭根
世，享年69岁。消息震惊了
朝鲜全国上下和国际社会，全球金融市场当天立即引
发了剧烈震荡，美国和亚太股市则普遍下挫，美元保
持坚挺。
金正日去世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全世界聚焦
朝鲜不外乎两大焦点：一是年仅29岁、在去年9月29
日才被指定为接班人的金正恩，能否继续稳定掌控朝
鲜局面；二是美韩日是否会在朝鲜混乱、利用好这一
绝佳时机乘虚而入，闪击朝鲜，或者是一举摧毁朝鲜
的核武，彻底解决“眼中钉”？
从表面上看，朝鲜已经成立了由朝鲜劳动党军事
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等200余人组成的国家葬礼委
员会。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说，金正恩将担任朝鲜最
高领导人。朝鲜劳动党也发表声明要求全党、全军、
全民忠于金正恩。此外，还有金正日唯一的亲妹妹金
敬姬的丈夫、金正恩的姑夫，并由金正日生前钦点、
现任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张成泽的保驾护航。
尽管金正日死得不是时候，金正恩接班与过渡似乎时
间太短，也还不够稳定，但短期内朝鲜似乎不会出现
大的严重问题。
再从外部看，韩国、日本高度紧张，韩国方面随
即采取了多个紧急应对措施，包括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宣布全军进入紧急警戒状态，请求驻韩美军增加U-2
高空侦察机和KH-11侦察卫星的对朝侦察次数。韩
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明博当天下午与美国总统奥巴
马通电话，就金正日逝世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并商定
共同关注朝鲜局势发展，进行密切合作。日本召开了
安全保障会议，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也对朝鲜劳动党
内部及朝鲜军队的动向提高了警惕。

美日韩自顾不暇

朝鲜半岛稳与和仍是各方共同利益

金正恩接班平壤何去何从？

部门和政联企业应引以为戒，
带头营造利于母语的学习与应
用的大环境。一个最简单的做
法，就是尽快在人潮众多，一
旦发生意外事故就会影响到公
众安全的地方，如地铁站、地
铁车厢、巴士转换站、机场、
关卡等，提供多种语文的信
息，包括多语指示牌、多语显
示屏等，还应确保在发生紧急
事故时能立即启动四语广播，
有能说各族母语的工作人员能
在第一时间引导公众疏散等
等。
只要政府部门和政联企业
能够以身作则，民间团体、私
人企业甚至跨国公司就会亦步
亦趋，一个真正的双语或多语
环境就指日可待。反之，公众
不免就会对当局一方面大力提
倡双语政策，另一方面却没有
提供有利于多语并存的社会大
环境，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金正日去世似乎对美日韩也不是时候。从日本方
面说，日本正集中精力应对“3·11”大地震引发的
福岛核泄露事故的后续影响，以及可能经济下行的风
险，无心也无力去对付朝鲜。而且朝鲜半岛统一，加
剧日韩间的经济竞争与地区角逐，日本未必太愿意。
所以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对金正日逝世表示
哀悼，期望这一事件不要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从美国方面说，朝鲜核武是美国心头大患，当然欲除之而后
快，但美国似乎有心却无力。奥巴马政府当前头等大事是连任，打
击朝鲜，解决朝鲜核武装，实现朝鲜政权更迭，胜算未必那么高。
朝鲜手中的核武不可控，也可能面临与中国再次冲突的危险！就是
打胜了，如果像老布什1991年那样打赢了海湾战争，却输掉了1992
年的总统大选，对雄心壮志的奥巴马
来说是得不偿失。更何况，相比伊朗
朝鲜当前最佳的方
核问题，朝鲜问题在美国缺少类似有
组织、且动员力极强的犹太人选民的 案，是要求中国派
支持。因此，白宫新闻发言人卡尔尼 员 、 派 兵 保 管 、
（Jay Carney）在金正日去世后说， 保护朝鲜的核武，
美国政府一直密切监控局势，并跟韩 相关核设施让中国
国和日本的盟友接触。美国仍然致力
方面暂时负责代
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其盟友的自
管——以打消美韩
由和安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
莉）19日与到访的日本外相玄叶光一 闪击念头。
郎就金正日去世等问题进行会谈时更
表示，美日双方都认为，“朝鲜和平、稳定过渡以及确保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实现朝鲜半岛统一当然是李明博最大的期待，但鉴于美国和日
本的对金正日去世后的反应，韩国方面也不得不保持低调。更不要
说，朝鲜还有数千门火箭炮对准美韩军队，能让包括距离南北分界
38度线只有约50公里首都首尔及总统府青瓦台在内韩国领土，在很
短时间内变成“火海”。在朝鲜媒体报道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之后，
韩国总统李明博于当日的紧急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称金正日的去
世不应成为“威胁韩半岛和平与安全的因素”。这就是说，朝鲜半
岛稳定与和平仍是当前各方的共识及共同利益。
这并不是说朝鲜没有外来政权更迭的风险。笔者判断，美韩方
面会不会或何时对朝鲜动手，以解除朝鲜核武，要看朝鲜的内部事
态。美韩要看朝鲜内部会否出现动荡，及金正恩是否能有效、安全
且理性地控制核武器。如果朝鲜发生动荡，金正恩对核武器失控，
美国、韩国与日本非常可能联手对朝鲜动武或闪击，以解除后患。
对此，朝鲜最可能、最希望的是得到中国全力的支持。没有中
国经济、外交的支持，朝鲜必定陷入混乱，给美日韩干涉朝鲜提供
了绝好借口。朝鲜当前最佳的方案，是要求中国派员、派兵保管、
保护朝鲜的核武，相关核设施让中国方面暂时负责代管——以打消
美韩闪击念头；同时朝鲜当局应承诺在治丧结束及金正恩政权稳定
之后，实施一切可能与必要的改革，甚至包括政治改革，给朝鲜国
内外予以看得见的希望。这样，才有可能把金正日去世所可能带来
的动荡与风险降到最低。
对于中国来说，放任朝鲜自流也不符合其根本利益，但中国如
果无视、不顾朝鲜内部的持续紧张与不可持续的状况，最终则必然
也是自乱阵脚，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此，中国要下定决心
支持朝鲜走上改革与开放之路，与美国携手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这
可能是最符合各方的期待与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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