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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夫人外交”的软博弈

美

国总统夫人米歇尔带着母亲与两个女儿出
访中国，为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开创了另
一个维度。两国在出访前已经开始过招，
对于访问的政治性有了相反的操作。与中国不同，
美国“第一夫人”拥有本身的正式编制，因此要让
此行完全“去政治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虽
然华盛顿再三强调，米歇尔访华主要是促进文化交
流而非政治活动，并向美国人民突出教育的重要
性，美国媒体已经针对白宫禁止记者随行而怨声四
起。中国官方媒体则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不
顾中国反对，会见了达赖喇嘛，暗示米歇尔访华有
“弥补”作用。
米歇尔的行程确实突出文化和教育主题，无论
是参观故宫、学写书法、打乒乓（1970年代中美
关系破冰靠的正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游长
城、在北京大学演讲、与中国学者和家长座谈等
等，都远离中美纠缠无解的政经课题。但是，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动身访问欧洲，且与奥巴马在

教育课题

黄龙翔

社论

国对其安全承诺的信心，将越来越成为挑战。在核
心价值体系如人权、信仰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巨大差
异，使得中美难以形成真正的战略互信。因克里米
亚危机陷入同俄罗斯的紧张对峙，让中美关系维持
良好氛围对华盛顿更为重要。米歇尔在剑拔弩张的
国际政局中访华，在时机上恰好符合中美两国的共
同利益。
所谓外交无小事，大国博弈尤其如此，做什么
说什么，不做什么不说什么，何时做何时说，其中
无不是学问。米歇尔的访华，因而不可能摆脱各界
的政治解读。中美关系的确是全球政治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在乌克兰领土分裂的残酷事实面前，国际
秩序面临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威胁，朝鲜无端接
连发射火箭的军事挑衅，东海及南中国海持续不断
的主权争议，叙利亚内战的人道灾难，都需要和谐
的中美关系作为稳定大局的基础。夫人外交或许不
能直接改变中美关系的实质，但良好的双边氛围，
仍然有不容低估的外交价值。

及早学双语 孩子更聪明？

月初到上海出席“国际学习科学
（science of learning）研讨会”，着重
从脑科学、发展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角
度，探究“学习”的本质、如何改进学
习的方法，及如何搭建起研究和实践的
桥梁。研讨会涉及的教育议题广泛，但
我觉得最值得带回新加坡来跟大家分享
的是双语学习。
许多人对于双语学习有两个普遍观
点：一、多学一种语言，对孩子来说是
多一种学习负担；二、若要学双语，最
好是分开来学，先学好一种，再学第二
种，免得一种语文干扰另一种语文的掌
握，或说是造成混淆。
可在会上，几位分别以脑科学或发
展心理学为手段、进行双语幼童研究的
美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得出类似的结
论：儿童对于双语的接触，最好在七岁
以下，年纪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同时
接触双语；此外，自幼（甚至是在一岁
前开始）接触双语的孩子，比单语的孩
子更聪明！
这里的“接触”（exposure）双语，
并不一定是指有意识地学习双语（尤其
对婴儿来说），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经
常听到旁人讲两种不同语言。研究显
示，婴幼儿对于同语种的发音会混淆；
而年长后再学第二语言时，反而更容易
出现“僵化”（fossilised）的现象，如许多
日本人分不清英文中的声母r和l，因为日
语中只有r音（拉丁字母拼写用r，但实际
发音较接近l）。
美国学者针对接触双语和接触单语
的婴幼儿进行的多项实验显示，前者的
学习、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较后者
为强。
有个实验是在一岁左右的婴儿面
前，打开一个装着小玩具的透明塑胶盒
的右边小门，取出玩具，然后把玩具装

热点话题

彭丽媛以国家主席夫人的
荷兰的核安全峰会有双边会面
身份公开参与国内外官式活
之前，于钓鱼台国宾馆意外现
动，姿态之高恐怕是后毛泽东
身，陪夫人彭丽媛同结束第一
2014年3月24日
时代所仅见。这多少反映了中
天行程的米歇尔一家会面，并
向她表示“珍惜和你丈夫健全的工作关系及个人友 国政治文化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纠正毛
谊”，以及米歇尔在北大演讲时，强调言论自由的 泽东个人崇拜的弊端，中共采取集体领导制，最高
领导人的个人特色随其权力被刻意淡化，更遑论其
重要性，无疑让此行带上政治意味。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美对于米歇尔的访华， 配偶了。这个成规，在习近平掌权后被打破。无论
自然都有各自的考量。教育确实是米歇尔所关心的 是贴近民间的小卖店吃包子、雾霾天访民居，或在
课题。三年一度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PISA） 实际权力架构上，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深化
2012年成绩显示，参与测试的美国中学生，在65 改革小组等强化权柄，习近平所展现出的政治行动
个国家和地区中，数学排名第31、科学第24，阅 力和企图心，都预示着中国政府在决策上将更为明
读第21，不但比2009年的成绩退步，数学能力更 快。国家主席夫人展现个人魅力，与国家施政的个
低于平均水平；中国上海的同龄学生则全部名列前 性化相得益彰。
除了内政因素，两国地缘政治上的角力，构成
茅。中国如何确保下一代在未来保持国际竞争力，
了本次夫人外交的重要背景。尽管高调“重返亚
确有值得美国参考之处。中美在教育交流上也日益
密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约20万人，数目为全球 洲”，债台高筑的美国终于不得不开始大幅度削减
军事开支。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能否维持亚太盟
之冠，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女儿。

回去，关上小门，交给婴儿；婴儿会学
着从右边打开小门，拿出玩具来把玩。
实验者取回盒子，重复执行整个流程十
次。到了第十一次，实验者在婴儿的注
视下把盒子掉头，示范从左边开小门取
出玩具，再关好交回给婴儿。他们发
现，几乎所有双语婴儿都能在三五秒内
开启左边的门；而大多单语婴儿却都花
上一分钟以上才摸到左边去，有的更根
本打不开。
另一个实验是针对已掌握基本英语
能力的双语和单语儿童，让他们玩“The
Stroop Task”，即快速显示各种颜色的英
文字（英文字本身是一种颜色，但所用
的字体是另一种颜色——如用黄色字体
来显示RED字），玩家必须念出字体颜
色，而非其英文字本身；但显然此英文
字会干扰玩家对字体颜色的注意力。研
究显示，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更能不受
干扰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的地方”，
得分高出许多。
以上是属于发展心理学和认知科
学范畴的研究，而脑科学能提供可能
的解释。脑科学家通过分析比对双语和
单语儿童和成人的脑部扫描图，证实了
双语能力相当的人，因为有较好的“转
码”（即必须在两套语言系统之间做迅
速而有效地转换）锻炼，整个头脑里的
亿万个神经原之间有更复杂的联结。
换句话说，同时学习双语能连带让一
个人的脑神经更四通八达，犹如“超
级高速公路般的联结” （superhighway
connection）。
而幼儿学双语是同时学比一前一后
学的效果更好，因为先掌握的语言往往
更会干扰后学的语言，而且初学第二语
言时的年龄越大，干扰和“僵化”的现象
就会越严重——过去有其他研究发现，人

的语言学习能力在五至七岁后就逐年下
降。
此外，无论是单语或双语学习，都
应在日常生活里活学活用，而不是拿着
课本背生词、操练文法。新加坡比起许
多单语国家，更有这个条件让幼儿及早
接触双语。可这该如何执行呢？
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德裔美籍的顾
百里教授（Cornelius Kobler）曾在去年以
自己儿子的学习经验为例，建议新加坡
家长在家里“装 双声道”，如跟爸爸专
讲英语、跟妈妈专讲华语，不要掺杂，
让特定语言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情感的纽
带。这样孩子的双语学习非但不会相互
干扰，反而可以齐头并进。让语言学习
渗入情感因素，使用这种语言让两人关
系更亲切，从而提升学习动机和成效，
更胜于学校的后天环境（或依赖习题作
业、
“加强应试技巧”的家教恶补或电视
节目等）。
顾百里的儿子三岁以前就处于跟父
亲讲德语、跟华裔母亲讲华语的环境
中；并分别在三岁时上美国的幼幼班学
英语、六岁时上法文学校。儿子非但不
觉得有学习负担，反而能在四种语言之
间游刃有余。
以上的研究成果或专家意见，似乎
都在挑战我们对语言学习的一些传统观
念——当然这些也可能在未来被修正或
打破。但其更重要的启示是：要尽信经
验法则或“想当然耳”式的推论；尤其不
可把自己较年长或成年后开始学习二语
的一些成功（或失败）经验，转换成“教
学法”去强加在幼儿身上。脑科学和发展
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娃娃的小脑袋
瓜的运作和学习方式，跟大人是很不一
样的。
作者现从事有关融入生活与社群的
自主语言学习模式的研究工作

比尔维尔星

新加坡与马航MH370事件：患难见真情
一旦马航370事件获得解决，其后果与撞击效应不但会在
民航界，也会在政治、军事与外交领域带来重大影响。作为同
马来西亚关系密切的近邻，新加坡将不能避免事件所引发的涟
漪效应。失联的客机上虽然没有新加坡人，新加坡在参与搜寻
活动上却有好些特出的地方。
危机一发生，从总理李显龙开始，新加坡领导人便表示震
惊与难过，也表示愿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提供协助。外交部长
尚穆根及国防部长黄永宏也分别同马国外长及防长交谈，表示
关心及愿意调派军事资源协助搜寻失踪客机。两国的空军与海
军总长也一直保持联系，部署及协调各自的军事资源。
新加坡派出了军机和战舰。李显龙同马国首相纳吉通过电
话后，在马国的同意下，新加坡派出了两架C-130运输机、一
架福克50型海巡机、一架海事直升机、两艘军舰及一艘潜水艇
支援及拯救船。
纳吉于3月15日发表声明，指新的信息显示，客机很有可
能远离搜寻地区向西飞行后，马国便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搜寻活
动，并撤回在那里的军事部署。然而，新加坡政府却继续为马
国提供它在马六甲海峡可能需要的支援或协助。
新加坡动员其军事资源的主要考虑是人道援助，即协助寻找
下落不明的客机，及在可能出现需要进行救援行动时提供军事
援助。过去，新加坡也曾调派军事资源与后勤援助，拯救生命及
缓解灾难造成的痛苦，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是个主要例子。
此外，马航370事件也提供新加坡加深同马国双边关系的
机会，在纳吉与李显龙密切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
两国关系。自2009年，新马关系便迈上新高，在多方面取得突
破，比如拟议中的新加坡—吉隆坡高速铁路计划。
两国的历史、地理、人口、经济与最近的政治经历，让双
边关系变得“特殊”，但双方关系的加强，却反映了两国领导
人的密切个人关系。
我们可以从自2009年来的发展，来理解新加坡对客机搜寻
工作的全力支持。依斯干达特区是双方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
过去棘手的课题，如丹戎巴葛火车站及移民与检疫大厦，都已
和睦解决。
除了上述，双方领导人每年举行非正式会议；两国交易所
重新互联；马国政府同意把电力卖给新加坡；双方在白礁主权

问题解决后，成立技术委员会来划定海域界线；新加坡也在新
山设立领事馆。
马航事件的另一个层面，是亚细安合作的重要性。除了新
加坡和马国，亚细安成员国如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及缅甸也
参与了搜寻工作，显示了不论相互间有什么分歧，亚细安在危
机一出现时就会团结起来。搜寻工作也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
行，更凸显了其意义。
最后，作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脆弱小国，新加坡对危机
积极伸出援手的做法，也显示了其软实力。尽管自1965年便大
力在军事硬件上投资，新加坡向来表示，这不只是为了国家安
全，也是为了协助建立一个稳定的区域安全框架。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是确保邻近区域也受
惠，而新加坡的安全，对其邻居也会有正面的溢出效应。
通过精明的领导，在国内和邻近区域建立共识，新加坡希
望加强自身的安全，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效仿模式。这不只体
现了新加坡领导人和人民的努力耕耘，也体现了推动它向前的
特殊力量。
与此同时，马航事件也提醒我们，差错是可能出现的——
而且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继续确保可靠和及时的情报、区
域和多边合作、为预先制止潜在威胁做好准备，及在面对危机
时显现韧性等目标，是我们永远不能忽略的。新加坡是世界最
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在为目前面对危机的马国提供援助的同
时，也可以学习确保我们不会面对类似的困境。
这起事件的大部分焦点，是在谁蓄意更改原定由吉隆坡飞
往北京的客机的航线，却也暴露了一些保安问题。其中之一是
关卡辨别伪造与被盗窃旅游证件的重要性。马航370班机的两
个乘客便是使用被盗护照登机的。他们可能是经济移民，但他
们的手法却暴露了骑劫者和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的弱点。
我们希望这起危机可以获得解决，乘客与机舱人员也安然
无恙。在如何预防另一架客机失踪上，这起事件给了我们许多
教训。
作者Bilveer Singh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南洋理工大学国家安全卓越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原载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
电子刊物《RSIS评论》。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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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松

不再受欢迎的卡罗琳

在去年11月刊登于《联合早报·言论》
的《新大使与美日关系》一文中，我谈到
刚抵达东京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卡罗琳
（ Caroline Kennedy）——遇刺身亡的肯尼迪
总统的女儿——如何让日本举国上下兴奋不
已。
在东京，雀跃万分的日本人夹道欢迎前
去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的卡罗琳，一些还开
心地反复唱着“Sweet Caroline”。这是歌手尼
尔·戴蒙德（Neil Diamond）1969年的流行金
曲，创作灵感便是来自卡罗琳。
在日本政治界，卡罗琳被誉为是美国总
统奥巴马给日本的“礼物”，也显示了美国
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肯定。
据日本杂志《Agora》报道，情绪高昂并
因此忘记了大使角色的日本权力核心的一些
人物，甚至天真地想要利用“卡罗琳公主”
的全球知名度，来协助推进安倍的外交议
程。他们似乎认为，卡罗琳是来为日本的利
益服务的。
在上述文章中，我指出左倾的卡罗琳是
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政治立场同右翼和具
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安倍，可以说是南辕北
辙。
我当时的观点让好些日本朋友感到不快，
他们说我忽视了日本与美国的长期友谊，及
牢不可破的日美联盟，更何况安倍对美国的
忠诚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卡罗琳上任仅仅四个月，日本人
对她的疯狂热情已一去不返。更糟糕的是，
她还成了安倍民族主义议程愤怒支持者的出
气筒。“卡罗琳魅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在抵达日本不到两个月，卡罗
琳便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备受争议举动，
发表了表示“失望”的声明。这在美日关系
上是史无前例的，也让日本人感到震惊。
安倍参拜供奉战犯与其他战死日本军人
的靖国神社，不但不出所料地激怒了中国与
韩国，也首次让美国感到不满。一些通常保
持沉默的国家如新加坡也加以批评。
卡罗琳所表示的“失望”，被许多日本
人视为一种“背叛”。他们对来自最亲密盟
友，并被他们认为是一名友好大使的反应感
到意外。然而，卡罗琳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的反应，并不是其个人立场。这是美国的官
方立场，反映了美国政府与媒体过去一年对
安倍鹰派作风逐渐升溫的不满情绪。安倍想
方设法要掩盖日本对中国与韩国的军事侵略
历史，造成了与后者的“不必要”紧张，也
让美国感到恼怒。
美国迫切需要东北亚有一个稳定的地缘
政治环境，以便应对日益自信的中国与不可
预测的朝鲜。然而，在安倍的领导下，日本
与中国及韩国的关系却每况愈下，对美国是

严重的干扰。在这些争执中，日本虽然不一
定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一方，但华盛顿对安倍
所展现的民族主义却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在
美国看来，这不但没有任何助益，反而会让
已经紧张的局势
恶化。
尽管美国反复劝阻，安倍还是执意参拜
靖国神社。除了进一步惹火其邻国，安倍的举
动也让美国深感尴尬。因为在世界眼中，这显
示美国甚至无法制止一个不替他人着想盟友
的举动。美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史无前
例地对日本表示“失望”。
崇尚自由主义的卡罗琳于今年1月，批评
日本猎杀海豚的行为是无人道的，更是让日
本人再次感到惊愕。许多日本人把这视为对
他们文化的直接干预。
在2月间，卡罗琳再次成为日本媒体的
焦点。她以大使馆的名义，谴责日本广播协
会（NHK）高官的沙文主义谈话，尤其是其
董事百田尚树（Naoki Hyakuta）的激进修正
主义言论，及他与安倍的关系。百田尚树不
但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还声称进行
东京审判处死日本领导人，是为了掩盖美军
本身在战争期间以空袭杀害日本老百姓的罪
行。百田尚树的做法，完全违反了国家电视
台NHK维持政治中立的原则。
对此感到厌恶的卡罗琳拒绝接受NHK的
访问。当她于3月终于答应时，也只是在访谈
中重复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及百田
尚树的谈话。她起初冷落日本最具影响力媒
体NHK，是日美关系日益不稳定的最清晰信
号。
现在，大多数日本评论员终于明白，自
安倍重新掌权以来，日美关系已经出现变
化。然而，安倍权力核心内的右翼政治人物
却尝试“反驳”，表示对盟友美国不友善的
态度也感到“失望”。安倍的一名亲信甚至
间接表示，希望奥巴马政府被共和党政府取
代。他不知道的是，即使是保守的共和党
人，对安倍试图改变美国建立的战后秩序也
感到惊恐。
在去年11月对卡罗琳对日本的喜爱与了解
赞誉有加的日本保守媒体，目前正把火力集中
在“变化无常的卡罗琳”（2月19日的日本新闻
周刊）。他们认为卡罗琳的“无知”与“左倾观
念”正在损害日美关系。专门迎合群众的媒体
在四个月前热情欢迎卡罗琳的到来，现在却大
力抨击她的“缺点”和“恶习”。
现在，在日本人引颈以待奥巴马访
问日本前，已经没有日本人在唱“Sweet
Carolin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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