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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新

加坡在前天公布的
“临终生活质量指数
排名”里综合排名第
18，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排名14
的台湾。这个由英国财经杂
志《经济学家》信息部历时
三个月展开的评估调查，是
由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
所委托，相信这也是世界首
个就临终生活质量所进行的
调查研究。
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30个富裕成员国，以及另
外10个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在调查综合的四个组别里，
新加坡取得较好排名的组别
是“临终护理质量”（第11
名），这包括临终护理培
训、临终者是否容易取得止
痛药、医生对临终者病情的
透露程度等；以及“临终护
理供应”（第16名），这包括

达

“好死”也是一种生命尊严
65岁或以上者是否能得到临终
前的慈怀护理、义工数量、
是否存在慈怀护理的公共政
策等。
另两个有待改进的组别
则是“临终护理开销”（第
20名），这包括公共津贴，
临终者或家庭所承受的经济
负担等；以及“临终医疗基
础环境”（第30名），这包括
老年人受赡养比例、人均寿
命、医疗保健开支占GDP比
率、医院床位数目、医生护
士数目、国民养老金制度覆
盖率等。

最近的热门话题又回到学习华语
这个课题上，学习华文真的这么难
吗？其他国家都在学华文热，但新加
坡华文热不起来，反而冷却。身为华
文教育工作者的我感触良多。现在学
生学习华文叫苦连天，一谈到学习华
文都是每个家长的痛，为什么学习自
己的语言会是这么痛苦的事呢？调查
显示40%的华族在家里使用英语和
孩子交谈，家庭是学习语言的启蒙环
境，要把华文摆在什么地位呢？笔者
有几个建议：
一、学习华文要从你开始。现在
政府都推广华文，重视华文教育，家
长的态度要转变，言教不如身教。新
一代的家长都是在双语政策下长大，
可以选择宝宝出世后就和他说华语。
英文在进入托儿所或幼稚园就很容易
上手。如果真的担心英文跟不上，就
父母亲其中一个说华语，另一个说英
语。因为宝宝是能够吸收不同音节和
声音，没有语言区别，也不需要担心
他们混淆。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我
们全家都是使用华语和她沟通，目前

“软实力”方面的小贡献。
《论语·学而》：“曾
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
厚矣。’”，对待死亡的态
度，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人
道素质。中国汶川大地震
时，日本搜救人员并没有因
为灾区恶劣的环境而草草了
事，反而仔细地包裹搜索到
的尸体，然后对着死者分列
两行纵队，庄重肃穆地向遇
难者默哀。这张新闻照片不
但震撼了中国各界，引发中
国民众热烈的讨论和反思，
也赢得了他们对日本民族尊

敬生命的感动和敬佩。
随着新加坡人口的老龄
化，如何让临终者能够有尊
严地离世，势必将变得越来
越重要。目前，在新加坡每
年的死亡者当中，只有约20%
获得临终护理服务。如果参
考在“临终生活质量指数排
名”的前三名——英国、澳
洲、纽西兰——便可发现，
临终护理在这些国家都属于
全国医疗政策的一部分，
政府确保国民都享有这个服
务。新加坡的公共医疗支出
只占GDP的3.3%，远低于世

舆论博弈，谁主沉浮?

前一段有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告知笔者，他们孩
子的成功才艺演出，被主办方将有关高清录像上载
到了Youtube网站上，供大家广泛观赏。但遗憾的
是，孩子在中国的爷爷奶奶却无法看到，不是因
为无法上网，而是因为Youtube网站在中国被“屏
蔽”了。
据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表了新
媒体蓝皮书，指称面簿（Facebook）、推特
（Twitter），及Youtube等国际知名社交及自娱网
站服务，“被西方国家情报机构所利用以试图颠覆
他国政权，其特殊的政治功能让人心生恐惧”。为
此，更有中国官方机构主张“要加快提高网络隔
绝、屏蔽、锁定和反击网上攻击的能力”。
看来，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人发明的“奇
技淫巧”仍然让东方的中国难以驾驭甚至“心生恐
惧”。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性被动，还准
备持续下去多久呢? 所谓“加快提高网络隔绝、屏
蔽、锁定”类似的举措，归根结底属亡羊补牢抑或
弄巧成拙？
笔者以为，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已经成了僵化
定势或钻了牛角尖，也就非常有必要引入一下逆向
思维，才能更多地接近真实本质。譬如，面簿、推
特及Youtube等社交自娱网站，本都来自民间的概
念发明和商业运作，并非政府或官方所研发资助的
“秘密武器”。其基本和主流服务对象是社会大
众，即对所有团体与人群都是开放使用的，并无其
自己的特殊政治取向。
那么为什么这些网站到了海外，就反“被西方
国家情报机构所利用以试图颠覆他国政权”了呢?

黄少妃

“死亡”在任何文化里
都是一种禁忌，华人传统上
对之尤其避讳。新加坡连氏
基金会能主动关注这个议
题，并斥资进行专业调查，
是值得赞许的有远见和理性
的作为。调查所得到的数
据，可以为各国政府所参
考，让它们建立或改进对临
终者的制度性照顾；同时也
能够唤起社会大众对此议题
的关注，引领舆论话题。如
果可以持之以恒，“临终生
活质量指数排名”也能够算
是新加坡对国际社会另一个

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人发明的
“奇技淫巧”仍然让东方的中国难
以驾驭甚至“心生恐惧”。中国自
近现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性被动，还
准备持续下去多久呢? 所谓“加快
提高网络隔绝、屏蔽、锁定”类似
的举措，归根结底属亡羊补牢抑或
弄巧成拙？
即便如此，被颠覆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如此中
立开放的平台，也进行系列反击和反颠覆呢? 如果
担心颠覆而连中性的运作平台也给封了，那岂不触
到了“拿来主义”所一贯警告的大忌：泼洗澡水连
孩子也一并倒了出去？
再进一步看，这些中性平台为什么在西方并没
有成为民众或异议团体颠覆社会和政府的有效渠
道？（注意: 不是说这些平台上没有批评甚至反政
府的言论，而是说是否对政府、社会和国家形成了
真正威胁？）不错，西方国家政府及社会对这类网
站也有譬如“反恐怖、淫秽、欺诈”等内容监管，
但还没听说过因为威胁过大，而必须要把整个网站
给封了的。
于是，透过搞“网络隔绝、屏蔽、锁定”等这
些治标的表面文章，一个涉及根本的问题则是: 为
什么西方的普通大众网站，到了海外反会成为对国
家和社会的威胁渠道？！是这些网站及其上贴内

容本身就是威胁，还是有什么其它因素使它们“升
级”成了威胁？
从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一个有效信息要经
过发送方编码，经过某个渠道或媒体传输传播，而
后到达接收方并被解码这三大过程。在当代舆论搏
弈的战场上，如果还仅知道简单盯着渠道和媒体的
中间环节，而不善于在编码发送，及解码接收这两
大终端上努力，那是注定要被动败北的。
这不像过去中国“文革”时期搞宣传，反正公
众的信息来源单一，于是只要多装些高音喇叭加大
覆盖面就行了。现在这招早过时了，公众可选择的
信息源很多，就算你能装上现代卫星式覆盖全球的
大喇叭，受众不听不看你的台，你的传播效果照样
低下。
回到面簿、推特及Youtube等网络新媒体的话
题上来，不错， 既然是全开放中性平台，敌对势
力当然有可能利用它进行颠覆鼓噪，不过更要看接
收一方是否选择、赞许以至听从这样的颠覆鼓噪
了。
这就像我们日常难免会遭遇环境中的病毒，但
遭遇病毒是否就一定要感染发病，那还要看我们自
己的免疫力，总不能因为担心病毒，就不正常工作
和生活了吧？
如果敌对势力一颠覆鼓噪就显灵，那是否更说
明接收方面自己的抵抗力，涵盖力和消化力太弱了
呢？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让我们的语言能够传承下去
在牙牙学语的她，说的都是中文叠字
音节或单字。她在托儿所也能学上几
个英文词语。语言的形成是靠不断的
重复及反复练习的。
如果父母亲都不习惯和孩子讲华
语，可以把这个工作交给长辈去做，
不要让长辈以不纯正的英文硬生地和
孙子沟通，至少营造这个机会让孩子
接触华文。调查显示，两至三岁的孩
童是学习词汇的黄金时期，让他们在
这个时候打下华文基础，以后的工作
会事半功倍。
如果家庭成员都只会说英语，不
妨考虑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让他接
触亲戚朋友或安排补习老师用华文与
孩子沟通，可以安排老师带孩子到户
外走走，接触大自然或郊外，从中学
习不同的词语。如果等到孩子进入小
学才接触华语，孩子的语言习惯已经
形成，那已是太迟了。
二、找到孩子学习华文的动力和
乐趣。如果孩子已经进入学前或小学
阶段，学习华文遇到困难，不喜欢华
文等情形慢慢出现。要让他们克服

近日有某评论员发文称大陆游客在台
湾旅游高举五星红旗破坏了两岸关系，
对于这个说法，鄙人实在不敢苟同。首
先光论其标题，就有点危言耸听，“大陆
游客如何搞砸两岸关系”，言下之意是两
岸关系已经搞砸，而且罪魁祸首就是大陆
游客！鄙人不知晓评论员先生是否为台湾
人，但是鄙人不得不佩服他超乎寻常的想
象力，从大陆游客展示一下五星红旗，就
可以联想到二战时美军登陆硫磺岛的情
景，甚至将此情景无限上纲上线，主观臆
断大陆人有占领者心态，实在是可笑。照
此逻辑，要是大陆人在美国土地上展示一
下五星红旗拍几张照片，那岂不是变成在
美国领土上宣誓主权？说到底，这其实是
一部分台湾人自己的悲情心理在作怪，任
何一件事情都可以炒作成大陆打压台湾的
证据。
该评论员在文中还认为，允许大陆游
客赴台旅游是有政治前提的，这话听着怎
么这么别扭呢？难道我花钱到你那里去消
费，还是台湾对大陆的一种赏赐么？我在
这里想问一下评论员：你知道为什么越来
越多的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么？大陆人当台
湾人是亲兄弟，台湾人当大陆人是什么

朱

挺

障碍，就要了解他们喜欢什么华文的
事物。比如，如果他们喜欢卡通人物
小叮当，就让他们看小叮当的卡通片
或漫画、或者他们喜欢的华文老师、
或者他们喜欢华乐、或者他们喜欢唱
儿歌等，这些都能成为他们学习华文
的动力，推动他们学好华文。了解这
些过后，家长就应该善于利用这些渠
道和资源，让孩子多接触华文。华文
的学习不只是限制在考试和抄写，学
生觉得枯燥乏味时就不想再学了。华
文的学习过程可以是很开心、很有趣
的。因为汉字本身就富有色彩，具有
生动有趣的形象。华族文化的历史故
事、典故、书法、乐器等都很有吸引
力。家长应该利用这个华文的特点来
开发学习华文的兴趣。
三、华文书写来帮助形，音，义
的记忆。为什么华文难学？因为学习
华文是要靠你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才
能帮助记忆。英文是表音文字，是运
用听觉来学习。但是，华文是象形文
字，需要听到音节，然后出现字形，
才能够记忆。因此适当的书写是需要

的。可以鼓励孩子用故事或笔顺笔画
的特征来记忆字形。比如，“突然”
的“突”，学生总是写不对，我就这
样解释，谁少了两片眉毛，或者是
少了一颗黑痔。（可以用方言来讲黑
痔，听起来很好笑，又印象深刻）同
时，华文游戏趣味活动，也很能帮助
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
政府一直强调学好母语，但是华
文华语不是一个科目，尽管家长安排
许多华文补习，送孩子到顶尖的补习
中心，买了无数的参考书给孩子，做
很多完名校的考卷，但是却忽略了语
言的学习是需要融入生活，需要接触
使用，反复不断的练习，才能真正掌
握好语言。在家里，家长跟孩子使用
英文沟通就减少华文的使用性。因
此，希望家长让孩子多接触华文，就
多用华语和孩子沟通。在家庭，学校
和政府的三管齐下，我们的幼苗能够
接触并喜爱我们自己的语言，华语是
我们的母语，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学习
它，传承它，发扬它。
作者是华文教育工作者

利亮时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清楚认识到马国经济目前
存在的问题，而全面的开放，突破族群主义的枷
锁，将成为马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在纳
吉上任的一年多来，我们可以看到纳吉对外方面
的积极态度。马国政府主动改善新马的关系，例
如降低两地的通关费，理性去解决20年来悬而
未决的丹绒巴葛（Tanjong Pagar）火车站土地
的问题。日前纳吉提醒巫统领袖，不要发表与政
府立场不一致性的言论，破坏他在吸引新加坡
投资者到依斯干达特区（Iskandar Development
Region）所作的努力。这在在地显示他改革的立
场，以及渴望得到巫统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对内方面，纳吉上台后提出的“一个马来西
亚”（One Malaysia）和“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都是要藉此团结马国人民，
解决马国经济的困境。日前纳吉敦促巫统领袖不
能过于沉醉在党内所获得的支持力量，而忽略了
党外群众的反应和大环境的变化。纳吉上台至今
一年余的时间，他尝试改善马国的投资环境，以
及解决国内的经济与族群问题。他的努力自然值
得肯定，但是面对的阻力确实不少。在改善新马
关系上的努力，纳吉遭到了前首相马哈迪的批
评，让他往后在处理新马关系上须更小心谨慎。

真正的挑战在内部
对外关系的改善，纳吉只要小心处理，面对的阻力是有限
的；他当下最大的难题就是在国内推动的改革。从“一个马来
西亚”到“新经济模式”的提出，纳吉应该清楚知道，未来的
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巫统内部的利益集团，以及具族群主义色彩
的组织。这些力量构成一股强大的阻力，让掌权者的改革大计
一直被族群主义牢控在一定的范围内。
正如前述，纳吉相当清楚马国眼前的问题：“我们必须意
识在21世纪，要让国家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在吸引外
资时就必须持开放的态度。”然而，要有效吸引外资就必须在
内政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内在问题才是马国今天经济
陷困的关键。全球化的今天，马国面对相当激烈的竞争，在东
南亚的优势都不复存在，今天的印尼、泰国与越南已经有着亮
眼的成就，外资在东南亚的选择就更多了。马国没有更多诱人
的条件，就无法与他国竞争。
纳吉的改革之路是充满困难，诚如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资
深研究员黄基明博士所言：“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虽然想进行
某些改革，但他在马国执政结构中的地位并不是那么稳固，
不能在国内大力推动改革，否则会遇到阻力。”作为马国的领
导人，纳吉与前几任首相都面对相同的问题，改革之路永远有
一条他们无法跨越的“族群主义鸿沟”。当“一个马来西亚”
要在族群主义的框架下进行解释时，就可以看到族群主义是马
国领导人难以前进的一条防线；而“新经济模式”也无法超越
其父阿都拉萨的新经济政策时，我们更清楚看到这股坚实的阻
力。纳吉革新政策，在族群主义的重重包围下，似乎是难越雷
池半步。当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9科A+的华人优秀生，
在申请公共服务局海内外奖金仍遇到阻力，并且需要首相纳吉
亲自处理的同时，可以预见马国的改革之路仍旧是荆棘满途，
康庄之道仍在遥远的未来。
作者是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助理教授

评
“大陆游客如何搞砸两岸关系”

呢？赚人家的钱还嫌弃人家脏，那为什么
不嫌人家的钱脏呢？

对大陆游客的指责以偏概全
接着，评论员先生话锋一转，转而批
评大陆游客的行为习惯。他把能想到的人
类的所有坏习惯，全都扣在大陆游客的头
上，自己俨然是当代文明人的化身，对大
陆游客指指点点。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者犯
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我所了解的大多数陆
客，都是自觉遵守公共道德制度的，不良
习惯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能代表全体大
陆人民。还有非常可笑的一点是，评论员
先生竟然把连不给妇孺让座，都说成了坏
习惯并加以批判，本人感到非常不解，因
为在公车或地铁里，乘客应该是当地人居
多，如果有妇孺站着，那也只能说明当地
人没让座，怎么反而指责起前来旅游的少
数游客呢？
此外，评论员先生还煞费苦心地提到
这件事情幸好没有被台湾基本教义派利
用，意思是如果被他们乘机利用，你们

大陆可就惨了！听到他这段话，我内心的
“自卑感”油然而生，为什么呢？因为大
陆现在是处处让着台湾啊，台湾要什么，
大陆想尽办法给什么，签个ECFA，大陆能
让的都让了，为的什么？还不是为台湾同
胞着想？大陆是真的当台湾为亲兄弟才会
这么做的，可是台湾方面呢？某些台湾人
是怎么“回报”大陆的？民进党对这个有
利于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东西极尽刁难，
煽动挑拨民众极力反对，他们连对台湾有
利的事情都反对，我真的很不明白，这个
反对党到底在干什么？
这里值得提醒部分台湾民众的是，别
以为大陆给与台湾的各种优惠都是理所当
然的，也别以为大陆政府对台湾这样慷慨
解囊大陆老百姓就没意见，大陆没什么反
对的声音并不代表没人反对，台湾人也应
该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大陆民众
想想，别一味就是反对，反对，反对。
说句老实话，某些台湾人千万别以为
大陆人对台湾有多么多么地向往，那只是
某些台湾人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记得前

界平均的8.8%。要如何善用
甚至是否要提高公共医疗支
出，需要社会各界集思广益
来凝聚共识。
在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
对各国医疗卫生系统进行的
最后一次排名里，新加坡位
列第六。联合国去年的统计
也显示，新加坡的婴儿死亡
率全球第二低。换句话说，
新加坡人从一出生，就普遍
享有高水准医疗服务所带来
的生命品质。但是生命的品
质应该一贯始终，尤其是到
了生命的末期，健康状况有
时让人陷入无法自理生活的
时刻，社会能否提供有效的
慈怀护理，让生命有尊严地
终了，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
员的切身利益，因而也需要
大家共同关心这个严肃的课
题。

马国领袖最难跨越的一步

伟

2010年7月16日

段时间，台湾社会关于陆生赴台就读一
事吵成了一锅粥，反对的人有的说陆生都
是间谍，有的说陆生来台会抢走台生的饭
碗，千万不能让他们来。不明白为什么某
些台湾人自觉高人一等，有关两岸关系的
问题都要戴有色眼镜加以看待？就拿陆生
赴台就读一事，你们吵的同时有问过事件
主角的意愿么？学费高出台生一大截，就
读期间不能打工，毕业不能留台工作，开
出那么苛刻的就读条件，几个人愿意来？
这叫吸引优秀人才么？
台湾人说我们有引以为豪的民主，其
实在大陆人眼中，台湾所谓的民主就是一
片乱象，最贻笑大方的是台湾所谓的“立
委”常常在议事场合大打出手，台湾社会
的精英阶层就是用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
的？难道在台湾社会所谓的民主就是暴力
么？此事又让人联想到张铭清访台被推倒
一事，当时看了网上录像，真的是气人，
一群人围着张追打，甚至还有人跳上车用
力踩踏车顶，骑到别人头顶辱骂客人，况

且人家还是个老人，这难道就是台湾人待
客之道么？大陆人看了对台湾会留下什么
样的印象？
针对大陆方面对这一事件的谴责，某
些台湾人的言行却实在是让人寒心，有一
老妪在接受采访时竟然说“小时候被大人
教育说要打共匪，现在竟然不能打了！”
你听听，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现在
是什么年代了？还要你来打打杀杀？作为
一个长辈说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难道不
是在损害两岸关系么！两岸关系是靠两岸
人民共同维系的，需要大陆和台湾人民共
同努力，大陆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应该积
极谦虚地加以改正；台湾内部也应该释放
出一些善意，对大陆展示一定的体谅与尊
重，某些只会对大陆指责与挖苦的台湾
人，他们同样是在为两岸关系开倒车，他
们也应该对自己的言行作出反省，这样两
岸关系才能向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编者按：本文是针对黄世泽于7月9日在
言论版发表的《大陆游客如何搞砸两岸关
系》一文的反应。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