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英语世界属于低俗粗话的单词shitstorm，这个
月初被相当于英国牛津大字典的德国杜登德语大词典
（Duden）收录为德语单词。此单词不是网络创造的
新词之一，而是在陈述网民充分发挥网络舆论力量的
特有现象，继而备受各界的追捧和引用。有趣的是，
牛津大字典也已静悄悄地将shitstorm列入网上版本内，
并将该单词定义为“激烈论战下形成的一种局面”（a 
situation marked by violent controversy）。
　　Shitstorm是shit和storm的合成词，可直译成屎风
暴，狗屎风暴等，shitstorm是指一大堆事前未能预料到
不好的事同时出现，而且一而再地发生，无法摆脱。
结果人们通过新媒体对一些特定人物（通常是政治人
物）或组织或言论进行口诛笔伐，连续一段时间在网
络上发表大量的信息，不断地批评、抗议来宣泄心中
的不满和愤怒。由于shitstorm这个单词具有时代的特
征，一下子就在欧美成为公众的语言。
　　此外来语能在德国各个阶层被广泛使用且接纳，
反映了过去四年来德国人对区域危机的忍无可忍，此
单词的出现，适当地填补了德语词库的缺漏，也显示
英语总是及时反映时局的特色，以及互联网的传播威
力。
　　Shitstorm这个粗话脏话，始于欧元区危机爆发时
期，那场影响全球金融安危的风暴范围太大，德国人
自始至终都反对国家参与拯救希腊这个“无底洞”，
过后还被许多陷入严峻债务危机的其他欧洲国家当成
代罪羔羊；今年4月底，希腊政府甚至在一份长达80
页的秘密报告中透露，可能会向德国追讨二战后未支
付、料高达1620亿欧元的战争赔款，来缓解希腊的严
峻债务危机。
　　即使一向来对英语不断侵入本身语言体系感到不自
在的德国人，面对处在要死不活状态的欧洲，真是怒火
中烧，于是shitstorm悄悄在德国人生活中流通起来，也
因在发音及语法上能融入德语，最终风行至今。
　　我看到多篇谈论shitstorm的分析，感受到这个单词
在欧洲社会发挥的影响力。但shitstorm有其更深层的政
治含义。2010年，德国人迟迟不肯对希腊施加援手，
原因在于希腊债务问题非始于今日，而希腊至今仍待
解决的债务危机，追根究底是搞错政治和一大堆错政
策所造成。
　　新加坡目前流行的所谓“搞对政治”（get the 
politics right），虽然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诠释，但搞
对政治，国家才能面对严峻挑战，有能力执行公平和
对多数人有好处的政策，这应是搞对政治的最终目
的。李显龙总理说：“如果你的政治错误，你的经济
必定会走错，这么多国家无法搞对他们的经济的原
因，是因为它们的政治无法运作。”搞对了政治，的
确才能对国家的未来发展进行规划和保持经济的竞争
力。

　　当公众发起的抗议声浪铺天盖地，来势汹汹地
在社交网络迅速传播，如同屎彈横飞泼洒的现象，
shitstorm陈述的是一种“新型抗议方式”，超越了以往
的抗议形式和程度。人们对过去三年多来在欧洲发生
的债务危机及政治人物的丑闻，不仅感到厌倦，不满
的情绪也日益高涨，网络和主流媒体将shitstorm用开了
后，也许感同身受，竟然再没有人觉得它是脏话了。
　　在华语世界中，我们也常用“狗屎一堆”，“满
嘴狗屎”来形容乱七八糟的事件和胡说八道的言论，
年轻一代在公共场合左一声shit右一声shit，这句粗俗
用语只是在讲话过程中的一个“衔接词”，是个人
的口头禅，习惯了的讲话方式，并不代表什么，而
shitstorm是一种网络舆情，是形象化的表达用语，虽然
shit一字也有胡扯、欺骗的含义，但与shitstorm在表达
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当某特定人物、某种现象或某种行动，在网络上
招惹来一波又一波愤怒的屎风暴，受批判者往往无法
回避而必须承担后果，当中还须承受粗鄙的侮辱性言
语，不管政客、明星、足球员、社会名人，企业或机
构，都有可能经历这样的shitstorm，成为大量网络言论
攻击的对象。
　　这种突然爆发的愤怒或不满，也针对其他一再触
犯众怒的社会议题，汹汹舆情，论点繁多，让网民接
应不暇。基本上，网络发言的便利是促成屎彈横飞的
有利条件，我国的网络上其实已出现这种特定的形象
化表述。但仔细在网络上浏览一番，shitstorm也有其可
怕的破坏性，评论者有时只是为攻击而发表评论，从
中得到了满足，而任何人的言行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大
量的负面评论，肯定会很难接受和受到很大的困扰，
尤其是政治人物，有时还难于招架。
　　我们有不少政策的执行、事件的处理或说话的方
式，不管是来自执政党或是反对党，也经常引起国人
的不满，批评如shitstorm一般袭来。政治没有绝对的
事，政治制度也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但政治搞不对，
自然搞不好政治，搞不好政治与领导人的能力、魅力
及远见有极大的关系。而要搞对政治，尤其是长期的
政治运作，则可能引发短期的痛楚。在一个多变的时
代里，什么是搞对政治，恐怕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政
治没有绝对的理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很多时候无
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我们尝试走向人民参与、提供意见的做法，但政
治远比你我想象的复杂，要在信息不全或不真的基础
上谈政治，我们很难说得到的信息多少是真相。此
外，将来还可能出现有势力的游说团体和组织，拥有
巨大的话语权，可能会是另一种形式的shitstorm，执
政者的任务是越来越艰难了，的确需要审时度势而后
动，才能把握有效的政策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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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降级行动是适时的警示

　　黎宁于7月16日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的
《教育改革应慎之又慎》，标题看似提醒应“审慎
改革”，内文则是反对新加坡教育界深入改革，而
鼓吹小幅改良。全文左批专家哗众取宠，右打家长
虚荣、虚伪，呼吁当局不须理会社会压力，只要
“与时俱进地在现状中稍作改良”即可。
　　我写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维护或批判哪一方，
而是要提出黎文中的逻辑推演的可议之处，和他的
教育观的局限，供大家参考。
　　首先，针对学前教育的议题，我本身并没有深
入涉猎，因而也不敢随专家起舞，但也不会像黎宁
一样，一口咬定学前教育非常棒。当然我也同意不
能因最近的虐儿事件以偏概全，但黎宁给学前教
育说的“公道话”是这样的：“新加坡的教育品
牌……备受各国推崇。优异成绩的取得，应该是包
括学前教育界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的成功，应该荣
誉共享。可‘又贵又差’的坊间言论实在让人傻
眼……硕果累累的新加坡教育是建立在一片流沙，
就是不牢靠不可信的学前教育之下的……这样一个
违反正常逻辑的故事……”
　　这样的辨证，基本上是避开针对各种专家观点
做逐条据理反驳的难路，而是另辟战场，用“没理
由根基不稳的体制会好”的简单逻辑来反证，一竹
竿打翻所有批评。但我的看法是，优质的学前教育
固然能扮演扶助学前儿童成长的关键角色，但它不
能被视为整个教育体制的基石，而只是辅助。
　　小学毕业是升中学的必要条件；初院或理工学
院是升大学的必要条件。可原则上，没有受过学前
教育的孩子也能上小学。小学课程也并不是站在学
前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开发的，而是假设学生在许多
学科知识上是接近零起点的。李显龙总理在去年的
国庆群众大会上就提到，他的母亲柯玉芝上小学前
是文盲（没上过幼稚园），“后来她也过得还可
以”（那是总理自谦——柯女士后来的成就，有目
共睹）。
　　学前教育之所以现在好像变成必要，是这个竞
争激烈的教育和社会体制，令家长觉得不要让孩子
输在起跑点，最好跑得比別的孩子早、快。一些幼
稚园投家长所好，实施揠苗助长的课程。我很同意
总理的观点：让孩子上幼稚园，是要他们快乐的长
大，除了在语言、算术方面打一点基础之外，更要
让他们锻炼脑力、学会如何在群体中生活。但后来
有些家长就是对于教育部拟议的试点幼稚园的游戏
式学习不买账，认为玩乐是玩乐、学习是学习，还
是喜欢揠苗助长的幼稚园。
　　由此带到小六会考的议题，黎宁认为学生功课
多、压力大，不是会考本身的问题，而是家长怕
输，要孩子上名校。在我看来，追根究底，若不是
整个社会体制推崇菁英主义、强调以竞争分高下多
于齐头并进，家长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怎能不
怕输？

　　为什么教育改革有其必要？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副院长谢锡金教授认为（2005年11月6日《联合早
报》第7版《告别考试的年代》），有必要革除过度
评考的教育传统。“以前工业社会，学生像工厂产
品，不符合规格的就当废品扔掉，考试制度发挥淘
汰‘废品’的作用。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重视人
的多元智能……考试只作为促进学习，发展潜能，
而没有了筛选、淘汰的作用……教育不进行改革，
提高学生自学能力，怎样能让他们终生受雇？人才
落后，追赶不上时代，社会就养不起他们。”
　　谢教授不是第一位提出此观点的人——这早在
30年前就已成为全球教育学者的主流思维。有人提
出预测：一个现在在念中学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
到35岁前，可能会换17份工作，而没有一种工作是
现在存在的。任何职业、知识、技能，都可能过
时、被取代，或一再改头换面。整个经济、科技、
产业、社会、文化发展变革速度之快，已到了目不
暇给的地步。一般人在这新世纪之初，或许还没明
显感受到这种差异，但时代的巨轮是不会停下来等
你“觉悟”的。
　　因而，我相信当局也知道，不能沉醉在过去和
现在的辉煌成就，罔顾世界的巨遽演变而不思调
适。在20世纪下半叶行之有效的体制框架（如黎文
所写：“它能夠成功就充分证明其合理性”），到
了21世纪未必能长久发挥同样的功能（“合理性”
也得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教育界应不断地问自己：“我们该如何帮助孩
子准备好在21世纪生活？”21世纪的软技能，从自
主学习到终生学习技能、从高阶思维到创意思考、
从解决疑难到知识建构、从协同工作到组织能力，
都是全球绝大多数过度着重于考生找出标准答案能
力的官办考试力有未逮的，更不能单靠换汤不换药
式的改良就能因应的。
　　当然我也同意黎文的标题，一如教育部长王瑞
杰多次指出，教改，包括改革或废除会考等，不宜
冒进，否则若处理不当，只怕动搖国本。教育学者
对现有的教育和考评政策若有意见，就该提出并验
证更能切合时代需求的替代政策，而不该“还没有
建好新房子，就急于拆掉旧房子。”但若学界真的
找得出完成实证的替代政策，当局就该有大破大立
的勇气。
　　“改革不宜冒进”并不等于“改革有罪，改良
就好”。黎文的结语是：“一旦头脑发热自毀长
城，就追悔莫及了。”好，就拿长城来比喻。长城
在秦汉唐代有其不可取代的保家卫国的功能。到了
元朝，长城变成位居帝国的腹地，整个长城几乎倒
塌，直到明朝才被修复。到了现代，飞机大炮导弹
齐飞，长城就只剩下旅游和考古价值了。如果有人
还死抱着长城作为主要的国防设施（然后不时改良
它，如把阶梯修得容易攀爬些），无异划地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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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改革不是划地自限

从shitstorm到搞对政治

世
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穆迪日前以未来
12至18个月贷款利率若上升，将导致借贷
者的债务水平上升，一些家庭可能无法偿

还贷款，而将本地银行体系的展望从“稳定”调降
至“负面”，金融管理局火速做出回应，指出本地
银行的财务状况良好，并不具有风险。
　　在过去三年，包括穆迪在内的评级机构将许多
国家的主权信用降级，受影响的国家不是认为这些
降级没有依据并且有误导性，就是毫无意义，甚至
是非常荒谬，由于本地银行在全球银行体系中拥有
最高级别的信用评级，但因银行体系展望被降级杀
伤力巨大，金管局的反应是很自然和绝对有必要，
不过，从一个较积极的角度来看，穆迪的降级行动
其实是对本地银行的适时警示。
　　自2009年来，我国的家庭月入增加26.3％，而
家庭债务却增加了40.4％，另外，新元贷款与存款
比率六年来稳步上升，去年为79％，为历来最高水
平，穆迪在报告中认为，当利率上升时，这些数字

将招致麻烦。即使金管局表示
以任何的严格评估，本地银行
将继续拥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并将资本水平维持在全球指定
的标准之上，不过，金管局也坦白指出，一些借贷
者因过度借贷而处在风险之中，尤其是在利率上升
时。
　　金管局对银行业的监管向来严厉，并不时加强
其监管权，上月中因133位交易员试图操纵指标利
率，金管局对20家银行做出谴责和惩罚，而本地银
行也不时进行本身的压力测试，正如金管局所说，
这些银行拥有足够的缓冲能力，即资本充足率非常
高，可应付无法避免的利率上升周期。
　　因利率调高，或经济情况转坏失去工作后，一
些借贷者可能缺乏做出调整的灵活性，家庭或个人
无法偿还债务最终将成为银行必须承担的风险，此
外，本地银行体系还必须应付贷款业务扩充到海外
所带来的风险，穆迪的报告就指出，来自新加坡以

外、东南亚及大中华圈市场的
有问题贷款，去年已增加至占
总不良贷款的45％。
　　评级机构的债信降级行动

是具有破坏力的，在2011年4月间，另外一家评级
机构标准与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前景从“稳定”
调低至“负面”；四个月后，标普又将美国AAA
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一级至AA+，评级展望为
“负面”，为美国首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两
次降级均对国际市场造成强烈冲击，引发全球市场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深受信用
评级遭降低的困扰，甚至以不同途径抵制不公正的
评级行动，今年2月，标普成为第一个被美国司法
部起诉的国际评级公司，事因标普在2007年对在
金融危机中崩溃的大量抵押贷款担保债券降级，这
些抵押贷款在不到一年变为垃圾评级，导致日本等
许多国家的投资银行损失惨重。

　　穆迪并不是不知道本地银行的资本水平远高于
巴塞尔条约所规定的标准，而金管局也了解基于利
率上扬对全球银行体系可能带来潜在风险，是穆迪
在过去两年也调降了包括澳大利亚和香港等数个评
级良好银行体系评级的原因。金管局对穆迪降级报
告的回应，应说是指正而不是反驳，因它没有回避
利率上升存有风险，本地银行不会受到这些冲击的
事实。
　　过去几年来，金管局陆续推出与房地产贷款有
关的措施和条例，以行政手段敦促借贷者谨慎避免
过度借贷，同时加强对银行的放贷监督，我国银行
业不管是在资本和资产负债表都很稳健，比其他国
家同业更有能力抵御市场的潜在风险和波动，穆迪
的降级报告不过是多一次的提醒，特别是在全球利
率可能将进入上升期的趋势下，本地银行必须更进
一步加强放贷的监管，以便能够更好地承受利率市
场转变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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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最近外媒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
甚嚣尘上，有说中国的楼市崩盘，
将使中国的经济丧失5到10年的增
长；有说中国地方债导致的银行坏
账，将引发中国版的次贷危机。近
期中国银行间的隔夜拆息率一度飙
到30%，而次贷危机时，美国银行
间的隔夜拆息率是6%。换言之，中
国银行间的隔夜拆息率是雷曼兄弟
破产时的6倍，难怪外媒大唱做空
中资银行股。
　　但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外国
人不完全了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巴曙松在大连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经
济前景展望的演讲后，所有听众疑
虑顿消。中国经济有问题，但远没
有外媒说的那样恐怖。中国经济的
风险仍然在可控范围之内。
　　中国的债务危机不同于欧美。
中国的政府债都用来建“铁公机”
（铁路公路和机场），变成了资

产。如果欠债过多，不建就是了，
不像西方国家的政府债是因为福利
政策的缺口，想改不容易。减少政
府投资，对于中国以前过度依赖投
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适时
转型，倒提供了一个动力。
　　中国如果房价下跌，不符合地
方政府的利益，不符合房地产开发
商的利益，也不符合已经在高价买
房人的利益。一旦房价巨幅下跌，
将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所以房地产
的泡沫应该不是刺破它，而是放放
气，让其缩小些，剩余的泡沫逐渐
用经济增长来消化它。因为利益一
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
将使房价不会大幅回落。
　　银行隔夜拆息率的飙升反映了
银行流动性的短缺。但这是银行对
中国货币政策误判所导致。银行流
动性的短缺额，只需国家财政盈余
的零头就能解决。国家之所以采取

紧缩的货币政策，是要解决银行资
金的结构性配置问题，同时抑制过
剩的产能。
　　抑制过剩的产能，在做法上和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有异曲同工之
妙。朱镕基懂经济，边学边用，在
很短的时间里使中国经济软着陆。
但他毕竟不是经济学出身，所采取
的手段有些生硬，带着强烈的计划
经济时代的色彩——靠硬性指标来
抑制产能。而现任总理李克强用的
紧缩流动性控制的手段，则更显一
个经济学博士行家的本领。
　　可以预见，在控制过剩产能的
大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将在较
长时间内趋紧。银行渡过短暂的
流动性短缺后，将对之前的误判进
行纠正，以逐渐适应较紧的货币政
策。在趋紧的货币政策下，增长将
放缓，为经济的泡沫放气。无疑中
国经济将经历阵痛，但这会夯实经
济的基础，而在坚实的基础上，经
济才能从新出发，然后健康稳定的
发展。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中国经济前景并不悲观
时事透视 廖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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