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语文，是一种施展“创意”
的历程？一名语文（尤其是第二
语言）初学者，刚开始接受初阶语
文资讯（但又对其语文规范还不了
解），不论在听、读的理解过程，
或说、写的表达过程，都得依靠一
些“创意”来填补其因语文知识的
缺口而造成的困难，如自创拼音／
汉字字形、文法、使用词汇的语
境，或用较简单的词语来取代自己
说不出的词语等。当这些“创意”
与规范有冲突时，老师们称之为
“偏误”，而且欲立刻除之而后
快。
　　有学者打个比方：语用的个人
创意是一种离心力、社群中的语文
规范是一种向心力。如果某种语文
是一座恒星，那每一座行星（学习
者）都应该达致离心力和向心力的
平衡，才能正常地公转。
　　我延伸思考：有的行星在距此
恒星较近的轨道上公转，即语用行
为较规矩；有的距恒星较远，那他
要不就是创意十足的优秀作家，要
不就是滥用网络火星文的青少年。
若向心力过强，则他的所说所写虽
然高度规范，但味同嚼蜡、死气沉
沉。可若失去向心力，则他可能会
与此“第二语言恒星”的星系断绝
关系，死心塌地投向“第一语言恒
星”。
　　在教育学家维考斯基的视野
下，任何学习是在社群中完成的；
学习是社群经验的内化。依此理
念，语文学习更应该在社群中进
行，从在社群中尽量使用目的语来
建构意义（即表情达意）开始，往
后再谈规范。教师别老想在课室内
就把什么东西都教会（往往根本做
不到）、什么“创意”（偏误）都
马上纠正，好像你没学成，我不准

你下山似的。
　　来一个反面教材：一美国大学
生到墨西哥当交换学生，上西班牙
语课，教授要她用西语说一说个人
嗜好。她只讲了一小段话，就被教
授三次打断，纠正语法，把她学、
用西语的斗志打垮，从此拒绝在上
课时开口——强加过多的向心力，
反而失去向心力！
　　再来一个正面教材：一个以小
学生为对象的英文第二语言写作
营，有个小朋友拼音很烂，老自创
拼音；老师不忙指正，反要同学们
分享作文，互赞内容之创意和趣
味，然后互问看不懂之处。小朋友

发现同学看不懂他的文章，赶紧问
老师、同学。在此因社交需要而改
进语文输出的过程中，语文知识渐
渐内化。
　　而我的研究团队近期的流动辅
助(mobile learning)华文词汇学习研
究，从“成语，动起来！”到“语
飞行云”，都是由极少的词汇（含
成语）知识输入（课室教学）为起
头，然后放手让学生用手机拍摄生
活中跟所学词汇相关的情境（或自
创情境，如摆设玩具、找家人朋友
搬演故事等）、造句或写段（大量
语言输出），贴上网跟同侪分享。
为了使拍照／造句活动更实境化
（而非带有做作业的味道），“语
飞行云”提供社交网站功能，希望
学生把这些活动当成生活化的微博
或相片微博来进行。
　　在这里，老师不急于纠正任何
“创意”，而是留着给同学们比
较、互评——不同学生对同一词汇

的较规范（正确）和较“创新”
（偏误）的用法并列，激发大家的
反思。真的没人发现偏误时，老师
才进来提示、引导进一步的讨论。
　　以往团队在对外介绍“语飞行
云”时，较偏重于我们为支援此学
习历程而开发的网络平台，以致有
人问：“市面上的华文教学平台还
不夠多吗？”其实，“语飞行云”
模式的精髄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
科技所支援的这一结合课内外的学
习历程——透过“慢火清炖”（即
长期执行）的实境语言输出和输
入、应用和反思、独立和合作学习
的循环，试图“平衡向心力和离心
力”。这个模式仍在实验当中，也
仍有许多改进空间。但愿它最终能
提炼出一些以社群、实境、自主语
言学习为主的新教学原则，为语文
学习的革新找出另一种可能性。

作者目前在国立教育学院担任“研
究科学家”。本文纯属个人观点。

“便衣”取缔可起阻吓作用

　　谨回应《联合早报·言论》于
2月25日刊登的林志强文章《晚晴
园的由来与误解》：
　　林先生在文中指出晚晴园于
1902年落成，且其前身“明珍卢”
一名之由来可能与一匹马有关。晚
晴园自去年10月重新开幕以来，研
究人员亦积极搜集资料查证文献以
备更新晚晴园的馆史。过去介绍晚
晴园的建筑背景时，通常以1880年
代为其落成的年份，但这个说法有
必要修正。根据晚晴园研究员今年
初自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土地局所取
得的档案文件，以及当年《海峡时
报》的报道与广告，皆印证了晚晴
园落成于1902年前后的说法。今年
1月，本馆也曾和几位专家学者对
此进行讨论，此一年份应无争议。
　　不过，比较值得探讨的是，
“明珍庐”究竟是藏娇美人的芳
名，抑或是一匹马的名字？林文倾
向后一种说法，原因为当年“明珍
庐”内建有马房，而梅泉宝爱马，
且以“明珍”为其爱驹命名，因此
“明珍庐”实际上是马房的名字。
林先生也指出，过去源自陈楚楠的
金屋藏娇说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林先生的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仍需
要更多历史材料来佐证。例如，
1902年3月3日刊登在《海峡时报》
的广告便曾指出，梅泉宝要出售
“附有马房的‘明珍庐’”，可见
“明珍庐”一名在建筑落成时即已

取定。此外，陈楚楠1940年的公开
演讲曾提及晚晴园本是“一位富家
公子的藏娇金屋”，而“明珍就是
那位美人的名”。当年张永福与陈
楚楠等人在此组织同盟会时，曾见
过前屋主留下的家具盘碗，“还印
有那位明珍姑娘的小影”。陈楚楠
虽没有直指藏娇者是梅泉宝本人，
但林先生所推论的林亚相之子林春
盛的可能性也相当薄弱。事实上，
按梅泉宝的出生年份（1873年）计
算，“明珍庐”落成之时他年约30
岁，与陈楚楠口中“富家公子”的
形象颇为符合。因此，林先生认为
林春盛才是真正的藏娇者，此推论
有待进一步的考证。最后，林先生
指出梅泉宝以爱驹”Bin-Chan”参
加比赛已是1907年之事，难以断定
他是否是以此爱驹之名命名“明珍
庐”。不过，梅泉宝对此二字（或
人）之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晚晴园正在积极更新本馆
的馆史，林志强先生的文章恰恰
点出了历史的多面性。本馆接下来
亦将陆续整理查核资料，分阶段修
正或补充馆内的展览内容。晚晴园
的历史是我国华人历史很重要的一
环，有赖学者及历史爱好者共同努
力、点滴累积。

作者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馆长

　　在下午抵达新加坡后，我的脑
海便出现了菲律宾难望新加坡项背
这个问题。搭乘新航班机飞行了约
3小时35分钟便降落了，欢迎我们
到访的是个超级有效率的机场、一
座花园城市、流畅的交通及到处都
显示出效率的国家。
　　不论一个菲律宾人来过新加坡
多少次——或至少是我——都不能
不感到惊讶。一个大概只有菲律宾
20分之一面积的城市国家，怎么可
能建筑一个比我们大一倍的机场终
站？它的街道怎么会比我们的干净
10倍、青翠100倍及平稳1000倍？
　　我的父亲似乎可以猜到我的心
里在想什么，在从机场前往酒店的
德士上，他告诉我新加坡很幸运的
并不处在台风地带。他说得没错。
这也是造成菲律宾目前情况的一个
原因。然而，台湾与日本也同样处
于台风、地震和火山地带，但它们
却像新加坡多过像菲律宾。
　　最近，新加坡选民对政治职位
的薪金过高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与
菲律宾不同，新加坡公共部门的报
酬不但具竞争力，一些公职的薪金
也比菲律宾高。这是因为建国总理
李光耀认为，要吸引最好的人才离
开企业界到公共部门，唯一的办法
是让他们享有同等的薪酬配套。此
外，这也可以帮助担任政治职位者
不受贪污的诱惑。
　　然而，这个收入差距后来逐渐
扩大，导致执政党在去年的大选失
去了六个议席。后来，政府检讨并
削减了政治职位薪金。

　　在菲律宾，总统所获得的薪金
大概同菲律宾可口可乐分公司的执
行秘书相近。因此，政府公务员的
薪金也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他们
若到可口可乐的货仓工作，可能会
得到更高的报酬。那他们为什么不
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有创
意”的方法来弥补这个落差。一些
这样的方法在最近参议会的弹劾听
证会上被揭露出来，如完全没有经
过查核的津贴。以情报基金为例
子，我想总统府每年可以获得约3
亿比索（约900万新元）。得到这
些不受查核津贴的人，不管是总
统、首席大法官或立法议员——便
可以任意使用这些钱。因此，虽然
正式的薪金低，在菲律宾担任公职
却是有利可图的！
　　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像新加坡的
制度才能有效运作。如果事情这么
简单就好了。没有考虑国情就全盘
引进一些程序和做法，就像接受器
官移植一样，可能出现排斥现象。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放弃旧的
做法，接受新思维和新方式的共同
决定。我可以想象既得利益者会加
以抗拒。除非我们可以克服这些
阻力，不然菲律宾人在去到新加坡
时（还有台湾、日本和香港），将
一直感叹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它们一
样。

原载菲律宾报章“Malaya”
叶琦保摘译

相形见绌的菲律宾

教育课题 黄龙翔

语言学习的“离心力”与“向心力”

交
通警察的“便衣行动”已进行了好几年，
却未广为人知。便衣交警在取缔违例驾驶
行为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去年10月中

至今年2月间，便衣交警共发出了915张罚单，最
常见的违例情况依次为闯红灯、疏忽驾驶、违例U
转、安全带相关违例行为和开车使用手机等等。
　　也许正由于“便衣行动”的相对缺乏宣传才能
发挥其最大的取缔效果，而交警前天邀请记者跟随
便衣交警现场视察他们的执法情形，把这项行动公
开化，显然是要向公众传达一个信息：驾车者必须
提高安全意识，在公路上最好规规矩矩，别以为一
些违例的坏习惯小毛病能够逃得过执法者的注意！
　　交警的“便衣行动”得到广泛宣传之后，谅可
取得更大的阻吓作用，今后“便衣交警”若是发出
的罚单显著减少便是一件好事。
　　从警察部队网页上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
到车祸的主要肇因跟驾车人士的一些鲁莽行为和

毛病有关，如驾车时缺乏注意
力、没有妥善控制车辆，没有
正确让路、随意转弯、随意转
换车道等等，2009和2010年
的数据显示，这几项车祸因素的严重性都是高居前
面几位。一向受人关注的醉驾因素反而是在所列
出的11项因素中占第10位（排最后的是“其他因
素”），这个因素造成的车祸数目在这两年分别是
109和96起。醉驾表面上看来没有人们印象中的严
重，也许正反映出过去几年当局把这个问题当作焦
点问题去对付，警方在这方面的公众教育相当积
极，同时处罚加重了，以及警方的大力取缔（在
2010年共有2931人因醉驾被捕）都提高了驾车人
士的自我警惕心理。另一方面，一些夜店和酒店为
了争取生意，也为酒客提供驾驶服务。醉驾造成的
车祸数目虽然有所减少，但这方面的公众教育和取
缔行动仍不可松懈，因为新加坡毕竟是个城市国

家，人们的夜间应酬和消闲活
动频繁，抱着侥幸心理明知故
犯的醉驾者从每年被取缔的人
数来看，仍是个严重问题。

　　闯红灯问题可以通过在主要交通路口设置电眼
加以对付，但其他涉及不良驾驶习惯，则不容易取
缔，因此，便衣交警的确是可以扮演有效角色，但
是，警方的人力究竟有限，交通安全还是得靠驾车
者的自律和警觉。此外，行人也应该负起很大的责
任，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经常手不离机，以为在行
人绿灯时过马路就很安全，而一面过马路一面玩着
手机的情形几乎是每天公路上司空见惯的现象。
　　2010年魂断公路的行人当中65％是违例过马
路者，其中60岁及60岁以上者占了一半。警方的
数据显示，行人在2009和2010年的车祸伤亡中的
人数，以60岁及以上和18岁以下的两组人最为严
重，前者人数分别为215和237人，后者分别为219

和200人，这一老一少两个年龄层高居行人车祸伤
亡率的榜首，其中因素当有所不同。
　　年长者的行动较为不便，反应较慢和年轻人的
分心、大意都是值得关注的公路安全问题，警方过
去几年把注意力放在年长行人身上。交警上个月透
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年长者违例过马路的致命交通
意外在三年持续恶化之后，去年首次出现改善的迹
象，死亡数字减少了一半。在这方面，原已在试
行，针对年长行人的“友善绿人计划”将扩展至更
多邻里的交通灯，显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加强年
长行人的安全仍会是个重点。
　　与此同时，年轻人过马路的鲁莽行为同样应受
到更大的关注，便衣交警也应该取缔一边过马路一
边玩手机的鲁莽行为。
　　提高交通安全，涉及多方面，非公众教育和有
效取缔双管齐下不可。

特约漫画 王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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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园历史须各方共同累积
潘宣辉

回应

一美国大学生到墨西哥当交换学生，上西班牙语课，教授要

她用西语说一说个人嗜好。她只讲了一小段话，就被教授三

次打断，纠正语法，把她学、用西语的斗志打垮，从此拒绝

在上课时开口——强加过多的向心力，反而失去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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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上个世纪最后几届华校生，对于华
文，自有一番感情。
　　在同学当中，我算是迟生育的。迟生育的
好处是会有很多朋友分享育儿经验。如有个同
学，有了孩子之后，也请了个女佣打理家务，
为了一家人沟通上的方便，在家里统一讲英
语，于是孩子上了小学后，对华文学习出现抗
拒。同学后来一直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在家一
定要好好地跟孩子说华语，英语上了小学才学
也不迟。
　　也有另一个同学，在家用华语和孩子沟
通。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孩子也没有因为在
家讲华语而热爱华文，华文成绩也不怎么样。
这个同学也提醒我：不要认为在家讲华语，孩
子的华文成绩会就会好，讲华语和华文成绩好
是两回事。
　　轮到我教育孩子时，我们决定一家人讲华
语。当时，我还请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印尼籍
的女佣。我允许女佣和孩子讲印尼话，反正多
学一种语文，利多于弊。
　　两个儿子的睡前故事是简化的成语故事，
偶尔也陪他们背诵三字经。我刻意为孩子营造

一个讲华语的环境，也尽量利用丰富词汇加
强他们的表达能力。同学的经验是面镜子，所
以，我决定从小把孩子的华文底子打好，不让
孩子吃学习华文的亏，我要他们在求学生涯中
认为学习华文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老二三岁时陪我去打羽毛球说：“妈妈，
我满头大汗，汗流浃背。你帮我擦汗好吗？”
球友听了“哇”声四起；老大五岁时说：“我
在表哥家玩得乐不思蜀，不想回家了。”对于
学龄前的幼儿有这样的华语表达能力，你说赞
不赞？
　　不知不觉，老大上小二了，有天他放学
回来，一边做功课，一边对我说：“mummy, I 
hate Chinese the most！”（我讨厌华文！）这
句话有如一把刀子往我的心头割下。
  　老大在读幼儿班时，一句英语都听不懂，
英文老师和他讲了半年的华语后对他说：“你
得学习听懂我的话，我不再和你讲华语了。”
也就是说，老大学习英文不过是四年半的光
景，而这四年半的学习，就把我苦心经营八年
的心血废掉了。
　　老大现在小四了，到图书馆从不主动借阅

华文书籍，华文老师常打电话说他不做作业，
不交功课。最近，和同龄的邻居（中国新移
民）在一起玩耍时，两人也是用英语沟通。我
已经努力地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学习路上步同学
们的后尘，但像新加坡这样的语文学习环境还
是让我败下阵来。
　　我们夫妻俩不只跟孩子讲华语，而是天天
讲，并且是非常用心地制造学习华文的环境。
孩子过后还是hate Chinese。想一想，如果爸爸
讲英语，妈妈讲华语，或者和孩子在一个星期
里，两天讲华语，五天讲英语；还是从小把孩
子送去讲华文的学前教育机构，在这样的华文
学习环境就够了吗？
　　过后，我只能阿Q地想：老大恨华文是不
争的事实，但是因为从小底子打得好，所以到
目前，即使在没有补习和额外的辅助作业的情
况之下，他的华文考试成绩还是在中上水平。
比起我的同学，我下的苦功还是有回报。只
不过现在是要如何让他从对华文的恨变成爱，
如何让他更主动学习华文，到图书馆会借阅华
文故事书，让他爱上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
化?
　　老大不爱华文，和老师无关。老大能言善
道，是个讨喜的学生，他常常回来分享老师如
此这般赞他。但是，爱老师不等于爱华文。

作者是补习老师

家长如何引导孩子学好华文
郑美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