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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国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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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耀双语基金”董事会名
单昨天揭晓。除了教育部长王瑞杰
和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
颖分别担任正副主席，董事会的
其他14名成员来自公共部门、学术
界、媒体界和社区团体。
　　董事会属下将成立四个委员
会，以更好地展开基金的工作项
目。四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研究、计
划审核、基金投资和宣导方面的活
动。
　　探讨研究事项的国际咨询团由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羽

领导，而教育总司长何品担任计划
审核委员会主席。宣传和投资顾问
委员会则分别由职总优儿学府荣誉
顾问符喜泉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集团首席投资执行员黄国松带领。
这四人中，黄国松是唯一的非基金
董事。
　　也是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
前政务部长的符喜泉通晓双语，多
年来关注本地学前教育的发展。她
受访时说，双语政策是新加坡的特
色，因此对于建国总理李光耀设立
双语基金，她不但非常支持，也乐
意加入董事会出一分力。
　　身为宣传委员会主席，符喜泉
认为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集思广

益，通过不同的管道，同对母语充
满热忱的国人、机构和社团等展开
交流，以对如何拓展双语教育，尤
其是学前教育达到共识。与此同
时，委员会也希望家长、教师和语
文专家能加入他们的行列，分享自
己的心得和教育孩子的经验。
　　符喜泉说：“最重要的是，我
们抱着乐观的心情看待这项挑战。
大家众志成城推动双语教育，因为
这不应该只是政府或少数人在做的
事。”
　　资深幼儿教育顾问邱金珠博士
是双语基金的另一名董事。她指
出，幼儿在进入小学就读前，是学
习语言的关键时期。除了上课，家

里的语言环境也对孩子有颇深的影
响。在研究领域方面，董事会关注
如何加强幼稚园和家长之间的协作
模式、怎样应用新颖教学法，以及
如何有效提升学前教育工作者执教
能力等。
　　沈颖上周在国会回答议员有关
双语基金的提问时说，董事会最近
已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董事会意
识到学前教育的语言学习很重要，
因此将把重点放在三个生活领域，
即学前教育的场所（包括幼儿园和
托儿所）、家庭和社区。这将能确
保幼童在生活各领域得到充足的资
源，学好双语。

“李光耀双语基金”董事会设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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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严的国会殿堂里，柏默披上
黑袍，坐在刻有新加坡国徽的议长
椅子上。从国会殿堂另一端的记者
席遥望过去，他的形象严肃无比。
　　记者日前走进议长办公室，和
他做近距离访问，看到了他可爱的
另一面。他谈笑风生，甚至还模仿
一些部长和议员的表情和动作。
　　柏默（43岁）也很坦白。他用
“精彩”来总结国会过去半年的生
态。怎么个精彩法？他答：“我就
直话直说了，更精彩，因为朝野议
员都比以前更政治化。”
　　他观察到，三巴旺集选区议员
维凯似乎肩负着“执政党辩手”的
使命，而反对党议员也有各自关心
的课题。
　　他表示随着更多反对党议员
进入国会，国会变得政治化是自
然且可预见的。“国会变得更政治
化，意味着原本用来辩论正经事的
时间，被花在争取在政治上得分。
我希望所有议员会尽量把政治化减
到最低，我相信目前的情况是这
样。”
　　柏默认为更激烈的辩论、提问
和要求澄清是好事。
　　“朝野议员比以前更需要能维

护本身的立场，政府也更需要能解
释政策为何如此。现在国会里的人
不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无论你
是执政还是反对党，无论你说什
么，国会里都会有人问你，你为什
么这么说。”
　　“这样的情况比以前更普遍，
这是好事，议员和政府应该接受问
责，这本来就是国会的功能。”

议长是拳击裁判、 
训育主任、时间把关者
　　国会议长就像拳击台里的裁
判，得在双方交锋得太过火时喊
停。他也像是学校里的训育主任，
负责维持国会会议的秩序并提醒议
员应遵守国会议事常规，他也是时
间的把关者，负责确保国会能在既
定时间内，顺利及有效地完成议程
上的每一个项目。
　　柏默表示，国会辩论可以很精
彩刺激，但不可以带有人身攻击的
意味。“我的责任是确保议员发言
时，能在热情和客观之间取得平
衡。”
　　国会针对部长薪金辩论时，非
选区议员严燕松结束演讲后，本业
是律师的维凯继而提出澄清。两人
一来一往至少六次，越辩越激烈，
到了最后还开始以“你”直呼对
方。

　　国会隔天复会时，柏默做的第
一件事是提醒议员应遵守国会议事
常规，比如发言时应以议长为对
象，称呼其他议员时应连名带姓，
或把对方称为某选区的议员。
　　柏默说：“有些程序的存在价
值不是为了让议长有机会行使小小
的职权。我们之所以有议事常规，
规定议员以特定方式称呼其他议
员，是为了确保国会辩论不会变得
针对个人。”
　　他说：“你一旦变得激动并进
入律师盘问的状态，就会变得不客
观。你会开始攻击对方，这是不对
的。”
　　他也说：“我们应该相信，每
一名议员之所以进入国会，是因为
想为新加坡做点事。议员在宣誓
时，说要竭尽全力为国家贡献。所
以我们不能允许议员毫无控制地互
相攻击。我若不阻止他们这么做，
所有人就会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大
家就会吵起架来。”
　　记者注意到，在那场针对部长
薪金的辩论，几名内阁成员也以未
必符合议事常规的方式和工人党议
员交锋。柏默隔天提醒议员应遵守
议事常规，也是说给这些内阁成员
听。记者赞他勇敢，他说：“大家
都是人，有时会反应过激。但这是
我的职责，我必须叫议员坐下并保

持安静，而他们就必须听我的话坐
下并保持安静。如果我没有胆子这
么做，我就不应该做这份工作（议
长）。”
　　即使是总理，柏默也面不改
色。李显龙总理上周五在国会回答
议员有关后港补选的口头询问时，
两次在还没轮到他回答询问时，就
起身准备讲话。柏默两次请他回到
座位。

竭尽所能 
对反对党议员公平
　　柏默虽然是行动党议员，但身
为议长必须对朝野政党公平。
　　他说：“我谨记于心，反对党
议员的人数仍比执政党少很多，所
以我尽量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
　　工人党的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
丹星受访时说：“有几次，我曾希
望议长能给我更多时间解释澄清的
背景。但除此之外，我认为他对所
有议员都一视同仁，不论议员属于
哪个政党。”
　　柏默承认，有时实在无法让每
一名反对党议员都如愿发言，原因
是没时间了。
　　议长也是时间的把关者。柏默
表示：“如果允许所有想发言的议
员发言，那么就会没完没了，国会
不知几点才能结束。
　　柏默说：“当我在决定是否允
许议员提问时，我考虑的不是他属
于哪个政党，而是这个课题的讨论
是否已足够。议员是否开始以不同
方式问同样的问题？如果部长已开
始在重复他的回答，那是时候讨论
下一个课题了。”
　　当许多议员都举手示意要发
问，他怎么决定叫谁？他说，先举

手的可以先发问，先选还没机会发
问的议员。“我尽量让所有人都有
机会发问。”
　　他透露，有些人偏偏不爱举
手，只是把头别过去看着他，以为
他有心灵感应，能知道他们这是在
示意要发言。“好难啊，我从上面
往下，看到的不只是一张面孔，而
是一排的面孔。”他还示范这些人
的表情，让记者忍俊不住。问他这
么做的是不是部长，他笑着不语。

议长做些什么？
　　别以为国会一般上每个月只复
会两三天，议长的工作应该很轻
松。其实柏默每周至少到国会上班
两天。身为国会的“一家之主”，
他得打点上上下下的事务，包括审
批议员提出的国会询问、审批国会
辩论的文字记录，以及接待外国使
节和外国议会访问团等。
　　新议长有什么新的做法？他计
划多抽空和前来参观国会的学生交
流。他也计划使一些国会程序更加
精简。
　　柏默也是榜鹅东区议员。议长

不能像其他议员那样在国会提问。
他如何反映榜鹅东选民的心声呢？
　　他和其他议员一样也关心全国
大事，例如他希望能为家庭主妇争
取更多法律援助。“我会通过电邮
把意见传达给部长，并把我提出的
课题，刊在每季度发给选民的刊物
里。”
　　柏默的本业是律师，2006年从
政。他不是最年轻的议长，但他谦
虚地表示，自己是八位议长当中最
没有经验的。
　　“其他议长上任之前都当过副
议长，我没有。我的两名副议长也
没有当过副议长。”
　　专访接近尾声，他开玩笑地
透露确保不让自己在国会里打盹
的秘密。不，不是国会领袖黄永宏
假设的能量饮料。“一想到万一有
人提出一个无厘头的问题，我就很
精神，因为我得判断是否让他问下
去。”

【预告】被柏默称为“执政党辩
手”的维凯，否认他是受行动党
委任的“打手”。详情请读明天

的早报。

柏默：不在国会打盹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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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王瑞杰 教育部长

副主席　沈颖 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

董事

第12届国会万象更新，不但反对党议员多了，总统、议长、副议长、国会领
袖和党督也都换了新面孔。这是柏默上任我国第八位议长后，首次接受媒体采
访。他与本报畅谈新政治常态中的国会过去半年的精彩，从如何确保议员在热
情和客观之间保持平衡，到如何确保自己对朝野议员一视同仁。他还分享了不
让自己在国会里打盹的秘密。

国会议长柏默
力求对朝野议
员一视同仁，
但想到反对党
议员的人数仍
比执政党少很
多，他会尽量
让他们有发言
的机会。

（唐家鸿摄）

　　在严肃的国会穿插几句幽默的话语，已成了柏默的议长风格。
　　他解释用意时说：“我不是要把国会变成喜剧，只是想注入一
个轻松的小片段，帮大家提神。”
　　国会针对预算案展开了九天的辩论，前面几天，议员都还龙马
精神，但进入第二个星期，尤其是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议员的精
神开始透支。柏默于是决定穿插一些诙谐的话语。
　　例如，外交部兼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
说：“抱歉，我的嗓子沙哑，像洛史都华（英国老牌歌手）。”
　　柏默立刻答话说：“没关系，听了很舒服。”

柏默幽默提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