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说有名身手不
凡的弓箭手，

有一天决定要走访
各地，寻找比自己
更杰出的弓箭手，
拜师学艺，提高箭
术。经过数月，走
过好多地方，他终
于在一棵树上看到一支箭，正
中靶心。往前走没多远，弓箭
手又发现另一棵树上同样有一
支箭，同样正中靶心。他兴奋
地沿着一棵又一棵插着箭的树
木往前走，后来进入了一片树
林，树林里几乎每棵树都有一
支箭，都精准地射入靶心。
　　当他走出树林，眼前出现
一个大谷仓，谷仓大门上插
着一排排同样正中靶心的箭。
弓箭手感觉已经找到导师，于
是耐心地坐在谷仓大门前，等
候大师出现。不久，远处出现
一个人，他手提弓箭、行动缓
慢，甚至有点笨拙。确定了谷
仓大门上所有的箭都是由他所
射，弓箭手恳切地请求那人分
享成功的秘诀。
　　那人缓慢地说：“每个人都可
以轻易做到。我把箭射出去，再拿
颜料在箭头周围画一个靶心。”
　　语言、翻译课题最近受到舆论
关注，大家热烈讨论，引发我想起
这个故事。
　　不同人由于心态和需求不同，
对射箭这件事抱持不同的态度。
　　视箭术为修养者，即使已是身
手了得，仍会坚持不断苦练，努力
使箭术更上一层楼。视箭术为求生
工具者，只要用它猎取到食物，在
必要时能防身杀敌，哪怕心知肚明
自己并非达到箭无虚发的水平，一
般上都不会认真讲究。
　　视射箭为“就是这么一回事”
的人，会觉得所谓的箭术大可无需
在意，只要把箭射出去，再拿颜料
在箭头四周漆个靶心，这是个百发
百中的“聪明做法”——反正结果
都一样。
　　对待语言的态度，同对待射箭
的态度又何尝不无相似呢？
　　我是上了小学后才正式学习
中英文。小时候在家里说的是潮
州话。在学习语言的道路上，从

小学到大学，甚至
是在生活中，我的
语文教师在执教时
都抱持着相当一致
的态度：“我不是
在教导一种语言，
而是在教你如何做
人”、“我不是在

教导一种语言，而是在教你如
何思考”。
　　在学习日文时曾经遇到几
位好老师。他们在讲解日文
动词和形容词的灵活变化使用
时，都会生动地解释这些变化
背后存在的社会和社交意义。
尊敬语式和谦虚语式最叫学习
日文的外国人头疼，在学习这
部分内容时，老师指出，在
生活中，使用敬语可作为与他
人关系的界定，可是夫妻之间
吵起架来也会使用敬语。为了
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差异，还亲
身上阵进行情境表演，示范如
何正确使用。大学毕业十多年
后，那一堂课仍不时浮现在脑
海中，让人回味。

　　现今在校内无论是教或学，两
方必须完成的具体目标比以前多了
许多。老师和学生都竭力争取时间
以完成预定的目标，至于语言教学
更关注测验和考试的成效，能够有
多些时间引导学生关注语言的沟通
功能与实际应用已属不易，要进一
步引导学生透过学习语文以学习
“做人”和“思考”，似乎已是奢
望。
　　目前学校里的中文和英文教
学，相信所面对的情况应是基本
相同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应用的情
况——学生在学习其他科目时使用
英文，中文则成为众科目中的唯一
另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英文必然
是一个比中文更受学生喜爱的科
目。
　　只要关注过去十年在中学和高
中选择修读英文文学的学生人数趋
势，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此外，推
行了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后，也
开始推行“讲正确英语运动”，这
意味着什么呢？因此在思考我国教
育未来的发展与改变时，语言教学
（包括英语和各种母语）应该是一

个重要的焦点，我们也应
有以下的认识：

　　语言能力达到生活上基
本沟通的水平是必要的；非有不

可，但有它还不够。
　　语言能力达到学习和工作上的
功用水平是需要的，因为人人都需
要发展自己的潜能。
　　语言能力具备思辨水平，足
以理解和思考社会人文课题是重
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
子。
　　如果要求语言的功能只停留在
基本沟通这一层面，就有如那个神
奇弓箭手——“把箭射出去，再拿
颜料在箭头四周漆一个靶心”——
自作聪明。

刚过去的年度教育部工作蓝图大会或许让不少人
失望了。继李显龙总理在上个月于国庆群众大

会上宣布，小六会考总积分制将以等级制取代后，大
家都关注这一调整会在何时生效。然而，教育部长王
瑞杰并没有在这个年度最重要的教育场合中宣布更多
细节，而是把重点放在加强发展各所中学的特色。
　　他宣布教育部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各所中学在
2017年以前推出应用学习和生活教育两个项目。这
两个项目将与学校的核心学术课程及学生发展计划相
辅相成，从深度、广度及远度等三方面给予学生全人
的教育。两大项目也将形成各校的特色。
　　王瑞杰会后在面簿上说，在这类重要场合中，人
们总是期待听到一些重大宣布。但是对他而言，通过
这一场合进行深层讨论并不是为了追求新举措，而是
重新确定我们的教育本质。他也坦言这是项艰巨的任
务。
　　确实，这类无法立竿见影的举措，对心急的现代
人来说并不讨喜，人们更倾向于看到具体、实在的改
变。
　　不过正如王瑞杰所言，这一点一滴的改变都是重
要的，一步一脚印地去落实，几年下来，我国的教育
景观必会出现显著的改变。对此，我完全同意，只是
刻意要求每所中学在期限内建立自己专长及特色的做
法，让我有些担忧。
　　从古至今，一个人从被发掘、发展到展现才华并
获得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许多时候，这么一个
自我探索的过程是自然形成的。就学校而言，特色的
形成需要更长时间，因为当中关乎学校的文化、学生
各异的兴趣，以及校友的影响等种种客观因素。
　　欧南中学校长罗长明在受访时说，欧南中学于
1906年设立，在一代代校友的影响下，才逐渐建立
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商务教育，“工商企业”很自然地
成了该校的专长项目，培养学生具有企业家的精神。
　　教育部帮助各校开展专长项目的用意是好的，我
最担心的是，学校在执行时，会为了要尽快达成关键
绩效指标（KPI）而揠苗助长。
　　那天访问以机械人为专长项目的海星天主教中学
时，校方表示就专题作业的研究项目而言，“校方
大力鼓励学生选择机械人项目”，但是若学生并不愿
意，他们不会勉强。
　　我衷心希望，各校接下来在发展自身的特色时，
也能抱着这种“不勉强”的态度。因为教育本应是
因材施教，学校应给予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为他们
提供机会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活动，从中自然地发展出
兴趣。若学校为了能尽快获得在某方面的肯定，而忽
略了每个学生其实都是拥有不同兴趣和强项的独立个
体，硬是将他们“限制”在学校的“特色”中，那就
与教育部推行这项计划的初衷背道而驰了。这其实也
是不少家长在受访时提出的顾虑。
　　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超过70％中学已有至
少一个专长项目，这意味着还有好些学校需要在未来
几年找到自身的特长，或建立多一个特长。目前，学
校在提出建立自身的专长项目时，必须接受多项考
核，包括在比赛中有杰出表现、向教育部“证明”能
在校内持续推动这个项目等。
　　教育部鼓励学校建立两大特色项目以树立自己的
风格，除了是为了落实全人教育，也力求打破许多家
长“名校好，邻里学校差”的既定观念，以跳出固有
的框框。但愿这项崭新的专长项目计划，不会让大家
从一个框框，再陷入另一个框框。

　　（作者是本报记者　qiuhua@sph.com.sg）

别陷入另一个框框

2013年过了三分之二，转眼已近本届政
府任期中点，而这一年无疑是新加

坡国家治理思维上具标志性的一年。
　　先是2月的财政预算案设下了“争取优质增
长，打造包容社会”的基调；接着4月副总理兼
财政部长尚达曼将治国理念定位为“中间偏左移
动”；7月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提出“温情的任人
唯贤”（compassionate meritocracy）制度这个新
概念；8月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这场一年之
中最重要的政治演讲中，阐明政府将在更多方面帮
助国人的“战略调整”。在政治领导层相继提出新
治理框架后，最新迎来的还有不时遭人诟病“领导
者由精英挂帅、脱离民众”的公共服务领域呈现的
新方针。
　　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
sion，简称PSC）主席张赞成本月17日发出公开
信，表明委员会在认同任人唯贤制度、不会实行扶
弱措施或差别待遇的同时，也主张PSC奖学金必须
更有意识地吸纳多元人才、慎防缺乏同理心的精英
主义抬头，以及重新定义任人唯贤制度。
　　从领导人言语间对治国方略的各种注解及形塑
的新词汇来看，国家治理的大原则尽管不变，2011

年那一场分水岭大选催生出来的思维调整，却是实
在与重大的。
　　在贫富悬殊扩大、社会流动降低的新社会形势
下，国家今后的增长必须是优质且具有惠及全民的
包容性——它仍然任人唯贤却不忘温情、成功者需
有照顾和帮助较不幸同胞的意识。公共服务领域针
对精英主义发出的最新信号，也延续了同样的思维
脉络。虽是呼吁慎防，但仔细一看，针对的更多是
象牙塔里的精英思维。国家依旧需要优秀人才来管
理，只是优秀的定义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是
完全摈弃精英治国，而是需要一种新型的精英主
义，或可称为“包容的精英主义”（inclusive elit-
ism）。在今后民众诉求与人口结构更为多元与复
杂的社会里，这类新型精英都必须在社会经济背
景、学校、知识和才能方面更多元化，不再像过去
只求学业成绩表现优异。
　　刚在不久前庆祝90岁生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向
来笃信精英治国，也深信一个唯才是用、任人唯贤
的制度是发掘国家发展所需人才的关键。我们不能
否认这套治国理念确实为弹丸小国培育了许多优秀
的政治与公共服务领袖，引领着新加坡神速地发展
与蜕变。然而，任人唯贤与精英治国纵使有理论上

的完美，却也存在现实环境改变后的美中不足与局
限。
　　意识到问题所在，李总理日前宣布，教育部将
扩大直接收生计划，鼓励学校包括名校引进具有不
同才艺、良好性格特质——品行端正和有领袖潜质
的小学毕业生。作为本地最大雇主的公共服务领域
也在放宽对“merit”（优异）的定义，张赞成指
出，PSC奖学金的评选一改早期只重学业成绩的做
法，通过多元的心理测试和面访来评估申请者的其
他能力，其中包括与人相处和沟通的技能等。这些
改变无疑在积极孕育有别于过去的新一批精英。
　　不再狭隘地以学业成绩论成败的思维固然叫人
欢迎，但是否就能改善人们关注社会缺乏流动的问
题，让贫困学生不会因为缺少资源，而在升学、申
请奖学金甚至求职时处于劣势呢？
　　国会日前复会时，多名议员就对家长热衷送孩
子去补习的现象表示关注。官委议员许优美更以最
新的住户开支调查为例指出，新加坡人有1.1％至
2.2％的家庭开支是花在孩子的补习及教育费，较
富裕家庭的相关开支比率更高，因此担心补习会对
社会流动性造成影响。
　　律政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英兰妮当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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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精英主义？

说，新加坡的教育体制是建立在孩子不需要补习
的基础上，学校及社区有全面的提升课程计划，
帮助学习落后的学生。然而，在更注重多元技能
的新时代里，相较于那些除了补习，还去参加各
种增益课程和交流计划的富裕学生，资源匮乏的
孩子是否会在一个要追求更包容的环境中反而变
成弱势？如何确保多元精英的培育不会因为学生
的资源差异而被削弱，今后恐怕需要更多关注与
了解。
　　政府在各方面的治理方略进行调整，显示了
其因时制宜的用意：透过扶弱济贫的种种努力，
加强社会流动性，以确保任人唯贤和精英治国理
念，能继续适用于新社会形态的需求。然而，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者各种善意决
策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如何有效地防范和应对这些
“绊脚石”，将决定我们的社会能否在找到前进
的方向后，一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助理主任
angy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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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 9 日 ， 中 秋
节，早上八点多

我就接到年轻校友阿
丰的电话。
　　阿丰焦虑地说，
我们学校在清华大学
的一个交流生阿玲的
父亲暴病垂危，她得
赶回新加坡见父亲最后一面。
但她前几天把护照送去北京出
入境管理总队办学生签证了，
不巧时值中秋，放三天长假，
护照最早得等三天后当政府部
门开工后才能取出来。
　　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我
国驻华使馆可以发临时旅游证
件给阿玲，但是，她就算有了
临时旅游证件，还是必须取得
出入境总队的签注才能出境，
这手续还是得等三天后开工才
能办妥。阿玲的两条路都走不
通，一方面知道至亲垂危，一
方面又寸步难行，实在不知道
她如何度过这三天的煎熬？
　　我抱着姑且一试的侥幸心
理，把阿玲的遭遇和诉求写成
了一条紧急求助微博，在当天上
午十点发了出去。在微博里，我请
求出入境管理总队特事特办，允许
阿玲先把护照取出来，让她回家探
望病危的父亲，手续可日后再办。
我的一些微博上的朋友做了转发声
援，尤其是中国朋友。
　　一小时后，北京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注意到了这条微博，并开始
给阿丰和我出主意。到了傍晚六点
左右，我接到清华大学两名工作人
员的微博私信，说清华大学陈吉宁
校长知道了此事，清华方面正与出
入境管理总队协调解决。30分钟
后，我接到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微博
私信，说他们已召回部分民警，取
消休假，正在几千本护照中翻找阿
玲的护照。晚上七点半，护照已经
找到。八点半，阿玲在清华大学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到了出入境管理总
队取回了护照，并赶往机场。终于
赶上了当晚的午夜航班，于隔天清
晨回到新加坡，到了医院看望了垂
危的父亲。她父亲当天上午十点与
世长辞。
　　这事在微博上形成两种截然不
同的看法。绝大部分的是同情并支
持，比如评论“‘孝’字当头，焉
能坐视”的。但也有反对的，有些
中国网民对此冷嘲热讽：“外国人
都是爹，帮忙吧！你看把公知们急
的，跟自己爹似的”，也有骂支持
者为“外奴”、“民贼”的。比较
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个中国老友跟
我说：“站在你的立场这事你当然
得帮忙，但是从我的角度，政府为
了外国人的事，可以特意把休假民
警召回来帮忙，如果是中国人他们
肯定不理。我们政府就是对老外比
对老百姓好，我看了不舒服。”
　　我跟老友说，你的这个情绪我
完全可以理解。在新加坡我们也
常听到民众抱怨政府对外国人比对

自己人好。现在交
通发达，国与国之
间人民来往频密，
跨境居住、就业、
求学的情形越来越
多。国际上人才竞
争激烈，各国难免
对人才作各种欢迎

姿态，以致本国人觉得厚此薄
彼。尤其在中国，中华传统
文化强调以客为尊，讲究待客
之道，可能对外宾更觉得有一
份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同时，
阿玲此事关乎中国传统所推崇
的孝道和仁爱，又恰逢月好人
圆的中秋夜，当局愿意特事特
办，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
理之中。
　　“无论是谁，是哪国人，
只要有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
都会尽全力提供服务，这是我
们的职责。”这是出入境管理
总队当晚在事情解决之后所发
的微博，令人感动。
　　无独有偶，中国媒体报
道，中国女子陈静9月15日在

杭州出差，突然接到电话称她女儿
车祸丧生。她心急如焚要赶回长沙
家里，但等到她赶到机场时，已经
错过了最后一班从杭州直飞长沙的
班机。正在她绝望无助之际，控制
塔叫回了滑行到跑道处正准备起飞
的班机，重新搭上了陈静，让她能
第一时间赶回长沙。
　　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新加坡会
怎样？我很悲观地料想，一是公事
公办，寸步难行；很难想象我们会
因此而勒令人员销假回单位办事，
而最好的理由就是不能开先例，反
正制度和法理都在桌面摆着，放了
假不办公肯定没错，十之八九就由
电脑自动回复一句“在休假中，请
您三天后再来”。人情从来是靠后
站的，甚至是站不起来的。一是特
事特办，为照顾人情而破例，但是
办成之后惹来大批本地网民痛骂该
部门媚外，执事人员就得没完没了
的解释和辩护，焦头烂额。
　　可见中国讲究“情理法”和我
们讲究“法理情”的巨大文化差异。
究竟该“情理法”还是“法理情”？
见仁见智。照我看，如果万事都只按
明文条例办，久之则成了怠政的最
好借口，多办多错，少办少错，不办
不错。反正不必思考更不必费劲，
最好是堂而皇之拒绝了事。
　　阿玲护照事件也令我反思我们
这两三年来对外国人的态度。虽
然尚未谈上排外，但恐怕也谈不上
有多友好。在一些办事场合，常见
执事人员对外国人的不友善甚至歧
视，尤其是对不懂英语、来自发展
中地区的外国人。寻常百姓也是如
此，有些人对外国人怀有敌意，而
且未见消减。
　　对旅居本地的外国人，我们是
否能以平常心和同理心待之？设身
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我们应该多思考这两句话。

可见中国讲究“情理法”和我们讲究“法理情”的巨大文
化差异。究竟该“情理法”还是“法理情”？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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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点义见

许振义

义点义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chinyee_koh@yahoo.com）

洪奕婷

停一停

洪奕婷

停一停

推行了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后，也开始推行“讲正确
英语运动”，这意味着什么呢？

家长热衷送孩子去补习的现象受到关注，议员
担心补习会对社会流动性造成影响。
	 	 	 	 （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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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集庆

五湖四海

李集庆

五湖四海

（作者是本地剧场导演编剧及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不同人由于心态和需求不同，对
射箭这件事抱持不同的态度。有
人视箭术为修养，也有人视箭术
为求生工具。（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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