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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区域焦点

　　马来西亚首相慕尤丁在劳动
节宣布，从5月4日起，全国行动
管制令转为“有条件行动管制
令”，允许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
有条件地恢复运作。
　　这一方面是马国冠状病毒确
诊病例一再下滑；另一方面，相
关的评估也预计，马国冠状疫情
将在未来半个月得到很好的控
制。马国行动限制令（MCO）的
实施将步入第四阶段，从4月29日
至5月12日，而这将有利于马国在
这期间很好地控制疫情。不过，
这并非说马国即将步入“后冠状
疫情”时期，而是将步入疫情防
控和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逐步恢复“两手抓”的阶段。显
然，这将给国民联盟新政府带来
考验。
　　在马国政坛“二月危机”
中，希望联盟政府下野，土团党
出走与阿兹敏派系、国阵和伊斯
兰党形成国民联盟这一具有显著
过渡性的政治组合，慕尤丁最终
得以借此任相。
　　但是，“二月危机”期间，
马国疫情防控的松懈与漏洞，则
须由新上台的国民联盟政府来买
单，而正是严峻的疫情一方面考
验了新政府的执政能力；另一方
面却也让慕尤丁及新政府得以短
暂规避反对党联盟，在国会的挑
战及民众对所谓“后门政府”的
不满。只是，现今随着马国疫情

　　2019冠状病毒疾病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速度蔓延地表，揭开了
很多隐藏着的真相，不管这些丑
陋的真相是基于什么原因，如何
被深埋着；一场海啸般的全球疫
病逼着全人类正视问题，不管你
如何极力否认逃避。
　　对小岛国来说，这场战役是
极其艰难的。天时、地利、人和
这三大成功因素都不在我们这
边。难度之大可谓是仅次于上世
纪60年代建国初期。人口普查显
示，新加坡人平均年龄为42岁；
换言之，对一半的人口，尤其是
成长于80年代的许多人来说，这
是初体验。
　　此次抗疫让我们再次深刻认
识体验到岛国的脆弱。这是不
幸，却是及时响起的警钟。尤其
这20年来，我们总是自诩面向世
界，高度开放，也沾沾自喜地认
为怀抱着全球，高枕无忧。孰不
知，平日的优势在疫潮来袭时，
让我们陷入避无以避的窘境。
　　以“地利“来说，抗疫战上
半场，我们面对的仅是来自一个
地方的病毒，因为沙斯（SARS）
的经验，所以相对从容有致。下
半场，我们的坦然积极面对态
度，迎来了来自全球的病毒。不
论是自己的国人，还是在这里贡
献效力的庞大外国劳动队伍，我
们都一视同仁，责任和道义都是
如此。这是来势汹汹的新问题，
但我们相信自己的应变能力。
　　然而，不管怎么做，就是无
法锁国。因为这个蕞尔小国，低

自最基本的民生物质资源、劳动
人力与物力，高至各种经济金融
商贸活动，我们都与世界命脉紧
紧相连。

　打个比方，对一个跑快了
就掉入大海，飞机一起飞就进
入别人领空的弹丸小国，凭什么
锁国？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此
外，相较于很多国家一开始隔岸
观火，到火烧上身以后马上不管
三七二十一，采取紧急断闸的阻
断机制，或有些地方仍然局部抗
疫，实则两害相权取其轻地局部
抗疫，实则放任自流，寻求集体免
疫的两种极端做法，我们边走边
抗疫的中庸之道，过程虽较漫长
而形式严峻，但成效还是乐观的。
　　待大局初定再论各地抗疫成
效，未为晚也。因为，紧急喊
停，疫情缓解之后的种种骨牌效
应是什么？各国因疫情重挫之后
的后续如何？怎么恢复和平时期
的国际关系，甚至于重组国际新
局势与新秩序？从政治、经贸到
民生供需的种种问题？这自然不
是市井小民如你我所能理解的。
　　以“天时”来说，疫病初发
时，中港台刚好是春节期间，经
济活动基本暂停，学生也都在放
寒假。那时，人口密集的工厂、
学校，基本上是空无一人的。因
此，要按下暂停键，控制人流是
相对“实际可行”的。但新加坡
的情况不同。在1月份，我们已在
日常的紧张忙碌，以工作为中心
的生活状态中。
　　更具体地说，我们其实刚好

进入工作轨道之际，准备高速奔
驰之际。传统上，新加坡人的工
作引擎是在1月份开始发动的，华
人新年短假结束后，便进入“周
一才开始，怎么又到了周末”的
忙碌状态；年中6月稍微放松一
下，然后直奔年末，此刻突然喊
停，得做好多少准备啊？例如大
部分家长要能居家工作、孩子才
能居家学习；大部分人不上班，
交通系统才能有效落实安全距
离。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可不
是断路器三个字，一声令下就可
以化为无形的。
　　以“人和”来说，人口密度
极高的小国竭力保持日常生活状
态是必然，也不得不如此。因为
人人都是新加坡这副机器里的一
个零件，任何人的移动都是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设法不对生活造
成太大影响，不停工不停课，以
科学抗疫是务实、诚实的做法。
然而，这对岛上每一个人的自觉
意识和配合度等素质，要求都是
最高的。
　　总之，地利与天时都不是我
们可以掌控的，这是立国的先天
条件使然，是好是坏，我们的处
境都很被动。但“人和”则是
可以把握的。无奈，在这场战
役中，“人和”或许就是我们最
弱的一环，偏偏却是最关键的。
从第一个社区感染群出现，逐渐
形成连锁反应，到后来的遍地开
花，乃至最后疫病攻陷弱势群
体，不管哪一方面的弱势状态，
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或精神心理

素质，都是病毒攻击的致命伤。
日日密切关注着疫情形式变化的
你我，难道真的没有预见到最坏
的情况？如果我们都能预见，但
无法阻止，我们该如何反思？
　　说实在的，在国家管理层面
上，政府和各个抗疫部门表现已
是可圈可点。
　　自1月疫情开始出现，只要
稍加留意，相关抗疫部署策略已
坦然告诉国人，必须做好最坏的
准备。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随时
调整、灵活部署的抗疫策略其实
早已形成，并无所谓松懈或疫情
反扑。如果说当中须要什么检讨
的，便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否
太高；在边走边抗疫的过程中，
我们是否上下一心，步履是否一
致。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不如
很多地方，也必须检讨。
　　所以，是否问问自己：我们
呢？
　　在病毒阻断措施实行之前，
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就明显是让
很多人掉以轻心，暗地衍生更多
复杂问题的要害。
　　“断路器”一拉起，事态严
峻时，多少人真正理解其中的涵
义与目的，并齐心协力，共赴
“国难”？愿意一起面对埋伏
着、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敌人？
还是被慷慨纾困的各种惠民政策
转移了视线？还是忙于排解困于
家中无法正常活动的个人郁闷？
抗疫战中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意识
是否人人皆有？天天呼吁的勤洗
手、少走动、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等举措，是否听进去、听懂了也
做到了？紧急时刻的危难意识，
与心存侥幸心理孰重孰轻？
　　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形式的
公共教育，对我们为什么没有
作用？为何还是有不少人存在
红灯快亮了也还是冲过去再说
的心态？为何最后还是得祭出
严峻的法律手段，社会还是摆
脱不了Fine（罚款）一语双关词
的基调（Fine	people	 to	be	a	 fine	
country）？为何还有人甚至依然
故我，无惧罚款？难道我们真的
是输在国人的公民素质上？
　　以个人来说，除非必要否则
避免外出，是知易行难，我们如
何自我协商？因为生活工作全乱
了套，困于四堵墙里的我们，如
何冷静面对并适当调整？家里平
日因为各忙各的，少见面少纠纷
甚至各自为政的家庭人际关系如
何和谐维系？顽固老者我们怎么
劝服？外送餐食、口罩随地乱丢
等衍生而来的垃圾环保问题，我
们如何自制？这些都是日常生活
中本来就积存着，但都被忙碌谋
生、社会发展等很多更重要的议
题压埋下来的。

　我们须要反思的时间与空
间。阻断措施无奈延长多一个
月，我们被迫静下来也好，主动反
思也罢，应该足够了。在寻常日子
里，人们总是问国家为我做了什
么；此时此刻，我们是否应该问自
己，为国家、为社会、为邻居、为
大家做了什么？这场疫病，让我
们理解什么叫“人人有责”。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我们最
大的敌人根本不是冠病，是我们
自己。如何能承认、接受自己随
时可能变成，甚至已是潜在的病
毒携带者这个事实？如何明白没
有戴好口罩的情况下，它不过就
是一个伪装安全的有形道具？诚
如一位专家最浅显的解释：“我
不动，病毒就不动。”扪心自
问，停下脚步何以如此么困难？
　　各国情况不同，优弱势各
异，应对处事方式也就不同，本
来就没有可比性。放眼四海，各
国抗疫态度也各有不同，有勇于
承认错误者、有大梦初醒者、更
多继续执迷不悟，推卸责任者。
新加坡一开始便坦然面对，如今
也必须深刻反省。
　　其中，如何提高国民素质，
改变万事外求、依赖他人，凡事
等候指示的被动态度，急需改
变。如何让国人发自内心地爱自
己的家园，真正守法讲规矩说道
理，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做到智慧
并重，则必须是未来社会改革，
教育发展里的重中之重。智，乃
理性思考、分析归纳创造能力的
开发；慧，则是感性体验、推己
及人情怀的培养。未来，除了思
考生活如何更便利，财富如何更
轻易获得；更应该想想如何真正
地认识自己，并与自己、与人、
与世界、与自然、与天地，都能
和平、和谐相处。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

胡月宝狮城脉搏 阻断措施下的社会与公民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