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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中的和音，是由不同的音符交响组合而

成——众声喧哗，但和睦共处。和音，从来不

是单调的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往往无法完整一

首歌曲。音乐中的不谐和，则是否众声喧哗，

但无法和睦共处的结果？为什么无法和睦共

处，过程出了什么问题？

《志异》第三卷（2014年）的命题是“不和谐/

和谐”，第一期题为“不和谐/和谐 A面”， 

第二期则题为“不和谐/和谐 B 面”，希望探讨

社会中种种“不和谐”与“和谐”的状况与状

态。尤其身处信仰“和谐”与“秩序”的社会

之中，我们对“和谐”与“秩序”有足够的 

思考吗？

不和谐，是单指众声喧哗，还是指无法和睦共

处？或，众声无法喧哗，也是一种不和谐？

命题的设想，再现了编辑团队的观点。没有采

用“vs”，例如“和谐 vs 不和谐”， 

因为“versus”预设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选择“/”，希望象征着和谐与不和谐像硬币般

一体两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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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知道你在新剧《可怜》(Poor Thing) 里，运用了社交

媒 体——能否就此多谈？观众对此的反应如何？

2..........你觉得你的戏如何处理社会课题？你的戏促进和谐，或

提倡分歧？

3..........你可否多谈所谓的“多元性”？

4..........有基于此，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如何找到对

彼此的尊重？

多元性和 
后现代感性
专访陈崇敬

对于本地剧场导演陈崇敬
(Alvin Tan)，读者们应该
不会陌生。他是必要剧场 

(The Necessary Stage) 的创办人和艺术
总监，该剧团的作品主要以尖锐的社会意
识、多层次的美学等等著称。
这一期，我们和陈崇敬在茶点之间，畅谈
他如何进行艺术创作、如何看待剧场观众
与社会环境，以及他是如何在当今众多的
意识形态之间寻得平衡。

本期专题，我们专访了必要剧场艺术总监陈崇

敬，听他畅谈多元性与后现代感性。三个专栏，

旅台马华作家黄锦树从柔佛新山的位置，谈新加

坡；本地电影人许瑞峰从梁智强的电影聊开，谈

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自相矛盾；本地漫画研究员

CT Lim 则从新加坡漫画史，谈漫画在新加坡政

治空间之中长期扮演的异议角色。公开征稿，邬

秀丽试图通过文字与影像，记录下自己意识中不

和谐的状态。

三月中，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脸书上众声喧

哗，但缺乏真知灼见，偶然读到台湾学者赵刚的

文章，鞭辟入里，于是请求转载，他爽然答应。

学运不可无思想，社会更不可无思想。在此再次

致谢。文章列入“号外”。

本期邀得本地艺术家、摄影师洪国耀摄影，还有

本地设计师永宜排版设计，在视觉上强化了命

题。视觉上的不和谐，促成概念的和谐。

通过“不和谐”，让我们反思“和谐” 

与“秩序”。

–英豪

文字整理/王放

翻译/梁海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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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你在新剧《可怜》(Poor Thing) 里，运用了

社交媒体——能否就此多谈？观众对此的反应如何？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部剧里如此大量地利用社交
媒体。这是挺有趣的，因为有人反映说自己在看
戏时因为太关注社交网上的动态，结果忽略了台
上的演出。这使他们开始思考自己在现实世界中
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但是，也有的观众是已经习惯了同时兼顾多项事
务，他们觉得这其实加强了他们的剧场体验，因
为他们能够沉浸在一种和现实（社交媒体和活生
生的生活同步进行的现实）没有太多差别的世界
里。他们在剧场的世界里找到了熟悉的现实。他
们无需为了专心看戏而关掉社交媒体。所以各种
各样的观后感都有。
我们在十二月份预演《可怜》时，观众并没有到
社交网络上和剧中人物互动，即使当时并没有任
何的预演通告要求他们把手机关掉。观众反映
说，他们进剧场的“预设模式”（default mode）
就是尊守剧场礼仪；因此创作者如果希望观众上
网，那就应该在演出前清楚地告诉观众。很“新
加坡人”呢。显示了我们是多么的守规矩啊。
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录制了预演通告：“请务
必——开启——手机，请随意走动，和剧中人物
互动。”然而，还是有观众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带
动来鼓励或确保观众的参与。虽然演员们已有准
备，但是整场演出并没有任何观众介入。在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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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上，却有许多观众表示，当剧中人物打
架时有想介入的念头。他们后悔自己始终没有行
动。可我们告诉他们，那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
并不是为了要让他们措手不及，我们并非要判定
他们，因为所谓的参与性（engagement），是可
以以多种方式和层面来进行的。
我们基本上都想要自由，反对监控。然而当我们
享有了自由，我们能否处理自己的分歧与冲突？
新加坡人如今很善于表达、善于雄辩，对自己所
拥有的权利也比较有认知。在这个社交网络的时
代，我们必须反思如何善用社交媒体。《可怜》
里的人物把打架的录影片段上载到面簿上。观众
能够将上载的录影片段（脱离语境的影片）所可
能引发的反应，对照现场实际发生的事件全貌，
立刻进行辨别判断，因为他们能够同时参照二
者。他们亲眼目睹一个人物如何挑衅对方，将对
方激怒，遂录下对方的神态，上载到网上。这是
在自由言行下所做出的举动，然而其意图是为了
误导（认知受限的）面簿受众，那么这是否真的
是负责任的行为呢？我们作为通过面簿观看录影
的受众，是否应该更有辨识能力，避免在获知事
态的全貌之前妄下结论？
有些观众也许无法领会我们的意图，然而我们相
信他们能够在演后交流会上发觉。
你觉得你的戏如何处理社会课题？你的戏促进和谐，

或提倡分歧？曾经有位观众来看戏，她是一名社

区剧场工作者，也当过社工。她告诉我，看了戏
之后觉得很不安，因为戏的结尾并没有一个完结
（closure）。这就像是呈现一部暗淡、毫无希望
的作品——那是负责任的吗？但对我而言，该剧
其实是有希望的，只不过所展示出的人性在冲突
之下显得较为渺小罢了。
以《偏轨》（Off Centre）为例，有关当局认为
在舞台上呈现自杀就是在提倡负面的讯息。但在
剧里，有一位人物自杀了，另一位人物却没有那
么做啊。我们其实想要传达的理念是“生命可
贵”。但我们若以过于简单或简化的方式来呈现，
那对谁都没有好处。生命是复杂的，而非简略整
洁的。此外，不同的人对同一出戏会有不同的反
应。我们需要的是看戏后的讨论——以舞台上看
似暗淡无望的剧情，继续开启和激发彼此的思
维。
我们的戏并不仅仅以批评政府为唯一目的来争取
观众：那样一来，观众是完美无瑕的，体制是破
洞百出的，未免将世事过于简化了！那样子完全
没有涉及到观众。我们的戏剧也旨在挑战观众，
因为有问题的并非政府而已，人民也有问题。选
择“反体制”是个过于轻易的选择。那样的作品
太容易得到掌声和支持。
在布尔乔亚剧场（bourgeois theatre）里，大家
坐在黑暗中，以为各自的想法一致——肤浅的剧

观众不是一

体，而是多

元的。他们

有不同的观

点和意识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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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人往往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他们会在评论中
说：“到了戏剧的某个部份，观众们都失去了兴
趣。”难道剧评人是访问了每一位观众后得出如
此结论？
观众不是一体，而是多元的。他们有不同的观点
和意识形态。我们的一些戏就向观众显示了观众
群的多元性——论坛剧场，以及一些戏剧，例如 
Completely With / Out Character 这出戏在演出
进行到一半时穿插问答项目，给观众提供反馈和
回应的机会，继而向在场的观众揭露了现场多元
分歧的观点和看法，然后再继续演出。
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在于分化观众，因为观
众本来就是多元的。
你可否多谈所谓的“多元性”？多元性其实是人
性的状态。只有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多元性的意
识以及多元的立场才被主流大众所接受。我觉得
现代主义者很难接受这种概念。而现实主义也是
很有问题的，因为它过于狭隘——在创作上，它
必须确保时间、人物、空间的一致性。以这样的
世界观，假如某个人物不和周遭的一切保有一致
性，他很容易就被认为是虚伪的，或被视为一个
受压迫的人，或者被认为是编剧的无能，因为无
法写出一个言行一致的人物。同时，这也是很父
权式的。
必要剧场与其“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戏

剧所做的，是避免把对立的立场视作为唯一的可
能性。我们更倾向于多元选择——对立的立场只
是众多可能的立场之一。因此在我们的戏剧里，
我们探讨一切可能的立场，当然也包括了对立立
场，但是我们不去特别强调它，因为那么做就变
成了“反宣传”（counter-propaganda），变得
说教了。
对我而言，所谓的后现代感性（postmodern 
sensibility），是一个人物可以在早上体恤穷
人，到了中午却因为一个“第一世界的烦忧”
（first-world worry）而忘掉了早上的关注。
然而那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关心穷苦人士，因为
在另一个时间点上，那份关注将会重新浮现出
来，因为这是我们多重人格中的一个。我们接
受这样的人物性格，不将其中的流动性质视为
矛盾的或虚伪的。但对于现代主义者而言，假
如一些想法在同一人身上出现了矛盾，此人就
被视为反复无常，因而虚伪。
这就像新加坡艺术理事会（艺理会）——从前是
艺术工作者 vs 艺理会。当年，当论坛剧场陷入是
非时，我意识到不能仅仅反体制，因为在体制里
也有支持者和潜在的同盟者。当一位艺理会里的
朋友安慰我、给我意见时，其中的二元性就瓦解
了，对立性也消除了。
当出现争议时，我们就必须争取。当艺理会仍在
为艺术做审查，我就会质疑艺理会的主要角色。

对我而言，所

谓的后现代感

性，是一个人

物可以在早上

体恤穷人，到

了中午却因为

一个“第一世

界的烦忧”而

忘掉了早上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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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在国际场合上讲述艺理会给予本地艺
坛的支持时，我会谈及“艺术之家”计划（Arts 
Housing scheme），并大力赞扬艺理会，因为我
真的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这项计划和其他的津
贴计划为本地的艺术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当
他们有所贡献时，我们就应该赞扬，而不应一味
地为对立而对立。
我并非在说对立是没有用的——我想说的是我们
应该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去利用这张“对立”
的卡，否则这种对立立场将成为一个人的“预设
身份”（default  identity）。
我是一位土生华人，是个文化混合体。新加坡有
不同的族群，每个族群都有各自的感性（sensi-
bility）。这是我创作跨文化戏剧的原因。我们在
戏里不去特别重视任何一个立场，所有的立场都
共同存在。而假使立场之间有所争执，我们不会
去解决，而是挑战观众去处理这些立场之间的差
异，想象连接这些立场的方法——焦点从创作者
身上转移到观众身上。现在的世界更趋复杂，一
切事物重叠、有所矛盾，并又紧紧相连。因此，
艺术也应该更具自省力，而非仅仅反映现实。
有基于此，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如何找到

对彼此的尊重？是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无可避
免的。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和尊重一点，即历史和
时间对每个人而言是不一样的。再没有所谓的宏

观叙事，从今起就只有微观叙事。这就像女性主
义分解成布尔乔亚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激
进女性主义——问题在于：如果要和父权体制抗
争，这些女性主义能否再次联手？我不太肯定。
这后现代的情境也可以很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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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新
加
坡

對我們這些在柔佛出生、成長的人
而言，新加坡就像是馬來半島的一
部份，即便它在一九六五年獨立建
國了。這兩個民族國家的歷史太短
淺，對老一輩而言，生命史裡有相
當部分兩地是相連的，那是難以抹
滅的記憶。對我們這些兩地建國後
出生的人來說(譬如我出生於一九
六七，只比新加坡共和國小兩歲)，

因地緣的關係，新加坡感覺仍像是
柔佛的「境內」。

我們南柔長大的華人孩子，幾乎是
看著新加坡長大的，雖然不見得了
解它是怎麼從馬來世界裡掙扎出一
條自己的道路的。從小，我們聽的
廣播、收看的電視節目，都是來自
新加坡的。因此新加坡推廣的講華
語運動，其功效遍及柔南－－譬如
我完全不識字的母親也是透過電視
連續劇學會說華語的，菜市場裡男
男女女普遍也會說音色粗硬的華

語。但或許也因為如此，我們的馬
來文比中北馬的同鄉差多了。那樣
的環境，讓我們有機會依賴華語，
雖然它在新加坡的處境很奇怪。但
那時我們並不知道(也許也不怎麼
在乎)李光耀把新加坡歷史悠久的
華文教育系統(不只南洋大學，更
致命的是全部的中小學)徹底拔除
了。因為我們有相對可以依賴的華

文教育，咬牙苦撐的華文獨中。但
新加坡的價值觀，說不定也潛移默
化的影響了我們。

中學以後，每年新加坡國慶，我們
甚至都會收看李光耀的國慶華語
演說－－一問之下，好些柔南同鄉
竟都有類似的經驗。長輩們也都在
看，仔細的聆聽，雖然談到他關毀
掉南大就一肚子火。可是相較於馬
華公會那些腦滿腸肥的「代表華
人」的商賈，每次看到報章載錄他
們的言論都一陣痛罵。反對黨的格

卡里尔·丘吉尔（Caryl Churchill）曾
在一次访谈中说：“今日的解答将成为
明日的问题。”我好喜欢这句话。女
性主义的感性和男性社会主义编剧的感
性是很不一样的。男性社会主义编剧往
往有个解决方案，并将之藏在一个隐喻
或寓言后面，以免显得过于说教。然而
女性主义的感性是：我只能够呈现我所
观察到的现象，而我所观察到的是，尽
管有些过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可新问
题的种籽也会因此萌芽。我觉得这很令
人卑谦。同时，这也很具自省力，因为
它清楚自己的立场，清楚自己在做出任
何建议时所可能随之浮现的复杂性和牵
连纠葛，然后它会对自己的建议进行批
评。我很钟爱这一点。

黃
錦
樹

我
們
的
新
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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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卻又往往被大馬族群政治的現實
逼到死角，看了唯有嘆息。

那些演說的具體內容現在不記得
了，印象中必然會涉及這那島國生
存境況的分析，從地緣政治的宏觀
視野。舉凡政治、經濟、教育、軍
事……李的邏輯非常清楚，咬字清
晰，沒有任何虛華的廢話，實實在
在的為自己國家的未來做生存分
析。在我們的中學時代，那可能是
一場深刻的政治教育。高中後期我
也在書展裡買到過李光耀的演講
集，泛黃的中譯本，紙頁光滑的英
文本。多年以後，即使到了台灣，
還是會留意李光耀的國際政治判
斷，漸漸知道他是兩岸三地的資深
傳話人。譬如在八〇 年代末，李
光耀就曾建議李登輝儘快和中共談
判。那是台灣名列「四小龍」的風
光年代，其時經濟起飛，「錢淹腳
目」，不可一世。但李光耀說，台
灣的優勢只有二十年，之後就沒有

籌碼跟人家談了；確實，懷抱本土
之夢、拒絕與中國接軌的台灣，這
十多年來全面停滯崩落。對大國的
恐懼卻有增無減，殷殷盼望的「遠
親」美國日本根本幫不上忙。而中
國從病貓重新翻身為猛虎，輪到他
們「錢淹腳目」了，不止亞洲的野
生動物被他們吃到全面絕種，非洲
象的牙和犀牛的角也都岌岌可危。 

從那些演講裡對馬來西亞政治的批
評，可以更深刻的了解種族政治的
實質－－土著政策下，華裔人才的
外流，是一個不斷迴旋的主題。演
講裡清楚的召喚－－如果馬來西亞
不要你，來新加坡吧。那至少是個
安慰。每日上下班時間長堤上的景
觀(現在多半也還是如此)－－那騎
著電單車、開車的人龍，日日往返
於新馬，只為了謀生。我們的親戚
裡，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過著那樣
的日子。在工廠裡，或做磨石(裝
璜)、廚師，有的在那兒租房子。
上焉者領取新加坡大學的貸學金，
畢業後就留下了，成為那裡的白
領。後一種情況最受家人期盼，尤
其星馬薪資與幣值的差距越拉越
大。新加坡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參
照，為什麼幾乎同時起步的兩個民
族國家，各方面的差距那麼大?

小鎮的書店沒有像樣的書，而吉隆
坡對南馬來說又太遠了。高中時為
了買書，有數度週末搭火車南下。
那緩慢、走走停停－－有時一停好
久，好似睡著了；單軌，以致老火
車需讓到旁邊去，待南下或北上的
快車慢吞吞的通過。車行到終點，
到丹絨巴葛那老舊的、殖民地時代
土黃色的火車站。轉一趟車到百勝
樓，那裡有幾家中文書店，賣許多
泛黃的大陸書。多年以後我才知
道，那些書店老闆多是昔年南大畢
業的孤臣孽子，在華文教育漸漸死
滅的島上，賣著讀者越來越少的中
文書，像苦行，像守夜。最近有一
回重返，有一家書店的舊書已滿到
人都走不進去了。

高中畢業後等待留台的那年(那時
新加坡還沒承認統考)，故鄉經濟
不景氣，我也曾和同學一道到島上
打過短期工(觀光簽證有效的兩三

※ 
李光耀意志下
的新加坡，可
說是東南亞

土生華人有史
以來規模最大
的一場政治實
驗，功過都有
待更長時段的
觀察，方能準
確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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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打高爾夫球，就在昔日殖民地官
僚的俱樂部裡。這位昔日的留台人
也懷念台灣，懷念台灣的生活步
調、人情味、熱鬧，較佳的學術氛
圍。

在廣播或電視裡，常聽到台灣政客
名嘴羡慕新加坡羡慕得不得了。羡
慕它的房屋政策、公積金制度；羡
慕它的高所得，它的競爭力。甚至
還羡慕它的語言政策－－最近更聽
到某昔日的政治金童大聲嚷道： 
「死抱著母語有甚麼用？早就該全

美語教學了，否則怎麼競爭過人
家？你看印度人都當上微軟總裁
了！」父親出生於新加坡的王安憶
對新加坡的語言處境有通達的看
法：為了凝聚共同體，它需要一種
共同的語言，殖民遺產是最便利的
選擇，它可以避免民族間的衝突與
憎恨，更可以讓這島國快速溶入大
英帝國殖民擴張造就的廣大英語世

個禮拜內)。在一間傢俱廠內，用
釘鎗協助把那些廉價傢俱組裝起
來。手拙的我，不知道廢掉多少半
成品。負責工廠的邋遢年輕老闆，
知道我們是準大學生，態度非常客
氣。常請特愛加班的我們(加班的
薪水可是 1.5 倍呢)吃宵夜。但他
有個壞習慣：常常後座的人還沒坐
好，車子就逕直發動開走，需即刻
大聲把他喊住。

多年後，我們昔年高中同班的留
台人(都是南馬人)有多位畢業返馬
後，輾轉落腳新加坡。在那裡謀
生，買了房子，生小孩，甚至入了
籍。有時路過新，會找他們敘敘
舊。閒聊時比較住過的三個地方，
對新加坡免不了有許多抱怨，無非
是工作壓力太大，生活太緊張，而
且感覺沒保障，好像隨時可能因業
績不夠理想而被炒魷魚。他們也會
懷念馬來西亞的生活，然而是過去
的，悠閒而治安良好、生活步調緩
慢的。會懷念台灣，但已是退休後
的想像了。他們普遍覺得在新加坡
不快樂。但那也許只是我主觀的感
覺。

約莫十年前，一位學界退休的長
輩，更是經常開著「馬賽地」到大

界，那幾乎已是「現代世界」的同
義詞了。這是務實的選擇。為了生
存，代價是犧牲掉詩意。母語、古
廟、古墓、記憶、方言，都是詩意
情感的核心。而近代以來，新加坡
一直是馬來半島華人文化的重鎮，
有著重重的累積，但很可能在不斷
加激的現代化中，被剷除殆盡了。
但它也許是義無反顧的追求「進
步」的發展中國家共同的未來－－
徹底的管理、徹底的數字化、徹底
的理性化，剷除一切可能妨礙進步
的多餘的情感。李光耀意志下的新

加坡，可說是東南亞土生華人有史

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政治實驗，功

過都有待更長時段的觀察，方能準

確的評估。

一九六三年被冷藏行動逮捕的那代
知識菁英，那被強迫犧牲掉的一代
人，如果不是已過世，也都垂垂老
矣。那被抹除的可能性，倘若成功

的是他們，今日的新加坡會是怎樣
的一副模樣，大概只有賴於小說家
的想像了。

昔年讀《新加坡古史記》，對其中
有一段記載印象很深。在新加坡初
開埠的年代，柔佛州原始林裡的老
虎常常在夜裡游過柔佛海峽，到獅
島上去襲擊摸黑早起的工人。吃飽
後，再悠哉的游回馬來半島遠古的
雨林睡大覺。如果是母老虎，多半
還會給孩子帶早餐回去。從史料來
看，島上的民眾非常驚恐，因為此
類事件「時有所聞」。用白話來
說，就是「經常發生」。從馬來半
島老虎的觀點來看，開埠後人口
( 潛在的「食材」) 集中。而這種用
兩條腿行走、反應遲鈍(很靠近了
還沒聞到山大王的臊味)、跑得慢(
哪比得上狗)、不太會爬樹(遠不如
猴子)、身體軟軟的哺乳動物，應
該是既好吃(不若穿山甲有討厭的
鱗甲、四腳蛇有靭皮、烏龜有殼)
又「手到擒來」的美食。

將近兩百年過去後，馬來半島的野
生老虎早已瀕臨絕種。雨林被催毀
殆盡，從無邊無盡的橡膠園，到更
其單調鬱悶的油棕園，僅存的老虎
在盗獵的夾縫裡提心掉膽的過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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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说梁的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如
此，说他电影中的社会评论只不过
是一个掩饰，真正目的在于宣传。
但他近期电影中（ 如《新兵正传》）
所展示的对国家权威的热衷程度，
还有对他们倡议的牺牲小我、成就
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大力宣传，实在
令人沮丧。

最令我灰心的并不是梁的转变，而
是跟着他的烂笑话和谄媚话一起发

笑的观众。我虽然厌恶《新兵正
传》表现出的无耻的军国主义，但
更让我难过的是在电影院里热切赞
同这种制约每一名男性公民的军国
主义的新加坡人。我痛心的是梁早
期对人民的恐惧的敏锐捕捉，竟然
如此容易被扭曲、滥用成一种自我
压迫的机制。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
渴望被压迫呢？我们到底为什么这
么享受自己的苦难？对我来说，答
案并不是什么受虐倾向。我在观众

日子。別說吃新加坡人，馬來西亞
人都不太敢吃了。如果老虎的阿公
阿嬤會講故事，談起祖先們游泳到
新加坡吃人的光榮故事，境遇慘過
病貓的後輩多半會認為那是天方夜

譚。

有时候我并不需要太大的刺激，一
则梁智强拍新片的新闻就可以使我
心灰意冷。因为这又证明了掌权
者——不只是政治权力，还有经济
与文化权力——可以逼我们什么垃
圾都咽下喉，而且我们还渴望更
多，因为只要给我们东西我们就已
经很感激了。

不要误会，我对梁智强并无敌意。
事实上，我曾真心喜欢过他的电
影。还有哪一位新加坡电影人可以
从他所批评的社会那里，博得那么
多的关注？我在他的电影里，看到
了他对新加坡人真挚的关爱，关爱
着我们所有的缺点与特质。他的电
影把我们常被视为鸡毛蒜皮的琐
事——例如我们的吝啬、贪婪、好
强等等，当成重要的政治议题进行
讨论。梁探讨了人们非常真实的恐
惧——害怕失去养家糊口的方式、
害怕对物质主义上瘾、害怕跌入无
情的教育制度的隙缝之中。他做
到了国家政府永远无法做到的事
情——他认真地对待人民。

但就如同许多新加坡艺术工作者一
样，梁深得人心的能力不久就被国
家收编了。梁的电影现在经常被政
府部门和大型企业赞助，几乎毫无
掩饰地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有些

黃錦樹，一九六七年生於馬來西亞
柔佛州，祖籍福建南安。一九八七
年到台灣留學。台大中文系畢業，
澹江中文所碩士，清華大學中文博
士。一九九六年執教國立暨南大學
中文系迄今。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
小說獎等。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
黎明》（九歌，1994）、《刻背》
（麥田，2001）、《南洋人民共和
國備忘錄》（聯經，2013）等。出
版有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元尊，1998）、《謊言與真理的
技藝》（麥田，2003）、《文與魂
與體》（麥田，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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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声、掌声中听到的尽是不安全
感与自我厌恶。

几个月前，我遇见了一个在新加坡
生活过一阵子的纽西兰人。在怀念
地方和美食的当儿，我也提到了自
己讲新加坡式英语时的自豪感。新
加坡式英语毕竟是最能代表新加坡
的，它当中的的混杂性与多元文化
性，只为沟通这一简单的需求而存
在着。这位朋友惊讶地看着我，问
道：“新加坡式英语？我从没遇过
一个为讲新加坡式英语而骄傲的新
加坡人。你为什么会为讲‘破英
语’而感到自豪？”

先不提他的种族歧视问题，我惊觉
他说得并没有错。事实上，新加坡
人并不以说新加坡式英语为豪，我
们一直以来就被政府灌输新加坡式
英语是一种低等的语言，是标准英
语的变异。因为在新加坡之外没人
听得懂而不应该被鼓励使用。语言
是最能直接代表一个群体的，如果
把它拿掉了，就表示新加坡人并不
足以在国际社群中被承认为一国人
民。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班上讲新加
坡式英语时，英语老师严厉的责
骂。新加坡式英语已不再象征着一
种身份/认同（identity），而是象
征着社会地位与阶层；或者，它象

征着的正是身份的阙如——无能说
标准英语即是没有身份。对我来说
唯一能代表我们身份的新加坡式英
语，被看成是一种偏差、一个待改
正的错误。

讲标准英语的能力，在另一方面，
便是值得自豪的，它象征着教养和
智能。我记得当我们得知获颁安格
斯罗斯奖（Angus Ross Prize，颁
给剑桥“A”水准英文文学科目最
高分的非英籍考生的奖项）的又是
一个新加坡人时的自豪感。标准的
英语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的同义词，
与低下层的民众靠不上边（这些不
讲“合乎语法”的英语的民众，被
认为无法跻身国际社群之中）。这
是不是本地艺术这么少采用新加坡
式英语的原因？在本地文学中，我
们都竭力书写“合乎文法”的英
文，希望可以像其他国际英语语
系作者一样被认可。我们不知何
故把优秀的标准，等同于“源始
（original）”的（我们真正的祖
国——以英文为主的西方国家），
或比“源始”更好的。

反讽的是，我们这些讲英语的知识
分子只有在殖民者离开后，才真正
被殖民。我们还在英殖民统治下
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还

未成形，我们根据各自的族群被划
分，只关心自己族群的兴衰。自独
立以来，我们弥合各族群间差异的
方式却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多元的身
份，而是抛弃一切特质，变成一个
彻底的“外人”——西方人。但事
实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变成西方
人。这种自卑心理奠基了我们的一
切行为。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常感叹
我们没有文化的原因——我们不是
没有文化，我们是没有西方文化。

我怀疑这是知识社群鄙视梁智强电
影的原因。梁的电影被认为是低
俗、劣质、夸张的；剧情恒常煽
情、在预料内，闹剧式的幽默， 
和平庸、难看、毫无场面调度的摄
影。然而，这些都是欧美电影传统
的评价标准，一个西方的看待艺术
和电影的视角。有人觉得梁的电影
缺乏深度，但“深度”这一概念正
来自于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特定文化
语境。如果我们用西方的标准评价
本土作品，本土作品定会不符，因
为本土作品不是，也不想成为西式
的。

梁的电影通常运用的语言是他的
劳动阶层华人人物所讲的口语
化华语——混杂着福建话、新
加坡式华语和“破英语”（新加

※
如果我们用西
方的标准评价
本土作品，本
土作品定会不
符，因为本土
作品不是，也
不想成为西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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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式英语）的语言。他的电影
采用的戏剧类型则是情境戏剧
（melodrama）——东南亚地
区的主要影视类型，故事描写普
通的民众（例如占新加坡人口大
多数的劳动阶层华人），观众通
过对这些人物的认同，为自己面
对的日常问题取得心灵净化作用
（catharsis）。梁的电影再现了在
政府愈加疏离化的政策下被遗落的
民众，替人民发声、抒发牢怨。正
因为这个因素，梁的电影十分受 
“市井小民”［heartlander，一
个在 1992 年被时任总理吴作栋普
及的名词，用来区分新加坡以英
语为第二语言的劳动阶层民众，和
年轻一代以英语，或更准确地说，
新加坡式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际
公民”（cosmopolitan）］的欢
迎，他们对当时政府所提倡的“高
雅文化”（high culture）并不感
兴趣。

但梁的转变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他
如何从批判政府的人变成政府的发
言人？最令人心寒的原因，也是我
自己最不愿承认的原因即是：梁一
直都是政府的发言人。允许我来解
释：梁出身于电视圈，而电广传媒
一直是以代表——或声称他们代

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在新加
坡，大多数人即是讲华语的群体）
而获得大众的喜好的。为了获得大
众的喜好，梁必须依据这个群体面
对的日常问题，创作出可以反映这
个群体的典型人物（archetype）。
这样一来，他便加深了观众对这些
典型人物的既定印象，并愿意认同
这些人物（梁通过多年的电视创作
而博得的特权）。久而久之，观众
就接受了这样的形象，在其中看到
自己，并开始爱惜这些人物。这样
的形象越与政府所倡导的“国际公
民”（讲标准英语、有商业头脑、
文化修养的中上阶层）有反差，越
变得有影响力和可信度；我们知识
分子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民众对由上
而下强赋的自卑心理的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梁大多数电影的票房
很好的原因。在好莱坞与香港电影
的洪潮中，在异化的文化环境里，
梁电影中的“新加坡元素”显得格
外突出。梁的电影就如基督教的大
斋节（Lent）一样——我们接收
了大量具文化优势的外国电影之后
（我们无疑也喜欢这些电影），跨
出我们熟悉的领域，“回归本土”
，开始探讨这个使我们再次体会身
为新加坡人的珍贵身份。你可以说

这出自于自爱、一个认同自己身份
的渴望，但我认为这出自于不安全
感，一种感觉我们不完整而需要其
他人（文化或政治权威）来定义我
们的恐惧。在新加坡，“其他人”
常常是媒体或政府（两者时常是一
体的）。梁的电影似乎不同于主流
媒体对我们的刻画，曾经是一股清
流。

但，两者真的有不同吗？在《小孩
不笨》系列电影中，梁探讨我们的
教育分流制度。他得到的结论大致
是：教育者重视“聪明”的学生而
忽视学业较差的学生，但这些学业
较差的学生最后还是会成为社会
里“有用”的人，儒家意义上“有
用”的人——每一个人，即使贫困
和流离失所，在社会中都有属于他
的位置。在梁的《钱不够用》电影
中，他讽刺剧中人物的贪婪，并肯
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家庭、
社会）”的必要，呼应了每一个公
民都是政治体一部分的国家意识形
态。因此，这些电影虽然在表面上
批判了体制，其实却加深了政府为
人民所设下的以家庭为中心、阶层
化的社会结构。梁的电影只在手法
上与主流媒体不同；主流媒体规范
人们的行为，梁的电影形容人们的

※
因此，这些电
影虽然在表

面上批判了体
制，其实却加
深了政府为人
民所设下的以
家庭为中心、
阶层化的社会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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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们对过往事件、建筑、人物
怀旧，好像过往可以奇迹般地带给
我们救赎，好像过往可以使我们焕
然成新。但是我们忘记的是通过国
家认可的“历史”来看待事物是改
变不了现状的。而且更重要的是，
记忆也是会说谎的。

然而，我们不知何故仍然渴望着；
我们的自卑心理没有使我们平和，
反倒使我们焦虑。这是否就是每当
其他东南亚人占用我们的空间时，
我们便感到愤怒的原因（见最近造
成轰动的菲律宾人计划在乌节路
举办庆祝菲律宾独立日的事件）？
这是否就是新加坡华人如此排斥中
国大陆人的原因（可能因为他们让
我们看到自己的华人身份而使我们
感到自卑）？我们总是觉得我们需
要跟别人做比较。用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的话来说，我
们即是对照。我们通过质问和绩效
宣扬自我：我们比中国大陆人更有
文化素养，因为我们讲英文、又懂
西方礼仪，我们比菲律宾人更高等
因为我们不像他们一样贫穷、困
苦。这种质问和绩效的心理渗透着
我们的文化，我们沉迷于潮流趋
势、沉迷于针对这些趋势发表我们
的意见。我们不是潮流的产物，而
是通过对潮流发表意见而主张自我

行为，但他这样的作法仅是为了维
持他们的社会位置。所以梁的电影
事实上并不挑战政府把他们置身其
中的情境。

《新兵正传》也毫无差别；梁把强
制性的公民服役刻画为一种必需，
内化政府所散播的恐惧。影片描述
一个不情愿被征募的士兵，经历一
场家庭危机后，放弃躲避当兵的 
“自私”念头，最后牺牲自己，以
变成一名负责任的、被同化的“公
民”。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公民服
役的历代历史，是每一个男孩成长
中与其他男性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的“成长仪式”。像片中的男主角
起初一样拒绝通过这场“成长仪
式”，就是拒绝一个人的新加坡人
身份以及社会的根本价值，并且还
让自己所爱的人疏离和臣服于自己
的私欲，而这正是影片强烈谴责
的。令人惊骇的是，对新加坡人身
份和社会这样的形容，遵循并重申
了新加坡对于男孩/男人的观念。
梁身为一名演艺与艺术工作者，只
需要形容这样的心理状态，就能完
全体现我们的不安全感与自我厌
恶。

可怕的是，当艺术工作者越接近形
容人民时（我们这些讲英语的知识

分子常妒忌梁能做到这点），他越
不能诊断我们的问题。单单形容这
个行为就足以使我们深陷于我们的
典型形象里（我们自己也相信这些
形象），并继续自我压迫的循环。
在同情“市井小民”的同时，在采
用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同时，
梁不经意地反映和推动已经被人民
内化的国家价值，就连知识分子
或“国际公民”阶层的人也内化的
国家价值。我们因此是否应该把外
国文化当成逃避这一切的解决方
法？我们的自卑心理终究是否一种
必要之恶？

有一点是明确的：问题不在于艺术
作品，而在于我们自己。梁的电影
中的美好结局表明了我们作为一个
群体想要相信的——相信服兵役尽
管艰难困苦，但是会使人变得更
好，而为家人牺牲自己是值得的。
我们相信这些善意的谎言，因为我
们不敢想象如果我们不相信，后果
会如何，这是内在暴力与愤怒的外
在表现。但如果我们逼迫自己相
信，到最后我们将无法再有任何信
念。在午夜，我们谎言的一文不值
将会使我们痛苦；当我们的身份渐
渐萎缩时，悲伤的幽灵会经过，强
迫我们面对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
所以我们寻找身份的旅程继续着。

新加坡艺术里这颗炙热的心——我
们用来炫耀我们的重要性的东西、
我们不停探究但仍是我们梦境、希
望、记忆中的荒凉边境。我们被此
折磨着，感觉到一种必须寻找到
它、定义它、定位它的不切实的责
任感，以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像其
他国家一样通过文化感受到实质
性。其他的后殖民国家都在独立后
坚持于自己的本土身份，我们的国
家却拒绝本土身份，使我们少数的
本土马来族群边缘化。我们的本土
身份不知何故使我们觉得太像我们
的邻居马来西亚，而不适合我们工
整（且“华人”）的、“拒绝”社
群政治的叙事。

由于这种忧虑，我们对拥有自己历
史的渴望庞大到可以接受任何一个
既定的思想意识，不管是外国的还
是族裔的（而族裔常常是文化殖民
的另一种形式），只要我们不用为
自己建立一个新的身份而奋斗就好
（梁只是我们崇拜的其中一位文化
江湖医生）。我们宁愿投身埋首于
更庞大、既定的建制，也不愿建立
一个贴近我国真实情境的新的多元
社群。我们宁愿回首过往（我们各
自的祖籍、文化历史和传统），也
不愿展望未来——那唯一还可能
改变的未来！我们依恋于我们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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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问题并没结束。接下来的
20 年，新中国被军阀主义的威胁
缠身，国家遭割据分裂。新加坡的
漫画家再次执笔，将袁世凯将军与
其他军阀画作漫画，刊登在《国民
日报》与之后的《新国民日报》上
面。

新加坡的漫画最初被用作是一种
政治武器、一个煽动的工具。从
1900 年代用于反清政府，1910 至
1920 年代反军阀，到 1930 年代
反日，这反映了当时新加坡华人对
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局势较为关心。
虽然在 1920 年代末与 1930 年代
曾出现过将本地课题与图像带入漫
画的尝试，但是本土化的程度有
限，到了 1937 年更嘎然而止。

2012 年 1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两名不同世代的漫画家在甘榜友诺
士的一间小工作室会面。2010 年
青年艺术奖得主刘敬贤（Sonny 
Liew）终于与活跃于 1960 与 
1970 年代的艺术家／漫画家徐锡
勇，见上一面。他们的故事正和新
加坡的历史、漫画史同步齐趋。

新加坡的漫画史一直以来都离不开
政治。本地首幅华文漫画出现在
1907 年的《中兴日报》上，该报
是为支持孙中山建立新中国而成立
的。当时的漫画多是反清漫画，将
中国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透过漫画
告诉海外华人。1911 年辛亥革命
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作家、艺术
家、漫画家与知识分子的努力终于
得偿。

的一群人。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如
此喜欢评判事物呢？不外乎是为了
驱散并暂时遗忘我们的自卑和不安
全感。

我们总是觉得要在一切之上，在政
治和文化之上。我们因为太聪明而
什么也不相信，但是无信仰本身会
产生出一种绝望感。虽然我们喜欢
控诉政府，我们每次还是坚决投票
给执政党。我们承认他们的缺点、
错误，我们批评他们的傲慢，但是
每次选举时，我们还是相信除了他
们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
对这苦口“良药”的信任让我们相
信受苦（包括《新兵正传》中刻画
的兵役）不仅有必要，甚至对我们
有益。我们也把社会问题看成是必
然的：长期的种族与性别边缘化 
（在多数决民主的制度里不可避
免）、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在每
一个资本体制中都不可避免）、相
对于其他国家经济/文化，我们自
认的次等地位（身为一个小国的后
果）。但是我们是否能怀有更大的
志向呢？

如果根本没有国家，又如何能假造
出一个？如果人不把自己看成是一
个社群，我们又如何把他们聚在一
起？我没有答案。但可能是时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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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瑞峰是一名电影人，也是一名写作
人。他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电影系，
影片曾在鹿特丹、夏威夷、马尼拉、
首尔和曼谷的电影节上放映。他也是
13 Little Pictures的创始成员之一。

翻译/王放

记诗人、作者、艺术家和电影人
了，我们并不代表你；也忘了声称
代表你的政治家、报章和电视吧。
只要我们还需要一个身份／认同，
这些建制就会继续喂食我们谎言。
让我们彻底地跨越二元对立：政府
vs. 反对党、新加坡人vs. 外国人、
文化 vs. 非文化、多数 vs. 少数等
等，并认识到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
的 ；不管他们告诉我们什么，这
片天空底下有足够的空间给我们每
一个人。让我们终于认识到为自己
奋斗也是为他人奋斗，接受自己的
第一步在于认识新加坡身份是多元
的，身为新加坡人本身就表示我们
不只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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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中日战
争开启了中国的8年抗战，延入
1941 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掀起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让海外的
华人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与漫画
家，再次拿起他们的武器，让人知
道笔与刀枪一样，甚至更锐利。

不少谴责日本侵华的漫画刊登在新
加坡的华文报，这在 1942 年日本
占领新加坡期间给漫画家带来了生
命危险。在肃清大屠杀期间，日本
士兵逮捕众多反日分子，包括漫画
家，将他们处决。日军的暴行被新
加坡战后先驱艺术家刘抗，以漫画
的形式记录在 1946 年紧接战争结

束后出版的《杂碎画集》（Chop 
Suey）里。

1942 年到 1945 年的日治时期在
不同层面上改变了新加坡华人的心
态。首先，他们发现不能再依赖新
加坡的英殖民政府保护他们。另
外，日据也激起他们的政治意识，
他们了解参与新加坡政治的必要
性，而不能只关注中国的局势。最
后，战后的亚洲与非洲掀起了一阵
反殖民浪潮，新加坡也卷入其中。

漫画在新加坡成了反抗殖民统治的
武器之一，漫画中再次出现本土的
课题和对本土的关注。漫画家与艺
术家也成为独立运动的一分子，提
高了人们对社会与政治状况的关 
注 ，藉流行宣传政治意识。 

在这样的环境下，徐锡勇成为了
一名艺术家与漫画家。生于 1938
年，徐锡勇对日据并没有太多记
忆，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不过成
长于 1940 年代一个贫困家庭之中
（徐锡勇没接受中学教育），意味
着他必须更快长大，年纪轻轻就得
经济独立。他在1950 年初就读了
几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开办的艺术
课程后，就投身广告工作，正职之
外还接手一些商业案子。

但徐锡勇并没有冷眼旁观生活周遭
的剧烈变化。他加入了赤道艺术研
究会 —— 一个社会现实主义艺术
团体。这个团体倡导艺术为社会服
务，而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
相信艺术与艺术家有社会责任去推
动改变并让社会进步。在当时，这
意味着他们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徐锡勇是作画
团队的一分子，画支持早期的人民
行动党（新加坡自 1959 年的执政
党）的海报与横幅。人民行动党掌
权后，赤道艺术研究会不再认同人
民行动党的政治方针，于是转向支
持 1960 年代的主要反对党社会主
义阵线，反对人民行动党。

在 1950 与 1960 年代创作漫画对
艺术家而言是一段令人激奋的时
光，他们创作不少作品影响公众对
社会主义阵线或人民行动党的看
法。这些作品见于各大报章如《海
峡时报》、《南洋商报》、《星洲
日报》（《南》与《星》在 1983年
合并为《联合早报》），以及当时
报摊上其他的日报与杂志。但这个
情形随着政府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并开始传达“非正即反”的政治讯
息后开始改变。新加坡在1959 年
获得自治，并在 1965 年独立（在
1963 年与马来西亚合并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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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到 1980 年代被视为建国时
期，出版业也被要求参与建立社会
共识并维护社会结构，与西方出
版业所扮演的“第四权”（fourth 
estate）的角色有所不同。

自 1961 年开始（人民行动党成员
分裂，一些成员建立社会主义阵线
那年），政治漫画便不再出现在 
《海峡时报》上。虽然在其他报章
上还会有政治漫画，但政治人物画
像却越来越少，因其被视作对国会
议员与部长大不敬。漫画于是开始
趋向社会评论，而非针对特定政策
或政治人物。

这幅由许振第创作的漫画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这幅漫画在 1968 年
圣诞节的两天后，刊登在《南洋商
报》上。画中有一名圣诞老人将一
台全新的电风扇拿给一个住在公寓
的工人阶级家庭（从他们的着装可
以看出）。风扇的扇叶呈现 6 与 
9 的形状——根据你怎么看，巧妙
地象征了几天后的 1969年新年。
但是，画里的家庭却看似拒绝了这
份礼物。他们拒绝的原因就显示在
漫画中间的电表上。将电表放在画
的中央，我们的眼睛自然会专注在
它身上——也是该漫画的焦点。这

暗示了这个大家庭太穷，无法负荷
收下电风扇后上升的电费。另外，
电表下有一名小孩痛苦地咳嗽，是
否暗喻这个家庭穷到连医生到看不
起？一个全新的电风扇对他们而言
是个奢侈品。许振第的漫画是一个
聪明又精妙的时评，捕捉了 1960 
年代末期蓝领阶级的社会写照。尤
其是英国在 1968 年宣布撤走海军
基地，影响了上千名新加坡工人。
没有画入政治人物，也没有批评政
府政策，这便是当时漫画家小心游
走的界限。

那些忽视政府对政治漫画容忍度
发生改变的人，也因此付出了代
价。1971 年，《新加坡先驱报》

（Singapore Herald）因在新闻
报道混合社会政治评论，而杠上了
新加坡政府。它报导了一些敏感课
题，如国民服役和社会的贫穷人
群，让政府难堪。两者的纷争接着
公开化，《先驱报》发表了蔡兴顺
着笔的一幅著名漫画，印上头版。
漫画的内容是时任总理李光耀驾着
一辆坦克，冲向一名无助的婴儿，
后者象征的即是《先驱报》。一个
星期后，这份报章遭勒令停业。
于是，漫画家不是画不具威胁性的
风趣漫画，就是画有关国际政治
的漫画，本地课题是不能碰的禁
忌。徐锡勇在 1979 年受邀为《南
洋商报》作画时即是这样做的。身
处于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的

※
新加坡的漫
画史一直以
来都离不开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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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艺术家深知政治风向已转
变。1970年代，华文报高层、记
者与戏剧工作者如郭宝崑都因故遭
拘捕。徐锡勇只单纯画有关其他国
家的政治或国际课题的政治漫画。

徐锡勇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
的。1980 年代初期，出版环境管
制加强，新加坡的报业进一步整
合。1982 年，一位名为纳丹的高
级公务人员，被指派为《海峡时
报》的执行总裁（纳丹过后也成了
新加坡总统）。1983 年，《南洋商
报》与《星洲日报》合并成为 
《联合早报》。1984 年，新加坡报
业控股成立，管理《海峡时报》与
《联合早报》。徐锡勇只在1979年
画了一年的漫画。1990 年代初，
他离开广告界并停止接手商业案
子，成为一名全职艺术家。
徐锡勇作为艺术家与漫画家的一生
反映了政治评论与漫画在新加坡的
断层。当《海峡时报》在1961 年
开始停止刊登本地政治漫画多年
时，新加坡的政治漫画就出现了明
显的分裂。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问，
我们新加坡有什么政治漫画？——
这正是症结所在。在 1950 年代，
甚至更早，新加坡的政治漫画圈相
当活跃，不少漫画家都赌上性命画

反日的漫画，这是艺术为社会服务
的丰厚传统。1950 年代，由于英
国正为新加坡准备脱殖民，本地政
治漫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大学内
（如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
与报章上的政治评论都被允许，这
是受英语教育精英的政治教育的一
部分，为了让他们能从英国人手上
接下领导棒子。这让我想起已故剧
场大师郭宝崑在电力站——由他本
人在 1990 年创立的本地首间独立
当代艺术中心——一场论坛上曾说
过的一句话。他引用了鲁迅的话：
艺术家与政治家在革命时合作，但
一旦战争结束，两者将分道扬镳。

将徐锡勇的故事与政治漫画的故
事在这里作结尾是合适的，因为
到了 1980 年代，新加坡开始进入
漫画书的时代。1983 年，Roger 
Wong辞掉商场高级主管的工
作，画了本地第一本超级英雄漫
画书Pluto Man。这本漫画只发
行了两册。1986年，由新加坡
警察部队赞助出版的 Captain V
表现就好一些，共发行了三册，
故事由本地一名前辈流行乐歌手
Siva Choy 创作。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是新加坡漫画书一段百
花争鸣的时期。1989 年，新加坡

时报出版社（Times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出版了第一本短篇
图像小说（graphic novel ）
——Unfortunate Lives: Urban 
Stories, Uncertain Tales，作者
是邱金海（现为本地知名电影导
演）。1990 年，刘夏宗、James 
Suresh 和林尤正创作的《怕输先
生》（Mr Kiasu）一举创下商业奇
迹。本地摇滚音乐杂志 BigO 也为
邱金海、刘夏宗和其他崛起的漫
画人才出版漫画书。《海峡时报星
期刊 》 （The Sunday Times）与
《新报》（The New Paper）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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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ith in Frankie（2004）和为 
Minx 画  Re-Gifters（2007）。

刘敬贤并非靠着为新加坡市场画漫
画维生。他主要是为美国漫画公司
如 SLG、Image 和 First Second
创作，同时售卖自己的画作。不
过他近期开始接手越来越多以新
加坡为主的案子。他刚完成了一
部描述新加坡艺术史先驱人物张
荔英的作品。他的下一本书将会
是由 Epigram 出版的 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预计
在 2014 年发行。

为了这项出版企划，我介绍了徐锡
勇给他认识。刘敬贤想了解更多关
于 1950、1960 年代漫画的事情。
其实从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应该已
经知道他与徐锡勇之间的差异。徐
锡勇属于早前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
世代。那个时代早已远去。那些在
1990  年后开始在新加坡创作漫画
的艺术家当中，少有处理政治题材
或作社评的人。刘敬贤在为《新
报》画 Frankie and Poo 时，也
曾尝试注入一些政治元素。但自
2000 年转向专业发展后，他就 
“脱离”了新加坡——从 2009 年
的 Wonderland，到奥斯丁 

始连载 Chan Man Loon、Kelvin 
Chan 和吴荣平等人的连环漫画。

1990 年代中期，正当《怕输先
生》红遍大街小巷的同时，一名来
自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求学的年轻
漫画家刘敬贤开始他的漫画生涯。
当时的他正为新加坡一些报刊创作
嘲讽性的连环画。《怕输先生》的
作者与刘敬贤的一个共通点是：他
们证明了在新加坡从事漫画业是
有商机的。刘敬贤如今的成就更
是证明了这一点——他现在为美
国 DC 漫画与漫威漫画（Marvel 
Comics）创作，过上了不错的 
生活。

2010 年，刘敬贤获得新加坡国家
艺术理事会颁发的青年艺术奖，他
是本地首位受此殊荣的漫画家。这
标示了漫画作为一项艺术已被新
加坡认可。刘敬贤先是在出国留
学前为《新报》画每日连载漫画
Frankie and Poo。回新工作几年
后，他前往美国修读艺术，并在参
与了圣地亚哥国际动漫展，让个人
履历如虎添翼后，成功打入打入美
国的主流漫画市场。他曾为漫威漫
画改编  Sense and Sensibility 
（ 2011）， 也分别为 Vertigo 画 

CT Lim撰写、编辑并研究东南亚
的漫画。他也书写新加坡的学运。

翻译/张承尧

Sense and Sensibility 的文学领
域，以及2011 年 Malinky Robot 
的科幻小说世界。但这似乎也在改
变，尤其在刘敬贤的短篇创作中。

2008 年，刘敬贤画了 Mike 
Carey 撰写的一部思考殖民主义
所带来的影响的作品。这种对权
威与主导叙事的质疑一直延续到
刘敬贤的另一部创作 The Hunt for 
Mas Selamat，收录在他与我于
2010 年主编的东南亚漫画期刊
Liquid City 第二册里。作品精妙
地挑战了官方对马士沙拉末事件的
说法。他玩味地在同一部漫画中，
采用漫画史上不同的画风，处理不
同的分境，运用画风的转变向读者
暗示官方在说法上的游移。这种将
矛盾与不协调的图像拼凑起来的做
法，将事物陌生化，从中瓦解当
前的社会与政治现实。 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 将会
是这些实验性做法的集结，重点瞄
准了 1950 与 1960 年代的政治人
物。但我不能透露太多，你在看了
刘敬贤画作里的政治人物肖像就能
领路一二。

1998 年，在新加坡美术馆的一场
论坛上，郭宝崑提出这个问题：我

们凭什么开其他国家政治人物的玩
笑，却连自己的玩笑都开不起？16 
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成立，
我们仍然会因为画漫画惹上麻
烦，就如周平易（Leslie Chew）
在脸书上的漫画。在我国的政治
空间之内，这个媒介依然是异议
（discord）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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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2。 國家暴力是

要譴責的。然而（還是必須然而），這個暴力

歸根究底並非來自肉身個人，而是源自民族國

家體制。換句話說，不論是資本主義政權或是

社會主義政權，當面對這樣的挑戰，暴力或非

暴力，反應大致如此。相對於台灣知識圈所向

來崇奉的歐美日，就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暴力

而言，台灣的國家暴力客觀地說還是最「文明的」， 

或最「軟弱的」── 這應是無爭議的。如果藉此機

會讓對暴力的訴苦譴責能夠上升到「民族國家與暴

力」的論述高度，那或許應該是更有意義。

但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

升，恰恰是這次「太陽花

學運」的一個顯著特徵，

無言且客觀地反映在運

動訴求的朝夕變騰。

原因至少可以從兩方

面探索。首先，這是

在「歷史終結」或「意識型態終

結」的當代社會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發生

在諸多第三世界前威權國家的「顏色革命」，

就都是嚴重缺乏論述的。其次，若從在地歷史

來看，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陽花，也有一個

缺乏論述的祖孫系譜。在常識中，反威權爭自

由，一如反惡霸強梁，固然「不需要」論述，

但在台灣這些年來的主流論述裡，特別是在與

中國大陸在進行志得意滿的對照時，台灣不早

就不是威權體制了嗎？那麼，為何運動一起，

還是得繼續沉浸在這種論述缺乏的狀態中呢？

這個運動裡的某一側翼，雖然位居邊緣而且有

其一定的進步性，但如果只靠舉著一個不分疏

的「反新自由主義」旗幟發聲或發願，也一樣

反映了論述的缺乏，但這一翼可

以另外討論。

論述的缺乏，其實弔

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

能繼續的「動力」之

一。因為運動所依賴

的更是某種「我群」

的情緒，而非現實的 分析──這只要想到

「懶人包」就思過半了。老實說，如果運動是

建立在冷酷的現實主義基礎上分析的話，馬英

九政權的思維模式──經濟與政治二分，經濟

上利用中國崛起尋找台灣發展機會，政治上繼

續親美親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

運動的敵人呢？除非運動堅稱台灣必須在政治

與經濟與所有其他議題上，都要與「中國」完

全切割；他們做他們的「支那人」，我們做我

們的「台灣人」。設若並非如此，那麼運動的

論述是什麼呢？如何看待台灣依存於貿易的現

實？如何立足於東亞地緣政治？如何追求兩岸

和平？如何凝和分裂社會？……。這些問題所

需要的不是情感或是「確信」，而是「責任倫

理」。

不客氣地說，情感與確信，固然讓持有者因他

者邪惡而自我感覺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

自我感覺恰恰是指向一個更悲慘的地獄之境呢？

2 編按：“發生在24

日凌晨的事件”是指

台灣2014年3月24日凌

晨，警方強制驅離佔

領行政院示威群眾的

事件。

1 編按：本文刪減版刊於2014年3月26日《中國時報》，完整版同日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臉書上。我們徵得作者同意，在此轉載完整版。

文／趙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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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不可知。退一步而言，運動話語或懶人包所指出的

那些未來如何如何恐懼，是否是讓已經不待未來，而在

過去這二十年來已經存在並步步加深的各種社會問題，

找到一種懸置或麻木的方式呢？在這種感覺結構裡，最

可怕的是台灣年輕人將來要向大陸人租房子，而非現在

早已買不起、早已只能租房住，而且薪水也早就不夠

了。

但這當然並非僅是學生的責任，嚴格說來也更非學生

的問題，而是老師的問題，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問題，

是台灣的道德肌理問題。長期以來，台灣的知識

界，尤其是社會科學界，更尤其是社會學界，已經

成了政治正確的「學界」。在學生以及廣大公眾

需要它提供論述時，它曠職缺守；但在學生

情大於理，憤而上街之時，站出來不害羞地

高調支持，甚至還街頭授課的，也是它。

如果在教室裡提不出論述，移到街頭也不

能解決問題，只多了一點表演。包括我

自己在內的「社會學教授」並不是「解

決」的一部份，而是「問題」的一部

份。學生要上街頭，不需要你教授運

用特權不計曠課，因為運動參與者本

就應該要為他的行動付出他自己的

代價。學生要罷課，你教授不是要

便宜地支持學生罷課，你更應該要付出你

自己的代價，你要罷教──假如這已經是一個「社

會運動」的話，如某些教授所言。大家都不要為自

己的政治選擇付出代價，那誰要付呢？長期以來，

從政的知識分子翻攪了一通，下了台，就是「回學

校教書」！但話說回來，學生也要為自己的行動在

歷史中負責。學運參與者對於充斥於運動空間中的

種族主義或準法西斯語言，有沒有試著提出自我

批判呢？如果放任種族主義的歧視話語飆漲，而

整天猶自滿於「多元」、「異質」或是「公民社

會」，我們這個社會是否也太偽善了呢？

這場學運將要把台灣引向何方，沒人知道。但它

的源流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清楚的。它是台灣社會

一直沒有解決日本殖民、國共內戰、白色恐怖、

兩岸分斷，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徑這些歷史遺留

的週期展現。如果大家認為現今的「民主化」出

問題了，那是對的，但問題不在於找出一個具體

的人當代罪羔羊，而應該要認識到我們的民主化

路徑出了某些問題。這個路徑把論述僅僅聚焦在

「反威權」與「出頭天」，從而抄了一條「我群

vs.他群」的短路，而這個短路造成了認同政治乃

至族類主義乃至類法西斯主義的暴漲，從而使

得任何關於全局、關於未來的論證都高度被壓

制。但是，沒有全局怎麼謀一隅？沒有千秋怎麼

爭一時？現在「雞回到窩了」，我們自作就得自

受。

既然族類主義（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

及反中、反華，其實是這個運動的核心「底

氣」，而「服貿」其實在某個意義上僅是一

個暗喻──畢竟有誰會關心台紐、台新、

乃至 TPP的自由貿易協定？──那麼，

就現實的氛圍而言，解決當今問題的唯

一途徑，就是國民黨該下台，換民進黨

「當家」了。到那時，也許島嶼上的人才能真

正清明地面對自身的慾望與感情，以及──所願意付

出的代價，這才是真正的政治的開始。而那時，我猜

这场学运将要把
台湾引向何方，

没人知道。但它的源流相对来
说还是比较清楚

的。它是台湾社
会一直没有解决

日本殖民、国共
内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

以及特定的民主
化路径这些历史

遗留的周期展现。

但这当然并非

仅是学生的责

任，严格说来

也更非学生的

问题，而是老

师的问题，是

台湾知识分子

的问题，是台

湾的道德肌理

问题。



想，我們的激昂的社會學界恐怕將又將繼

李登輝執政後的長期潛伏而再度潛伏了。

台灣的社會學最需要的，是關於它

自己的社會學。但誰

又在乎呢？

這恐怕是台灣的宿命。但是，宿命也者並

非知識分子所當言。作為知識分子，學生

們，尤其是老師們，是否應該要面對我們

自己無法脫卸的職責：為這個島嶼的前途

提供思想論述──而這個思想工作與街頭

行動本就不應相互排斥。國家機器有禁

區，但思想應無禁區。24日所發生的國家

機器暴力事件，或許能讓我們重新思考民

族國家這整個體制，及其作為知識、道德

與政治範式的更深刻問題，而這個問題的

深入思考是無法繞過區域與歷史。最終而

言，思想上的獨立自主才是任何形式獨立

自主的前提。

趙剛，東海大學社會

系教授。

公开征稿

调换脑海
里的频道
邬秀丽作为知识分子，学生们，

尤其是老师们，是否应该

要面对我们自己无法脱卸

的职责：为这个岛屿的前

途提供思想论述——而

这个思想工作与街头行

动本就不应相互排斥。

国家机器有禁区，但思

想应无禁区。



几乎是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思维都处在一种龃龉的状态，在几件不同的事之间反
反复复。说好了“不”，在弹指间却又改为“是”；决定了黑衣，却又毫不犹豫
地换成白衫；有时，我们甚至必须同时衡量好几个不同选择。我想，人的意识总
处于极度的混乱。我们很多时候都像似在一种“中阴”的状态中，总需面对那些
不停闯入我们意识的纷争。然而，我对人体的坚强和韧性感到惊讶，它每时每刻
都在承受这些混乱，外表看来却又显得如此和谐。

为了试图观察我们这种“意识里的不和谐”，我坐下思考，在电脑频幕上一片白
色的 MS Word 文件前，看看脑袋里会出现什么。白色的屏幕有了变化，我发觉
自己的脑袋像一台电视机般操作，我烦躁地在不同的频道之间转换，看看哪个频
道能够使我逗留得更久一些。意识在同一时间里拉出了几百万个穿梭在脑袋里的
念头：从现实到想像、过去到现在、既在此处同时也在他处。我是到了后来才发
现：也许在这种“意识里的不和谐”里，我们才能找到游走的自由，才能做梦，
并领悟到一切将我们分开的，同时也是把我们联系起来的。



080112 频道

我坐在119号门的等候区，等待搭上回
国的飞机。在我左边有个6岁小女生，
将自己夹在座椅的两个扶手之间，安
安稳稳地把身子挤进一张仅能勉强容
下一个成人屁股的椅子里。我不禁怀
疑，自己是否也曾那么的小，小得能
够钻进身边任何东西的夹缝里。这实
在是一个藏身的好办法啊。小女孩用
脚趾轻轻地，有节奏地敲着坚硬的桌
面，一种哄自己入眠的寻常方法。我
记得自己也曾经历过像她那般不安的
年龄。尽管如此，小女孩仍能够在这
种不安之中寻求在登机等候区里入睡
的惬意。

250613频道

我今天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在一尊
白色大理石的少女雕像前不禁伫
足。那是克吕提厄（Clytie）的半
身雕像，源于罗马帝国。在希腊神
话里头，克吕提厄—— 一位水泽仙
子—— 爱上了太阳神阿波罗。当
阿波罗离她而去，她变化成一棵向
日葵，望着太阳，天天由东至西地
转头。不晓得到了夜里，她便如何
呢。

200713频道

午后，我望着从树叶间倾泻的阳光，眼前的人们
正围着我绕圈跳舞。手牵着手。节庆呵—— 不同
来源的音乐美妙地交响着。

而我现在正坐在一张长椅上，Ville 的身边；他正
用电子吉他弹奏一曲“柠檬树”（"Lemon Tree"）
和“我射杀了警长”（"I Shot the Sheriff"）。感
觉简直就像置身于一部外语片之中。谁能料到 
“柠檬树”竟也能够将人联系起来？我想，音
乐总都能够将人联系在一起啊。在那个岛屿
上，Ville向我们诉说了许多关于生命的事，例如
狐狸如何总是表现得坦然可亲，但其实可能却是
偷走你遗留在沙发下的那片披萨的肇事者呢。

070112频道

我和父母一起在Coasta Coffee咖啡座坐着，我
细啜着一杯热巧克力，思维不断地跳跃：一时
在父亲的话语中逗留、一时转移到开学的焦虑
情绪、不时在推敲自己买了热巧克力到底是不
是正确的选择。我瞥了一眼父母买的那两杯拿
铁。我瞥了一眼自己的热巧克力。我现在后悔
自己买的不是一杯卡布奇诺。我真不想下个星
期回去上学。我本来以为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够
使我的心情好一些，但我现在真想喝一杯卡布
奇诺。而且我还是不想飞回学校上学。



180712频道

我正在意大利国营铁路（Trenitalia）上，一
辆带人往返意大利各省的火车。火车以时速
163公里的速度前行。这是很快的，恰如时间
驶过那般快。我在售票处接受车票检证时，
将那位票务给我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复述给售
票员。他说我应该当一名导游，我微笑，心
里却不赞同。佛罗伦萨好漂亮。那种漂亮能
够使你自在安然。我觉得我在那里做的唯一
最了不起的事，是爬上了圣母百花大教堂
（Duomo），因为那真像是一种成就。我爬
着圣母百花大教堂时，脑海里想的净是教堂
最顶端的壮丽风景。而我当然也没有失望。
付了十欧元、穿着裙子攀爬得那么幸苦，我
想应该是值得的。也许快乐就是需要付出
的；亦或者，所谓快乐，只不过是分散注意
力的方式，好让你能够继续努力下去？

151112频道

我回到了新加坡，身在星巴克咖啡座。坐在
我对面的是一男一女。我应该称他们为一对
儿吧。女人轻抚自己的大腿内侧，慢慢投入
男人的话语中。男人则渐渐漂游到自己的手
机里。她愈迫切地以关注的眼神尝试拴住
他，他就愈深地坠入自己手机的迷魂阵。
一、二、三…… 她也失去了多一丁点的希
望。我真想知道他眼里的忧伤和空虚究竟从
何而来。也许是因为无聊。但我希望不是，
因为，那样男人就有可能会把手机放下，把
头抬起，回应那女人在不断寻求的—— 安全
感。

230613频道

手机震动，收到了几条短讯。一条是他发来
的，说她不是自己的真命天女。另一个人则把
头给剃了，还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被背叛了。我
感觉这对我们大家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时代，而
我并不特别怀念过去的日子。我把手机放下，
出门去。

我们走入那片树林，在那里，芬兰士兵曾和俄
罗斯在冬天里交战。Outi 曾给了我们简略的指
示，告诉我们该如何从她的家走到这片树林。
途中，我们看见一个赤裸的男人做日光浴；一
位老妇人笑我，因为我像握着链索般握着Jun 
的头发。我们终于找到了回去Outi家的路，到
家时她已为我们买了牛油面包。根据她的说
法，这是芬兰家庭的传统。她将面包放进烘炉
弄热，以完美的热度呈给我们—— 面包热得能
够覆盖你的味觉，却不至于烫伤你的舌头。 
那一刻，有一种宁静的安详和自在。我想家。

180613频道

牛津广场—— 唐人街—— 科文特花园—— 拜伦

我们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餐桌上对坐着。他说，
假如我做一份自己从来不喜欢的高薪工作，并
用那份高薪来支付一座属于自己的豪宅，那么
我将永远不愿离开那座空荡荡的大宅。他进一
步挑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我还
未有机会回答时，他已自答：“生命应当像露
营。你可能没有一张好床可睡，但是你每一天
都期待跑出你的帐篷，因为你在外面做的事都
有趣极了。”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生
哲学。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居然开始想像居住
在林间的可能性，能够兴奋地起床，在高高的
橡树间穿梭，闻闻新鲜的大自然气息。然后我
发现自己不喜欢在大自然里如厕的不便，还有
我可能必须在土地里挖洞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