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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简介

八号功能有限公司是一家社会企业，由一群个人基于共同信念而发
起。这个信念是，那些曾经透过反思和公共讨论而对社会作出过贡献
的人，或有志于作出这种贡献的人，我们认为有必要促进他们宝贵的
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的经验，得到广泛认识和分享。

就如电脑键盘上的八号功能键（F8）能把电脑重新设定为“安
全”或基本的运作模式，以便诊断和排除故障，我们自称“八号功
能”，是希望能同时反映，社会力量的强大、社会公义的彰显和社会
生活有意义，需要什么基本的东西来达成，而民主的运作，对于达成
这些目标，又起着什么作用。

本公司经常举办座谈会、讲座、工作坊、讨论会、反思会，以期
批判性思维模式得以重新启动，赚钱至上的陈腐社会得以重现生机，
以及人性的基础——尊严和自由——得以被我们重新拥有。

狮爪逃生
新加坡政治流亡者思辨集

徐汉光编译

张素兰、刘月玲原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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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出版说明

本书英文版在去年出版后，立即由徐汉光统筹，组织人手
翻译。初译完成后，徐汉光和三位译者再进行反复讨论、
修饰，历时七个月，几经修改才定稿。

本书在内容上完全忠于原著。《拿奖学金的社运分
子》不是百分之百的翻译，有些字句由作者依据原文亲自
用中文重写，并於近篇末处，增添了一段，类比新加坡和
中国的流放政策。其他篇章在英文版中的一些疏漏、错误
之处，经作者审阅并同意，在中文版中有所订正。

可惜，《我如何走上流亡路》的作者邱甲祥已过世，
无法亲自审阅。另外，他好些典故引自《爱丽丝梦游仙
境》，没读过这本英国童话的读者，不容易明白这些典
故，我们加了译者注，希望能帮忙读者了解。他的四幅漫
画加了译者按，目的也是如此。

中文版对华族人名，力求复原，并经当事人核实。如
未能联系到当事人或当事人不在世，则多方打听、查证，
力求准确。外族人名也尽可能依据事发时当地报章的中
译。中文版特地增编《人名索引及中英对照表》，方便读
者查阅。有关的事件、机构名称、地名等则依据当地当时
报章或官方的译法。

中文版由徐汉光统筹编译，其他三位译者分译各篇，
最后由徐汉光统校。他们几位的翻译严谨、认真，遣词用
字都经过反复推敲。为了译本的完美，他们付出极大的精
力和时间，我们由衷表示感谢。

尽管译者、校者与其他诸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眼
下这个译本难免还会有不少的错误与不当之处，恳请读者
批评指正，以便日后再版时修订。

8号功能有限公司编辑部

201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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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集子中叙述的事，可能把我们经由经济增长造
就出来的美好假象撕裂，让我们当中的一些
人，不得不正视这假象后面的丑恶现实；特别

是那些对新加坡1970年代与1980年代政治氛围毫无概念
的人。至于对我们当中那些经历过上述两个十年的人，它
则会勾起我们的回忆，脑海中浮现曾经“遭遇”内部安全
局“修理”的亲友们的身影。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公民，
是否质疑过政府对那些被拘留者所作的指控？我们曾否为
了帮助那些被捕或逃亡的人，做过任何事情？难道因为国
家显得那么强大有力，媒体显得那么言之有理，我们就屈
服，听任无法自卫的个人，遭受这种铺天盖地的攻击？也
或许我们只是感到无助，为了自我保护，我们只好选择置
身度外？

序

流亡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超乎法理之外的迫害

发疯的情治机关

凶残、放纵的怒火

《流亡》，陈仁贵*

* 《我们的思想不受桎梏：关于囚禁与流亡的诗文》，陈仁贵、张
素兰、许赓猷编。时代精神书屋（Ethos Books）出版，2009年。

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执政以来，即毫不手软地使
用内部安全法令，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波又一波的逮捕与
未经审讯的扣留，使新加坡失去了一批有天分有献身精神
的理想主义者；要不是内安法截去了这些人有用生命的大
部分，他们本来可以为我们国家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
1963年2月2日臭名昭著的“冷藏行动”，超过一百二十名
社会主义阵线、工会、学生领袖被逮捕并投入监牢。在整
个1960年代，持续推进的清洗行动，把所有形式的反对力
量，以及中英文大学的学生运动扫除一空。

国家倡议的“去政治化”运动既深且广，以至进入
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成了个只有行政管理的国度，政治
活动陷入了低潮。何元泰说：“⋯⋯南大学生会已无往日
学运的活跃景象。南大学生会在六十年代中之前，曾踊跃
参与捍卫华文教育、反对殖民主义运动，曾经针对有关建
国的政治远景的课题进行过激烈辩论。”

尽管1970年代的新加坡是那么政治活动稀缺，表面显
得那么平静，邱甲祥留意到副总理张志贤这样的陈述：

“2011年10月中，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披露，单只
1970年代就有超过八百名这类被逮捕的人，最
后正式发出的拘留令有两百三十五份。数十年下
来，为数应有数千。” 

这些被逮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又是为了什
么被逮捕？

在何元泰尝试恢复南洋大学学生会传统的时候，新加
坡大学学生会会长陈华彪，已经深深卷进了当时及现在仍
困扰着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1970年代经济衰退，全
世界工人处境艰苦，新加坡也不能幸免。裕廊工业区厂房
关闭或放缓生产，导致失业率上升。新大学生会整个领导
层投入了裁员问题的研究，并为了被裁退的工人同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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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展开谈判。学生会设立了裁员调查中心 (Retrenchment 
Research Centre)。工人只获得极少甚至完全没有任何裁员
赔偿，而且一收到裁员通知即被仓促裁退的不公平情况，
激怒了学生。学生们暂时搁置学业，积极帮助被裁退的工
人，鼓励工人向他们所属的官方核准工会寻求援助。然
而，年轻的理想主义到底抵挡不住国家机器的全副力量。
最终，二十三岁的学生领袖陈华彪和两名工人，以在工会
会所内暴动的捏造罪名被捕，然后被监禁。

陈华彪和美国游艇厂(American Marine)两名工人受到
的审判，反映了司法制度的偏袒不公，并导致学生会被对
付。在陈华彪被关进牢里的同时，非新加坡国籍的学生领
袖被驱逐出境，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警方在新加
坡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展开搜捕，领取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
会奖学金的香港学生徐汉光被迫躲藏。他没有被捕，内政
部却一开始就向世界公告，他已经和另外五名非新加坡国
籍的学生一起被驱逐出境，暴露了政客和秘密警察之间严
重的沟通问题。

陈华彪反映大学当局的强硬姿态：

“当时新大的校长是杜进才博士，执政的人民行
动党的主席。1973—74年学生运动转向激烈，就
在他任期内发生。在镇压学生运动，最终把大学
非政治化的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华彪担心将在内安法下被捕，被迫离开了新加坡。

南大和华文教育的命运，在1960—70年代是个备受关
注的课题。在野党人士和新闻工作者，特别是那些维护使
用华文和反对关闭南大的人，无不面对暴烈的攻击。何元
泰，1976年大选工人党候选人，因为说出“华校生的困境
及源于不公平的政府政策造成的社会问题”在遭受内部安
全局无穷无尽的骚扰后，只得逃离新加坡。他被自己可能

被捕然后被迫上国家电视“自白”的情景吓坏了，于是从
新加坡逃到英国。

1970年代初期，《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两家
华文日报的编辑与记者，成为国家恐吓的目标，一些人遭
受逮捕。英文日报《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和
杂志《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新
闻工作者，也没有逃过厄运。1977年2月，内部安全局扩
大“猎巫行动”的范围，英文教育源流出身的人也不得幸
免。一小群专业人员发动拯救《新加坡先驱报》（敢于批
评政府的唯一英文日报）的运动，同时呼吁释放自1960年
代即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的人士。这些人里头，至少
四十人被逮捕，然后被迫在国家电视上“自白”。他们被
贴上“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称号。

大规模的逮捕和“自白”，促使刚结婚两周的邱甲祥
决定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政权凶残与冷酷的行为，没有
因为邱甲祥的离开而停止。抓不到邱甲祥，一队内安局的
官员闯进新加坡中央医院，抓了他的妻子洪瑞钗医生。即
使当时她正在为病人动手术，他们还是强行逮捕了她。邱
甲祥遗憾地在流亡中去世，再没有回返家园的机会。他本
来是可以回来的，只要他愿意

“……‘诬赖’朋友和同事，确保你丧失所有的
尊严和道德立场，再也不敢正视朋友和同事的眼
睛。即使把你放出去，在外面你会觉得比在里面
更加孤独。就这么让你自生自灭。一个背信弃义
的人谁还信你，谁还愿意帮你？” 

十年后，内部安全局在1987年5月开展另外一个“保
安”清洗行动。这一次，二十二名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
与学生在“马克思主义阴谋集团”罪名下被逮捕。在二十
二名被扣者当中，有一名律师陈凤霞。她被囚禁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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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她的许多前被扣者朋友一样，她被政府官员无休止
地对“马克思主义阴谋集团”作出的指控与谴责激怒了，
成为1988年4月联合声明的一名签署人。联合声明驳斥了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阴谋集团”存在的官方说法，确认了
被扣者受到虐待的事实。1988年4月19日，联合声明在报
章发表后的第二天，除了陈凤霞，所有在声明上签名的人
都被重新逮捕。她当时和丈夫在英国，才得以逃过被重新
逮捕的命运。当其他八名签名者都被关进牢的时候，她再
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因此在欧洲发起了系列运动，要求释
放所有内安法下的被扣者。过了约两年，她所有的朋友终
于都获得释放，而她仍然不能回来。她目前仍在流亡。

每当国家采用不合理的手段对付学生，驱逐他们或迫
使他们逃亡，不给予他们辩护的权利的时候；每当在国会
里自由发言的特权，被用来诬蔑流亡者，不是一次而是一
再诬蔑的时候；每当立法的权力，被用在制定可以剥夺新
加坡人的公民权这种违反国际惯例的法规的时候。每当上
述这类事情发生一次，我们国家的光明就暗淡一回。洪瑞
钗，邱甲祥，陈华彪，徐汉光，陈凤霞和何元泰之所以被
对付，只是因为他们的理想主义干扰和抵消了官方叙事的
欺瞒与麻醉作用。除了徐汉光，其他人都被从自己的国门
驱逐出去，无非由于他们的活动揭露了一个新生国家，在
仓促追逐经济增长过程中迷失了方向的有害弊端。

在这个集子中，六名作者各自讲述了他们如何好不容
易从搜捕中逃脱的故事，他们过去与现在的生活状况。坦
白，幽默，伤感，但总是对新加坡以及世界的发展，带着
乐观，带着希望。

马来西亚已经废除了内部安全法令，而我们的国家
领袖过去也曾不断反复向我们保证，只要马来西亚废除内
安法，他们也会考虑。因此，我们希望这个大半个世纪以
来使我们国家的好人受尽折磨的恶法，也会被撤销。时至

今日，也该是我们的政府对施加于洪瑞钗，邱甲祥，陈华
彪，徐汉光，陈凤霞和何元泰的不公平对待，进行检讨的
时候了。还有许多其他至今仍不被允许回返自己出生祖国
的人，也应该得到公平的交代。邱甲祥在任何这类检讨开
始前去世，是叫人感到沉痛的事。但无论如何，纠正对他
和对许多其他人犯下的过错，则为时未晚。我们作为第一
世界国家，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问心无愧地大步迈
向未来。

张素兰

刘月玲

2012年5月



54 狮爪逃生 新加坡政治流亡者思辨集 55

“不法分子＂

是怎样炼成的

陈华彪

陈华彪，前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会长。1975年，经
过四十七天马拉松式的审讯后，就被囚禁。他被
判一年的刑期，原订服刑八个月，一从女皇镇监
狱释放就要被征召入伍。国民服役征召事件遭到
了学生们的批评，认为这是迫害陈华彪的延续。
学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允许他出狱后先回家探
望家人。军部终于让步，把他入伍的日期推迟了
三天，这样，他有了机会考虑前面的道路该怎么
走。陈华彪最终进了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
(Balliol, Oxford University)修读法律。现居伦敦，
是一位资深的执业律师。

牢门大锁打开的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身体的
生物钟告诉我，还不到该起床的时刻。高悬在
天花板的灯忽然亮了，霎那间我什么也看不

到。有人竟然如此莽撞，打扰我的清梦。但我能抱怨什么
呢，毕竟，我是被政府强邀到女皇镇监狱来的客人。

这个早晨，和我作为政府的特殊客人在这里度过的八
个月里的任何一个早晨都不一样。这是1975年10月24日，
是我获释的早晨。我当然期待着走出监狱大门。我偷偷瞥

了下靠近天花板的铁花窗口，确定自己认为太阳还未升起
的感觉没错。我顿时觉察这事不对劲，判刑的囚犯是要在
在早上八点钟换班后才会获释的。作为我那幢牢房的书
记，我知道释放囚犯的惯例。这样早就来打扰，是前所未
有的事，令人忐忑不安。

我奉命跟随着看守。任何询问和抗议都毫无意义，这
些看守都经过训练，对上头惟命是从，什么都不多问。我
心里胡思乱想，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刻将我提出牢房？难
道是要将我这个刑事犯升格为正式的政治犯，不经法庭审
理就将我无限期囚禁吗？

1975年10月24日的那个早晨，距离经过四十七天马
拉松式的审讯之后我被判有罪的那个早晨，刚好整整八
个月。1 开审的时候，我是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会长。我和
美国游艇厂(American Marine)两名工友被指控在由政府控
制，位于裕廊的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PIEU)会所内制造骚

乱。我，还有那两名工友，方华龙和叶金凤，一直坚持自
己是清白的。2 我们表明，所谓的“骚乱”，是新加坡全
国职工总会(NTUC)主席兼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的秘书长彭
由国一手策划来陷害我们的阴谋。

看守把我领进狱长室。狱长显然具备坐上这位置的
先天条件：高大、魁梧、外表冷酷。我还是很想知道到底
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等待着我。狱长的表情不像是邀
请我和他一起吃告别早餐。我快速地扫了一眼办公室，没
见到便衣警察，松了口气，这就意味着不经审理就羁押我
的可能性很小。只是在这个时候来提人，还是有些匪夷所
思，因为通常是在早晨八点钟才释放囚犯的。

早在释放我之前，政府就已经谋划好我出狱后要如
何处置我。计划之一是将我从大学驱逐出去，这样等于将
我从组织上的大本营拔掉。依据条例，大学当局大可以以
我被判入狱为藉口来开除我。校方之所以自我克制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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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是因为和这起声名狼藉的诬陷事件牵连起来会使大学
冒着声誉扫地的风险。我因这起举国瞩目的诉讼案成了名
人，如果利用此事为藉口开除我，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
的。因此，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女皇镇监狱来了一位
不速之客，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建筑学院院长前来造
访，我真是荣幸之至，但是我知道他的来访，绝对不是给
我这个新大淑女山校园（Ladyhill Campus，新大建筑学院
院址）的迷途羔羊带来安慰和关怀。狱方在半开放式的庭
院安放了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我被带到他面前，略作寒
暄之后，他宣布了他此行的目的。

“这是试卷，我来这里监考。”

“考试？什么考试？”我惊讶地问。我毫不含糊地
告诉他，虽然我不想为难他办事，但我也不会去参加一个
事先既没有通知，也就无从准备，那必然是不及格的考
试，去为大学提供开除我的藉口。我拒绝接受那个密封的
信件，里边装的就是他说的所谓的试卷。我在新大的命运
从此被贴上了封条，我的建筑学的学术道路也就走到了尽
头。3 当时新大的校长是杜进才博士，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的主席。1973–1974年学生运动转向激烈，就在他任期内
发生。在镇压学生运动，最终把大学非政治化的过程中，
他发挥了重要作用。4

政府逼我离开大学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得手了，下一
步的行动就是遏制我的自由，因为他们认为一旦放虎归
山，我仍然会在新加坡兴风作浪。由于迫害和监禁并没有
挫败我追求改变新加坡政治面貌的斗志，当局担心我会继
续成为他们政治上的包袱。强制的国民服役，于是成了为
满足国家政治目的可以随便耍弄的工具。因此，虽然我还
在狱中，军方已经派了军官来做体检和办理登记手续，只
为一个人就费那么大的劲。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获得如此的
厚遇，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因为在我坐牢的八个月

中，从来没见过其他囚犯有过类似的参军程序。我一获
释，马上就得征召入伍。要是征召能按计划实行，部队的
军官就会将我从监狱接走，直接载到军营。幸好同学们努
力争取，发动请愿，政府终于让步，给我三天的宽限时
间，要我在10月27日（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到部队报到。

“你现在被释放了。”狱长宣布说。在正常的情况
下，无论哪个时辰，任何囚犯只要是听到了即将被释放出
狱的消息，都会欢欣雀跃。然而我不是一般的囚犯，对于
政府不按牌理出牌，我已经有了异常丰富的经验，这些经
验使我每一次遇到不寻常的变化都会加倍警惕。外面天色
还很暗；还未到常规的放人时间，我是不会踏出监狱大门
的。

“我是不会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合理时刻离开
监狱的。”我本能地提出抗议。我努力寻找一个适当和合
乎逻辑的理由来反对，以免好像我在寻衅。自由就在监狱
大门的另一边。但牢外一片昏暗，天色昏暗，人间也昏
暗。我身陷囹圄中之囹圄。在女皇镇监狱高墙内，我对监
狱里的条规了如指掌。狱长或看守能做的，大体上还是在
他们的职权范围的事。当然在狱中越权和滥权的事也层出
不穷，但在一般的情况下，你大致知道他们可以怎么对付
你，不可以怎么对付你，何时用餐，何时返回牢房，何时
锻炼身体，何时可以出狱，你都心中有数。监狱和关押政
治犯的拘留中心不同。那种拘留中心，扣留者的存在连公
众都不知道，拘留中心的制度全无监督可言。在那里，施
行违反国际法的种种酷刑也不会受罚。他们对政治犯进行
心理虐待是司空见惯的，其目的是要摧毁他们的尊严、信
心和人格。如果新加坡内部安全局的太保打算把我“升
级”到这样的拘留中心去的话，我宁可这一切都在女皇镇
监狱里按照正常程序办理，这样至少我的拘留还会记录在
案，有人负责。在缺乏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提早释放



58 狮爪逃生 新加坡政治流亡者思辨集 59

我，我担心只要踏出监狱大门，内部安全局的太保就会在
昏暗中将我掳走。

在女皇镇监狱的日子里，我和看守们一直相处得很
好。对我的那次审判，由于新加坡的媒体进行了前所未有
的广泛而全方位的报道，监狱的看守们无不同情我。他们
都看得出，学生运动不过是讲出他们心中的话，不过是挑
战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霸道和为所欲为。在看守们心目
中，无不认为我只是一个政治犯，尽管我被套上了刑事犯
的囚衣。那个编导“暴动”来陷害两个工友和我的罪魁祸
首，正是那个执政党钦定的工会头目彭由国。他主要的任
务是监控在新的裕廊工业区的工人。这个贪腐的工运头
目、流氓恶棍彭由国，在1979年因私吞工人的资金而下
台。早在他下台之前，新加坡各方面的人，包括狱警，都
知道彭由国是出了名的非置对手于死地不可的那种人。
《人非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 5 的作者詹姆士·民秦，
采访了几个与全国职工总会和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有关的
人士，他们都说“对陈华彪的指控是诬陷，这是众所周知
的事。”

有一回，一个看守告诉我，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把我
当作“宝贝”，在我逗留期间，千万不要发生什么节外生
枝的事情。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案件太引人注目的缘故。我
被指派当我那幢牢房的书记，常有机会与看守沟通，从而
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这份差事有特权，就是在全体囚
徒都深锁牢房的时候，我可以享受淋浴，还可以和看守们
及那个胖墩墩的监狱厨子（一个犯了点愚蠢过错，但性格
开朗的小伙子）一起享用特别烹调的晚餐。我们的厨子总是
确保有足够的食材，在晚上可以做出一顿美味的晚餐。正是
基于与监狱当局建立了这种相互尊重的特殊关系的缘故，使
我在那个不按常规释放我出狱的早晨，尽量避免对狱长采取
敌对的态度，我明白他只是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

我对狱长解释说，通常释放人的时间应该是在早晨八
点钟之后，提前释放可能使我冒着被控策划越狱的危险。
我还说，天色这么黑，而我的家人又还没接到通知，这时
候释放我，我会有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绑架的风险。我拒
绝乘坐狱方为我提供的德士回家。令我惊讶的是，狱长竟
然愿意退让，责成一名狱官开车送我回家。这一安排提供
了足够的保证，我不再拖延，走出了监狱大门。我坐上车
子，归心似箭，甚至没有回头好好地瞧一瞧女皇镇监狱的
外貌。绝不往后看。

车子在路上飞驰，一路顺畅，直奔如切。尽管我离开
这外头世界只有短短八个月，感觉却好像是一名旅客来到
一片新天地。在女皇镇监狱，满眼尽是灰色的混凝土高墙
和牢房，看到的不是囚犯们划一的白色囚服，就是狱警们
蓝灰色的制服，还有色调单一的白炽灯和荧光灯。绝无音
乐之声，只有响亮的警笛，以及狱警们要你服从、使你恐
惧的叱喝声。但眼前景象是多么不同，早晨交通高峰期到
来之前，空气清爽怡人，车子沿着安静的街道加速前行，
色彩斑斓的美景在车窗外飞驰而过。

一旦回到如切坊的家，母亲当然是眉开眼笑，哥哥
和嫂嫂们也高兴不已。大家欢聚一堂，欢迎我的归来。我
的家人都支持我的活动，我的母亲虽目不识丁，但明白事
理，她很清楚新加坡是一个备受压制的社会。我们那一代
的年轻人，对父母告诫不要去做的事偏要去做。父母对我
的劝告并非“远离毒品”，而是警告我“不要去惹政府”
。当我公开批评政府的时候，她就开始担心有一天我会失
去自由，然后不得不面对被迫自白的屈辱。她劝我说：
“这样会让你丢脸的。”让政治犯上电视自白是新加坡政
治舞台的一大剧目，这和成为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标志的政
治审判演出同出一辙。母亲常常搬出林清祥6的名字，既
是敬佩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领导学生和工人反抗英国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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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统治运动；也是要告诫我，就算林清祥是执政党的创党
元勋，最终也难逃遭受迫害的命运。

因为我不住在家里，母亲从电台和电视台报道中，
或者从我的兄姊或邻居读报后的转述中，才得知我遭受到
的欺凌和骚扰。母亲有时会轻轻提醒我要谨慎，而她总不
忘告诉我会为我的安危祈祷。我的双翼被钳夹在女皇镇监
狱，母亲能来探我，其实，她探访的次数，要比我念大学
的时候还要频繁得多。好啦，我总算平安回家，至少对她
来说，是观音菩萨显灵。观音就近在咫尺，端坐在我们家
后面三百码不到的华人寺庙内。

母亲很高兴看到我回家，但是她心里明白，麻烦在酝
酿当中。在我被释放之前，她曾支持学生会发起要求政府
允许我回家探望她的请愿活动。不过，无论迎面而来有多
大的麻烦，她都会祈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平安无事。

我抵达如切坊时，我家店铺对开的咖啡店里的父老们
都注意到了。不一会儿，左邻右舍都跑来表达他们对我的支
持和声援。这就是如切坊，平民无产阶级和小商家的地盘。
如切人对政府所说的任何话都理性地存疑。如切的民众总是
在心目中区分着“他们”和“我们”，因此，尽管政府试
图把我诽谤成“暴乱分子”，但是我终归是如切的子弟，
永远都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是我已故父亲的商号陈英俊
店里的火炭仔。我离开如切许久之后，那里还健在的街坊
总还是非常亲切地关心问起我的情况。只要我的母亲来监
狱探望我，她总不会忘记向我转达来自这间店铺或是那个
档口的这个妇女或者那位老者对我的问候和祝福。这些对
我来说非常重要。尽管政府动用了受其控制的报章、电
视、电台这些媒体来公开诋毁我，把我丑化成一个罪犯和
暴徒，但是我的母亲和兄姊在人们的面前依然挺起胸膛，因
为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朋友、亲戚、邻居和熟人都知道这是
一场政治迫害，他们坚决地站在我的家人这一边，不离不
弃。

不久，周孟兰来了。孟兰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后来
成为我的妻子。我们沉醉在重聚的欢乐中。当我回到家人
和朋友的安乐窝，就暂时忘了前面我提到的，有关提前释
放我背后有什么阴谋诡计的问题。孟兰很快就觉察到，提
前释放我，目的就是要破坏聚集在监狱大门外面为我举行
的那个欢迎会。新大、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同学及其他好心
人，准备到女皇镇监狱外举行一个盛大的集会，把事件推
向高潮；提前释放就会令他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那么，
我们是不是要打一通电话去通知同学们，说我已经提前出
狱了呢？1975年远不是手机的时代，打电话根本就是噬脐
莫及的事。再说，为什么要打乱我们这个集会呢？提前释
放造成的困惑也就豁然解开了。

是趁势反击的时候了。这一幕仿佛就像那出讽刺小
喜剧《巨蟒圣杯传奇》(Monty Python sketch)里面的情节
一样。我匆匆告别母亲、兄姊和邻居，跳进已故何神父赠
送给孟兰的那辆莫里斯·米若老爷车。何神父是裕廊一所
天主教堂的神祗人员，非常支持工人运动，也是我们的挚
友。孟兰猛踩加速器，风驰电掣奔回女皇镇监狱。

正如所有喜剧片一样，时间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
及时赶到了监狱的大门口。眼前的大门紧闭着。清晨七点
钟，数百名学生已经在监狱外的道路两旁列队等候。在记
者聚集的地方，我看到何光平在他的摩托车旁。他们谁也
没有想到，当局会策划提前将我释放，试图破坏大家为我
举行的欢迎集会。根据有关法令，超过四个人的集会就是
非法集会。学生会新的领导班子真是无所畏惧，用这样的
方式向当局展示他们的抗争。同学们向当局发出了一个明
确的信息，尽管当局驱逐和监禁了1974年那届的学生领
袖，并且判我有罪，投入大牢；但是一个崭新的、更年轻
的领导班子形成了，他们仍然执著于追求和那些遭迫害及
驱逐的学生领袖相同的理想。7 他们的行动也表明拒绝认
可法院对我的裁定及判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