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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大选是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分水岭。此届大选，反对
党有好多个候选人一口气中选进入国会，可以说是没

有先例的事。2015大选又是一次分水岭。这回近70%大多数
选票投给了行动党，由上回近60%得票率提升上来。众多
人群出席反对党举行的群众大会，但是却不能把各式各样
的民意转化成国会里的声音。

这本政论文选是译自林宝音2011年的原著，如以今日
的政局来论，好像是过时的作品了。但是，就重要的政治
评论和文艺作品价值来说，出版者愿使本文选成为华文读
者，包括新加坡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触手可及
的译著。当各界社会人士论述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是否适
合作他们国家的范例，这本译著确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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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按语

2011大选是新加政治生态的分水岭。此届大选，反对
党有好多个候选人一口气中选进入国会，可以说是没

有先例的事。在89个议席中，反对党能从行动党坚如磐
石般的议席掌控中，虽然只是夺得6个议席，即后港单选
区1个议席和阿裕尼集选区5个议席，但是对于那些想争
取更多国会代议士的反对党来说，在心理上已经算是一
项重大的胜利了。

2015大选又是一次分水岭。这回近70%大多数选票投
给了行动党，由上回近60%得票率提升上来。众多人群出
席反对党举行的群众大会，但是却不能把各式各样的民
意转化成国会里的声音。

有一派学者认为凑巧过去几年有近10%的新公民可能
是形成这次新分水岭的因素。再加上50周年国庆派送的
礼包和一批受制约的年轻选民，他们接受经济成长及社
会安定的现状，于是就形成了这次新的分水岭。

这本政论文选是译自林宝音的原著(2011初版)，如以
今日的政局来论，好像是过时的作品了。但是，就重要
的政治评论和文艺作品价值来说，出版者愿使本文选成
为华文读者，包括新加坡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
触手可及的译著。当各界社会人士论述新加坡的发展模
式，是否适合作他们国家的范例，这本译著确实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

多回选举––振奋人心，还是群情激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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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则小故事

4月17日

我写这一则幽默而带有讽刺意味的小故事，是为了在2011
大选前，给读者提供一些轻松有趣的小品，以便减轻大
家紧张的情绪。新加坡人向来被认为缺乏幽默感，而事
实上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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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前的一个星期，国内的谣言满天飞，大家竞
相传达互联网的信息，说有一大群年轻而敢于发

表意见的新加坡首投族，他们发出的声浪呈压倒性，国
会执政党的议席也将惊人地流失。

这时党内已经出现了恐慌，一片混乱。总裁咨询部
长于是召开了紧急小组会议，共商对策。

“那我们该怎么办？”最高部长问道，“我们从来
没见过这种事。”

“我想到一招，”第一助理部长说。“在人民之间
制造最强烈的情绪，它经常会产生作用的。”

“你打算怎么做？”第二助理部长问。
“是这样的。我们向大家宣布我党破获一项恐怖阴

谋。有人策划毁掉我国社会，不是用炸弹，而是更致命
性的东西：化学武器！要不是我党及时抓获策划者，那
么每个男人、妇女、小孩都会死掉，或者瞎眼、瘫痪，甚
至永远都不能生育。就在投票日前一天宣布这个消息，那时
将会看到选民们感激涕零地冲向投票站，把手中的票投给我
党！”

这时与会者把目光投向桌子的另一端，那里坐着主
持会议的总裁咨询部长，大家都注视着他脸上的反应。
只见他一直猛摇头，显然很不赞成这项建议。

“我尊重一号的建议，”二号说道，“‘畏惧’并
不是最强烈的情绪。”“你们知道吗，‘贪婪’才是。
我们应该这样做，明天就宣布，如果我党赢了，大家的
皮包里就塞满了钞票，那是来自国库的钱。看，人们眼
瞳闪烁着金钱的光芒，倾听他们头脑里计算器的声响，
正在盘算着花多少钱去改装提升住宅，或者带家人到欧
洲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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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咨询部长咳了几下，好让大家注意到他轻蔑的
脸色，意思是说：“真是一批蠢材！”

“畏惧、贪婪，显然都不是最强烈的情绪。那么应
该有比这两种更强烈的吧？”每个人都把目光转向第三
助理部长。“肯定有，那就是‘同情’。”只见他慢条斯理
地说道。

“同情？”一号重复了一下，皱着眉头说。“你什么
意思？”

“同情？你就只想出这么一点儿东西，或什么别
的？”二号接着说，露出了嫌恶的脸色。

“大家严肃一点儿，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唇舌了。”
最高部长担心地说道。

“千万别低估群众的同情心，”三号耐心地解
释。“当人们被这种情绪支配时，一切就好办多了。他
们会把每一张票投给我党！”

“祷告吧，你打算怎样去挑起选民们同情的情绪，
去挽回成千上万张将流向反对党的票呢？”

“容易，”三号说道，感觉有点儿受到重视的样
子。“暗杀，或者试图暗杀。对象至少是一个最高部长。”

“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当总裁在走访选民的活动期间，就在群众中放

一枪。这时尖叫声四起，场面一片混乱，刺客试图逃跑
时，当场被抓住了。总裁卧倒地上，身上淌出了大量的
血，总裁夫人跪在一旁，不断地抽泣。这一幕被电视机
镜头捕捉住，并向全世界播映，全国人民极度惊恐。他
们不停地问：‘这怎么可能发生？总裁伤得有多重啊？
他会死吗？’看来人民可能为他做的，只有把选票投给
他的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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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狙击手真的那么神，只是轻轻擦伤总裁的
手腕或大腿吗？万一他失手呢？”

“也许总裁可以穿上防弹衣——在衬衫内是看不出
来的。”

“你看这主意怎么样，最高部长？”
“只要为了我党的利益，我看，行。不过，‘同

情’这招真的有效吗？”
“在别的国家或地区就试过了，是挺有效的。”三

号回答，心里感激最高部长终于采用了他的主意。
“我们完全可以依赖妇女。她们的脸上流满了泪

水，会催促她们的丈夫去投同情票的。”
这时总裁咨询部长突然站了起来，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他一脸轻蔑和愤怒的样子，几乎忍不住了。他一直
瞪着大家焦虑的眼神，然后开口了：“经过了这么多年
的训导，还不能让你们明白吗？最好的办法就是派军队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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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某岛（剧本）

5月21日

即使我对5月16日大选事件已经写了长篇评论，我还是要
对李光耀现象进行深入的挖掘。这不可能又是一篇政治
评论，因为那得受事实和逻辑推理的限制，不可能针对
一个宏伟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范围，所涉及潜在的人类需
求、激情和冲动加以描绘。所以5天后，我决定写一个有
关李光耀的剧本，刻画这位总裁跟另一位性格坚强的人
物之间的心理斗争。这个人物是新加坡史上被禁闭得最
久，总共超过30年失去自由的政治犯(包括在圣淘沙岛上
受行动约束9年)，他就是谢太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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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幕剧

人物
总裁	 执政党政府内阁最有权势的人，卸下总裁职位后，到

岛上过着自我流放的生活。

总裁夫人	 总裁最敬爱、最信任的终生伴侣。

囚犯	 因政治理念不同，被禁闭在岛上单人牢房内，前后
长达30年之久，过着流亡的生活；他是总裁背上的芒
刺。

警卫	 负责看守囚犯，共2人。

访客	 1.	永恒忠诚会会员若干人。

	 2.	苦行专管闲事会会员若干人。

老汉	 按时为总裁送伙食，是一名熟练木屐工，不善言谈，
只操方言。

老妇	 （在幕后朗读一小段道白。）

内阁成员	 （总理、副总理、部长。）

 

背景
离开新加坡本岛不远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灯塔，看去像一座老旧而
废弃的碉堡，它见证了这岛上的一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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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场景一

总裁自我流放岛上。他倚窗站着，向屋外荒凉的景色望去。他脸色
凝重，头发稀松灰白，眉毛上边露出深深的皱纹，背驼着，双手偶
尔颤抖。

房内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一个瓷杯。面对桌子的墙
上挂着执政党著名的服装，短袖白衣上绣着党徽，左袖口现出鲜明
的一点红。

当他听到脚步声从房子的另一端传过来，马上把窗口关上，回到桌
旁的扶椅。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总裁绷着脸）

总裁 ：是谁？

语声 ： 总裁，求求您，求求您，请您回来！我们需要您！

（总裁脸绷得更紧）

总裁 ：我已经不在其位了。你们到底是谁？

语声 ：总裁，我们是永恒忠诚会的会员。我们都永远
效忠您！我们宣誓永远支持您，而且发誓要请
您回来再次领导我们亲爱的国家。

（总裁不耐烦）

总裁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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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声 ：可是，总裁，我们需要您回来啊。总裁，您为
什么要离开呢？

（总裁喊叫）

总裁 ：我说，滚开！

（语声哀求）

人声 ：请您别这样，我们需要您，整个国家需要您！

（总裁咆哮）

总裁 ：你们说需要我，是吗？当你们投票差点儿把我
撵走，却说需要我吗？当你们把我踹倒在地，砸
了我的门牙，还让我下跪，却说需要我吗？

语声 ：喔，总裁，那根本不是我们啊！我们宁愿死也
不会干那种事。其实，我们忠诚会有三大标语
口号——总裁，牺牲，新加坡。我们要追随您
为国牺牲的榜样！所以我们不怕辛劳跑到岛上
来请您；我们有一个会员下船时还弄伤了他的
脚踝呢。

总裁 ：你们都去死好了，我才不在乎呢。你们都把我
推翻了，我可是新加坡国父啊！“一个没良心
的孩子比大毒蛇的牙更毒啊！”

语声 ：总裁，求求您，那肯定不是我们干的。那是
一批年轻而忘恩负义的选民，他们不要您啊！
他们一直不停地提到您独裁的作风。他们指控
说，总理和其他人太受您的影响了。他们自称
是“民主步兵”。步兵！去你的。他们一点儿
也不清楚他们在胡说什么。但是天哪，那天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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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声浪压倒了一切，那是带有仇恨的互联网
增强的声浪。这是机会主义的反对党制造出来
的事端！从来没听过这么嘈杂的声音！

（总裁冷笑）

总裁 ：所有的声音和愤怒不能代表什么。但是你们都
被吓倒了！

语声 ：喔，总裁，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我们感
到非常慌乱，只好等待总理和部长们的反应。
总裁，他们都很害怕，嘈杂的声浪越大，他们
越怕。为了安抚那些暴民，他们只好让您走。
我们只能闭嘴。既然我们现在宣称是忠诚党的
人，我们绝不会背弃您。

这时，听到一个女人的巨大嗓音，很清晰地出自一个老妇女，发出
颤抖的尖叫声。

老妇 ：因为有了你，我们生活在安全的世界里。因为
有了你，我们才能够谋生！因为有了你，我们
从贫民窟搬到有现代卫生间的住宅。因为有了
你，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受好教育！你给了我们
尊严！

总裁 ：尊严？你们把我的尊严给夺走了。

语声 ：不，不是的，总裁！我们一直都告诉您，那不
是我们干的。是别人，其中包括您的同僚！

总裁 ：反正都一样。我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不需要我
的。所以都给我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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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哀鸣声还持续着，然后慢慢消失掉。

（总裁双手紧紧握住杯子，直到指关节不见血色）

总裁 ：40年了，40年的承诺，我给了他们幸福繁荣的
生活，是别人连做梦也得不到的，而最终他们
跟我说什么来着？时代改变了。你的统治方式
行不通了。把你的杀手锏拿走！如果我真的照
办了，你们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犯罪、贪
污、污垢、贫穷、邋遢，到处都是。你们可是
世界各国最常见到的旅客啊；当然所见所闻，
足够你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吧？

总裁站起身来。他恢复原来在群众大会上演说时斗争的姿态，在空
中挥舞着他的拳头，伸出食指猛戳对方。

总裁 ：所以你们需要更多声音、更多空间、更多自
由，是吗？你们知道这都将把新加坡变成什么
情况吗？把我们的社会变成拉美地区那样，人
民不是整体唱歌跳舞，就是睡午觉过节日。没
有劳动，没有自律。我们国家40年来取得的成
就，被破坏得四分五裂。新加坡妇女被迫到国
外去当女佣谋生。

总裁现在想象着他正跟他的内阁部长说话。他没办法掩饰他感到失
望的表情，或者压制他愤怒的声音。

总裁 ：我没有必要向你们频频表示歉意！这也说对不
起，那也说对不起！这样一来就把你们置身于
失败者的立场，你们知道吗？那你们就会落入
像狐狸那么狡猾的对手所设的陷阱，他们得到
最不守规矩的年轻人支持！好吧，就让他们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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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享受光荣的滋味！让他们走投无路，自食其
果！

总裁这时愤怒的嗓音提高到了极限。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他走到
桌前拿起热水瓶，倒了一杯茶。

总裁 ：总理，来，我要特别对你说，因为你是转型的
新领导层领袖，承诺要改变。我倒要看是我的
铁腕政策行得通，还是你们的改革措施行得通。 
“一种所谓人民导向的方式”？“协商的方式”？ 
“ 敏感的方式”？“与时俱进的方式”？“跟
基层民众接触”？哼！基层民众根本不知道什
么对他们有利。不管怎么样，到底什么是“基
层”？那是含糊、互相传播的口号，如“人民
的力量”、“街头的力量”、“革命”！“改
革”？唯一要改革的是把真实的头脑替换你们
脑壳内脆弱的部分，真的脊梁骨替换畏惧的部
分！你们以前胸中熊熊的烈火到哪儿去了？怎
么现在都成了灰烬了？对了，那是我给你们取
的新名字——“灰烬”，从耻辱到耻辱，从烈
火到余灰，再到骨灰。哈！

总裁说到这儿，摇了摇头，露出了一点笑容。

（总裁脸色阴沉）

总裁 ：我曾经跟这么好的团队在一起工作过，这怎么
可能呢？只怪我自己。这里有点古怪的事情在
发生，我能闻到国内确有一股恶臭，是真的。
但是只能怪我自己没把它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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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
林宝音政论文选林宝音政论文选

冯传璜 译著
ISBN 978-981-09-9153-1

2011大选是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分水岭。此届大选，反对
党有好多个候选人一口气中选进入国会，可以说是没

有先例的事。2015大选又是一次分水岭。这回近70%大多数
选票投给了行动党，由上回近60%得票率提升上来。众多
人群出席反对党举行的群众大会，但是却不能把各式各样
的民意转化成国会里的声音。

这本政论文选是译自林宝音2011年的原著，如以今日
的政局来论，好像是过时的作品了。但是，就重要的政治
评论和文艺作品价值来说，出版者愿使本文选成为华文读
者，包括新加坡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触手可及
的译著。当各界社会人士论述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是否适
合作他们国家的范例，这本译著确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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