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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分析

　 胡培安❋

摘　 要: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政策涵盖于民族政策、 教育政策、 语言政策之中,

从自治以来, 一直以社会多语和个人双语为基本精神。 双语政策的实施及

1978 年、 1991 年新教育制度的实施和改革对华文教育来说是釜底抽薪之

举。 追求多元主义民族国家的认同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的主导, 精

英教育的治国理念造成了新加坡华文教育日益衰竭的现实, 威权主义的统

治制度制约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自由发展, 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使英语逐

渐挤占华文教育的生存空间。 虽然日益西化的文化观念使华文教育发展前

途显得十分黯淡, 但新加坡新老领导人对儒家精神的强调和对亚洲价值观

的重视是华文教育政策转向的希望。 新加坡新老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华文教

育的日益消亡造成了他们一直强调的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观的弱化, 引起

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他们在呼吁并采取措施加强新世纪的华文教育, 相

信未来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会有所改观。

关键词:

新加坡　 华文教育政策　 双语　 消亡

一　 引言

华文教育是指针对华侨华人开展的以中华语言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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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的实施主体包括中国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及华侨华人所在国各级政府

及民间组织, 教育对象是长期居住和生活在中国疆域之外的华侨华人。 华文教

育政策属于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的一部分, 主要由华侨华人所在国政府制定和实

施。 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制定专门针对华文教育的政策, 而是集中或分散

地显现于国家的语言政策、 民族政策及教育政策中。 语言政策包括语言地位规

划和语言本体规划两个部分, 华文教育政策主要和语言地位规划有关。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教育政策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 也是国家的民族问

题、 政治问题、 宗教问题, 分析和认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政策必须着眼于

宏观的社会生态环境。 华文教育政策未必会清晰地呈现于法律、 法规、 措施等有形

的文字条例中, 因此, 分析和认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教育政策必须深入阐释政策

制定者与实施者的立场、 态度与理念, 必须理性地考察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制约因素。

新加坡是东盟十国的重要成员, 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

国家, 是传统华文教育的重地,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

其独立的历史、 社会结构、 宗教现实、 文化传统都有特殊的表现, 分析和认知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政策对认识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 总结华文教育发展的成败

得失, 思考发展华文教育的战略举措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　 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简述

截止到 2012 年 6 月的统计, 新加坡人口总数约 531 万, 其中常住人口 382

万, 非常住人口 149 万①, 按华人人口占 76%的比例计算, 新加坡华人数量约

为 403 万人, 其余为马来人、 淡米尔人和其他民族。 新加坡华人占绝大多数,

但新加坡却没有以华文为国语和行政语文, 华文教育日渐式微, 甚至有人说今

天的新加坡没有华文教育②,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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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殖民时期, 新加坡华人社会开展华文教育的热情高涨, 建立了从小

学、 中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完整体系, 应当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兴盛的时

期, 但这一时期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 殖民政府 “独尊英语”, 与政府施政有关的立法、 行政、 公告、 文

书等均以英语进行, 英语成为事实上的唯一官方语言。 第二, 表面上看, 殖民

政府对各种族的语言持相对宽容的立场, 允许民间力量兴办学校, 形成了华

校、 巫校、 英校和印校 (淡米尔学校) 四种源流的学校并存的局面, 也允许

以不同语言为媒介语言的报刊公开发行。 1947 年, 新加坡殖民政府还颁布了

《新加坡十年教育规划》, 规定 “各类学校可用本民族的母语普及 6 年免费初

等教育”①。 但这些政策是在不影响英语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实施的, 一旦华校

势力壮大到威胁英语的地位, 殖民政府就会收紧华文教育缰绳。 1950 年, 殖

民政府颁布了 《新加坡教育补充计划》, 以补充 1947 年颁布的 《新加坡十年

教育规划》, 规定在新加坡境内应建立一比一的英文学校计划, 即凡建有华文

学校的地方, 同时建一所英文学校, 并以低廉的学费来吸引生活贫苦的华人家

长, 让其子女到英文学校就学, 并在政治上打击华文教育者中的 “左派”, 协

助受英文教育者夺取教育方面的优势地位。 此外, 还规定华文学校的学生要从

1950 年的 7 万多名, 在 10 年内减少为 2． 5 万名, 而在同一时期要把英文和马

来文学校的学生人数由 4． 2 万人增至 12． 84 万人②。 第三, 华人来自不同的方

言区, 缺乏共同的交际语言, 虽然持广义上的闽南语 (厦门话和潮州话) 者

占华人总人口的 63% , 但二者之间也不是完全互通。 这种状况使以宗乡团体

为主体开展的华文教育各自为政, 缺乏整合, 质量受限。 表 1 是 1957 年华族

人口方言构成。

在人民行动党领导的争取自治和独立的过程中, 领导层也从来没有将华语

作为国语的诉求和观念。 这主要是出于生存和政治策略的考虑。 新加坡是一个

小岛, 缺乏资源, 没有腹地, 经济结构单一, 工业和农业生产也十分落后, 领

导层认为新加坡难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们最初的目标是脱离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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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7 年新加坡华人分方言的人口构成

单位: 人, %

方言 占华族总人口百分比 占全岛人口百分比

福建(厦门) 40． 6 30． 6

潮州 22． 5 16． 9

广东(广州) 18． 9 14． 2

海南 7． 2 5． 4

客家 6． 7 5． 0

福州 1． 5 1． 1

上海 1． 0 0． 7

兴化(今莆田) 0． 8 0． 6

福清 0． 7 0． 5

其他 0． 1 —　 　

华族总人口 1090596 　 —

　 　 资料来源: 徐杰、 王惠: 《现代华语概论》, 新加坡八方文化创造室, 2004, 271 页。

加入马来亚联合邦。 在这种目标的导引下, 要想融入马来社会, 马来语自然成

为国语的唯一选择。 人民行动党曾明确宣示: “我们需要有一个通用语, 而基

于道德上、 政治上和实用上的考虑, 马来语 (而非英语) 乃是一显然的选

择。”①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新加坡选择华语作为共同语言。 中国共产党领

导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甚至提出了 “解放全人类” 政治口号, 向东南亚输

出革命, 马来西亚共产党曾经是 “中共南洋临时支部”,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

尼、 泰国共产主义组织受此激励,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殖民主义和专制政府的

运动, 引起了当地政府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焦虑和不安。 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

立, 冷战开始, 新中国成为西方势力围攻和夹击的对象, 加之海外华人投入新中

国建设的热情, 更是让所在国的统治者十分不快。 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 一直

有被反中势力看作是第三中国和共产党的第五纵队的风险。 李光耀说: “在新加

坡, 华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 那么,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华语可以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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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不过, 我可以预料, 这样子一定会发生事情, 如果我

们粗心大意, 人家就可以在国际上孤立我们, 诬指我们是什么 ‘第三个中

国’”。① 由于地缘关系, 新加坡处于马来语的包围之中, 人民行动党的领导者极

力撇清与新中国的关系, 极力塑造亲西方的形象, 不可能主动选择华语为国语或

共同语言, 选择马来语才是最明智的决定。 1956 年由各党派参与起草的 《各党

派教育报告书》 建议实行 “英语 +母语” 的双语政策, 这是新加坡双语政策的

肇端。 1959 年, 新加坡实现自治, 采纳了这一建议, 这也成为此后新加坡语言

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基本精神。 由于报告书规定英校兼修母语, 非英校兼修英语,

英语实际上成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 延续了殖民政府强调英语的传统。

南洋大学文凭事件也可以证明新加坡自治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打压、 限制政

策。 1949 年, 新加坡大学成立, 当时还是殖民时期, 招收的学生多是英文学

校毕业的学生, 华文学校的学生很难进入新加坡大学, 华人学生出路受限,

1953 年侨商陈六使倡办南洋大学, 为华文学校中学毕业生开辟升学之路, 林

语堂为第一任校长, 1955 年南洋大学正式成立。 1959 年初, 新加坡政府下令

成立一个名为 “白里斯葛评议委员会” 的五人小组来南洋大学考察, 就大学

的组织、 行政、 课程、 教职员、 考试、 学生生活等提出评估和建议。 五位委员

为西澳大学白里斯葛教授、 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 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 荷兰

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恩威、 菲律宾东方大学教授谢玉铭。 考察组形成的

《白里斯葛报告书》 认为, “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正式建议承认南洋大学文凭”。

也就在这一年, 新加坡立法议会大选, 人民行动党大胜。 6 月 3 日, 人民行动

党秘书长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 7 月 22 日, 政府发表 《白里斯葛

报告书》, 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 第二天, 政府委派魏雅聆医生组成另

一个检讨委员会以评估 《白里斯葛报告书》。 11 月, 《魏雅聆报告书》 出炉,

对南洋大学提出诸多批评。 1960 年 2 月 9 日, 政府正式发表 《魏雅聆报告

书》, 建议重组及改进南洋大学, 包括由一个临时理事会接管南洋大学, 解散

执委会与行政委员会, 撤销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从此, 政府当局与南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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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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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为了学位问题, 发生纠葛不断的争议。 1963 年, 南洋大学入学新生增至

2324 名。 9 月, 新加坡大选, 人民行动党再获大胜。 9 月 22 日, 陈六使因个

人政党理念及学生选举倾向问题, 于选举结束第二天, 被政府吊销公民权。 李

光耀执政期间, 始终怀疑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是 “投身于共产主义” 者①。

在他眼中, 陈六使 “没有受过教育, 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 他大力维护

华族语文和教育, 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 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 让整个

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他很仰慕新中国, 只要共产党人

不损害他的利益, 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② 至于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一事,

李光耀坦率地说: “我们知道, 陈六使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

地。 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 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 我也把这

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③ 由此可见, 人民行动党组

成的自治政府不承认南洋大学的文凭, 原因不在于南洋大学的办学水平问题,

而在于南洋大学的亲共色彩, 在于害怕说华语和华语方言的群体都是共产主义

者。 1980 年, 南洋大学被正式撤销, 并入新加坡大学④。

自治以后的新加坡依然把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作为政治目标, 自治政府颁布

的第一部宪法就明确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 并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言,

而且采取切实措施提高马来语的地位, 规定政府学校的教师及公务员必须分别

具有一级和二级马来语的水平, 外来人员归化也以是否熟练掌握马来语为标

准, 设立 “国语月”, 开展 “国语周” 运动等等, 英语、 华语和淡米尔语也被

作为官方语言, 执行国家多语制、 个人双语制的语言政策,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

到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1963 年,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保留教育的自主权, 在以马来语为

国语的基础上, 提出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主张, 英语实际上是议会、 法院及

行政机构的工作用语, 这和马来西亚执行的单元主义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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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 ~ 1965)》, 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 1998, 第 454 页。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 ~ 1965)》, 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 1998, 第 247 页。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 ~ 1965)》, 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 1998, 第 382 ~ 383 页。
本段关于南洋大学的历史根据陶恒生的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整理, 《文汇报》 2010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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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

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以后, 削弱了马来语的政治地位,

但华语的地位和重要性依旧没有得到强调, 反而由于大力提倡英文教学, 华语

的普及性大大降低。

独立初期, 新加坡面临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 转口贸易和港口经济大不如

前, 经济形势严峻, 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政府领导层必须为新加坡寻找一条现

实可行的出路。 发展工业和现代加工业, 吸引外资, 建设世界金融中心, 引进

科技人才, 扩大转口贸易等是以李光耀为首的独立政府开出的经济良方。 可以

说, 为了谋生, 为了让新加坡尽快融入世界经济格局, 为了掌握现代西方科学

技术和社会管理模式, 强调英语对新加坡的重要性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独立初期新加坡的教育改革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 取消马来语作为各民族

共同语言的规定, 加强第二语言教育, 扩大执行混合学校政策的范围。

在 1966 年修订的宪法中, 重新对 1963 年的公民权规定作了一些修改, 取

消了马来西亚出生者或英联邦及殖民地公民的种种优惠, 以及对登记归化者必

须年满 21 岁、 具备马来亚语言基本知识的规定。 这实际上是取消了马来语作

为新加坡各民族共同语言的规定, 从 1967 年新加坡政府明确作出规定, 承认

马来语为国语, 但不再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言, 到 1978 年, 新政府下令废

止有关马来语作为公务员考试任职的必备条件。 1981 年规定, 过去实行的入

籍须具备国语语言能力的条件, 现已不必强调。 申请者只需懂四种官方语言之

一种者即可。 除了唱国歌仍用马来语外, 学生在学校也可以完全不学国语。

1966 年, 《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提出, 接受 1956 年 《各党派

教育报告书》 的建议, 注重科学及数学的学习, 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求①。

为此, 1966 年报告书指出, 当前教育的重点是加强双语教育中第二语文的学

习和应用。 所谓的第二语文, 就是当时华、 巫、 印校的英语以及英校的华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 报告书要求加强科学、 数学和第二语文的学习, 一方面是

进一步增强华、 巫、 印校重视英语的程度, 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把英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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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 《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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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巫、 印校部分学科的教学媒介语。 自 1973 年起, 第二语言的成绩在小学

离校会考中占双倍的比重。 这一措施使第二语言受到家长的重视。 另一方面,

加强英校学生对母语的学习与应用, 也是为了显示双语教育的公平性以及保留

母语的重要性。 这是 “英语 + 母语” 双语政策的延续, 突出了英语作为部门

科目教学媒介语的地位, 造成了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英语的事实, 自

此, 英语的通用语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后, 新加坡实施了三项重大举措来改革双语教育政

策。 这三项措施是实施双语教育分流制度、 实施特别辅助计划、 开展讲华语

运动。

1978 年, 以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为主的小组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进

行了评估, 认为之前实行的双语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学校没有培养出

优秀的通晓英语和华语的双语人才。 其实早在 1963 年,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联邦时成立的一个教育咨询委员会就已经指出, 自 1956 年实施至 1963 年的双

语教育制度成效不大①。 吴庆瑞小组的研究结论更为明确, 实际上是承认双语

制度的失败。 因此, 这一小组撰写的 《1978 年教育部报告书》 (又称 《吴庆

瑞报告书》) 建议改革双语政策, 实行分流制度。 这是新加坡历史上非常重要

而又影响深远的基础教育改革, 称为 “新教育制度”。 这一制度的重要举措就

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等情况实行小学三年级、 小学六年级和中学四年级分流

制度, 每年将不同比例的学生按小学离校考试及中学毕业会考的成绩分流到不

同要求的双语班级, 以实现分类培养。 分流制度中的所有双语班级都以英语为

第一语文, 小学三年级分流时设有单语班级, 招收没有双语学习能力的学生,

占比大约在 20% ; 小学六年级分流时只有成绩最好的 8%的学生才能进入特别

双语班, 同时以英语和华语为第一语文, 另外 92% 的学生只能将华语作为第

二语文修读, 并根据学习能力对第二语文———华语作出不同要求②; 中学四年

级分流时, 成绩优良的学生才能进入中学后教育。 中学后的教育没有双语班,

英语是教学语言, 华语等只是一门语言科目。 分流制度之后, 除了 8%特别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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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满堂: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 多语制和双语制》,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4 期。
新加坡教育部: 《1978 年教育部报告书》 第一章,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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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学生以外, 中学阶段的华语等母语教育基本上不再是第一语文教育, 可以

说中学阶段的华文教育所剩无几。

由于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作为职业语言的前景更加光明, 华人家长自

孩子小学时代就送入英校读书, 华校的生源日益枯竭, 据周清海 《华文教学

应走的路向》 显示, 1979 年华人子弟进入华校小学一年级的比例只有

8． 9% ①, 华校面临着几年内消失的危险, 新加坡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78 年 12 月, 制定了所谓的特别辅助计划, 简称 SAP 计划, 特别遴选出历史

悠久、 基础良好的 9 所中学, 给予经费等方面的特别辅助。 SAP 计划初衷是通

过提高华校英文水平的方法吸引家长选择, 从而保住这 9 所华文中学, 并为社

会培养双语精英人才。 教育部和学校也确实采取了许多措施, 如支持这些学校

开展旗舰计划, 给学生创造到中国主要城市浸濡华语与中华文化的机会等。 在

特选学校, 华语和英语均作为第一语文学习。 1990 年、 1992 年又分别遴选 10

所和 5 所小学加入特别辅助计划, 2000 年增加南华中学为特选学校 (见表

2)。 由于特选学校主要是通过提高英文水平来吸引优秀学生就读, 利用较好

的华语交际环境来保持华语水平, 这实际上造成了特选学校重视英文学习的氛

围, 后来也渐渐转化为以英语为主, 在招生和教学中对华语的要求逐渐降低,

校园的语言环境也逐渐转换为英语环境, 有的特选学校也开始将华语作为第二

语文来教学, 特选学校的特色丧失殆尽, 今天华裔子弟的家长也不再把特选学

校当作优先的选择②。

1979 年, 在李光耀总理的亲自倡议下, 新加坡开展了华语推广运动, 运

动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倡议弃方言而讲普通话, 第二阶段是深入推广华

语。 这一运动是很有成效的, 据 1988 年新加坡教育部调查, 有三分之二的儿

童一入学就能讲流利的华语, 有 87% 的华人能讲流利的华语③, 比 1979 年有

了本质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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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清海: 《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向》,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1998, 第 27 ~ 28
页。
黄明: 《新加坡双语教育发展史———英汉语用环境变迁研究 (1946 ~ 2006)》, 厦门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 2008, 第 141 ~ 144 页。
李大光、 刘为南、 曹青阳: 《今日新加坡教育》,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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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加坡特选学校名录∗

特选中学 特选小学

Anglican High 圣公会中学 Ai Tong School 爱同学校

Catholic High 公教中学 Catholic High School (Primary)公教小学

HIJ St Nicholas Girls’ 圣尼各拉女中 CHIJ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Primary)圣尼各拉女小

Chung Cheng High (Main) 中正中学(总校) Maha Bodhi School 菩提学校

Dunman High 德明政府中学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Primary)海星小学

Hwa Chong Institution 华侨中学 Nan Hua Primary School 南华小学

Maris Stella High 海星中学 Nanyang Primary School 南洋小学

Nanyang Girls’ High 南洋女中 Pei Chun Public School 培群公学

River Valley High 立化中学 Red Swastika School 卍慈学校

Nan Hua High 南华中学 Tao Nan School 道南学校

Holy Innocents’ Primary School 圣婴学校

Hong Wen School 宏文学校

Kong Hwa School 光华学校

Pei Hwa Presbyterian Primary School 培华小学

Poi Ching School 培青学校

　 　 说明: 前 9 所中学 1978 年成为首批特选中学, 南华中学 2000 年成为特选学校, 前 10 所小学 1990
年成为特选学校, 后 5 所小学 1992 年成为特选学校。

资料 来 源: 新 加 坡 教 育 部 网 站, http: / / www． moe． gov． sg / media / press / 2008 / 02 / enhanced -
programmes - by - special． php。

1991 年, 新加坡发表 《改革小学教育报告书》, 开始了第三次基础教育改

革, 对 1979 年 《吴庆瑞教育委员会报告书》 倡导的改革进行完善和补充, 改

革后的基础教育制度成为一种定型的教育制度, 一直沿袭至今。 1991 年的改

革相比 1979 年的改革, 不同之处如下。 ①将原来的小学三年级的分流改为小

学四年级分流, 原来小学三年级分流后至少还有 60% 的学生 (实际上更多)

可以进入正常双语班, 母语 (华语) 的学习仍能有所保证, 这次小学四年级

分流后只有 10% 的学生可以进入第一源流 (EM1) ———同时以英语和母语

(华语) 为第一语文, 其他的学生只能进入以英语为第一语文、 华语为第二语

文的第二源流 (EM2) 或只要求母语口语的第三源流 (EM3)。 这等于进一步

压缩了绝大多数小学生将母语作为第一语文学习的时间, 以前大多数学生还可以

保证在整个小学教育阶段将母语作为第一语文学习, 现在 90%的小学生将母语

作为第一语文学习只能维持到小学四年级。 ②更加强调英语, 英语学时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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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一年级、 初中二年级阶段的英语学时 10 节, 是母语 (5 节) 的两倍, 母语

不及格的学生仍可以进入第二源流 (EM2) 学习, 但英语不及格的学生就只能

进入第三源流 (EM3) 学习。 ③为了强调母语, 实行母语为第一语文、 英语为

第二语文的 ME3 双语课程, 但后来的结果显示, 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班级①。

到了 1998 年, 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出现了转向的苗头。 这一年, 新加坡

教育部成立了 “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 全面检讨学校的华文教学。 发布了

《“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 报告书》, 报告书虽然仍然强调 “英语为共同的工作

语言”, 但已明确指出, “华文教学不只是听说读写的教学, 更重要的是灌输

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 这说明华文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已经在重新强调华语

的文化传承意义, 认识到华语语言教育的缺失, 必将带来华族文化传统和世界

观的缺失。 此后新加坡教育部先后实施了华文教学改革和 “双文化课程” 计

划, 成立了华文中心, 华文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新加坡历史上出台的华文教育政策及实施的重大举措见表 3。

表 3　 新加坡历史上出台的华文教育政策及实施的重大举措一览表

政策来源 / 主题 时间 内容

《新 加 坡 十 年 教 育

规划》
1947 年

各类学校可用本民族的母语普及 6 年免费初等教育。 通过普及小学

教育来发展各民族语言

《新 加 坡 教 育 补 充

计划》
1950 年

是 1947 年《新加坡十年教育规划》的补充。 内容:在新加坡境内应建

立一比一的英文学校计划,即凡建有华文学校的地方,同时建一所英

文学校,并以低廉的学费来吸引一般贫苦的华人家长,让其子女到英

文学校就学,并在政治上打击华文教育者中的“左派”,协助受英文教

育者夺取教育方面的优势地位

《新加坡立法议会各

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

报告书》,简称《各党

派教育报告书》

1956 年

建议:①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教育;②各校均采用共同及具有国家意

识的课程;③小学阶段实施英文与母语的双语教育,中学则实行三语

政策;④推行联合校外活动,促进不同学校间的交流;⑤将公民课作为

道德教育的重要课程;⑥制定教育法令,管理全国学校。 实施英文学

校兼授母语,母语学校兼授英文的双语政策

《自治邦宪法》 1959 年

自治邦宪法宣布马来语为“国语”,政府当局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马来语的地

位并积极予以推广,如规定在政府学校的教师须具有第一级马来语程度,
公务员须具有第二级马来语程度以及推行“国语月”“国语周”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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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来源 / 主题 时间 内容

《五年计划书》 1959 年
人民行动党所出版的《五年计划书》:“以马来语为国语,与各党派华文

教育委员会报告书的建议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白里斯葛报告书》 1959 年

1959 年初,新加坡政府下令成立一个名为“白里斯葛评议委员会”的

五人小组来南洋大学考察,就大学的组织、行政、课程、教职员、考试、
学生生活等提出评估和建议。 报告认为,“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正式建

议承认南洋大学文凭”

《魏雅聆报告书》 1960 年
建议重组及改进南洋大学,包括由一个临时理事会接管南洋大学,解
散执委会与行政委员会,撤销南洋大学有限公司

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条

件
1963 年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保持教育的自主

权,新加坡提出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以英语为通用语

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独

立法案
1965 年

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英文为新加坡的官方语文,其中马来语为国

语

《新加坡教育调查委

员会报告书》 1966 年

提出接受 1956 年《各党派教育报告书》的建议,注重科学及数学的学

习,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求,当前教育的重点是加强双语教育中第

二语文的学习和应用。 报告书要求加强科学、数学和第二语文的学

习,一方面是进一步增强华、巫、印校重视英语的程度,提高他们的英

语水平,把英语作为华、巫、印校部分学科的教学媒介语;另一方面,加
强英校学生对母语的学习与应用

修订的宪法 1966 年

对 1963 年的公民权规定作了一些修改,取消了马来西亚出生者或英

联邦及殖民地公民的种种优惠,以及对登记归化者必须年满 21 岁、具
备马来亚语言基本知识的规定

停止举办“国语宣传

周”
1967 年 “国语宣传周”活动停止举办

颁布第一批简体字 1969 年 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以减轻学生书写汉字的负担

“语言接触时间” 计

划
1972 年

即增加非英文源流学校小学阶段学生接触英语的时间,措施就是增加

这些学校用英语讲授的科目。 教育部宣布小学课程的“语言接触时

间”将逐步增加,目标是在 1975 年达到 40% 。 教育部也宣布,自 1973
年起,第二语言的成绩在小学离校会考中提高了一倍的比重。 这一措

施使第二语言受到家长的重视

颁布《简体字总表》 1976 年
1976 年教育部颁布《简体字总表》,从此,新加坡学校里所学的汉字以

及社会上媒体所用的汉字跟中国所用的简化字保持一致

废除马来语作为公务

员的语言必备条件
1978 年 废除有关马来语作为公务员语言必备条件的规定

特别辅助计划(SAP)
1978
年

教育部宣布一项特别辅助计划:“这项计划是要通过提高英文程度的

办法来保留 9 所历史悠久、基础良好的华文中学。”这 9 所学校被称为

特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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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来源 / 主题 时间 内容

“新加坡浸濡计划” 1979 年
主旨是让华文中学一二年级学生到英文学校学习,以提高华文学校学

生的英语水平。 自此,到英文学校上课的华文学校学生达到 100%

《吴庆瑞教育委员会

报告书》 又称 《1978
年教育部报告书》

1979 年

提出分流教育的主张,以改革学制,提高教育水准,史称新教育制度。
①小学三年级分流。 三年级以后进行分流考试,分出智、中、愚三等。
其中智的学生约占 60% ,将以三年时间学完四、五、六年级的课程,即
六年制小学,中的学生约占 20% ,将以五年时间学完小学课程,即八年

制,愚的学生,约占 20% ,则编入单一语文班。 以上三类学生,凭其学

习、能力与表现可以转校,如成绩好的八年制学生可以转到六年制学

校去,而六年制的学生表现太差则下降为八年制。 ②小学六年级分

流。 成绩最优秀的 8%的小学毕业生,将进入九间特别的双语课程学

校,学生以四年时间修完中学,两种语文程度都要达到较高水准;成绩

次优的 31%的学生进入普通双语课程学校,四年修完中学课程,两种

语文达到一般水平;成绩更次一等的 41% 的学生进入普通课程中学,
虽学习两种语文,但只注重第一语文,降低第二语文的水平,并以五年

时间修完中学。 以上学生约占全部小学生的 80%,其余 20%在小学三

年级分流考试中被列为劣等的学生,只修单一语文的课程,不能进入普

通中学,只能进入特种职业学校或者工艺学校。 ③中学四年级分流。
8%和 31%的四年制中学毕业生经过会考,及格者进入大学先修班;大
学先修班学完后再经一次考试,及格者进入大学,不及格者就业。 而五

年制中学的毕业生,会考及格者可以进入专科学校,否则只能就业

“人人讲华语运动” 1979 年
李光耀总理亲自发起,要求在 5 年内,以华语(普通话)取代多达 12 种

的汉语方言,以利相互沟通

废除归化新加坡必须

具备国语基本知识的

规定

1981 年
入籍须具备国语语言能力的规定,被国会修改为“只须懂四种官方语

之一即可”

“讲学校语运动” 1982 年

从 1982 年起,各中小学及初级学院将在每年 8 月间展开“讲学校语运

动”,针对华校学生而言,所谓的“学校语”就是双语教育要求他们学习

的英语和华语,“讲学校语运动”也就是鼓励华族学生至少在学校里不

讲华族方言,只讲英语和华语

“ 人 人 讲 英 语 ”
(English for all)

1987 年
要求初中入学的每个学生必须会讲英语。 同一年,政府规定从小学一年

级开始,英语教学按母语的地位对待,各种族的母语按第二语言对待

华文语文特选课程 1990 年

华文语特课程(华文语文特选课程)1990 年推行,据悉,新加坡全国目

前有 5 所语特中心,包括最早推出课程的华侨中学(高中部)、淡马锡

初级学院,还有自 1999 年陆续加入语特家族的南洋初级学院、裕廊初

级学院和德明政府中学

高等教育机构全部实

行英语授课
1990 年

新加坡的大学和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

院、新加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和淡马锡理工学院,全部开始实行

英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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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来源 / 主题 时间 内容

《改 革 小 学 教 育 报

告书》
1991 年

和以前的基础教育改革相比,这次的改革存在明显的差别,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小学教育共分三个阶段,历时 7 年,包括 1 年的

学前教育、4 年的基础教育和 2 年的定向阶段教育,教育的重点是强调

英语、母语和数学。 ②课程分布时间修改为:在小学基础阶段,学生学

习英语的时间占 33% 、数学占 20% 、其他课程占 20% 、母语和道德占

27% 。 与 1979 年相比,1991 年改革后母语科的课时数基本保持不变,
英语和数学的课时数分别提高了 2 ~ 5 个百分点。 ③1991 年的改革把

原来的小学三年级分流改为小学四年级分流,分流考试科目依然是英

语、母语和数学,为定向阶段(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提供三种不同的语

言课程。 ④实行小学离校考试(PSLE),既能使学生完成中学课程,又
可以对学生适应中学学习的能力作出科学的评估。 ⑤开设的普通、职
业课程包括在中学普通课程范围之内,该课程只是供定向之用,给学

生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⑥为了提高母语的程度,实施母语为第一

语文、英语为第二语文的 ME3 双语课程

《共 同 价 值 观 白 皮

书》
1991 年

正式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

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各族人民必须共同

遵守的新的核心价值观

《教育法》 1993 年

明确规定学校教育要使学生具备能够准确、流利地在听、说、读、写等

方面使用英语的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依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

的使用母语的能力,但最低标准必须达到能够说、读和理解较简单的

文字材料的水平

《“华文教学检讨委

员会”报告书》
1998 年

新加坡教育部成立了“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全面检讨学校的华文教

学。 报告书对新加坡的第一语文及第二语文教育政策作出定位:“英
文是共同的工作语言,将来也是如此。 英文是全球商业贸易与科技用

语,但母语构成我们的价值观、根源和认同感的重要部分。 母语使我

们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我们更具有平衡的、与英语世界相辅相成

的世界观,所以华文教学不只是听说读写的教学,更重要的是灌输华

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

《华文教学改革白皮

书》
2004 年

根据这一文件,新加坡教育部将推行如下改革内容:为不同程度的学

生提供不同的课程、改进教材、修改华文考试评估方式、加强师资培

训、营造有利于华文学习的环境,以及鼓励学校同华社及媒体合作,让
华语成为新加坡的生活用语

双文化课程 2005 年
双文化课程则从 2005 年开始在四所特选学校推行。 这四所特选学校

是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德明政府中学和立化中学

设立华语中心 2009 年
教育部设立了华语中心,民间机构设立了一个 1500 万新元的中华语

言和文化基金,以推动学习华语和中华文化的活动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文献和新加坡教育部官方网站整理。

753



华侨华人蓝皮书

三　 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分析

建构一个具有高度国家认同的多元主义民族国家一直是人民行动党的最高

目标, 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的走向; 精英主义的治国理

念、 威权主义的施政风格、 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 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着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荣枯浮沉也由之而

来; 儒家伦理的回归、 领导人对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和强调也许是新加坡华文教

育政策实现转向的希望。

（一）追求多元主义民族国家的认同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

的主导

　 　 新加坡处于马来语的包围之中, 没有资源, 缺乏发展腹地, 因此人民行动

党最初的目标是加入马来亚联合邦。 自 1965 年独立之后, 新加坡政府面临的

首要问题就是促进国民的国家认同, 培养清晰的国家意识。 当时的现实是马来

人在国家认同上倾向于马来西亚, 华人的国家认同是中国, 只把新加坡当作谋

生之地, 等到积累一定的财富, 最终是要叶落归根的。 少数淡米尔人和欧裔自

然也不把新加坡当作自己的国家①。 新加坡政府如履薄冰, 稍有不慎就将面临

国家解体、 民族动荡的混乱局面。 早在自治时期, 人民行动党就已经清晰地意

识到这一关键问题, 在他们主导的 《各党派教育报告书》 中就明确建议, “各

学校均采用共同的、 具有国家意识的课程”。 1959 年颁布的 《自治邦宪法》 规

定: “新加坡成为自治邦, 教育实行不同源流学校的混合制度, 让不同种族的

学生在一个学校就读, 开展体育、 艺术等联合活动, 使儿童和青少年培育起共

同的新加坡意识。”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和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形成相伴产生的,

应当包括国家和民族两个方面的建构过程。 民族的建构过程 “是在国家疆域

之内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差异的人口中间创造民族性和民族认同”②。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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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阮岳湘: 《论新加坡语言政策规划的政治考量》, 《学术论坛》 2004 年第 5 期。
王建娥: 《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 内涵、 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 《西北师范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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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反映了国家的整体力量, 是国家综合软实力的有机构

成。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不同民族由于历史、 地域、 经济和文化传统的不同,

必然会形成文化上的强弱之分, 对国家的统一、 和平和民族团结来说, “高涨

的民族认同都不是一件好事”①。 文化强势民族认同越是高涨, 带给文化弱势

民族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强, 也会刺激和激发文化弱势民族认同的高涨, 从而影

响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和平统一。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 民族国家

的特点是 “统一的、 具有整体的文化和语言认同、 垄断了的暴力工具、 国界

清晰、 存在于一个国家体系中”②。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土著民族人口

远远少于移民人口, 各个民族的人口比例很不均衡, 土著民族和外来民族缺乏

悠久的共同生活的历史, 语言背景及文化传统分属不同的体系, 要建立 “统

一的、 具有整体的文化和语言认同”, 也就是说像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一样

实行同化政策很不现实, 因此新加坡只有两条出路, 一条是像中华民族、 美利

坚民族、 法兰西民族一样建立新加坡的国家民族, 另一条就是实行多元主义的

民族政策。 要构建国家民族, 需要有共同的观念、 平等的基础、 包容的心态和

可塑的民族精神③, 而新加坡不具备这些条件。 新加坡的华人、 欧洲人、 马来

人、 淡米尔人在共同地域生活的历史很短, 相互的交往并不深入, 民俗、 宗

教、 文化传统各不相同, 互不通婚, 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差异巨大, 甚至还有

比较深刻的民族矛盾, 没有真正的民族融合, 独立后的新加坡想引领各个民族

建立起平等、 友爱、 团结、 互助的新型国家民族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因此

新加坡选择了多元主义的民族政策, 相互包容、 和而不同、 共同发展, 汲取不

同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追求各个民族政治、 文化、 经济的平等。

1965 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出来以后, 为了强调国内各民族地位

一律平等, 在新加坡宪法中, 增加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的权利, 以及未来所有民

族政府都必须承认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的条文④。 新加坡的语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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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都永浩: 《民族认同与公民、 国家认同》,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年第 6 期。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 吉登斯讲演录》, 郭忠华编译, 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10, 第 192 页。
陈茂荣: 《“民族国家” 与 “国家民族” ——— “民族认同” 与 “国家认同” 的紧张关系何以消

解》, 《青海民族研究》 2011 年第 4 期。
南洋商报编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 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 1969, 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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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教育政策、 民族政策都是以多元主义的民族国家认同为主导的。 独立后的

第一部宪法规定马来语、 英语、 华语和淡米尔语同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其精

神内核是语言平等。 虽然华人的人口比例占绝对优势, 但华语只能作为官方语

言中的一种, 不但没有政治优势、 经济优势, 甚至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 华

语的政治地位不如马来语, 经济地位不如英语。 建立多元主义民族国家的认

同, 要特别注意避免文化优势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度膨胀, 避免文化强势民

族把这种优越感转为对文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偏见, 进而再转为文化沙文主

义, 避免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边缘化, 从而避免激发民族矛盾, 引起国

家动荡, 因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保护马来族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措施, 将马

来语定为国语, 限制华语的发展。 李光耀很清醒, 他提醒新加坡人民: “无论

是好是坏, 我们是在东南亚, 而且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所制定的政

策, 就是为了要确保我们跟邻国在东南亚地方和睦共处, 且有权在自己的家园

当家作主。 任何活动、 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绳。”① 由于英语不是

马来族、 华族和淡米尔族的母语, 选择英语这种中性语言作为政府的工作语

言, 不会引起民族之间的仇视, 不会滋生民族的傲慢与偏见, 最容易求得各个

民族之间的平衡, 避免文化分裂。 李光耀深信, “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

语言的社会里, 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 并能

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语言”②, 所以英语反而得到了突出强调。 新加坡

本土学者陈寿仁博士撰文写道: “四种语文源流学校变成一种, 具有重大的社

会和政治意义。 这种转变将结束各种族集团在语文源流方面的利害冲突, 有朝

一日, 英语将成为各种族集团的共同语言。 这一改变无疑将加速新加坡社会一

体化过程和国民特性。”③ 由于华族是文化优势民族, 华族人口又占绝对多数,

政府对待华文教育的态度就显得特别谨慎, 不敢也不愿突出强调, 害怕引起少

数民族的不满, 反而是提倡英语, 弱化华语, 冲淡华族人的华语情结。 特别辅

助计划的实施, 看起来是遴选历史悠久、 基础良好的学校作为特选学校, 将英

语和华语都作为第一语文来学习, 实际上恰恰是褫夺大多数非特选的华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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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新加坡之路———李光耀政论集》, 新加坡国际出版社, 1967, 第 209 页。
李光耀: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新加坡海峡时报出版社, 2011, 第 32 页。
转引自林彦群 《战后新、 马华人 “文化认同” 问题》, 《南洋问题》 198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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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华语作为第一语文教学的权利。 这些华校在政府的政策逼迫下不得不将英语

作为第一语文, 从此以后, 华文教育失去了广泛的基础, 可以说特选学校制度

的实施, 对华文教育来说是釜底抽薪。

新加坡实现自治的 1959 年, 政府开展了 “国语月” 和 “国语周” 活动,

持续达 8 年之久, 这其中既有追求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的政治诉求, 也有提升马

来语地位的多元主义民族国家认同的诉求。 李光耀在一次面向众多校长和教师

的演说中, 对新加坡多元主义教育政策中 “爱国精神” 的内涵进行了这样的

阐释: “新加坡从一个殖民统治下的移民社会成为独立的新国, 缺乏一般国家

所有的共同文化传统及国家意识; 要生存于世局多变的时代, 上层要有坚强的

领导, 下层需要团结精神; 必须好好教育将来居于领导地位的下一代, 使他们

不仅有学术的修养, 坚强奋斗的毅力, 更要有对国家的效忠精神, 即爱国精

神。”①

（二）精英教育的治国理念造成了新加坡华文教育日益衰竭的现实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国家, 一直奉行精英治国的理念。 这种理念

既表现在人才的选拔及培养上, 也表现在教育制度及语言政策上。 首任总理李

光耀早年在英国留学参加马来亚论坛曾经说过: “马来亚受过英国教育的人,

由于种种原因, 有责任实现社会团结, 并领导反殖斗争。”② “在所有这些国家

中, 从受过教育的阶级中产生的领导人, 即留学生们, 在共产主义尚未能组织

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力量时, 有时间组织起来……”③ 潜意识中,

李光耀就把当时的精英人才———留学生当作国家未来的主宰, “我们留学生将

会是英国人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一类领导人”④。 “如果我们这些被认为是马来亚

知识阶层的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做出一个真心诚意的开端, 那么前途是冷

酷的。 在马来亚, 再没有一个阶级具备更好的条件可以领导一个马来亚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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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运动了。”① 可见, 由精英人才组成领导集体是李光耀早已形成的理念。 人

民行动党发展党员采取的是邀请制, 对人民行动党之外的 “精英分子”, 总理

还会亲自找其 “喝茶” 谈话, 邀请其加入人民行动党, 通过邀请入党的方式,

将社会精英吸收到人民行动党组织中来。 然后就是 “定向培养”, 由人民行动

党或国会高层为其设计成长发展路线图。 新加坡将国内大学生学位分为优等荣

誉生学位和普通学位, 归国留学生和优等荣誉生才有机会进入高级公务员行

列。 这样可以保证有才干、 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参与国家政务、 管理国家事务。

有一个事例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精英主义取向。 他曾经倡导高学历的女性一定要

和教育水平与其相当的男子结婚, 目的是生育 “高智商” 的下一代, 优化人

口素质。 尽管他的这一主张因许多选择独身的高学历女性纷纷反对, 许多其他

社会人士也不很认同, 最终没有真正实施, 但李光耀本人并没有改变观点, 坚

持自己的立场, 并在其自传中引用学者的研究为佐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②。 他

曾说: “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 罗致更多的人才, 提高政府素

质和生活素质。” 前总理吴作栋也认为: “新加坡必须争取每年毕业生中的精

英人才担任公职。”③

自 1978 年实施的新教育制度, 核心内容就是在小学三年级、 小学六年级

和中学四年级实行分流制, 也就是层层选拔精英。 根据会考成绩每年分流一定

比例的学生到不同层次和要求的班级或学校, 将学生智商分为三级, 只有最优

秀的 8% (1991 年改为 10% ) 才有机会学习高级双语, 将华语和英语均作为

第一语文学习。 经过三次淘汰, 学习华语的学生越来越少, 华文教育日益衰

竭。 即使这部分最优秀的学生, 中学后教育阶段也不再将华语作为第一语文学

习, 因为中学后教育不再实行双语, 华语只能作为一种语言科目, 其他所有的

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 这样一来, 中学后教育阶段也就没有系统的华文教

育了。 分流制的初衷是培养少数高智商的兼通英语和华语的高级人才, 但由于

社会氛围并不重视华语, 政府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 就业和加入公职并没有特

殊的照顾, 甚至会华语的人受到歧视, 这些精英们也不把学好华语当作一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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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自然也没有达到在精英层面培养华语人才的政策效果①。

可以说正是双语政策的实施和分流制度的实施才使华文教育的生存空间逐

渐消失。 表面上双语制度和分流是为了保护母语教育, 发展华文教育, 实际上

这只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策略, 渐进式地提升英语的地位, 限制华文教育的空

间。 李光耀曾说: “1965 年……我们必须做个决定。 不过我们决定循序渐进,

而不是突然的决定……我们知道过了一段时间, 英文将成为工作语文———各族

的共同语文。 结果, 果然如此。”② 后来的结果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一切按

预定的轨道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华人的语言转用现象十分突出, 连家

庭语言中华语使用的比例也在逐年降低, 转用为英语的现象十分普遍, 1980 ~

1989 年十年间, 英语作为家庭用语增加了 14% , 而以华语为家庭语言的减少

了 14% , 这个转移是惊人的③。

（三）威权主义的执政风格制约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自由发展

实行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 维护国家的思想统一和稳定局面, 排除异己思

潮的干扰, 集中国家一切力量, 发展国家经济, 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 摆脱当

时的不利局面, 是李光耀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新加坡政治形态

的主要特点。 中国学者常把新加坡式的威权政治称之为精英权威主义。 威权政

治虽然不是民主政治, 领导人具有强烈的政治自信和坚定的执政理念, 实行一

党独占政权, 不允许反对党和反对势力发挥更多作用, 对政治生活中违背、 干

扰自身政治意图的政见、 诉求乃至采取封锁、 排斥甚至打压的措施。 但是新加

坡的政治生活中也允许其他政治团体的适度存在, 允许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

性, 实施 “半竞争性” 的选举制度, 公民得以参与政治生活。 从实际情况看,

新加坡的选举由于受到执政者不同方式、 不同程度的控制, 选举结果基本上没

有逸出执政者的预期。 民族构成复杂、 文化传统多元、 经济结构不均衡, 这些

因素使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培育与形成步履维艰, 也很容易引发不同民族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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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冲突,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统治体系是适应这种社会现实的可行选择。

因此威权政治的国家民族主义 “情结” 与理念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 社会正

义或富国强兵的理念, 这大都与经济发展、 维持社会秩序、 避免内部争斗发生

等实际考虑有关, 是一种务实主义的、 整合社会的理念①。

新加坡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社会经济结构很不均衡, 现代

化任务艰巨、 繁重, 这需要一种制约的力量, 这就是威权制度的社会土壤。 以

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社会, 具有广泛的儒家文化背景, 这给威权政治的形成提

供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少数政治精英, 则怀有一种 ‘救世’ 的报国心

态, 参政意识十分强烈, 导致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② 新加坡的历史文化传

统 “使该地区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本民族深

层文化中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 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 这就构成了威权

政治的文化根源”③。 李光耀于冷战时期执政, 正是国际社会大肆渲染 “共产

主义威胁” 之时, 他把抵御这种威胁, 镇压共产主义运动, 屠杀国内共产党

人作为面临的重要任务, 并利用这个机会, 以反共的名义清除异己势力, 树立

以人民行动党为基础的统治阶层的权威, 建立起威权制度。 这种威权制度对维

护新加坡的政治稳定, 统一观念, 集中力量, 发展国家经济, 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成功案例, 创造了新加坡奇迹。 李光耀曾言: “新

加坡不需要引进西方的民主概念, 以免把问题弄得复杂起来, 不要以为西方的

民主制度必可带来进步和发展。”④ 这和他的施政实践和一贯观念是一致的。

威权制度使一切社会运行服从于国家政策, 不允许超越这种制度的社会化

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行为, 新加坡的各种私立的语言源流学校包括华校都必须

在国家教育政策的范围内设立课程, 选择教学语言媒介。 相较于民主社会, 具

有完全独立办学体制的华校在新加坡是不存在的。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 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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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实施是涵盖各种私立学校的所有教育机构的, 因此, 学校没有办学自主

权, 没有自由设置课程和授课时数的权力, 这就完全限制了华校自由发展的

空间。

威权制度下, 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统治集团的理念、 价值判断甚至是

个人喜好都密切相关。 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开始就

认为语言问题不仅仅是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和民族团结、 政治运行、 国家意识

等问题紧密相关, 他们将语言和意识形态关联起来。 李光耀曾说过: “即便时

光倒流, 我也不会提早这样做, 因为这实在不是简单的语文问题, 而是严重

的、 复杂的政治问题。 我们是民主制度, 一人一票。 我一这样做, 受华文教育

者就认为我是消灭华校, 会引起大骚乱。 我要给受华文教育的家长时间, 慢慢

改变他们的思想, 慢慢让他们了解整个局势, 一旦了解了, 对语言问题就不会

那么执著。”① 从中可以看出, 他是站在建立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处理华文教育

的, 他的立场左右政府的行为。 政府为树立国家意识, 极力淡化新加坡华族的

民族认同和祖籍国认同, 主张华人是讲英语的华人, 而不是中国人, 把英语作

为选聘官员、 升学、 就业等的首要条件, 只通晓华文、 不懂英文的华人在各个

方面受到限制, 备受歧视。 通晓英、 华双语的华人没有只通晓英文的华人受到

的重视程度高, 甚至反而会遭受许多部门的排斥, 被认为难以融入英语社会,

且有 “亲中” 或 “亲台” 的嫌疑。 相反, 只通英语不通母语者则被认为 “可

靠”, 常可优先获得奖学金到国外著名大学深造, 学成归国后被列为 “精英”,

前途似锦②。

新加坡政府早在国家成立伊始就形成了以英语为真正的通用语的立场, 只

是在策略上采用了渐进模式。 “我们的语言教育目标是在不影响学生掌握英文

能力的前提下, 为学生定下一个实际的华文水平。”③ “即便在 1965 年之后就

决定以英文为工作语言, 但在衡量必须付出太大的政治代价后, 并没有立即在

学校推行英文为第一语言。 只能耐心地等, 一等等到 1979 年 《吴庆瑞报告

书》 发表 (注: 吴庆瑞时任新加坡副总理, 主持了反思新加坡教育制度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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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才能确定英文为主、 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比重, 1987 年才统一语文源

流, 全国学校 (除了特选学校) 以英文为第一语文, 母语为第二语文。”① 可

见, 四种语言源流合一, 英文成为第一语言, 这一切都是政府独立伊始就设计

好的结果。

（四）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使英语逐渐挤占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生

存空间

　 　 英语是殖民者留下的遗产, 新加坡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进而发展成为实际

上的通用语言, 有历史的惯性因素, 除了这一惯性因素以外, 新加坡政府建

国时规避民族矛盾以及英语本身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也是重要的原因, 但这

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应当是新加坡在制定语言政策时的实用主义

态度。

不拘泥于历史与传统的实用主义策略一直是新加坡领导层的治国方略。

实用主义关心的是行动能否给个人或集团带来实际的报酬或利益, 而不管

行动是否符合原则, 在实用主义看来, 有用就是真理, 无用就是谬误②。 “我

对于西方理论不感兴趣, 或者说并不接受西方理论作为教条真理。 我的主张是

实用主义。 行得通的话, 做下去。 如果行不通, 就改变。 我相信邓小平也有同

样的主张。”③

虽然英语是殖民者的语言, 自治初期使用英语的人口不占多数, 欧洲裔的

人口占比也很少, 只有 1． 4%左右④, 但采用英语为工作语言可以规避民族矛

盾, 可以避免国家动荡, 可以更好地发展转口贸易, 可以和世界经济与科技发

展更好地融合, 英语就成为新加坡政府毫不动摇的选择。 早在 1955 年由人民

行动党牵头起草的 《各党派教育报告书》 就建议小学阶段实行英语和母语双

语教育, 中学阶段实行三语教育, 制定教育法令, 实施母语学校兼授英语,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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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校兼授母语的政策, 这实际上就是把英语作为所有民族都必须学习的语

言, 英语全社会通用语的地位已经确立。 1963 年,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提出保留教育的自主权, 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 但以英语为通用语, 连 “国

语” 马来语也没有这个待遇。 实用主义是一种工具理性, 它受到现实环境因

素的主导, 顺时而变, 目的是追求具体情况下最大化的效益①。 随着工业化社

会的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

纪 60 年代以后经济腾飞及中国大陆因政治运动造成经济落后, 新加坡的实用

主义政策全面转向西方, 寻求与世界经济接轨, 融入发展的洪流, 对英语的强

调也成为顺时而变的一部分。 1966 年, 《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强调

华、 巫、 印校英语教学, 增加英语教学时数, 规定这些学校的部分学科必须以

英语为教学媒介语, 后来又取消公民权对国语的要求, 英语的地位进一步提

升。 1972 年实施 “语言接触计划”, 通过增加小学阶段非英语源流学校用英语

讲授的科目来增加这些学校的学生接触英语的时间, 而且要求到 1975 年, 语

言接触时间不低于 45% , 也就是说, 非英语源流学校用英语授课的时间占总

课时的将近一半, 这一比例是惊人的, 此时的华校已经基本上不是纯粹的华校

了, 华校的华语环境受到破坏。 1978 年实施的特别辅助计划实际上也是通过

提高英语水平的办法来吸引学生及家长报读特选学校。 釜底抽薪之举是 1979

年和 1991 年分别实施的分流制度, 最多只有 10%的学生可以选择以华语和英

语同时为第一语文的班级, 其他的学生都是以英语为第一语文。 由于社会整体

的英语氛围, 即使是选择华语为第一语文的 10% 的学生, 其华语水平也明显

降低, 各个学校也不得不降低对华语的要求。 自此, 英语日益膨胀, 基本上完

全占据了华语的教育空间, 以致有人认为新加坡现在实际上是英语独大的单语

教育②。 与之相应的是, 新加坡政府主导的华文教育基本消失。 虽然 1979 年

李光耀号召开展 “人人讲华语运动”, 但这也只是社会交际语层面的, 缺乏教

育体系的支撑, 不是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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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儒家精神的重视和亚洲价值观的强调是新加坡华文教育

政策转向的希望

　 　 新加坡赖以立国和振兴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英语教育的严重冲击而趋

于衰落。 新加坡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除了正确的经济战略和有

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之外, 最根本的一条, 就是新加坡人民源自亚洲价值观

的内部凝聚力和顽强奋斗精神①。 李光耀本人对此深有感触。 1994 年他在北

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致辞时说: “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 特别是

1959 ~ 1969 年那段艰辛的日子, 使我深深地相信, 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

人民, 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 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新

加坡的人民有群体凝聚力, 能够以务实的态度, 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

会问题。”② 而由于英文教育的一枝独秀和华、 马、 印文教育的日渐式微, 随

之而来的必然是西方文化影响大增和东方价值观念的备受冲击。 正如德国汉学

家傅吾康教授指出的: “华人受英文教育的最严重后果 (如果他不在家里或他

处获得相当全面的华文教育), 是完全丧失华人的人文传统。”③ 左飚、 谭慧

敏 2006 年 8 月在新加坡华族大学生中进行了 “中华根” 意识调查。 调查

结果表明, 在新加坡大学生中, 67． 5% 的人表示还有中华根意识, 但已不

强烈, 6． 8% 的人中华根意识已经淡薄, 只有 25． 7% 的人具有强烈的中华

根意识④。

日益西化的观念表现在对个人主义、 英雄主义、 自由主义、 法律精神的认

同, 家庭观念淡薄, 团结精神缺失, 社会责任感弱化, 对儒家伦理及亚洲价值

观不屑一顾。 新加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家庭平均人数减少、 离婚率

上升、 生育率降低、 青少年犯罪增加、 人才流失严重、 移民倾向强烈等社会问

题⑤和日益西化的观念不无关系。

863

①

②

③

④

⑤

庄锡福: 《新加坡华文教育省思》,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张永和: 《李光耀与儒家思想》, 《海峡通讯》 2009 年第 1 期。
转引自庄锡福 《新加坡华文教育省思》,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左飚、 谭慧敏: 《新加坡建国以后中华语言与文化升沉荣枯的启示》,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1 期。
庄锡福: 《新加坡华文教育省思》,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分析

华文教育的缺失导致青少年的观念日益西化, 而日益西化的观念反过

来又导致青少年对儒家传统文化不予认同, 华文教育失去文化根基, 出于

对民族精神的追求和价值自觉的态度接受华文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据

一项调查显示, 南洋大学一年级新生之中, 将近 18% 的学生后悔当初投入

精力学习华语, 而只有不到 2% 的学生后悔学习英语①。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张汉音博士 2000 年主持了一项 “新加坡族群危机调查” , 形成了几个结

论: “新加坡华族对本身族群的认同感比马来族及印度族都弱; 华人族群

认同感下跌速度很快, 父母辈与子女辈之间就下跌了 16 个百分点; 华族丧

失族群认同感的趋势是: 受高等教育者多于受较低教育者; 日常用英语者

多于用华语者; 信仰基督教者及无宗教信仰者多于其他宗教信仰者。”② 与

之相应的是新加坡新生代华人身份认同逐渐被国家认同取代, 也就是说, 正从

先辈的文化认同转化为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 “事实上, 新加坡华人和当今全

球化之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没有什么不同。 更贴切的说法是, 现代的

新加坡华人日益变得更像属于国家概念的新加坡人, 而不是种族文化或中华文

明概念下的传统华人了。 这种国家的印记, 使得华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已经超越

了对自己种族的认同。”③ 国家认同自是道中之义, 但身份认同的缺失令人担

忧, 在一个华人身份认同缺失的群体里倡导和推广华文教育, 其前景自然是黯

淡的。

针对价值观念日益西化的社会现实, 新加坡政府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

始推行儒家伦理, 组建东亚哲学研究所, 开展儒家 “现代化研究”, 开办各种

儒家讲座, 强化儒学宣传, 增设 “儒教” 选修课, 希望以儒家的集体主义伦

理取代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享乐主义。 但这一儒学复兴计划效果并不理想,

最终于 90 年代初放弃④。 1991 年, 政府推出 《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并获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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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白皮书正式提出 “国家至上, 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 关怀

扶持, 同舟共济, 求同存异, 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 宗教宽容” 等各族人民

必须共同遵守的新的核心价值观。 这些内容延续了李光耀在 1979 年提出的

“亚洲价值” 思想, 回避了使用 “儒家伦理”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新加

坡新老领导对儒家精神和亚洲价值观的重视和强调, 20 世纪末 21 世纪以来,

政府出台了多项强调华族母语及其文化教育的措施。 1998 年 《 “华文教学检

讨委员会” 报告书》 明确指出 “母语使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 使我们更

具有平衡的、 与英语世界相辅相成的世界观……” 2004 年新加坡教育部对华

文教学进行了改革, 旨在营造华文学习环境, 2005 年实施了 “双文化课

程”, 2009 年设立了华语中心。 这些措施虽然尚不系统, 也无法改变华文教

育的颓势, 但似乎表明了一种希望———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政策正在缓慢转

向。

四　 结语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政策涵盖于民族政策、 教育政策、 语言政策之中,

从自治以来, 一直以社会多语和个人双语为基本精神。 双语政策的实施

及 1978 年、 1991 新教育制度的实施和改革对华文教育来说是釜底抽薪

之举。 追求多元主义民族国家的认同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的主导,

精英教育的治国理念造成了华文教育日益衰竭的现实, 威权主义的统治

制度制约了华文教育的自由发展, 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使英语逐渐挤占

华文教育的生存空间, 日益西化的文化观念使华文教育发展前途显得十

分黯淡。

新加坡的新老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华文教育的缺失, 造成了新加坡青年一

代价值观念日益西化, 造成了离婚率上升、 犯罪现象严重、 家庭观念单薄、 生

育意愿降低、 社会责任感弱化、 个人主义及功利主义盛行等突出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都和儒家伦理的缺失和亚洲价值观的淡化密切相关。 语言是文化

的载体, 语言教育和价值观的塑造相辅相成, 要想改变社会风气, 唤起青年人

的家庭观念、 社会道德及社会责任意识, 重塑新老领导人一直强调的亚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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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儒家精神①, 加强华文教育, 浸濡中华传统文化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随着

新一代领导人对华文教育的呼吁和推进, 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提高,

相信未来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会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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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ingapore’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Hu Pei’an

Abstract: Embedded in Singapore’s ethnic policy, education policy and
language policy, the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nation has been taken multi-
lingual society and bilingual individual as its fundamental guideline since Singapore
regained its sovereign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policy,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education system in 1978 and its reform in 1991 was devastating to Chinese
education． The pursuit of a pluralism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the core guidance of
Singapore’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The elite nation ruling concept, the
authoritative political system, the pragmatic policy orientation and the increas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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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ized culture awareness have restricted Chinese education’s free development,
squeezed its living space and left it with a bleak future． The leaders of the nation have
realized the declining situ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has caused the weakening
scenario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Asian values which they had stressed． This has causal
effect on a series of social issues． They called on to tak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which makes the future of Singapore’s
Chinese education more promising.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Bilingualism; Dy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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