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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话语笼罩下的“新加坡故事”

文 / 欧树军 王绍光

1818 年，英国驻爪哇副总督托
马斯·斯坦福·莱弗士，奉命赴任苏
门答腊岛明古连（今属印尼）副总

督。 他在当地实际调查后，警告东

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没有一个友好

路的据点， 他说服了英驻印度总

印度公司的董事们：
“荷兰人占据了船只进入这片
群岛的唯一入口，即马六甲海峡；英
国人如今在好望角和中国之间已经

的港口来补充淡水和给养。 ”
为了打破荷兰对东方贸易的
垄断，莱弗士希望在马六甲海峡以
东地区建立一个保护英方海上商

督，后者授权他选址并与本地马来
王公谈判。
新加坡这个马来苏丹昔日的重
镇，就这样进入了英国人的视线。

商业中心与“
政治支点”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可以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支点。 ”
不久， 莱弗士率领五艘武装船
从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南下，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岛设立殖
民地。双方约定，每年由公司向苏丹

“我们的目标不是领土而是贸
易，是一个商业中心，一个我们可以

亚地区及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岛成
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属地。 周边的

偷越马六甲港， 于 1819 年 1 月 28
日傍晚航行至新加坡附近的圣约翰
岛。圣约翰岛现归圣淘沙岛管辖，当
前世人瞩目的美朝最高领导人会晤

支付 5000 西班牙银元、向天孟公支
付 3000 西班牙银元作为租金。
此后，移居新加坡岛的人越来越
多，包括马来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扩大政治影响

三个港口加上马六甲附近一带，统
称“海峡殖民地”，首府和总督驻地
设在槟榔屿。
1834 年，海峡殖民地首府迁往

“特金会”， 就定在岛上的嘉佩乐酒
店举行。
曾控制这一地区的柔佛苏丹和
布吉斯人， 那时均已成为荷兰人的

布吉斯人、中国人、亚美尼亚人、犹太
人、波斯后裔帕西人（又称巴斯人，擅
长经商）、欧亚混血人、英国人等。

傀儡。 原来在柔佛苏丹国很有权势
的马来大臣天孟公， 因政治失意正
避居新加坡岛。 2 月 6 日，希望“以
夷制夷” 的天孟公与莱弗士达成协
议， 由莱弗士代表英驻印大总督正
式承认东古·隆（天孟公支持的柔佛
苏丹王子）的苏丹地位，后者则允许

力的支点。 ”
英国一步步地攫取了新加坡的
控制权。 莱弗士在岛上划定的殖民

莱弗士看中的是新加坡的地理
优势。他认为，新加坡是东南亚贸易
的天然中心， 具有本地区最大的航

地边界是：
“西起丹荣马琅， 东至丹
荣加东， 向内陆延伸的距离为一发
炮弹的射程。 ”1823 年 6 月 7 日，莱
弗士与柔佛苏丹、 天孟公达成新协
议，提高租金，并以月租形式买断了
上述殖民地以外区域的司法和其他

新加坡， 同时英国政府宣布取消东
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的独占垄断
权。 1839 年 5 月，林则徐在广东发
起禁烟运动， 英国人决定武力侵华
并开始积极备战。 1840 年，英军及
其印度雇佣军在新加坡集结，5 月

海优势和商业价值， 它是东部群岛
交易的最佳中转站， 距离穿越海峡
前往中国的主要海运航线只有几英
里， 可以发展成为大英帝国最重要
的东方站点。 因此他说：

权力， 自此把新加坡变成了一块彻
底的英国殖民地。
1824 年 3 月 17 日， 英国与荷
兰缔结条约， 以马六甲海峡为界限
分而治之， 英国人完全控制了马来

份起航挥师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
随后爆发。
在此之前，谁又能想到，新加
坡与中国的直接联系，竟是这样开
始的！

从“
东方苏伊士”到“
南方之光”
英国这个草草投降了事的殖民宗主国道义尽失，自治独立的思想种子由此在新加坡人心中生根发芽。

2018 年 4 月 2 日，美军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抵达新加坡，停泊在樟宜海军基地。 西奥
多·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1901~1908 年），因成功地调停了日俄战争，获得 1906 年的诺
贝尔和平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 而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
特金会”，
很可能也会对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整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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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转腾挪求自保
作为一个在极其险恶的地缘空间上生存下来的“
弹丸之国”，新
加坡非常渴求安全。
为了争取更广阔的 经 济 腹
地，也为了向英国争取彻底独立，
新加坡自治政府决定接受马来亚
的合并协议。 1961 年 5 月 27 日，

年），都是美国向东南亚“亮剑”，
宣示自己取代老牌殖民列强，这
也是美国构建由其主导的世界秩
序的重要一环。 到了 1972 年，新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马来亚总理
马哈蒂尔筹划合并组成马来西亚
联邦。但在新加坡内部，很多人并
不赞成这次合并。尽管阻力不小，
1963 年 9 月 16 日， 马来西亚联

加坡与美国的经贸关系空前密
切， 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和外来直
接投资主要来自美国， 美国也成
为仅次于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第二
大贸易伙伴。

邦还是正式成立了， 成员包括马
来亚联邦、新加坡、沙捞越和北婆
罗洲， 这引起邻国菲律宾和印度

但美国的 出 场 并 非 一 帆 风
顺。 1975 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
败，丢掉了金兰湾军事基地，1977

尼西亚的抗议。
在马来西亚联邦，马来人享有

年，旨在“阻止共产中国影响力南
下东南亚” 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宣

1869 年， 苏伊士运河开通，欧
洲到东方的贸易船队不再取道好望
角和巽他海峡（苏门答腊岛、爪哇岛

迈克尔·曼这样概括此类帝国的模
式：
“
帝国核心主导政治主权，边缘地
区的统治者保留某种自主性，在实践

统治则表现为对社会的分而治之。
1941 年，日本政府决心“以战
养战”，发动太平洋战争，掠夺东南

力抵抗日军，大都积极抗日，在新加
坡的马来亚共产主义者尤为英勇顽
强。日军占领后开始残酷报复的
“检

之间的狭窄水道，沟通太平洋的爪
哇海与印度洋），而是从苏伊士运河

上可以与帝国当局协商游戏规则。 ”
由于新加坡人口很少， 地域狭

亚的丰富资源， 以维持深陷泥潭的
侵华战事。 12 月 7 日，日军突袭珍

证”行动，大肆屠杀新加坡人，年轻
力壮者不问理由就被拉上卡车运到

各种特权，华人则掌握着马来亚半
岛的经济命脉。 新加坡的加入，再

布解散。 这两大挫败，导致美国在
“
存在感”急剧下降。
东南亚的

进入红海，横渡北印度洋后在锡兰
（今斯里兰卡）休整，然后转入马六
甲海峡，直达新加坡。 因此，有说法
称“正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让新加
坡成为东方苏伊士”。

小，没有必要建立多级政府体制，所
以从 1819 年 2 月莱弗士首次设立
殖民地，到 1942 年 2 月驻新英军向
日军投降的 123 年里， 英国一直通
过印度总督直接统治新加坡和整个

珠港，同时进攻马来西亚和泰国，第
二天又以所谓
“
亚洲解放者”的姿态
全面侵入东南亚，并轰炸了新加坡。
12 月 25 日，日军占领香港，在印度
洋则重创英国远东舰队。 1942 年 2

野外枪决。 日军暴行深深铭刻在新
加坡人心中，而这一惨痛经历，导致
英国这个草草投降了事的殖民宗主
国道义尽失， 自治独立的思想种子
由此生根发芽。

19 世纪 90 年代初， 新加坡发
展成为非常重要的橡胶交易中心，
并长期将具有现代军事功能和战略
意义的橡胶产业作为经济支柱，在

海峡殖民地，可以说是这个“间接统
治”帝国的例外。
当然，如果细究的话，英国在新
加坡很大程度上是采取直接与间接

月 15 日，驻新英军向日军投降。 日
军攻下新加坡后， 将其改名为昭南
（意为“南方之光”），作为日本占领
的南方地区的首府。 自此， 英国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 新加坡短暂的日殖时
代结束。 由于英国军队此前已经完
全撤离， 新加坡本地人也没有自己

加上人民行动党强大的组织和动
员能力， 让联邦及巫统内部担心
华人将来会控制整个马来半岛，
威胁马来人的特权地位。 1965 年
8 月 9 日，马来西亚国会以 126 票
赞成、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由马
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宣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新加
坡出于地缘安全考虑，奉行“区域
权力平衡战略”，支持美国在亚太
地区驻军。 1990 年，新加坡允许
美军进入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耶
利 空军基地和三巴旺码头，后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
争、越南战争期间，获利甚丰。
在 18~19 世纪的全球范围内，
英国是一个
“
间接统治”的帝国，学者

统治相混合的帝国模式。 直接统治
表现在将当地人隔绝于政治生活之
外，政治、军事、行政、经济乃至意识
形态权力，完全由英国人掌控，间接

“远东地区”的两大殖民港口香港和
新加坡，均落入日人手中。
1942~1945 年为日本侵占新加
坡时期。 新加坡人原以为英国会倾

的政治组织，无人能出面受降。到了
9 月 12 日，英国将军蒙巴顿代表英
国重返新加坡，正式接受日军投降，
并宣布新加坡进入军事管制状态。

将新加坡逐出联邦。 同日，李光耀
也宣布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
坡从此正式成为一个立足马来半
岛核心位置的独立国家。
到了 1968 年 1 月，因为无力
继续保障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
安全，英国政府决定，三年内撤销
英国在新加坡占地面积为全岛
1/10 的军事基地。 1971 年 11 月，
英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
亚、 新西兰签署的 《五国防务协
议》正式生效，极少数的英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常驻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
1973 年，《巴黎和平协议》签
订，越战接近尾声，而英国加入欧
洲经济共同体， 并解散了英国马
来西亚协会， 英联邦安全防卫体
系终结。同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的货币、 证券交易所和橡胶市场
彻底分立， 两国全面分离。 1975
年， 柬埔寨和南越摆脱了美国的
影响转向共产主义。 1976 年 3
月，英国驻军从新加坡全部撤出。

者原本是英军基地。 1992 年，美
国被迫撤出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
空军基地后， 新加坡又同意美国
在新境内建立战术分支机构。
1999 年，新加坡允许美国军
舰停靠樟宜海军基地。 2003 年 10
月，新加坡与美国在反恐、反对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联合军演
和训练、政策对话、技术交流等事
务上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新加坡就像从马来半岛刻意
划出来的政治飞地。独立之初，马
来西亚的人口约 6 倍于新加坡，
印尼人口约 60 倍于新加坡，在英
国和荷兰分治马来半岛与印尼群
岛的殖民分赃体系下， 这种压力
由英国承担。英国退场之后，马来
西亚、印尼两大强邻虎视眈眈，新
加坡不得不自行面对挑战。
作为一个在极其险恶的地缘
空间上生存下来的
“
弹丸之国”，新
加坡非常渴求安全。 过去，它离开
英国就很难立足于东南亚， 现在，
它又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
“
锚”。而

英帝国全面“
退场”。
在英、法、荷从东南亚
“退场”
的同时， 美国迅速出场填补战略
空白。 越南战争（1955~1975 年）
和 东 南 亚 条 约 组 织（1955~1977

新加坡把美国而非中国作为马六
甲地区权力的平衡者，这应该是一
个不受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约束的
现实主义地缘政治选择。

“
光荣撤退”不光彩
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羞辱政治上积极反英的新加坡民选内阁首席部长马绍尔，把他的办公桌放在楼梯底下。
二战结束后，英国、法国、荷兰、
美国纷纷重返各自在东南亚的殖民

森成为新加坡总督，槟城和马六甲组
成马来亚联合邦，北婆罗洲也有了自

推动新加坡走向
“
发展型国家”。
为了缓解新加坡人民的反抗情

众的政治支持。 英国殖民政府为了
羞辱他， 把首席部长的办公桌放在

地。不过重返行动并不顺利，此时的
东南亚人无法再忍受继续生活在帝
国主义、殖民主义之下。在苏联和中
国的支持下， 东南亚各国的反帝国
主义、 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
重返”变成了“退场”。
早在 1943 年二战正酣之际，英
国就开始谋划重返马来亚之后如何
统治。 不甘心丧失包括新加坡在内

己的总督。 为了统管这些殖民地总
督， 英国又设立了驻东南亚最高专
员，首任专员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根据前述的“光荣撤退”计划，
英国在新加坡引入政党政治， 加速
培养忠于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精
英， 具体措施包括： 推出公共部门
“马来化”方案，扩大女王奖学金发
放范围， 刻意扶持进步党等进入政

绪，并从政体上贯彻“光荣撤退”计
划， 英国通过选举有限开放殖民地
政治体系， 最高统治者依然掌握重
大政治事务的绝对控制权， 以及政
治议程的优先设置权。
1955 年 4 月， 在新加坡的第三
次议员选举中，30 万登记选民参加投
票，其中 70%都是华人，劳工阵线胜
出，成为立法会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

楼梯底下。 首席部长与总督之间常
常因此爆发权力冲突， 导致英国政
府被迫答应， 由新加坡立法院派代
表，三次赴伦敦进行宪制谈判。
1958 年 5 月 28 日， 接替马绍
尔出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 （劳工阵
线中的华人工运力量代表），与英国
政府进行第三次宪制谈判， 双方在
《新加坡自治宪法草案》 上正式签

的马六甲地区统治权的英国殖民
者， 面对殖民体系的衰败和殖民地
政治自信的上升，希望实现
“光荣撤
退”。他们设想通过维持新加坡在整
个马六甲地区的特殊地位， 在各地
让出
“治权”，保留“
主权”，来继续掌
控局势。
1946 年 4 月 1 日， 英国将新加
坡改为直辖殖民地，富兰克林·金姆

治舞台，镇压马来亚共产党。
1948~1960 年， 为了防止共产
党取得新加坡乃至马来亚的控制
权，英国在新加坡实施了长达 12 年
的紧急状态，以瓦解反英联盟。在这
种局势下， 人民行动党于 1954 年
11 月 21 日成立， 并将政治目标定
为“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和
路线从中间偏左转向中间偏右，以

权。4 月 6 日，由劳工阵线领导人马绍
尔领衔担任首席部长， 劳工阵线、马
来人政党巫统和马华联合会共同组
成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内阁政府，但
外交、防务、内部治安权仍由英国殖
民当局掌控，民选政府无权过问。
代表印度裔工运力量的马绍
尔，政治上积极反英，拒绝用武力镇
压华人罢工， 并谋求反殖民主义群

字，新加坡获得自治地位。
1959 年 5 月，人民行动党得到
占新加坡人口大多数但受教育程度
不高的华人支持， 在宣布自治后首
次大选中获胜。 6 月 5 日，新加坡总
督古德宣布新宪法生效， 新加坡成
立自治政府，古德本人为首任元首，
李光耀为首任总理， 他高呼：“新加
坡的历史从此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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