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有盖走廊和走道是从五
脚基演变而来的。新加坡开埠后，
莱佛士拟定了“城市计划”的发展
蓝图，规划新加坡河口周边地区的
用途和建筑，其中就包括规定店屋
的宽度，店屋前必须设五脚基。今
天牛车水许多受保留的旧店屋仍保
留着五脚基。
　　根据旧报纸资料库，“有盖走
廊”一词最早出现在1970年《南洋商
报》“衣食住行在云南园”一文，当
中提到大学生在下雨天沿着有盖走廊
步行到目的地的校园生活面貌。
　　上世纪70年代，市区新盖的建筑
逐渐建造有盖走廊或走道，将两座相
邻的大厦衔接起来，方便上班族。进
入80年代，有盖走道越来越普遍，小
学及中学校舍、办公楼、地铁站及巴
士站、组屋区镇中心等建造越来越多
的有盖走廊。后来的组屋主要翻新及
中期翻新工程，给邻里兴建完善的有
盖走道网络。2013年陆路交通发展总
蓝图提出总长200公里的有盖走道，
衔接地铁、轻轨、巴士站等；去年9
月，当局完成目标。
　　在一些大国，宽敞的行人广场或
绵延数公里的地下购物街是当地特
色；在新加坡，绵延的有盖走道让行
人不带伞却不惧风雨。这个简单的建
筑设施，足以成为新加坡的特色。

站长的话

唐文方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下，有些
人认为美国换个总统，特别是换

个不同政党的总统，矛盾就会缓和。纵
观历任美国总统与对华关系的变化，例
如克林顿对华“和平演变”的怀柔政策
与特朗普的区别，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
理。
　　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国
内的精英，包括政、商、军、媒、学，
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的区别，一旦谈到
中国，口径就会一致对外，喊出了“中
国是美国最危险的对手”，甚至还有人
重新提出“文明冲突”的口号。
　　例如，除了特朗普和他的鹰派行政
团队，国会两院中反华调门最高的人之
一就是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的
家庭背景是古巴革命逃到美国的难民，
反共的铁杆一向仇视中国，与台独关系
密切，去年曾经施压关闭了他所在的佛
罗里达州的两所孔子学院，理由是中国
政府通过孔子学院向美国渗透。
　　如果说卢比奥反华是为了支持他的
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这还说得过去。但
是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敌，平时和他
为了党派利益打得你死我活，一旦面对
中国，就会调转枪口，一致对华。例如
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是特朗普的死敌，两
人还互相对骂对方神经不正常，但每次
遇到批评中国，她就会奋勇承担领舞的
角色。
　　另外，美国的媒体也是不分党派地
高调反华。上一轮中美贸易谈判无果而
终，媒体不分党派全体而攻之，不是批
评特朗普要价太高，而是说他要得不
够，说他应该对美国的盟友加拿大、墨

西哥、欧盟等妥协，孤立中国，从而抬
高对华谈判的筹码。果然，美国随后就
宣布减免加拿大的关税。
　　此外，历来反华的谷歌，最近也积
极配合美国政府，试图禁止华为使用安
卓系统和其应用程序，目的是阻止华为
手机在海外的销售。很多美国的学者前
一段时间也不分党派联名发表声明，支
持政府的反华立场。
　　总之，在一个以多元化自居的国
家，精英能有如此一致的反华态度，
说明中国触动了其根本利益。美国为
了什么样的根本利益会对中国如此恐
慌呢？
　　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经济实
力上、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快速崛起，例
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G技
术、航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
以及亚投行、“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等等，都彰显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
力以及对美国世界老大地位的影响。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例如
中国从韬光养晦变为强势高调让对手不
适应，还有人认为是美国在冷战后必须
寻找一个新的对手，所以正在崛起的中
国撞到枪口上了。

美国对中国制度的焦虑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并且已经
有不少人讨论过，这里我想谈一个更深
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制度的原因。美国
看到了中国快速崛起后面的制度优势，
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焦虑。
　　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美国目前
仍然领先中国，但在制度上，虽然美国
仍然坚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这

个制度似乎并没有带来能在与中国的竞
争中取胜的自信心。
　　美国人对自己制度的自恋，在冷战
刚刚结束时达到了高潮，于是有人写
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以表达西
方制度在历史上的胜利。然而，自从
冷战结束后，美国制度的弊病也越来
越凸显。
　　首先，美国是一个越来越四分五裂
的社会，有人形容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
多数人统治，而是多个少数人利益团体
的统治（Polyarchy），而在后工业化社
会的美国，少数人的利益越分化越细，
且不说女权主义的兴起，各种少数民族
团体如非裔、拉丁裔、犹太人、亚裔等
等，也在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有要
保护枪支合法性的，也有要禁枪的，有
争取堕胎权力的，也有反堕胎的，有要
让大麻合法化的，有要同性结婚合法化
的，双性人接着也要权利，然后变性人
不干了，也要自己的权利。在美国的绝
对政治正确的气氛下，无论你代表什么
样的少数人的利益，都有机会分一杯
羹。
　　Polyarchy的结果就是从社会到政府
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每个人都为了自
己的小团体的利益而寸步不让，造成社
会的分裂。总统选举和国会中期选举间
隔只有两年，政客为了选票，就会把上
述小团体利益当成竞选口号，例如同性
结婚、反堕胎、大麻合法化等等，少有

人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每个小集团利
益满足之后，剩下该为国家花的钱和精
力恐怕也不多了。
　　美国高铁始终修不起来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奥巴马当政时，说要帮笔者
当时所在的艾奥瓦州修一条到芝加哥的
准高铁，但当时的州长（现任驻华大
使）就是不修，原因可能有多种，一个
可能是州长竞选时得到当地汽车业主的
支持，修了高铁等于打脸汽车行业，下
次说不定就保不住乌纱帽了。
　　绝对的人权平等还使社会公平的原
则受到了扭曲，比方说，少数民族特别
是非裔和拉丁裔，在入学、入职、考核
等方面均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优惠待遇，
例如每所大学都会攀比自己有多么照顾
非裔和拉丁裔，正常的考核标准不适用
于非裔和拉丁裔，致使其他族群的怨气
上升，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美国近年来的民调显示，民众的政
治幸福感下降，对政府、媒体、国会等
社会和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而中国呢？有一个不须每两年就要
为选举疲于奔命的执政党，可以用长
远眼光制定战略计划，例如中国制造
2025，并且能以举国资源支持这些战略
性项目；还有一个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
政府，所有这些都让美国的精英嫉妒和
羡慕。他们深知，中国的潜力根源于其
制度，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
　　中美制度的优劣不是精英说好就

是好的，最终的评价应当由生活在每
个制度中的老百姓来评价。一个美国
学者2017年进行的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
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对
政府回应百姓需要的认知分别为52%和
50%；而在美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可
怜的10%和13%。这一巨大的差别不能
不说是制度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会说，朝鲜会更高，可那是高
压的结果。说这种话的人可能读西方媒
体太多了，但是要想证明到底是高压还
是真的支持政府，要有可靠的证据，而
不能凭拍脑袋想当然乱说。
　　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焦虑还在于，中
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如果运用在其他国家
和社会，前者的民意效果也会明显好于
后者。再以上述2017年的调查为例，如
果用与中国模式很相似的越南，来对比
照搬美国模式最好的学生台湾，对中央
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回应度，在越南
都是48%，而在台湾则是可怜到惨不忍
睹的7%和11%。
　　不服气的人可能会引用美国制度的
各种好处来证明其优越，但如上所说，
对任何制度的评价，除了精英对其理
想化的描述，生活在其中的民众才是最
有发言权的。精英可能认为中国民众
是受了蒙蔽，但是美国民众也会被蒙
蔽。无论蒙蔽与否，民众对政府的满
意度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想获得的政治
资本。
　　总之，美国对中国的焦虑除了中国
经济科技和军力的崛起，更深层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在制度上对美国的挑战。如
民意调查所显示，这个挑战是客观存在
的。相比之下，美国精英似乎对自己的
制度越来越缺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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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争论可能没有什么启发性，但由欧洲理事
会提名的领导欧盟的管理机构的候选人，无疑令人
印象深刻。如果欧洲议会批准，德国国防部长冯德
莱恩和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将分别成为欧盟委员会和
理事会的主席；西班牙外交部长博雷利将成为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接下来，在11月，拉
加德将接替德拉吉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好消息是，在全球缺乏安全之际，上述每一位
候选人都将增强欧盟的实力。坏消息是，欧盟自身
将继续面临来自内部的重大挑战。填补高层领导职
位的斗争，导致了“领衔候选人”制度的取消——
由欧洲议会中最大的政党集团选择欧盟委员会主
席，并且众人认为不民主的幕后交易也再现。这一
改变的理由必须得到解释，否则欧盟的信誉可能
受损。毕竟，“领衔候选人”制度是在2014年推出
的，目的是反驳欧盟存在民主赤字的看法。
　　这场领导权之争还加剧了欧盟内部关于其合法
性来源的观点之间的冲突。拥有强大议会文化的成
员国认为，应该根据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来
挑选最高官员，而其他国家如法国则认为，行政经
验远比选举结果重要。设计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欧盟
领导人遴选程序，自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今
年遭遇挫折，但在下一届选举中，仍应保留和融合
“领衔候选人”制度的原则，增加由更强大的跨欧
洲政党结构支持的跨国候选人名单。除此之外，欧

盟还须加强欧洲议会的作用。
　　许多欧洲议会议员对欧洲理事会未能提名任何
一位“领衔候选人”深感失望，他们可能会投票反
对冯德莱恩的任命，从而表达自己的背叛感。如果
她的候选人资格被否决，接下来可能会出现长达数
月的制度僵局。为了显示诚意，冯德莱恩应该尽早
宣称，她将致力于授予欧洲议会议员发起立法的事
实性权利。
　　在与欧洲委员会达成机构间协议后，这种改
变将不须对任何创始条约进行修订。此外，如果
任命得到确认，冯德莱恩和意大利民主党新任欧
洲议会主席萨索利，应该建立一种与其前任容克
和舒尔茨同样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考虑到欧
洲议会的新组成人员，他们应该让所有希望为建
设一个更强大的欧洲而努力的议会团体的主席都
参与进来。
　　欧洲议会议员选择了萨索利而不是欧洲理事
会自己的候选人、前保加利亚总理斯塔尼舍夫
（Sergei Stanishev）的这一事实表明，今年5月的欧
洲议会选举，已导致人们产生了对制度上自我主张
的新渴望。然而，这次选举使得欧盟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分裂。由于绿党、右翼民族主义者和自由
派中间派的增加，欧洲人民党和进步社会民主党联
盟这两个主要政党，在拥有751个席位的议会中所

占的席位，从404个下降到336个。
　　欧洲大联盟的衰落和新的较小党派的出现将阻
碍决策，正如议会未能就其自身的问题达成一致所
表明的那样。议会团体之间的分歧不仅关乎政治，
还关乎地理。欧洲人民党几乎没有来自法国或意大
利的欧洲议会议员，也没有来自德国和北欧的大型
代表团。而进步社会民主党联盟从伊比利亚半岛和
意大利所获得的支持要多得多，来自维谢格勒集团
（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或法国的议员
相对较少。
　　欧洲议会的日益分化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关系的
变化密切相关。法国和德国携手合作的日子一去不
复返了。而即使他们真的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站在
一起”，阻止少数派这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他们在欧
洲理事会的绊脚石。最新一轮的欧盟领导人谈判表
明，要想获得多数席位特别困难，更不用说达成一
致意见了。
　　相反，各国政府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则
越来越肆无忌惮。因此，个别成员国将面临在规模
较小、想法相同的团体中追求各自具体目标的强烈
诱惑。因此，挑战就在于确保此类举措的实施，要
遵循欧盟的官方程序，而不是通过政府间的密室协
议来决定。
　　欧洲议会选举的高投票率表明，欧盟并没有失

去公众的支持。在成员国中欧盟怀疑论者和民族主
义政党崛起之际，政治中心得到强化。总体而言，
公众对欧盟的信任度与上世纪80年代一样高，当时
欧洲一体化是对阵苏联的防御体。对大多数欧洲人
来说，成为欧盟的一员仍然具有意义。
　　但选举的结果也显示出对变革的期盼。许多公
民放弃了传统政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恐
惧。就像国家层面的政客一样，欧盟的新领导人将
不得不就那些对他们和他们后代的未来怀有深深不
确定性的选民做出回应。欧洲人对大国竞争、新的
安全威胁以及可能颠覆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的技术
革命感到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欧盟以及共同工作的各成员国政府合作，须以
雄心和决心应对这些挑战。欧洲理事会已经制定
2019年至2024年的战略议程，现在该由欧洲议会来
做出决定。自5月份的选举以来，来自四个温和派
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一直在就一项共同的政策重
点项目谈判。换言之，他们把政策实质的重要性置
于人事组成之上，无论谁担任最高领导人，欧洲议
会都将拥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尽管规避了“领衔候
选人”制度，但这一改变的努力就像理事会选出的
一系列有前途的候选人一样，表明欧盟正在缓慢而
稳定地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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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联

如果你只是一个来新加坡玩几天
的游客，或者是一个过境新

加坡的旅客，你可能不会对遍布全
岛、造型各异的有盖走道留下比较
深刻印象。但如果你在新加坡待的
时间稍微长些，一定会感叹：有它
真好啊！
　　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光照强
烈，长年如夏，且降雨频繁，所以
有盖走道所带来的益处和便利是不
言而喻的。对行人来说，只要走在有
盖走道下，就无惧烈日和降雨了。
　　稍加观察可以发现，为了让有
盖走道更好地发挥便民利民的作
用，很多有盖走道都是和地铁站、
巴士站、行人天桥、购物中心、组
屋底层及其他建筑的外廊衔接在一
起。
　　前些年，我所居住的这栋组屋

楼下又新建了一条有盖走道，长度
虽然不足30米，但把组屋和地铁东
西线的高架轨道连接起来，因为这
一段地铁高架轨道可以遮雨，形同
有盖走道。这样一来，那些行人特
别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遇到雨
天，根本不必携带雨具，就可以来
往于自己家和淡滨尼地铁站、购物
中心、巴士转换站等。这一路上只
须沿着连接巴士站的有盖走道，越
过人行天桥，然后借助与组屋相连
接的有盖走道，在组屋楼下一路穿
行，四通八达，直接走进回家的电
梯。走这么长的距离，居然可以淋
不到一点雨，厉害吧？
　　新加坡在设计建造有盖走道
时，除了考虑它的实用性，也会尽
量避免外观单一化。有的看上去比
较“高大上”，有的相对简易些。
尤其是这个“盖”的形状有很多

种，有平、斜、尖、拱顶等，而且
在材质和色彩运用方面也是丰富多
样，如具有华族特色的、带小尖顶
的“琉璃瓦”样式的顶盖。于是
乎，这个原本只是用来遮阳挡雨的
有盖走道，成了新加坡一道别具热
带特色的城市风景线。
　　对新加坡而言，虽然有盖走道
不是那种显山露水、夺人眼球的城
市地标，但从侧面体现了政府对民
生问题的关注，因为建设有盖走道
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有盖走道几乎已经成
为这个城市国家的“基础设施”。
　　据说新加坡的有盖走道建设，
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和规划。也许
若干年后，随着总里数不断增加，
多如毛细血管般的有盖走道和政府
组屋一样，很有可能成为一张新的
“国家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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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莲湘

　　我今年78岁，从7月7日开始感
到晕眩，7日当天晕眩了三次，8日
两次，9日两次。9日下午4时，我到
马林百列综合诊疗所看医生。因为
没有预约，看医生的时间订在4时25
分。
　　我在诊室外等候至4时45分，身
边已没有其他病患在等候，我敲门

问医生是否可以为我检查。她回答
说还有三个病患，要我再等。但外
面已经没有人在等候，为何还要我
再等？
　　我看见隔壁的诊室也没有病患
在等候，便敲门把我的情况告诉那
位医生，她开始时不肯，因为我不
是她的病人。
　　我告诉她我已经头晕三天，担
心会晕倒在地上，既然没有病人，

是否可以帮我检查。经我解释后，
她说这次破例为我检查，以后不可
以这么做。
　　她为我检查有没有中风的迹
象，然后要我改天再到诊所做抽血
检查。
　　我要向那位年轻女医生Lim Shi 
Wei道谢，并希望诊所在没有病患
等候时，允许还未轮到号码的病患
让医生先检查。

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美国目前仍然领先中国，但在制度上，虽然美国仍

然坚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制度似乎并没有带来能在与中国的竞

争中取胜的自信心。

陈新发

　　最近读到有关居民在儿童游乐场遛狗引发口舌风
波的报道，我有话要说。
　　我平时也会出外遛狗，但坚决反对把狗儿带进游
乐场。游乐场是为儿童而设的，让孩子在无拘无束的
环境里玩乐，这是他们的小天地，也是各族同胞孩子
不分彼此，在一起玩耍、互相认识，从小建立种族和
谐的环境。
　　为何有人要把狗儿带进游乐场？无非为了自己的
方便。他们可以一边遛狗，一边看着孩子。我就见过
这种情况。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狗儿不会咬人、不会
随地大小便、孩子可以和狗儿接触等。狗儿毕竟是
动物，急起来不会告诉主人就自行解决。至于说让
孩子接触狗儿，不是每个家长都放心让孩子接触陌
生的狗，也不是每个狗主都会让孩子去触摸他们的
爱犬。万一发生狗咬人或人吓坏狗的事情，后果很
麻烦。
　　儿童游乐场本来就不适合遛狗。游乐场的各种设
施是为儿童量身设计的，如果狗儿在那里跑动、追逐
或大小便，会对儿童造成不便。如果允许在游乐场遛
狗，可以预见女佣或遛狗人放任狗儿在游乐场嬉戏，
或把狗儿绑在游乐设施上，狗主在那里闲聊或玩手
机，孩子哪里还有玩耍的空间？
　　真正爱狗的行为，应该是让狗儿有足够的活动空
间，如一起散步、跑步，或者带它们到一些草地，让
它们有机会跑动，和主人一起舒展筋骨。这才是两全
其美的做法。狗儿绝对不应该和孩子共用游乐场。我
们一群爱狗的朋友就是这样遛狗的，狗儿快乐，我们
也健康。
　　总之，游乐场是孩子的天地，我们不能因为一
些人的自私而忽略了其他同胞的禁忌。我们应该给
孩子保留一个快乐的天地，以及谨记种族间的互相
尊重。

美国视中国为最危险对手深层原因

欧盟领导权之争的经验教训

有盖走道也可成为“国家名片”

希望综合诊所灵活处理病患需要

不要在游乐场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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