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
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七成的本

地民众相信新加坡终能战胜疫情。这是
鼓舞人心的现象。调查也发现，民众对
于政府抗疫表现的满意度，维持在六成
上下，反映社会人心大体稳定。然而，
具体到防疫措施，特别是关系经济民生
的开放速度等等，不同社会群体有相反
的考虑。政府如何凝聚最大共识，说服
国人一起做正确的事，是抗疫马拉松赛
程上必须高度重视的事项。
　　调查指出，民众对政府抗疫表现的
满意度，同新增冠病病例数呈反比——
病例增高，满意度就降低。这也是人之
常情，毕竟新增病例是疫情程度最直观
的表象。如果横向对比，就能看出新加
坡的整体情况，其实是相当积极的。在

很多西方国家，社会精英不以身作则遵
守自己所颁布的防疫措施，因而失去了
民众的信任，使得各种关于病毒和疫苗
的阴谋论大行其道，结果非但政令不
行，还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大规模的示
威抗争。
　　因此，民众对当局的信任，是新
加坡至今抗疫表现不错的关键因素，
更必须为朝野珍惜，且积极维护。这
种互信的重要性，随着疫情的变化而显
著提高。新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就引发了新的担忧。根据近日媒体的跟
进报道和我们收到的读者来函，一些人
害怕国门太快打开，会输入新一波的疫
情，使得前功尽弃；尤其是初步的数据
表明，奥密克戎的传染力特别高。相对
多的民众希望放慢开放步伐，因而在情

理之中。但众多因防疫措施而近乎难以
为继的小微企业，则希望尽快开放。如
何权衡利弊，考验着新加坡人的集体智
慧。
　　不同社会群体基于不同条件，而就
防疫措施意见相左，也是任何社会都会
面对的难题。本地相对年轻和富裕的群
体，希望加快开放的速度，猜想这是因
为他们有相对丰富的资源产生安全感，
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接触的信息，也让他
们有更为乐观的判断。相反，相对年长
和中低收入群体，则希望放慢开放的速
度。他们大多难以居家上班，每天必须
面对被感染的风险。此外，他们的日常
信息来源，主要是亲身的经历和社交圈
子流通的消息，所以相对会比较悲观和
焦虑。

　　除了在开放速度方面出现相反意
见，其他防疫手段诸如疫苗接种差异
化安全管理措施，以及是否该强制接
种疫苗等等，都不易出现统一的看法。
在很多国家，这些分歧已经演变为公开
冲突，不但加剧社会撕裂，也妨碍当局
有效管控疫情。所以政府尤其须慎重对
待，不宜操之过急。民众在看待事情
时，也必须学会跳脱从自身的利害思
考，尝试理解反方的道理。因为有一点
是大家共同的利益——尽早进入新常
态。所以，任何能实现这一共同目标，
又没不当侵犯个人或个别群体权利的做
法，都须予以支持。
　　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不时都强调
在必须做正确决策时，不能因短期的民
意考虑而裹足不前。尽管时代已经改

变，如今的民众更期待决策者聆听与沟
通，对家长式的高姿态容易反感，可是
为国家长远利益做出正确的决策，仍然
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尽管难度有所提
高。所幸的是，社会至今还存在对于何
者为正确的基本共识，民众彼此之间和
对政府也存在基本的信任，只要让社会
感受到诚意，知道背后有一套严谨的科
学理性在支撑，政府做出困难决策的阻
力与代价相信是可控的。
　　冠病疫情是这一代人的集体考验，
民选政府自然必须尊重民意，上述民调
因而有参考的价值。只要保持持续的沟
通、透明的信息分享，以及因时制宜的
调整，就能够团结人心、凝聚民意，克
服当前严峻的挑战，顺利步入与冠病共
存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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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亮四面墙外

蔡新友早报漫画

　　去年12月，福建会馆邀请乡亲一起庆
祝冬至，在网上发出这么一则通告：“每
年的12月别只是庆祝圣诞节，在冬至来临
之际，一起和名厨、名主播齐聚线上搓汤
圆……”
　　这则通告简洁明了，只是一个“别”
字别有意思；一个小小的呼吁，说尽心中
无限事。传统维护者不抗拒时代潮流，
只是不想让西风专美，希望能唤回些许东
风，希望搓汤圆能搓出古早味，为社会留
住一丝传统气息。
　　西方节日吸引力强大，让东方各地
文化人一直放不下心，担心人们丢失了自
我。中国作家林少华感叹：“假如真有那
么一天，我们只知道圣诞节而不知道端午
节，只晓得风骚而不晓得《离骚》。那么
我们算什么呢？”
　　所幸的是，新加坡人还知道冬至，近
年吃汤圆还吃出一点情趣，不忘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写了英文祝语还用中文补上
“团团圆圆”。商家和小贩也说，冬至期
间汤圆销量不错，可见传统没有尽失，而
是微微发热。
　　新加坡人很实际，节日不分东西，有
情有趣的，就是好节日。
　　若论情趣，西方节日让人想到的，不
是欢歌笑语，就是浪漫甜蜜；即使带着宗
教色彩的，经由商家改头换面，精神面貌
早已模糊，如今更像民俗节日。
　　相比之下，大多传统节日承德载道，
人们不能一味寻开心，消费了粽子月饼之
后，还得静下心省思文化大义，或追思古
人的英烈事迹。
　　西 方 节 日 的 快 乐 元 素 多 过 传 统 节
日 ， 晓 得 “ 风 骚 ” 的 人 难 免 多 过 《 离
骚》，也就注定每年圣诞歌曲开始飘扬
的时候，亚洲社会的文化焦虑必定如约
而至。人们总会为传统节日把脉，看它
还有多少生机。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西化的先驱，
日本人的经验曲折有趣。16世纪圣诞节传
入之初遭到抗拒，在明治维新后，随着
“脱亚入欧”的鼓吹开花结果，还逐渐被
“日本化”；宗教色彩全被抽离，而今变
得更像情人节。日人传统上不吃火鸡，在
商家鼓动下在圣诞节大吃肯德基炸鸡。虽
然日本人喜欢过圣诞节，但它始终不是官
定公共假日。100多年后，脱亚入欧还只
是个口号。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争论该
不该庆祝圣诞节，每有抵制的声音必定成
为国际新闻。不过，尽管折腾再三，节
日魅力不减。网上一些文章说，不知从哪
一年开始，好些中国人在平安夜吃苹果，
渐渐成了一种“习俗”，圣诞节因此有了
中国特色。中国人善于消融外来文化，千
年前开始“汉化”佛教，看来“汉化圣诞
节”也指日可待。
　　守护传统的人有其焦虑，拥抱圣诞
节 的 人 也 有 不 安 ， 担 心 庆 祝 起 来 不 到

位，显露自己西化不够深。这在新加坡
最明显。独立后国家快步奔向第一世界的
时候，国民努力追求西方知识，也急着赶
上西方时尚，自觉得很有必要在每年岁末
过个像样的圣诞节。
　　信仰基督、西化较深的人，过起圣诞
自然自在；而西化不深、半路出家的人，
就常有不知如何着手的窘迫，只好从娱乐
影视世界寻找灵感。那时代的日港台电影
有个共同的特色：人间悲剧少不了剧中主
角患上绝症，人间美事则少不了剧中男女
定情于雪花纷飞的平安夜。
　　那些年月是共和国的青春期，青春国
民执意不让岁末佳期留白，把一年最浪漫
的心情投注在12月。我们西化得理所当然，
不吃炸鸡和苹果，而是直向西方世界取
经，追求原汁原味的火鸡松果、灯彩装饰
和欢歌笑语。
　　政府和商家顺应潮流和民意，30多年
前开始在乌节路制造圣诞梦幻，不时承诺
推出“世界级”的灯彩装饰，还曾挪来机
器制造“雪花飘飘”的景致，奋力弥补热
带气候带来的遗憾。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佳节
气氛悄然在变。国家和国民逐渐成熟，看
待世界少了些梦幻和焦虑，多了一份从容
淡定。国际格局也经历大变，风景不再西
方独好，东方文化节日没被丢弃，12月的
乌节路不再造雪。人们仍然喜欢过圣诞，
但也过得比较随意自适；热闹或平静，各
择所好。
　　然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圣诞节始终
离不开争议。一直以来，人们说它的商业
味太浓，也一直担心它对传统文化的影
响。近年来，它更惹上政治麻烦，卷入西
方社会的“文化战争”。
　　如今，许多西方人在这期间互相祝好
的时候，不再说“圣诞快乐”了，而改说
“节日愉快”。这原是一片好意，为的是
尊重不过圣诞节的人，并且尊重政教分离
的原则。但有些人矫枉过正，让它成了一
种偏执的政治正确。
　　对新加坡来说，我们在输入了西方的
欢乐时，往往不忘带进他们的烦恼。
　　我们近年收到的贺词祝语，好些也只
剩“节日快乐”了。这份敏感不是坏事，
但过度的介意，摩擦和不安必定随之而
来。
　　与此相对照的是，每当各族各宗教的
节日到来时，我们朝野政治领袖都不忘带
头庆祝，并依照时节穿上各式民族服装，
热情洋溢地与各个社群同乐。在这拥挤多
元、容易碰撞的小岛上，最需要的是豁达
大气。
　　至于坊间民众，逢年过节过圣诞，即
使不大肆庆祝，分享他人的一份欢乐总是
错不了的。人生匆匆几十年，赏心乐事不
嫌多。就如“卖鱼哥”王雷所唱的：欢喜
就好。

作者是《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

华仁·费南德斯（Warren Fernandez）

　　自1845年以来一直为新加坡及其周
边地区服务的《海峡时报》，开始为其悠
久而传奇的历史书写新的篇章。
　　在176年的历史中，《海峡时报》
几经风雨，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它几经易手，曾为出版商或编辑自
己所拥有，后来成为一家私人公司或信
托公司，最后变成上市公司。
　　令人欣慰的是，它挺过了战争、经
济衰退和萧条、过去和现在的大流行
病、殖民占领和光复，继续讲述新加坡
的故事。
　　经过漫长的过渡期，《海峡时报》
现已成为12月1日（星期三）正式成立
的新担保有限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简称CLG）“新报业媒体信
托”（SPH Media Trust，简称SMT）的
一分子。
　　《海峡时报》以及之前由新加坡报
业控股公司拥有的英文、马来文、淡米
尔文和中文的姐妹报刊，现在都将转入
一家名为“新报业媒体”（SPH Media）
的运营实体，它是SMT的一部分。
　　SMT的成立可以说是自1980年代，
独立的英文和中文媒体公司被迫合并，
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以来，本地媒
体界最重大的发展。
　　有别于以追逐利润和股东价值为驱
动力的上市公司新加坡报业控股，SMT
和新报业媒体将是利益相关者和目标驱
动型公司。
　　它的重点很明确：为新加坡乃至全
世界的受众，提供他们可以信任的可信
可靠的新闻和内容。
　 　 新 公 司 的 英 文 名 字 特 意 使 用
“Trust”（信托），也有“信任”的
意思，而这将成为它吸引读者的天然磁
石。
　　与受众建立信任，从而促进其在社
区的增长，仍将是它的主要使命。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听取了编辑

和记者的意见后，制定了一份新的章程。
　　从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其他媒
体机构的类似使命声明中得到启发，它
主张有必要维护我们新闻室的采编独立
性，并捍卫其在读者眼中的可信度。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多项国内
外调查显示，新加坡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度相对较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
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多的人在我们的
所有平台上阅读《海峡时报》的新闻内
容，而且是每天多次阅读。
　　尽管媒体市场日益拥挤，任何人都
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浏览国内外激增的新
闻来源，但《海峡时报》的纸本和数码
受众还是有所增长。
　　虽然冠病疫情、科技巨头和互联网
严重打击了《海峡时报》的财务状况，
但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泛滥，也强化了
及时、可信和真实内容的关键重要性。
　　然而，信任是脆弱的。
　　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努力和持续的
承诺；信任非主观意愿所能促成或转
移，更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新闻机构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到
准确、平衡、公正和客观，反映受众的关
切，并与他们保持联系，来培养信任。
　　它们还须要跟上公众不断变化的态
度和品味，以及人们希望如何接收新闻和
内容的偏好的变化。如今，这主要是指
随时随地、在任何平台上，通常是在出行
时，可获取新闻和内容。
　　令人高兴的是，《海峡时报》在
今年8月的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总协
会（WAN-IFRA）的亚洲数码媒体奖
（Asian Digital Media Awards）中，荣获
最佳新闻网站及移动服务金奖。
　　这对《海峡时报》新闻室的所有人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但是，恕我直言，我们非常清楚，
要不是近来资源受到限制，我们还可以做
得更多，来更好地为我们的受众服务。
　　我们须添加新功能来改善用户体
验，解决若干问题，以及升级技术。

或者，借用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句，“我还要赶好几英里
路才能安睡”（miles to go before we 
sleep）。
　　满足受众的期望，并为他们提供良
好的服务，将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会竭
尽所能做到这一点，日复一日，于每篇
报道之中。
　　我们会以日益数码化和多媒体的方
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为了响应受众
对更多图像和视频、更多声音和观点的
明确需求。
　　我们正在努力改善数码产品的用户
体验，循序渐进，坚持不懈。
　　我们正在着手对所有产品和平台进
行重大的检讨和改造，并将在明年推陈
出新。
　　我们欢迎大家就如何更好地为您服
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些时间和许多努
力，在我们一步步努力取得进展的过程
中，我们寻求您的持续支持和耐心。
　　在《海峡时报》、它的记者和新加
坡媒体开启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篇章时，
也许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以帮助我们
看清前方的道路。
　　1845年7月15日，《海峡时报》的创
刊主编罗伯特·卡尔·伍兹（Robert Carr 
Woods）在第一期的头版上大胆地宣称：
“本报将遵循那些永远将《海峡时报》
与它所服务的新加坡社区的整体利益联
系起来的原则。”
　　他承诺维护《海峡时报》的质量，
同时努力确保其报道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幸好，即使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从
未保持不变，但有些事情还是不会改
变。
　　值此历史性时刻，《海峡时报》全
体同仁再次承诺，我们将继续为实现这
一长期使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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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心　卓汉森　林择彬

　　就在新加坡的新增社区病例数目正
在下降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种以
希腊字母命名为“奥密克戎”（Omicron）
的“须关切冠病变种毒株”（variant of 
concern），让全世界再次感到震惊。

应用德尔塔的经验教训
　　德尔塔变种毒株给世界带来了许多
宝贵的经验教训。这包括建立一个能够
对基因组进行测序的强大监测系统的重
要性；透明和快速地分享信息，以快过
病毒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的传播速度，
维持一个健全的合作网络；以及做好迅
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准备。最后，除
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多非药物干预措
施之外，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实现最高的
疫苗覆盖率。在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即冠病病
毒）时，速度至关重要。
　　南非在一个迅速扩大的感染群中，
发现一个不寻常的基因组序列后，迅速
通知了世卫组织。从应对德尔塔毒株的
经验中吸取教训，世卫组织在两天内，
即11月26日召开了紧急会议。有关方面
对最初的基因组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
行了仔细研究，结果令人震惊，以致世
卫组织将这一新发现的毒株列为“须关
切变种”，尽管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不
清楚其全部特征。几个小时后，世卫组
织发布了官方声明，宣布奥密克戎变种
毒株的出现。
　　仅仅一周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
多国家，都报告发现感染了奥密克戎冠

病变种毒株的病例。这一新变种毒株的
刺突蛋白有30多个突变。刺突蛋白或S
蛋白为病毒的表面，它会粘附在人体细
胞表面上的特定受体如ACE-2受体。同
时，S蛋白是阻止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
关键靶点。S蛋白可通过接种疫苗激发
抗体，或注入单克隆抗体来获得。一些
S基因突变位于靶区附近。因此，研究
奥密克戎是否会改变目前冠病疫苗的有
效性，就成了当务之急。
　　尽管如此，根据现有知识，我们知
道在防止感染冠病的不同变种毒株方
面，更高的抗体水平能够提供更好的保
护。早期的报告也显示，大多数与奥密
克戎有关的严重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
我们须要紧急接种疫苗，通过疫苗接种
来提高个人和社区的免疫水平，以期降
低感染和疾病的严重程度。

解开奥密克戎之谜
　　现在正是国际网络联手破解这一新
变种毒株之谜的时候。首先，我们须要
了解它的起源，以明白这种病毒是如何
无声无息地演变成一种传播性更强、更
适应人体的病原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是由于它能够逃避现有免疫力所提供
的全面保护，并解释了南非的再感染病
例比率较高的情况。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须要监
测奥密克戎对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至
今为止，许多坊间报道都表明它的病情
轻微。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奥密克戎
是否会像其他“须关切变种”毒株一
样，在不同的年龄段导致严重程度不同

的疾病；我们也缺乏关于再感染或接种
疫苗后感染的全面信息。
　　了解奥密克戎对当前的治疗干预
手 段 ， 包 括 使 用 现 有 的 药 物 如 瑞 德
西韦（Remdesivir），以及刚出炉的
新药如默沙东（MSD）的莫那比拉韦
（Molnupiravir）和辉瑞的Paxlovid有何反
应，也至关重要。也许知道这些药物不
是针对S基因，而可能保持其有效性，
会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目前正在使用的
免疫调节剂和抗凝血剂，将按照其当前
指示继续使用。但奥密克戎是否会改变
宿主的免疫反应还须要研究。目前，我
们预计临床管理不会有重大改变。
　　我们了解到，冠病病毒非常变幻莫
测，总让人措手不及。它的表现与流感
非常不同，不容小觑。可想而知，这使
得长期规划变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因
此，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保持警惕、敏
捷和灵活应对变化是很重要的，即使这
些变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
　　就目前而言，虽然我们可能对奥密
克戎感到害怕，但我们不应该恐慌。我
们已积累了应对冠病病毒的经验，并在
与病毒的拉锯战中，制定了包括安全管
理措施和疫苗更新技术在内的应对措
施。现在也是时候提醒公众注射流感疫
苗，以便利用现有的方法，保护我们免
受呼吸道疾病的侵袭。

作者梁玉心教授是国家传染病中心主
任；卓汉森兼任副教授是国家公共卫生
与流行病学部主任；林择彬副教授是国
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
黄金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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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圣诞节的喜悦和焦虑

在变化中坚守《海峡时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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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变幻莫测的冠病展开持久拉锯战

我心中的10个汉字
万、字、中、奖、了

马、上、去、领、钱

字述一年入围10汉字
变、等、共、家、聚

困、盼、食、限、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