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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丰富国家历史档案
国家 档 案 馆 口 述 历 史 中 心 成 立 马

来、华族、印度族和欧亚裔社群
口述历史委员会，要将触角深入广大基
层及社群，希望找到更多适合人选忆述
自身经历，进一步丰富国家历史档案，
并通过这些珍贵的访谈片段，更深层地
反映本地不同层面的历史面貌。
　　四大族群口述历史委员会将通过和
个别社区伙伴合作，拟定适当的口述历
史题材和物色相关的受访者，这种通过
社区力量来收集四大社群的口述史料，
将有助于更全面呈现先辈所经历的一
切，进一步建立和保存新加坡重要的集
体回忆。　
　　口述历史中心成立于1979年，除

了收录先驱人物的访谈和回忆，至今
也已经访问了超过4500个新加坡人，
按照30个项目题材分类，例如重大政治
事件、关键的历史事件、民事服务、表
演艺术、消失的传统行业及广播等，分
门别类收录国人的记忆，通过他们的
声音展现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些
录音片段长达2万3000个小时，弥足珍
贵，公众可到国家档案馆网站浏览这
些档案。
　　口述历史并不是要从历史事件中寻
找真实，而是要让很多人有发声的机
会，将他们所说的事件过程，所用的语
言忠实地记下来，由于口述历史能将空
白的历史填满，并且更广泛地代表社会

各阶层，因此更多过去的点点滴滴就能
保留下来，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有意无意
地被遗忘。许多国家已将口述历史列为
组建国家历史的过程中，一项相当重要
的工作。
　　历史应该尽量是多元、多种角度的
记录，因此应该有多种叙述方式，也应
该有各种不同的呈现样式。口述历史关
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一种文化及一种生活体验，是年
轻一代理解上一代的重要窗口，能够让
后代有机会了解先辈的经历，对于代际
之间的沟通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
在人文素养的培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平民百姓
如果有机会记录他们的个人经历，将能
弥补某些历史事件和片段的空白，通过
上一辈的叙述，后代能够对我国的历史
面貌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后代站在口
述历史访谈对象的角度，从受访者的观
点来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倾听和
理解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所经历的一
切，这个过程也能对社区凝聚力起到积
极的作用。
　　口述历史中心希望收集更多一般民
众的口述经历，因为他们对某些事件的
想法和感悟，所从事过的职业，亲身经
历过的某些社会事件的发生，可能比一
般已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更具有意

义，也自然更值得收集和珍藏。过去口
述历史的访问工作是由国家档案馆职员
负责，四大族群口述历史委员会今后将
培训义工协助这项工作，这项转变能让
更多国人参与到口述历史的汇集和整理
工作。
　　从口述历史中心过去38年来所做的
许多工作来看，我国的口述历史档案其
实非常丰富，成立四大族群口述历史委
员会来寻找更多的受访者，可让触角伸
得更深更广，而发动有兴趣者参与这项
工作，让更多人挖掘不同的素材，口述
历史的工作将会做得更好，也能够进一
步丰富整个国家的历史。

2017年6月17日
社论

　　两天前的早上到小贩中心喝杯咖啡后顺便去理
个发，一坐上理发椅，理发师傅随即开口跟我谈起
李显龙的“家事”来。这不奇怪，李总理与其弟妹
围绕着李光耀故居去留问题引发的家庭纠纷被“国
事化”之后，已成为街谈巷议。
　　令我好奇的是，这位理发师傅掌握了不少细
节，对李显扬、李玮玲个人的情况不是略知一二，
而是知之甚详。问他，他说是网上看来的。
　　这位关心国家大事的理发师傅，年龄与我相
仿，但显然很跟得上资讯时代的步伐。
　　近日，李总理在外度假，弟妹把家庭纠纷公
开，矛头直指向他，演变成双方一来一往的公开
辩论。网络平台，让双方都能即时作出回应，两
个阵营的指责与反驳同时在主流媒体和网上出
现，方便关心者随时参照两边的论点。在主流媒
体的详尽报道中，之前不为人知的许多情节逐渐
展开。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政治领导的家
务事，发展到今天，从理发师、生意人、公务员到
媒体人，每个国人都要为之关心，因为这场风波显

然已对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长远的冲击力。
　　围绕着李光耀故居问题，不如一般人之前所理
解的是去是留那么简单，李光耀遗嘱原来还有七个
版本，谁想得到！有鉴于弟妹两人不断通过报章和
网上发声并作出各种指责，还在度假中的李总理不
得不第一时间回应，其回应带出更多内幕，又引发
对方的反驳。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双方几乎无法再私下寻
求和气收场，因为直到目前已引发的许多问题都必
须获得解释，家事已成国事，国人都有知情权。
　　总理前天的公开回应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在
他给部长级委员会（研究李光耀故居如何处理的选
项）的宣誓声明中提到，在2015年9月大选之前，
其弟妹要公开纠纷细节，让他难堪。目的当然是
要他付出政治代价，总理说：“我没有被他们吓
倒。”

　　建国总理李光耀是在同年的3月23日去世，也
就是，建国总理一离世，当国内和国际上还在给李
光耀的个人成就作评价时，李家却已在酝酿一场惊
天动地的风波。李玮玲和李显扬姐弟两人不惜打击
总理的政治利益，也等于是把刀锋划向他们敬爱的
父亲尽其一生建立和维护的人民行动党。两人如此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国人可能要百思不得其
解。
　　由此看来，李玮玲姐弟两人这次的发难难免让
人猜疑他们“意在逼宫”，事件爆发的时间点也耐
人寻味。
　　李家的家庭风波，已是国际上热烈关注的天下
事，从西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到邻国的报章和网
上媒体和电视这几天紧密报道，议论纷纷，就因为
事件太具爆炸性。新加坡一向予人政治平淡无奇，
社会安定的印象，国人这次一时也难以消化事件带

来的震撼。
　　对于李光耀故居的去留，社会上一向有几路看
法，一是，应该尊重建国总理的遗愿，让故居就此
走入历史；二是，李光耀故居也是新加坡建国历程
中的一个重要遗产，它的教育意义不可抹煞，应该
加以保留；三是，举行全民公投，让人民在这个重
要议题上表决。
　　然而，这个问题现在已不是国人想象中的那么
简单，摆在我们面前的更重要问题是新加坡的国
家利益和国际形象会不会因此付出代价。新加坡
的民主政治发展一路走来，波折不少，这次的风
波，矛头是针对总理，对整个执政党则是一个严
峻挑战。
　　这个事件最后要怎么收尾，目前还看不出来，
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社交媒体你说我说他说，并
不是厘清事实最好的办法。另外，摆在新加坡眼
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课题还很多，希望这起事
件不会把国家的注意力给偏离了。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陈振中

　　人类是复杂的动物。对于某
人或某事，大多数人不会有单
一，而是多重的感受和想法。在
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场里，对于
某人或某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
正负两面的特质。对公共事件、
领导人或社会政策，我们的情感
和反应往往是错综复杂的。
　　举一些例子：对于配偶、商
业伙伴或朋友的某一些特质, 我
们可能既喜欢又讨厌。当我们在
工作或生活方式上做出一些决定
时（比如早点上班以便早点回
家），我们一般都会同时有正面
和负面的感受。
　　面对道德困境时，正负之间
的冲突更显突出。比如，要不要
举报做了坏事或行迹可疑的亲
友？
　　有些时候，我们尊敬的领导
人可能会说一些我们不同意的
话，我们支持的政党也可能倡导
一些我们不认同的立场。
　　对于政策辩论或公共讨论如
移民课题、民选总统制的修订、
新加坡与中国双边关系等，人们
有复杂感受和看法是很自然的。
　　这种夹杂不同感受和想法的
体验，或心理学家所说的“矛盾
心态”（ambivalence），是一种
内在冲突状态。
　　我们无法，或觉得很难在两
种对立的行为间做出抉择，要面
对或避开某人；要发言支持或反
对某人或某种立场？
　　我们若能理解这种心理上的
矛盾，就更有可能克服自身的纠
结，并且更有效应对他人的矛盾
心态。

矛盾心态中的冲突
　　人们、决定和行动都有正负
两面。当我们陷入矛盾时，这也
意味着我们认识到其中的利弊。
　　但陷入矛盾心态是让人倍感
不适的，因为你会有强烈的相互
冲突的感受和想法。你看到了相
互对立的两面，却不知道对此应
有什么感受、想法或行动。
　　你不能骑墙观望，而是陷入
“拔河”式的两难困境。你无法
对两相矛盾的立场保持中立，而
是感到左右为难。“矛盾心态”

让你倍感纠结，你无法采取被动
的事不关己态度。
　　快速脱离这种不愉快处境
的方法是在两个立场中选择其
一。因此，当人们陷入矛盾心态
时，他们会急于做出抉择并强
化所选立场。但这会让他们很容
易受到认知偏差和情感的支配。
他们也更容易被自我认定（self-
confirmation）和其他人的游说左
右。当所选立场与现实不符或不
足以应对未来时，就成了不适当
的抉择。
　　要有效处理矛盾心态，我们
必须了解其冲突的本质。矛盾心
态主要有三种。

动机冲突：
　　当两种不同动机将一项决策
朝相反方向拉扯时，矛盾心态就
产生了。比如要吃一顿丰盛的大
餐吗？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决定
关系到满足食欲和减肥这两种自
相矛盾的动机。
　 　 动 机 冲 突 （ M o t i v a t i o n a l 
Conflict）也存在于社会与经济领
域中。比如，当一个人既想要冲
刺事业又想要帮助弱势群体时，
他可能会纠结如何分配时间。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如何花
钱，是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还是
捐给他人，或者，是要现在把钱
花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还是存
起来以备将来之需？

信念冲突：
　　对一些人或群体，我们有一
些特定的观念。最重要的信念同
诚信、能力和善良意图有关。
　　我们对一些人的看法，可能
是建立在实例、自身经验、他人
意见或既定印象上。不论它们是
怎么形成的，我们希望它们具有
内部一致性。
　　我们的想法需要一定的一致

性，即使我们的论点或立场并不
总是一致的。在我们看来，正面
特质之间是相互一致的，负面特
质也是如此。因此，在同一个人
或群体同时看到正面与负面特
质，会导致我们有一种信念冲突
（Belief Conflicts）。
　　当一个人或群体言行不一致
时，信念冲突的情况也会出现。
若涉及的课题关系到核心价值观
如诚信与公正，或公平与唯才是
用时，情况会更为明显。
　　信念冲突是强烈的认知，可
以主导我们对其他人的想法、看
法和行为，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信
任。

情感冲突：
　　面对对立的强烈情感时，矛
盾心态最为鲜明——我们对所关
心的人的爱与恨，对所支持领导
人的尊敬与失望。
　 　 情 感 冲 突 （ E m o t i o n a l 
Conflicts）也可能与不确定性和社
会需求有关。比如，我们可能同
时感受到对成功的渴望，和对失
败的恐惧，或者，对表达自身看
法的期望和必须遵从所属群体不
同立场的压力。
　　以目前同恐怖主义相关的安
全课题来说，情感冲突是息息相
关的。当越来越多的恐袭并非外
来武装分子引发，而是由发达社
会的激进化公民所导致时，这些
地方的执法机构（包括新加坡）
开始呼吁家庭和社区防范可能被
不当伊斯兰教义激化，甚至诉诸
暴力的个人。
　　这让激进者的家人亲友陷入
困境。在决定要不要向安全部门
举报时，他们必然会经历强烈的
情感挣扎。在亲情或友情和社会
责任间，他们难以取舍。
　　陷入情感矛盾时，人们的情
感会战胜理智。因此，安全部门发

出的信息不应只是告诉人们注意家
人和朋友的一些激进化迹象。
　　我们必须凸显一个自我激化
独狼发动攻击可以带来的可怕后
果。我们要帮助人们明白当恐袭
真的发生时，他们会对当初未能
举报感到后悔莫及，同时强调举
报可能带来的正面结果。

克服矛盾心态
　　要克服矛盾心态，必须把重
点放在决定我们想法、感受和行
为的因素上。我们可以从目标
（goals）、见解（insights）、价值观
（values）和期望（expectations）
四个方面来看。
　　面对矛盾的情感或冲突的动
机时，我们可以问自己，真正的目
标是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其
中利弊的相关性和影响也会随之
改变。也必须考虑目标之间的关
联。若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就必须
区分先后、进行协调、做出选择或
取舍。但若它们有共同性或至少
不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就可以把
它们结合起来或让它们互补。
　　其次，深入了解什么是矛盾
心态并善用这样的洞察力和见
解。我们需要理解自身的动机和
调节我们的情绪，也要更注意我
们的信念和偏见，包括信念的基
础和信念是否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在探讨课题时客观
地寻求事实，而不是选择性地以
一些信息来肯定我们的信念和既
定立场，我们也可能获得新的见
解。我们也可以征询会说出事实
的相关领域有识之士的意见。
　　价值观反映什么对我们是至
关重要的。价值观塑造我们的态
度、影响我们的想法和情感及引
导我们的行为。
　　陷入情感冲突时，价值观更
是关键。情感可能挑战理智。但
我们的情感往往受价值观影响，
也可以为了和价值观一致而改
变。
　　要减少和克服各种矛盾心
态，就得让这些核心价值观成为
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的中
心。这意味着珍惜诚信与公正等
特质、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社会、
促进各族群合力建立和谐社会以
及关心国家和同胞。
　　期望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我们也相信期望是可以实现的。
期望得到满足，对身心健康、信
任和人际关系的好处是众所周知
的。相反的，期望不能得到满足
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要解决矛盾心态，得评估利
弊是否基于实际期望。如果不
是，就得重新设定，以便期望更
有可能实现。当期望切合实际

时，也就不太可能是极端正面或
负面的。这可以让矛盾心态变得
没有那么强烈。
　　信息也可以塑造期望。相关
的信息不存在，或虚假信息被误
以为真时，人们可想而知会有错
误或有限的理解，并对课题有不
符合现实的期望。
　　我们必须寻求相关信息和查
证事实。掌握信息者应该透露更
多，以便人们可以有更实际和确
实的期望。
　　对其他人、抉择和行为的复
杂感受是很自然的，也不时出
现。我们不应轻视它们，但也不
要被正负两面之间的矛盾心态压
垮。事实上，我们可以按目标、
见解、价值观和期望这些步骤，
来思考和克服矛盾。
　　矛盾心态可以是适当或不适
当的。停下来理解其中的复杂感
受和想法。避免激发消极性，努
力促进积极性。
　　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方式来克
服矛盾心态，以便造福我们自身
和他人、个人生活与工作、领导力
和团队精神、政策制定与实施、
甚至社区关系与社会凝聚力。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行为科学
研究院院长。原载6月10日《海
峡时报》。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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