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加坡采访!时间安排得满满!只有一个晚
上结束得早!于是我们自掏腰包!买了正在新加坡
演出的美国百老汇经典歌舞剧"狮子王#的票去看
演出$

票价实在不菲!一张三等座的票!折合人民币
要七八百元$ 但即使票价较高! 偌大的剧场几乎
坐满!观众里欧美人不少!能占半数$

在新加坡! 像这样的全球顶级演出几乎从不
间断!滨海艺术中心自 !""!年 #"月 $!日开业以
来! 已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艺术中心之一$ 而各
种各样的艺术展% 艺术节让外来者在新加坡有看
不够%待不够的感觉$

结束 %天的采访行程后! 记者对新加坡的文
化强国之路感触良深&新加坡在以文化展示文明%

教化国民%推介国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文
化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也塑造了身份认知度!形成了
独特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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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元 &世纪开埠!$'世纪成为英属殖
民地!期间曾被日本占领!后重归英国所属$ $'('

年取得自治!$'%(年 )月 '日建国至今$

建国初期!对其能否生存下去!世界民众表示
了极大疑虑$ 除了主权纠纷! 新加坡还面临着住
宅短缺!土地与天然资源缺乏!以及高达 $!*的
失业率$

为了生存! 弹丸小国新加坡开启了一连串的
救国举措!发展工业及经济$

工业迅速启动使新加坡制造业在最初的 $"

年内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 到 $'+"年
代! 新加坡已成为东南亚重要的金融和转口贸易
中心!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到 $')"年
代!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住
房%教育%交通等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 新加坡经
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无
法满足新加坡人精神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求$

从 $')"年代末开始!新加坡制订了分阶段文
化发展规划$

$'))年!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文化和艺
术咨询理事会成立了! 它的成立是为了审视新加
坡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状态! 以实现把新加坡建设
成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社会愿景$ 文化和咨询理
事会描绘出了新加坡文化和艺术未来发展的蓝
图!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建议和意见!如改良文化
和艺术的组织结构% 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以及对
其做更广泛的宣传推广$ 正因如此! 国家艺术理
事会% 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先后于
$''$年%$''&年和 $''(年成立!不仅建成了滨海
歌剧院! 还开启了新加坡博物馆和图书馆复兴的
脚步$

!"""年! 新加坡制定了 '文艺复兴城市计
划(! 提出把新加坡发展成 '!$世纪文艺复兴城
市!即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首要目标是把新
加坡打造成为地区文化% 设计和传媒中心$ 这些
策略让新加坡赶上了由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
变革列车$

新加坡国民在文化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找
寻到强烈的归属感! 由此而升发出强烈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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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为加
强种族和谐!在立国之初!新加坡就确定了各民族
平等的政策!鼓励多元文化共同发展$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特色首先体现在官方语言
设置上!马来语是新加坡的国语!英语%中文%马来
语%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其次体现在公共假日
的设置上!新加坡每年有 $$天法定节假日!除元
旦%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外!其余 )天都是民族和
宗教节日!如华人新年%佛诞日%开斋节%哈芝节
+宰牲节,%圣诞节%排灯节等$ 其他的节日如华人
重要的中秋节! 虽然不是公共假日! 也会隆重庆
祝$

在不同的节假日! 政府支持不同族群的各种
文化活动$ 新加坡唐人街牛车水每年春节和中秋
节都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 其中亮灯仪式一般
会有新加坡总理等官员出席$在滨海湾河畔!每年
春节都举行'春到河畔(迎新春活动$ 在十多天的
活动中!每天有歌舞%杂技或戏曲等文艺表演%传
统手工艺品展示以及小吃品尝和游戏等$ 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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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加坡如何
用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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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聚居地'小印度(!每年则会举办排灯节%蹈火节庆
祝活动$

除了各个族群的节庆活动! 新加坡政府和基层
组织也举办一些富有特色的多元文化活动!这其中!

已办了 &'年的新春'妆艺大游行(!已演变为不同族
群和海内外人士都能参加的国际嘉年华$

文化蕴含着社会主体可以'做什么(和'哪些不
可以做(!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那样做($ 新加坡
以多元文化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种种
矛盾!起到了熏陶%教化和激励的作用$

在推行多元文化的同时! 新加坡将儒家文化巧
妙地运用到国家和企业的治理中!让儒家文化的精
髓'仁爱精神和民族意识(与科学的管理模式结合起
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

新加坡将儒家思想本土化! 形成五大共同价值
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
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
教宽容$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 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
须有机地融合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
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问
题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
在一起$

新加坡就在这种文化粘合精神指导下! 实现了
多民族的国民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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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 能在人们改造世界
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 新加坡致力于文化上的
'新加坡制造(! 内容以其多元文化融合传统与现代
的元素!镜像新加坡历史!与社会文化交融$

新加坡注重演绎其多元文化传统! 如新加坡艺
术节%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作家节$ 令人瞩目的新
加坡艺术节和国际爵士音乐节! 吸引许多国际优秀
艺人登台献艺$

新加坡每年都会参加各种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文
化节或文化周!用兜售艺术%展示文化的方式改变新
加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印象! 新加坡不只社会井
然有序%行政效率高!同样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厚%适
合居住与生活的绝佳城市$

!"$"年 $"月到 !"$$年 $月!新加坡在法国巴
黎举办了'新加坡艺术节($ 这个艺术节达到了创造
新加坡艺术和文化全球意识的目标! 得到了当地及
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极高赞誉$

新加坡不只让文化艺术成为对外的形象大使!

还通过塑造全新的泛亚美学!努力将自身建成本地
区艺术及表演的国际舞台$

用文化艺术吸引国际游客是新加坡最明智的选
择$ !""!年 $"月落成的滨海艺术中心!提供了交互
动感的环境!让表演艺术家%演出制作人及艺术经纪
人有机会互相交流! 近年国际顶尖的表演和艺术公
司都把新加坡作为他们亚太巡回演出的必经之地$

新加坡有计划地通过国家和个人协作! 创立多
学科创作和教育混合工作室%私人博物馆%教育机构
和文化企业集群! 这个做法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培养
人才和创意的国际化温床$

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建立了一个艺术创作基金!

为新加坡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制作的高质量新作品%

沟通平台和展示平台提供财政支持$

新加坡的旅游业在全球已非常著名! 而为打造
什么样的旅游吸引物!新加坡颇是动了一番脑筋$

新加坡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既是好的旅游吸引
物! 又是最好的知识传播物和文化传承物$ 新加坡
的博物馆交通便捷!基础设施完善!所有博物馆均有
多语言多途径导览! 且参观费用合理$ 公立博物馆
一般会以市中区交通便捷的古建筑改建而成! 如维
多利亚式的国家博物馆%河畔的亚洲文明博物馆%由
圣约瑟书院改建的新加坡美术馆等! 还有由旧道南
学校改建的前亚洲文明博物馆! 后改为土生华人博
物馆$ 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博物馆! 如佛教博物馆内
学堂%玩具博物馆等$

经过多年的投入和努力! 仅在博物馆一项上新
加坡就取得良好的社会回报!!"")年开放的土生华
人博物馆!仅 '周就吸引了 (万人参观!其中 +(*

是本地人$ 而亚洲文明博物馆在 $''+年开幕的时
候!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吸引近 %万名参观者$

由政府主导的对自身文化艺术的重视! 让民众
对文化艺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新加坡整
个社会也随之向优雅的有品位的方向发展$

文化艺术使新加坡成为工作%生活%游玩的极具
吸引力之所! 增强和提升了新加坡人的知识结构和

创造力!进而促进新加坡社会更加富足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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