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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理工大学将校内的人文
学院大楼命名为“新加坡福建会
馆楼”，坐落在南大华裔馆和南
大湖附近一条名为“南洋谷”
的道路也正式易名为“陈六使
径”，以铭记已故前南洋大学创
始人陈六使，以及福建会馆为推
动本地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教育部长王乙康昨午在南大
人文学院前厅为“新加坡福建
会馆楼”（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Building）和“陈六
使径”（Tan Lark Sye Walk）主
持揭牌仪式。
　　南大发言人回复《联合早
报》询问时说，南洋谷和南大人
文学院大楼都坐落在校园内历史
氛围浓郁的地段，尤其同前南大
行政楼，即目前的华裔馆，以及
南大湖和云南园毗邻。
　　发言人指出，1955年创办
的前南洋大学于1958年正式开
幕时，是在云南园举办开幕礼。
云南园目前在进行整修美化，完
工后将连同华裔馆和扩建后的南
大湖，构成南大校园的文化遗产
区，预计明年第一季重新开放。
　　前南洋大学建于福建会馆所
捐赠的土地，创立时也是东南亚
首所民办的华文大学。
　　福建会馆会长陈精毅在仪式
上致辞时说，1953年，在缺乏
高等华文教育学府的时代背景
下，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
倡办南洋大学，并以身作则，认
捐500万元作为建校基金。福建
会馆也捐献裕廊路523英亩的地
段，作为大学的校址。“当时，

创办大学的倡议获得本地乃至东
南亚各社团和各阶层民众大力支
持，掀起一波空前的社会热潮，
在新加坡教育发展史上，及凝聚
本土文化认同的建国基础上，创
下一个动人的历史纪录。”
　　随着我国语言政策改变，南
大在1980年关闭，与新加坡大学

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为培
育工程专才，政府于1981年在关
闭后的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
工学院。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
将国立教育学院纳入旗下，重组
为今日的南洋理工大学。福建会
馆当年为前南大建校所捐献的土
地，为后来南洋理工大学提供发

展与扩建的重要基础。
　　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
授说：“我们为新加坡的教育发
展所取得的成就而庆贺，雀跃于
本地有两所大学跻身世界顶尖大
学行列，及孕育出令人称羡的研
发、创新和教育生态的当儿，也
要确保本地社群的贡献不被后世

新加坡人遗忘。”南大在上个月
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
辑》全球大学排行中，首次登上
前50强，排名第48；新加坡国立
大学排名第25。

陈六使孙子陈锡福：
只希望祖父贡献不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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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外国势力干预新加坡内政

有政治影响力个人组织将受法案约束

　　对新加坡政治有影响力的个
人和组织，将受应对外国势力干
预国家内政的新法案约束。不论
是在收受外国捐款，还是在外国
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或普通会员和
义工，都可能面对一些限制。
　　针对草拟中的新法案会透过
哪些途径来应对外国干预，内政
部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透
露以上信息。
　　发言人说：“在新加坡政治

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个人和组织，
可包括担任政治职务者、国会议
员、政党，以及选举候选人和他
们的代理。其他组织若举办有政
治目的的活动，也有可能被归纳
为有政治影响力的组织。”
　　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
（Jamestown Foundation）今
年7月16日发布《中共在新加坡
政治影响力运作的初步调查》，
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影响本地商
会、宗乡团体、文化组织和华文
媒体，让新加坡的华社在中国有
需要时替中国说话。

　　对此，内政部说，任何可成
为外国干预内政工具的组织，只
要符合一些条件，都可被归纳为
具政治影响力，因而将面对一些
确保它们不被外国势力利用的限
制。
　　随着对付网络假信息的《防
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
（简称POFMA）10月2日生效，
以及五天后《维持宗教和谐（修
正）法案》在国会三读通过，应
对外国势力干预新加坡内政的新
法案备受关注。
　　由于内政部未在10月初的
国会上为新法案提出一读，国会
下个月复会时就不会辩论这个法
案，而12月国会休会，这意味着
就算当局下个月提出法案一读，
也无法在今年内通过法案。
　　内政部受询时，未具体指出

新法案将如何限制个人与组织。
在澳大利亚等地已规定的做法
是：代表外国委托人开展某些活
动的个人和组织必须登记。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
透过电邮告诉本报，许多国家都
面对外国干预的严峻威胁，这些
外国势力可能是图谋不轨的个人
或国家。美国总统选举、法国总
统选举，以及英国脱欧公投，都
是遭大规模外国干预的实例。

应对敌意信息宣传
　　他强调，新加坡必须建设这
方面的防御，以“保障我们的政
治主权，确保我们的政治前途由
自己决定，而不是让外国势力有
机可乘，通过操纵信息来影响观
点和决策”。  
　　除了关注有政治影响力的

个人与组织，新法案的另一重
点是应对敌意信息宣传（hostile 
information campaign）。内政
部说，敌意信息宣传并非只在大
选期间才出现，新法案应铺设调
查和应对这些宣传的途径，包括
指示个人和组织披露信息，以
确认外国势力是否展开有害的宣
传。
　　“此外，我们也有可能要求
各平台刊登政府的回应，通知新
加坡人敌意信息宣传正在散布。
如果某个网站被利用来做宣传，
它的资金来源和广告都可能受到
限制。”
　　内政部也说，政府会建议新
法案赋予它权力屏蔽网站、终止
网站服务，同时对平台发出取下
相关信息的指示。但当局强调，
截住信息不是应对敌意信息宣传

的唯一途径，因为这类宣传采用
的样式有很多种，包括评论，以
及经筛选的偏颇内容，来操纵民
众的观点 。
　“在对抗外国干预的威胁方

面，民众也扮演重要角色。新
加坡人必须意识到这些威胁的存
在，谨慎看待他们收到并通过互
联网分享的信息。互联网中介应
该采取行动及早察觉和阻止经操
纵的信息透过它们的平台散播，
而媒体也须负责任地报道和发布
信息。”
　　至于制定新法案会否被视为
旨在抑制外国媒体的尖锐言论，
内政部指出：“这个法案并不针
对任何公开、透明并以具名方式
发表看法的外国媒体，即便这些
媒体对我国政府有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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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草拟中的新法案会通过哪些途径来应对外国干预，内
政部透露，在新加坡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个人和组织，
不论是在收受外国捐款，还是在外国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或
普通会员和义工，都可能面对一些限制。

何惜薇　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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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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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
长徐芳达昨晚在南大“校友之
夜”上致辞时，也对陈六使和福
建会馆的社会贡献，以及南大精
神表达肯定。
　　徐芳达说，陈六使同当时许
多华商，如陈嘉庚、李光前和连
瀛洲等人，一样关心众人的福
祉，热衷慈善事业。
　　“政府与陈六使先生曾有一
些分歧，我们至今仍维持当年的
观点。那个年代，亲共和非共两
个阵营为了新加坡的生死存亡、
未来发展，展开了抗争与博弈。
后来非共的一方取得人民的支持
与委托，让新加坡在稳定的环境
中繁荣发展。这段时间，南大发
展成今天远近驰名，全球瞩目的
大学，学生受雇能力强，研究水
平高，高科技的企业伙伴不胜
枚举。在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之
际，我们应该肯定福建会馆与陈
六使先生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付
出。”

肯定当年创校南大精神
　　徐芳达说，南大希望通过
“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
使径”的命名，让历代学生铭记
先驱和早期移民对南大的贡献，
并借此肯定当年创校的南大精
神。
　　因政治与教育因素的纠葛，
陈六使被一些人视为具争议性的
历史人物。二战结束后，新马两
地涌现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运
动，左派势力在当时壮大，南大
和华文教育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泥
沼中。陈六使因政治立场等因素
在1963年失去公民权。

徐芳达： 

对与陈六使分歧
仍维持当年观点

教育部长王乙康（左三）昨天为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主持揭牌仪式。左起为陈六使的孙子陈锡福、福建会馆
会长陈精毅、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授、福建会馆前任会长蔡天宝，以及南大教务长兼副校长（学术）林杉教授。（梁伟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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