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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李叶明（特约） 摄影／李白娟 (2009-08-10)  

  随着新加坡持续引进外来移民，已有越来越多新移民的第二代进入服役年龄。新加坡拥有一套

完善及严格的国民服役制度，新移民家长和家中的男丁，对这套制度的适应如何？感受又如何？  

  《新汇点》采访了3名正在服役和刚服完役的新移民，其中还有从国外“自投罗网”回来当兵

的，了解他们服役的情况，也听听他们及家长对国民服役的看法。  

方德浩方德浩方德浩方德浩：：：：““““自投自投自投自投罗罗罗罗网网网网””””来当来当来当来当兵兵兵兵  

  方德浩，1988年生于上海，7岁随父母移居狮城。当时由于英文不好，读书很辛苦，经过两年

多的努力才慢慢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  

  就在那时，方德浩的父亲却被公司派回上海工作。母亲仍带着他在本地住了3年多，直到他读

完小六，才举家搬回上海。那时方德浩已经考完小学会考，以不错的成绩被武吉班让政府中学录

取。  

 
喜喜喜喜欢欢欢欢新加坡多一些新加坡多一些新加坡多一些新加坡多一些  

  方德浩是挥泪离开新加坡的。到上海后他的

中文又跟不上，拼命补习了两年半，终于进入上

海一所重点高中。他说，新中两国的教育体制确

实不一样。在中国，学生的学习压力特别大，一

天14个小时在学校，每周要上6天学，课外活动和

体育课少得可怜。相比之下，他更喜欢新加坡。  

  方德浩的母亲说：6年的小学生活，让德浩对

新加坡情有独钟，也养成不少新加坡人的习惯，

比如一吃饭，手边就要有一杯饮料。上海人少有这样的习惯，尤其天冷时，哪有边吃饭边喝冰凉饮

料的？而且更别说是大冬天光着脚在地板上走了。  

  高三毕业时，方德浩不想在中国读大学。他可以选择去美国和澳洲，可是却选择了新加坡。父

母知道他的心思，但服兵役的事总要说清楚，免得将来后悔。方德浩的母亲在网上找来关于国民服

役的相关条文，让他明白，他的选择所附带着的义务和责任。  

  方德浩离开新加坡时还不到13岁，作为移民第二代，只要不回新加坡读书，他是不需要当兵

的。可是了解了新加坡国民服役制度后，他认为，既然新加坡所有男孩都得当兵，别人能做到的，

自己为什么做不到？他于是“自投罗网”，申请就读新加坡管理大学。  

  在管理大学完成预科后，他在2007年7月入伍服役，军训后被分到空军基地当司机，主要任务

之一是开班车，平时也开吉普车，载着“打鸟专家”在机场四处巡逻，使用特制鸟枪和空弹驱散鸟

儿，确保战机飞行安全。虽然不像开装甲车那么威风，但方德浩知道，这也是军队运作不可缺少的

一环。  

当当当当兵兵兵兵让让让让他更成熟他更成熟他更成熟他更成熟  

  方德浩的母亲说，儿子到新加坡当兵读书，她不可能一直陪在身边。记得第一次来看他，一踏

进在兀兰的家，她吓了一跳：床单从白色变成黑色，桌上地上到处是灰，墙角挂满蜘蛛网——他竟

然半年没有打扫家里，简直是“少爷兵”。在上海家里，方德浩确实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

有车的“大少爷”。  

方德浩（左起）、王辰威和葛书亮，服役经验让他们对自

己的生活有了不同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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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您定居的第几选择？  

绝对是第一选择  

屈居第二  

第三，还有两个更向往的国家  

基本上若机会平等不会考虑  

 

你觉得新加坡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发挥所长？  

没有。 新加坡太小了, 没发展空间  

有点约束，要视专业而定  

空间是有，不过要自己去发掘  

能提供足够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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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律 律 律 师师师师 信 箱  信 箱  信 箱  信 箱 [更多] 

太太回中国了， 我要如何申请离婚？

离婚与结婚 

房东只退一个月押金…… 

房东不肯还我5000元保证金…… 

修电脑遇麻烦 如何保障消费权益？ 

工作时弄伤了手， 我想要求赔偿……

 词词词词    语语语语 差  差  差  差 异异异异    [更多] 

“领”和“取”  

“亲爱的”与“尊敬的”

看戏与看电影 

大只 

“固本”和“券” 

 家 家 家 家 乡乡乡乡 菜  菜  菜  菜 [更多] 

“滇味”云南餐馆客似云来 

“天下第一涮” 羊肉细嫩调料鲜香

岳阳楼湘味馆让你辣个过瘾 

新桃园餐馆 南北名菜齐集一堂 

正宗福州菜哪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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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服役后，母亲看到他的变化。最近一次从上海回来，她发现家里窗明几净，

井井有条，又让她大吃一惊，怀疑他是不是请了钟点工？后来才确信是儿子自己打扫的。  

  说到这里，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兵是有好处的！这两年德浩长得更结实，更强壮

了。”  

  退伍后，趁开学前他回上海度长假。方德浩在上海时也常到楼下跑步锻炼。这些变化母亲看在

眼里，乐在心里。儿子将来独立生活，她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呢？  

军营军营军营军营中的深切体中的深切体中的深切体中的深切体会会会会  

王辰威王辰威王辰威王辰威：：：：军军军军中音中音中音中音乐乐乐乐才子才子才子才子  

  王辰威，1988年生于北京。父亲1992年来国立大学攻读硕士，是新中建交后比较早的留学生

之一。1993年，5岁的王辰威来新加坡与父母团聚。  

  王辰威从小才华出众，不仅小三通过“高才班”考试，在音乐和语言方面也显露非凡天赋——

他能说6种语言，会写12国文字，还演奏钢琴、三弦、柳琴和大提琴等十多样乐器。  

  他的才华主要体现在作曲方面，13岁就开始创作交响乐；15岁时他的华乐合奏曲《空弦》在维

多利亚音乐厅首演，之后更有多曲目登上新加坡大会堂和滨海艺术中心的舞台；17岁，他以交响华

乐曲《姐妹岛》在国际作曲大赛中获“新加坡作曲家创作奖”，他是那届比赛中年龄最小的得奖

者。  

  王辰威目前是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会员、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会员、“阮咸印象室内乐团”驻团

作曲。他曾获颁教育部音乐奖学金。去年，他被维也纳国立音乐大学录取，服完兵役后，今年9月

将前往维也纳攻读。  

  在新加坡，即便像王辰威这样的音乐才子也得当兵。入伍体检时，他被查出血压偏低，医生因

此安排他做心脏检查，证明没问题后，医生又怀疑是不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经过多次检查才确认他

没有其他问题，只是普通的血压偏低，所以可以胜任作战服务部队的训练。  

与与与与工工工工教教教教院生共院生共院生共院生共处处处处的体的体的体的体会会会会  

  由于体检，王辰威延迟了半年才入伍。到德光岛时，他的同学早已结束基本军训，分派到各个

部队去。与他同期受训的多是工教院生，因此他的书生形象尤为突出。  

  王辰威坦言，一般人对工教院学生多少有偏见，他们多是人高马大，有的甚至文身，可是经过

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他觉得“他们人并不坏”，大家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对“书生”也很照顾，比

如帮他挖战壕，吃饭时也让他排在最前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吃得慢。  

  王辰威说：“莱初的运动会上我们一直有个口号：One for all, all for one，经过德光岛的基本

军训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内涵。”  

  军训结束后，王辰威被分派到武装部队文工团。他除了担任阮和大提琴演奏外，也发挥作曲和

编曲才能，为文工团做了大量“额外”工作。即将结束服役的他，已被文工团提名为“最佳国民服

役人员”。  

  采访王辰威那天，他刚接到任务，为欢迎即将到访的以色列准将及代表团，编一首富有新加坡

特色的华乐曲。因为他懂希伯来文，上级也希望他能用希伯来语讲一句欢迎以色列准将到访的话。

为了使欢迎辞听起来更完美，辰威已将自己的发言上载到一个以色列网站，征求以色列网友的意

见。  

  葛书亮，1990年出生于南京。父亲1993年来狮城工作，一年后，葛书亮随母亲来新定居，那

年他4岁。  

葛葛葛葛书书书书亮亮亮亮：：：：如愿以如愿以如愿以如愿以偿偿偿偿成受成受成受成受训军训军训军训军官官官官  

  葛书亮的父母说，他来新时年龄尚小，英语方面并不吃亏，小学在邻里学校度过，后来考入华

侨中学。在华中期间，葛书亮的课外活动是学生军。父母也很支持，认为这不但能锻炼体能，也培

养团体及纪律意识。  

  学生军的第一年，因为训练相当严格，葛书亮有些不适应。不过他对训练中的实弹射击部分比

较感兴趣。后来，他升入华中高中部，成绩优异，A水准考获6个A，还荣获华中2008杰出学生奖。  

本专栏由联系新加坡联合推出 

全面的新加坡，全面的信息，全都在联联联联系新加坡系新加坡系新加坡系新加坡 

 e 言 言 言 言 谈谈谈谈    [更多] 

报读私人学校要注意什么？ 

租／买房子的苦与乐 

你对中小学删减华文教材有什么看法？

中国新移民如何维系两地相隔婚姻？ 

新加坡是否缺乏消闲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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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必必必须须须须身先士卒身先士卒身先士卒身先士卒  

  去年底，葛书亮开始国民服役。德光岛的基本军训对他来说驾轻就熟，各项成绩都很好，体能

测试也获得金牌。然而军训结束后，他并没有如预料中的那样，获选成为受训军官，而是被选入

SISPEC（School of Infantry Specialists）——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当时他很失望，不过很快调整心态，积极投入士官生的训练。3个月后，他以“全连最优”的

成绩转入军官学校，如愿以偿的成为受训军官。  

  谈到士官与军官学校的差别，葛书亮说，两者各有侧重，都重要。士官训练着重执行力，有更

多战术细节和以班为单位的战场指挥训练，这段经历让他更了解从士兵到士官到军官的每一个环

节。  

  军官训练着重在策划，葛书亮说，军官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对士兵安全负责，所以有专门训练

安全意识的科目，例如在策划行动前如何从安全出发，做好各种预案。  

  他说：“作为军官更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比如在体能方面，要求士兵做到的，军官当然都

要做到，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新移民家新移民家新移民家新移民家长谈长谈长谈长谈国国国国民服役民服役民服役民服役  

 
  葛书亮的母亲王丽萍认为，保家卫国是公民

应尽的义务。新移民既然选择在新加坡定居，自

然也负有同样的义务与责任。  

  王丽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她曾参与武吉知

马路上段“旧福特车厂”修复成为纪念馆的工

作。那里是二战时期日军迫使英军司令举白旗投

降，并签署投降协议的地方。她也是《昭南时

代——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一书的编者之

一，因此对于国家的安危有更深一层的关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句古话为我们点明了家

与国的依存关系。”  

  她说，新加坡的国民服役搞“一刀切”其实有好处。“总理的儿子也要当兵，新加坡的每一个

男人都要当兵，这就没有什么好不平衡的了。就像所有的妈妈都要生孩子一样，还有什么好抱怨

的？”  

  王辰威的父母对于国民服役制度也非常认同。父亲王历强说：“虽然儿子在音乐方面很有天

分，但我们从没有想让孩子避免服役的念头，因为这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也不认为这对孩子有什

么负面影响。事实上，辰威在文工团里学到了很多经验，这对他将来的学业和事业都很有帮助。”  

  王辰威的母亲陈永珍说：“作为母亲，我觉得辰威在文工团工作，反而有一点点遗憾。辰威这

孩子从小比较文弱，我原本希望两年的军旅生涯，能把他锻炼得更壮实一些。”  

当当当当兵的好兵的好兵的好兵的好处处处处：：：：少少少少点点点点奶奶奶奶油味油味油味油味  

  本身当过兵，家中有两名男丁的钟庭辉律师说：“新加坡的男孩与其他国家的相比，别的不

说，至少有一点我很有信心，就是没有那么‘奶油味’，独立性比较强。比如公司要临时派新加坡

男雇员出差，很少会听到什么抱怨，通常当晚就能收拾好行李，随时可以出发。这就是当兵带来的

好处。”  

  对于有家长认为，让优秀学生服兵役是一种“浪费”，钟庭辉并不赞同。“现在的学生往往缺

乏吃苦和独立能力的训练，当兵对于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非常有好处。”  

  其他受访的家长也表示，个别新移民对国民服役有抵触情绪，通常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

新移民成为新公民时，政府一般会安排他们去德光岛参观，了解那里的军训生活，包括参观训练设

施，品尝军中食物，参观军人宿舍等，让他们对国民服役有一个感性认识。  

  有家长因此建议，这类参观不应该放在入籍成为公民之后，而应该在成为永久居民时就进行。

因为PR的孩子也是要当兵的。何况一些PR不愿意成为公民，孩子要服兵役往往是他们的顾虑之

一。而参观军营，了解国民服役制度，对于消除他们的顾虑会有帮助。  

葛书亮（左二）、王辰威（左三）、方德浩（左五），和

他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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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兵香港兵香港兵香港兵””””能能能能编两编两编两编两个个个个营营营营  

  香港新移民团体九龙会会长钟庭辉律师，本身是移民第二代，中学时他随父母从香港移居新加

坡，才来没几年就到了当兵的年龄。  

  1982年，钟庭辉入伍服役。他说：“当时要面对的是双重适应：首先是对新加坡这个新环境的

适应，其次是对军旅生活的适应。”  

  顺利完成两年半兵役后，钟庭辉已完全融入本地社会。他说，当兵扩大了他的社交圈子。当兵

的经历，作为本地男生的共同记忆，很容易拉近彼此的感情。  

  退役后，钟庭辉目前还为武装部队“服务”，经常受邀去军营与新移民士兵分享自己的经验。

他所在的九龙会也时常举办这方面的交流，并为新入伍的会员子弟举行欢送会等。钟庭辉自豪地

说，这些年来，九龙会欢送的服役人员数以百计，如果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香港兵至少能编成两

个营”。  

  钟庭辉也观察到，近年来服役的新移民中，永久居民越来越多，国籍也更多样化了。“有时在

一批新兵中，会有10多个不同的国籍，包括以前并不常见的‘美国兵’、‘日本兵’等等。” 钟

庭辉说，如果只看护照不看人，“新加坡武装部队还真像是一支‘联合国军’呢 。”  

网网网网上上上上议论议论议论议论    永久居民永久居民永久居民永久居民与与与与国国国国民服役民服役民服役民服役  

  有读者曾在早报撰文说：有些新移民，妈妈和女儿拿了公民权，父亲和儿子却保留PR，这样

好享受新加坡的福利，读完中学在服兵役前让儿子放弃PR，自费或到海外读大学，以后再回新加

坡工作。他认为这是法律上的漏洞，政府应杜绝这种情况或予以处罚。  

  这名读者的观点在本地网络论坛上引起关于新移民与国民服役的讨论，参与者包括本土新加坡

人和新移民，他们的一些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一话题。  

是漏洞是漏洞是漏洞是漏洞，，，，还还还还是是是是选择权选择权选择权选择权？？？？  

  有新移民网友指出，这种情况不能算是漏洞，而是法律给予新移民一项选择权，是为了避免强

制性兵役对吸引外来人才构成障碍。通常经过一段时间后，新移民慢慢融入本地社会，他们多数都

能接受新加坡的国民服役制度。为了让孩子免服兵役而放弃PR的情况并不多见。  

  有人则认为，类似例子还是有的。就算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第一代移民已不被要求当兵，第二

代仍利用法律来逃避兵役，在感情上新加坡人不能接受。我们会问，这些家长是怎么回事？真想离

开就罢，明明是要长久居留，为什么要让孩子逃兵役？也有本地网友指出，新加坡男孩也有逃兵役

的——从小放弃新加坡公民权，去当小留学生。  

  一些观点：  

  “我自己是PR。我认为‘拿尽好处后便走人’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  

  “年轻人服兵役，不只承担公民义务，对自己的成长也很有好处。逃避服兵役是不对的。永久

居民第二代应该服役。”  

  “考虑如何让孩子避免服役，通常是刚拿到PR时的一些设想。在本地住久了，想法是会改变

的。”  

  “当兵是一项义务，也是一种荣耀。或许是这里的男孩都必须当兵，大家已感受不到它的光荣

了。”  

  “移民往往有更重要的因素要考虑，服不服兵役只是一个轻量级的问题。质疑新移民钻‘法律

空子’逃兵役，是心胸狭窄的人在疑神疑鬼。”  

让让让让PR保保保保卫卫卫卫国国国国家家家家说说说说不不不不过过过过去去去去？？？？  

  有新加坡网友认为，让永久居民服强制性兵役，等于让非公民为国家去战斗，这有点说不过

去。他认为，应该让第二代移民到一定年龄后做出选择：如果要继续留下就入籍、服役，如果不入

籍就取消永久居留权。  

  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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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兵役一定要成为公民？我觉得不重要。永久居民也应该保家卫国，这没有什么不对。”  

  “支持让PR第二代服兵役。如果他们在新加坡长大并且想留下，就应该和其他男孩一样服兵

役，至于入不入籍并不重要。”  

  “让外国人服役不合理，对国家安全不利。除非让这些人从事不重要或不含机密的工作，但这

会让他们有不被重用的印象，使忠诚度打折扣。”  

  “政府可以规定不服兵役就不能加入新加坡国籍，而不是强迫其放弃PR。”  

如何解除新移民的如何解除新移民的如何解除新移民的如何解除新移民的顾虑顾虑顾虑顾虑？？？？  

  有网友认为，想让永久居民心甘情愿服兵役，并不是难事。从政策上善待永久居民，他们自然

会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国家。可如果在本地长大的永久居民，从读幼稚园开始就要每月多付学费，

到服兵役时，家长会不会有别的想法？有人就认为，制定强迫性的政策容易，难的是得到人心。  

  一些观点：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收紧条例或进行处罚，而是应该多培养认同感，消除他们对服兵役的顾

虑。”  

  “服兵役需要的不是在兵营里生活两年，而是一旦发生战争，那些孩子愿意为新加坡流血牺

牲。怎样让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而不是感觉受歧视呢？  

  “从小在新加坡读书的孩子，长大后多数会认同这个国家。但认为所有在这里长大的孩子都应

该这样，就未免太霸道了。”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除投资移民外，大多数移民都承受更大的家庭、事业和经济上的压

力。政府应该深入研讨，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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