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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舒杨 (2010-09-27)  

  6岁从孟加拉来新 沙希尔：根就在新加坡  

  22岁的沙希尔（Shahir Rahman），今年初成为新加坡公民。对于6岁即随全家移民新加坡的

沙希尔来说，尽管程序上他刚刚正式成为公民，但其实这里一直就是他的家乡。  

  沙希尔的六口之家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新加坡公民。1994年，沙希尔的父母带着四个孩子，从

孟加拉移居新加坡。沙希尔的父亲已经在本地生活了16年，却仍然只持有就业准证，而姐姐和大

哥，都已经返回孟加拉。沙希尔说，自己的家庭十分传统，仍然保持着落叶归根的观念，但对于他

自己来说，“根”就在新加坡。  

  “我的姐姐今年33岁了，大哥29岁。我们全家当初搬来这里的时候，他们也都十多岁了。而我

和我二哥不同，我们来这里的时候都还小，可以说我就是在新加坡长大的孩子，我的朋友在这里，

我的一切关系都在这里。我很难想象让我回到孟加拉去定居。”  

小一是融入新社小一是融入新社小一是融入新社小一是融入新社会会会会的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最好时时时时机机机机  

  沙希尔在新加坡不曾有不适应的问题，他将此归功于自己小时候就来本地。他说：“小一开始

我就在这里学习、生活，而小一大概是融入新社会最好的时机。”  

  经过两年的国民服役，沙希尔今年8月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主修化学。毕业于英华学校

（自主）的沙希尔说：“当人们看到我时，就会问我是不是学物理的，因为很多印度裔学生不是学

物理就是工程。可我讨厌数字，化学是我的强项。我希望以后能在国大攻读化学博士。”  

  沙希尔是在中学快毕业时，收到成为永久居民的邀请函，随后成为永久居民。参加国民服役

后，他申请成为公民，并通过快速公民权申请通道（Accelerated Citizenship Scheme），在三个

多月后便顺利成为新加坡公民。  

 
九年前九年前九年前九年前来来来来新工作 戴海忠新工作 戴海忠新工作 戴海忠新工作 戴海忠：：：：上海已上海已上海已上海已经经经经有有有有点点点点陌生陌生陌生陌生  

  到底要不要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这对于戴

海忠来说，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来自上海的戴海忠，双亲都住在上海，而眼

看着人们正削尖脑袋想挤进自己的“老家”，戴

海忠也不禁掂量起中国国籍和上海户口的分量。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定居本地，在今年6月成为新加

坡公民。不但如此，他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成

为居民委员会的基层领袖。  

  今年36岁的戴海忠，目前在本地发电厂做工程师，2001年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新加坡工作。

他说：“当时我还在上海通用公司工作。因为生了场病，在家休了一个多月的假。就是这个时候，

新加坡公司到上海招人。就这样，我去应征，并最终来到新加坡。”  

  去年年底申请公民权的戴海忠说，自己也曾经犹豫过是否要申请。原本想让妻子申请公民，结

果她的申请被拒绝，戴海忠说：“我只好自己来！”  

  他说：“我在上海的父母不太赞成，但我老婆特别喜欢新加坡的环境。这里的双语教育对小孩

也比较好。上海虽然繁华，但我回去几次，发现那里的节奏太快，我已经接受不了。而且房价太

贵，我把这里的组屋卖掉，也买不起那里的房子。上海的环境对我来说，已经有点陌生了。”  

上海虽然繁华，但我回去几次，发现那里的节奏太快，我

已经接受不了。——戴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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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把把““““MRT”听成听成听成听成““““MIT”  

  谈起初来乍到的经历，戴海忠回忆说，当初因为语言不通，闹了不少笑话。虽然之前在美国通

用公司工作时，经常用英语和同事及上级联系，技术上并没有语言问题，但戴海忠说那是“哑巴英

语”。  

  他说：“来到新加坡后的前几天，同事每次跟我说‘搭MRT’，我都听成‘MIT’，我还在想，

那不是美国大学么？怎么这里到处都是？后来才知道是地铁，恍然大悟。”  

  戴海忠认为，新移民应该努力融入新社会。他本身也是在自家组屋楼下参与了一次种族和谐日

活动之后，喜欢上新加坡的社区活动氛围。他于是申请成为先驱居委会第11分区的成员，每一两个

月就帮忙筹办一些活动。他说：“来这里十年了，朋友圈主要还是中国人。但参与基层活动，让我

结识了更多本地朋友。”  

家家家家乡亲乡亲乡亲乡亲人相人相人相人相继继继继去世 杜珈去世 杜珈去世 杜珈去世 杜珈仪仪仪仪：：：：回回回回马马马马来来来来西西西西亚还亚还亚还亚还能找能找能找能找谁谁谁谁？？？？  

  要不是简介上写着她的年龄，真不敢相信眼前这名钟爱粤剧的活泼女子，今年是39岁。  

  是不是常年表演粤剧让她注重保养？杜珈仪笑着说：“我就是个业余爱好者，玩玩而已，谈不

上什么演员。”  

  谈起粤剧，她却似乎比专业演员还要兴致勃勃。身为金禧民众俱乐部粤剧兴趣小组的副团长，

师从著名花旦文少群多年的杜珈仪，经常带团参与各种演出，还被其他民众俱乐部邀请表演。接受

访问时，她正与团员一起紧锣密鼓地为9月25日的演出排练。  

  今年初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杜珈仪，与新加坡的缘分可谓久远。1989年，才O水准毕业的杜珈

仪，从马来西亚怡保来到新加坡工作，在良木园酒店做女招待，并于1990年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她说：“我那时工作很拼，结果生病。于是我辞职，改做速记，可是不久后就觉得闷。我当时

想，自己还年轻，应该再找份别的工来做。所以我开始做保险，一做17年多，直到现在。”  

 
2006年曾放年曾放年曾放年曾放弃弃弃弃申申申申请请请请  

  起初，杜珈仪并没有打算申请公民。2006年时，看到哥哥、

妹妹和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纷纷入了新加坡国籍，杜珈仪也开始

动心。“我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拿着表格去申请，心里好像打

赌一样。我告诉自己，如果官员看了以后说可以，我就申请。如

果他迟疑，或是跟我说补充什么资料，我就不申请了。”  

  果然，工作人员说她缺少材料，本来也没有百分百决心的杜

珈仪，旋即放弃了申请。近几年接二连三的家人过世，让她越发

感觉，马来西亚已经举目无亲，反倒是新加坡才给她家的感觉。  

  杜珈仪说：“2007年我母亲去世了，而今年4月和6月，父亲

和祖母也相继过世。以前回老家就是探望亲人，现在他们都不在

了，我回马来西亚找谁呢？”  

  杜珈仪说，如今自己能叫出来名字的新加坡部长名字，比她

知道的马来西亚部长多得多，而看国庆庆典时，她比本地人还要

兴奋。  

  她说：“我喜欢这里的制度，一切都明朗透明。你在这里做生意，不用担心需要靠关系，而且

政府官员办事效率高。我每次回去马来西亚，看到那里的政府人员懒散的样子，就受不了。”  

  你是否有类似的故事或心情和我们分享？请电邮zbxhd@sph.com.sg或发送短信至：8128-

9296。  

2007年我母亲去世了，而今年4月和6

月，父亲和祖母也相继过世。以前回

老家就是探望亲人，现在他们都不在

了，我回马来西亚找谁呢？——杜珈

仪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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