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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上
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年

长者以及一房至三房式组屋居民这两个
群体，更容易落入假信息的陷阱。这项
针对2000多名公民和永久居民所展开
的调查也发现，本地每10人中就有近六
人，常接触并相信以文字或图片形式呈
现的假信息，反映假信息肆虐的程度。
假信息腐蚀互信，进而削弱人们真诚合
作的能力，对社会稳定是极其严重的威
胁，必须予以重视并采取应对措施。
　　所谓的假信息并非互联网时代才出
现的现象，只是因为通信科技的迅速发
展，才导致其危害性的无限放大。自有
历史以来，就有虚假信息的存在，只不
过从前是以谣言、传闻等口耳相传的形
式传播，一般难登大雅之堂。自印刷

业、报章、电台、电视，尤其是互联网
等现代大众传播平台出现后，假信息的
传播速度才有所提高，形式也有所变
化，以更为有蛊惑性的阴谋论面世。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犹如一把双面
刃，让假信息如虎添翼，不但登堂入室
跟主流论述一较长短，更凭借这些当代
通信科技手段，成为一些国家不宣而战
的军事斗争伎俩。人工智能科技一日千
里，还发展出利用图像移花接木的能力，
产生了所谓的“深伪技术”（deepfake，
或译“深赝”），颠覆了传统“眼见为实”
的智慧，让真相进一步在虚拟世界乃至
真实世界成为宝贵的稀缺品。
　　假信息的武器化，主要是利用了人
类的心理特征。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
凭直觉先接受或反对某种立场，之后才

寻找符合自己立场的事实，来合理化这
样的决定。这是现代传播理论所形容的
“同温层”或“回音室”现象，即同样
主张的群体在虚拟世界相互取暖，拒绝
接受抵触自己立场的信息。这是让假信
息滋长和传播的温床。
　　假信息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兴风作浪
的另一发展，便是阴谋论的正常化。在
口耳相传的年代，谣言还因为其小道消
息性质，而被包括传谣者在内视为难以
在大庭广众启齿之事。如今由于通信技
术的普及化，阴谋论却反因为这种信息
渠道掌控的民主化，而褪去了其反智的
色彩，不但被一些热衷者广为传播，更
为部分激进分子当作“众人皆醉我独
醒”的证据，导致社会对真相的基本认
知陷入分裂。最新的例子，莫过于对待

是否注射冠病疫苗的态度。
　　各种形式的假信息，对社会最大的
伤害就是动摇了互信。经济学家从“交
易成本理论”发现，信任是现代社会最
核心的资产。所谓“民无信不立”，在
信任度高的社会，陌生人之间更容易建
立合作关系，有利于各种创新和发明。
相反，假信息和阴谋论盛行的社会，陌
生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甚至视对方
为敌，真诚的合作也就无从说起。这样
的社会难以进步，最终也无可为继。
　　历史无法回头，社会也不能因假信
息的危害而因噎废食，拒绝信息科技的
进步。但假信息的危害之大同样无法忽
视，必须把伤害降到最低。让人欣慰的
是，上述调查也发现，本地人对传统主
流媒体如电视、报章、电台和主流媒体

网站的信任度，均高达六成以上。这道
维护真相和基本共识的最后防线，必须
严加守护。一旦失去了基本的公共信息
传播和交流的平台，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除了经常的宣导，培养辨别
信息真伪的“数码素养”，恐怕也必
须同理财知识一样，应尽早纳入主流教
育课程内容，让国民从小便练就火眼金
睛，学会从消息源、常识性等判断信息
的真假，养成独立思考，拒绝人云亦云
的能力。已经进入职场或已经退休的成
人，则应当努力走出互联网的回音室，
勇敢地去接触对立的观点和信息，增强
自己应对假信息的免疫力。唯有大家自
觉的努力，才能有效地消除罗生门的空
间，维持国人的互信与凝聚力，避免外
力的干扰撕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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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
球。近日，在由世界主要国家
和国际组织参加的二十国集团
（G20）虚拟峰会上，各国领袖
普遍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长期
与病毒共存的“后疫情时期”，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抗疫过程中，我们发现数
字经济发展得好和国民纪律性强
的国家，抗疫效果就比较明显，
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新加坡和中国两国政府，一方面
积极抗击疫情；另一方面努力保
证经济平稳运行，继续稳步推进
各项重大政策，确保国家战略和
重大创新不会受到影响。两国政
府毫不例外地都把工作重点之一
放在发展数字经济上，尤其是以
区块链和金融科技为代表的一系
列前沿科技领域的创新。
　　我们注意到，近来各国对于
传统中心化的数字经济，都开始
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试图缓解
或避免出现垄断和“赢者通吃”
的行业架构，例如中国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最近发布了《关于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
求意见稿）》。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新加
坡和中国都在大力发展非中心
化的新型数字通证经济（Token	
Economy）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通证就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权益
证明，把实体世界里的各种资产
和权益通证化（Tokenisation），
就可以创造一个更包容、更普
惠、更有效率的通证经济。
　　有的读者会问，看以前的报
道，在中国进行各类通证包括加
密货币的交易都是违法的，为什
么还要大力发展通证经济的基础

设施呢？新加坡业界的认识是，
“没有通证的区块链就不是真正
的区块链”。这个认识看起来和
中国存在显著的差异，其实刚好
相反，它说明了新加坡能深入解
读中国国情、文化与科技政策的
微妙，加以配合并发挥本身在数
字经济领域的优势，为新加坡创
造机遇。
　　首先，通证是公有区块链的重
要激励机制。近期全球通证市场
上的确存在利用通证，进行过度
投机的浓厚气氛。近日比特币不断
急速上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最近通过建立
新法或修改旧法，已经相当全面
和完整地覆盖了虚拟资产（Virtual	
Asset）和数字通证，及时有效地监
管抑制了过度投机风气。
　　中国严厉禁止通证的发行与
交易，就是为了防范在这个领域
内的过度投机，避免再次出现像
P2P（指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的小
额借贷交易）过度投机那样，给
普通民众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并
对社会造成伤害。
　　一刀切的政策虽然看起来缺
乏弹性，但是不得不承认，它立
竿见影，迅速有效。这会扼杀创
新吗？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将只
发展不需要激励机制的私有（企
业）区块链呢？完全不能这么
说，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全球
范围内，通过组建全球公有链或
联盟链框架，来部署区块链服务
网络（Blockchain-based	Service	
Network），打造全球性第二代智
能互联网的网络。
　　新加坡在公有链和联盟链领
域的系统优势非常明显，这也就
是为什么，新中两国能够存异求

同，尊重彼此之间在区块链与通
证政策上的差异，双方都将着眼
点放在这些认知的互补性上。再
看新中两国的央行数字货币，
新加坡的乌敏岛计划（Project	
Ubin）专注于国家与金融机构之
间的结算和批发业务；而中国的
数字人民币（DC/EP）将重点放
在零售业务上，解决商业和民众
数字支付需求，这种零售电子支
付甚至可以是离线进行的。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充分的互
补性。今年6月，金管局局长孟文
能在上海的陆家嘴论坛指出，在
央行数字货币领域，新中两国可
进行深入的合作。中国的数字人
民币也可以延伸到海外市场，中国
央行原行长周小川近日就提议，新
中两国的数字支付合作，可以从零
售业务起步，然后考虑把成功合
作模式复制到亚细安甚至东亚。
　　有互补就一定有一致性，
“区块链是为民众服务的”，因
为它的内置平衡机制，可以用
来创造更公平的世界，在这一点
上，新中两国的认识又是高度一
致的。发展数字经济，除了网络
和系统基础设施，法律基础设施
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在近日签署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中，在新中两国的
一致推动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
力得到协定的确认，数据存储策
略也有利于分布式账本，这将大
大加速新中两国在亚细安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
　　在重大的创新领域，战略和
竞争优势不仅仅是来自成本和技
术方面的商业竞争力。我们对于
行业科技文化和政策的深入认识
也是至关重要的。从上面的例子

以对科技文化和政策的深度认知增强竞争力白士泮　李国权　闫黎方向盘

　　“不管是猪瘟还是禽流感，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肉价涨上天了”，当培植肉即将面市的消息传来，
一些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由美国食品科技公司Eat	Just研发的培植鸡肉，
已获准用来制作鸡块在新加坡出售。这也意味着新
加坡将成为全球首个售卖培植肉的国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叫好者有，但反对的声音也
不绝于耳。
　　不需要奶牛的奶酪，不需要农场的鸡块，想想
都让人兴奋，尽管价钱并不低。近日的一项调查显
示，不少人表示愿意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他们的理由是，口感和营养一样，不用担心环
境污染和病毒来袭，而且没有杀生的心理负担。对
于食品安全，他们认为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就像转
基因大豆刚上市时，大家也担心，现在去超市购
物，没人会关心是不是转基因了。
　　还有些人觉得新鲜，希望成为第一批尝鲜者，认
为品尝新鲜水果和喝冲泡的果汁，并不冲突和矛盾。
　　然而，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认为纯天然的食
物更健康。他们一向秉持的观点，如果能够吃新鲜
肉，没有必要去吃罐装食物。
　　文员晓静明确表示她不会选择培植肉，因为培
植肉从动物身上提取了细胞组织。晓静是素食主义
者，一次偶然观看了捕杀鲸鱼的视频，让她看到肉
类食物就有阴影。
　　我的朋友阿苏也对培植肉不感兴趣。他喜欢钓
鱼，隔三岔五就会约朋友一起出海钓鱼，每次将战
利品带回烹煮，一边吃着新鲜的海鲜，一边谈天说
笑，眼睛快乐得弯成一条线，一天的辛苦和晒得发
痛的皮肤，早就抛到了脑后。
　　没有了鸡叫声，没有了奶牛的影子，没有了田园牧
歌，生活是多么的乏味可陈。阿苏说，我们的食物不仅
是满足口腹之需，更是一种文化，是体会瓜熟蒂落的

过程，若只是为了找替代品，那跟吃药丸有何两样？
　　阿苏担忧的是，大豆是转基因，植物和动物都
是培植的，长此以往，人们的生活就像机器人一
样，渐渐失去各种乐趣。
　　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使人们对培
埴肉的看法各异。看来，培植肉在新加坡的推广仍
有较长的一段路要长。
　　新加坡推出培植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来
的储备和考量，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
展，资源稀缺和粮食问题都成各国所必须面对的难
题。对于土地稀缺的新加坡来说，近600万人口90%
的食物须进口，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形成较大波
澜。这次冠病疫情尤其让新加坡深刻体会到，实现
食物的自给自足是当务之急。
　　土地面积小，没地方开疆扩土，唯有另辟蹊径才
能找到生存和发展方向；而培植肉是目前新加坡支持
替代蛋白质和进行新型食品开发的一大选择，其他正
在进行的还包括植物肉、昆虫蛋白、藻类和菌类蛋白。
　　存在即合理，就好比电子时代，电子书层出不
穷，纸制的墨香也并非就此消失，社会的发展让各
行各业包括食品领域也呈现出多样化和丰富性。
　　培植食物和饲养食物，绝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的关系，更多是一种互补。
　　然而，这一敏感和新鲜事物，对人们的知识和
观念也提出了一定挑战，对市场和监管层更是一种
考验。如何确保食品安全，如何降低成本，如何避
免良莠不齐，都是当下社会最关心的话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处理得好，能让新加坡
发挥自产优势，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处理得
不好，无疑会伤害民众的口袋和心态。时代的车轮
滚滚向前，绝无往返，培植肉时代，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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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在强行加速向海洋扩张。2020年4月，
中国政府在海南省三沙市下设行政区，设立了管
辖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西沙群岛）为
“西沙区”，以及管辖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南沙群岛）为“南沙区”。同月，在中国
海警局巡视船的伴随下，中国的调查船“海洋地质
8号”出现在婆罗洲岛海域，妨碍了马来西亚的海
底调查活动。
　　8月，被认为可以攻击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反
舰弹道导弹（ASBM），从大陆两个地方发射到帕
拉塞尔群岛南方海域。在东海，尖阁诸岛（中国称
钓鱼岛）的日本领海内，中国海警局的巡视船反复
对日本渔船进行追尾。在台湾周边海域，中国的战
斗机、轰炸机、情报收集机等，也增加在台湾海峡
和巴士海峡附近的训练飞行。
　　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
的拜登当选。拜登新政权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不
仅是东亚，全世界都在关注。
　　2020年8月，配合拜登候选人提名而公布的民
主党政策纲领，指出了有关中国动作的许多问题，
并表示要与之对抗。纲领强调了对航行自由的承
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威胁的抗衡，也强调了
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必要性等。同时，为了实现
这样的政策，民主党政策纲领呼吁强化与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各同盟国的关系。
拜登政府将重新建立在特朗普政权下动摇的与各个
同盟国的合作，通过与同盟国的合作来对抗中国。
　　另一方面，民主党的政策纲领主张中国的挑战
主要不是军事性的，不能陷入政策过度军事化所带
来的“新冷战陷阱”，也观察到在与中国竞争的问
题上具有轻视军事力量的倾向。这种看法在拜登不
选用备受好评的佛洛诺伊为国防部长，而是提名退
役的陆军大将奥斯汀可见一斑。

　　拜登在给《大西洋》杂志投稿的文章中，高度
评价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作为驻伊拉克美军司令官，
指挥从伊拉克撤出美军的奥斯汀的外交能力。他还
指出，奥斯汀理解战争的巨大成本，外交政策应该
由外交官和发展专家主导，行使武力只不过是最后
的手段。
　　此外拜登提出，美国应该应对的全球威胁，包
括大流行、气候变化、核扩散、难民危机。在这篇
文章中，别说“中国”，就连“航行的自由”和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拜登也只字未提。
　　为了对抗中国在东亚海域推进通过力量改变现
状的举措，要与同盟国合作，就须彰显与中国对峙
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提高同盟国对美国的信赖不可
或缺。
　　佛洛诺伊6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
指出，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拥有72小时内将中国舰
船全部击沉的能力，就可以遏制中国，同时也阐述
了有必要让同盟国放心。
　　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6月一改做法，对不断占
据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黄岩岛）的中
国，缺乏进行对抗的意愿，形同抛弃了菲律宾。这
个战略判断的失误，导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做
出以军事化为首的诸多强硬行动，以及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后来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批判。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针对中国以力量改变现状
的企图，推进动用军事力量加以对抗的“以力量维
护和平”政策。
　　假如拜登政府在对抗中国向海洋扩张方面，低
估军事力量所起的作用，不仅在遏制中国上会失
败，也可能失去各同盟国的信任。拜登新政府是否
能从奥巴马政府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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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引人关注饭田将史时事透视培植肉时代，你准备好了吗？胡敏热点话题

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优势，不
但来自于完善健全创新的监管架
构，而且来自于对各国科技发展
和政策语境的有效深入解读。
　　这种理解“和而不同”的能
力，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新加
坡如果仅仅从政策的字面含义
上，认识中国对于通证基础设施
的理解，就有可能错失中国由外
而内、有序地部署公有链所带来
的重大机遇和商业机会。又如在
数字货币领域，甚至会带来不必
要的担忧和竞争。
　　新加坡大多数的新技术创业
者技术专长优势明显，政府也通

过各项计划为企业提供大量的支
持与资助。但是在交流中，我们
发现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更进一步
提升对科技文化与政策语言的解
读能力，以便深入正确地理解他
国政策的真正含意。企业家在理
解中文技术语言和金融科技文化
方面，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亚洲将是“后疫情时期”全
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心。为了充
分利用亚洲地区的商机，我们的

大学科技与商业教育系统，应该
更倾向于理解亚洲各国的国情、
语言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印
度尼西亚、缅甸和越南的人文和
地理环境和技术文化方面的认知
要特别精通。
　　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提前布
局，进入战略蓝海，获得先发优
势，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企业在技
术和商业模式等方方面面的综合
优势。

作者白士泮是新加坡李白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李国权是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金融科技与区块链教授

闫黎是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战略系高级讲师

王锦松特约漫画

正视假信息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