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欢庆新加坡家庭年”，首
届全国家庭周前天起举行。李显

龙总理在推介仪式上说，政府会继续通
过住屋、婚姻与育儿配套、学前教育等
政策，加强对家庭的支援。家庭是社会
的基石，健康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保
障。当代社会的急速变化，特别是传统
观念和规范的弱化，都让家庭面对极大
的压力，如何协助家庭应对危机，关系
国家的长治久安。

突飞猛进的科技带来了生活习惯
和观念上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两性关
系，更遭到非常剧烈的冲击。从1960
年代女性避孕药的普及，到今天手机
约会应用的便利，对两性交往的规范
均有深远的影响。从前被视为社会禁
忌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堕胎、

离婚等，如今都显得保守落伍。在
个性解放与传统社会规范之间的深刻
矛盾，使得人们的家庭观必须不断调
整。
　　尊重个人选择犹如过去的女大当嫁
一样，已经成为不言自喻的主流价值。
可是当成家立业越来越不再是天经地义
的个体必由之路，累积起来的集体后果
却是不容忽视的。最普遍的现象莫过于
青年单身人口比率上升，伴随着生育率
的急速下降以及人口的老龄化。观念的
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扭转这个威胁
家庭组织存续的因素并不容易，然而却
是必要之举。

　家庭的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理
解。在功利层面，它是任何社会繁衍的
根本机制。历史经验和学术研究均表

明，尽管一些社会有特殊的婚姻形态，
一夫一妻婚姻是养育下一代最有效，因
而也是最普遍的自然演进形成的制度安
排。健康的家庭是健康的下一代的保
证，所培育出来的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
成员，构成了文明进步发展的关键要
素。
　　在本质层面，家庭的人伦关系赋予
个体丰富及不可或缺的生命意义。所谓
血浓于水，由夫妇产生的父子、母女、
兄弟姐妹乃至其他人伦关系，让个体从
小处于一种充满道德秩序保护而产生的
安全感，并在成长后把它传承给新一
代。
　　因此，“欢庆新加坡家庭年”和家
庭周都是值得肯定的做法。李总理重申
政府亲家庭的正确立场，从侧面也反映

了当代家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些挑
战还包括政府必须解决不同问题而出现
的政策一贯性难题。比如当局为解决人
力短缺，不断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力市
场。但夫妇外出谋生，也让一些家庭面
对双亲既要为事业负责，又要处理家务
事、抚育下一代，关注子女教育与成长
的艰难平衡。

家庭要健康茁壮，每一个成员都
须各司其职。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相
应的专业知识，如何扮演好丈夫、妻
子、双亲的角色，过去是通过观察长
辈耳濡目染地学习，如今恐怕也须要
正规的知识传授。所以，政府不妨考
虑加强既有的做法，辅导新婚夫妇和
新手父母，让他们具备扮演好自己重
要角色的知识。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

日前透露，当局会尝试较新颖的组屋
格局、面积、设施与构造，满足不同
家庭的需求，相信也有助于与强化家
庭的韧性。

　强化家庭并非只是政府的事情，
个人如何承担应有的责任，恐怕才是
成败的关键。冠病疫情催生的居家上
班，让人们在疫情期间重新审视家庭
和事业的关系；“健康SG”计划鼓
励人们重视日常保健，何尝不是一种
对自己和家人关爱的表现。现代社会
导致人的原子化，进而激进乃至极端
化，人心的不安导致社会的不安。家
庭的温暖是最好的解药，如果人们能
从家庭获得安全感，其他社会问题也
将有更好的解决基础，或可能在源头
就被抑制了。

2022年6月6日

社论

09 2022年6月6日　星期一 吴新慧　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

韩咏红　副总编辑
hanyh@sph.com.sg

王彼得　副总编辑
ongp@sph.com.sg

郭思满　副总编辑
queksm@sph.com.sg

何惜薇　政治新闻主任
hosb@sph.com.sg

杨　萌	 本地新闻主任
yangmeng@sph.com.sg

杨丹旭　中国新闻主任	
yangdx@sph.com.sg

邹美琳　国际新闻主任
cheowml@sph.com.sg

《言论》版欢迎读者来论。来稿时请随同信件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英文通讯地址以及电话号码。	传真：6319-8118 电邮：zbyanlun@sph.com.sg

王舒杨	 数码内容主任
shuyang@sph.com.sg

赖婉丽　数码内容主任	
（生活娱乐）

wanlilai@sph.com.sg

宋以彬	 数码编辑主任
songyp@sph.com.sg

沈　越	 受众策略主任
sheny@sph.com.sg

黄慧敏	
国际新闻第二主任
nghuimin@sph.com.sg

冯嘉年	
财经新闻主任
knpang@sph.com.sg

杨全龙	
体育新闻主任
yeocl@sph.com.sg

张丽琳
新报业媒体信托	
总裁

李慧玲	
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leehl@sph.com.sg

吴新迪　总编辑
gohst@sph.com.sg

韩咏梅　执行总编辑
hanym@sph.com.sg

罗文燕 
华文媒体集团	
营运总编辑	
lohwy@sph.com.sg

叶鹏飞	 言论主任	
yapph@sph.com.sg

周殊钦	
多媒体编辑主任	
chuching@sph.com.sg

李天锜	 摄影主任
leetk@sph.com.sg

陈聪明	 视觉主任	
tancb@sph.com.sg

新 
闻 
主 
任

副
总
编
辑 
／
助
理
总
编
辑 

胡文雁 副总编辑	
兼副刊主任

woomn@sph.com.sg

谭德婷　助理总编辑
tarntt@sph.com.sg

洪奕婷　助理总编辑
angyt@sph.com.sg

郭丽娟　助理总编辑
q	ueklk@sph.com.sg

　　2020年初突发冠病疫情，引起全球经济在短期内
急剧收缩，为此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
币政策。美联储在当年3月份实施了零利率，以近乎
无限量的货币宽松向金融体系投放巨额流动性。各国
政府的初衷肯定是为了防止生产贸易停顿、员工失
业，进而诱发大范围的金融共振，再现2008年的全球
经济金融危机。
　　可是有点意料之中的是这些投放到市场上的钱，
在拯救了企业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那就是通货膨
胀。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胀率在这几个月都录得了近
三四十年来的新高。持续高企的通胀，尤其是食品和
能源等领域的高通胀，正在压制消费者信心，给普通
民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带来不小的财务压力。
　　这段时间，每天一起床，手机上各个财经类的应
用就给我推送有关加息抑制通胀的信息。给人感觉解
决通胀就靠加息，余下的问题也就是加息的幅度和频
率。如果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大家对短期的经济面应
该抱有乐观的预期。可我们看到，每次有加息消息出
来，市场就动荡不安，股市下挫。大家似乎刚刚才从
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又陷入可能因加息
而导致的新一轮衰退的担忧中。可见想在保持经济平
稳发展的同时甩掉高通胀，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知道经济循环一般包括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四个环节。物价贵了，不是消费过于旺盛就是生
产供应不足。加息更多的是收走流通在市面上的货
币，抑制大家的消费冲动，从而抑制通胀。可是消费
是上面四个环节中的最末端，前面三关没有理顺，最
后效果如何，值得怀疑。
　　笔者是一名普通的公司员工，是生产活动参与
者，也是普通消费者，对这次高通胀的成因以自己的
浅见解归纳了一下。第一，疫情导致企业员工不能全
员正常上班，找不齐所有原材料、零部件，工厂开工
不足，供应到市场的成品数就相应减少。由于奥密克
戎病毒的重症率、致死率比德尔塔病毒低很多，政府

现在鼓励大家在完成疫苗接种，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
下走出家门，去正常地工作学习生活，去创造财富。
　　政府不应该再花精力去发各种普惠型的补贴、消
费券之类的援助计划，这些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政府
买单的最后，都是要连本带利还回去的。政府应该花
大力气去了解企业的困难，有的放矢地帮助企业，让
它们的生产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只要大家有工作、有
收入，货架上有商品，供销两旺，价格自然会恢复到
正常水平。
　　第二，物流延迟，原材料、成品在多个环节积
压，不能按时全部送达。笔者负责的产品有些从欧美
进口，且不说物流费用高，交货期也从原来的平均两
个月延迟到三四个月，中间还不停地改期。所有这些
额外成本，最后肯定也会加到客户的账单里。政府与
其盯着商品价格，不如去找物流堵塞的原因，去疏
通，加快周转率。成本降了，销售价格也会自然降下
来。
　　第三，地缘政治冲突，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价格
暴涨。石油天然气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原材料，它们的
价格暴涨不可避免地会传导到各行各业。可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在很多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工薪阶层大吐苦
水之际，各大石油公司、海运公司纷纷录得创纪录的
盈利。本文不讨论地缘政治冲突，但政府是不是应该
反思在财富的二次分配上有所作为，是不是应该采取
临时措施，比如临时的暴利税等，来限制这些大公司
在这特殊时期谋取超常规的高额利润呢？油气价格暴
涨，主要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这里面有没有炒
作的成分呢？当市场经济偏离正常轨道时，须要政府
的积极干预来纠偏。
　　遇到通胀就想到加息，哪怕加息的频率和幅度是
经过反复讨论，总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
加息容易，难的是找到通胀根源并一一疏通化解，才
能确保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作者是能源公司亚太区市场开发经理

　　从经济学定义上看，货币是
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媒介。
既然作为尺度，当然要具有稳定
性，谁愿意用一个伸缩性很大的
材料来做尺子呢。从这一点说，
虚 拟 货 币 因 为 其 剧 烈 的 涨 跌 幅
度 ， 天 然 不 具 有 作 为 货 币 的 资
质。不过货币在日常使用中不只
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甚至变成
财富的象征，以至于在一些人眼
中变成了财富本身，成为人们追
求的目标。
　　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是衡量人
们财富的一个标准，国家财富也
用经济总值（GDP）——一种货
币化的数字来计量。不过用GDP
来衡量国家财富的历史并不长。
GDP的概念在1934年被提出到现
在不到90年，在1944年被作为衡
量一国经济总值的主要工具到现
在不到80年。尽管与人类历史相
比，八九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
已接近人均寿命，所以对大多数
人而言，一生接触到的衡量国家
财富的工具就是GDP，以至于忘
了GDP概念产生前怎样衡量一国
的财富，也没有充分认识用GDP
衡量国家财富这一方法的弊端。
　　俄乌战争爆发后，由于多国
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将俄罗
斯踢出Swift系统，使得俄罗斯卢
布价值急贬。作为应对，俄罗斯
将卢布与黄金挂钩，并规定不友
好国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只能以
卢布支付。将卢布与黄金和天然

气同时绑定，有助于卢布币值恢
复到制裁前的水平。这一币值改
革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衡量财
富的方法，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的缺陷以及改革方法。
　　原始社会常以家里有多少牲
畜来衡量家庭富裕程度，现在一
些游牧民族衡量财富的方法仍然
是牛羊数量，而不是存款多寡。
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粮食的产量
来衡量国家财富的，到重工业时
代，则用钢和煤的产量衡量经济
发展水平。可以说在GDP概念产
生以前，都是以实物，尤其是对
生 产 生 活 有 重 大 影 响 的 实 物 多
寡，来衡量国家经济实力。GDP
概念产生的同时也产生布雷顿森
林体系，美元和黄金挂钩，对应
的仍是币值稳定的实物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
际进入无锚的信用货币体系，这
种体制延续到今天。这个体系本
身有些弊病，其一就是美国超发
的货币，会通过把通胀输出而降
低本国通胀水平。这次疫情造成
供应链断裂，使美国通胀不能顺
利输出。同时俄乌战争造成粮食
和能源价格高涨。两者叠加，美
国的通胀水平居高不下，欧洲和
其他地区也深受通胀之苦，斯里
兰卡经济已经崩溃。
　　俄罗斯通过把卢布和黄金与
天然气绑定恢复了卢布币值，不
过重回金本位，并不能纠正无锚
信用货币体系的弊病。信用货币

体系，如果货币超发容易引起通
胀。金本位也有弊病，由于黄金
开采的增长量远落后于现在经济
发展的速度，金本位（或者贵金
属本位）更适合经济缓慢的农业
社会。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的原
因有很多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
欧洲工业革命爆发后，生产率大
幅提高，而在金本位下，货币供
应跟不上产品增长的速度，造成
通缩。
　 　 长 期 的 经 济 学 研 究 已 经 表
明，通缩有害经济，高通胀也有
害于经济，温和的通胀，比如2%
左右，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
以合理的货币政策就是保证货币
发行量，与实际商品计量的经济
增长量，在一个合适的比例，以
确保通胀保持在有利经济发展的
温和水平。不过对于发行巨量国
债的国家，超发货币有利于减轻
债务负担，所以债务国很难抑制
超额发行货币的冲动。
　　控制货币发行量，使通胀稳
定在有益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应
该是各国制定货币政策的长期目
标。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各
国把控制通胀放在重要位置。因
为通胀现在已经接近10%的水平，
一旦超越10%就是恶性通胀。历史
经验表明，一旦通胀达到恶性水
平就很难控制。恶性通胀如同笼
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就很
难关回去。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

廖荣君财经透视 王锦松特约漫画

黄宏亮热点话题

科技新视野 闫黎　李国权

俄乌战争带来
财富观念的改变

加息未必是抑制通胀灵丹妙药

　　很多朋友是从收看今年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
开始了解和关注“元宇宙”这个概念。沈腾的小
品里面那短短几十秒关于元宇宙的调侃，一下
子让元宇宙成了家喻户晓的新名词，它源自尼
尔·史蒂芬森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
　　那时候，这个被创造出来的词语还没有被广
为认可和接受的华文翻译。迄今为止，还时不时
看到不同译法。其中比较常见的另一种翻译是
“元界”，这是有趣而又符合华人文化的翻译。
华人讲世界有“天、地、人”三界，也有说“仙
界”“凡界”和“冥界”。说到“元界”，总会
让人想到那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齐
天大圣孙悟空。这个比喻倒也贴切，浑身充满
“颠覆”元素和潜质的孙猴子，把“三界”闹个
天翻地覆。这倒和今天在各种场合讨论的“元宇
宙的颠覆性”，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任由想象力驰骋，我们甚至可以同时存
在于一个或多个平行宇宙里。我们不仅可以在虚
拟世界中拥有现实物理世界的“克隆”，变换一
种思维方式，我们其实就实现了虚实两界的“穿
越”。因此“元宇宙”是meta（超越）+ verse
（宇宙），就有可能是一种即超越现实，又超越
虚拟的，虚实两界的宇宙。
　　几个月前，被称为互联网思想家的凯文·凯
利（Kevin Kelly）通过阐述“混境现实”（Mixed 
Reality），提出人类20年后将开启“镜像世界”
的观点。从哲学上来讲，元宇宙不仅仅是现有
各类诸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扩展现实（XR）等“现实技术”的大集成，随
着分布式元宇宙和非中心化自主型组织（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等应用
的 逐 步 发 展 和 完 善 ， 我 们 一 定 还 会 看 到 ： 大
量镜像“虚拟技术”的出现，现实虚拟（Real 
Virtuality）、增强虚拟（Augemented Virtuality），
以及扩展虚拟（XV）等等全新综合应用。那就仿
佛是“太虚幻境”在人间，“白玉为鞍金做马，
假作真时真亦假”，是“混境现实”和“混境虚
拟”（Mixed Virtuality）大集成。
　　打个比方，如果说“六耳猕猴”小妖孽是齐
天大圣孙悟空的一个虚拟克隆版，那么孙悟空那
三根毫毛变化出来的小孙猴子和齐天大圣，就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中有实，实中有
虚”。这是我们理解凯利的“镜像世界”和元宇
宙未来“从虚向实”“虚实兼备”的发展方向的
好例子。
　　如果一个情境无法做到虚实融合，并且无法
实现“非中心化”，那充其量只是一个“情境化
的游戏”，或者一个“游戏的情境化”，本质和
登录网络版超级玛丽没有差异。当虚实的界限被

元宇宙突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非中心化的
前提下，我们的人机互动，或说人和技术的互动
模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有
沉浸式的人机互动界面，通过大数据、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分布式技术等等一大批新兴技术
的综合应用，使得这个新类型的元宇宙世界的
元素和人机互动体验空前丰富，包含：身份、朋
友、沉浸体验、贡献激励、多元化、虚拟空间中
的所有权、经济交易系统、文化等八大要素。
　　基于以上要素的新的人机互动体验，自然也
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元宇宙
为我们构建出一个有趣的虚实相融的链上生活
方式，是线上和线下融合的生活方式，是虚实融
合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机互动界面，打通了
“虚”和“实”。随着信息技术和脑神经科学的
发展，我们已经看到未来“脑机互动”界面出现
的可能性。一旦实现，那将是对“人”的生物形
态的一次重大重新定义，因为这样的互动界面，
将第一次打通“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
连接。非生命的系统可以感知人类思维，这样的
互动能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越我们目前
的想象力。
　　元宇宙的目标是在数码世界实现虚实两界的
融合，提供一个更稳定和安全，有包容性和可持
续性的，可实现“汇通天下”“慧通天下”和
“惠通天下”的，维护和发展每个参与者利益的
“太虚”。在这个新的虚实结合宇宙中，一种全
新人类组织协同方式正在浮现：DAO。这是由一
个达成共识的群体自发产生的共创、共建、共
治、共享的协同行为所衍生的一种组织形态。
　　DAO具有充分开放、自主交互、非中心化治
理、复杂多样以及自我更新（Self Renewal）等特
点。与传统的组织现象不同，DAO不受现实物理
世界的空间限制，是目前已知最佳的虚实结合的
组织协同形式，演化过程由事件或目标驱动，快
速形成、传播且高度互动。DAO能迅速地与没有
建立信任关系的个体和群体，达成具有共识的组
织目标，建立组织文化，并与所有参与者形成利
益关联的激励机制，实现全员激励。
　　学术界普遍认为，DAO将是公司这一组织形
态的进化版，是人类协作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
化。DAO将同时给商业实践和社会治理领域，带
来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转移。因为如果仅仅是技术
一路狂飙，没有新的治理和社会架构的配合和辅
佐，那就好比只有激情和速度的飙车，冲到没有
交通规则的大路上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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