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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态

本报记者员韫

杜淑真:
公益是我从不放弃的追求

她18岁独自背着行囊来英留学，她凭着
悟性和勤奋获得剑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毕
业后她跻身伦敦金融城成为高薪律师，幸福
的跨国婚姻为她带来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
如今，她身为英国自由民主党（Lib Dem）强
力推荐候选人（top-up list），即将在5月1日
代 表 伦 敦 中 西 选 区 （ 包 括 Westminster,，
Kensington & Chelsea， Hammersmith &
Fulham三个自治区），参加伦敦议会议员的
选 举 。 这 就 是 杜 淑 真 （ Merlene Toh
Emerson），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华裔女性，在
英国写就的完美履历。在选举前夕的百忙之
中，杜淑真邀约本报记者，畅谈她的从政苦
乐，希望更多的华人，像她一样走出社区，
融入主流社会，争取华人自己的利益。

伦敦市长及伦敦议会组成大
伦 敦 市 政 局 （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成为独具特色的伦
敦政府，并有600 多名职员支持
所有工作。伦敦议会有25名议会
成员，其中14位成员代表由两个
或以上的伦敦自治区所组成的选
区，其它11位则代表整个伦敦。
伦敦议会的角色是监督市长的活
动，并调查对伦敦市民非常重要
的议题，发表调查结果及作出建
议，向市长提出议案。

社会责任心让她放弃高薪职位

在金融城从事公司法律工作，是许多英
国白领都梦寐以求的职业目标，从剑桥毕业
的杜淑真赢得了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从业十
多年，事业也日益稳定的时候，却选择了放
弃。谈起四年前的这个决定时，杜淑真说从
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杜淑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时期就热
衷于公益事业，例如参加反核武器游行，反
对英国政府对外国学生收取全额学费等活
动，她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让自己和身边人
享有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
美好。但是，杜淑真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却没有在她的律师工作中得到满足。
“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许多大财团纷纷抛
售泰铢，买入美元，在泰国有无数人破产，
可是大公司却赚到大笔的钱。在金融城身为
一名律师，只能以客户那些大公司的利益为
重。但是普通人呢？没有人关心。”杜淑真
发现，她的“社会良心”和她的工作发生了
抵触，她开始怀疑还要不要在这样一份职业
上发展下去。
2004年，来到英国整25年的杜淑真，作
出了两个大的决定，一个是加入英国籍，一
个 是 选 择 从 政 。 2004年 伊 拉 克 战 争 已 经 结
束，但是在英国国内围绕伊战的讨论仍在继
续，英国在伊拉克仍有大批驻军。这个时
候，英国国内大多数政党和主流舆论仍然站
在政府一边，支持伊战，而自由民主党是当
时唯一反战的英国政党。另外，自由民主党
公 平 、 公 开 、 环 保 （ Fairness, Openness,
Green）的核心纲领，也和杜淑真的政治理想
非常吻合。于是，杜淑珍在2004年卸下金融
城律师的光环，成为自由民主党的一名活跃
分子。

从政路上苦与乐

心系华人

谈到从政对自己生活的改变，杜淑真说
最大的改变是，要从一名专业人士变成一个
“万事通”。要广泛了解各种社会话题，像
医疗服务、邮政系统、住房、教育、空气质
量等等，以前她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领域，都
要去学习，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且，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要具备和
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尤其是在进入社
区，挨家挨户和选民交流的时候。“并不是
每个人都那么友善，都有耐心愿意听你把话
说完。”杜淑真有些无奈地说，“有些人态
度相当粗暴，还有人直接把我发的传单丢回
来，说‘别给我发垃圾信件’。”不过既然
选择从政，就要对一切局面有充分的心理准
备，杜淑真把华人女性坚韧、包容的优点发
挥到极致，不折不挠，点点滴滴积累着她在
社区和党团内的声望。

杜淑真虽然获得了英国主流社会的认
可，但是和华人、华社的血脉相连始终仍是
她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2006年，杜淑真和自由民主党另一位华
人党员钟翠英女士一道，创立了华人自由民
主党，希望在华人和自由民主党之间架起互
动的桥梁，了解在英华人的需求和愿望、帮
助他们更好地融入英国主流社会。杜淑真目
前 还 在 推 行 一 个 名 为 “ Chinese Welfare
Trust”的项目，计划帮助在英华人老人建立
免费养老院，改善60、70年代来英的一批老
华人华侨的晚年生活困境。除了工作联系，
杜淑真在生活上也与华人社区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因为要送三个儿子定期去中文学校学
习中文，杜淑真和许多华人家长常常在一起
交流教育和生活心得，了解华人家庭在想什
么，需要什么；祖籍福建的杜淑真不久前还
邂逅了在英国的福建同乡会的老乡，这让她

如何参与英国地方选举？

近年来英国华人对政冶已开始感兴趣并
积极参于，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将会提
高华人在英政冶地位。 五月一日即将举行大
伦敦市长和部分地区选举，不过如果您尚未
登记为选民的话，相信您已错失了这次投票
的机会。
英国地区政府每年由8月至11月都会寄出
登记为选民的表格到所有住户，如果你在九
月初还没有收到，你应该联络地区政府索取
表格。登记期限在每年的11月25日结束，如
果你的登记资料没有改变，你可以上网或者
通过免费电话登记，手续相当方便简单。如
果你新搬到一个地区，也可以立刻到当地政

府重新登记新的住址为选民。
如果你决定要做议员候选人，就应该在
选举前一个月左右将你的申请表正式提交到
你所在地区的选举委员部门。通常申请人的
表格会在2个月之前派发，也可以在地区政府
办事处领取。申请表简单易填， 你只需要一
个提名人，一个赞成提名人，另外八个合格
的市民签名，总共十人支持，连同其它提名
表格中需要的数据，递交到选举委员部门，
并且无须报名费用。
登记为选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部
登记资料公开的，一类只是部分登记数据公
开的。当你填表格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部分登
记数据公开(edit register)，意味着你的数据不
会公开给推销商和其它部门使用。如果你不
想收到广告之类的东西，就可以登记为edit
register。
另外，提醒各位市民注意的是，如果你
已经登记了地方税，并不代表你已经登记了
做选民，两者是不一样的，应该分别登记。
关于投票和参选的一些常见问题回答：
时常都有华人问我，他也能够胜任议员
么？

右一为成世雄郡议员，左一为成德仁区议员，
左二为张爱莲区议员。

当议员跟普通人一样，只不过他们有更
多的责任去保护环境和社群，他们所扮演的
角色是为民请命，为市民讨公道之类的地区
性事务。如果你想当议员，也不一定要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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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们以母亲为榜样
谈到她的三个儿子，杜淑真眼睛里有掩
饰不住的欣喜和骄傲。儿子们读书很乖，而
且由于妈妈的影响，他们也拥有一份古道热
肠的公益心。杜淑真17岁的大儿子现在利用
业余时间，义务在小学里做科普宣传者。有
时也会陪着妈妈一起走街串户，去向选民发
传单、交流互动。这个热心公益活动的大男
孩期待着明年的到来，因为那时候，他就有
权利投票参选了。
杜淑真说，三个儿子都出生在英国，因
此他们把英国把伦敦当成自己真正的家，下
一代的孩子们更应该关心社会，培养责任
感，因为未来的城市，需要他们来建设。
杜淑真还特别提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她
说，在伦敦有许多低收入家庭，顾不上子女
教育。目前在英国高中课程结业的时候，有
近16%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合格而拿不到毕业
证书，而华人学生的学业在各种族同龄人当
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杜淑真也希望华人家
庭继续保持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让下一代能
有更好的竞争机会。
记者手记：去年法国左派女总统侯选人
罗雅尔的出现，以及今年美国选战上希拉里
的强势出击，还有目前活跃在国际政坛被选
为“最有影响力的女人”的德国总理默克
尔，都让人们对于女性参政抱有更多的关注
和期待。不过杜淑真说，她不愿意落入任何
一个女性从政者的既有形象中，她就是她自
己，一个热心的、善解人意的、又坚强独立
的华人女性，也许，更像一个邻家姐妹，让
选民可以敞开心扉，和她倾叙生活的喜怒哀
乐。
另一个小细节，在伦敦市中心一间俱乐
部见到杜淑真的时候，她正安静的坐在房间
的一角，翻读一份当天的《泰晤士报》（
TIMES）。大致了解英国媒体和政治的人都
知道，《泰晤士报》是老牌的右倾报纸，曾
长期支持保守党，97年以后又倒向工党。而
作为自由民主党的议员候选人，杜淑真在阅
读《泰晤士报》这份主流报纸的同时，是不
是也在衡量着政治对手的立场和大众的倾向
呢？相信这样一个宽容、温和、理智的候选
人，能够在她的从政道路上走得更远，赢得
更广泛的支持。
杜淑真的竞选网站：
http://www.merlene.org.uk/vision.htm
支持她，请在5月1日投她一票！

文/成世雄

治人物，普通人也可以独立为候选人，只要
你能够说服你的市民选你一票就可以了。
我符合为议员候选人的资格么吗？
议员候选人的条件是十八岁以上，英
国、英联邦或者欧洲共同社会公民，同时你
需要登记为当地区的选民，就必须住在那个
地方超过十二个月，或在当地经营生意超过
十二个月。如果你想在新迁入的地区参选议
员的话， 请尽快在本月登记新的住址为选
民，以免错失了明年成为议员候选人的机
会。
议员工作我能够应付么？
当议员需要的时间是很难预定的，因为
你想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责任或者政治活
动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大致上，每一次议
会会议通常是2-2.5个小时，大概一年会有
6个全体议员会议。如果你是一个委员会会
员，每年大约有4个会议，每次时间也是22.5个小时。当然不能忘记的是，你可能会接
到很多市民来信和电话，询问有关政府的事
务，这也需要很多时间来处理。
当议员对我的工作有影响吗？
普通的雇主通常都可以准假让你去开
会，但是他们未必会给你工钱。所以最好在
你当议员之前跟雇主商量一下，希望能够达
成协议或者能够拿到一些工钱，不要因为去
开会而造成你经济上的损失。当地区议员，
政府是不开工钱的， 但是有津贴费用。

英国 Tel:0870 803 3668 Fax:0870 803 3669

也感觉特别亲切：“没想到在英国还有这么
多福建老乡！”而这些华人朋友，都成为她
心系华社的一条条红绳。

我对政府议会的工作一无所知，我怎样
可以胜任？
在这方面你不需要担心，一旦你被选为
议员之后，地方政府会安排大量的培训，提
供政府议会方面的知识讲座。当你有解决不
了的问题时，政府方面会帮助你共同解答，
在这方面不会很难应付。

成世雄议员，出生于香港西贡南围，移居
英国多年，九六年挟自由民主党身份踏足英国政
坛，以争求华人公平利益为己任。2006年当选东
萨塞克斯郡(East Sussex)影子内阁成员，也是第
一位被任命为郡一级内阁成员的华人议员。在
2007年的地方、区、市三个选举，全部以最高票
数获胜，连同郡议员的身份，成为英国首位华人
四料议员。当选以来，成议员不仅积极参政议
政，促进当地社区教育、环境、公共交通等事
业，更积极为促进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而奋斗不
止，访问中国大陆多个城市，促进中英经济文化
交流，深得各界认可与赞扬。同时，在2007年地
方选举中，成世雄的夫人张莲爱，及年方24岁的
儿子成德仁也高票当选区一级议员，一家三口当
选地方议员的消息一时传为美谈。
成世雄现为
Independent Democrat
Leader of the Independent Democrat
Group at Wealden District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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