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2003年又赶上非典

（SARS）的侵袭，突发危机事件令政府措手不

及。现实教训促使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未来规划的

重要意义。博然思维的Will Carnwath和杜绮云

（Christina Pantin）撰文探讨了这一话题

危机预测的

  概率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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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

视未来规划和危机预警的重要性。新加

坡通常被看作是城市国家，自上世纪六

十年代开始长期规划即成为全体国民

的内在共识。新加坡独立之时即没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也没有成熟发达的行业

赖以支撑。新加坡人口数量500万，不足

洛杉矶地区人口规模的三分之一，但是

凭借缜密严谨的经济发展规划，在短短

几十年内这个国家便发展成为一个繁

荣和高效的成功典范，让全球各国赞叹

和羡慕。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新加坡的政

府技术官员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

提升未来规划水平，运用最新的研究工

具构思中长期可能引发的各种危机情

景。企业界早已率先开展系统化危机情

景规划，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的Peter Schwartz成为危机

情景规划的开拓者。1987年Schwartz在

加州伯克利与他人合作创办了一家名为

Global Business Network的未来情景规

划咨询公司。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较早认

识到管理这个城市国家可以学习借鉴

危机情景规划工具—由此，新加坡成为

效仿企业界开启危机情景规划的第一

个国家。

开展未来情景规划最初源于新加坡政

府对当时启动的一些大型投资建设项目

颇感担忧，土地复垦计划等建设项目投

资高达几十亿美元，项目建设周期持续

十年时间，因此尽早开展项目未来情景

规划会有明显的收效。

 “当时我开始思考可以使用哪些工具

能优化我们的决策思维，”时任新加坡

内务署负责人的Peter Ho对启动未来规

划的背景解释道。

即便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启动了未

来情景规划，而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

危机、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和2003年

出现非典的时候，新加坡和其他国家依

然没有预见到上述危机和拥有预警方

案。上述危机背后的情况复杂、冲击力

巨大并似乎无法预见，学界称之为“黑

天鹅事件”，应对这类危机需要全新的

思维方法。有鉴于此，新加坡政府召集

了一批国际顾问专家开发了一整套电脑

系统工具，通过模型开发对潜在的“未

来危机”进行预测分析。

Ho先生援引美国前任国防部长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名

言称，“情景规划是一种线性工具，它只

能根据你对当下形势掌握的情况预测

未来，这种工具的全部意义在于你所掌

握的情况，然而对于你未掌握的情况，

或者你没有意识你不知道的情况，这种

工具毫无用处或者用处不大。”

有鉴于此，新加坡于2004年建立了风险

评估及过程监控系统（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该系统涵盖一

系列引发未来危机情景的线索诱因，相

关线索诱因被未来学家称之为“弱信

号”。“多家咨询服务机构一起探讨可以

系统化思考未来情景的创新方法，”Ho

先生说，“未来更加复杂，意想不到的

事情会不断发生。”

2009年，Ho先生创办了战略未来研究

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Futures），中

心隶属于新加坡总理办公室下设的公

共服务系统，中心的使命是在政府部门

内部把未来情景思考制度化。该中心位

于新加坡商业区附近一幢毫不起眼的

财政部大楼内，中心大约有12名工作人

员，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其中包

括一名社会工作者和一名化学家。

该中心对外介绍自己是政府内部“神

秘的”智囊部门，仅有极少数新加坡人

了解中心的存在，外部人更是鲜有所

闻。Kwa Chin Lum是战略未来研究中

心现任负责人，有些时候他发现不知道

如何对外解释中心的工作。“我通常的

解释是—我们思考未来，帮助新加坡政

府避免意外的情况—这听起来似乎过

于简单，”他坦承。

战略未来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些最新趋

势情景表明他们可以接受非同一般的

未来方向，包括“如果市长统治了这个

世界”，这一主题思维是考虑到城市的

权利不断加强并且相互之间的纽带联

系增强，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是否能够超

过传统的国家—联邦州体制。中央政府

权力日趋削弱，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

大，这让人们关注的焦点重新定位于区

域问题，因此全球化会否终结便成为未

来规划的主要课题之一。

另一个未来规划主题是“自下而上的监

督”，这一主题与广为渲染的国家限制

民权自由的担忧相矛盾。相反，自下而

上的监督着力于公众对社会精英分子

的监督。公众利用手中价格低廉、体积

小巧和使用灵活的监督工具记录政府

权力部门和其他社会名流的行为，将记

录的信息在全球公布和散发。

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自下而上的监督

方式带来一种新的风险，即愤怒的民众

或心怀不满的公司员工利用移动通信

工具很容易成为告密者或揭发者。随着

此类“棘手问题”（称之为棘手是因为

这些问题的根源很难被发现，给防范

或解决带来很大难度-参见第4页）的出

现，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更有必要采取“

政府统一”的方法应对新的风险。

“情景规划是一种线性工具，它只能

根据你对当下形势掌握的情况预测

未来”
战略未来研究中心创始人、高级顾问Peter Ho

危机预测的

  概率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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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普遍将“complicated”

和“complex”两词混为一谈，

实际上这两个词从学科意义上讲

有明显区别。多级航天火箭或脑

外科手术方案可看作是高精密复

杂系统（complicated）；相对而

言，股票市场或人体免疫系统可

谓结构复杂系统（complex）。

要对高精密复杂系统进行管理，

需要由专家制定详细的计划，将

具体任务分派给专业人员，并由

强有力的理性领导挂帅。经验有

助于提高对结果的把握度，总

结他人经验有助于驾驭类似的复

杂系统。

与之相反，结构复杂系统经常发

生变异、冲突和意外偏差，因此

几乎无法预测原因和结果。结构

复杂系统一般由成百上千个不断

变化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具备不

同的权力和独立性，没有统一的

领导和控制可言。

结构复杂系统的核心特征表现为

自我组织、相互关联和不断演

变。对于这类系统，专业分工肯

定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这不

是确保成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

件。管理这类复杂系统的核心内

容是培育关系、发挥影响力和识

别新趋势。

有两个军事范例可以用来帮助区

分两类系统的差别。一个是2003

年美军在伊拉克发起的“震撼与

威慑”的军事行动，一个是战后

伊拉克民主建设运动。前者可称

之为高精密复杂系统的运作，后

者则毫无疑问属于结构复杂系统

的运作。

因此，下一次如果有人说企业危

机处理与“航天火箭科学”没有

可比性，你可以告知回答正确—

殊不知，企业危机处理可比航天

火箭问题复杂多了。

Ho先生表示有效的前瞻性规划最适合

于规模较小运转稳定的政府。“其他国

家政府在前瞻性规划方面也取得了出

色的成绩，但据我所知，新加坡政府可

能是全球唯一全面、系统化开展未来情

景规划的国家。”

 “许多政府将大量精力消耗于换届选

举，不愿意投入过多的政治资本和其他

资源来关心任期内未必会出现的危机

以及着手必要的应急预案。”

观察人士和学者指出民众可能无法充

分认识到未来规划工作的重要意义，人

们更关注身边的日常生活问题，如高房

价、拥挤的地铁、本土人口减少和移民

涌入—这些也是新加坡面对的问题。

新加坡政府目前依然是一党主导，但近

年的选举表明民众对政治体制现状的

不满情绪有所上升。选民对政府行政管

理错误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要求政府

对大大小小的危机事件做出更快的回

应。2010年新加坡标志性的商业闹市区

乌节路因暴雨引发积水，黑乎乎的雨水

倒灌流入一间间奢侈品商店，豪华轿车

泡在地下停车库里，这些场面被拍成照

片，引来民众对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质

疑。另外，邻国印尼农民烧芭引发的烟

霾频发也引起新加坡民众的强烈不满，

质疑政府对几乎每年一次的烟霾环境危

机的预警能力。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新加坡政府曾公

布一项白皮书，预测2030年新加坡人口

将增长到690万，这一预测引起当地居

民的惊慌和恐惧，民众质问政府是否了

解普通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新加坡管

理大学法学院教授Eugene Tan表示，

“政府从未向议会成员通报”白皮书的

内容及潜在影响，他分析指出“事态的

发展最终令政府工作倒退，政府决策制

定存在偏差，明显缺乏与民众之间的共

识和共鸣，尤其是涉及普通民众关注的

移民、国家认同感、房价、基础设施和

交通承受力等一系列问题”。

新加坡拥有国际化的便利生活方式，是

深受富裕外籍人士青睐的生活天堂，有

关生活质量的各种问题均成为国内民

众关注的头等大事。缜密的长期规划可

以作为制定政策的宝贵参考依据，但是

政府还需保持高度的敏锐度和灵活性。

如果政府未向民众解释说明政策制定

兼顾了长期规划与现实要求，一旦双方

诉求出现失调，公众会很快将矛头指向

政府决策治理能力。

 “民众会质疑政府‘为何没有做好规

划？’”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Gillian Koh 博士表示，“

住房供应短缺，医院诊所人满为患，公

共交通地铁拥挤不堪，这是民众担心的

现实问题。”

信息沟通非常重要。2012年8月新加坡

政府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意调

我们所探讨的并非航天火箭科学
“complicated”和“complex”两词意的差别比听起来更难分辨

“领导力是指危机发生前领导者所

做的工作。在危机过程中不可能

建立信任和信心”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Eugene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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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一词在16世纪的伦敦常常意指不

可能的事情。1697年一位探险家在澳大利亚

发现了黑天鹅，该词的含义转为指那些不

可能发生但后来被证实存在的事情。

2000年世界著名未来学家 John Peterson发

表著作《晴空霹雳：如何预见未来重大

意外事件》，书中运用“百搭牌”（wild 

cards）一词形容发生概率低但一旦发生影

响力巨大的事件。次年，美籍黎巴嫩统计

学家Nassim Nicholas Taleb发表《黑天鹅》一

书，引用黑天鹅一词形容罕见的、难以预

测的事件对历史、科学、金融和科技领域

产生的影响。

Taleb先生着迷于研究因心理偏见导致人类

个体和集体忽视低概率危机事件对人类历

史的深远影响，他倡导人类在危机事件发

生之后经过理性分析将危机视为可预测的

事件。他的主要观点是黑天鹅事件从本质

而言取决于观察者的个体判断。一个群体

可能没有觉察某种迫近危机发出的“弱信

号”或线索，但是拥有不同视角的其他人

可能察觉到相关信号或线索并采取行动。

 “Wicked Problem”一词（棘手问题）1973

年出自美国管理学教授Horst Rittel 和Melvin 

Webber的著作。“棘手问题”是指由于“

相关要求不完整、相互矛盾并且不断变

化”而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

要求又常常无法被判断清楚。

由于这类问题确实复杂（参见背面内容）

，解决棘手问题的一个方面可能揭示出或

者引发其他问题。任何需要多数人改变

观念思维或行为的问题都可能成为棘手问

题，因此，通常采用多方协作、共同沟通

配合的方法进行管理，而不是试图彻底解

决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经常引用的例子。2012年，

一些学者提议将气候变化升级为“超级棘

手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的其他显著特征

包括：时不我待、缺乏集中统一的执行权

力主体、寻求解决问题的各方同时也是引

发问题的根源、现有政策对未来变化估计

不足。

WILL CARNWATH是博然思维新加坡办公室董

事，他擅长资本市场传播、企业声誉及危机管理

业务。

杜绮云（CHRISTINA PANTIN）是博然思维香港

办公室董事，她擅长财经媒体关系、危机管理及公

司高管对外沟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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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行动，名为“我们的新加坡对话”活

动，超过47,000名新加坡居民表达了他

们希望拥有的未来生活。

提供一个平台让人们暂时放下眼前的

问题并设想未来，有助于人们打破固有

的想法。“这有助于人们着眼于未来的

生活，思考自身必须做出那些改变,”Ho

先生说。

领导力也至关重要。“民众需要的领导

者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在现场一

线的指挥领导力，” Eugene Tan认为。

“领导力是指危机发生前领导者所做

的工作。在危机过程中不可能建立信任

和信心。”

Ho先生认为危机期间良好的领导力意

味着领导者有信心承认自己不是万能

的。非典发生初期，“新加坡政府坦承

自己并不掌握所有情况。”但是政府部

门在顶住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采取坚决

措施，关闭了学校并引入居住地隔离措

施。

Ho先生表示过去的经验有助于塑造未

来。“你回过头来反思，总结那些失败

的教训和原因，你必须通过总结过去的

经验取得进步，糟糕的是人们通常不注

意从经验中学习进步。”

未来派学者赞同公众通常注重当下的

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良好的治理要求政

府着眼于未来。“只顾解决眼前的棘手

问题，这样的态度没有任何意义”，Ho

先生说，“政府管理者必需思考国家未

来面临的种种挑战。” 

黑天鹅和棘手问题
最困难的问题常常是认知失调带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