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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概述

（一）研究目的

●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研究，让年轻人对小贩文化有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认识它的价值，才能珍惜和保护它。

● 我们认为新加坡的小贩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年轻人不愿意接手小

贩行业的问题。就算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年轻人加入小贩行业，

年轻一代愿意加入小贩行业的机会还是寥寥无几。小贩青黄不接以及

后继无人的问题，在疫情前已经浮现。这有可能是因为年轻人觉得小

贩行业的声望不高，赚的钱又少又辛苦，不是个能出人头地的行业。

● 小贩文化是新加坡的一张名片，是新加坡重要的文化遗产。现在我国

的小贩品牌已经扬名海外，在国际得到认可， 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名录。我们的专题作业想通过调查和研究，找到小贩所面对

的困难和挑战，呼吁年轻人尽一份力，帮助小贩摊主渡过难关。

（二）目标人群

青少年（13-18岁）

（三）研究价值

● 首先，经过我国两年多的申遗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去年把我国小

贩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入遗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小贩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如果连国外的组织都知道和认同新加坡的小贩文

化，新加坡人更有责任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小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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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来是想鼓励年轻人为小贩文化作出贡献，但因为疫情下，我们就

改成让人们了解到民众为小贩，尤其老一代，做了什么贡献

● 我们的研究有价值，因为我们做的是研究最近，最新的小贩的影响，是

2020-2021年阻断措施下的现状

● 另外，我们也把最近别人做的平台结合到一起，也做了自己的视频

（四）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现场访谈

● 个案研究

● 文献研究

二 研究内容

（一）研究主题

● 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新加坡人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自各

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在小贩中心，享用由小贩准备的他们最喜欢的小贩

食品。多年来，这种食物、空间和社区的独特组合已经演变成新加坡多

元文化社会的缩影，摊位出售中国、马来、印度和许多其他不同类型的

菜肴。

● 许多这些小贩菜肴起源于在新加坡定居的不同移民群体的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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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演变成我们喜爱，独特的当地美食，并成为

我们食物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献综述

之前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

没有研究到当前最近几个月人民为

小贩制造的一些平台

我们网站的内容关于小贩文化，包括有些

民众为小贩创造的平台，也解释他们的视

频，都统一在一个网站就能找到

大多数的材料只是为了让人了解小

贩文化

总结出小贩摊主的现状与挑战

研究冠病之前的情况 研究包括冠病之前和当前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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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 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采取阻断措施前后，小贩中心的人潮的

变化很大

● 小贩摊主的年龄大多数三十至六十岁，只有少数8.1%的摊主是

年轻人。这表示，小贩正在面临一个老龄化的挑战，因为现在愿

意接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并不多。这可能是时代的变化造成的，

因为现代的年轻人更多的是想从事白领的行业，有些人可能还看

不起小贩的工作。年轻人不愿意吃苦，也不愿意做重复性的工

作。

● 小贩摊主面对的主要挑战是没有接班人，这与之前的调查结果有

关，因为接班人会是这一代新加入行业的年轻人工作，缺少新意

和刺激。

第二个问卷显示，

● 大多数人不知道一些国人为了支持和维持老一代的小贩做了什

么，也没用过他们创造的平台

● 他们也认为更多国人需要知道和了解这些平台的存在及其作用，

，并分享给其他人

（四）小贩的现状与挑战

● 新加坡的小贩现在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年轻人不接手小贩行业的问

题。就算政府推出许多措施和计划，为了鼓励年轻人加入餐饮行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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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一代加入小贩行业还是寥寥无几。小贩青黄不接以及后继无人的问

题，在疫情前已经浮现。这有可能是因为年轻人觉得小贩行业不值得

承担，因为它声望不高，赚的钱又少又辛苦，不是个能出人头地的行

业。

● 冠病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餐饮集团做出改变。受疫情以

及阻断措施的影响，更多人居家用餐，而以堂食为主的餐馆因人流限制

，生意深受冲击。人们都不能到小贩中心里用餐，导致很多小贩生意不

好，有些摊位甚至被迫关闭。

● 很多老摊主跟不上时代，无法提供送餐服务，导致生意受到打击，利润

下降。今年2021的六月，因为疫情严重了，有更多社区传染病毒，比去

年只在客工宿舍传染的情况更严重，导致人们都必须呆在家里，小贩中

心也不让堂食，只能打包。但有些人完全不想出门，所以他们大多数都

用送餐服务平台来叫外卖。这些平台例如：Grab，Foodpanda，

Deliveroo 等。这使小贩都转移到了线上平台，导致跟不上时代的老摊

主无法使用这些平台，生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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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

我们的建议包括：

● 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资料更深入了解小贩文化，他们才更可能把它考

虑当作他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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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因为受到最大打击的是老一代小贩，我们认为人们应该通过我们

的网站找到那些专门为了帮助这些小贩的平台，以及使用它们，因为我

们调查显示大部分人不知道有这些平台，而他们也从未用过，所以通过

用这些平台，才能直接帮助这些小贩

（六）民众的反应

这个平台是在 “Telegram” 上的一个程序。如果一个人出去打包，他就会在平

台上表示他会去打包的地点。如果某个人住他家附近，懒着出门自己打包，

就可以请他顺便帮他买食物

https://www.asiaone.com/digital/lazy-dabao-telegram-bot-wants-help-save-

hawkers-during-phase-2-heightened-alert

一位28岁的男士制作一个地图，地图上蕴含着那些跟科技不熟，无法使用第

三方送餐服务的摊主。他这么做是为了帮助无法电子化的摊主们（由于疫情，

大多数国人选择使用送餐服务）

https://mothership.sg/2021/06/disadvantaged-hawkers-online-map/

“去哪打包” 的创办者是充满爱心的三姐妹，她们分别是吴恩绮（24岁）、吴

恩宁（26岁）和吴恩萌（28岁）。平台主要是向公众传播帮助和支持年长小

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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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wheretodapao/

以下是其它的平台和程序: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HawkersUnited2020

●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viewer?mid=1XcpTiJpt_O-Rw6Wu8qrtCm_Ek9VUgI

DF&ll=1.35349437997619%2C103.85744100000001&z=12

● https://linktr.ee/GroupBuysSg

三 最终成品

（一）网站

● 我门的新主意就是做一个网站来收集和总结别人做的视频和材料，因

为疫情又严重了我们自己现在也拍不了。

● 另外，现在也有很多网站和平台来帮助这些小贩在疫情中吸引更多的

顾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平台和链接收集到我们的网站，用华文来解释

这些平台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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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地址:

https://181539l.wixsite.com/my-site

（二）视频

我们也做了一个视频，关于疫情怎么影响了小贩，放到我们的网站上

视频链接：

https://www.powtoon.com/c/bteDiKaWn9h/1/m

附件一: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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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个人反思

曹家诚：

作为本小组的组长，我很荣幸能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延续一项富有

意义的专题作业。专题作业的路程是漫长的， 是艰难的。尤其是今年，我们

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境，有了疫情的阻害，是我们不能一起团聚来讨论作业

，也不能出去到小贩中心做我们想做的事。很多小贩摊位也关了，所以我们

也不能去到小贩中心访问他们，并且拍我们想拍的视频。但我们还是坚持了

下去，在六月的疫情下，临时改变了主意，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往另一方面，

老年一代的小贩面临的挑战。这样子，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线上沟

通，讨论，一起把这个专题作业完成。总而言之，“人心齐，泰山移”。我们组的

团结力量使得我们取得成功。

麦伟恩:

这是我第一次做华文语言与文化的专题作业，我的华文水准不是说很好，所

以我本来不是很舍得试试这项目。但是，过了八个月跟我组员的延续讨论，研

究和探索，我对我国的小贩文化的知识和意识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个专题

作业很有意义，因为疫情的来临非常负面地影响了小贩文化的现象，而不久

前我国小贩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所以这时段是很理想做这

份专题作业的。我也通过多读、多写、多说和多接触华文因此提高了我的华

文水准。我希望我们小贩能跟得到政府和国人的支持，度过这些难关。

林科名:

这专题作业让我了解团结精神的重要性。组长也是非常积极和热烈，能够鼓

励组员们做任务。而且，队长分配的任务量也很适当。如果我们有事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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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组长会耐心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做下去。虽然我们有面对挫折

，比如一些组里的纠纷，但是我学到了怎么考虑别人的心情和利益，解决问

题。

陈圣杰:

在做这个专题作业的过程中，我学会了珍惜新加坡的小贩文化和现在小贩摊

主面临的问题。不幸的是，新加坡感染的冠病病例增加了很多，所以有很多

东西，比如采访小贩摊主和制作一个视频，都不可以做。但是，幸好有很多新

加坡人想出了很多点子来帮助小贩摊主，所以我们也把小贩摊主的注意转向

新加坡人如何帮助他们。说实话，当我读到那些老龄的小贩摊主没有继承人

，很多传统手艺要消失了，我感到很难过。但是，看到新加坡人对他们的大

力支持，我感到很欣慰。能成为这个组的一部分，我感到很荣幸，因为这个专

题作业很有意义，我也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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