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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马来西亚观察》终于和大家见面

了，这是一份小小的非正式刊物，它由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年

轻团队写作、编辑完成，带着稚气，也带着锐气和朝气。刊

物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和马来研

究中心共同主办，旨在充分利用北外在马来语和马来西亚研

究方面的独特优势，观察和分析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文化的 新动态，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外语类院校的排头兵，有着共和

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也有着服务国家战略、勇于担当的

优良传统。目前，学校已开设 98 种外国语种，并将根据国家

的战略需要开齐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在此基础

上，学校还将开展对相关国家的研究，实现对相关国家研究

的全覆盖。为此，学校建立了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以整合资源，推进这一战略目标。 

北外是我国 早开设马来语的高校，几十年来，为国家

培养了大批的马来语翻译和外交外事人才。我校的马来研究

中心在我国的马来研究领域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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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我国的马来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世

界格局正经历着数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中国正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迅速崛起。我们是这个新时代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这

世界格局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风生水起，我国

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

下，作为国内第一份关于马来西亚的专业刊物，《马来西亚观

察》的创办恰逢其时，不仅为我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增添了新

的阵地，也将带动学校其他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相关活动。今

后，在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还将创办

一系列此类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刊物。 

本刊设立了“政海沉浮”、“财经瞭望”和“社情观瞻”三大

栏目，分别从政治、财经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介绍和分析今

日马来西亚的现状和发展变化，把握时局走向和趋势，剖析

热点事件背后的政治内涵，勾画政治生态图；跟踪观察经济

数据，汇聚财经要闻，分析 新的经济形势，展现马来西亚

经济形态；聚焦社会文化类热点现象，解读多元文化社会背

后的深层故事，追踪马来西亚社会文化要闻，还原真实的马

来西亚社会。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提供相关的深度分析和

资讯。本刊的信息来源包括马来文和英文在内的马来西亚主

流媒体和其他相关资讯，力争做到及时、准确、权威和本土

化，与传统的以英文资讯为主的多数其他刊物相比，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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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作为一个年轻团队的尝试性成果，刊物也许显得稚嫩，

但上述包括语言在内的优势，对多种来源的 新信息的追踪，

从新的角度展开的别具一格的分析，给我校的国别和区域研

究，乃至我国的马来西亚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王春贵、柴玺、

黄惠康作为本刊的顾问，他们的指导是刊物质量和权威性的

可靠保证，也必将为本刊增色。此外，在本刊创办的过程中，

我们还得到了来自校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此，也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为本刊的出版做出艰苦努

力和贡献的编委、编辑和作者团队！ 

祝《马来西亚观察》越办越好，为我国的马来西亚研究

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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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鉴 
 
 

 
 

巫统与伊斯兰党合作：历史溯源与现状分析 

余  雷 

 

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日前回归政坛后，巫统与伊斯兰党的合作得到

两党的正式推动。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Annuar Musa）与伊斯

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Takiyuddin Hassan）发表联合声明，透露称巫

统与伊斯兰党合作委员会已完成草拟两党合作细节，并将由巫统主席

阿末扎希以及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 2019 年 9 月 14 日亲自签署

合作契约。 

巫伊合作标志着两党正式结盟，这意味执政党希望联盟将在下一

届大选以及日后的补选中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反对党联盟。此次合作

虽是时势所迫，但并非开创两党合作的先河，巫伊两党早在 1974 年

就曾正式结盟参加大选并胜选。然而此时巫统所处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巫统能否在两党中保持领导地位，两党结盟是否仍然存在间隙，都值

得深思。 

伊斯兰党与巫统的渊源 

马来西亚独立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其伴生的伊斯兰改革运

动（Islah）使得伊斯兰教从殖民时期的民族精神象征的身份桎梏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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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出来，成为凝聚马来民族的精神标志和组织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武

器。在这种背景下，1946 年代表全体马来族利益的政党——马来民族

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正式成立。彼时马来西亚仍处于英国殖民

统治之下，通过政党斗争达成政治诉求的方式成为了马来西亚半岛马

来族对外反抗侵略的 有效的途径。因此自成立之初，巫统就被赋予

了马来族单一民族政党的身份，以维护马来人的利益为目标，并通过

马来族的支持获得其合法性。 

而伊斯兰党（PAS, Parti Islam Se-Malaysia）的前身是巫统的一个

分支结构，即“泛马伊斯兰教学者协会”（Persatuan Ulama Sa-Malaya）。

在掌握了局势之后，1951 年时任巫统主席的达图·翁（Dato Onn）提

议开放巫统党籍给非马来人，使巫统成为一个多元族群的政党。正是

此举在巫统内部为分裂埋下了诱因。而后巫统内部的乌拉玛（Ulama）

1 们追随的伊斯兰改革者艾哈迈德·福阿德（Ahmad Faud）跟随拿督

翁出走，造成了以乌拉玛们为主体的泛马伊斯兰教学者协会和巫统的

分裂。 

巫统内部的乡村伊斯兰教师和宗教学者等保守势力于 1951 年 11

月 24 日在槟城举办的第三次乌拉玛大会上决议将乌拉玛联盟更名为

泛马来亚伊斯兰协会（Persatuan Islam Se malaya），伊斯兰党的雏形就

此成型。此时该党大部分党员都有双重党籍，即仍然与巫统有密切关

联。1954 年，两党对公民权态度的巨大分歧使得伊斯兰党 终脱离巫

统主导的国家会议阵线，成为独立的政党。 

                                                             
1 乌拉玛（ulama）阿拉伯语原义为学者，是伊斯兰教学者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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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党成立初期的政治诉求与巫统差别不大，在关注马来人特

权的大背景下，两党都将捍卫马来人的政治地位视为比提高伊斯兰教

地位更重要的要务。但伊斯兰党更强调全民的伊斯兰化，并以建立伊

斯兰国为 终目标。 

1974 年巫伊首次合作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使得巫统和伊党都逐步把

伊斯兰化纳入政治议程当中。相比巫统伊斯兰党的激进主义路线和强

烈的排他属性使其在政治上难以获得苏丹支持，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当

时华人的援助。在 1955 年独立前的选举中伊斯兰党仅斩获 55 个国会

议席中的 1 个。巫统和伊斯兰党在吉兰丹等马来保守选民的州内竞争

激烈。 后伊斯兰党在党主席穆罕默德·阿斯里（Mohamad Asri）的

带领下在吉兰丹州成功夺势并取得连胜。 

1969 年发生的“5·13”事件后马来人团结的呼声高涨，时任巫

统领袖的敦·拉扎克（Tun Razak）也因处理此事声望空前高涨。在顺

应马来人结盟潮流，加强马来族的支配权，并担忧在吉兰丹败选的情

况下，阿斯里与拉扎克达成结盟协议，伊斯兰党于 1972 年加入巫统

主导的国民阵线，从反对党一跃成为执政党的一员。然而巫伊合作使

得伊斯兰党内部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于两党合作并不满意，认为巫统背

离了伊斯兰的道路。这也导致了伊党内部的分裂，许多党员加入新兴

的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继续进行伊斯兰改革和复兴运动。（安瓦

尔是该运动的发起人） 

巫伊两党的合作和分裂都始自吉兰丹州。1975 年，胡赛因·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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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sin Onn）出任首相后撤换伊斯兰党党员出任的吉兰丹州务大臣

以根除州政府贪腐现象，导致两党互相指责 终酿成街头暴力， 后

以两党在 1977 年“分手”。因此两党的分道扬镳并非执政理念的差异

（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结

果。 

2019 年巫伊合作前景分析 

2019 年的巫伊合作不是出于两党政见诉求的相适，亦或是两党

团结马来族群的理念相通，更多是瞄准目标选民群体，对下届大选存

有期待。这是伊党 1977 年退出国阵后，巫伊两党 40 多年来首次正式

宣布全面合作。巫统原主席纳吉布表示，马来选民占全国选民总数超

过六成，其中约七成在上届大选支持巫伊两党，两党认为合作将能吸

引更多马来选民。全国 222 个国会议席中的 120 席的马来选民超过五

成。在 2018 年全国大选中，马来选票三分天下，国阵获 35%～40%，

伊斯兰党获 30%～33%，而希望联盟则只获得 25%～30%马来选票。

因此基于 2018 年大选的选民画像分析使得巫伊两党的结盟能牢牢把

握大部分马来族选民。 

两党合作的选民吸聚效应已经从雪兰莪双溪甘迪斯州议席补选、

雪兰莪斯里斯迪亚州议席补选、金马仑高原国会议席、士毛月州议席、

晏斗州议席补选的选情上可见一斑。在马来民族主义捆绑国内政治的

状况下，马来族选民对于大选结果仍然具有决定性的“造王者”实力。 

然而两党准备签署的“巫伊宪章”（Piagam UMNO-PAS）却不含

议席分配的议题，即两党同意采用各自的机制来处理议席分配。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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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日后两党分歧的导火索。就补选结果而言，两党合作诚然可

能将巫统再次推往联邦执政席位，但伊斯兰党从中获利更大。在选民

认为选伊斯兰党和巫统结果都一样的情况下，选民基本面更窄的伊斯

兰党反而在补选中收获更多票数，这对巫统而言是变相削弱自己助长

盟友，显然也并非巫统领导层所希望的结果。 

此外，巫伊结盟仍存在潜在的不利因素。两党代表的马来民族主

义势必会削弱巫统领导的国阵以多民族自居的可信度。非马来族选民

对两党抵触心理或许会进一步加强。马华这一华基政党以及其他巫统

盟党更难争取非马来族裔选票。 

尽管如此，巫伊结合仍然是巫统现阶段的 好选择。国阵的多元

社会性质势必无法与希盟所代表的包容性政治结构相比，在此情况下

尝试在马来族基本盘中打开缺口是 直接有效的见效方式。然而巫伊

合作对两党而言可能是一剂良药，但对马来西亚倡导的多元社会而言

将是一个隐患。马来民族主义与宗教激进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从一开始

就站在多元社会的对立面。种族议题和宗教议题的迸发将会制造更多

的族群矛盾和社会对立。但是巫伊合作的成果已经表明，族群分化以

及马来民族主义在马来西亚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市场。 

对此，希望联盟需要避免在族群问题上与反对派联盟相交锋，而

是要尽快通过实践并实现竞选承诺，完成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复苏，

借以增加执政绩效和执政有效性，从而提升执政合法性输出的效果并

稳固地位，以此吸引更多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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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供⽔协议：历史、现状与国际法依据 

陈戎轩 

 

“新马供水协议”并不是一份单一的双边协定，而是对新马两国

在 1927 年、1961 年、1962 年和 1990 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的总称。

水资源也一直是新马两国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新马供水协议也一

直面临着“政治化”的挑战。从国际法角度而言，新马供水协议已经

写入了《1965 年新加坡独立协定》，成为了新加坡作为独立国家的法

律基础的一部分。如何妥善处理新马关系中的水问题，需要新马两国

的智慧。 

2018年6月25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现行的供水协议提出了批评。他表示，这份

协议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水价定价过分高昂”，“新马两国需要重新进

行谈判”。 马哈蒂尔的此番表态，使得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水关系”

再度成为公众的焦点。 

新加坡同马来西亚隔柔佛海峡（Selat Johor）相望，纵贯南北的

长堤（the Causeway）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新山（Johor 

Bahru）连接起来。两国不仅在地理上相邻，在经济乃至自然资源方面

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水资源对于新加坡的国家安全而言极度关键：

不仅需要保证满足人口所需的饮用水，更需要足够的水源来维持工业

生产和经济活动。由于国土面积仅有 719 平方千米，新加坡是一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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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直到 21 世纪初期，新加坡仍有近一半的水资

源来源于马来西亚。 长期以来，淡水在新加坡被确定为“战略资源”，

可见新加坡政府对水资源的重视程度。 

新马供水协议跨越了英国殖民统治、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

期以及新加坡独立三个历史时期，条约的性质也几经改变。 

新马供水协议的历史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于 1927 年、1961 年、1962 年和 1990 年先后

四次签订了供水协议。其中，1927 年签订的协议已经失效，而 1961

年及以后签订的三份协议一度保障了新加坡 50%的供水。2011 年，

1961 年签订的供水协议失效后，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的取水量相应地

下降。新加坡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求替代供水方案，并承诺到 2061 年

另外两份供水协议到期时，新加坡将不再依赖于马来西亚提供水源。 

（一）1927 年新加坡市政厅与柔佛州苏丹的供水协议 

新加坡保护水资源的努力开始于 19 世纪，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国

在马来半岛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的首府所在地。早在

1823 年，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克劳福（John Crawford）提议打造蓄水

池及供水系统。但这项提议一直被搁置，直到慈善家陈金声在 1857

年捐出 1.3 万林吉特资助建造麦里芝蓄水池。  

然而，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由于殖民地人口的快速增长，新

加坡国内的水资源已难以供给居民日常所需。当时，新加坡日均用水

量为 400 万加仑，这一数字到 1910 年持续上涨至 650 加仑。1901 年、

1902 年和 1904 年连续的旱季更是为新加坡敲响了警钟。 至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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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开始向外部寻求援助。 

当时的马来西亚半岛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1914 年，当时柔

佛王朝的苏丹易卜拉欣（Sultan Ibrahim）被迫接受英国顾问官制度，

正式接受英国保护，成为马来属邦之一。 因此，就行政上而言，新

加坡和柔佛属于两个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 

1927 年 12 月 5 日，新加坡市政厅与柔佛苏丹易卜拉欣签署了第

一份供水协议。这份供水协议允许新加坡在柔佛的蒲莱山（Gunung 

Pulai）租借 8.5 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建设水利设施，向新加坡供水。

每年新加坡市政厅需要向柔佛州苏丹支付土地租借费用，但是所取的

水资源是完全免费的。此外，柔佛苏丹还为新加坡预留了 64.7 平方

公里的土地；如果新加坡需要额外的水源，可以利用这片土地，但需

要另行支付租金。作为回报，柔佛有权利以低廉的价格，取用新加坡

处理过的高纯度饮用水。 不过，所谓的“回报”对柔佛来说并没有

实质的利益。这份看似公平的供水协议实则是英国殖民政府政治操作

的结果。 

这一时期，新加坡的供水严重依赖于柔佛的供给。1942 年，日本

殖民者进攻新加坡，为了保护供水线路不受影响，新加坡选择了投降。

这一举动保障了在日本占领期间，新加坡本土依然有充足的供水。 

（二）1961 及 1962 年供水协议的签署 

日军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失败后，英军很快重新占领了新加坡。

1946 年，新加坡的供水回到了二战前的水平。新加坡供水系统的快速

恢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的新加坡依然受惠于 1927 年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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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不需要为使用水资源支付任何费用。  

1948 年，马来亚联合邦（Malaya Union）成立。1957 年 8 月 31，

马来西亚获得独立，成为英联邦的成员之一。1959 年，新加坡取得自

治邦的地位，李光耀成为首任总理。政权的更迭给予了新加坡和当时

马来亚的柔佛州政府重新谈判的机会。1961 年，新加坡与柔佛签订了

新的为期 50 年的供水协定，并于当年的 9 月 1 日正式生效。根据 1961

年水供协定，新加坡拥有完整和专有的权利，可以每天从蒲莱山蓄水

池、地布佬（Tebrau）河及士古来（Scudai）河无限量地抽水，为期 50

年。新加坡同时承诺，将每天抽水量的 12%反哺给柔佛州。如果 12%

的水量仍然不能满足柔佛州的需要，柔佛州政府可以要求提高供水量。

这一份协议与 1927 年协议 大的不同在于，新加坡需要为每 1000 加

仑的水支付 0.3 林吉特的费用。  

1962 年，新加坡市政厅再度与柔佛州政府签订供水协定。这份协

议给予新加坡每天从柔佛河抽取多达 2.5 亿加仑的非饮用水的权利。

同时，新加坡则会提供处理过的净水给柔佛，其水量占到了 24 小时

内向柔佛所抽取总水量的 2%。这份协议中，水价没有发生变化。两

份协议都规定，在 25 年以后（也即 1986 年和 1987 年）新加坡和柔

佛州政府可以重新协商水价。  

不过，新加坡很快就意识到，即使有了来自外部的保障，可以利

用的水资源依然十分有限。1962 年，新加坡和柔佛州南部都发生了严

重干旱，几个月没有下雨。1963 年，新加坡再度遭遇干旱，麦里芝蓄

水池也出现干涸的情况。因此从 1963 年 4 月 23 日起，新加坡政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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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达 10 个月的水资源管制。当时，水源每星期有三至四天切断，

长时间为 12 小时。新加坡必须提着水桶、脸盆到街上的公共水候

排队接水。  

1963 年，新加坡连同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沙捞越以及北婆罗洲

（沙巴）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从而获得独立地位，完全脱离英国

统治。根据 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109 条和第 110 条的规

定，马来西亚联邦内的自然资源（包括河流）归属各州处理。 由此，

新加坡与柔佛的供水协议得到了维持。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完全独立，成立一个

独立自主的共和国。《1965 年新加坡独立协定》是新加坡作为独立主

权国家存在的基本依据。《独立协定》列明，马来西亚政府必须确保

柔佛州政府恪守两项水供协定的条款。《独立协定》也在联合国备案。 

（三）1990 年新马供水协定 

1990 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再度就 1962 年签订的供水协议签订

了补充条款。新加坡被允许在林桂（Linggiu）建造一座大坝，以便从

柔佛河取水，柔佛为该项目预留了约 216 平方公里的土地。 除了年

租金外，新加坡同意支付 3.2 亿林吉特作为土地使用永久性损失及其

相关收入的补偿。建造和维护大坝的费用将由新加坡承担。至此，跨

越数个时代的新马供水协定谈判正式结束。 

供水协定的现状及政治化 

在新马关系中，由于新加坡对马来西亚水资源的依存度较大，当

新马关系出现紧张波及供水问题时，当新马供水的分歧暂时难以弥合



政海浮沉                                       新马供水协议：历史、现状与国际法依据 

 6 

时，相互依赖的 敏感性和脆弱性主要体现在新加坡方面。新马紧张

关系引发了新马水供之争，马来西亚一些人提出重新考虑新马供水协

议。根据 1961 年和 1962 年供水协议，25 年后可以重新调整水价。

但是，25 年后双方都没有提出修改水价的提议。当时马来西亚出于经

济考虑，担心提高水价后新加坡也会抬高卖给柔佛净水的水价，以及

挫伤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投资的积极性。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

的供水协议维持不变。  

2002 年 8 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亲自出面，敦促新加坡重

新调整购水价格。他当时说，马来西亚当年只是出于“人情”才为邻

国新加坡供水，但是购水价格从 1927 年以来就一直保持不变的情况

很不公平。马哈蒂尔说：“价格应该公平合理。价格 75 年来保持不变

很没道理。我们不想卖水给他们，我们向他们售水其实是在赔钱。” 

马方的态度激起了新加坡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在 2002 年致马来西亚

的一份外交照会中指出：“新加坡政府特别要提醒马来西亚政府的是，

1961 和 1962 年达成的水价恒定的供水协议，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

律条文，并且在 1965 年 8 月 7 日的《1965 年新加坡独立协定》协定

中获得两国政府的保证。” 

为了应对来自马来西亚的压力，新加坡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生水

厂的建设。2002 年，新加坡开设了第一个再生水生产厂，产水量占到

了新加坡城市供水的 30%。2005 年，新加坡开设了第一座海水淡化

厂。这是世界上 大的海水淡化厂之一，占新加坡供水量的 10％。新

加坡的长期目标是增加淡化水的产量。显然，新加坡正在发展成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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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水回收和海水淡化的科技中心。  

2008 年，新加坡滨海堤坝（Marina Barrage）启用，其三大功能

包括：增加水供、防洪和休闲观光。2011 年，新加坡又有两个新蓄水

池投入使用。至此，新加坡蓄水池增至 17 个，本地的集水区面积也

从总土地面积的一半，提高至三分之二。 

由于新加坡的努力，在 2011 年第二份供水协定到期时，新加坡

很好地维持了城市供水系统的稳定。1961 年水供协定在 2011 年 8 月

31 日到期时，新加坡将完好的蒲莱山和士姑来的水供设施以及位于

地不佬的水泵，免费移交给柔佛州政府。  

2018 年，再度当选总理的马哈蒂尔重新挑起了新马供水协议这

一议题。针对马哈蒂尔的质问，新加坡现任外交部长维文表示，新加

坡完全尊重 1962 年新加坡市政厅与柔佛州政府达成的供水协议，并

坚持维持水价不变。新加坡希望马来西亚方面同样能够遵守这一条约。

“这一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水价本身是否合理，而在于如何调整水价。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都不能单方面修改协定。”  

尽管马哈蒂尔表面上关注的是水价公平问题，但实际上其政治目

的依旧十分明显。就在接受彭博社专访的前几天，马来西亚单方面宣

布暂停新马两国共同规划建设的新马高铁项目；而这意味着，新加坡

需要与马来西亚就违约问题进行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向新加坡支付高

昂的违约金。新马供水协议的“政治化”有利于增加马方在高铁项目

谈判中的筹码。 

新马供水协议中的国际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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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哈蒂尔在其两度出任总理期间曾多次“政治化”新马供水

协议，但其言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协议的执行情况。由此可见，新

马供水协议作为两国之间重要的双边条约，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根据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定义，“条约是指国际法主

体之间签订的有关其权利义务的受国际法管辖的书面协定”。广义的

条约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各种协定，条约的名称则有

公约、协定、议定书、换文、联合国宣言和宪章等不同的称呼。新加

坡在与当时的柔佛州政府签订 1961 和 1962 两份供水协议时，分属两

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因此，新马供水协议毫无疑问是一项具有合法性

的双边条约。 

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根据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自然资

源的管理和使用仍然归属各州。因此，当时新加坡州政府和柔佛州政

府作为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是整体和马来亚联合邦柔佛州政府的合法

继承者，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以上两份供水协议。 

目前，对于理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供水协议所具有的法律效力，

关键的文件是《1965 年新加坡独立协定》。《1965 年新加坡独立协

定》追加章节 B 第 14 条，明确就新马两国于 1961 和 1962 年签署的

供水协议作出了规定。第 14 条的内容为：“新加坡政府应保证新加坡

公用事业局在新加坡日之前和之后遵守新加坡市政厅与柔佛州政府

于 1961 年 9 月 1 日和 1962 年 9 月 29 日签订的水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马来西亚政府应保证柔佛州政府在新加坡日之前和之后也遵守上述

两项水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正因此，新马供水协定自此得到了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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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监督，其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双边条约的地位也正式得以确定。 

针对马哈蒂尔所质疑的水价过低问题，1961 和 1962 年签订的供

水协议中都有明确的规定。1961 年和 1962 年的供水协议是《独立协

定》协定的一部分，并曾在联合国登记。这是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

家的生存基础。不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都不能单方面改变上述

条约。这正是新马纷争的根源。 

目前，新马水争端的基本分歧在于：马来西亚着眼于修改现行协

议中规定水价偏低的问题；而新加坡关心的是自身的淡水供应保障问

题。双方争端的核心在于，新马供水协议具有明确的国际法地位，且

关乎新加坡的生存，双方都不能仅凭自身意志改变现状。 

尽管新马之间的“水关系”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

着两国供水纠纷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新马两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并且新加坡坚持认为自身有办法实现水资源自给自足，并且不容易受

到马来西亚利用水资源作为政治筹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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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沙迪：最年轻的内阁部⻓ 

张  澍 

 

2018 年马来西亚第 14 届大选后，赛沙迪突出重围，成为了马来

西亚有史以来 为年轻的内阁部长。在此之前，赛沙迪曾是青年运动

领袖，并以帅气阳光的形象吸引了马来西亚年轻人的支持。然而，在

担任部长后，这位年轻的部长却受到了不断的质疑：没有经验、鼓吹

马来人至上以及与马哈蒂尔家族的裙带关系为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为重要的是，与其他青年政治家不同，赛沙迪并不鼓励激进的改革，

而是强调循序渐进的必要性。 

2018 年 7 月，第 14 届马来西亚大选落幕。代表土著团结党参与

竞选的柔佛州麻坡国会议员的赛沙迪成功上任，成为马来西亚青年与

体育部部长，年仅 25 岁的他也成为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 年轻的内

阁部长。这位春风得意的政坛新秀因为年龄、经验和“网红”身份颇

受质疑，但也收获了年轻一代的支持。马哈蒂尔“破格”提拔赛沙迪

之举值得解读，身处喝彩与唱衰交加中的赛沙迪能否有出彩的表现也

同样令人期待。 

早年经历：寒门精英 

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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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沙迪·赛阿杜拉曼（Syed Saddiq Syed Abdul Rahman）于 1992

年 12 月 6 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埔来区，是家里 小的孩

子。他的父亲是一名新加坡建筑工人，妈妈是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有

趣的是，由于马来西亚采取出生地决定国籍的方式，赛沙迪生下就是

马来西亚国籍，而他的父亲直到 2017 年才取得了马来西亚国籍。 

赛沙迪从小家境并不富裕，爸爸每日在马来西亚新山和新加坡两

岸来回奔波。年幼的他对父亲寥寥无几的陪伴感到不解，但他后来明

白了父亲为家庭的付出，而这也促使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他说，在

麻坡乃至柔佛有很多类似他父亲的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家

乡到外地工作，所以他想通过参政改变现状，让柔佛州麻坡地区的青

年有更好的选择。 

赛沙迪是辩论高手。在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就读期间，他曾

三次代表学校远赴英国，参加亚洲英国国会辩论赛会（ABP），并且三

次蝉联 高殊荣 佳辩手奖项。他更是第一位被任命为辩论赛主席的

亚洲人，作为主席参与了在英国和荷兰的赛事。不仅如此，他还受邀

参加了 25 个国家的研讨会，其中包括中国、菲律宾、南非等等。这

些丰富的经历也促进了他思想的成熟。赛沙迪曾说，当时他认为改变

马来西亚的命运不是靠军力，也不是靠当律师——虽然他那个时候正

在修读法律。他认为想改变马来西亚，还是要靠政治。 

在外界看来，赛沙迪是有自己想法的“学霸”——尽管他在 2016

年获得了牛津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硕士入学资格和牛津大学高达 6

万英镑的奖学金，但是为了参加 2018 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他选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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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入学。按照规定，他不得不放弃了这笔奖学金。赛沙迪曾表示，他

的朋友劝他不要这么傻，没必要急着暂缓学业去参加大选，未来他仍

然有机会，而赛沙迪认为，如果自己选择了只注重自己已经得到的东

西，选择了退缩，他会看不起未来的自己。 

二、政坛新星 

赛沙迪曾经在母校担任过兼职讲师，也曾经为国民阵线执政时期

的政府工作。当马来西亚一马公司的丑闻爆发后，他对政府深感失望，

随后也因公开批评政府而丢了工作。 

这个契机却让赛沙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2016 年 8 月，前总理

马哈蒂尔等人创办了土著团结党（PPBM，以下简称“土团党”），赛沙

迪加入土团党后，被任命为其青年团的团长。自该党成立以来，他就

一直担任发言人的角色，还进行了多场有关反贪污的演讲，树立了正

面积极的青年领袖形象。他代表土团党当选柔佛州麻坡选区的国会议

员，并参与了第 14 届马来西亚大选。 

2018 年的大选，赛沙迪就像是奇迹的代名词。他的对手是国民阵

线的部长级人物达图·斯里·拉查理·易卜拉欣(Datuk Seri Razali 

Ibrahim)1。竞选之初，没有对手雄厚的宣传资金和知名度，赛沙迪一

度处于选情劣势。但在竞选宣传中亲力亲为、年轻幽默的赛沙迪赢得

了年轻选民和外国媒体的喜爱。“要胜出这场大选不容易，但每次走

访选区感受到人民迫切想要改变的意愿，就让我有更大动力坚持下

去”。赛沙迪分析了对手的竞选思路，选择了 能代表自己的竞选主

                                                             
1 曾经担任总理署副部长和青年与体育部第一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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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年轻力”（Youth Power）。 终，赛沙迪在第 14 届马来西亚

大选中成功逆袭，以 22,341 票当选联邦议员，随后被选任为青年与

体育部部长。他将领导国内青年，并将全国青年一代的声音带入国会。 

施政理念：“青年策略” 

2016 年 8 月，赛沙迪遇到了马哈蒂尔，这位智者成了他的学习对

象。在赛沙迪心中，马哈蒂尔就像一位父亲，风趣幽默，儒雅睿智。

赛沙迪曾说，是马哈蒂尔在他迷茫的时候给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马

哈蒂尔的政治理念也对赛沙迪影响很大。两人关系亲密，在习惯用对

方地位头衔作为称呼的马来西亚，赛沙迪是为数不多敢在媒体上直呼

马哈蒂尔“老师”的人。赛沙迪还曾经在记者会上爆料，有人出 500

万林吉特让他退党，但他从未动摇。 

马来西亚国内舆论认为，提拔赛沙迪是现任总理马哈蒂尔“青年

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哈蒂尔一直有意识地鼓励希望联盟的年轻

人参选，他希望国会能有新鲜血液，有不同年龄的声音，顾及全国多

个年龄层的想法。事实上在过去，为了展现政府年轻而具有活力的一

面，马来西亚政府也会招揽不少年轻一代进入内阁担任副手，例如前

总理纳吉布就是在 25 岁时成为能源、通讯与邮政部的副部长，此后

备受重用；广受马来西亚青年人喜爱的前青年与体育部部长凯里·嘉

马鲁丁在 30 岁出任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O）青年团副团长。另一方

面，马哈蒂尔也对赛沙迪寄予厚望，希望他今后能成为连接老牌政客

与新生代之间的桥梁。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领袖林吉祥也公开在自己

的博客上支持赛沙迪：“赛沙迪应该成为巫裔（注：巫裔指马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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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和马来西亚年轻人忠于我们马来西亚梦想的榜样。” 

当选青年与体育部部长后，赛沙迪倡导了诸多与年轻人息息相关

的议程：致力于降低选民和参选者的合法年龄，将门槛从 21 岁降至

18 岁（该修宪案在 2019 年 7 月 25 日正式通过）；呼吁提高青年的影

响力，号召国内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大胆提拔 35 岁以下的年轻

人，让他们出任要职；誓言整饬国家体育事业中的腐败现象，将矛头

直指备受舆论诟病的国家足球发展项目；努力推动电子竞技的发展；

努力提高马来西亚各界对残奥会的关注度和兴趣等等。 

对希望联盟的执政政策，赛沙迪也有自己的想法。面对在野党对

希望联盟改革过慢甚至倒退的批评，他提出如果一次推动所有改革议

程，希望联盟或许会输掉下届大选，丧失执政权。 

人物争议：流量网红还是政治精英 

打开赛沙迪的社交账号，你能看到很多“晒生活”的内容：美食、

风景、音乐、书、健身照片甚至是猫咪。从上百万的粉丝量也可以看

出他的“网红”属性。年轻选民和外国媒体一直都对他偏爱有加。竞

选期间他每次出席活动，都会有一大群年轻选民争相与他合照。土耳

其英语国际新闻平台 TRT World 拍摄马来西亚大选《新闻人物》专题

系列时，也找他担任首级嘉宾。 

但流量不代表实力，“开挂”般的经历让赛沙迪面临外界的诸多

揣测。有人怀疑他依靠裙带关系上位，尽管赛沙迪澄清自己单身，他

和总理马哈蒂尔的孙女赛琳娜的绯闻仍甚嚣尘上。大选前，赛沙迪的

对手频频抨击他的年龄和经验。巫统副主席希山慕丁就形容国民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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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希望联盟的麻坡国会议席之战是“蓝虎”对垒“小红猫”（注：国民

阵线的党旗是蓝色，希望联盟的旗帜是红色）。 

面对质疑，赛沙迪表现得信心十足。他回应：“年龄不是问题。有

人规定必须五六十岁才可以参选领袖吗？”“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

他们都拥有发声的权利。”也有人拿赛沙迪的“高颜值”抨击他，他

则表示相信选民是严肃的，会通过他的辩论视频和演讲做出公正的判

断，不会因为“帅”随便投票。 

当选部长为赛沙迪提供了一个飞速成长的空间。赛沙迪在接受

《马来西亚邮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你在五年前遇见他，你会发现

他是个完全不同的人：知识匮乏，没有世界观；虽然是穆斯林，却流

连夜店；种族歧视，觉得不信奉真主的非穆斯林都会下地狱。五年时

间洗刷掉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偏激，让他以更加平和开放的心态接受

外界的批评和质疑。尽管出场顺风顺水，现在的赛沙迪也只是个“政

坛学徒”，距离成熟的政客还有很长路要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因

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坐在浴缸里的半裸照而遭国内舆论

批评，因为支持马来企业招聘无需要求华语而受人抨击，因为公开批

评同党成员被批傲慢。当然，作为马来西亚青年人追捧的新一代“国

民偶像”，期待赛沙迪能在未来带来不逊于他超高人气的可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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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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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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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产业合作路径与未来展望 

沈⼦楷 
 

2019 年 7 月，马来西亚教育部部长马智礼(Maszlee Malik)率团到

访位于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参与并见证中马两国多个学术出

版和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意向签约仪式。这意味着中马两国于政治经

济领域之外，在文学教育及出版领域进一步扩展并加强了联系。8月，

北京第 26 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许多中国出版物将推出马来语等

多个语种版本，并吸引马来西亚在内共 95 个国家参展。 

随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 2020 年

“世界图书之都”及“2020 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即将到来，马来西

亚各界一直积极寻求与他国文化产业的合作和文化交流。同时，为助

力“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中国也将促进沿线全

方位合作，优先促进文化产业跨国发展，以文化带动经济合作，共谋

发展。两国在文化产业方面的需求都将带动双方合作和发展。 

目前，中国是马来西亚第三大旅游客源国，据马旅游部在 3 月份

公布的数据，2018 年到马来西亚观光的外国游客达到 2583 万人次，

相比于 2017 年的 2594.84 万人次下降了 0.4%，但旅游总收入大约为

841 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 1383 亿元)，比 2017 年的 822 亿林吉特(约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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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民币 1349.66 亿元)增长 2.4%，其中，造访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

人数在 2018 年达到 294 万人次，相较于 2017 年的 228 万人次，取得

了 29%的增长率，为马来西亚贡献了 155 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收入，占

到马总旅游收入的 11%。2019 年马来西亚针对中国旅游客源市场做

出了许多变革方案，例如放宽了旅游签证要求，推出电子签证等措施，

旨在方便到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以达到旅游业目标收入。 

此外，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中国电视剧也走出国门，受到

马来西亚人民的喜爱。如新丽传媒出品的《如懿传》，成为马来西亚

2018 年收视 好的中国电视剧，柠萌影业出品的古装剧《扶摇》则在

马来西亚平台上获得了收视第一的好成绩。马来西亚收费卫星电视公

司 ASTRO 和免费电视公司首要媒体集团（Media Prima）属下的两家

电视台（NTV7 和 8TV），几年前便开始购买并播放来自中国的电视

剧，题材涉及古装剧、民国戏以及当代家庭伦理剧。其中，ASTRO 旗

下播出的包括《三国演义》、《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汉武大帝》、

《荆轲传奇》、《我的兄弟姐妹》、《像雾像雨又像风》及《中国式离婚》

等，均受到马来西亚华人热捧，收视率一度超过本土剧集。而免费电

视台 TV8 选择引进的《延禧攻略》、《香蜜沉沉烬如霜》和《远大前

程》等剧集，也广受年轻人欢迎。 

中马双方在文化产业领域合作的加深，也意味着文化沟通平台和

渠道的建设速度加快。一方面，中马双方搭建促进文化交流的公共外

交平台，如举办“一带一路”中马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论坛，开展智

库媒体对话和产业合作论坛，举办国际书展，中马艺术文化节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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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公共平台促进对对方国家文化产业的认识，在信息交流的同时为合

作提供平台和途径。另一方面，还通过促进文化交流的媒体合作平台

带动文化产业合作。如马来西亚国家翻译与书籍局、马来西亚汉文化

中心与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就合作出版社会、科学、人文互译书籍签

署谅解备忘录；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和芝麻开门（北京）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伙伴签约，合作内容包括两国留学生和高等教育交流，

及筹建中国国际学校；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和长青（中国）日用品有

限公司就赞助 100 名马来西亚学生到北京冬奥会考察交流签署谅解

备忘录等。中马还通过优秀文化产品的带动作用，如中国传统文学“四

大名著”的马来语版本正式出版，马来西亚精选短篇小说的中译等，

使优秀文化产品走在文化交流的前沿，并从中摸索出同类型文化交流

的经验，为后续更多民间文化产业交流奠定基础。 

除了大型公共平台的搭建和媒体合作平台的带动作用，全球化时

代下跨国文化产业也往往在两国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如 JOOX 作

为腾讯公司在东南亚、香港及南非地区子公司运营的音乐平台，广受

马来西亚年轻人欢迎，与马来西亚主要数字音乐出版团体合作，几乎

抢占马来西亚数字音乐市场的半壁江山。还有中国主流游戏直播公司

欢聚时代(YY 直播母公司)于 2018 年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三个国

家同时举办发布会，宣布旗下游戏直播产品 Cube TV 正式上线，这也

是国内发展日渐成熟的游戏直播产品走出国门的一个尝试，在文化交

流中积累自身产品发展的经验。 

这类应用（app）的流行和备受欢迎也意味着在马来西亚总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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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蒂尔所倡导的“工业 4.0”时代下，产业的发展要更多与高新技术，

尤其是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相结合。近年来马来西亚网民激增，2018

年马来西亚总人口达 3225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 76%，移动用户多

达 4024 万，是总人口的 125%。互联网用户达 2584 万，占总人口的

80%。活跃社交媒体用户达 2500 万人，占 78%，移动社交媒体达 24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74%。与激增的网络用户相对应的却是马来西亚国

内缺少足够满足网民需求的娱乐文化产品。因此，除了搭建平台、推

动主流媒体之间的合作等线下直接文化合作外，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

的文化产业合作同样应该得到重视。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预计将培育出大批新型文化业态, 如网

络直播、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影视、网上预订等, 催生网络消

费文化产业的新业态。而互联网时代下，越早推动网络文化产业走出

国门意味着更多的经验收获和市场份额，新型文化产业合作交流模式

的构建势在必行。 

综上，搭建稳定的公共交流平台，定期开展的主要文化产业媒介

合作，培育外向型的文化企业与文化品牌, 引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

化产业业态与大型跨国文化企业是目前中马之间文化交流正在尝试

并推动的主要路径。未来，两国文化产品将在艺术表现形式、题材内

容、融入高科技手段等方面不断提升自身文化企业与文化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通过完善文化产品生产全产业链、创新市场营销方式, 将政

府政策与民间资金、企业技术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对两国国情文化的

进一步了解和经验总结，进一步实现两国市场对接, 形成外向型、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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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良好、成长健康的文化产业链, 终实现文化、经贸、旅游、科教、

金融、物流外交的全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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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来⻄亚国企之殇 

范诗⾬ 

 

马航是马来西亚国有航空公司，成立于 1947 年。马哈蒂尔 1981

年首次出任总理后，于 1994 年批准国营的马航上市，并批准马航前

总裁达祖丁·蓝利以 17.9 亿林吉特买下马航 32%股权。后者随之成

为马航的实际营运者，但马航自此以后遭遇连续亏损，乃至一蹶不振。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马哈蒂尔又批准达祖丁·蓝利将其马航股

权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回给政府，使马航从私营公司重新转回为国

有公司。这也是马哈蒂尔政治生涯中被人诟病的污点。 

2014 年 8 月，马来西亚计划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退市，全部收

归国有，由“国库控股”收购该航空公司其余全部股份。2014 年 11

月 6 日，马航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以 93.98%赞成票通过马航国有化

议案。在获得大多数股东同意后，马航 大股东“国库控股”透过选

择性削资和资本回退，即每股回退 27 分林吉特或总价约 14 亿林吉特

（约人民币 25.2 亿元），将马航国有化。此后，马来西亚政府投入 60

亿林吉特对连年亏损的马航开展重组计划。2016 年 4 月，马航总裁

宣布马航 2015 年度获利 14 亿林吉特。但此后，马航再次陷入亏损的

泥潭。 

近几年，政府扶持对于马航的运营状况均收效甚微，马航仍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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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状态。 

马航发展历史与现状 

事实上，早在马航 2014 年实现国有化前，其亏损问题就已经十

分严重。根据亚太地区著名的航空咨询机构“亚太航空中心”（CAPA）

的研究报告，自 2006 年起，马航亏损问题便初露苗头。与邻国新加

坡航空公司以及本国的亚洲航空公司相比，马航的利润长期较低，有

些年份甚至处于亏损。根据 2006 年 2 月底马航和亚航各自发表的

2005 年第四季度财务状况来看，马航在 2005 年第四季度出现了巨额

运营亏损，净亏损额高达 6.16 亿林吉特，是前两个季度亏损额的一

倍，整个财政年的亏损额高达 12.7 亿林吉特。 

长期以来，航空业被认为是一种规模经济。相较之下来看，尽管

就收入规模而言马航是亚航的十倍有余，但马来西亚国内规模较小的

亚洲航空所创造的绝对收益却远高于马航。马航高层面对不利的财务

状况，专门规划了一个恢复财务健康状况的蓝图——“马航之路：业

务转危为安计划”（BTP）。但是这个效仿美国大陆航空的方案收效甚

微。在 2014 年两大空难发生之前，马航作为马来西亚的国家航空公

司，航空机队发达、安全评分较高，却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业绩。亚

太地区航空业的激烈竞争和居高不下的油价加剧了它的窘迫。仅 2013

年，马航净亏损便达到约人民币 22 亿元，在此前的 2011 财年，马航

净亏损 47.4 亿元；2012 年，净亏损 8.1 亿元。 

2014 年，两起严重空难的发生再次给了马航一个重击。为避免破

产，马航实现了完全国有化。重组后的马航削减近 1/3 的航班，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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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000 人，并转变经营策略，与低成本航空公司展开竞争。由于马

航在马来西亚是有政府背景的官方航空公司，在市场中具备独特的垄

断资源，即使公司连年亏损，仍能够获得政府拨款资助，以维持市场

占有率。但近两年，马来西亚财政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的消极影

响，马哈蒂尔领导的新政府内部开始传出声音，将关闭、出售或重新

注资马航。 

马航亏损的原因分析 

马来西亚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维护国家品牌。

为了加速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曾创办了一系列国民品牌以振

兴国内工业产业。但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

品牌常常陷入亏损，需要国家注资扶持为继。但近年来，由于国际经

济形势下行等外部因素的干扰，马来西亚的财政收入屡屡受挫，宏观

经济增速偏低，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比例偏高。政府通过财政扶持国

民品牌显得愈发吃力，这也导致一些公司资金链出现断裂，继而影响

经营。而马航在 2014 年遭遇 MH370 失联以及 MH17 被击毁的事件

以后，声誉大受影响。尽管 MH370 终未确定为失事，航空公司担

负的赔偿金额有限，但是总体而言，该次事件让大多数乘客不再选择

马航。 

除了灾难事故以外，马航的连年亏损还与马来西亚国内外航空业

的竞争升温有很大关系。马来西亚国内第二家国家航空公司——亚洲

航空便是马航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在亚洲，东南亚航空是低成本航

空竞争 激烈的区域，除了亚航，菲律宾、新加坡、澳洲都有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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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不断涌现，其低廉的成本和票价以及增值服务带来的额外收

入，都是马航这种传统航空企业无法比拟的。在失去区域中短途市场

的竞争力后，马航在欧美等远程航线上又受到阿联酋航空等航空公司

的冲击。此外，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对于自身的定位模糊，“战略漂移”，

也是马航连年亏损的原因之一。近几年，马航陆续停飞了多条前往欧

洲、非洲和美洲的航班，此举虽有利于压缩成本，但却有损马来西亚

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影响马航在远程航线上的发展，导致马航失去核

心竞争力。 

同时，由于马航并非是第一个屡受政府资助却依旧连年亏损的国

家品牌，马来西亚国内经济状况已经不能够支撑这种“输血式”的扶

持方案。一些马来西亚国内标榜的民族品牌也逐步走向被兼并或合营

的道路。2017 年，吉利控股集团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的股份

以及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Lotus）51%的股份。作为在被收购前马来

西亚国家汽车代表的宝腾汽车此前也处于亏损状态。2016 财年销量

仅为 72290 辆，比 2015 年同期下降 30%，占马来西亚市场份额仅为

14%，与其 90 年代 辉煌时占全国 70%市场份额不可同日而语。在

此过程中，为了保住宝腾汽车，政府也是多次拨款资助，终未能挽回。

马航在多次的国有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政府也已多次注资，通过拨款

维持其市场占有率，希望保住国家航空公司。然而，暂且不论如此做

法的成效如何，马航头号竞争对手亚航公司的总裁东尼·费南德斯曾

多次公开表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连年亏损却仍获得政府拨款资助，

这对其他航空公司不公平，干预良性竞争，影响了其他航空公司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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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马航发展前景展望 

综上来看，马航公司想要转亏为盈并非易事。在政府力量不足以

保障其安全运行的基础上，马航如果不想重蹈国产汽车“宝腾”的后

路，可能需要借助其他航空公司的力量协同发展。鉴于近几年东南亚

航空公司的蓬勃发展大多是依靠低廉的成本和票价，未来极有可能形

成航空联盟以发展中长途航空领域的合作。同时，中国、日本等国的

航空运输业已较为发达，未来马航也极有可能扩大与中国、日本等在

相关方面的合作。此举不仅将有利于中国、日本等国航空公司在东南

亚的发展，也有利于马航吸收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制定符合自身发

展情况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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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9 日，http://news.ifeng.com/a/20140719/41224628_0.shtml， 后访

问时间：2019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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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固打制：⻢智礼为何不愿“放⼿” 

邓家骏 

 

近期，马来西亚教育部长马智礼发布的改革预科固打制的举措引

起舆论风波。马智礼称，教育部将把预科班的学额从 2.5 万个增加到

4 万个，但并不改变原本 9：1 的土著（马来族裔为主）与非土著学生

录取名额的分配比例。只增加录取名额而不改变分配比例的决定引起

非马来族社群的强烈不满，而随后马智礼谈论起废除预科固打制时作

出的“必须确保土著居民的就业机会不会因为不会中文而被忽视”的

回应，更使舆论持续发酵，使他在网络上受到众多非马来族人的质疑

与抨击。 

固打制风波的起源 

种族固打制，在马来西亚已经实行约 50 年之久。所谓“固打”，

就是英文中的“quota”，意即“配额，定额”。在房产、金融、教育等

各个领域，政府制定了以种族为区分标准的准入配额，以此给土著居

民（以马来族裔为主）提供优惠，以保障其利益。1999 年，时任总理

马哈蒂尔领导的国民阵线政府决定开办大学预科班，目的是为了“平

衡土著与非土著的比例，让贫穷的土著也能上大学”。被录取进入预

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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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的学生，只需要低廉的学费以及达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就可以进入

国立大学，基本上可以说是被“保送”进入大学。但这样一条进入国

立大学绝佳的路，90%的录取名额都通过固打制给了土著居民，只有

10%的非土著居民能“有幸上路”。大部分成绩优异的非土著考生只能

通过其他相对较为困难的途径进入大学。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引起了后

者的强烈不满。 

而今年，原本期盼能在教育改革中获得更多权益的非土著居民却

只等到了“只增加名额，不改变录取比例”的消息。而在一片质疑声

中，教育部长马智礼作出的“除非土著申请工作时，不会因为不谙华

语被拒绝，才能讨论废除大学预科班固打制问题”的回应更是令众人

乍舌，无疑为这场风波火上浇油，将其掀上高潮。非土著居民在网络

上对改革措施以及教育部长马智礼的行为进行强烈抨击，“马智礼下

台”这一请愿的人数甚至已超过九万。而土著居民大多则十分支持马

智礼，马哈蒂尔在一次公开记者会上发声支持马智礼，并称“不会让

他下台”。 

固打制积弊难除的原因 

土著居民中以马来族为主，因而就政府维持原入学比例一事，政

府立场问题可见一斑，自然是要保证马来人的入学机会不被其他教育

资源更加优良的群体影响。但为了某一族群的利益，仅靠种族固打制

“粗暴地”阻断其他优秀学子的升学之路，迫使后者另谋出路，导致

国家人才大量流失，这种做法有失公平。其实固打制的弊端，政府和

马智礼部长应该都很清楚，但固打制为何积弊难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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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面对固打制这一块马来人的“奶酪”，马智礼“没底气”

动。马来西亚虽说近年来并未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但种族关系依

然紧张，种族矛盾暗流涌动。就近半年来看，从预科固打制到爪夷文

书法课程、驱逐扎基尔风波，种族问题可以说是不断涌现。同时，在

过往涉及相关种族话题时，马来族居民对于其利益受到的影响反应极

为强烈。在目前半数以上国民为马来族，政府部门也主要受马来族管

理掌控的状况下，马智礼实在是“没底气”去动这块“奶酪”。若是政

府部门的官员首先去动摇马来族利益，马来族居民势必会做出强烈反

弹，而此时马智礼会受到更多声讨，更是难以招架。 

另一方面，有总理发声及政府撑腰，马智礼“有底气”坚持观点。

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马智礼下台”请愿，马哈蒂尔表示，马智礼

的确触及种族课题，但这不代表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只是这些而

已，并无大碍。”而马智礼也称这一决定并非由他自己做出，而是内

阁的共同决定。在马来西亚，内阁通过的议决必须获得一致同意。若

有一名部长反对，议案就必须搁置，等到下次会议再详细讨论。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是没有任何部长反对这一改革提议的。因此，无论马智

礼受到华人、印度人等非土著居民多大的非议和声讨，身后政府内阁

和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底气”坚持预科固打制。 

固打制的难以废除也反映了希盟政府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号称要

建设“新马来西亚”、翻开“大马历史新页”的希望联盟政府已经上

台执政一年有余了。但在许多人看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的改革都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甚至出现更加恶化的情况。紧张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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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政府实行的措施也只是在做一些“表

面功夫”；竞选宣言的数个承诺也鲜有实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逐

步下降。有许多评论员认为，希盟政府是在“新政府走旧路”，所谓

的“新马来西亚”愿景恐怕也只是一个噱头。 

未来希盟政府的改革之路 

然而，马来西亚的教育改革真的必须围绕种族固打制展开吗？种

族问题是一个跨越不了的坎吗？教育改革之路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首先，教育改革并非希盟面临的 紧要事务，而且不应围绕“种

族”固打制展开。单从教育而言，先前实行固打制的理由是“扶弱”，

是为了教育公平而设计的平权措施。但并不是只有土著中有“弱”需

扶，作为马来西亚人口组成部分的各个种族都需要、也应该进行一定

的教育扶持。而且即使标榜“扶弱”，（因为土著学生包括来自东马的

B40 群体家境贫困的学生），但是主要享受到政策红利的群体依然是

人口占土著大多数的马来族裔。与此同时，这种绝对的门槛还给其他

族裔学习优秀、志存高远的学生带来了更大的不公平。因此，从效果

来看，政府的“并非为协助某个种族，而是要协助需要帮助的群体”

的说法反而流于空谈。单纯以种族划分贫富，并由此划分教育资源的

政策，不是“平权”，而是“特权”。扶弱政策需要从非种族观点出发，

打破种族的隔阂，因为扶弱理应是不分种族的。政府可以考虑将“种

族固打”的政策改变成“收入固打”。例如大学可以将一定的入学名

额、奖学金等定额保留给低收入人群等。打破种族界限帮扶低收入群

体，更能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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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以以更包容的心态来进行教育改革。非土著居民也是马

来西亚的国民，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利益也

理应受到重视。以华人为例，就如今的教育状况而言，在马来西亚繁

杂的升学系统下，他们想要就读国立大学的途径其实很少，很多成绩

优异的学生并不能被国内的优秀大学录取，大量学子被迫异国求学，

凭空加重不同家庭的负担，也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如果能够在

教育改革中能做到更加包容性，例如将独立中学统考也以一定方式列

入国家统一教育体系中，或许能为非土著居民创造更多的受良好教育

的机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的种族关系。 

再者，政府应考虑建立多元且有序的教育体系，让学生“有更多

路可走”。一方面，各类升入高等学府渠道种类繁多，标准各异，极

易造成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中学毕业的学生们若是无法进

入国立大学，也没有办法支付海外教育的高额费用，就鲜有其他受教

育的机会，显然不利于社会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由此，政府可以适

当地整合教育资源，一定范围内统一标准，跨越种族，同时增设其他

教育机构，让学子们有书可读，有路可走。比如可以向德国学习，建

立高职教育、大专教育体系，支持发展职业教育。整合教育资源，让

各种入学考试各司其职，不仅拓宽升学渠道，疏散升学压力，为国民

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还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以及专业化人

才的培养。 

总之，固打制仍然是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一道无形的墙。若以种

族固打制作为入学标准的预科班继续存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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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落后于时代，而种族矛盾也将日益激化，对马来西亚未来的和平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只有打破原有的种族性隔阂，在各种族平等的条件

下开展扶弱；合理重视各族居民的需求，整合优化升学标准，建立更

多元的教育体系，马来西亚的教育现状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教育发

展与人才培养才真正“有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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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旧政亦或蓄势待发：509 后教育固打

制将何去何从 

程泽笠 

 

支持或反对：马来各族意难平 

马来西亚土著因为固打制受益，因此本应全力支持这样的决策，

但事实并非土著清一色地投支持票。马来西亚高层与土著民众对此存

有不同的意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讽刺的口吻比喻预科班是

“走后门”的渠道；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虽然仍然捍卫大学预科班

固打制政策下增加总体名额的决定，但是他也将其称为一种临时的方

案；前任青年体育部长达图·凯里甚至更进一步，称马来学生靠固打

制进大学是一种耻辱。可见在公权力内部，即使是土著人利益的代表

人，部分领导人也已清晰认识到了固打制政策明显的偏向性和消极影

响——土著独有的可以因“肤色”获得进入大学、进入好专业的优势

极大影响了其他族裔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因此领导层也做出一定的

反省和思考。 

另一方面，土著民众对固打制普遍表示支持，他们认可此项制度，

因为固打制的原本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为了家境不好的土著孩子创造

上学的机会；但是也有一部分土著人民批判其不平等性。今年 4 月以

马大新青年（UMANY）为首的 10 名学生、非政府组织及政党青年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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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联合声明，批评预科班固打制，并指责其评分制度缺少透明度。  

虽然政府对固打制做出了一定表态，但是这其实并未引起该项制

度的根本性改变。反观非土著方面，他们的反响能更大程度上推进规

则的改变。以人数 多的华人为例，教总主席达图·王超群称希盟政

府与前朝政府并无不同，以“固打制的配额”问题说明希盟同样限于

狭隘的种族主义框架内，依然难以摆脱种族和宗教主义的桎梏。希盟

的“不作为”引起华裔失望情绪，有人甚至将这一制度及其规定的配

额比喻为人生的乐透。换言之，没有留学条件的华族，只能更加努力

学习，与同样优秀的华人学生争夺少得可怜的 10%的名额，但是即便

如此，他们是否能拥有学位也仍悬而未决，要把多年辛苦学习的结果

当成赌注仍在固打制配额的赌桌上。与此同时，有人也直接提出了政

策建议及制度设计，民政党主席刘华才直言，政府应该直接废除大学

预科班，让所有学生报考大学高等教育文凭（STPM），一举解决用种

族分配学额的问题；同样，行动党居銮国会议员黄书琪亦认为，这议

题需给内阁一些时间调整决定，若未来要废除固打制绝对可以做到，

但前提要“慢慢一步一步走下去，为此教总大会还一致通过“吁请政

府废除大学预科班固打制，并以绩效、经济能力、城乡等条件取而代

之，让各族群学生自由报读”的提案并给出了其他十条建议。 

与影响力更强的华人相比，同样持反对态度的印度族则显得有些

“人少言微”。在希盟政府恢复 9:1 的名额分配比例之际，20 多名印

度族家长和孩子到教育部抗议固打制，并呈书教育部长和总理，要求

保留上届政府提供给印度族的 2200 个固打制名额。不难看出其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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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族对此决策的不满，但是仅凭上述行动，难以掀起更大的波澜。 

固打制未曾废除的原因 

事实上，固打制是在当时马来社会的真实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

产生具有一定合理性。固打制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马来西亚是一个

拥有多元民族的国家，其中马来人是数量上的绝对主体。当时英国在

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对各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而治之”

是英国人采取的殖民政策，主旨在于尽量减少各种族社区之间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之间的接触与合作，以防止各民族社区之间融合，方

便殖民者殖民）。由此，不同民族为了争取平等待遇或保障已有利益

的斗争激发了种族主义情绪， 终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1969 年

“5·13”事件之后，马来西亚宪法中便规定在 高元首认为合理的

情况之下， 高元首有权确保并且执行在特定机构或者特定资源中保

留名额给马来人与东马土著的权力，而本文涉及的教育固打制就位列

其中。固打制的出现虽然会引来社会各界的争议，但是有效的防止了

类似“5·13”流血事件的再次发生。  

2018 年，希盟上台执政之后，大马华人对于希盟的期待值很高。

但是此后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希盟的政绩似乎不尽如人意，而内阁决

议保留大学预科班固打制这一决定，再次引起大马华人一片哗然。虽

然政策的改变并非朝夕之间，但是马来民众，尤其是非土著，仍然希

望看到根本性的改变。 彻底的方式便是废除教育固打制，但这在社

会层面面临着很大的现实阻碍。一方面，废除教育固打制的效果不一

定好，且风险过大：若废除固打制，扩大“绩效制”适用范围或者允



社情观瞻                          新朝旧政亦或蓄势待发：509 后教育固打制将何去何从 

 44 

许所有人报考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考虑到土著居民普遍能为

孩子提供的教育质量偏低，实现升学方式的绝对平等势必带来另一层

面的不平等，土著学生升学淘汰率将大大上升。这反而会引来土著居

民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同时，制度改变在实践上困难重重，因为

教育固打制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影响到预科班的名额分配，而且影响着

马来西亚的整体教育系统。马来西亚的升学方式不同于中国，其教育

体系纷繁复杂，存在不同学校之间的考核成绩相互不认可的情况。因

此预科班的名额配额的改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无疑也会相应

影响到其他的升学方式的考核认证和名额配置等。 

基于上述实际情况，政府推行新的教育改革政策或改变教育资源

不公平的现状实属不易，但他们也必须认识到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必

要性。想要通过固打制扶持教育水平较低的马来土著，也意味着需要

积极关注其他群体面临的不公待遇并持续尝试调适教育资源的方法、

及时给予补偿等等。不论是对配比的重新调整，还是单纯扩增升学名

额；不论是建立一个更为科学的评定标准，让机会平等，还是勇敢大

胆地抛弃原有以种族为界划分的固打制；改革的思路众多，推行起来

却很难，关键就在于当权者能充分地思考并不断地实践。在此过程中，

与民众的及时沟通不可少。 

或许各族人民期待的，正是政府方面勇于迈出“壮士断腕”的第

一步，正是政府在逐渐前进过程中体现出的为各个族裔谋取发展的诚

意。或许只要政府勇敢地面对过去、揭开伤疤，民众就会以更包容的

姿态和政府、其他族裔积极对话，而不是深陷种族主义的囹圄，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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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陈旧的己见。在教育固打制这个问题上，希盟接下来是会继续秉

承“换汤不换药”的原则，还是会积极磋商新的变革方案，对马来西

亚民众的教育甚至整个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虽无从得知，但可以

静候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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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表示：若证实涉性短片，阿兹敏须辞职 

当今大马 7 月 17 日讯：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表示，若调查证实

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与性短片有关，那么他必须辞职。 

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受询时表示，一切待调查结果而定。“我初步

的看法是，他不必辞职，但（现在）这取决于调查情况。如果调查

结果说明他是短片主角，那他肯定要辞职。” 

“但是如果我们还未确定真相，以及短片主角的真正身份，那

么他还有选择权。”安瓦尔今天在国会走廊被问及阿兹敏是否需要辞

职时这样表示。 

另外，安瓦尔对助理被捕一事表示惊讶。“我很惊讶。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被捕）。警察可能有他们的原因，让他们依法调查吧。” 

参考资料：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84216 

 

东海岸铁路正式复工，全长 640 千米 

马来西亚⼤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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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ita Harian 7 月 25 日讯：价值 440 亿林吉特的东海岸铁路

（ECRL）项目在推迟九个月后于今日重新启动，共计 214 名本地承

包商参与该项目。 

交通部长陆兆福在丁加奴龙运主持东海岸铁道计划复工仪式上

表示，重新规划的东铁计划将分为 3 段工程，分别是吉兰丹州哥打

峇鲁到龙运的 A 段，丁加奴州龙运到文德甲的 B 段，以及彭亨州文

德甲到巴生港口的 C 段。 

陆兆福表示：“在这 3 段工程当中，223 公里的 B 段工程的路线

没有更改，占整个东铁计划的 34.8％。”其他出席者包括丁加奴州务

大臣阿末山苏里、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MRL）总裁达维

斯，以及中国交通建设集团（CCCC）副总裁孙子宇等人。 

参考资料： 

[1]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19/07/589087/ 

 

马哈蒂尔：与土耳其的合作能让巴勒斯坦问题不再淡出视野 

南洋商报网 7 月 28 日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接受土耳

其安纳杜鲁通讯社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可以和土耳其一同努力，

不让巴勒斯坦问题淡出人们的视界。 

马哈蒂尔认为这种合作可以让世界了解到巴勒斯坦人民向不公

正发起的抗争。马哈蒂尔说：“如今有一种消除巴勒斯坦地区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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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让人们认为巴勒斯坦如今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事实是巴勒

斯坦人民正遭受着不公正、非正义的待遇。” 

马哈蒂尔还重申了他在 2018 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他说：以

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问题中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建国是

不正当的，“领土就这样交给了以色列人，却丝毫不考虑巴勒斯坦人

的感受。” 

参考资料： 

[1] 
https://www.enanyang.my/news/20190728/%E9%A6%96%E7%9B%B8%E6%84%9F%E8%B0%A2
%E5%9C%9F%E6%84%BF%E6%8F%90%E4%BE%9B%E8%88%AA%E7%A9%BA%E5%9B%BD%E9%
98%B2%E5%B7%A5%E4%B8%9A%E6%8A%80%E6%9C%AF/ 

 

第 16 任 高元首登基大典在国家皇宫举行 

马新社 7 月 30 日讯：马来西亚第 16 任 高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登基大典，根据统治者传统仪式在国家皇宫庄严隆重地举行。 

登基大典于 30 日上午 10 时 45 分准点开始，苏丹阿都拉陛下与

元首后东姑阿兹莎进入国家皇宫东翼大殿。登基当天正好是他 60 岁

生日，苏丹阿都拉陛下宣誓并签署宣誓书，就任第 16 任国家元首，

接替于 1 月 6 日辞职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陛下。 

参考资料： 

[1] http://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75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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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重申会交棒安瓦尔“除非拿枪指着我的头” 

当今大马 8 月 1 日讯：巫伊两党与经济部长阿兹敏力挺完成总

理任期之际，马哈蒂尔重申会遵守承诺，在任期届满前交棒，除非有

人“拿枪指头”强迫他。 

针对经济部长阿兹敏支持他任相至届满一事，马哈蒂尔回应，“这

是他的意见。不过，我已承诺，当我认为国家局势平稳后，可能两三

年，我将会下台。我不确定（具体何时），我们正在设法处理。” 

参考资料：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86226 

 

雪兰莪州务大臣提呈“改教法案”，遭州立法议会议长驳回 

联合早报 8 月 9 日讯：雪兰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证实，该州政

府原本要提呈一项修正法案，以允许父母其中一人为未成年非穆斯林

改教。不过，由于无法取得希盟各州议员共识， 终在雪州议长黄瑞

林的建议下推迟提呈法案。 

雪州政府探讨要修正的州法令是，《2003 年雪兰莪伊斯兰治理州

法令》的第 9 部分（改信伊斯兰），即把现有州法令的“母亲与父亲”

换成“母亲或父亲”，意即只要父母其中一人同意，未满 18 岁的非穆

斯林子女即可改信伊斯兰教。然而，雪州所提呈的修正案却遭到希盟

大多数州议员的反对，因有关的修改是与联邦法院裁决和联邦宪法背

道而驰。而且，一旦雪州通过这项修法，势必会与联邦宪法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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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黄瑞林在未知会阿米鲁丁的情况下，阻挡了这项修正

案。 

阿米鲁丁周四晚指出，“若是有其重要性的”，那么将会再提呈有

关修正案。 

参考资料： 

[1]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90809-979585 

 

民主行动党坚决反对“改教法案” 

当今大马 8 月 9 日讯：雪州议会议长黄瑞林上周突然缩短会期，

把原定 9 天的州立法议会会期减至两天，以阻止“改教法案”通过。

然而，根据雪州大臣的有关表态，这项修正案是由雪兰莪伊斯兰理事

会所提出，而且获得雪兰莪王室的“祝福”。 

雪州行动党主席哥宾星公开支持议长黄瑞林的做法，并称行动党

将站稳立场，不允许该法案提呈雪州议会。随后，林冠英也表示，建

议阿米鲁丁不要提呈这一法案，因为这不仅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权益，

而且有违联邦宪法。 

参考资料：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87125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重申：反对爪威文（Jawi）书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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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8 月 10 日讯：虽然教育部在华文小学与泰米尔小学国

文课中的爪威文书法教学上有了让步，但是华文教育界的抗议仍未停

止。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与各州董联会举行联席会议后，依

旧要求教育部撤销相关措施。 

联合会主席陈大锦宣读联合声明并表示：依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和

文献资料，爪威文书法其实就是一项推广古兰经和传播伊斯兰教义的

文体。他还声明：“政府要求在学校的非穆斯林学生学习爪威文的措

施，不仅不被非穆斯林社群所接受，还抵触了联邦宪法的相关条文。

为此，我们坚决要求政府立刻撤销在国民型小学教导爪威文的措施，

坚持保留 2015 年版马来文课本。” 

董教总还表示他们尊重多元文化，包括爪威书法与伊斯兰文化，

也致力于族群交流。“我们支持教育部在学校推广跨族群的文化交流，

但这必须符合各源流学校的实际情况，不能改变各源流学校现有的特

征。” 

参考资料：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87471 

 

团结党邀合作？阿末扎希：巫统绝不放弃伊党 

当今大马 7 月 28 日讯：巫统主席阿末扎希表示，若有其他马

来政党以“马来人团结”之名邀约合作，巫统绝不会离弃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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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末扎希宣称，有马哈蒂尔的人马登门会见，要求商谈巫统与团

结党结盟事宜。阿末扎希今天表示，此前已经与巫统 高理事以及党

政治局成员解释，如果其他政党要求合作，巫统有数个条件。 

“如果命定或者被邀约商谈马来人合作，6 个政党需一同商议，

而我们有条件。第一，他们不能与行动党为伍；第二，我们已经和伊

党缔结政治结盟（Tahaluf Siyasi），任何谈判的要求，巫统都不会抛弃

伊党，伊党也不会抛弃巫统。我们以穆斯林与马来人之名（合作），

不可要求巫统党员跳槽团结党。也不要试图解散、禁止巫统。要解散

巫统，就先跨过巫统党员的尸体。跨过我们所有人的尸体。” 

不过，阿末扎希没有说明上述 6 个政党是哪些政党。此外，阿末

扎希也指出，巫统会尊重盟友，所以也不会与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

党谈合作。 

参考资料： 

[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85733 

 

（责任编辑：陈戎轩 都昭燕 金曦 李鼎成 王佳睿 王婧 张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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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介 
 

1. 《明朝公主和亲马六甲: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书写、文化记忆及身

分认同》 

作者：陈志明；南京大学文学院 

刊载刊物：民族文学研究，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2019 年

04 期 

摘要：成化年间,明朝公主汉丽宝嫁给马六甲苏丹芒速沙为妻。

这段历史不见于中国史籍,却是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文化记忆。文章

结合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来华人族群的文化生态来探讨汉丽宝记忆

生成的三大成因,并进而回应文学书写与记忆生成之间的关系问题以

及海外华人的文化身分构建问题。 

 

2. 《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基于东盟国家大众媒体涉华报道的舆

情分析》 

作者：罗奕；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 

刊载刊物：传媒，Media，2019 年 14 期 

摘要：国家形象是人们(形象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个国家(形

象客体)由其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需要从

主客体关系来讨论。本文通过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泰国和越南六国大众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舆情监测，了解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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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媒体作为“他者”是如何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建构的。本文认为，

这些报道虽然存在偏差，不能“面面俱到”,但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策略的制定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

值。 

 

3. Observations of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on 

Enterprise Income and Asse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作者：Abdullah Al Mamun, Mohd Asrul Hery Bin Ibrahim, Rajennd 

A/L Muniady, Mohammad Bin Ismail, Noorshella Binti Che Nawi, Noorul 

Azwin Binti Md Nasir; 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 

刊载刊物：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July 2019 

摘要：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access to working capital 

and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training programmes on microenterprise 

income and assets among 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the eKasih (National Poverty Data Bank) in Peninsular Malaysia. 

Adopting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we collected data from randomly 

selected 300 micro-entrepreneurs from the list of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available in the eKasih (National Poverty Data Bank), 

located in four stat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tructured interviews from October to November 2017.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length of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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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increased microenterprise income and assets among low-

income participant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total amount of economic 

loan received was also found to increase microenterprise assets. However, 

the effect on microenterprise income was not clear. In addition, 

development training programmes were found to have no substantial effect 

on both microenterprise income and assets. This article ascertained a mixed 

result of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programmes on microenterprise 

income and assets among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Development policymaker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mes and redesign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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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研究著作推介 
 

1.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 

作者：陈中和 

出版时间：2006 年 

出版社：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伊斯兰在马来西亚政治体制内的作用正在被逐步放大。

本书参考大量史实，对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和巫统的政治、宗教理念和

政策做出分析并比较。指出马来西亚当今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与困

境。在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伊斯兰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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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tate-led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作者: Abdul Rahman Embong，Institute of Malaysian & International 

Studies  

出版时间：2002 年 

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内容摘要：Rich in detail and lucidly written, this is the first definitive 

study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Abdul Rahman Embong 

examines the emergence and role of the new Malay middle class,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democratization and evolu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As well as exploring variations within the clas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author also draws comparisons with the Malay working class, 

and the middle classes of China, India and elsewhere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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