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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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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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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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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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蒂尔视⾓下的中美贸易战 

都昭燕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学⽣） 

 

第 35 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泰国曼谷举行。马哈蒂尔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峰会。

在此次会议中，中美贸易战无疑是东南亚各国讨论的焦点。各方聚焦

中美贸易战对东南亚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及东南亚国家又该如何

应对上述影响。对此，马哈蒂尔提出了他的看法：中美贸易战对全球

经济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东南亚国家应该团结应对贸易战带来的挑

战。 

态度：反对中美贸易战 

总体而言，马哈蒂尔认为，中美贸易战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

盟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他认为，美方应为贸易战担负主要责任。 

马哈蒂尔在东盟峰会上严厉批评了美方挑起的贸易战行为。他强

调：特朗普与全球近 10%的国家（而且都是重要经济体）大打经贸之

战，不仅不会得到任何支持，而且在美国内部也遇到强烈反对。他表

示很难与特朗普共事，并大胆作出预测：若特朗普明年再次当选，贸

易战“ 坏”会持续五年。他认为，中美贸易战是浪费时间、金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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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生产力的“愚蠢行为”。美国一些人挑起的贸易战没有建设性，

也无助于中美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成长。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世

界各国都深受其害。“美国向来对世界宣扬和标榜法治精神，可是美

国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已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所以我希望那些宣

扬民主和法治的人，要遵守他们为其他国家提出的相同规则。”马哈

蒂尔呼吁：“（中美）应尝试遵循法治精神、通过谈判来解决彼此之间

的贸易争端。” 

与批评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哈蒂尔积极赞扬了中国的行

为，称东盟真应该向中国学习。他特别提到，东盟没有充分利用人口

优势，而中国拥有着东盟两倍人口，现在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中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人口资源，培育起巨大的国内市场。马哈蒂尔

表示：白宫正在丧失威信，其在全球经济体系和政治秩序中留下的空

间正在被另一个大国填补。 

应对：团结东盟力量，推进 RCEP 谈判 

东盟是马来西亚外交的基石，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扩大和外延使

得马来西亚必须依托东盟这一基石寻求解决方案。针对贸易战带来的

不利影响，马哈蒂尔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团结东盟各国的力量，

二是要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马哈蒂尔对

出席会议的商界领袖们倡议道，若有国家试图把东盟十国挡在市场门

外，他们应该团结一致进行反击。“东盟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个相当

大的市场，我们不想打贸易战。但倘若其他国家对我们不仁，我们就

得对他们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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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形容特朗普是一位“不太友善的人”，但是东盟可以借

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招数，在遭遇贸易域外国家的贸易壁垒时，东

盟可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施压。他以面临欧盟禁令的棕榈油为例，称如

果欧盟继续减少从马来西亚进口棕榈油，东盟也会相应减少从欧盟进

口某一产品。 

但是贸易壁垒是一种消极的手段，主动扩大市场，督促各国遵守

地区经济秩序才是解决贸易问题的积极措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RCEP 谈判的推进刻不容缓。八年来，东盟十国一直致力于 RCEP 的

顺利达成进行谈判。在本次第 35 届东盟峰会上，除了印度之外，参

与 RCEP 协议的 15 个国家已经完成了协议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

有市场的准入谈判，并计划将于明年在越南举行的领导人会议中正式

签署文件。 

原因：立足长远，面向未来 

马哈蒂尔此番表态倾向中国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

中的缺位。在今年的东盟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缺席，并且派

出了自 2011 年奥巴马政府加强与东南亚接触以来，级别 低的代表

团赴泰国参会。包括东盟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都能感受到美国政府在

收缩战略部署，有选择地参与地区事务。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

美国的逐利行为以及不愿提供经济公共产品的姿态使其无法满足该

地区各国发展的需求。这对东盟成员国来说显然是一种怠慢行为。 

马哈蒂尔毫不留情地指出：特朗普参不参加东盟峰会并不重要，

因为白宫总是在出尔反尔，并不能信任。特朗普的此次缺席，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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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盟领导人的意愿背道而驰，也侧面印证了马哈蒂尔的说法。在明

显缺位的情况下，东盟国家也在质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是否还能担

当“该地区可靠的战略伙伴”角色。作为对美国的这种“冷落”做法

的回应，只有 3 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东盟—美国领导人峰会，其

他 7 国只派了外长参会。一些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表示，美国 高层代

表的缺席让其地区盟友失望且失去信任度，也将进一步倒逼东盟减少

对美的依赖度，从而成为推动东盟一体化的契机。 

反观中国，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却日益扩大、投资数额逐

年增加。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十年保持东盟 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东盟在 2019 年则跃升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积极向东盟敞

开怀抱的同时，也促进东南亚地区加强自身的贸易规则建设。本届峰

会上，中方表示将努力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深化区域经

济融合，使东南亚成为世界上 具活力、 富潜力的地区之一。而马

哈蒂尔也表达出与中方合作的意愿，马来西亚反对域外国家对中马关

系的挑拨，将持续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友好关系。与美方对东盟的冷淡

处理相比，这或许才是世界乐于看到的经贸合作的双赢局面。 

同时，这也是马来西亚一直在坚持作为“东盟基石”的原则的体

现：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制定“东盟方式”与相关规范制度，并在东盟

发展及地区一体化中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实现国家利益与地区

利益的平衡、兼顾，及保持与提高东盟的活力及其国际地位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 

马哈蒂尔之所以如此强调东盟 10 国的通力合作，是因为他充分



政海浮沉                                                 马哈蒂尔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战 

 5 

认识到了中美贸易战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辐射影响。短期来看，中美

贸易战可能会使东南亚掀起贸易投资潮，贸易的转移会刺激东南亚经

济增长，给东盟的部分产业带来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一时之利

难以抵消长期的负面影响，从贸易战中得到的短期好处并不足以弥补

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全球经济放缓对东盟国家的冲击。实际

上，从部分东盟国家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

东盟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已经展露无遗。美国政府

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给外向型经济的东南亚国家带来重大冲

击，加强了地区经济体“抱团取暖”的需求。 

根据马哈蒂尔的设想，若东盟 10 个成员国能够利用其 6.5 亿人

口市场的影响力，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在世界舞台上就能获得更

大的发言权，从而确保东盟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得到公平对待。

这也是他做出表态的重要原因：东盟应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倘

若某国单独行动，它的力量定不会像 10 个东盟国家齐心协力那样强

大。 

加快推动 RCEP 顺利达成协议将是回应中美贸易战的重大突破。

世界上人口数量 多、成员结构 多元、发展潜力 大的东亚自贸区

将呼之欲出。届时将诞生包括东盟十国及澳大利亚、中国、韩国、日

本、新西兰在内的全球 大自贸区，稳定地区的安全和经济秩序，同

时能够保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通过此次东盟峰会之行，可以看出马哈蒂尔又一次展现了其强硬

作风，凭借其魄力影响东盟同伴，为东盟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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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东盟的改变也能为马来西亚提供更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区域环境。马

哈蒂尔关于东盟整体发展的主张，表现在其希望东盟作为一个整体，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尤其是在自由贸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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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马来西亚经济透析 

 
 

2019 年 9月马来西亚 CPI&PP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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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数据 

 
 

（图表数据收集 & 制作：闫羽、沈子楷） 



财经瞭望                                        马来西亚电竞产业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 

 9 

 

⻢来⻄亚电竞产业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 
沈⼦楷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四学⽣） 

 

电子竞技是电子游戏比赛达到竞技层面的体育赛事活动。作为一

个具有活力的新兴产业，电竞市场前景广阔，其经济潜力和商业模式

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2019 年，全球电子竞技收入预计将增长至

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7％。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电子竞技观众将增

加到 4.5 亿人次。 

马来西亚电竞市场概况 

纵观全球电竞市场，该产业在美国、韩国市场及受众数量较多的

中国市场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相对深厚的产业基础。近年来，迅猛

发展的东南亚的电竞市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根据电竞数据分析平台

Newzoo 在 2016 年发布的《全球电子竞技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16

年东南亚的电竞爱好者达到 950 万，并预计在 2019 年翻番。如果将

偶尔观看电竞的人也包含在内，2016 年东南亚的电竞观众总计 1990

万人，2019 年则会超过 4000 万人次。其中，98%的电竞爱好者来自

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六个地区。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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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电竞爱好者的人数更是占该地区网民比例的 7.9%，占比为

东南亚国家 高。 

图 1 2016 年东南亚市场电竞爱好者数量及分布（来源：Newzoo） 

 

目前马来西亚电竞行业中较受欢迎的游戏项目包括《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简称 LOL）、《 塔 2》（Dota 2）、《反恐精英：

全球攻势》（Counter-Strike: Global Offensive，简称 CSGO），以及《绝

地求生》（PlayerUnknown's Battlegrounds，简称 PUBG）和《无尽对决》

（Mobile Legends）等。 

马来西亚电竞产业发展模式：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电竞选手的培训及参赛多依靠个别

因兴趣成立的俱乐部，缺乏规模化的培训机制与社会的认可。在 2014

年举办的“《 塔 2》第十三届国际邀请赛”上，马来西亚的“橘子战

队”力压来自美国、欧洲及中国的电竞战队，一举闯进决赛并拿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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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这也使马来西亚政府正视电竞行业发展的潜力。2015 年 1 月，马

来西亚政府宣布成立 E-Sports Malaysia（eSM）电竞组织，并将电子

竞技纳入国家体育委员会管理。因此，马来西亚的电子竞技业已成为

政府认可的一类正式体育项目。 

在马来西亚电竞协会的推动下，马来西亚亚太科技大学于 2017

正式开设了电竞专业文凭课程（eSports Academy），除游戏技能培训

外，还提供电竞管理、教练、电竞活动管理、赛事策划、后勤、布局

设计、游戏主播、主持人等相关培训。这也是推动社会对电竞产业认

可度和选手培训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之后，2018 年在雅加达举行的亚

运会首次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国际版》等 6 款游戏纳入电子体

育表演项目，电竞之风在东南亚越刮越猛。2019 年，马来西亚电竞平

台 Genysis Cyber E-sport 与 8 所大学确定合作关系，推出 新电子竞

技挑战赛平台，即面向大学在校生的校际电竞比赛（Intercollege Cyber 

Challenge, ICC）。8 所大学也将联手合作，成立首个马来西亚电子竞

技总联盟（M.E.T.A）。 

除了社会力量参与外，马来西亚的电竞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2018 年赛沙迪当选青年部及体育部部长。据报道，这位 27 岁

的年轻部长自身即是电子游戏爱好者，上任后即开始积极推动政府部

门与国家体育委员会的合作，为马来西亚电竞产业发展设计了首份电

子经济蓝图，实现了对这一项目的结构化规划。2019 年马来西亚财政

预算案首次表示将通过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公司拨款 1000 万林吉特

（约 1665 万元人民币）用于促进电竞行业的发展，帮助本地游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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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及游戏开发商探索国际电竞市场，扶持国内电子竞技场地建设，

宣传健康的电竞活动，鼓励网吧企业将传统的商业模式转变为电竞培

训中心业务模式等。 

马来西亚电竞产业的发展方向 

马来西亚电竞产业的发展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仍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一方面，电竞学校及培训机构尚在发展中，真正能够提供成熟

系统的电竞培训机构较少，目前电竞培训和电竞赛事、转播结合的产

业模式尚在摸索中；而国内电竞承办场地也较不规范，多在商场等开

放场所举办，易对选手的发挥造成影响。另一方面，选手缺少参与国

际赛事的经验，难以积累大赛经验。从产业链来看，目前马来西亚电

竞产业主要赞助商多为电脑硬件制造厂商或电讯运营商，缺少更多民

间资本参与及传统企业的加入，体育企业等赞助商尚未发掘出电竞市

场的潜力。同时，从政府政策角度出发，完善电竞相关法律法规、保

障电竞选手及从业者利益、打造健康的竞争市场等事项也需提上日程。 

中马电竞产业合作的机遇：共同培育下游产业 

在马来西亚电竞产业初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电竞产业也在不断

寻找合适机会与之展开合作。一方面是面对马来西亚庞大的用户群，

中方正积极寻求电子游戏的出口渠道，并侧重游戏产品的本地化，适

配当地文化。如近些年中东大火的《苏丹的复仇》以及《绝地求生手

游版》（PUBG Mobile）等。手机游戏和电脑游戏的丰富化也能够进一

步扩大电子游戏在马来西亚的受众范围。另一方面是寻求在选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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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赛事方面的合作和支持。2017 年，马来西亚 大规模连锁网咖的

“橘子电竞”（Orang E-sports）与中国“极限之地”官方赛事机构合

作，成为极限之地大赛东南亚赛区预选赛的主办方，这种赛事联谊不

仅能够推动亚太国家电竞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够丰富马来西亚电

竞选手参与国际赛事的经验。 

此外，马来西亚电竞赛事下游相关产业尚不成熟，中国互联网公

司也正积极把游戏直播带入东南亚市场。2018 年 1 月，中国 YY 公

司旗下的海外直播产品BIGO TV上线了独立手游直播平台CUBE TV，

成为第一个在海外正式上线的游戏直播平台。此后猎豹旗下 LiveME

推出游戏直播平台 Fluxr，虎牙和触手也先后推出了 Nimo TV 和

Game.ly。Nimo TV 在东南亚和拉美市场实现了用户的快速增长，自

2018 年 5 月开始运营至年末，月活数已突破 1000 万。 

电竞产业合作不仅能够推动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对于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作用。中马两国在交流中基于对互

相文化和产业发展经验的了解，共同探索电竞东风下适合亚太地区政

治和文化背景的发展道路。 

总之，东南亚的电竞产业虽然起步慢，但有着鲜活和庞大的受众

群体和市场规模，正在逐渐加速进入快车道。相信随着政策的逐步完

善，各国各界对于电竞文化接受度的提高，马来西亚能够逐步培育电

竞产业“出版商、比赛、品牌、团队、玩家、粉丝和网络”这七大支

柱，形成完整电竞产业链，进一步带动国内经济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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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有关⻢来传统⽂学中“杭杜亚”形象

的争议 
粟  琳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学⽣） 

 

《杭杜亚传》（Hikayat Hang Tuah）是马来社会中广为流传的英

雄故事。主人公杭杜亚是 15 世纪时马六甲王朝的著名的海军统帅，

也是一位传说中的马来武士。他是海军统帅中 能干的一位，对国王

无比忠诚，也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历史上 伟大的席拉（Silat，一种马

来武术）大师之一。杭杜亚其人其事体现了当时上流社会马来文化的

价值观——对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忠诚，而他的故事也对马来社会产生

了深远影响。但是杭杜亚形象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仍有待考证与讨论，

马来历史界和文学界对此也仍存有争议。 

《马来纪年》和《杭杜亚传》中的记述差异 

《马来纪年》和《杭杜亚传》中都有关于杭杜亚故事的相关记载。

在马来社会中流传的众多杭杜亚的故事版本中，被普遍接受的版本如

下： 

相传杭杜亚小时候和朋友一起击败海盗，后来得到了当时马六甲

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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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慕扎法沙（Sultan Muzzafar Shah，马六甲王朝第五代苏丹）的赏

识，并任命他为海军统帅。据记载，他为人正义，在苏丹慕扎法沙在

位期间，他打击海盗，赢得了赫赫战功，备受好评。 

关于这位英雄人物，有两个故事 为著名。其一是杭杜亚与彭亨

州公主的故事。苏丹派杭杜亚到彭亨州说服已订婚的公主敦蒂惹（Tun 

Teja），请她更改婚约，嫁给苏丹。公主仰慕杭杜亚，而杭杜亚也倾

心于公主，但为了让苏丹如愿以偿，他欺骗敦蒂惹，让她误认为前来

表达爱慕的是杭杜亚而非苏丹。 后公主同意与他一起私奔到马六甲，

在途中杭杜亚才告知了公主真相。 

《杭杜亚传》和《马来纪年》对于此事有不同的记载。《杭杜亚

传》记载杭杜亚自己欺骗敦蒂惹。然而，在《马来纪年》中，欺骗敦

蒂惹的是另一个士兵杭纳丁（Hang Nadim）。而在电影《杭杜亚》中，

杭杜亚被塑造为一个愚忠的形象，因为对苏丹的忠诚将心爱的女子献

给了苏丹。 

其二是杭杜亚和他 亲密的童年伴侣杭惹拔（Hang Cepat）的斗

争。杭杜亚对苏丹至深的忠诚令苏丹对他大为赏识，但也让他备受非

议。一次，杭杜亚被诬陷与苏丹的宫女私会，苏丹听闻此事后直接判

了他死刑。但刽子手私自违抗指令没有杀他，而是将他隐藏于马六甲

的一处偏远森林，而彼时众人皆以为杭杜亚已被不公正杀害。 

苏丹任命杭惹拔代替杭杜亚之位，担任新一任海军统帅，并把代

表绝对权威的大明沙利短剑（Keris Taming Sari）授予杭惹拔。杭惹拔

是杭杜亚亲密的朋友，他以为杭杜亚已惨遭刑罚。为了给杭杜亚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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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惹拔发动叛乱，控制了王宫，想暗杀苏丹满速沙（Mansur Syah）。

已获得大明沙利短剑的杭惹拔无人能敌，势头正盛。苏丹十分恐慌，

在这紧迫情况之下，他刚好得知杭杜亚并没有死，便马上下令召回杭

杜亚，令他杀死杭惹拔。杭杜亚接下圣令，经过 7 天的艰苦战斗，他

成功夺回短剑，杀死了杭惹拔。但殊不知，他不问缘由而杀死的朋友，

其实是为了捍卫他的清白。 

对杭杜亚其人其事的争议 

1. 杭杜亚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是杜撰的文学形象 

就像英国的传奇人物亚瑟王及罗宾汉一般，在马来文学史上，杭

杜亚故事是否真实存在还有争议。由于杭杜亚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

已久，经过几代人的口口相传，他的故事前后跨度长达两百余年，按

此推算杭杜亚活了两百多岁。除此之外，关于杭杜亚的史诗般的故事，

不同史册的描述也各有不同。因此研究者曾怀疑杭杜亚是历史上捏造

的人物。 

但也有观点认为杭杜亚是真实存在的，有证据证明杭杜亚去世后,

就被葬于距离马六甲市区约 15 公里的丹绒吉宁墓地里。这个墓地至

今仍为马六甲旅游胜地之一。达图·穆罕默德·尤索夫·哈希姆（Datuk 

Muhamaad Yusof Hasim）教授在其著作中坚信杭杜亚其人真实存在。

他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史料，根据各种论据及相关分析而得出此结论。

他认为，之所以人们观念中认为杭杜亚是虚拟的人物，主要就是因为

具有小说性质和戏剧色彩的《杭杜亚传》美化了杭杜亚的形象，这些

天马行空的故事使其真实形象的可信度降低。此外，杭杜亚的故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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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相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易带有主观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杭杜亚原本故事的真实性。 

据考证，《马来纪年》成书时间为 1537 年，而《杭杜亚传》成

书于 1641 年到 1726 年期间。相较于《马来纪年》，《杭杜亚传》中

有大篇幅的删减与增添，若前者记载基本符合实情，那后者应被视作

为“有史实依据的史诗”。《杭杜亚传》也给杭杜亚赋予了更多神奇

化的特质与色彩，比如杭杜亚被先知赐予了神药，拥有了掌控多种语

言的能力。尤索夫教授对比两本文献，发现杭杜亚的部分经历是有史

实依据的，而部分经历则无从考证。 

在《杭杜亚传》中，作者将杭杜亚塑造成一位使者形象，出使印

度、中国以及土耳其等国，而在《马来纪年》中，除了在“敦普勒巴

迪布迪（Tun Perpatih Putih）带领的马六甲使团出使中国”的故事中

提及了杭杜亚出访中国外，并无其他访华记载。《杭杜亚传》中称杭

杜亚及他的随行人员曾出访过满者伯夷十次，而《马来纪年》中有记

载的仅存在一次。在《马来纪年》中同时也记载到，杭杜亚从未遇见

过乐浪山公主（Puteri Gunung Ledang），取而代之的是杭杜亚的随从

和公主有了爱情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除《马来纪年》外，并没有其他的史实能够有力

证明杭杜亚真实存在，就连在马六甲王朝覆灭仅两年后到访马六甲的

托米·佩雷斯（Tome Pires），在其作品《东方志》（The Suma Oriental）

中也没有关于杭杜亚其人其事的任何记载。所以仍然缺乏确凿证据证

明杭杜亚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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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杭杜亚是马来人还是华人 

据记载，杭杜亚在公元 1444 年左右出生于马六甲的双溪杜容村

（Kampung Sungai Duyong）。他的父亲名为杭马末（Hang Mahmud），

是一名军人。他的母亲是唐·莫尔度·瓦蒂（Dang Merdu Wati）。在

马来文化中，杭杜亚姓名中的“Hang”是苏丹赐予的封衔，而非其真

正的名字。比如同时期的汉丽宝公主（Hang Li Po）中的“Hang”也

是苏丹赐予的封衔。 

另有历史学者曾经提出疑惑，称杭杜亚及其友人杭惹拔、杭卡斯

都里和杭布德这些以“Hang”冠名的人物都极有可能是在明朝时期，

从福建闽南一带往南洋迁移的汉人，“Hang”是“洪”氏（闽南语发

音“Ang”）；“Tuah”是闽南语“大”的发音，“Hang（Ang）Tuah”

（洪大）是闽南人对洪姓首领（或者“老大”）的一种称呼，与“Hang

（Ang）Jebat”和其他名字带有“Hang（Ang）”的人物同为洪氏一

族。洪氏一族把五形拳传入南洋各地并演变而成后来的南洋武术席拉。  

除了文字考证外，政府雇佣的研究人员对杭杜亚及其友人墓地石

头的研究结果表明，墓地的石头至少有 900 年以上的年龄，比其墓碑

要更久远。并且更巧合的是，墓地的石头的来源地为中国。这也侧面

印证了杭杜亚来自中国。 

并且从地理位置来看， 早登上马六甲区域的人并不一定是马来

人。具体而言，15 世纪马来西亚的疆域范围集中在现今马来西亚半岛

东海岸地带。而马六甲位于西海岸，以中国明朝时期的航海实力，完

全有能力于更早的时间从海岸的另一端登陆马六甲。 



社情观瞻                                  浅析有关马来传统文学中“杭杜亚”形象的争议 

 20 

总之，关于杭杜亚的真实身份仍旧存疑，现在仍未有定论。 

杭杜亚形象中所体现的马来王权至上色彩 

抛开杭杜亚的身份谜团，其丰富的文学形象为读者展现了当时马

来社会的风貌。马来王权是传统马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君王的服从

和忠诚深深根植于马来社会。不论杭杜亚是否存在，也无论他属于哪

个民族，我们都能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马来王权

的崇拜。其中，尤其以对于马来王权象征符号的描述 为典型。以王

冠和马来短剑为例，在马来的传统文学作品中，王冠象征着马来王权，

而造型不一的马来短剑则是马来社会中的王权以及权力地位的象征。 

在《杭杜亚传》中，有许多对王冠的描写： 

Maka pada ketika yang baik, maka Sang Maniaka pun memakai pakaian 

kerajaan dan mahkota di Bukit Siguntang itu pun dipakai oleh baginda. 

 (Hikayat Hang Tuah, 1997:17) 

（译：在适当的时候，国王身穿华丽服装，头戴王冠。——《杭杜亚

传》） 

而当马六甲王朝倾塌之际，国王的王冠从头上掉进了水里，被一

头白色的鳄鱼吞了下去，象征着王权的倒台和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

《杭杜亚传》中也写到马六甲王朝 有名的马来短剑——大明沙利马

来短剑。马来短剑主要用于王室的某些重要仪式，而君王可把马来短

剑作为一种赏赐赐予有功德的臣子。 

马来短剑在当下已不再作为武器，但作为王权的象征，仍然是马

来西亚国徽的构成元素之一，马来西亚 高元首的礼服套装中也必不



社情观瞻                                  浅析有关马来传统文学中“杭杜亚”形象的争议 

 21 

可少的配带一柄马来短剑。在马来人的记忆里，一提起马来短剑，人

们仍旧能够想起杭杜亚在马来西亚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以

及马来短剑背后象征着的杭杜亚的英雄气概与精神。 

杭杜亚的名言“马来人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消失”一直流传至今，

不论杭杜亚其人其事真实与否，他所要传达的马来民族自强不息的民

族主义精神仍深深根植于马来社会，并将一直被后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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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18日至 11月 18日 
 

马哈蒂尔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 

1、马外长：马来西亚将回归不结盟政策 

（The Edge Markets 10 月 24 日报道）在为马哈蒂尔出席不结

盟运动领导人峰会举行吹风会时，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表示，马

来西亚认为不结盟运动在这个时代仍然很重要。 

2、马来西亚将设立大使馆以支援巴勒斯坦 

（新海峡时报 10 月 25 日报道）今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

巴库会议中心举行的第 18 届不结盟运动首脑峰会上宣布了这一举措：

马来西亚将设立大使馆以支援巴勒斯坦。 

针对以色列宣称耶路撒冷为其首都以及西方国家对此的支持，马

来西亚决定为巴勒斯坦开设大使馆，以此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

然而该使馆并不会设立在巴勒斯坦国土上。马哈蒂尔表示：以色列政

权正在非法侵占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马哈蒂尔在大会上说：“更

糟糕的是，以色列打算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这一举动显然违反

马来西亚⼤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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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法。而对于我们来说，马来西亚将为巴勒斯坦设立大使馆。我

们都知道以色列不会允许马来西亚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开设大使馆，因

此，这个大使馆将设在约旦。这个使馆可以使得马来西亚能够向巴勒

斯坦提供支持和援助。” 

马哈蒂尔还在大会上敦促那些已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或正计

划迁往耶路撒冷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决定。 

3、马哈蒂尔再谈中美贸易战 

（新海峡时报 10 月 25 报道）在今日的第 18 届不结盟运动首脑

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再次谈及中美贸易战问题。马哈蒂尔

认为，贸易战已经对马来西亚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马哈蒂尔在大会上表示：贸易战造成的（贸易）不确定性已经导

致各国无法规划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世界 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

贸易战注定会破坏世界贸易体系。关税、反关税和其他自由贸易壁垒

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马哈蒂尔如是说。他也提及到贸易战对于马来

西亚不利的消息：由于马来西亚在经济上与中美两大国家的市场都有

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加之以马来西亚独特的地理位置，马来西亚会

陷入困在中间的境地。 

马哈蒂尔还重申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战争不是解决争端

的办法。马哈蒂尔强调，争端应该通过谈判或交由第三方仲裁的方式

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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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接疑云 

4、国家诚信党回应关于总理交棒一事的争议 

（每日新闻 10 月 23 日报道）国家诚信党表示，将继续秉持希望

联盟内部在 14 届大选前达成的协议，即拿督斯里·安瓦尔·伊布拉

欣将接任马哈蒂尔，成为第 8 任马来西亚总理。 

诚信党署理主席沙拉胡丁·阿育说，直到今天，这一协定依然有

效力。但至于何时交棒，这要依据希望联盟理事会做出的决定。 

此前，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达图斯里穆罕默德·阿兹敏·阿里公开

表示，支持马哈蒂尔担任总理一职直至 5 年任期结束。 

5、林冠英强调支持总理交棒 

（当今大马 10 月 27 日报道）早前流传巫统领袖希山慕丁暗中操

盘，正在推动成立一个排除行动党与诚信党的政府。行动党秘书长林

冠英就表明，应该批评任何想要非法除掉任何一执政党的人。 

林冠英今日发表屠妖节献词，呼吁各党尊重希盟，他表示“行动

党呼吁各政党尊重希盟是以 5 个成员党，即团结党、行动党、公正党、

诚信党及沙巴民兴党组成的民选政府。任何人若企图处心积虑不择手

段，想要非法除掉执政联盟的任何一党，都应该受到批评，（因为）

他们不仅背叛了民主，更背叛了当初选民明确的委托。” 

6、马哈蒂尔：不反对希盟商讨权力交接 

（当今大马 10 月 27 日报道）马哈蒂尔表示，如果希盟主席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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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讨论总理权力交接事宜，他不会反对。 

“如果有需要讨论，那可以在希盟主席理事会议上讨论。”  

7、扎希德、哈迪否认密谋推翻政府：“我们不走后门” 

（当今大马 10 月 27 日报道）近日政坛传出“保马行动”，安瓦

尔暗指巫统领袖希山慕丁密谋筹组新政府。不过，巫统与伊党主席都

强调，无意通过“后门”组新政府。 

巫统主席扎希德强调，“后门政府”无助于巫统未来；而伊党主

席哈迪·阿旺声明，要堂堂正正“走大门”，通过选举入主布城。 

8、安瓦尔暗批阿兹敏及派系：权力为党所赐 

（光华网 11月 2日报道）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提醒该党领袖，

当初他们是在获得党的推荐下才得以出任候选人，之后获得权力也是

党所赐，因此要记得初衷。 

他指，即使是本身以自由人士参选，也未必能赢得选举，因此一

旦在掌权时，必须记得这是因为党所致，而不是自认为这是本身的权

力，本身喜欢就可赋予任何人。 

他在为该党联邦直辖区大会致辞时，花很大篇幅暗批该党署理主

席阿兹敏·阿里，以及后者派系所掌控的联邦政府部门。在谈到国家

贫穷率的问题时，他指我国如今仍使用 40 年前所规定的贫穷线，这

很糟糕。“照顾经济事务的人，应该要多专注于工作。” 

9、安瓦尔：希盟内部依旧稳定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8 日 

 26 

（马新社 11 月 9 日报道）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今日再次说，

希望联盟内部依旧稳定，并对一切的支持表示感谢。 

安瓦尔表示，希盟各党曾经是共同赢得 14 届大选的伙伴，如今

是共同建设国家的战友。他支持马哈蒂尔作为总理，带领国家完成平

稳过渡。但如果有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地方，他也一定会发声。 

安瓦尔同时劝告人民公正党的各位领袖，不要身居高位就忘记了

人民的重托。只要人民依然被贫困所羁绊，他们的斗争就没有完成。 

10、阿兹敏：幕后之手，欲封我口 

（新海峡时报 11 月 14 日报道）人民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向党内

的对手回击，声称有人以取消他参加公正党青年派全国大会的方式来

试图让他“沉默”。 

阿兹敏表示，在和包括公正党青年联盟主席阿克马尔·纳西尔在

内的几个反对者交锋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开幕大会的邀请函并确认出

席。 

阿克马尔在 11 月 13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在 10 月 20 日的

青年派理事会会议上已经决定让顾问委员会主席旺·阿兹莎主持大会。 

阿兹敏对此表示：“有人试图让我不要在大会期间向 高领导层

提出问题，以免被调查。”“如果背后没人干涉此事，阿克马尔没胆量

这么做。” 

他还指出，通常由党内副主席主持青年和妇女活动，这次人员变

动与传统有悖。有人认为公正党内部的分歧主要源于阿兹敏和安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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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问题上观点不同，包括下任国家总理的人选问题。阿兹敏强调，

这场争论将对公正党团结产生不利影响。“这不是加强党建的正确方

式，党内必须有明确的领导机制来使党强大，而不是分裂党。” 

11、安瓦尔：取消阿兹敏主持青年派全国大会 

（新海峡时报 11 月 15 日报道）安瓦尔宣布，人民公正党决定取

消邀请党副主席阿兹敏主持公正党青年派全国大会的安排，尽管有个

别来自沙捞越州的领导人对此持保留意见。 

“让党来澄清真相，我收到的消息是绝大多数的分部领导都不反

对党的这个决定。我们会遵守联合大会对这个事情的决定。”安瓦尔

在 11 月 14 日举办的登嘉楼州和吉兰丹州公正党大会上说。 

沙州公正党主席巴鲁·毕安为首的沙洲领导们表示，这个草率的

决定是对党内民主的扼杀。而安瓦尔认为沙捞越州领导站在了公正党

大会的对立面，无视阿兹敏显而易见的怠慢行为。 

阿兹敏对此解释道，取消他的参会资格是因为有人想要他闭嘴，

不让他批评公正党的高层领导。 

12、安瓦尔：我不会召集党内不同派别的会议 

（Malaysiakini 11 月 16 日报道）面对人民公正党内讧不断的

状况，党主席安瓦尔明确表示，他不会召集党内不同派别的会议。 

 “我不会与不同派别举行会议。我只开一个党会……如果你想

让我会见某些团体并使其合法化，那可不是党主席的工作。如果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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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量，你就得等着选一位新的党主席，”安瓦尔在今天下午举行的霹

雳州和吉打州分部联合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安瓦尔在会议上也使用

了“卡特尔”一词，与党主席站在同一战线的公正党成员使用这个术

语来指代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的派系，这也是安瓦尔第一次在公开场

合使用这一词语。 

人民公正党党内各派系之间长期不和，现在又由于阿兹敏取消了

下个月主持公正党青年派全国大会的安排而发生争执。阿兹敏声称取

消该安排是想让安瓦尔不再做出不必要的评论。 

13、阿兹敏夜会巫统议员，马哈蒂尔：他们要退出巫统 

（光华网 11 月 22 日报道）总理马哈蒂尔指出，早前夜会巫统议

员的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告诉他，出席的巫统议员宣称

已经失去方向，询问是否可以入党。 

“我问阿兹敏他们的会面谈了什么，他说，这些巫统议员说他们

已经失去了方向，不知可以做什么，他们询问是否可以加入其他政党，

有些则发表声明支持马哈蒂尔的领导。” 

询及他是否认同阿兹敏会见巫统议员的做法时，马哈蒂尔说：他

有权力会见任何人，若他的党（公正党）不赞成就会告诉他，他不是

我的党员。” 

马哈蒂尔今天（22 日）在国立大学举行的“学校未来领导人”活

动后，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14、巫统 7 议员否认退党 夜晤阿兹敏邀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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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网 11 月 23 日报道）周五，马哈蒂尔表示，周二晚（19 日）

巫统议员与阿兹敏的会面上巫统议员们表达了欲退出巫统的意愿。 

巫统 7 名国会议员发出联署声明反驳马哈蒂尔的言论，并强调他

们对巫统忠心耿耿。他们否认退党，并指夜晤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旨在邀对方加入巫统。 

他们说，当晚只是讨论选区拨款，以用作兴建一些基建工程，如

清真寺和民众会堂等。 

“此外，随着国阵在丹绒比艾补选大胜，我们也邀请阿兹敏加入

巫统，因为已有证明人民如今更相信巫统与国阵。” 

“诚如之前所说，我们绝对不会退出巫统，更别说是跳槽。” 

15、马哈蒂尔：希盟高层无人反对可能的内阁改组 

（新海峡时报 11 月 23 日报道）总理兼希盟主席马哈蒂尔指出，

昨日参加总统委员会的联合政府领导们已经在这场 3 小时的会议上

被告知了内阁改组的计划。 

“他们都不反对。他们没有人说‘请不要改变我的职位’。”他在

总理领导基金会上说。 

当被问及他是否会将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列入新的内阁名单

时，马哈蒂尔说：“我还没有决定。一切皆有可能。” 

马哈蒂尔补充，政府会在宣布内阁改组结果前考虑人民的抱怨。

他说，一些人支持目前的内阁人员组成，但是他们不想那些对此不满

的人一样有话语权。他说：“我们必须评估我们应该听从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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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 

据报道，马哈蒂尔宣布可能在明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前

对内阁进行改组。 

16、安瓦尔：我不想要内阁职位 

（新海峡时报 11 月 24 日报道）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在 11 月

24 日重申，即使内阁改组，他目前对担任内阁职位也没有兴趣。 

安瓦尔说：“我之前说过，我没有申请（加入内阁）。对我而言，

意见很明确（是担任第八任总理），我也会等。” 

在去年 5 月 9 日举行的第 14 届大选之前，希望联盟同意在一段

不确定的时间后，安瓦尔将接任马哈蒂尔的总理职务。 

马哈蒂尔此前曾经表示，权力移交将在大约一两年内发生， 但

是后来他又改口称可能要等三年。 

然而，安瓦尔在上个月明确告诉下议院，接任的过渡期为两年（从

马哈蒂尔被任命为第七任总理之日起），即 2020 年 5 月。 

17、土团党副主席慕克力对该党出身的部长、副部长执政表现表示满

意 

（11 月 23 日马新社报道）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副主席，拿督斯

里慕克力对该党出身的部长、副部长执政表现表示满意。 

慕克力说：“一个人领导一个政府部门并不容易，因为他们要先

了解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一年零八个月（顺利完成从反对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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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身份转变）实属不易，我很理解他们。” 

日前，几名政治分析员说，总理马哈蒂尔应立刻改组内阁，以使

人民对希望联盟重拾信心。慕克力的表态系对此事的回应。 

18、凯里·嘉马鲁丁否认就总理职位交棒一事致信下议院议长 

（11 月 22 日马新社报道）林茂国会议员、前青体部部长凯里·嘉

马鲁丁否认 20 日他就总理职位交棒一事致信下议院议长，丹·斯

里·穆罕默德·阿里夫·穆罕默德·尤索夫。 

凯里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说：“冒充我给下议院写信是很不负

责任的行为，损害了我作为林茂国会议会和国民阵线成员的个人名

誉。” 

一家英文媒体报道，当被问及此事，下议院议长尤索夫没有给出

明确回应。 

19、安瓦尔回击阿兹敏，公正党内火药味十足 

（新海峡时报 11 月 24 日报道）随着二人的口水战升级，人民

公正党两位 高领导人安瓦尔和阿兹敏已经开始“动真格的”了。 

在此之前，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 11 月 24 日上午在 2019 年的

改革人士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他的副手阿兹敏。尽管他在讲话中没有提

及阿兹敏的名字，但对于理想会议中心的部分人来说，这显然是针对

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的攻击。尽管此前安瓦尔在两位领导人发生冲突

后，一直否认有关希盟反对党内讧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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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说，领导人在抨击反对党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根基，说他

们已经忘记了对人民的职责。因此才在去年的大选中被击败。 

 

丹绒比艾补选 

20、四党二独立人士角逐，比艾补选上演六角战 

（当今大马 11 月 2 日报道）柔州丹绒比艾联邦议会席位补选正

式拉开帷幕，各党候选人今日提名。这场补选上演六角战，除希盟、

国阵、民政党及伊斯兰阵线候选人外，还有两名独立人士参战。 

早上 10 点提名截止时，希盟、国阵、民政党、伊斯兰阵线以及

两名独立人士完成提名程序。希盟由团结党丹绒比艾区部主席卡敏

（Karmaine Sardini，66 岁）出战，国阵则由马华派出丹绒比艾区会主

席黄日升（55 岁）上阵。民政党则选派出全国副总秘书温蒂（Wendy 

Subramaniam，38 岁）。与此同时，伊斯兰阵线（Berjasa）则是党主席

巴鲁希山（Badhrulhisham Abdul Aziz）亲自上阵。 

21、柔大臣宣布向渔民发援金，净选盟 2.0：捞选票不道德 

（光华网 11 月 2 日报道）针对柔佛州务大臣达图沙鲁丁在丹绒

比艾国席补选期间，宣布发放特别援助金予柔南 1513 位渔民，包括

544 名丹绒比艾选区渔民事件，净选盟 2.0 周四发表文告表示，对于

希望联盟政府滥用国家资源的行为感到极度失望。 

文告表示，根据法律，这种试图从渔民手中捞取选票的方法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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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然而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动用人民的纳税钱来赢取选举，显然

非常不道德。 

“动用国家资源捞取选票不违法，但非常不道德。” 

22、哈迪站台助选吁选民支持：黄日昇代表各民族 

（光华网 11 月 7 日报道）巫统和伊斯兰党宣布合作后，在丹绒

比艾国会议席补选上，首度联手支持国阵候选人对抗希望联盟，伊党

主席达图斯里哈迪阿旺为黄日昇站台时呼吁选民支持黄日昇，因黄氏

不代表单一民族，而是代表各民族。 

他说，尽管黄日昇非穆斯林，但伊党同样会给予支持，以免让国

人以为国阵都是马来人和穆斯林，同时也杜绝极端主义。 

他指出，行动党一再指责伊党宗教主义，更指巫伊结盟，加上与

国阵合作后，来届大选赢得政权，国家将陷入动乱，“但大家是否有

看到登嘉楼和吉兰丹出现动乱？” 

23、霹州大臣视频网上传开，称自己孤军对抗行动党 

（当今大马 11 月 8 日报道）希盟各党致力在丹绒比艾补选争取

胜选之际，网上却爆出足以引发内部争议的视频，其中霹州大臣阿末

费沙声称，自己在霹州孤军作战，对抗行动党。 

“在霹雳州，我穷于孤军对抗行动党。我要保护马来人土地，同

时捍卫我们的宗教。” 

24、林吉祥：眼前首重赢比艾补选，霹州大臣言论可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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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11 月 8 日报道）虽然霹雳州行动党和公正党接踵批

评大臣阿末费沙的“对抗行动党论”，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表示，

希盟眼前的首务是赢得丹绒比艾补选，其他一切应选后再谈。 

他今日傍晚在龟咯高尔夫球俱乐部出席希盟 2020 年预算案座谈

会后，接受媒体围访时表示，他并不清楚阿末费沙说了什么。 

他说，既然对方已澄清其言论遭断章取义，希盟将在选后才讨论

此课题。 

25、教育部长马智礼：不要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而投票给“邪恶的

人” 

（当今大马 11 月 9 日报道）教育部长马智礼指出：尽管民众对

现任政府不满，但是如果选民在丹戎比艾补选中故意不去选择投票给

希望联盟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况且是选择他们所认为的“实行邪恶和

强权统治”的人。 

“难道我们要惩罚那些把国家带入一个政治清明，一个不实行盗

贼统治的状态的人吗？那些想让这个国家重新成为亚洲之虎的人

吗？”马智礼如是说：“我们要惩罚好人，让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坏人

的人，那些已经被证明是腐败的人上台吗？”但是马智礼也表示说，

他相信选民们已经足够成熟，不会选择他所说的“坏人”。 

马智礼解释说：“我们希盟政府执政不到两年。在这两年里，我

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举措，我们政府尽了我们 大的努力。” 

26、马哈蒂尔劝告丹绒比艾选民：投票切勿意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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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社 11 月 14 日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兼希望联盟主席马哈蒂

尔 13 日晚 8 点在丹绒比艾进行公开演讲，为希盟候选人卡敏争取选

票。 

在演讲中，马哈蒂尔告诫丹绒比艾选民，投票切勿意气用事，而

应认真思考哪位候选人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带来切实利益。马哈蒂尔

说，目前希望联盟是执政党，因此选择希盟候选人为丹绒比艾国会议

员能加强该地区同中央政府以及州政府的交流。 

“有人说我们不会执政太久，但事实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未

来至少一年半也是执政党。卡敏如当选，就能作为他们和政府建立联

系的途径。”马哈蒂尔如是说。 

27、丹戎比艾补选投票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The Edge Market 11 月 16 日报道）自投票中心今天上午 8 时开

放以来，丹戎比艾地区议会补选的投票工作一直进展顺利。 

选举委员会主席拿督·阿兹哈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严重事件的报

道，投票过程正在平稳地进行。截至上午 9 点，投票率为 13%。阿兹

哈还表示：选举委员会预计，该选区 70％的选民中将在投票站关闭前

即下午 5 点 30 分前投票。有分析人士认为，投票率将在 65%至 70%之

间 

阿兹哈还提醒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今天应当停止任何在投票

中心附近拉票的活动。他说:“我们将继续监控局势，并将对任何拉

票的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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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国阵候选人黄日升在丹绒比艾补选中胜出 

（马新社 11 月 16 日报道）代表国民阵线竞选的马华丹绒比艾区

会主席黄日升今晚以 15086 张多数票，在柔佛丹绒比艾区国会议席补

选中胜出。 

黄日升在 6 角战中获得 25466 张票，而希盟土著团结党候选人卡

敏得票 10380 张。其他 4 位候选人，分别是民政党候选人温蒂 1707

票、伊斯兰阵线候选人巴鲁希山 850 票、独立人士洪俊禄 380 票和法

丽达 32 票。 

这是第 14 届全国大选后迎来的第 9 场补选，也是继金马仑区国

会议席、士毛月州议席及晏斗区州议席补选后，国阵第 4 度在补选中

获胜。 

 

泰米尔之虎”与“漫画”事件 

29、“在野党都没如此恶待”，行动党对“泰米尔之虎”、“漫画”事件

表达不满 

（当今大马 11月 2日报道）行动党昨天召开高层领袖汇报会后，

党秘书长林冠英透露，会议上该党民选议员强烈抗议 近的“泰米尔

之虎”和“漫画”事件，认为身为执政一员，却遭受比在野党还不如

的待遇。 

林冠英在透露，会议上，行动党领导层主要讨论两件事，其一是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8 日 

 37 

行动党的民意代表遭警方扣留的事件，其二则是漫画《互利共赢的一

带一路》被查禁的风波。 

“前者被指与泰米尔之虎有关系，后者则遭指控宣传共产主义。” 

林冠英也说明，他们也在内阁会议上表达了上述的观点。 

30、内政部：“泰米尔之虎”扣留者被虐指控不实 

（光华网 11 月 2 日报道）内政部周六严正否认《2012 年国家安

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下的扣留者，在扣留期间被虐待

的指控。 

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说，他已向全国总警长丹斯里阿都哈密和

涉及官员查询此事，并发现这项指控不属实。 

据报道，在 12 名被指与“泰米尔之虎”恐怖组织有关的国安法

扣留者中，有 5 名声称被虐待。慕尤丁指出，他完全无法接受这项指

控。他说，如果真的发生 5 名扣留者被虐待一事，他们有权报警。“但

截至昨天，我接获报告显示他们并未受到虐待。” 

31、听学者意见后再决定，警方或传召“漫画”作序者 

（当今大马 10 月 30 日报道）政府查禁漫画《互利共赢的一带

一路》后，其中的写序人会否受牵连，成为众人关注的议题。警方表

明，他们会先聆听学者意见后，再决定是否传召写序人给口供。 

根据漫画，除了林冠英，其余写序人还有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

中国驻马大使白天、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创会会长胡瑞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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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歌手关德辉。 

针对“漫画”引发的争议，马哈蒂尔曾表示：“中国是我们的朋

友，但我们拒绝意识形态输出。” 

 

东盟峰会开幕 

32、第 35 届东盟峰会正式在曼谷开幕 

（马新社 11 月 3 日报道）第 35 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于今早

在曼谷正式开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峰

会。马哈蒂尔将在开幕仪式结束后，与东盟成员国及非成员国的首脑

召开系列会议，参与会议的非成员国包括中国、印度、美国及日本。 

东盟成员国按照国名字母顺序排列，每年轮流担任主席国，越南

是明年东盟峰会的东道国。 

33、马哈蒂尔：东盟各国团结起来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马新社 11 月 2 日报道）马哈蒂尔在第 35 届东盟峰会暨东盟

商业与投资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为了使东盟成为一个在世界上

更为重要的组织，并维护其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地位，它的内部必

须团结一致，应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马哈蒂尔特别强调：在全球舞台上和其他大型经济体打交道时，

东盟各国应该团结在一起。他说，东盟十个成员国在参加国际谈判时

保持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将使这个地区组织比作为单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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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加谈判的成员国更具优势。 

“如果你想要别人听你说话，你必须非常强大或者非常富有，否

则没有人会听你的话。如果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区域组织，比如东盟，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当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

就可以参加所有的重要会议并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马哈蒂尔如是

说，“但如果你单独行动，比如泰国单独采取行动，它的影响力将比

十个东盟国家联合起来产生的影响力小得多。” 

 

新闻来源： 

[1]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malaysias-foreign-policy-back-nams-

founding-principles-%E2%80%94-saifuddin 

[2] https://www.nst.com.my/news/government-public-policy/2019/10/533319/dr-m-

malaysia-open-embassy-aid-palestine 

[3] http://www.astroawani.com/berita-malaysia/agong-permaisuri-berangkat-tiba-di-

tokyo-220654 

[4]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politik/2019/10/620726/amanah-pegang-

konsensus-salahuddin 

[5]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025/ 

[6]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7505 

[7]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7550 

[8]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02/ 

[9] http://www.bernama.com/bm/politik/news.php?id=1787842 

[10] https://www.nst.com.my/news/nation/2019/11/538538/azmin-hidden-hands-

behind-attempt-silence-me-nsttv 

[11]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19/11/539097/anwar-decision-cancel-

invitation-azmin-stays 

[12]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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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22/ 

[14]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23/ 

[15]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19/11/541461/dr-m-ph-top-leaders-do-

not-disagree-cabinet-reshuffle 

[16]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19/11/541711/anwar-insists-he-doesnt-

want-cabinet-position 

[17] http://www.bernama.com/bm/politik/news.php?id=1792675 

[18] http://www.bernama.com/bm/politik/news.php?id=1792395 

[19]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19/11/541703/pkr-feud-intensifies-

anwar-fires-salvo-back-azmin 

[20]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8264 

[21]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07/  

[22]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07/ 

[23]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9105 

[24]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9151 

[25]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9239 

[26] http://www.bernama.com/bm/news.php?id=1789467 

[27]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smooth-polling-tg-piai-ec 

[28] http://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790439 

[29]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8230 

[30]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02/ 

[3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97953 

[32] http://www.bernama.com/en/news.php?id=1785712 

[33] http://www.bernama.com/en/news.php?id=178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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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穆斯林脱教的法律问题及其影响》 

作者：陈中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刊载刊物：《南洋问题研究》，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19 年

03 期 

摘要：穆斯林脱离伊斯兰教一般被称作“叛教”(Murtad)。穆斯

林学者对叛教的法律处分方式有不同的主张:一些学者主张穆斯林一

旦脱教或叛教就应被处以死刑；少数学者主张应将叛教纳入“酌定刑

法”(Ta’zir)的范围，视情节的轻重加以处罚；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

穆斯林叛教者不应被处分。本论文针对马来西亚处理叛教规范的演变

过程及其影响作一些文献梳理，藉此来检验马来西亚对穆斯林脱离伊

斯兰教的处理情况。 

 

2. 《东盟跨境烟霾问题及其治理合作》 

作者：毕世鸿，张程岑；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

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刊载刊物：《南洋问题研究》，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19 年

03 期 

摘要：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东盟国家大规模毁林开荒引发

火灾，加之泥炭地干旱自燃,致使跨境烟霾逐渐成为区域内主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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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影响到东盟国家间关系和东盟的公信力。对此，东盟建立健

全治理合作机制，敦促东盟国家在行政改革、财政支持、教育培训、

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使跨境烟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

促进了东盟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但受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及“东盟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其治理合作机制依旧不

健全，存在缺乏改革动力、执行进程缓慢、合作效率低下和治理效果

不明显等问题，彻底解决该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 

 

3.  The Islamist Factor in Malaysia’s Fourteenth General Election 

作者：Ahmad Fauzi Abdul Hamid;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刊载刊物：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107, 2018, Issue 6 

摘要：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witnessed three different yet 

related Islamist models offered by three competing coalitions, namely the 

Barisan Nasional (BN) headed by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the Pakatan 

Harapan (PH) led by former Premier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the 

Gagasan Sejahtera led by Haji Abdul Hadi Awang of the 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All three offered their own visions of Islamism with 

varying levels and types of inclusivity of non-Muslims as part of a Muslim-

led body politic. As it turned out, no choice was totally rejected. Although 

nationally Malaysians voted to end BN’s 61-year rule in favour of the more 

ethnically diverse PH, the states of Pahang and Perlis retained loyal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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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 while Kelantan and Terengganu chose a PAS-governed administration. 

Amidst national debates concerning corruption and abuse of power,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Islamist statecraft retained significance as the 

electorate went to the polls on 9 May 2018, and this is analys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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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推介 
 

1. 《2019 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 

主编：廖文辉 

出版时间：2019 年 

出版社：新纪元大学学院 

 

内容摘要：内容介绍在马来西亚华社，民俗无可置疑是影响我们

深远，同时也是我们 为深刻 的文化表现。故此，本论文集汇集

了马来西亚相关的学人，就民俗学的各个领域撰写论文，涉及的计有

生产民俗、生活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曲艺娱乐、语文民俗、 

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等八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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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llusions of Democracy: Malaysian Politics and People 

作者: Sophie LemiÃ¨re,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时间：2019 年 

出版社：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摘要：Illusions of Democracy: Malaysian Politics and People 

offers an up-to-date and broad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state of 

Malay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ranscend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t 

offers a look at Malaysian politics not only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tical 

science but also anthropology,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economy and legal studies touching on both overlooked topics in 

Malaysian political life as well as the emerging trends which will shape 

Malaysia’s future. Covering silat martial arts, Malaysia’s constitutional 

identity, emergency legisl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lemma, ISIS 

discourse, zakat payment, the fallout from the 1MDB scandal and 

Malaysia’s green movement, Illusions of Democracy charts the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nature of political life in a semi-authoritarian state, 

breaking down the illusions which keep it functioning, to uncover the 

mechanisms which really underlie the paradoxical longevity of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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