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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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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繁荣的 2030愿景：转变思路、迈向未来 
陈戎轩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四学⽣） 

 

2019 年 10 月 5日，希望联盟政府召开 “共享繁荣的 2030 愿景”

（Wawasan Kemakmuran Bersama 2030）推介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

蒂尔表示希望借助这一规划，帮助马来西亚重新成为“亚洲之虎”。早

在今年 5 月 9 日，，马哈蒂尔就曾在希望联盟政府成立一周年大会上

提出过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 2030 愿景与马哈蒂尔在其首次出任总理期间提出的“2020

宏愿”（Wawasan 2020）似有异曲同工之处。为何在 2020 年即将到来

之际，马哈蒂尔要重新推介这样一项新的发展规划？“2030 愿景”与

“2020 宏愿”有何不同？马哈蒂尔和希盟政府希望借此规划，实现怎样

的目标？ 

填补空白：全新的中长期规划 

“2030 愿景”的提出，填补了马来西亚中长期规划上的空白。在

执政的第一年里，希盟一直忙于兑现在大选中提出的竞选宣言，或是

疲于应对在野党在补选中的攻势，而缺乏一套自身的执政话语体系。

但是，希盟至今已执政一年有余，基本掌握了主动权，开始为长期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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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做准备。 

实际上，在第十四届大选前，前总理纳吉布提出过一项长期发展

计划——“2050 国家转型计划”（Transformasi Nasional 2050）。纳吉

布和国阵政府曾希望，通过贯彻这一计划，帮助马来西亚跻身发达国

家行列、并在 2050 年前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然而，当时刚刚脱离巫

统的马哈蒂尔多次对该计划公开表达不满。在马哈蒂尔看来，所谓的

“2050 国家转型计划”，只不过是“2020 宏愿”的翻版，“纳吉布政

府居然要用 32 年来完成这些本该在 2020 年就应该完成的目标”。因

此，在希盟执政以后，“2050 国家转型计划”很快就被搁置了。 

诚然，马哈蒂尔在重新执政后有理由重启“2020 宏愿”；但是，

正如马哈蒂尔所说，“2020 宏愿”已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按照

“2020 宏愿”的原定规划，马来西亚应该在 2020 年成为先进的工业

化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 1.5 万美元。现实情况是，2018 年度马来西

亚名义人均 GDP 仅为全球第 63 名，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

既有的两大国家发展计划破产之际，新的“2030 愿景”就显得尤为必

要。 

转变思路：从追求速度转向实现公平 

作为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人们很容易将“2020 宏愿”与“2030

愿景”进行比较。那么，上述两大规划有何不同呢？可以说，马哈蒂

尔此次重新上台，不仅带领全新的政党联盟推翻了自己一手培植起的

国阵政府，也推翻了自己在首次出任总理期间的发展理念。如果说，

“2020 宏愿”注重发展速度和效率，那么“2030 愿景”则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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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2030 年愿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马

来西亚贫富差距的扩大，要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巫统在经济上

推行私有化改革。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全

面经济衰退，马来西亚也受到沉重打击。马来西亚为摆脱经济危机的

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行私有化政策，以减轻国家负担。当时的马来

西亚政府还认为，通过新经济政策，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已经有所提高。

而要造就新一代马来人投资精英，必须通过私有化使他们得到锻炼和

发展的机会。不过，马来西亚的私有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把公

共垄断权转移到了少数有密切政治联系的私人手中。私有化改革之后，

马来人内部分化出的精英阶层聚拢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马哈蒂尔于 1991 年正式提出了“2020

宏愿”。政府通过私人化国有资产和推行自由的财政政策，同时大量

吸引外国资本，力图创造出一代“新马来人”。这些新兴的城市马来

人中产阶级，是两极分化之间产生的“消费阶层”。在这一时期，马

来人内部收入差距继续呈现出扩大之势。据统计，从 1990到 1997年，

马来人的基尼系数由 0.428 上升到 0.4495。即使近 20 年来马来西亚

的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也仍然在东盟国家中居于第三，仅次于新加

坡和菲律宾。马来人内部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始终是马来西亚整体

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主要表现。 

“2030 愿景”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尽管

繁荣的经济孕育着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但实际上，繁荣的背后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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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城市化”和“过度的城市化”。一方面，大量从乡村来到城

市的马来人难以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马来人从事的仍然

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也正因此，“2030 愿景”格外重视高素质人

才培养。 

“2030 愿景”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地域间发展不平衡。具

体来看，以 2015 年的数据为例，在雪兰莪州，马华印三大族群的占

比分别为 52.65%、24.97%与 11.58%，男女比为 1.08 比 1，均与全国

平均水平相近；人均 GDP 为 44616 马币，人均识字率 98.7% ，可以

被视作马来西亚现代化成就的典范。相比之下，经济 为落后的吉兰

丹州，马来人占到了总人口的 93%；农业仍然是吉兰丹 主要的产业，

占到其 GDP 总量的 24.6%，该比例为全国 高。因此，东海岸各州

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传统马来农村的风貌，城市化率较低，和西海岸

各州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图 1 2015 年西马各州城市化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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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度挂帅的马哈蒂尔提出“公平优先”的口号，一部分原

因也是希望弥补自己在推广新经济政策中曾经犯下的错误。根据马来

西亚政府发布的《共享繁荣的 2030 愿景（摘要版）》，“2030 愿景”的

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愿景”提出了七大方针：以科技为核心、

注重经济发展、培养高水平人才、改革人才市场、推进社会和谐、推

动地区平衡以及构建人才网络。由此可见，人才是“2030 愿景”的核

心。在推介“愿景”时，马哈蒂尔强调，希盟新政府盼秉持“共享繁

荣”的理念，意思是让马来西亚的经济能够永续发展，同时能以公平

及包容的精神分配财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马哈蒂尔也说，这

项新政策将是以需求为本，而“国家有责任照顾能力不足、受边缘化

以及低收入的群体。这项政策和计划必须以需求为出发点，建设一个

和谐的社会”。 

面向未来：构建合法性、稳固选民基础 

表面上看，“2030 愿景”是希望打破既有的“政治分肥体系”；实

际上，希望联盟出台这一政策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考量。“2030 愿景”

关乎希望联盟的合法性构建——希盟不再依赖于批判国民阵线来为

自己的政策背书，而是清晰地认识到，要制定具体的政策；同时，希

盟也意识到，必须把资源投入到稳固自身的选民基础，也就是“青年

马来人”身上，才能为长期执政打下牢固基础。 

一方面，“2030 愿景”有利于希盟构建自身合法性。不难发现，

此前希盟的合法性主要通过批评国阵政府实现。“百日新政”无法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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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财政预算案过度紧缩、人民负债率不断提高、统考问题久久无法

落实……面对这些质疑，希盟领导人的回应一直都是，“国阵政府给

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希盟难以在短期内修复”。但是，推卸责任

并不能换取选民的谅解。今年 8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希盟支持率已经

跌至 35%。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份切实可行、专注于解决问题的行动

细则显得格外重要。“2030 愿景”显然符合这样的要求：这份规划不

仅着眼于未来，而且点明政府未来的施政方向。 

另一方面，希盟希望通过“2030 愿景”来吸引年轻选民。一般认

为，马来西亚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种族和经济上。建国时期马来人、

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并立的格局塑造了马来西亚长期以来的政党

政治格局。1969 年之前，巫统、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组

成的“联盟党”执掌着一个相对温和的政府。部分马来人精英阶层把

控政治力量，但绝大多数马来人的生活困苦，经济地位上低于华人。

1969 年“5·13 事件”之后，国民阵线政府开始以保障马来人及其他

土著（Bumiputera）经济利益的名义推行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将种族

和经济上的分裂具象化了：经济政策成为维持政权的有效工具，而族

裔是经济政策的主要驱动力，族裔政治和特权经济发展模式构成了国

阵政权领导下的马来西亚政治生态。 

族群矛盾在第十四届大选中进一步体现出来：有 95%的华人选民

将选票投给了希望联盟。然而，族群政治已经不足以解释马来西亚的

政治现实。仅从简单的族群视角出发，已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 30%

的马来人选择支持希盟。支持希盟的马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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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青年马来人是希盟、特别是马哈蒂尔领导的团结党的主

要支持者。这一部分马来人，普遍是“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垦

殖民”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受惠于国民阵线的新经济政策，获得了

大量的补贴和土地，对国民阵线政府有着天然的忠诚。而这些年轻的

马来人则不同：他们面对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却不再像父辈一样享受

政府的经济补贴，因此生活在困苦之中。正因此，马哈蒂尔提出“培

养人才”、“帮助年轻人获得高质量的工作”以及“缩小贫富差距”，

戳中了这一部分选民的痛点。联邦土地发展局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

一部分年轻选民的数量势必将不断扩大。马哈蒂尔提出“2030愿景”，

实际上是切断了旧有国民阵线的选民基础，为希盟长期执政培养一批

新的稳固的支持者。 

 
图 2 马来西亚人口比例数据统计图 

 

从 2019 年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中青年人占马来西亚

人口的绝大多数：15 至 70 岁人口占公民总数的 70%。从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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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18 至 35 岁的青壮年数量 为庞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穆斯

林的高生育率，“马来人-穆斯林”群体的数量将进一步扩大。巩固经

济发展、为年轻人打造专属于他们的“蓝图”，希盟的“2030 愿景”

是一项真正面向未来、稳固自身的长期发展规划。面对“巫伊联盟”

的巨大攻势，希望联盟放弃了既有的族群政治思维，选择投资年轻群

体，选择了“投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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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马来西亚经济透析 

 
 

2019 年 8月马来西亚 CPI&PP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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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数据 
 

 
 

（图表数据收集 & 制作：闫羽、沈子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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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洋垃圾问题：⽣态发展前路何在 
范诗⾬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学⽣） 

 

近几年，马来西亚洋垃圾问题日益严重。马来西亚国家固体废料

管理局数据显示，马来西亚从 2015 年至 2018 年，总共批准进口

265.4359 万吨废弃塑料，其中 2015 年 39.5336 万吨，2016 年 48.5087

万吨和 2017 年的 87.2389 万吨。进口洋垃圾数量的逐年增加，使得 

2019 年 5 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日本，出席记者发布会时

明确表示：马来西亚不需要各发达国家的垃圾，这些洋垃圾已经给马

来西亚带来了环境问题。 

马来西亚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 大的废弃塑料进口国之一。那么

马来西亚将如何妥善处理洋垃圾问题？马来西亚生态发展前路又何

在呢？ 

民意：洋垃圾问题何时了？ 

于马来西亚民众而言，洋垃圾进口贸易链带来的弊远大于利。微

乎其微的经济效益背后是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大型港口，雪兰莪州瓜冷县仁嘉隆及万津一带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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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洋垃圾的“重灾区”。2018 年 1 月至 7 月间，大约有 75.4 万吨

废弃塑料经巴生港流入马来西亚，因此巴生港附近的村庄成为了洋垃

圾 理想的废品处理点。在瓜拉冷岳地区，非法回收工厂层出不穷，

官方数据显示，这片地区有近 33 家非法工厂，回收废弃塑料价值超

过 30 亿林吉特（约 49.5 亿人民币）。 

与此同时，该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深受其害。工厂对废弃塑料进

行的不完全燃烧而排放的废气正在毒害当地居民，甚至有居民已经出

现了严重的皮疹。而这些塑料烟雾的主要污染是它们具有致癌性，致

癌物质导致癌症的发生。如果高水平的短期暴露接触也可能会呼吸困

难。 

同时在分拣过程中，分拣失败的洋垃圾可能会出现在自然环境或

者城市中。这些垃圾携带的污染元素会进入土壤改变土质，或进入水

域中影响水健康从而滋生细菌，影响人们的饮水健康并对动物或植物

造成威胁。 
 
表 1 马来西亚生态环境致病率统计表,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数据报

表 



财经瞭望                                       马来西亚洋垃圾问题：生态发展前路何在 

 14 

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地区居民多次向当地政府举报此类问题，希

望政府能够及时取缔当地的非法洋垃圾工厂。洋垃圾问题何时了成为

了当地居民的共同心声。 

企业：经济利益还是环境效益？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固体废料管理局数据，全球共有 33 个国家和

地区将垃圾运往马来西亚，这背后有大量马来西亚企业和相关利益机

构牵扯其中。是应该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是

遵循保护环境政策放弃这一贸易链条，成为了这些企业经营者必须考

量的问题。 

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中有 95%产生于工业发达国家。发

达国家处置方式非常复杂，且费用不菲。相比之下，在一些发展中国

家，固体废弃物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处置费用相对低廉。

因此，众多企业将自产垃圾转售给本国的垃圾处理商，垃圾处理商由

于本国高昂的垃圾处理成本将垃圾转售出国，并收取政府的垃圾处理

补贴以赚取巨大利润。 

以马来西亚为例，根据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的统计，马来西亚

每月废塑料进口量由 2016 年的 2 万吨飙升至 2018 年初的 11 万吨

（2018 年 4 月）。这些废塑料除了少数通过非法走私途径进入马来西

亚以外，大部分都是由国内相关再生塑料制品企业收购。由于马来西

亚国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相对薄弱，国内再生塑料加工厂原材料来源不

足，只能转向国外，向各发达国家购废塑料作为生产原料。 

诚然，企业经营者也十分了解洋垃圾的危害。其中对于垃圾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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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影响尤为显著，垃圾分拣员由于长时间接触未分拣的带有有害物

质的洋垃圾，甚至有时可能暴露于放射性物质下，这些伤害都是经济

效益无法弥补的。其次，由于废气、废水的排放和废料的堆积，这些

企业也时常面临被政府相关部门勒令叫停的风险。 

以雪兰莪州为例，雪兰莪州政府在接获 55 间非法工厂举报后展

开调查，各个单位一同执法，打击该地区的洋垃圾非法工厂。经过 4

次的联合取缔行动后，查明其中 15 间为合法工厂，33 间为非法工厂，

另外 7 间为其他行业工厂。其中 33 间非法工厂已查封，并采取充公

部分器材、切断水电供应、逮捕非法外劳等措施。 

因此，对于相关企业经营者而言，如何寻求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中找到平衡点将是他们未来企业经营中的课题。 

政府：寻求生态发展之路 

自马来西亚被揭发成为洋垃圾接收国以来，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并

展开取缔行动，不过仍然具有滞后性。已在马来西亚偷偷运作了半年

的洋垃圾处理厂，已经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也已经对人民的健康造

成了损害。在此情形下，未来政府对洋垃圾的立场如何？人民又该如

何相信政府的执法效率，防止马来西亚成为世界的垃圾桶呢？ 

能源、科艺与环境部长杨美盈表示，马来西亚目前的洋垃圾都是

2018 年 1 月至 6 月进口的，有合法业者滥用废塑料入口准证（AP，

认定艺术材料的安全性通过了毒物专家的检测，证明产品成分中不包

括对人体造成伤害或有毒作用的原料）进口洋垃圾，政府已经找到证

据，掌握这些滥用 AP 的厂家，并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使其无法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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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的入口准证。不过目前当局还没有抓捕这些人，由于他们拥有合

法入口准证，只存在滥用行为，该证据并不足以将他们控上法庭。 

为了效仿其他国家，全面禁止洋垃圾进口，2018 年 10 月，马来

西亚政府宣布暂时冻结 AP 准证。2018 年 10 月 23 日，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长祖莱达宣布，政府将向进口洋垃圾的进口商征收每吨 15 林吉

特的进口税。 

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海关的监管。2019 年 5 月，马来西亚

当局检查到 60 个集装箱的外国废弃物。当局立即宣布，将这批重达

3000 吨的垃圾全部送返来源国。2019 年 10 月，已有三个国家同意收

回洋垃圾集装箱并且承担集装箱运回的相关费用。 

除此以外，政府也希望采取其他手段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国家固

体废料管理局总监依斯迈·莫达表示，政府希望，未来能通过一些奖

励和津贴，如给予资源回收的民众以奖励等，鼓励本地的废塑料再循

环并提升其价值， 终使得国内塑料垃圾加工商从洋垃圾中获取原料

和从国内垃圾中获取原料的比例达到 7：3。 

对于马来西亚政府而言，如何找到生态发展之路，在不依靠洋垃

圾的前提下发展自身工业，始终是其需要探索的目标。未来，马来西

亚政府将继续努力，为国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未来展望 

如今，马来西亚民众对于洋垃圾的恐惧和抵制仍未消退，他们亟

需政府出台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来治理已经饱受污染的环境。同时，

他们也希望政府不再瞻前顾后，因为担心经济的发展而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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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府也越来越理解民众的心声，各政府部门同社会各界

通力合作，以期找到一条适合马来西亚的发展道路。马来西亚“去洋

垃圾化”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坚信马来西亚一定可以找到一

条可行的生态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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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印三国跨境烟霾问题 
程楚旆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学⽣） 

 

烟霾是由空气中足量的烟雾、灰尘、水组成的悬浮物，既会对人

们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又会使得能见度大幅下降，妨害交通。今年

8 月以来，正值旱季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地区持续笼罩

在烟霾之中。尽管附近各国政府都声称已采取措施遏制污染，但空气

质量仍每况愈下。 

过去 20 年，跨境烟霾几乎年年“造访”马来西亚。对于该地区

跨境烟霾的来源，马来西亚国内的普遍认为是东马附近印尼境内的森

林大火。不过印尼方面坚称原因不在己方，印尼环境及林业部长西

蒂·努巴雅认为，马来西亚的烟霾问题不能全归咎印尼，马来西亚半

岛部分的烟霾实则源自东马的沙捞越州。在这种各国相互推卸责任的

情况下，本文意在以第三方的立场，客观追溯跨境烟霾的源头并根据

事实分析事件的主要责任方。 

马来西亚境内烟霾的成因 

《当今大马》上的一位撰稿人说，马来西亚社会对印尼烟霾肇因

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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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程度，就像烟霾能见度——雾里看花。许多人至今依然认为此

问题是“印尼人传统耕种方式”造成的，无法理解为何迟迟悬而未决。 

首先，具体介绍火源地区的地质条件——泥炭地。泥炭地是在潮

湿或地表积水的缺氧环境中，好氧微生物数量减少，使死亡植物体的

分解缓慢，从而形成的有机物的积累现象。这些积累的有机物被称为

泥炭。自然状态下，有机物生产和贮存远大于分解，积累泥炭的土地

被称为泥炭沼泽或泥炭地，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泥炭层达到一定厚度时

才称为泥炭地。 

简而言之，一片沼泽地的腐烂植物沉淀了几千年，就逐渐形成泥

炭。泥炭沼泽除了泥炭，其余九成都是水。排水之后形成的“土地”

严格来说是泥炭堆，并不适合大型种植业。而该种沼泽地一旦出现久

旱或因开发而大量失水，就会变得易燃。表面的泥炭在氧气中燃烧，

形成火焰；而地下由于缺氧无法形成明火，就只有滚滚浓烟。地下火

若不扑灭，就会在露出地表后重新形成明火。而要扑灭地下火就必须

大量向地下灌水，根据当地消防部门提供的数据，3 分钟的灌水救火

就会耗尽一整辆消防车 1800 升的储水。然后消防队就必须在周围另

寻水源。旱季发生泥炭火患，灭火难度不难想象。根据地质图，焚林

事件几乎全部发生在泥炭森林中，也就是说事实上烟霾的成因并不是

“印尼传统的烧芭耕种方式”，而是泥炭森林火灾。 

多年以来，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似乎并未区分森林火灾、灌木林火

灾和泥炭火灾的概念。事实上，在报导焚烧事件的时候，英文媒体会

解释清楚相关事件是“森林火（forest fire）”、“丛林火（bush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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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泥炭火（peat fire）”。中文媒体一律称之为“林火”。这就导

致了大众对印尼烟霾事件了解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普通学者都可以分辨林火的类型和成因，那

马来西亚的学者和政府难道缺乏准确认知吗？实则不然。东马地区大

片土地和印尼一样是泥炭地，并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被马来西亚政

府列为“不适宜耕种土地”。然而从 2000 年起这些土地却陆陆续续种

上了油棕。油棕种植会遭遇一个的常见难题——排水。雨季造成的积

水若不排出，会导致油棕减产。常规解决办法是开掘沟渠将水引导别

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积水只是搬家去了另一个地方堆积。再加上

河道受侵蚀形成淤泥堵塞，该问题日益恶化，油棕不断减产。种植户

为了保证利益，只想到了一个办法——扩种，让更多的油棕树去吸收

剩余水分。扩种就需要土地，而马来西亚的耕地相当紧张，于是政府

和商人达成了不成文的协定，即把各种保护地收归为政府用地，以供

油棕种植集团运作，而泥炭地这种“不适宜耕种土地”就是其中一类。 

在泥炭地上种植油棕，会导致地下水逐渐减少、地表下陷，进而

造成油棕减产， 后种植园会被废弃。紧接着泥炭地地下部分外露，

种植主们焚烧废弃园丘，烟霾便随之而来。 

综上可见，跨境烟霾问题的主因绝不是简单的“印尼传统烧芭耕

作方式”，也是新、马、印油棕种植公司为谋私利滥种油棕的结果。 

油棕焚烧的历史回顾 

实际上跨境烟霾问题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困扰新、马、

印三国多年。资料显示，2001 年，马来西亚吉隆坡甲洞有限公司（K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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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子公司 PT Adei 种植工业就因在廖内公开焚烧园丘被印尼当局起

诉。据调查，该公司 1999-2000 年共计焚烧园丘 17 处。其经理戈比

于 2003 年被判处 4 年监禁，经上诉改为 8 个月监禁及 1 亿印尼盾的

罚款。然而，戈比随后潜逃回了马来西亚，并躲过了法律处罚， 终

由 KLK 出资 110 万美元与印尼政府达成和解。 

2013 年 7 月，PT Adei 再次被印尼警方指有公开焚烧种植园之嫌，

不过此次 KLK 集团直接发文表示否认，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矛盾。于

是印尼方面借此机会重提 2003 年的戈比潜逃案，禁止 PT Adei 两名

高管离境。2014 年，印尼判处其公司总经理一年监禁外加 20 亿印尼

盾罚款。同时，法院还勒令此公司为其破坏环境的行为缴纳 151 亿印

尼盾赔偿金。 

同样屡屡进行破坏性开发的还有丰益集团下属的 PT Wilmar 

Sambas Plantation 公司（PT WSP）。2005 年 11 月，该公司在未获得

许可的情况下对印尼加里曼丹省三发县（Kabupaten Sambas）进行开

发，引起村民不满。次年 3 月，当地村民扣押 31 个 PT WSP 工人及

施工工具若干，当地议员和森林局要求该公司撤出当地。该公司便缴

纳罚款以换取被扣人员物资。 

好景不长，4 个月后，印尼西加里曼丹发生泥炭森林大火，事发

地“凑巧”包括此公司土地。连同森林、泥炭地、农田在内的 2300 公

顷土地全部化为焦土。随后的政府调查团结果显示，PT WSP 连同其

他两个丰益集团子公司涉嫌“蓄意且系统性纵火”。丰益国际受到了

当地、印尼政府、国际环保组织、印尼非政府组织等多方的投诉和控



社情观瞻                                                浅析新马印三国跨境烟霾问题 

 23 

告。 

再看 2019 年夏天，印尼林火势头又起，马来西亚多地笼罩在旷

日持久的烟霾下，被迫拉响了橙色甚至红色污染警报；马来西亚境内

近两千所学校先后停课，许多企业的户外工作人员停工，公路、航空

交通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两个月前，印尼政府点名 4 家大马油棕公

司应当为火灾负责。马方一方面称会协助印尼治理霾害，另一方面又

表示“印尼其他公司也需要负责，印尼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值得一

提的是，被印尼点名的4家公司中又出现了甲洞公司旗下的PT Adei。 

稍加关注我们就能发现，二十一世纪以来，该地区烧荒问题始终

存在，随火灾而来的烟霾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烟霾问题少说也有

十几年的历史，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为何治理收效甚微 

2002 年，东南亚国家签署了一份旨在协调各国政策与行为，以共

同治理烟霾的《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十几年过去了，这份协议

似乎没有起到预期作用，沦为一纸空文。 

原因一，印尼的传统耕作方式和消防方面的长期缺位。印尼地方

政府执法不严，而其国内农业又严重依赖“烧芭”的地方传统，农户

财力有限，无法配备现代化耕作装备，多重因素综合使得“禁烧令”

只起到“限烧”作用。一旦火势蔓延，森林与泥炭地同时燃烧，救火

工作就会受到巨大考验。印尼方面缺乏护林人员、消防人员，消防设

备也十分紧张，于是灭火控烟工作总是进展缓慢。 

原因二，国际合作存在漏洞。《烟霾协议》中强调了“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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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问题，要求相关国家合作预防、提供人员和设备援助等。然

而由于新、马、印尼之间微妙的关系和潜藏的矛盾，协议未能得到完

全履行。1997 年，马来西亚曾欲派遣消防人员前往印尼协助灭火，却

遭到拒绝，理由是印尼政府认为管理本国森林资源、应对境内火灾是

“内政问题”，不容干涉。历史总是相似的，2013 年新加坡在跨境烟

霾中对印尼的批评引起其强烈不满，印尼方面一口回绝了新方提出的

协助建议。近两年来，印尼对于“国际合作”的态度似乎相比以往更

加开放了。但这种“开放”并不是指愿意接受其他国家人员入境参与

工作，而是每当大火燃起就绞尽脑汁搜集证据指控新、马两国的油棕

集团非法焚烧园丘，似乎有向国际上推卸责任之嫌。 

原因三，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纠纷。可靠的证据显示，新、马

两国确有大量油棕种植企业在印尼进行开发，且近三十年来有相当多

起针对上述公司非法焚烧废地的指控。也就是说，从印尼飘至新、马

的烟霾里，有的是“出国”，有的则是“回家”。为了经济发展，两国

对本国油棕企业的态度一向是能包庇则包庇、能掩护则掩护，媒体也

是用玩弄文字的方法潜移默化地把责任推卸给印尼。就马来西亚来说，

政府有关部门发言人极力撇清大马与火灾的关系，先是在印尼政府点

名马企业时反唇相讥，又是在印尼公布着火点时把“加里曼丹和苏门

答腊分别有 474 和 387 个着火点，反观马来西亚只有 7 个”作为论据

力争清白。一番推脱和斡旋之后，企业们还是继续压榨不宜耕作的泥

炭地；政府不下功夫治理境内雾霾、不断向公众暗示印尼责任重大；

民众跟着舆论走、知情者沉默不语，全社会充当无辜的受害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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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新闻稿的说法： 

“马来西亚社会面对的印尼烟霾问题，就像是一栋公寓高层的住

户，因底层发生的火患而面对的“浓烟问题”。他们怪罪消防员抢救

不力，怪罪底层的住户不负责任。但是，他们从不承认底层失火各个

单位是他们所拥有，更不承认那些火患是他们自己雇用租户放火骗保

险金的伎俩。对症下药就是断绝财路，沉默扮无辜才是上策。纵火不

是问题， 重要的是浓烟不要熏到自己。这样下去，他们有可能会贪

婪或愚蠢得看不见公寓结构的破坏，以及自食其果的危楼环境。” 

—— 烟霾与油棕（四）集体沉默将成贪腐共犯 

换位思考一下，外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敛财、留下了污染，还勒令

自己去动用人力物力治理，印尼政府的怨言和愤怒也是情有可原的。 

综上，传统问题、合作裂隙、利益纠纷称得上是阻碍烟霾问题得

以解决的“三座大山”。 

谁应当为烟霾买单 

行文至此，问题的责任人其实已经水落石出。跨境烟霾问题之产

生，综合了印尼烧芭耕作、邻国非法种植、焚烧废地、各国推卸责任、

协作不力的弊病，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一国可以逃出烟霾的

负责名单，就如同他们逃不出挥之不散的烟霾本身一样。要彻底解决

烟霾问题，印尼不仅要转变农业耕作方式，还要设法提升消防能力、

整顿相关部门的懈怠情绪，并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而新、马则要思

考一个与历史上的英国、中国类似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同时，三个国家都必须明白，解决国际问题的根本方法永远是精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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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同努力，而不是相互推卸责任。当前，世界各国都逐渐认识到

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贻害无穷，但观念的转变到行动的转变需要时

间，这对于东南亚而言也是一样。国际社会也应该给与东南亚各国的

环境治理施予援手，以求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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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18日至 10月 18日 
 

马哈蒂尔参加联合国大会 

1、马哈蒂尔：大国小国都不尊重联合国 

（当今大马 9 月 26 日报道）马哈蒂尔出席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时

表示，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没有把联合国组织放在眼里。 

“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尊重联合国，大国与强国都把联合国的决

议置之不理。” 

他说，当大国对议决案置之不理，小国便会跟随他们的脚步，如

今，小国如缅甸等也不尊重这个国际组织。 

“因为我们无法做些什么，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联合国的议决

案似乎无法影响任何国家的政策和想法。” 

2、马哈蒂尔呼吁联合国修改“一票否决权” 

（马新社 9 月 28 日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第 74 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回归到保障世界和平的初心，

对此他提议：如果不能完全废除五常否决权，那么就应该修改否决权。 

马来西亚⼤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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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否决权只有在两个常任理事国和三个非五常国家同意行

使否决权的情况下才应有效，他认为以此可以保证否决权不会被经常

性的滥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否定其他近 200 名成员的愿

望。这完全是不民主的。”马哈蒂尔在大会上说道。 

马哈蒂尔指出：“大概 75 年前，5 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宣布取得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坚持拥有实际统治世界的权利，赋予自

己在联合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拥有的否决权。这个群体还应该

被允许行使这种权力多久？永远吗？”马哈蒂尔表示，正是这种权力

导致了一场军备竞赛，五国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想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

来粉碎任何夺取其权力的企图。 

马来西亚权力交接疑云 

3、马哈蒂尔：我 多还有 3 年时间 

（当今大马 9 月 27 日报道）总理马哈蒂尔再度谈到希盟的总理

交棒事宜。他表示自己 多执政 3 年，会在下届大选之前，辞去总理

职位。 

“我承诺说，我会在来届大选之前辞职，让路给其他的人选。所

以，我可能有的时间， 多只有 3 年。” 

《马新社》报道，马哈蒂尔表示，在所拥有的 3 年时间，他需要

解决多项问题。他补充说自己目前的担子十分沉重，需要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 

“这是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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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在去年的第 14 届大选之前达成共识，即土著团结党名誉主

席马哈蒂尔在出任总理后，将在任内交棒给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让后

者出任第 8 任总理。 

4、赛义德·侯赛因·阿里：安瓦尔迟挂帅，希盟恐临危 

（当今大马 9 月 28 日报道）公正党前署理主席赛义德·侯赛因

（Syed Husin Ali，马来西亚华文媒体通称“赛胡先”）指出，如果马

哈蒂尔太迟交权给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希盟可能被摧毁。 

近来希望联盟权力交接问题屡受关注。赛义德·侯赛因认为，马

哈蒂尔迟迟不进行权力交接会导致安瓦尔难以备战第 15 届大选，这

将导致希望联盟在下次大选中处于劣势。 

侯赛因也是公正党顾问理事会署理主席，他在 9 月 28 日出席了

纪念布哈努丁逝世 50 周年的仪式后对记者表达了上述看法。 

5、公正党元老侯赛义德·侯赛因要求马哈蒂尔让贤 

（当今自由大马 9 月 29 日报道）人民公正党前副主席、公正党

创始人之一的赛义德·侯赛因近日抨击希盟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未能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同时严厉批评马哈蒂尔“凌驾于内阁之上”，

认为马哈蒂尔声称每日工作 18 小时的言论完全是“侮辱民众的智商

“。 

他同时敦促希望联盟 高理事会严肃讨论马哈蒂尔让贤事宜。他

认为，让贤问题绝不该由马哈蒂尔独自决定，而应该由 高领导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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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讨论决定。 

6、马哈蒂尔重申：没有确切的交权日期 

（马来邮报、当今自由大马 10 月 3 日报道）马哈蒂尔重申，交

权给安瓦尔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在媒体的追问下，他进一步表示，

“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研判局势。如果我的工作

还没做完，那么交权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针对赛义德·侯赛因的批评，团结党青年团主席、青体部长赛沙

迪表示，他相信马哈蒂尔会遵守承诺，在第十五届大选来临前交权。

团结党副主席阿卜杜拉·拉希德（Abdul Rashid）甚至表示，支持马

哈蒂尔坐满任期。 

7、祖莱达：马哈蒂尔没有架空希盟 

（Astro Awani 10 月 1 日报道）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公正党联邦议院祖莱达表示，公正党元老赛义德的言论是错误的，希

望联盟没有被马哈蒂尔架空。 

8、安瓦尔：相信马哈蒂尔会平稳交权 

（The Edge Markets 10 月 3 日报道）在参加玛拉工艺大学的活动

时，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再次就权力交接问题表态。他相信，鉴于

马哈蒂尔已经向他作出承诺，那么日后的权力交接过程也不会有任何

问题。 

安瓦尔表示：“我向各位保证，马哈蒂尔一定会遵守他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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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实现权力交接是希望联盟共识的一部分，我们在第十四届大选

前就已经达成一致了。” 

他进一步为马哈蒂尔辩护：“我想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对总理的

言辞‘断章取义’。我们之前讨论过（权力交接问题）……总的来说，

我相信马哈蒂尔会遵守承诺。我们也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为什

么马哈蒂尔不愿意公布交接的具体时间。毕竟，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他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 

丹绒比艾补选 

9、国阵与伊党合作出战丹绒比艾补选 

（Berita Harian 9 月 27 日报道）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表示，

面对即将到来的补选，鉴于丹绒比艾（Tanjung Piai）是国阵的传统选

区，伊党不会干涉国阵的候选人提名过程。不过，伊党已经决定，即

便是国阵派出来自马华公会的候选人参选，伊党也会帮助国阵竞选。 

丹绒比艾选区议员原先由隶属于希望联盟的总理署副部长穆罕

默德·法力·穆罕默德·拉菲克（Mohamed Farid Md Rafik）担任。

不幸的是，他已于上周去世。 

10、丹绒比艾补选：希盟仍在寻找合适的人选 

（每日新闻 10 月 4 日报道）关于派哪位代表参加 11 月 6 日举

行的丹绒比艾补选，希望联盟仍未作出决定。 

希盟柔佛主席丹斯里·慕尤丁说，尽管已经有了几个提名，但是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8 日 

 32 

具体决定尚未作出。当被问及是由土著团结党成员参选，还是由人民

公正党成员参选时，身为土著团结党署理主席的慕尤丁回答道，将依

照第 14 届大选的结果进行安排，除非 高领导层有新的决定。 

11、马华公会：坚信本党成员将参加丹绒比艾补选 

（每日新闻 10 月 6 日报道）马华公会坚信，国民阵线会在 11 月

16 日举行的丹绒比艾补选中推出本党的成员。马华公会署理总会长

马汉顺说，马华公会和巫统已经合作了 60 多年，现在也不是内斗的

时候。比起在补选中争夺席位，更重要的是加强合作以赢得第 15 届

大选。 

巫统主席艾哈迈德·扎希德昨日对马华公会领导层说，希望马华

公会不要派代表竞选丹绒比艾席位，而是让巫统成员参选。此前，丹

绒比艾的席位多数时间由马华公会获得。 

12、希望联盟对于新的补选志在必得 

（马新社 10 月 10 日讯）尽管希望联盟的执政遭到许多的批评，

但是联盟内部对即将到来的补选充满信心。由于现任议员、42 岁的拉

菲克于 9 月 21 日因心脏并发症去世，丹戎比艾议会席位出现空缺，

该地区也即将进入补选程序。 

希望联盟补选机构主任沙赫鲁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民众的

每一次批评都是正常的，这是参与政治时必须经历的。他表示：“我

们必须相信自己能够获胜。我相信在所有人的支持下，我们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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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让希望联盟在补选中赢得胜利。” 

13、国阵：丹戎比艾补选提名日前一周将公布候选人 

（新海峡时报 10 月 10 日报道）巫统总秘书丹斯里·阿努尔·穆

萨称国阵将在丹戎比艾补选提名日前一周公布候选人。 

他表示，联盟内部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并同国民阵线的成员党领

袖和政治同盟伊斯兰党进行协商。10 月 10 日阿努尔在国会大厅接受

采访时说：“我们会在补选提名日前一周公布候选人，否则我们会等

希盟在我们之前揭晓候选人。” 

阿努尔也指出，国阵将对选民的敏感度和投票倾向进行研究分析，

从而确定谁有资格代表国阵参与补选。“目前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人

认为既然马华公会之前没有赢得这个席位，这次巫统应该派出候选人；

也有人认为马华公会在上次大选中并没输掉太多选票，他们应该有第

二次机会。” 

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提名日和投票日分别为 11 月 2 日和 11 月

16 日。 

马来人尊严大会 

14、尊严大会：马来人特权是马来西亚社会契约的基石 

（当今大马 10 月 6 日报道）马来人尊严大会（Kongres Maruah 

Melayu）于 10 月 6 日顺利召开，大会由执行秘书再纳吉林（Zainal 

Kling）的演讲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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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再纳吉林以强硬姿态再三强调马来主权和特殊地位。他同

时警告其他族群切勿藐视社会契约，否则将“吊销”这份约定好的社

会契约。他说，社会契约是国家的基础，而它乃出于马来人的好意，

在过去允许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 

尽管遭遇外界的批评，总理马哈蒂尔仍出席了尊严大会，他在大

会致词时自我捍卫说，这次大会只是要自我批评，没有不应该出席的

理由。 

15、马哈蒂尔：只有马来人能恢复自己的尊严 

（当今大马 10 月 6 日报道）总理马哈蒂尔今天在马来人尊严大

会上致词表示，只有马来人自己可以恢复自己的尊严，不能指望别人

或政府。 

《马新社》报道，马哈蒂尔指出，政府本身虽然也是马来人所领

导，但若马来人不愿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马来人尊严将恢复无

望。 

他今日出席马来人尊严大会演讲时说，“不要祈求别人做些什么

来恢复我们的尊严。马来人自己要恢复马来人的尊严。” 

他解释，政府只能提供机会，让马来人参与到国家各个领域。若

马来人自己不愿努力，争取政府给予的机会，则马来人尊严的恢复将

难上加难。 

南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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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来西亚外长：做 坏的打算来面对南海局势 

（The Edge Markets 10 月 17 日报道）2019 年 9 月一艘美国海军

驱逐舰驶向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造成南海局势重新紧张。

对此，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赛夫丁 17 日表示，马来西亚需要增强其海

军能力，为可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冲突做准备。 

他表示：“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冲突爆发，但也不得不升级我们的

装备，以便在超级大国之间爆发冲突时，我们能够保卫自己的水域。” 

同时，赛夫丁指出：“我们不断敦促东盟成员国在涉及大国时要

保持中立原则，特别是在面对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的情况下。也正因

此，我们没有太多兴趣在海事问题上与有关国家建立关系。” 

17、马来西亚删除电影《雪人奇缘》中包含“九段线”的镜头 

（The Edge Markets 10 月 17 日报道）一位官员周四表示，马来

西亚电影审查委员会已下令从动画电影《雪人奇缘》中删除一个场景，

原因是该场景标识了中国在南中国海主张的“九段线”。越南 14 日

已经将电影从电影院撤出，而菲律宾外交大臣则呼吁立刻删除有关镜

头，并抵制这部电影。 

18、拒删南海“九段线”地图，雪人奇缘无缘上映大马 

（当今大马 10 月 19 日报道）中美公司合拍的奇幻喜剧冒险片

《雪人奇缘》因拒绝删除南中国海的中国九段线领海地图，不符合马

来西亚电影检查局的规定，因此不会在本地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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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球影视大马分行发言人说：“环球影视议决，不会剪除片

段，因此为了尊重本土电检局规定，没法上映。” 

“一带一路”绘本引发争议 

19、一带一路相关漫画书“未经马来西亚政府批准”发放至学校 

（马新社 10 月 18 日讯、当今大马 10 月 19 日报道）《互利共赢

的一带一路》是丘光耀和马来西亚漫画家张宝玲（笔名番茄）合作编

绘的漫画书。此前，前总理纳吉布面通过“脸书”（Facebook）专页

披露，亚洲漫画文化馆把《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漫画分派给学校。 

纳吉声称，这本漫画不仅歌颂行动党，还影射马来西亚政府对待

共产党的态度伪善，同时败坏前朝政府、他和家人的名声。 

今日内政部长慕尤丁表示：内政部正在调查一起漫画书未经马来

西亚政府批准向包括学校在内的教育机构发行的事件，漫画书名为

《双赢主义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需要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调查。”慕尤丁说。除非得到

教育部的许可，否则不能向学校系统内的任何一方分发材料。 

慕尤丁接受媒体参访时表示：教育部已经要求收回这些出版物。

昨天，教育部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尚未批准该出版物的发行。 

20、促进马中对接一带一路，丘光耀称历史将还公道 

（当今大马 10 月 19 日报道）针对《一带一路》漫画书引起的争

议，丘光耀反驳称，这本漫画是份正当的刊物，而马哈蒂尔今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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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把之赠给中国领导人。丘光耀还在面子书发布照片作为证明。 

马来西亚总理署随后否认赠《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漫画给中国

领导人，并表明不苟同外界使用总理照片做任何用途。但是，亚洲漫

画文化馆馆长丘光耀宣称，“一张相片，各自表述”，并称促进马中

友好，对接一带一路是康庄大道，历史将还其公道。 

“我没有感到沮丧，因为世事常变，这是一张会在历史上不断被

诠释的相片。巫伊联盟和种族政治终将走投无路，而我为国家的现代

化，促进马中友好，对接一带一路，这是康庄大道。历史将会还我一

个公道！” 

“保马行动” 

21、安瓦尔指控希山慕丁策划“保马行动”颠覆政府 

（当今大马 10月 15日报道）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在国会辩论 2020

年财案时，多名国阵国会议员相继嘲弄安瓦尔可能无法顺利接替团结

党主席马哈蒂尔，成为下任总理。安瓦尔重申，相位交接不但只关系

到他和马哈蒂尔，也涉及其他希盟领袖。他也点出，去年 1 月已有一

份协议阐明，马哈蒂尔退位后，将由他来接棒。 

接着，安瓦尔提到，巫统主席扎希德没有签署文件，支持他出任

下任总理：“巫统主席没有签名，不是没签，只是还没签。” 

同时，安瓦尔声称希山慕丁正在策动一项“计划”。紧接着希盟

四党在晚上宣称，前国防部长希山慕丁正在推动成立一个排除行动党

与诚信党在外的联合政府。希盟四党秘书处发表声明要求，希山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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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伙停止这方面的行动。 

“希盟秘书处强调，希盟坚守公正党、土著团结党、诚信党与行

动党所一致同意的希盟共识。我们也与沙巴民兴党一起，团结在希盟

政府下。” 

22、巫统不知希山有无策谋，“或许是他自己搞的” 

（当今大马 10 月 16 日报道）希盟宣称希山慕丁正在会晤执政

党议员，以图谋剔除行动党诚信党成立一个新政府。国会反对党领袖、

巫统副主席依斯迈沙比里表示不知情，更指“这或许是希山慕丁自己

搞的事情”。 

巫统主席扎希德并不相信这一传闻，d 并为希山慕丁辩护，相信

希山慕丁诚心维护巫统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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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介 
 

1. 《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作者：徐祎；武汉大学文学院 

刊载刊物：《外语界》，Foreign Language World 

摘要：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在这种多元的社会

背景下,其语言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马来半岛及附近地区在历史

上曾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各民族均使用各

自的语言。独立后,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的统一,马来西亚政府开

展语言规划活动,主要包括马来语的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并

出台了一系列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政策,确立并巩固了马来语的国语

及唯一官方语言地位。 

 

2. 《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以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

滨公司为例》 

作者：池昭梅，乔桐；广西财经学院 

刊载刊物：《会计之友》，Friends of Accounting，2019 年 20 期 

摘要：海外并购是制造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方式,文

章以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为例,根据上市公司股票数据和

财务报表,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基于因子分析的会计指标法,对并购行为

的长短期绩效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并购为企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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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微弱的正效应,但持续时间短暂;从长期来看,企业的并购绩效呈现

出了周期性下降的特征。建议制造业的海外并购行动必须置于公司战

略的框架下加以考量,并购后要进一步整合优化现有资源,实现质的提

高。 

 

3.  Alternative paths to refugee and asylum seeker protection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 

作者：Atin Prabandari, Yunizar Adiputera;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刊载刊物：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28, Issue 2, 2019 

摘要：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refugees in non-signatory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Indonesia and Malaysia, have some 

protection through alternative paths under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These 

two countries provide forms of protection even if they are not States Parties 

to the Refugee Convention. These two 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e 

governance of protection for refugee and asylum seekers is provided 

through alternative path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tist processes. These alternative paths offer a degree of meaningful 

protection, even if this is not tantamount to resettlement. Alternative paths 

of protection are initiated mainly by non-state actors. The states try to 

manage alternative protective governance to secure their interests by 

maintaining their sovereignty, on the one hand, and performing 

humanitarian duties on the other. In this regard, Indonesia and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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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resorted to meta-governance to balance these two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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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研究著作推介 
 

1. 《政治环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东南亚比

较研究)》 

作者：周方冶 

出版时间：2018 年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摘要：周方冶著的《政治环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以国家发

展模式转型为立足点，以政治权力集团博弈为着眼点，从经济发展模

式的开放性与稳定性、政治权力 结构的协调性与有效性、外交地缘

博弈的自主性、多元文化交流的包容性出发，对泰国、印度尼西亚、

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七国的政治环境进

行了系统性评估，并通过“双六边形叠加法”探讨了重大项目合作潜

在的政治风险点与风险等级。从评估结果来看，东南亚的政治环境并

不理想，有必要积极构建专业化对外工作平台，努力提升政治风险防

范能力，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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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 Doctor in the House: The Memoirs of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作者: Amitav Acharya 

出版时间：2013 年 

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摘要：Developing a framework to study "what makes a region," 

Amitav Acharya investigates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views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from the bottom up" as not only a 

U.S.-inspired ally 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 but also an 

organization that reflects indigenous traditions. Although Acharya deploys 

the notion of "imagined community" to examine the changes, especially 

since the Cold War, in the significance of ASEAN dealings for a regional 

identity, he insists that "imagination" is itself not a neutral but rather a 

culturally variable concept. The regional imagin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magines a community of nations different from NAFTA or NATO, the 

OAU, or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is new edition of a book first published as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 2000, Acharya updates developments in the region through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 

security affairs after September 2001,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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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nami, and the substantial changes wrought by the rise of China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actor. Acharya argues in this important book for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regionalism in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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