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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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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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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录 
 

政海浮沉 

政鉴 

浅析⻢来⻄亚下任总理之争 .................................................................. 1 

 

财经瞭望 

数据 

马来西亚经济透析 ............................................................................... 11 

资讯 

中国短视频软件的出海及在⻢发展现状 ............................................ 13 

 

社情观瞻 

万象 

⽖威⽂课题与华⼈“痛点” ................................................................ 21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年 8月 18日至 9月 18日 ........................................................... 27 

 

学界马来西亚研究 
论⽂推介 ............................................................................................... 39 

著作推介 ............................................................................................... 42 



政海浮沉                                                   浅析马来西亚下任总理之争 

 1 

政鉴 
 
 

 

浅析⻢来⻄亚下任总理之争 
程泽笠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学⽣） 

 

希望联盟在 2018 年的“509 大选”后赢得联邦政权，马哈蒂尔

作为联盟领袖担任第七任内阁总理。甫一上任，马哈蒂尔便称将会遵

守希望联盟协定，两年后让权给希望联盟“实权领袖”、前副总理安

瓦尔。然而，在 近风传的内阁改组中，马哈蒂尔又表示，内阁中没

有位置给安瓦尔。在“让权期限”一事上的模糊措辞与反复变化，引

起了马来西亚当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马哈蒂尔是否会遵守承诺，将

总理一职“让与”安瓦尔？马来西亚国内是否能实现权力平稳过渡？

权力交接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关系？这对未来中马关系又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都值得探究。 

马来西亚总理权力过渡之争 

2018 年初，在希望联盟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联盟在正式对外

宣布总理人选，同时承诺若当选，将立即争取 高元首赦免安瓦尔，

以便让其出任第八任总理。大会决议通过接受马哈蒂尔在希望联盟胜

选后出任过渡总理，作为交换条件，马哈蒂尔必须争取释放希望联盟

精神领袖、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瓦尔。马来西亚总理是马来西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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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 高领袖。在大选胜利后，马哈蒂尔在接受采访时，就让权问

题作出表态，由 开始的“一至二年”，延期至“两年后”、“两到

三年”，直到近期转变为“希望能亲手整顿好国家再交接”。马哈蒂

尔措辞上的不断变化令大家对权力交接的时限十分关注，而马来西亚

各政党领袖对于权力交接和时限的态度也各执己见。 

希望联盟内部 4 个党派目前难以达成共识。席位 多的人民公正

党（以下简称公正党）内部意见分裂。以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为首

的“亲安瓦尔派”对于“让权”一事态度较温和，公开表示相信马哈

蒂尔会遵守承诺，甚至在面对马哈蒂尔重组内阁没有将安瓦尔纳入其

中的做法，也没有表示出公开不满，安瓦尔甚至自称“从未自荐进入

内阁”。公正党内部“亲马哈蒂尔派”的态度则更为明确。外交部部

长、希望联盟秘书处主任赛夫丁·阿都拉直白阐述“希望联盟协议中

不存在 2 年期限”，而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也直言支持马哈

蒂尔完成任期。 

民主行动党与国家诚信党的态度都十分中立。民主行动党领袖林

吉祥表示他相信马安两人未来一定能够交接顺利；国家诚信党总秘书

安努亚达希表示，希望联盟应停止再公开讨论此话题，以免影响希望

联盟内部盟党的关系。而由马哈蒂尔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党员，与前两

个党派不同，纷纷表示支持马哈蒂尔完成任期，不急于让他交权，代

表人物包括马来西亚教育部部长马智礼等。 

除执政党外，在野党也在大众媒体上公开表态。马来西亚伊斯兰

教党主席哈迪·阿旺称“总理交棒时机未到”，声称巫伊两党支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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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蒂尔总理。继哈迪·阿旺表态后，伊党署理主席依布拉欣也疾呼所

有政党，应全力支持总理马哈蒂尔做满任期，以维持政治稳定。 

对于权力交接的安排，在确定马哈蒂尔为总理人选之后，希望联

盟没有直接发布任何关于马担任“过渡总理”期限的声明，直至 5 月

10日马哈蒂尔正式执政之后才出现一些相关报道。就公众关心的“交

接事宜”，马哈蒂尔上任以来的表态也变幻不定。 

除马哈蒂尔的含糊措辞外，他对于现任副总理旺·阿兹莎的态度，

也让人质疑其权力交接的诚意。旺·阿兹莎作为安瓦尔的夫人，在安

瓦尔两次被解除职务之时，都代替安瓦尔从政，保住了其政治根基。

在此次选举中，旺·阿兹莎以公正党主席身份，被推选出任副总理一

职并兼任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纵观马来西亚历任副总理的兼

任职务：阿末扎希·哈米迪兼任内政部长；穆希丁·穆罕默德亚辛曾

先后兼任农业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和教育部长；纳吉布·阿卜

杜勒·拉扎克在任副总理期间先后兼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旺·阿

兹莎所兼任的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相比前几届副总理的兼职，

显得无足轻重。旺·阿兹莎为拯救其夫安瓦尔弃医从政，此次却在新

政府中被架空，或折射出马哈蒂尔对安瓦尔的态度，他不希望安瓦尔

夫妇获得更大的权力。 

在压制安瓦尔夫妇影响力的同时，马哈蒂尔也在不断的采取行动，

力图为自己争取保守派马来裔选民的选票，以免在下届大选中失利。

教育部部长马智礼在宣布希望联盟将沿用上届政府的教育固打制，引

来群众哗然，但是希望联盟政府却没有开除这位种族主义色彩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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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党员，以防保守派选民就此大做文章。同样，第一位出身东马

的联邦法院（马来西亚 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兰俊在就任 9 个月后，

却未如其多位前任般到退休年龄获得延任，而是无声无息地被退任了。

马哈蒂尔不让马兰俊延任，目的是为了平息保守派人士的不满情绪，

以免对希望联盟政府造成负面影响。许多马来保守派人士向来认为马

国的主要公职，如首席大法官、总检察长等的人选应为马来裔，不容

他族染指核心岗位。目前，马国总检察长为印度裔的汤马斯，而马兰

俊虽然也是东马的土著（卡达山人），但并非马来裔，在保守派眼中

是“要不得”的委任。 

在争取保守派支持的同时，马哈蒂尔建议委任著名人权女律师拉

蒂法出任马国反贪污委员会的首席专员。保守派虽然可能对由女性出

掌司法大权颇有微词，但终究此高职还是“回归”到他们所属的族群

手中了，所以难掀波澜。此外，对于拉蒂法的任命推动了马国女性地

位的提升，有助于增加民众对希望联盟的好感。 

任命拉蒂法不仅是为了提升希望联盟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马哈蒂尔在向安瓦尔阵营发出政治信号。拉蒂法近年来时常批评领导

人民公正党的希望联盟“实权”领袖安瓦尔。尽管在就任前首席专员

前，拉蒂法是人民公正党党员，但其在党内被视为安瓦尔的反对派。

当前局势发展表明，马哈蒂尔无意遵守希望联盟的选前政治协议，更

不会在两年内把总理之位传给安瓦尔。 

历史上马来西亚总理职位轮替情况 

赢得下议院多数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领袖经 高元首任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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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来西亚总理，并主导政府事务。独立六十多年来，马来西亚总理

均由该国 大的马来人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即“巫统”

主席担任，其轮替也基本上是巫统党主席的内部轮换。回顾历史，马

来西亚“独立之父”东姑·拉赫曼在经历“5·13”冲突事件后三个

月卸任，由敦·拉扎克接任总理一职。第二任总理敦·拉扎克在任六

年后逝世，由侯赛因·翁接替其成为第三任总理。1981年，侯赛因·翁

因身体原因，主动辞去总理职务。马哈蒂尔作为当时巫统署理主席，

顺利接任主席一职并担任总理。马哈蒂尔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罢黜

副总理安瓦尔后面临党内斗争，主动辞去巫统主席职务，由副总理、

巫统署理主席、内阁副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继任并成为新一任总理。

2008 年 3 月大选中巴达维连任，马来西亚国内局势动荡，巫统内部

也出现了分裂。同年 10 月，重压之下的阿卜杜拉放弃竞选连任巫统

主席。次年 4 月，署理主席纳吉布顺利成为新一任巫统主席并于 4 月

接过总理权柄。 

历史上马来西亚总理权力交接，均是以前任总理不再任职，继而

顺利过渡给党内继任者（署理主席）。然而，第十四届大选后，马来

西亚历史上首次出现提前“安排好”两任内阁总理的情况。同时，权

力的交接不再是同一政党内部的同质过渡，而变成了党际间的权力让

渡，这给未来总理大权过渡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此外，考虑到 1997 年金融危机时，马哈蒂尔与安瓦尔关于如何

应对危机产生分歧导致两人 后决裂。马哈蒂尔曾以渎职及非自然性

行为等罪名，将安瓦尔逮捕入狱。二十年后两人是否真正“和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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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作的稳定性仍然有待观察。 

2020 年谁将成为总理：对马国内以及中马关系的影响 

2020 年谁将成为马来西亚总理无疑会对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和对

外政策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在国内政治方面，两人如果能够顺利的

权力交替，马哈蒂尔或许在下台后仍将扮演幕后角色，继续影响马来

西亚政治。而安瓦尔在上任之后重组内阁，存在清除“亲马哈蒂尔”

一派势力的可能性。若安瓦尔无法顺利担任总理一职，必定引起公正

党内部“亲安瓦尔”一派的不满，同时这可能直接导致公正党内部出

现派系分裂。年事已高的马哈蒂尔早已放话，不会恋栈权位，会将总

理职位传给他人。而种种迹象显示，马哈蒂尔属意的接位人选是来自

希望联盟 大成员党公正党的党要阿兹敏。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马哈蒂尔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公开批驳

“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友好合作伙

伴。但需要看到马哈蒂尔的两面性，其主导的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是

为马来西亚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任何影响马来民族利益和对本国财

政债务造成负面影响的项目都有可能被叫停。在本次当选后，马哈蒂

尔先是迅速叫停了包括东海岸铁路项目在内的上届政府与中国签订

的多个大型合作项目；随后在其两次访华期间，又重新谈判并全面重

启叫停的项目；将中国视为“向东学习 2.0”版本的重要对象；表示

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马哈蒂尔在对华问题上出现反复，也需

要考虑其走“骑墙”路线，在大国博弈中为马来西亚赢得更多折冲空

间的“老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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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在 2018 年成为议员后首访国家就是中国，并强调马来西

亚将继续对中国开放。鉴于安瓦尔对中马双边关系的重视，如果他顺

利接班，中马关系的前景向好。 

马哈蒂尔和安瓦尔对待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 

马哈蒂尔自 2018 年 5 月上任以来从未正式访美，且他曾经在第

25 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上公开发言表示十分欣赏华

为，并对美国封锁华为表态：“华为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超越美国

技术的巨大进步。“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不能永远是世界上拥有 好

技术的超级大国。”其秉持的“亚洲价值观”也与美国所领导的西方

价值观相冲突。因此马哈蒂尔并不存在倾向美国的价值取向。 

安瓦尔从未对马美关系进行表态，但是在上世纪“安瓦尔事件”

后，美国国务院便发表声明，对马来西亚限制集会、言论自由及公开

审讯的权利表示关注；接着，又将美国总统参加峰会时访问马来西亚

的级别从正式访问降为非正式访问，并由时任副总统戈尔代替出访，

且宣布峰会期间不与马来西亚总理举行双边会谈。赴马的美国国务卿

奥尔布赖特还专门安排会见安瓦尔夫人旺·阿兹莎 , 并称安瓦尔为

“令人高度敬重的领袖”。可见美国领导人对其重视，或将影响安瓦

尔对美的态度和价值选择。 

由此，如果安瓦尔能顺利接任，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或将有进

一步发展。安瓦尔或在国际问题上更倾向美国，而非像马哈蒂尔一样

以独立的“亚洲价值观”处事。而如果马哈蒂尔“安排”完自己属意

的接班人，其应该会遵循马哈蒂尔当下的执政态度，继续促进中马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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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系的发展。但不论如何，中马关系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并

且糅合进了更加现实的经济利益因素，中国在处理对马大型项目合作

等事宜上都应积极转变思维，增强规则意识，及时应对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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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视频软件的出海及在⻢发展现状 
闫⽻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四学⽣） 

 

近年来，中国在线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已从 2014 年的

249 亿元预计增长至 2017 年的 952 亿元，预计在线视频行业的市场

规模增长仍将继续，2020 年将达 1916 亿元。其中尤以短视频产品表

现 为突出，2016 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到了 1.53 亿人。凭借

着短视频产品的碎片化、高传播、低门槛特性，加上目前短视频整体

移动互联网用户渗透率较低，用户红利仍在,有较大的用户发展空间，

预计到了 2020 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将超 6 亿人，达到 6.67 亿人。 

但随着国内短视频市场逐渐成熟，同类型产品也逐渐出现竞争乏

力等相应问题，不少企业选择出海，从海外市场中寻求产品发展的新

空间，将目光瞄向全球新兴市场。在日本，抖音海外版 Tik Tok 击败

日本 Line，荣获 2018 年苹果 App 免费应用第一名。在印度，《印度

快报》将 Tik Tok 列为 2018 年印度人 喜爱的应用之一。快手海外版

Kwai、火山海外版 VigoVideo 也在马来西亚、俄罗斯等海外市场，成

为较为出色的社交视频应用，多次登顶当地 AppStore 或 GooglePlay

总榜。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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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快手 APP 在直播平台抢占先机，有着广大的用户基础以

及知名度，稳居短视频 APP“老大”的宝座，而另一款音乐短视频

APP——抖音也在 2016 年 9 月上线后，在 2017 年春节实现“加速超

车”。通过大量的宣传篇幅，覆盖式地通过互联网、手机社交软件以

及电视广告等方式对用户进行宣传，加上产品自身的独特性也给抖音

的评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与抖音同属于字节跳动公

司旗下的“今日头条”通过其自身的宣传优势给予了抖音发展的宽

阔道路，同时通过大肆招揽网红大咖及明星入驻，让抖音的娱乐效应

呈几何倍数递增，受众也从几十万人的规模猛增到千万级别。抖音的

产品定位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年轻人，它将年轻人喜爱的“潮”作为出

发点，以年轻人 熟悉的网络社交方式给予他们一个新的娱乐方式，

并且快速成为他们展现自我的平台，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日活用

户超 3.2 亿。 

2017 年 8 月，抖音上线不足一周年，国内市场刚迎来爬坡期，仍

要面临来自快手、甚至字节跳动内部另外两个短视频产品——西瓜视

频和火山小视频——的竞争。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抖音海外版“Tik 

Tok”悄然登陆海外市场。 

经过两年的摸索，字节跳动公司的海外市场迎来了突飞猛进，这

其中几乎都是抖音的功劳。据抖音总裁张楠透露，目前包括 Tik Tok

和 Musical.ly 在内的抖音海外产品已经覆盖 150 个国家，月活用户超

过 1 亿，且目前仍在持续高速增长。 

内容类产品的出海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熟悉当地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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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消费习惯、不了解当地文化等问题都是横亘在它们面前的鸿沟。

对于 Tik Tok 来说也是如此——在一个文化语境完全陌生的市场里，

要如何撬动第一批用户？这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环节：寻找有内容

创作能力的红人，以及抖音产品自身所能创造出来的让人眼前一亮的

独特玩法。 

东南亚市场的几大特色，如热爱表现的年轻人，社交平台的应用

与网红经济模式等，也与抖音的产品定位和运营内容不谋而合。抖音

国内主要用户群体年龄在 24 岁以下，积累的推荐算法、对用户群与

网红生态的了解和运营能力都转移到东南亚市场，这一方式搭建了

Tik Tok 发展的基础。 

2016 年年底的时候，快手迈开了海外扩张的步伐。抖音紧随其

后，在 2017 年 5 月也走出了国门。有趣的是，到 2018 年第一季度，

Tik Tok 就成为了 AppStore 上下载量 多的非游戏类 app，达到了

4580万的下载次数，排名常常超过主流软件如YouTube和 Instagram。

Tik Tok 在 GooglePlay 的下载量也达到了 1000 万，评分保持在 4.5，

并在东南亚各个国家的 APP 排行榜高居前十。 

 
图 1. Tik Tok 在马来西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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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抖音为什么会选择东南亚市场呢？ 

首先，东南亚主要市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和抖音在国内主要用

户群匹配度高。东南亚主要市场中 18-24 岁人口比例接近 30%，远远

高于中国的 8%。由于在国内的主市场，抖音的主要用户群体年龄在

24 岁以下，这就很好的匹配上了东南亚人口年龄结构。具体来说，不

光是在东南亚市场中，抖音有大量的潜在用户，而且抖音在国内累积

下来的运营能力和算法能力等都能很好的转移到东南亚市场。 

其次，东南亚年轻人表现欲极强，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表

达自我的重要渠道，短视频产品有生长基因。大量的年轻人每天生成

大量的 UGC，并发布在各社交平台上，每个用户每天也会花大量的

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就给 Tik Tok 在东南亚的快速生长提供了土

壤。 

 
图 2. 东南亚社交媒体软件用量图 

 

凭借在国内累积下来的内容推荐算法优势，Tik Tok 使得东南亚

的普通人也可以把自己制作的优质内容发布出来，并收获大量的

「Like」和「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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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市场上并无强大直接竞争对手。相对于国内相对激烈

市场竞争，Tik Tok 在东南亚并无强大竞争对手，快手虽然早于抖音

在东南亚布局，但快手的海外版 Kwai 仅仅在越南 GooglePlay 榜单中

进入前 100 名，其余东南亚主要市场均低于 400 名；而 Lite 版 KwaiGo

也仅在印尼榜单中进入前 100 名，其余榜单均未进入前 500 名。 

经过长时间发展，市场中已经有成熟的网红生态链。以 Instagram

为主要网红平台，网红经济在东南亚一直存在，两年多以前，市场就

发现印尼大量的 C2C 电商的形式，是通过网红在 Instagram 上发布自

己的物品再约好线下成交。到今天网红生态进一步发展，已经出现不

少粉丝数超过 10 万的网红，成熟的网红生态为短视频类产品的生长

提供了重要条件。 

除了先于国内竞争对手瞄准东南亚市场外，抖音的产品运营在不

同的国家也各有特点，力求找准角度更快更好切入当地市场。 

以马来西亚为例，Tik Tok 在马来西亚的推广 重要的方式是利

用名人效应，通过邀请名人进驻 Tik Tok，引发大众对其好奇心。这

些红人和明星的入驻对于 Tik Tok 在海外的冷启动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他们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地的文化标签，而且拥有成熟的内容渠道、

自带粉丝，这让达人之间有机会充分交流他们的视频创作经验，更重

要的是，令他们对平台逐渐产生了归属感和忠诚度。 

除此之外，Tik Tok 还与马来西亚官方进行合作，希望在塑造流

行文化形象之外，与国家部门进行合作，推进官方对其的认可。目前，

Tik Tok 已与马来西亚手工艺品开发公司和国家手工艺品研究所（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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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与 2019 年国家手工艺品日一起发起#ilovearts 活动。此活动与

马来西亚手工艺品组织的第 17 届年度全国手工艺日活动一致，主题

是“在生活方式中培养手工艺品”，旨在鼓励人们在当今的生活方式

中使用本地手工艺品。该活动还邀请手工艺人在 Tik Tok 上分享他们

的艺术才能和手工艺，以进一步在线上向全球观众推广马来西亚的独

特手工艺。此次合作还使 Tik Tok 在 NCI 举办研讨会，探讨如何利用

其平台来增强学生的才能。研讨会的重点是制作短片，并鼓励采用数

字技术来扩大马来西亚的艺术。 

在运营层面，除了依据当地的文化风俗设计一些本地化的挑战和

玩法，抖音上的爆款内容也往往是全球联动的，将成功的内容模式快

速复制，降低抖音在各国的运营门槛。 

“中国这边有什么爆款的挑战和玩法，运营人员会判断是否适合

其他市场，如果适合就把挑战推向全球市场，比如尬舞机、Dura舞等；

同时，海外市场有什么爆款的内容，也会被介绍给国内运营人员。” 

当有了海量的、本地化的内容作为基础，剩下的便是抖音如何将

合适的内容匹配给合适的人，这背后还是字节跳动一以贯之、经过多

个产品验证的推荐算法。Tik Tok 当然也是一个基于算法的产品，它

的核心说到底就是依据标签做人与内容的匹配。在这个层面上，各国

的文化差异反而可以被模糊。 

从下载量上来看，抖音目前的成绩还是较为突出的。根据 Sensor 

Tower2018 年 Q1 手机应用市场报告数据，抖音及抖音海外版在苹果

应用商店下载量达 4580 万次，成为全球下载量 高的 iOS 应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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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在 2018 年夏天前热度增长的表现强势，但紧接着是在印尼、马来

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几个国家出现颓势，有明显的烧钱做后留存并不

理想的表现。 

一当面，相比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潜力还有待开发，国际市场

容量几乎是国内市场的 5 倍，如何继续提高 Tik Tok 和 Musical.ly 的

使用量是目前 现实的问题。走到国际市场上的抖音，要面对一个比

国内严峻很多的移动广告市场竞争环境。在“信息流产品”这个象限

内，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已经瓜分了大部分的广告市场，要

从这些大小巨头的夹缝当中分一杯羹，对 Tik Tok 来说仍将是个艰难

挑战。 

另外，一些短视频博主为了吸引眼球，不顾当地风俗而导致 Tik 

Tok 被当地人民排斥，例如曾有两名中国女子在马来西亚清真寺外跳

舞，引起当地社会的普遍反感。事发后马来西亚沙巴州旅游部、移民

局等部门都介入调查，视频背景的清真寺也暂停接待游客，给本就处

于风口浪尖上的 Tik Tok 带来许多负面评价。 

因此，面对短视频应用层出不穷的现状，在吸引到现有用户之后，

如何留住这些用户，保持后续吸引力，不仅需要 Tik Tok 在高歌猛进

之时留有好的口碑，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出海产品在迎合流行文化之外，

还应更多了解当地的传统习俗。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视频类出海的商业模式和国内相同，都是通

过内容及营销吸引粉丝、通过社群提高用户粘性，引入大批流量后再

完成商业变现。目前短视频的主要变现方式有广告、电商和打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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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精准的匹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和广告主在中国都还是未解决

的痛点。而在出海这条路上，这个问题更为不易，本来当地市场空间

就有限，同时还要面临 Facebook，Youtube 等大公司的竞争，变现模

式任重道远。 

 

参考资料： 

[1] “抖音东南亚最大对手已非快手，可能一直都不是”，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19-01-27/doc-ihqfskcp0736773.shtml,最后访问时

间：2019年 9月 22日。 

[2] “抖音的海外战事”，https://36kr.com/p/5138988，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

9月 22日。 

[3] Tik Tok partners Malaysian handicraft organisations to promote local art，

https://www.marketing-interactive.com/Tik Tok-partners-malaysian-handicraft-

organisations-to-promote-local-art/，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 9月 22日。 

[4] “抖音国内外发展情况”， https://www.hqol.cn/wtx/zhfw128791/show-

1923097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 9月 22日。 

[5] 短视频出海：海外那些很火的短视频 APP，竟有一半是“中国制造” 

https://36kr.com/p/5130958,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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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课题与华⼈“痛点” 
邓家骏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来语专业⼤⼆学⽣） 

 

近一段时间以来，马来西亚教育部倡导的爪威文书法（Seni 

Khat）改革政策在马来西亚国内闹得沸沸扬扬。教育部试图在国民型

小学马来文科目中增加教授爪威文书法课程的改革举措，引发多个华

人社会和泰米尔人社会组织的强烈抨击与抗议。 

2018 年 4 月，根据教育部课程发展组小学标准课程（KSSR）下

已修订的国民型小学四年级马来文标准课程及评估纲要文件，在小学

第二阶段，即四至六年级，学生将通过学习谚语、成语的方式接触爪

威文书法艺术，目的是“栽培学生对爪威文书法艺术的兴趣与鉴赏能

力”。就在今年 7 月，有媒体曝出有一些州属的国民型小学马来文科

教师已开始参加培训课程，而爪威文书法艺术单元将于明年正式增设。

新闻一出迅速引起华人、泰米尔人社会议论纷纷，谴责与否定声铺天

盖地。 

爪威文书法艺术单元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它又为何会触动非

马来族群的敏感神经？ 

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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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威文”的“前世今生” 

爪威文，是一种使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马来语的文字。爪威文在

马来世界流传已久，在 19 世纪之前，还没有采用罗马字母记音的马

来语，均是以爪威文字书写。因此，爪威文书法艺术，就是以爪威文

字呈现马来语的一种方式。此外，由于爪威文字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

马来半岛而传入的，其发展也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现今的

马来西亚，爪威文亦多用于宗教或马来文化场合，因此被非马来裔人

民视为具有较强的宗教性。 

本次改革所增设的爪威文书法艺术单元，是以栽培学生对爪威文

书法艺术的兴趣与鉴赏能力为目的，原计划将该单元放于“趣味语文”

板块，通过与马来文化知识及练习课结合而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继

华社铺天盖地的抗议声出现后，教育部宣布修改方案——爪威文单元

只会有 6 页内容，将不会设置评估考试，也不会作为练习课出现。 

但是华人并不买账。董教总①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反对。董教总称，

爪威文书法早已在伊斯兰教育科目的教学大纲之中，教授予四年级穆

斯林学生，而这些学生也于一年级已开始学习爪威文字；对于尚未认

识爪威文字的非穆斯林学生而言，要求他们在马来文科目学习爪威文

书法是无理的。此外，有反对者还纷纷表示，爪威书法缺乏实用价值，

既无法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国语，不符合教学目标，增设此类科目无

疑徒增教师与学生压力，百害而无一利。 

随着时间的推进，风波变得愈发复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

                                                             
① 董教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联合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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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回应中批评董教总，称董教总为与政府唱反调的“种族主义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番言论迅速引爆华人社会“隐藏的炮弹”，抨击

总理马哈蒂尔激化民族矛盾，鼓吹民族对立，引发又一波舆论声浪。 

华人之“痛”于何处？ 

区区只占课本六页的爪威文书法艺术单元，却引起华人社会如此

强烈的反弹，个中缘由却不只这六面爪威文这么简单。 

“痛”之首要，是在马来西亚长期存在的暗流涌动的民族矛盾问

题。在部分华人眼中，爪威文进入非马来人学校所教授的课本中，不

仅仅是一种马来历史文化的传播这么简单。他们认为这是伊斯兰教对

全马来西亚社会的渗透，是在逐步吞噬华人族群既得的教育利益。而

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并非一朝蹴就的，而是长久以来在各个方面因不

平等对待而积压的不满所造成的。而政府的作为，更是加剧了这一种

不信任感。前朝巫统政府作为马来人政党给予了马来人许多“特权”，

而新上任的希望联盟政府却让华人印度人从希望变为更大的失望—

—即使换届时几乎一边倒地给希望联盟投下支持票。换届后，新政府

却在多个华人关心的问题上“跳票”：既没有在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统

考、赋予华人新村永久地契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对华人等群

体的质疑，更是以不改变预科班固打制学额分配、在小学传播爪威文

的“敷衍行为”作为“正面回应”。在他们眼中，希望联盟政府的执

政并没有使非土著居民获得更多权利，紧张的种族关系也并没有得到

实质性的改善，政府实行的措施也只是在做一些“表面功夫”，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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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马来西亚”只是幌子。而在本次爪威文风波中，教育部的举措

更是大大加剧了华人、印度人族群对政府的失望。教育部极力劝说华

人、印度人族群接受爪威文书法艺术单元的态度，与之前讨论到“固

打”、统考等问题时让华人、印度人先“静静”的态度大相径庭。在

网络上，许多人称非马来人的权益，正在被政府逐渐出卖、侵蚀，“我

们害怕马来西亚的希望看不到了。” 

“痛”之其次，是民众对“闭门造车”进行决策的内阁的强烈不

信任。一年前，在马来西亚曾出现过一场“黑鞋风波”——教育部推

出一项政策，规定学生穿着的鞋子要从白鞋改变为黑鞋。这项政策一

出迅速引发争议，紧接着的是政府官员出面解释，与社会人士会面等

等，试图缓解与平息这场风波。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向社

会人士征求意见这一环。通常是部门内会议决定后专家质询，质询环

节通过就直接公布政策。而仅听取专业意见而不听取社会意见的决策，

是容易引起民间争议的，是与民主社会理念相悖的，是不明智的。即

使内阁成员是由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但也并不能保证每一次每一

位内阁成员的想法都是符合主流民意的。而在发生过数次风波后并没

有改变决策方式的内阁，就更加加深了人民对内阁的不信任与猜疑，

以此持续下去，是不利于内阁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的。 

“痛”之再者，是总理马哈蒂尔所谓“种族主义者”的言论。在

批评事件发生之后，董教总发文称要求总理“谨言慎行”。董教宗在

文告中提到，作为总理，马哈蒂尔应当在这一课题上听取各方意见，

而并非直接否定非穆斯林群体的观点。而总理马哈蒂尔这一番批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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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被华人社会舆论认为是激化民族矛盾，鼓吹族群对立的做法。

马哈蒂尔的举措，不但对缓和平息风波没有作用，反而还激起华人群

体更大的不满，使华人“痛”上加“痛”。 

未来会如何，还看希望联盟 

随着教育部发表爪威文书法政策“一定会实施”的言论，并且在

政策实施上做出相应让步，爪威文风波应该会渐渐走向平息。但是种

族问题却并不会因此而平静。在暗流涌动的民族矛盾使然下，一两件

与种族挂钩小的举措总是会触碰到敏感的华人、印度人神经，从而引

发一阵又一阵风波。而对于政府而言，作为全马来西亚社会的管理者、

执政者，如何更好的顺应民意、顾及各族利益、缓解民族矛盾，而并

非让一阵又一阵的风波搅动马来西亚社会的风浪，是政府应该多加思

考的问题。想要真正建起“新马来西亚”，在衡量不同族裔的群体之

间利益、处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行使权力与规范权力行

使方面还需多加探索。 

那么，下次大选非马来裔居民是否还会选择希望联盟，希望联盟

是否还有获选的希望呢？笔者认为，还得看希望联盟下一步如何决策。

如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吸收前车之鉴，不再多次剧烈地挑动马来西亚

人敏感的民族神经，希望联盟可能还有“希望”；否则，无法扭转的

民意可能将会如一波巨大的浪潮，将这一年多来希望联盟执政引起的

“大风大浪”如数奉还，将希望联盟“拍”下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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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 18日至 9月 18日 
 

爪威文书法教育与扎基尔传教士议题激化族群矛盾 

1、董总主席、秘书长接受质询：“警方询问爪威文课程问题” 

SinChew/星洲网 8 月 22 日报道：董总主席陈大锦和秘书长黄再

兴于 22 日早晨前往位于吉隆坡武吉安曼的警察总部接受质询。黄再

兴说，他和陈大锦是分开接受警方的问话，过程顺利及紧凑，警方也

非常专业和友善。他还表示，警察所提出的问题，都与近期发生的“爪

威文书法教育”问题有关。陈大锦则补充，警方也提及有关宏愿学校

的议题。 

陈大锦和黄再兴今早步入警局前对媒体发表谈话时强调，董总和

华校从未宣扬种族主义。陈大锦说，董总从来就不是种族主义组织，

向来理性探讨教育课题，一视同仁地照顾华文学校里的各族孩子，并

积极推动跨族群交流工作。 

2、马哈蒂尔：扎基尔行为越界，但马来西亚不会驱逐他 

Malaysiakini/当今大马 8 月 18 日、22 日报道：印度裔传教士扎

马来西亚⼤事纪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18 日 

 28 

基尔的有关言论引发争议后，马哈蒂尔表示，扎基尔涉嫌贬低马来西

亚华人和印度人，该行为涉嫌“种族歧视”。不过，马哈蒂尔也表明

将维持现状，不会把扎基尔遣返。 

3、马来西亚印度人集会抗议爪威文、扎基尔事件，安瓦尔呼吁取消

集会 

Oriental Daily/东方网、Malaysiakini/当今大马 8 月 24 日报道：

马来西亚印度裔群体连续两天组织集会，抗议爪威文书法教育问题和

扎基尔涉嫌发表种族主义言论问题。不过，警方已经宣布，由于主办

方提交的申请文件不符合要求，有关集会已经被列为非法活动，并实

施了清场行动。 

针对以上两场集会，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表示，为了避免种族关系

再度紧绷，他呼吁主办当局主动取消有关活动：“既然风波已过，则

没有必要再生事端。我也劝公众不要受到影响，而参与有关示威。” 

 

公正党内部纷争与权力交接疑云 

4、安瓦尔：人民公正党内部并没有分裂 

Bernama/马新社 8 月 24 日讯：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向媒体强

调：在人民公正党内部没有出现分裂或者是对立。 

当记者问及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多次未参加党内高层会议的缘

由时，安瓦尔解释说：“如果党员连续三次不出席既定会议，那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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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将被我们开除党籍。因此，在有些情况下，党员会为自己的缺席

缘由递交说明，我们的纪律委员会将仔细审理这些说明的真实性。”

对于阿兹敏的缺席，安瓦尔表示，阿兹敏几乎递交了所有缺席的说明，

所以党内没有必要对他采取行动。 

5、安瓦尔未入阁？马哈蒂尔：没有空缺 

Malaysiakini/当今大马 8 月 29 日报道：马哈蒂尔总理表示公正党

主席安瓦尔将不会成为内阁的一员。马哈蒂尔今晚在布城召开记者会，

当被问及为何不邀请安瓦尔进入内阁，他重申希盟政府没有计划增加

新的阁员。“我们的内阁（成员）数量没有任何变化或增加。” 

“既然没有人说他们要辞职，我们没有空缺。当我们有空缺时，

再考虑适合的人选。” 

希盟执政以来，多次传出内阁改组的消息。马哈蒂尔表示不会在

近期内进行内阁改组，但阁员职务可能略有变化。 

6、安瓦尔：我未曾向马哈蒂尔自荐入阁 

Malaysiakini/当今大马 8 月 30 日报道：希盟执政以来多次传出内

阁改组的消息，马哈蒂尔总理昨日表示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将不会成为

内阁的一员，但安瓦尔强调，其实他从未自荐要进入内阁。 

安瓦尔重申，将遵循希盟共识等候马哈蒂尔总理交棒。“我遵循

共识，不曾提出或建议要加入内阁。”  

7、祖莱达：除非见到安瓦尔，否则不会有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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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9 月 16 日报道：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和署理主席阿兹敏

阵营裂痕迄今还没弥合，阿兹敏阵营旗下大将—党副主席祖莱达今日

再度放话，倘若安瓦尔不愿会晤他们，则双方不会和解。 

祖莱达今日在槟城为 3 个区部大会主持开幕时表示，除非安瓦尔

愿意会见阿兹敏阵营，否则她不会出席任何党务会议。她声称，阿兹

敏阵营努力联络安瓦尔，但安瓦尔始终没有回应和解呼声。 

祖莱达续称，阿兹敏、两名副主席、14 名中委要会见安瓦尔。 

8、“恭请出席，茶水招待”，安瓦尔邀请祖莱达等赴会议 

当今大马 9 月 17 日报道：尽管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放话“不会

见没和解”，但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却软中带硬地重申，例常的党务会

议备有茶水招待，欢迎所有相关的党领袖出席。 

“每周三有政治局会议，每个月都有 高理事会议。恭请所有人

出席，还备有茶水咖啡招待。” 

9、安瓦尔：相信马哈蒂尔会交棒，但总理职位“咫尺天涯” 

联合早报网 9 月 20 日报道：安瓦尔说，他一直相信总理马哈蒂

尔会遵守希望联盟的协议交棒给他，但坦言自己现在的感受是距离总

理的位置“这么近又那么远”。 

不过他强调，他没有理由质疑马哈蒂尔的诚意。他说，尽管马哈

蒂尔没有给出具体交棒时间，但一直坚持本身是过渡总理，现在的政

府是过渡政府；对他而言，这就是马哈蒂尔明确表态会按协议交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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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瓦尔否认还有其他人想争夺总理之位 

当今大马 9 月 18 日报道：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否认了有关其他候

选人可能取代他成为总理的报道。 

“不见有人和政党要推荐或提名其他人（接任总理）。（但）这并

不能阻止其他野心家有自己谋划。（只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无

关紧要。如果要问它有否讨论过，它是否合法，答案都是否定的。”

安瓦尔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受询及有报道声称，公正党署理主

席阿兹敏或马哈蒂尔儿子慕克里兹或会半途杀出，成为马哈蒂尔总理

的继承人时，发表上述看法。 

安瓦尔表明，他有信心会在希盟掌权 2 年后，即 2020 年接过总

理之位。 

11、安瓦尔承诺，担任总理将解决沙巴和沙捞越地位问题 

亚洲时报 9 月 18 日报道：候任总理安瓦尔承诺，有关 1963 年马

来西亚协议的课题，会在他任总理后尽速获得解决。 

“总理马哈蒂尔已在马来西亚日庆典上捎来好消息，同时邀请沙

巴和沙捞越两州首长共同参与以谋求有效解决方案，可见希望联盟政

府的决心。” 

因此，他驳斥了反对党指责希盟政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马来

西亚协议问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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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捞越内阁改组 

12、沙捞越沙内阁改组，新增交通部 

SinChew/星洲网 8 月 22 日报道：沙内阁今日宣布改组，人联党

副主席李景胜掌管新成立的交通部，秘书长陈超耀则担任沙旅游、艺

术及文化部助理部长。 

副首长拿督阿玛道格拉斯接任第二财政部长。国际贸易及电子商

务部重组后并入国际贸易、工业、工业管道及企业发展部，副首长阿

玛·阿旺登雅担任部长。 

与此同时，庞大的沙旅游、艺术、文化、青年及体育部也拆分为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和青年及体育部。原任部长阿卜杜拉·卡林依然

兼任两个部门的部长。副首长詹姆·玛欣则掌管新成立的基础设施发

展及港口发展部。 

另一方面，首长署新增一名助理部长，掌管伊斯兰事务及古晋北

市市政局。此外，代沙州务秘书查奥·沙米翁也即日起，正式成为沙

州务秘书。 

沙首长达图巴丁宜阿邦佐哈里 22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州

内阁阵容即日起生效。 

13、沙捞越执政党：加强五大领域推动沙捞越发展，争取 2030 年成

先进州 

SinChew/星洲网 8 月 22 日报道：沙捞越州首长阿邦佐哈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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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政党联盟政府是基于五大领域，让沙捞越州在 2030 年达到先进州

的目标，而宣布进行内阁改组。 

他说，沙政府基于未来发展需求，正努力制定政策，确保沙能在

2030 年转型成为先进州，加快州经济发展。加强的五大领域分别为港

口提升、石油及天然气参与、现代化农业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及旅游。 

根据宪法，沙捞越在港口及海港拥有权限。作为贸易州，进出口

繁忙，尤其因为制造业的成功使许多产品通过该州出口到国外。这也

意味沙捞越必须从提升港口设施做起。 

 

马来西亚烟霾事件 

14、马来西亚环境部就烟霾事件会晤印尼使节 

当今大马 9 月 10 日报道：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和环境

部长杨美盈与印尼外交使节会面，重申大马非常重视印尼的霾害对大

马的影响，同时准备协助印尼解决林火问题。 

《马新社》昨日报道，包括环境部与外交部在内的官员出席了本

次会议，与印尼大使馆参赞阿古斯·巴德鲁（Agus Badrul Jamal）及

阿贡·查哈亚（Agung Cahaya Sumirat）会面。 

杨美盈在脸书贴文表示，印尼方面已承诺将管控跨国雾霾问题，

包括在苏门答腊岛派出 1994 人、加里曼丹派出 860 人，另也安排了

1677 名志愿者协助扑灭森林大火；印尼当局也已出动 16 架直升机在

加里曼丹林火的策略地点施放水弹，而执法小组也正在追捕非法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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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当情况允许时，政府将继续进行人工降雨作业；若印尼政府愿

意接受，（马来西亚）政府也将给予援助。” 

15、沙捞越副首长：印尼应该为烟霾污染负全责 

当今大马 9 月 11 日报道：印尼烟霾几乎每年袭击马来西亚，沙

捞越副首长詹姆斯·马星对邻国印尼开炮，直言必须从经济上惩罚印

尼，才能迫使印尼正视与处理霾害问题。 

“除非他们遭受经济损失，否则不会认真就看待我们一年又一年

对烟霾问题提出的投诉。” 

不过，他并未进一步说明，所谓的“经济损失”，是否意味着要

经济制裁印尼。詹姆斯·马星还指出，印尼政府必须对沙捞越的霾害

负起全责，更应该运送医疗设备给那些深受烟霾影响的沙捞越人。 

16、印尼抨马来西亚也是烟霾祸首，沙副首长呛“看好地图” 

当今大马 9月 11日报道：印尼环境及林业部长西蒂努巴雅宣称，

吉隆坡的烟霾其实一部分源自沙捞越。沙捞越副首长道格拉斯大为震

惊，并要对方“看对地图”，厘清事实。 

东盟气象中心（ASMC）此前发布的分析显示，马来半岛及沙捞

越的霾害，主要是来自苏门答腊及加里曼丹林火所造成。这份根据其

NOAA-20 卫星检测的分析，并未显示有烟霾飘越东西马之间的南中

国海。反之，目前的季候风风向是从东南吹向西南，导致苏门答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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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曼丹的烟霾飘向了沙捞越西部与西马半岛西部。 

东盟气象中心还警告，印尼苏门答腊与加里曼丹的林火温度不断

上升，因此马来西亚的烟霾会日趋严重。 

 

巫统与伊斯兰党签署正式合作宪章 

17、扎希德与哈迪签合作宪章 

Utusan 9 月 14 日报道：巫统主席扎希德与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

旺于 9 月 14 日签署全国合作宪章，从而正式宣布两党将在政治领域

开展合作。然后，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及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在巫伊两党逾千名代表的见证下，共同宣读合作宪章。 

扎希德表示，两党所创设的协商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不仅审阅了

合作宪章，而且就相关的其他合作文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两党能够共同发布引领政治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18、两党发布宪章主要内容 

当今大马 9 月 14 日报道：巫统与伊斯兰党合作宪章主要内容如

下： 

（一）尊崇及捍卫联邦宪法保障的权益，即伊斯兰为联邦宗教、

统治者主权、马来人及土著特权、非土著的合法权益、马来文为国文，

以及保障多元社会权益； 

（二）通过各宗教、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协商（musyawarah）加强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18 日 

 36 

全国共识； 

（三）在联邦宪法框架下强化伊斯兰、马来人及土著发展议程，

以建设和谐国家； 

（四）建立强化伊斯兰和马来民族的合作关系，同时不否定多元

宗教、种族和文化作为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种族和谐及国家安宁主轴

的地位； 

（五）为国家提供新方案，旨在提升良好施政、提出涵盖全面及

和谐的发展政策，彰显社会公义，跨越肤色及信仰藩篱。 

19、末哈山：巫伊合作，九州可赢 

Free Malaysia Today 9 月 14 日报道：9 月 13 日晚，马来西亚穆

斯林团结集会在巫统总部掀开帷幕。巫统相信与伊斯兰党结盟后，他

们能够一起从希望联盟手中重新拿回五个州的州属执政权，进而一举

赢得九个州的州属执政权。 

巫统署理主席末哈山在 13 日晚上的演讲中表示，巫统在上届大

选时失去执政权的五个州分别是马六甲州、森美兰州、吉打州、霹雳

州和柔佛州。现在他信心十足，未来这些州的执政权将会回归巫伊联

盟手中。 

20、巫统妇女主席：巫伊合作是为赢得第十五届大选 

Berita Harian 9 月 13 日报道：巫统妇女主席拿督诺莱妮承认，当

下巫统和伊斯兰党联盟，正是为赢得第十五届大选，组建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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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莱妮说，如今伊斯兰教徒受到压迫，巫伊两党理应联合起来。

当林吉祥提问两党是否已决定，如果联盟胜选，将由谁担任总理。诺

莱妮回应，这是两党 高领导层该考虑的问题。她反击道：“这就问

下届总理是谁，是觉得希盟政府一定会一任而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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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介 
 

1. 《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与一体化中的角色分析》 

作者：卡塔日娜·安娜·纳夫罗特：波兹南经济大学院；王瑶：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刊载刊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2019 年 04 期 

摘要：在过去的 30 年中，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东亚成为世界生产中心，并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亚各国居民收入水平也迅速提高,贫

困率显著减少。这些主要得益于该地区的工业化、各国政策以及区域

劳动力分工促成的经济合作。本文通过对中国在东亚合作与一体化中

角色与作用的分析，旨在探析东亚地区的转型发展路径。本文所用数

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B)、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统计。 

 

2. 《马来西亚投资环境与税制介绍》 

作者：马伟，余菁，谭丽君，李晓辉；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工业园

区税务局，德勤马来西亚，德勤中国 

刊载刊物：《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China，201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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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马来西亚凭借其自由的投资政策、极具吸引力的

税收优惠政策、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成为东南亚

具竞争力的投资地之一，备受中国“走出去”企业的青睐。本文简要

介绍了马来西亚的商业环境和税制概况，重点介绍了与“走出去”企

业密切相关的税种、转让定价制度，以及近年来相关税制和合规性管

理的 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准备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中国企业，提

示了需要重点关注的营商环境、税务、外汇等方面风险和问题。 

 

3.  Violent crime datasets: Incidence and patterns in Malaysia from 2006 

to 2017 

作者：Hashom Mohd Hakim, etc.  

刊载刊物：Data in Brief, Volume 26, October 2019 

摘要：This article provides violent crime data in Malaysia from 2006 

to 2017. The violent crimes include murder, rape, gang robbery, robbery 

and voluntarily causing hurt cases. A total of 330,395 violent crim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this 12 year period and the data were tabulated state by 

state for all thirteen states of Malaysia, including two states in Borneo 

(Sabah and Sarawak) and one federal territory (Kuala Lumpur). In general, 

violent crimes show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2006 to 2017 in Malaysia. 

However, armed gang robbery and armed robbery show a fluctuating 

pattern from 2008 to 2011. A similar pattern was also recorded for unarmed 

gang robbery from 2008 to 2010. The violent crime data deposited 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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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for further analysis, e.g., for identifying risk factors such as 

demography, lifestyle, socio-economic status, government policies etc.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violent crime incidence and pattern across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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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研究著作推介 
 

1. 《马来西亚 (文化中行一带一路国别文化手册)》 

编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年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摘要：本书分为国情纵览、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双边关系

四篇，分别介绍了马来西亚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风俗习惯、政治

体制、司法环境、政策导向、资源状况、外国企业、金融市场、经贸

关系、华人华侨等方面，附录还给出了该国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营

商环境排行榜中的排名，以及我国驻外使领馆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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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 Doctor in the House: The Memoirs of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作者: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出版时间：2011 年 

出版社：MPH 

 

内容摘要：In his twenty-two years as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Dr 

Mahathir Mohamad transformed his country from an agricultural 

backwater into 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that would become the 

seventeenth-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T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 was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and Dr Mahathir's extraordinary 

vision and iron grip earned him both enemies as well as ardent admirers 

within and outside of Malaysia. He has been described-typically and 

paradoxically-as a tyrannical dictator, a bête noir, as well as inspiring, 

courageous and an outspoken defender of the downtrodden, the Third 

World, and moderate Islam. At almost every turn Dr Mahathir rewrote the 

rules. This book reveals hitherto unknown aspects of this intensely private, 

but publicly bold, statesman. It provides a clear and compelling narrative 

of modern Malaysian political history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one its 

greatest shapers. It is neither apology nor defence, but a forceful, 

compelling and often exciting account of how Dr Mahathir achieved what 

he did in so short a time, and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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