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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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绒⽐艾补选：失望的⼈民与希盟的困境 

傅聪聪  陈戎轩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2019 年 12 月 8 日，马来西亚年度汉字正式揭晓。“骗”字是以

高票数 6276 票（24.62％）胜出，成为 2019 年度汉字。其次则是

“厌”字 2989 票（11.72％），以及“马”字 2688 票（10.54％）。马

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长吴添泉随后受访时认为，“骗”字的当选，

并非针对任何人、团体或政府，只是普遍人民所选出的感受，可能因

为经济方面没有好转，令一些人民深感失落，或有被骗的感觉。 

事实上，马来西亚人民也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11 月 16 日，

马哈蒂尔领导的希望联盟在柔佛州丹绒比艾议会议席补选中，惨败于

前执政联盟国民阵线。丹绒比艾补选及其结果在 2019 年的马来西亚

政治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对反对党国民阵线而言，这是大马政治震荡

一年多来，国阵内部调整与党际合作形成“国家和谐联盟”（巫伊合

作）后的第一次“大考”。而对希望联盟来说，兵败丹绒比艾不仅是

在议会减少一个议席，更是自去年全国大选后举行的九场补选中的第

四次败绩，此前希盟在金马伦高原、士毛月和晏斗三次补选中均告失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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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联盟为何会在此次补选中惨败，马哈蒂尔当前面临怎样的困

境，以及补选引发的连带效应与大马政治发展方向是人们普遍关注的

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格局的悄然分化

重组，以及马来族群政党的结构分裂。 

兵败丹绒比艾：失望的人民 

丹绒比艾位于马来西亚半岛柔佛州的西海岸，是亚欧大陆的 南

端。这个族群相对混合的选区有 54000 名登记选民，其中约 57%为马

来人，42%为华人，还有 1%的印度族选民。丹绒比艾被归为乡村选

区，其主要经济活动为渔业、水果和油棕种植。有许多本地居民往返

于新加坡工作，其他人则依赖于城市旅游业。2018 年以前，这里是国

民阵线成员党马华公会的传统席位，2008 年前由马华总会长黄家定

担任议员，随后由其“政治徒弟”黄日升接掌。然而，去年 5 月的全

国大选中，希望联盟成员党“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候选人穆罕默

德·法里德·拉菲克，接替以往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出战并赢得 21255

票，以 524 票的微弱优势，战胜了国阵候选人黄日升和伊斯兰党候选

人诺丁·奥斯曼，实现选区议员轮换，并被委任为主管国家团结及社

会和谐事务的总理府副部长。 

43 岁的法里德于今年 9 月 21 日凌晨突发心脏病而离世。根据联

邦宪法，议席空缺后，选举委员会需在 60 天内举行补选。自去年“五

〇九”大选后第 9 场补选由此拉开了战争的帷幔。各大政党联盟厉兵

秣马，并在提名日就形成“六角战”的激烈局面。其中，国阵候选人、

马华公会的黄日升（55 岁）是 2008 年以来该选区两届议会议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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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希盟和团结党捍卫议席的是卡敏（66 岁），他曾长期在巫统从政

并于 2001 年担任巫统笨珍区部的委员，。其他候选人包括民政党全国

副总秘书温蒂（38 岁）、伊斯兰阵线主席巴鲁希山，以及两位独立候

选人笨珍商人洪俊禄以及“蓝色德士”代表法丽达。选前各大媒体主

要聚焦过去 8 场补选中希盟五胜三败，9 月“巫伊结盟”后，马来人

选票将由谁主宰，而华人选票是否仍是希盟的铁票？而对当地选民而

言，华人纠结于黄日升是有目共睹的好代表，但是厌烦其背后的国阵

和马华公会；马来选民则似乎在人民代表的宗教背景上犹豫不决，他

们更希望有人能够代表伊斯兰群体的利益。此外，相比老一辈政治人

物，年轻人更期待有代表自己声音的候选人。16 日的补选结果举国震

惊，黄日升赢下 25466 票，以 15086 张多数票完胜希盟候选人，其余

四位候选人均“陪跑”此次补选。 

相比此前议席补选，本次选举折射出几个不同的特点。首先，希

望联盟在数据上完败于国民阵线。相比上届大选中 11 个投票点告捷，

此次补选希盟在选区内 27 个投票点均负于国阵。同时，本次补选投

票率下跌到 74.5%，希盟仅得到 26.74%的选票，而国阵囊括了 65.61%

的选票。第二，马来选民难以吸引，华人铁票大幅流失，希盟遭遇全

面打击。选举数据显示，希盟在马来人占比超过 80%的投票站中支持

率下跌 2-12%不等，而在华人选民占比超过 80%的投票站中，则流失

了高达 27-38%的选票。相比过去三次补选，国阵的马来人支持率显

著提升，而华人选票变动不大。第三，选民已然放弃了第十四届大选

期间“选党不选人”的心态，开始注重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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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换代”的宏大叙事所束缚。 

在微观上，这场补选结果本身折射出三点因素，一是国阵候选人

黄日升辛勤友善、服务人民的形象在选民中有口皆碑，二是“巫伊结

盟”在吸引马来人选票方面效应明显，三是选民在改革力度、服务效

率方面，对比原政府和新政府尤其对比巫统、马华公会和团结党、行

动党后，作出新的选择。从宏观上看，丹绒比艾败选反映了马哈蒂尔

新政府支持率的下降，随着“爪威文书法”、“马来人尊严大会”、“土

著经济大会”等课题引发的国内族群关系紧张加剧、马币贬值导致的

生活成本上升、新政府兑现选举承诺不利、缺乏经验的部长们屡屡犯

错、改革步伐慢于预期，尤其是年届 94 岁的马哈蒂尔与安瓦尔关于

总理一职权力交接上的反复和不确定，让不同族群、性别、年龄的选

民均渐渐对新政府丧失了信心，失去了希望。 

权力斗争与分裂：新政府的困境 

希望联盟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族群关系、

生活成本等方面困难重重，相比之下，政权交替和权力斗争已让这个

新的政党联盟深陷四大困境的泥沼中：困境一是希望联盟面临巨大外

患——“国家和谐联盟”。随着巫统和伊斯兰党主席于 9 月 14 日签订

《和谐联盟宪章》，两个 大的马来伊斯兰政党正式缔结政治联盟，

宣布团结全马穆斯林建立多元和谐的马来西亚。这也标志着国民阵线

与和谐阵线两个联盟的合作。丹绒比艾补选已反映了政党联盟合作的

显著效应，不但执政党惨败，以民政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难以在选

举中与之抗衡。未来如何应对既有执政经验、又有政治资源的在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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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联盟挑战，将是希盟政府的一大难题。 

困境二是希望联盟内部的严重忧患与政党分裂。作为议会 大党

和希盟成员党，人民公正党内部两大派系斗争已经公开化，72 岁的党

主席、“候任总理”安瓦尔与署理主席阿兹敏斗争愈演愈烈。阿兹敏

多次表示支持马哈蒂尔完成总理 5 年任期、长期缺席公正党政治局会

议，并于丹绒比艾补选后秘密与 20 余名在野党国阵议员集体会晤。

近日，阿兹敏再次联合多名党内中央 高理事反对本党决议，并在年

度党代会上离席抗议。有传言称，阿兹敏试图联合巫统内的一个派系

推翻希盟政府，组建“后门政府”。观察员们普遍认为阿兹敏在挑战

安瓦尔党主席一职，成为总理继任者。一旦派系斗争激化，希盟政府

将面临分裂的危机。 

困境三是如何安抚马来人与华人不满情绪，维护基本盘。补选惨

败发出的两个清晰的信号是，“巫伊结盟”在马来人选区对希盟形成

压制，它们比希盟内马来人政党形象更亲善、更懂得如何贴近选民；

而华人对希盟产生强烈不满则在意料之外，这可能是由于行动党执政

经验匮乏、效率低下导致的。面对“国家和谐阵线”更为精准、敏感、

迅速的选举策略，希盟政府急需思考如何吸引马来人选民并维护华人

基本盘。 

族群政治与新马来西亚：补选连带效应 

跨族群、代际和性别的选民们用选票抗议马哈蒂尔及其政党和联

合政府的伙伴领导的“新马来西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政治连带效

应，包括部长更换风声不断、政客密会频频、公正党内讧、后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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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修宪规定总理任期等，这将把 2020 年的大马政治格局带向三

种不同的方向。 

一是内阁改组，实现权力重新分配，继续推动政治改革与经济发

展。尽管撤换部分部长呼声甚嚣尘上，部长职务重新洗牌似乎有利于

马哈蒂尔重新巩固自身在希盟的地位，希盟领袖们也不反对，但马哈

蒂尔仍然态度谨慎、反复斟酌。其中一种方案是明年 11 月亚太经合

组织峰会前改组内阁，这意味着大马未来一年政府将较为平稳。 

二是平稳有序，按期实现权力过渡，将总理一职交给安瓦尔。按

照去年大选前达成的协议，马哈蒂尔出任首相两年后即明年 5 月应移

交政权。当前马哈蒂尔面对为败选负责、明确政权移交时间表的巨大

压力，但在权力交接方面依然言辞闪烁。鉴于明年 11 月大马举办亚

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峰会结束前，马哈蒂尔很有可能将继续担任总理。 

三是如未能实现权力按期有序交接，希盟将面对内部权力争斗和

政党分裂进一步激化的风险。目前，公正党内部派系剑拔弩张，希盟

内部成员党凝聚力差，执政联盟存在瓦解的风险，由此带来新一轮的

政党间分化重组。尽管安瓦尔和阿兹敏都表示公正党不会发生分裂，

但两人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同时，团结党、巫统等马来人政党，

均有可能和阿兹敏派系缔盟，马华印不同族群政党间、东西马政党间

也将根据实力与格局变化，谋划新的政治联盟。 

丹绒比艾补选或许映射了希盟的结局，或许是新征程的开始，一

方面新政府必须对严峻形势作出评估和应对，另一方面随着年度各党

代表大会举行，马来西亚“政治嘉年华”已拉开序幕。马来人政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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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地位近年随着族群分裂而减弱，加剧了自身的危机感，背后有一股

力量在驱动着族群政党结构的进一步分裂，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在

2020 年将迎来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2019年大马年度汉字为“骗”》，东方网，2019年 12月 8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9/12/08/317935。访问时

间：2019年 12月 21日。 

[2] 《两千人赴万丽酒店聚会，阿兹敏激动驳“叛徒”标签》，当今大马，

2019年 12月 8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885。访问时间：

2019年 12月 21日 

[3] 《马哈蒂尔：公正党纷扰不影响希盟政府运作》，联合早报网，2019年 12

月 8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91208-1011699。

访问时间：2019年 12月 21日 

[4] 《林吉祥促希盟兑现所有竞选承诺》，马新社，2019年 11月 24日，

http://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792939。访问时间：2019年 12

月 21日 

[5] Jangan undi ikut emosi, nasihat Tun M kepada pengundi Tanjung Piai, Bernama, 

November 14, 2019, http://www.bernama.com/bm/news.php?id=1789467. 访问

时间：2019年 12月 21日 

[6] Smooth polling in Tg Piai – EC, The Edge Markets, November 16,2019,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smooth-polling-tg-piai-ec. 访问时间：

2019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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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经济透析 

 
 

2019 年 10月马来西亚 CPI&PP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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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数据 

 
（图表数据收集 & 制作：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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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希盟政府的住房政策及其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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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美国与全球各大经济体贸易争端的影响，2019 年以来世界经

济不稳定性增加，其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局势也面临下行风险，房地产

市场更是陷入寒冬。仅 2019 年第二季度，马来西亚国内总价值共计

83 亿马币的公寓供应过剩。然而在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马来西亚

国内房价仍旧居高不下。为了缓解这一局面，2019 年 10 月 11 日，马

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在向国会提呈的 2020 年财政预算案中特别强

调了马来西亚的房地产问题。但在其预算案中提及的一系列解决办法

却引起了各方争议。 

马来西亚房地产问题的由来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产业资讯中心（NAPIC）数据，截至 2019 年

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共落成住宅单位 197,385 个，48,585 间房屋总价

在 30 万马币以下的住宅面临滞销，其中 36,512 间房屋仍未竣工。面

对如此大量的住宅供应，2019 年第三季度马来西亚的房价均价高达

29 万马币，部分城市住宅区房价高达 36 万马币。为何在房屋供过于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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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情况下，房价依旧居高不下呢？ 

 
图 1. 马来西亚房价变动图（单位：马币） 

（数据来源：马来西亚国家产业资讯中心数据） 

 

一是廉价房计划的滥用。不动产建设在马来西亚不属于完全由市

场行为体自由竞争的产业，而是受国家的经济政策的调控和监管。政

府立法规定廉价房在各城市房屋计划中的固定比例，通过各项融资措

施协助土著在城市置产，从而提高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土著人口在城市

人口结构中的占比。这本是政府平衡城乡差距、缩减各族经济鸿沟的

民生工程，但是在缺乏竞争、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该类型房屋建设的

城市用地几乎全部外包给私企进行开发。 

这些私人开发商常与地方政府官员形成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城市

发展、拆迁与重建工程，直接影响地方土地的规划和再利用效果。在

取得土地和承建和约后，地产商再把土地和房产作为实现财富积累的

炒作工具，即使这些廉价房存在价格过高、卖不出去的情况，也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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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兜底进行采购，开发商利润能够得以保障。 

二是土地规划缺乏监管。部分地区的开发商通过土地变更和重划

牟取暴利。以武吉加拉森林公园为例，吉隆坡市政局先将公园用地重

划为住宅区，然后把土地移交“联邦直辖区基金会”，由后者转卖给

开发商。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坦言对此无能为力，因为程序和合

约正式、合法，且具有约束力。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当下房价过高的主因是开发商罔顾供需失衡

的现状，对土地进行投机和炒作。上届国阵政府规划的用于改善民生

的廉价土地也并没有完成让人民共享的规划目标。而一些原本用作水

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肺”用地也遭到了破坏，极大影响居住

环境。 

希望联盟政府的房屋发展新政策 

为了缓解马来西亚国内房价过高带来的民生问题，希盟政府在

2020 年财政预算中提到了政府已经和即将做出的一系列措施。 

首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在 2019 年 1 月已经推出了可负担房屋

基金用以协助低收入群体购屋者购买第一所房屋，对于价格达 15 万

马币的产业，购房者可享有 3.5%的优惠利率。2019 年 9 月 1 日起这

一标准范围扩大，涵盖价格达 30 万马币的产业。根据马来西亚国家

银行数据，截至 2019 年 9 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已接获 2840 项申

请，总额达 4.727 亿马币，批准率为 77.9%，也就是 982 项总值 1.562

亿马币的申请获批。 

其次，为了协助年轻人购买他们的第一套房产，政府将会延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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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房计划。马来西亚国家按揭机构将提供 10%的贷款担保，使借款

人能够获得全额融资，并在两年内得到每月 200 马币的分期付款资

助。政府希望借此计划能够有效帮助年轻人在城市置业。 

除此以外，为解决部分无法负担 10%首付款的购房者的需求，政

府将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先租后买”（RTO）融资计划并提供总值

高达 30 亿马币的担保。同时，政府将豁免所有此项目中在开发商和

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和买家之间转移程序的印花税。 

政府还推出了拥屋运动（HOC）。在此运动下，政府将与私人合

作，使购房者通过可负担房屋计划减少购房压力。政府希望有更多符

合条件的购房者加入此运动，使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能实现

“居者有其屋”的构想，并以此解决国内房屋滞销的问题。 

为了解决马来西亚国内公寓供应过剩的问题，自 2020 年起，政

府将降低外国人在城市地区购房的门槛价格，门槛从 100 万马币降到

60 万马币。与此同时，政府将继续对购置房地产并在五年后出售的业

主征收房地产盈利税（RPGT），并将盈利税基准年由 2000 年 1 月 1

日改为 2013 年 1 月 1 日。由于 RPGT 计入了出售盈利，因此更高的

基准税率将意味着纳入较低的盈利计算，从而减轻了房地产卖方的税

负。 

通过出台以上一系列政策，希盟政府旨在减轻国内民众的购房负

担、进一步改善民生，达成竞选时的承诺。同时也希望有效消化国内

房地产库存，促进国内房地产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防止房地产泡沫

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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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于新政策的质疑 

2020 财政预算案公布以来，马来西亚国内民众对于一系列房屋

改革政策持有不同态度。有支持者认为这是希盟政府改善民生的重要

举措，也有人质疑希盟政府作出以上种种调整的用意。 

争议 大的政策是降低外国人购房准入门槛的政策。在野的马华

和民政党都发文批评这一政策没有顾及马来西亚国人的利益。马华公

民社会运动局主任吴健南发表文告指出，政府推行这一政策更多偏向

开发商。对于部分永久地契的房产，降低外国人的购房门槛将会推高

国内房产价格，不利于国内需要买房自住的民众。面对一系列抨击，

马哈蒂尔回应称，政府降低这一门槛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房地产供应

过剩的问题，一旦问题解决，门槛将会回调至 80 万马币或 100 万马

币。同时他也指出，外国人不会因此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因而不会

影响马来西亚民众的利益。财政部长林冠英也发文表示只针对面临滞

销的公寓降低购买门槛，并不包括新发展的项目及新开发的地产。 

同时，国内民众对于拥屋运动存在较大争议。民众质疑希盟政府

主导的拥屋运动是否能真正改善房屋价格过高和房屋配套设施短缺

的问题。马来西亚国内估价师符儒仁表示马来西亚国内房屋市场面临

的 大的问题是错配问题，即价格错配、地点错配和房屋类型错配。

其中 主要的问题便是价格错配问题。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预计国人可

负担的房屋价格平均为 25 万马币以下，但是国内目前推出的房屋售

价大多数都超过 25 万马币。其中，49.8%的房屋售价在 40 万马币或

以上，25.4%房屋售价超过 50 万马币。就现实而言，即使国家推出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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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政策为中低等收入人群降低房价并且提供优惠政策，但是房屋总价

过高仍旧会使该人群望而却步。如此便很难解决房屋供应过剩的问题，

也很难满足大部分购房者的需求。 

由此可见，国内民众对于房产政策改革的争议大多数集中在可行

性和实施效果上。马来西亚民众认为希盟政府的种种做法更多的是在

为房地产供应商解决目前的滞销问题，而并没有关注与民众利益攸关

的价格问题和配套设施问题。民众希望希盟政府不会像前任政府一样，

即使推出了相应的惠民政策，但是因为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使得努力付

之东流。 

马来西亚地产市场未来展望 

当前，2019 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期间马来西亚国内多数主要

城市，包括吉隆坡、雪兰莪和槟城等地的待售房屋价格都出现了相近

的季度环比下降和长期下降趋势。 

图 2. 2019 年第三季度马来西亚各州住房价格 
（数据来源：马来西亚国家产业资讯中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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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财政预算案获批后，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一系列政策继

续抑制房地产的价格，消化国内现有库存。目前，马来西亚国内大部

分房地产机构出现唱衰房地产业的势头，部分房地产业主已经开始下

调房地产价格以适应当前的市场。未来，如果希盟政府能够继续加强

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将很有可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希

盟政府也能借此完成对民众的承诺，使国内住房条件向更好的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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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语中的粤语借词看岭南⽂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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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词，又称外来词，指的是语音形式和意义都借自外民族语言的

词汇。借词是语言接触中产生的一种 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不同民族

群体进行交流之中产生的语言接触，从而引发的借词现象存在于任何

一种语言中，这也是语言在发展中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本

文所研究的马来语也包含着丰富的借词现象。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混合的国家。马来西亚总人口约有 3000

万人，马来族居民约占总人口数量 60%，华人居民约占 20%，印度族

居民约占 6%，其他族群居民约占 14%。①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祖先大

部分由中国广东、福建、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迁徙而来。在华人群体

中，使用 广泛的语言是福建闽南语，占 31.6%；居第二位的是客家

语，占 24.2%；排第三位的则是广东粤语，占 18.4%，其余使用人数

较多的方言还有潮汕话、海南话、福州话、兴化话、广西话等。② 

在多民族语言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广东粤语与马来语之间也产生

                                                             
①  钟继军，唐元平（2014），《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地理》。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②  洪丽芬（2010），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的交往和用语选择，《八桂侨刊》2010（1）：29-35。 

万象 



社情观瞻                                      从马来语中的粤语借词看岭南文化的传播 

 19 

了丰富的词汇借入借出现象。马来西亚华人粤语中出现了马来语借词，

而马来语中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粤语借词。这些借词融入各族语言中，

逐渐成为各民族内部语言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岭南文化是汉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包括广府文化、客家文化

和潮汕文化三大汉族分支, 其中又以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个性

鲜明、影响 大。岭南文化随着岭南地区居民的海外迁徙而走出国门，

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重要代表之一。而其中，作为岭南语言文化中

具代表性的语言之一，粤语在岭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起到极为重

要的纽带作用。因此，研究马来语中的粤语借词，也能让我们看到岭

南文化通过粤语的传播，并通过新视角去考察岭南文化传播史。 

华人族群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马来西亚

社会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占华人族群约三分之二的岭南地区华

人更是把岭南文化深入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从岭南

文化的代表——粤语的角度研究岭南文化在马来西亚社会的传播，有

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马来西亚社会文化。 

目前学界尚未有对马来语中的粤语借词的专门研究，大部分研究

都是随着马来西亚华语的借词研究一并总结，很难体现岭南文化、广

府文化及粤语对马来文化及马来语的独特影响。本文将以此为重点展

开论述。 

马来语中的粤语借词分类 

根据马来语权威词典《德宛词典》的收录结果，结合马来族语言

教师对相关词汇的确认，并在网络社交媒体查询相关词语使用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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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后，笔者总结马来语中被活跃使用的粤语借词约有 21 个。基本

可以分为六类： 

（1） 食品类（9个）：kuaci‘瓜子’，touci‘豆豉’，laici‘荔枝’，longan‘龙

眼’，kailan‘芥兰’，lobak‘萝卜’，samsu‘三蒸酒’，taofu‘豆腐’。 

（2） 日用品类（2 个）：ancung‘盅’，opau‘钱包’，tong‘桶’。 

（3） 生活交际类（4 个）：dapao‘打包’，kongsi‘公司’，banci‘户

口，户籍’，calo‘拉客人，中间人’。 

（4） 服饰类（2 个）：ceongsam‘旗袍’，samfu‘华人妇女一种服装’。 

（5） 娱乐类（3 个）： macuk‘麻将’，kungfu‘中国功夫’，tanglung‘灯

笼’。 

（6） 其他类（1 个）：ngam‘合适，对’。 

这 21 个借词之中，约 90%为名词，其余为形容词和动词。这些

词语大多都带有强烈的华人社会色彩，与华人文化息息相关。此外，

所有借词的用法都遵循马来语用法，并不受粤语语法的影响。 

马来语借用粤语词汇的方法 

1. 音译 

马来语基本上采用音译法吸纳粤语借词，遵照粤语的发音，采用

马来语的音位系统进行转写。例如： 

（1） lobak‘萝卜’，粤语拼音：lo4 baak6 

（2） ceongsam‘旗袍’，粤语拼音：coeng4 saam1 

（3） ngam‘合适，对’ ，粤语拼音：ngaam1 

也有部分词在转写时出现不同程度的音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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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msu‘三蒸酒’ ，粤语拼音：saam1 siu1 

元音 i 在转写中被略去。 

（2） banci‘民籍，户口’，粤语拼音：man4 zik6 

辅音 m 变为辅音 b，zik 音的尾音 k 被略去。 

（3） opau‘钱包，荷包’，粤语拼音：ho4 baau1 

ho 音的辅音 h 在转写中脱落。 

2. 音译加注释 

马来语与粤语相结合的形式，是外来词常见的结构改造方式之一。

种类包括部分意译、部分音译或添加意义标志，保留了双语的成分。

例如： 

（1） kongsi gelap‘黑社会’（kongsi‘公司’，粤语借词；gelap‘黑

暗的’，马来语固有词）。 

（2） lobak merah‘胡萝卜’（lobak‘萝卜’，粤语借词；merah‘红

色的’，马来语固有词）。 

粤语借词与粤语词的词义比较 

在对粤语的借用与转写过程中，由于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等的不

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词义的变化。主要变化如下： 

1. 词义缩小 

例 1：ancung 

在粤语中汉字写作“甕盅”，读作/ung3 zung1/，是容器‘盅’的意思。

广东人喜欢用盅来煲汤。而在马来语中，ancung 特指装姜的容器。 

例 2：sam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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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语中汉字写作“衫褲”，读作/saam1 fu3/，意为‘衣服’。而在马

来语中，samfu 指的是华人的一种特殊衣服款式。 

2. 词义转移 

例：calo 

在粤语中汉字写作“叉佬”，读作/caa1 lou2/，是对印度裔或南亚男

人的蔑称。而在马来语中，calo 的意思变成‘车辆引导员、拉客的人、

中间人’的意思。这可能是因为在马来西亚，车辆引导员、拉客的人、

中间人的工作大多是由印度裔或南亚裔来承担。 

粤语借词与岭南文化的传播 

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务

实世俗、重商远儒、兼容求新的特点，并以商业社会、移民社会、华

侨社会、平民社会的文化特征著称。从宋朝开始，随着中国与南洋各

国贸易往来的发展，渐渐有华侨在南洋地区居住从事商贸活动。明清

时期，由于明清交替之际战乱纷飞，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剥削和

压迫日益加重，岭南人民纷纷冒险“下南洋”寻求生路。随着华侨数量

的增长，东南亚地区形成了许多华侨聚居区，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岭南文化也随着华侨在东南亚地区定居，传播进当地

社会。 

岭南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具有平民社会的文化特征。平民社会

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贵族文化来说的。岭南地区历史上少有皇室贵族，

封建社会等级观念淡化，白手起家的富商在岭南社会中能迅速积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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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也更能获得大众的认可。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语中的粤语借词，

大多反映的是市民生活，具有大众化的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平

民社会文化在岭南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华人群体在马来西亚

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商人等市井角色；另一方面则是依托马来王

室产生的贵族文化地位难以被动摇，岭南文化的传播也只能局限于平

民社会文化层次。 

岭南平民社会文化在马来社会传播的表现形式大致分为以下两

类： 

1. 饮食文化 

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粤菜以其“清、鲜、嫩、滑、爽、香”的

特色，炒、煎、焗、焖、煲、炖、扣的精美烹饪手法闻名于世。饮食

界向来有“食在广州，厨出凤城”一说。而广东早茶“dimsum”可谓家喻

户晓，无人不爱。 

广东的美味自然也随着广东人来到了马来西亚。又由于广东美食

广博奇杂，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性，因此马来人无法使用固有的词汇

来称呼它们，只能借用粤语中的词汇。所以，在马来语的粤语借词中

很大一部分便也是与美食有关的。从被称为“岭南佳果”的亚热带水果

荔枝、龙眼，到广东人餐桌上必备的萝卜、芥兰，再到极具特色的米

酒、煲汤用的盅，无不体现了粤菜文化在马来语中的影响。 

2. 社会民俗 

华人群体也将中国的传统习俗带入了马来西亚。无论是从粤语借

来的灯笼、旗袍、衫裤等词汇，还是从客家语、闽南语等中国方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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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的如 angpau‘红包’，borangsai‘舞狮’，cembeng‘清明’等词汇，都

很好地体现了岭南文化、闽南文化对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以及马来

社会对华人文化的包容性。 

而在娱乐方面，华人文化中的 macuk‘麻将’、tanglung‘灯笼’等词

汇逐步被马来语所采用，也弥补了本土马来语对新兴事物描述的词语

匮乏情况。 

非常有意思的是 dapao 一词。dapao，在粤语中汉字写作“打包”，

是在餐馆外带食物的意思。在马来语中，这个词被马来人频繁使用。

但是有趣的是，并不是因为马来语中没有相应意思的词汇从而借用

“打包”一词，在马来语中有 bungkus 一词作“打包”意，且使用频率也

很高。根据张鹏程、伍嘉松的观点，dapao 的采用，首要原因是为了

方便与华人交流；此外，dapao 的拼音字数较短，在短信和网络用语

上受到大力推广。 

除此之外，粤语中很典型的说法 ngam 也被借入马来语词汇。

ngam 能表达‘合适’的意思，还能表示‘中意，称心’的意思，是粤语口

语中极为普遍而日常化的表达。由此亦可看出岭南市井文化对马来社

会的影响。 

结语 

史有为曾说，“语义因素可以看成是语言和文化功能的反映。”借

词的概念来自于外邦，在进入本土社会后通过语言为人们所知晓。这

正是文化融合在语义上的反映。马来语中的粤语借词体现的，正是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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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化以饮食、民俗等方式向海外的传播以及其融入马来社会的表现。

这种融合没有外力推动，是一种通过生活上的交流交往自然形成的。

这种自然的融合，在两国交流史中具有着重要意义。 

在看到岭南文化对马来社会的影响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与岭南

文化相比，闽南文化对马来社会的影响其实是更广更深的。无论是借

用词汇的数量还是类型，闽南语借词的丰富程度都是更高的。这可能

是由于在历史上闽南人民到南洋地区的时间更早、人数更多，到南洋

的闽南人民又大部分从事商业活动，所以闽南文化带来的影响会更广

更深。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汉语、汉方言外来词正逐渐失去

活力。又因为马来语与西方拉丁字母语言在拼读方式拼写方式上存在

更大相似性，现代马来语更多转而借用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的词汇，

不少华人语言借词消失在历史的大潮之中。 

同时，岭南文化的传播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来语中粤语借词

所体现的岭南文化的传播大多是伴随人口迁移的被动传播。未来，新

型岭南文化如何主动“走出去”，中华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值

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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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 18日至 12月 18日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韩国 

1、马哈蒂尔欢迎韩国的新南方政策 

（11 月 26 日马新社讯）马哈蒂尔于周日 24 日前往釜山，出席

东盟韩国纪念峰会，在接受韩联社和韩联社电视台专访时说：“我们

欢迎韩国的（新）南方政策。”他就韩国政府为强化与东盟的政策关

系，所提出的新南方政策，发表谈话。 

马哈蒂尔指出，韩国今非昔比，已取得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科

技方面。“因此，东盟与韩国发展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

以从你们的经验、你们的处事方式及来自韩国的投资受益。他强调，

大马非常适合同韩国交流互动，因为大马拥有会说英语的人力资源且

政治稳定。他也再次表明支持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区域和平倡议。 

他在点出大马的务实外交政策时说，马来西亚也在接触朝鲜。他

说，大马政府将更谨慎，以确保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不会在马国发

酵。这是在去年马哈蒂尔 5 月出任第 7 任总理后，首次官方访问韩

国。在出席釜山峰会后他前往首尔，于本周四在青瓦台与文在寅举行

马来西亚⼤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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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高峰会谈，以进一步讨论文在寅于今年 3 月 12 日至 14 日访问

大马时提到的事项。 

内阁改组 

2、换部长或更糟，马哈蒂尔自嘲下台即改组 

（光华网 11 月 28 日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自嘲，自己下台

后内阁就会改组。他是在举行的记者会上受询及内阁改组一事，他说：

“当我下台，就是内阁改组，给其他人掌权，看会发生什么事？” 

马哈蒂尔也表示，即使更换部长也未必比原任好，甚至可以更糟

糕，因此必须小心思考。“我们可以去除所有阁员，委任新的内阁。

但你能保障一切顺利？全部都是新人。”他表示，将给内阁部长们机

会来证明自己，如果真的无用，才踢他出局。迄今，内阁部长们看起

来有用。 

3、沙菲益：内阁改组是总理特权 

（新海峡时报 11 月 29 日讯）沙巴复兴党主席沙菲益说，内阁大

臣的任命是总理的唯一特权。 

他说：“我仍然记得当我从内阁被解雇的时候，这不是我的要求，

因为那是总理的特权……他可以任命任何他认为适合管理国家的

人……让我们把事情留给总理。” 

他表示，政府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不仅在马来西亚半岛，而

且在沙巴和沙捞越也是如此。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8 日 

 30 

总理马哈蒂尔 近宣布了内阁改组的可能性，并就此事向沙菲益

进行了询问。马哈蒂尔曾说，改组可能在明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之

前举行。 

公正党内部分歧 

4、查卡利亚遭公正党开除，旺·阿兹莎：他应当出席政治局会议 

（Berita Harian 11 月 25 日讯）24 日，公正党纪律委员会宣布开

除涉嫌贪污及贿赂的两名党员，分别是 高理事查卡利亚与依斯迈。 

其中，查卡利亚是公正党 高理事之一，也是工程部长巴鲁比安

的前政治秘书。查卡利亚声称，他没有获得辩解的机会的情况下就已

被党开除。 

对此，公正党顾问旺·阿兹莎表态，查卡利亚理应出席政治局会

议，以查明开除事件的真相。 

5、阿兹敏等 20 名公正党 高理事会成员反对开除查卡利亚党籍的决

定 

（马新社 11 月 30 日讯）包括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

内的 20 名人民公正党 高理事会成员，一致反对开除查卡利亚党籍

的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党主席安瓦尔为此道歉。 

他们在一份递交给公正党纪律局的联署声明中说，开除查卡利亚

的理由并不成立，做出这一决定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因为没有

走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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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反贪委员会已发布声明，承认出现内部失误，错寄信

函给公正党纪律局。经调查发现，查卡利亚贪腐罪名并不成立。”联

署声明中如是说。 

除阿兹敏外，20 名 高理事会成员还有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副

主席蔡添强。 

6、公正党纪委会促阿兹敏阵营，赴会议阐明反对意见 

（当今大马 11 月 30 日讯）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阵营今早齐

声抗议党开除中央理事查卡利亚，党纪委会主席阿末卡欣呼吁，反对

派出席即将来临的中央理事会会议阐明己见。 

阿末卡欣今午发表声明强调，并非纪委会或党主席安瓦尔决定开

除查卡利亚，而是中央理事会在 11 月 24 日的会议议决。因此，他说，

若要逆转这项决定，必须通过中央理事会的会议，而不是在会议外要

求修改或检讨 11 月 24 日的决定。 

“我欢迎他们提交的备忘录，并将在纪委会会议上仔细探讨备忘

录诉求，之后向中央理事会提出建议。” 

7、安瓦尔：出席另一场大会的党员或被开除 

（马新社 12 月 5 日讯）根据媒体讯，公正党将于本周六在马六

甲举行大会，但党内的另一阵营却要在同一天。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

尔指出，任何试图破坏公正党大会，以及出席另一场大会的党员，将

受到严厉的纪律对付，包括开除党籍。他说，试图破坏团结精神及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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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腿是重罪。 

12 月 5 日安瓦尔在国会走廊对记者说：“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的

（另一场大会），是有一些小动作。我要说明的是，过去 3 天，有 83%

的党代表答应出席马六甲（党大会），就算真的有（另一场大会） ，

也只有约 10%（出席者）。 

安瓦尔说，现在应该聚焦在巩固党，以及将党跟人民的斗争议程

绑在一块儿。“我希望不会有，如果真的有，任何执意出席的领袖（和

党员），将被开除党籍。” 

8、斥性侵指控乃龌龊政治，阿兹敏表明捍卫安瓦尔 

（当今大马 12 月 9 日讯）公正党主席安瓦尔第三度陷入性侵指

控的风波，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严词谴责龌龊政治，并力挺与捍卫安瓦

尔。阿兹敏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公正党领袖素来拒绝肮脏的政治，而

他身为党领导势必也会捍卫安瓦尔。 

“安瓦尔今日前不久已经澄清，身为党的署理主席及中央领袖，

我们必会捍卫安瓦尔。公正党向来拒绝龌龊、卑鄙及肮脏的政治，这

种事情，肯定不是我们会做的。” 

9、万人参加公正党大会 阿兹敏安瓦尔先后进场 

（光华网 12 月 7 日讯）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周六开幕，备受关

注的署理主席阿兹敏准时到达，而主席安瓦尔也随后入场，两人都受

到党员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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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及该党副主席祖莱达于上午 8 时 40 分率先抵达，党顾问

旺·阿兹莎与党主席安瓦尔也紧随其后。逾万人到达会场，但现场并

无出现乱象，大会安排的治安队明显比周五公青团大会倍增。 

本次大会将分为两天进行，周日是领袖们的总结环节。现场出席

的领袖有副主席郑立慷、阿里比祖、总秘书赛夫丁·纳苏迪安、财政

部门主任李健聪、宣传主任达图斯里三苏依斯干达、公青团长阿克玛

及妇女组主席哈妮扎等。 

10、阿兹敏开幕演讲呼吁团结，临尾却说党非一人创建 

（当今大马 12 月 8 日讯）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今晚如愿为双

臂膀大会开幕致词，他的演讲主要呼吁团结与异中求同，但在临结尾

时却回马一枪，指公正党不是靠“一个人”创建。 

他的演讲上半部主要谈国家概况与经济表现，而进入下半部分的

演讲则开始把焦点转到希盟与公正党。他强调，公正党必须扮演希盟

的基石，与其他盟党一起改革及发展国家。接着，他指出，公正党作

为一个多元政党，肯定会面对挑战与意见分歧。 

“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不同意见，都能以团结与

互相尊重的精神处理。我们也必须胸怀宽大，聆听基层的意见。我相

信，如果我们坚守理想与斗争原则，不管是任何分歧、问题或危机，

都能够解决。我们将比以往更强大！” 

11、蔡添强演讲提阿兹敏遭嘘，安瓦尔起身安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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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12 月 8 日讯）在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阵营大部分

人缺席的情况下，副主席蔡添强显得十分孤立，上台总结演讲时，虽

先有欢呼迎接，但随着而来的却是排山倒海的嘘声。 

蔡添强上台之初，代表们先是给予欢呼，赞扬蔡添强大方，仍然

出席大会。不过，当蔡添强演讲提到阿兹敏时，台下马上响起一阵阵

的嘘声。眼见场面失控，台上的党主席安瓦尔也站起来，试图安抚代

表。而大会议长阿末卡欣（Ahmad Kassim）也要求台下的代表们，尊

敬安瓦尔，停止喧哗。 

之后，蔡添强完成总结演讲。他指出，公正党如今陷入了毫无保

留地绝对支持特定领袖的情况，而这对公正党的未来并不乐观，而安

瓦尔应出手“拯救”这个政党。 

12、安瓦尔：开除阿兹敏？没有这回事！ 

（当今大马 12 月 8 日讯）多名公正党中央代表明嘲暗讽署理主

席阿兹敏阵营，有者更点名要“开除炒掉”他们。但党主席安瓦尔今

日表明，不打算开除阿兹敏。安瓦尔笑称，自己是个“宽容的人”。 

“没有这件事（炒掉阿兹敏）。这只是代表们的意见，但领袖们

并没有同意。” 

13、阿兹敏连三推文重申不退党，仍奉安瓦尔为党主席 

（当今大马 12 月 8 日讯）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昨天从党大会

离席抗议后，今天再也没有重返大会，履行原本安排好的辩论总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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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惟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发言，反之连三推文表明自己立场。 

阿兹敏今天下午 3 点左右推文，自我引述在昨天记者会的言论表

明，他不会离开公正党：“这是我们的党……我们不会离开公正党！” 

在中午 12 点半左右，阿兹敏推文同样自我引述表示，他依然尊

奉安瓦尔为党主席：“他依然是我的领袖，我的党主席。这就是为何

我需要跟他商量谈话，说明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将会继续这么做。” 

14、党大会结尾提人民议程，安瓦尔下令备战沙捞越选举 

（当今大马 12 月 8 日讯）尽管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发生诸多纷

争和骚乱，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呼吁党员必须回到“人民议程”，并为

未来一两年内举行的沙捞越州选举备战。 

安瓦尔今日在总结演讲时指出，公正党经历 20 年的风风雨雨，

聚集众人就是为了落实改革，而沙捞越州选将近，公正党必须关注沙

捞越人民的议题。 

“这个国家的失业问题确实很严重，而 PTPTN（高等教育基金）

的问题也急需解决。青年为此怨声载道，尤其当我们（希盟）已给了

承诺。” 

15、两千人赴万丽酒店聚会，阿兹敏激动驳“叛徒”标签 

（当今大马 12 月 8 日讯）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一如早前预言，

没有出席马六甲的公正党代表大会，反而在傍晚时分到吉隆坡万丽酒

店会晤支持者，猛烈反击党主席安瓦尔的支持者所套之“叛徒”标签。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8 日 

 36 

这场晚宴场面十分热闹，获得逾两千人出席。除了阿兹敏之外，

其阵营大将如祖莱达、蔡添强、西华拉沙、希尔曼与阿菲夫等人到场

时，也获得在场支持者热烈欢迎。 

他自嘲，没有想到加入公正党 20 年，如今换来“叛徒”的标签。 

16、马哈蒂尔：公正党纷扰不影响希盟政府运作 

（联合早报 12 月 8 日讯）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内讧愈演愈烈，

署理主席阿兹敏派系今天几乎全数缺席全国代表大会。总理马哈蒂尔

表示，他不介入公正党事务，因为他相信公正党内部问题不影响希盟

政府运作。 

今天是公正党三天代表大会的 后一天，今年的大会是在马六甲

举行。公正党主席安瓦尔与署理主席阿兹敏会前曾举行“和解会谈”。

不过两派人马过后仍在代表大会闹得不可开交，阿兹敏也炮轰安瓦尔

违反和解协议，安瓦尔则否认暗示阿兹敏是叛徒，也否认纵容支持者

在大会嘲讽阿兹敏。 

马哈蒂尔今天在记者会答询时表示，公正党内部问题不至于影响

希盟政府及希盟成员党之间的合作。“那是公正党的内部问题，我不

干涉。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合作并成立稳定的政府。”马哈蒂尔表示，

任何政党的领导人都可能意见分歧，这很平常，因此并不影响希盟。 

丹绒比艾补选余波 

17、丹绒比艾选举时派礼 滥用政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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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网 11 月 29 日讯）净选盟 2.0 发布《丹绒比艾国席补选观

察报告》，揭希望联盟向选民大派礼物、滥用政府资源等 22 项违规事

件。 

净选盟 2.0 主席范平东披露，在丹绒比艾补选期间，净选盟共发

现 21 项违反选举法令事件，包括 2 项赠送食物和礼物予选民及 18 项

在投票日当天仍进行竞选活动。 

他进一步表示，所有的违规事件来自两大阵营，即希盟和国阵，

而希盟的违规事件 多，共 12 项，分别是 3 项向选民派送食物和礼

物及 9 项在投票日当天竞选。他也点出，净选盟也发现希盟有多达 10

宗发生滥用政府资源的事件。 

18、林吉祥促希盟兑现所有竞选承诺 

（马新社 11 月 24 日讯）民主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提醒希望

联盟努力落实第 14 届大选竞选宣言承诺，以免失去民心。他说，随

着丹绒比艾国会议席补选令人震惊的成绩，希盟须努力避免沦为一届

政府的 坏结果。 

“假若丹绒比艾补选是第 15 届大选的指标，希盟政府恐将成为

一届政府，在来届大选被赶出布城。” 

19、马哈蒂尔再次声明希盟难兑现承诺是因上届政府过失 

（马新社 11 月 30 日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再次声明，希望

联盟政府难以兑现 14 届大选承诺，是因为上届政府严重破坏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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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马哈蒂尔说：“当制定竞选宣言时，我们无法得到完整信息。当

我们执政时才发现，前朝政府对国家的破坏已经超过我们的预估。” 

马哈蒂尔预估，希望联盟实现竞选承诺需要五年时间。 

马华大会 

20、马华基层士气“百倍提升”，走出大选惨败阴霾 

（当今大马 12 月 1 日讯）马华三机构一连两日的中央代表大会

于今天中午结束，相对于去年大会前路茫茫，军心涣散，今年大会呈

现的是全党士气高昂，剑指布城的景象。 

马华在去年 5 月大选丢失政权，仅剩一个国会议席，士气低迷。

同年 12 月召开的代表大会探讨退出国阵，后来还闹出“解散国阵”

的争议。不过，马华今年 3 月议决留在国阵，接着在 11 月的丹绒比

艾补选中，成功在巫统基层觊觎目光下保住上阵权，还打出漂亮胜仗，

以超过 1.5 万张多数票重挫希盟。 

21、有信心用“丹绒比艾模式”夺回布城，扎希德承诺增拉大拨款 

（当今大马 12 月 1 日讯）丹绒比艾补选大捷，犹如为国阵注入

一剂强心剂，不仅马华三臂膀大会高呼要重新执政，国阵主席扎希德

也表明很有信心，“几乎笃定”可在来届大选夺回布城。 

扎希德出席马华代表大会，受邀上台致词时说，希盟肯定会成为

一届政府。他表示，丹绒比艾补选之役已证明，通过“国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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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afakat Nasional）的平台，伊党能够与巫统及国阵合作。 

22、魏家祥：马华伊党关系犹如 90 年代的政党联盟 

（当今大马 12 月 1 日讯）国阵在丹绒比艾补选大捷，马华总会

长魏家祥在党大会上盛赞这套胜选方程式，要求国阵稳守多元与中庸

精神，才有望在来届大选重返布城。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伊斯兰党在这次补选中给予我们的支

持和协助。我们在理念和政见上虽然不尽相同，但站在反对党的立场，

在监督政府施政上结合力量，同时以宪法精神为框架，为在野党阵营

注入更多元的价值和论述，我相信这将为我们的政治局势带来正面的

发展。” 

他称，巫统与伊党达成的国民和谐宪章即涵盖中庸、多元主义与

普世价值的联邦宪法框架。“至于是否加入任何联盟，我还没看到马

华需要这样做。国民和谐不是联盟。在 1990 年的时候，有人民阵线

和伊斯兰团结阵线。1999 年有替代阵线，两者都不是正式联盟。这都

是在野党之间的合作。就是这样，无论什么名义都好，精神 重要。” 

巫统大会 

23、巫伊合作备战 15 届大选 

（透视大马 12 月 6 日讯）巫统党主席扎希德表明，巫统与伊斯

兰党携手打造的“全民和谐”合作宪章，已经获得马华和国大党的接

受，并将为人民和国家提供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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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全民和谐”合作宪章象征着一个平衡的新政治，并为

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作好准备。全民和谐合作宪章是我们提供给人民

的新方向，而且这也是我们不曾想过的方向。” 

他说：“全民和谐合作宪章是一个平衡的政治方向，而且照顾所

有种族。尽管全民和谐是以马来人为主导，可是华人、印度人、伊班

人、卡达山人和其他种族也没有受到忽视。”  

24、“巫统这艘船只有一个船长”，扎希德吁党员勿搞派系 

（当今大马 12 月 8 日讯）巫统主席扎希德今天向党领袖们放话，

巫统这艘船只有一个船长，呼吁党员杜绝派系斗争。 

“如果船上所载的是信仰，那么旅程就是虔诚之路。当我们以真

诚为指南，我们的航程就会安全无虞。” 

 

新闻来源： 

[1] http://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793530 

[2]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28/ 

[3]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19/11/543072/cabinet-reshuffle-pms-

call-says-shafie 

[4]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politik/2019/11/631891/zakaria-sepatutnya-

hadir-mesyuarat-mpp-wan-azizah 

[5] http://www.bernama.com/bm/politik/news.php?id=1795003 

[6]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politik/2019/11/632059/anwar-saifuddin-

berkuasa-ubah-keputusan-pemecatan-ahmad 

[7]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1895 

[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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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1981 

[10] http://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796680 

[11]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dr-wan-azizah-wants-pkr-members-stop-

infighting 

[12] http://www.bernama.com/bm/politik/news.php?id=1797287 

[13]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533 

[14]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570 

[15]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207/ 

[16]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563 

[17]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840 

[1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867 

[19]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866 

[20]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887 

[21]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02885 

[22]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91208-1011699 

[23] http://www.kwongwah.com.my/20191129/ 

[24] http://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79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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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的安全感知研究——基于网络文本分析》 

作者：何月美、邹永广、莫耀柒；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华侨

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地 

刊载刊物：《世界地理研究》，World Regional Studies，2019 年

06 期 

摘要：本研究以马蜂窝和 TripAdvisor(猫途鹰)两大旅游网站上的

网络游记为研究样本，结合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中国出

境游客对马来西亚安全感知的内容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1)结合高频词及其语义网络分析发现游客对马来西亚的安全感

知主要表现为地点、人员、行为、心理四个方面。(2)影响游客安全感

知的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管-人-环-机，其中管理因素是影响中国游客

对马来西亚安全感知 为主要的因素，集中表现为环境氛围差、人文

氛围体验不佳、治安混乱、监管不到位。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设施

因素分别表现为个人疏忽、天气异常、设施设备不完善。 后从马来

西亚政府应联合整治旅游市场秩序，马来西亚旅游企业需加大旅游安

全投入和游客要提高个人安全防范意识及应急技能三个方面提出了

塑造马来西亚旅游安全形象和降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风险的建议。 

 

2.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对<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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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作者：聂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刊载刊物：《青年记者》，Youth Journalist，2019 年 30 期 

摘要：海外华文媒体为海外华人提供祖国和居住国的各种信息，

是中国与海外华人建立联系与交流的重要渠道。在共建“一带一路”

的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在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塑造中国形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星洲日报》是马

来西亚 大、 具影响力的华文日报之一，对马来西亚的基层百姓和

精英阶层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3.  Economic Voting and the End of Dominant Party Rule in 

Malaysia 

作者：Cassey Lee，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文章类型：ISEAS Working Paper, 2019 年 1 月 

摘要：This essay seek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economic and non-

economic factors that determined the outcomes of the fourteenth general 

election in Malaysia. In the election, the incumbent coalition Barisan 

Nasional (BN) which had ruled the country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1957 

was defeated. Relatively robust economic growth in months prior to the 

elections failed to bolster voter support for the incumbent coalition. 

Un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further eroded voter support for BN. The 

election also saw a decline in the support of the Bumiputra commun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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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Malaysian voters for BN. A key factor in the end of BN rule was the 

defections of elite politicians from UMNO. Mahathir Mohamad, a former 

Prime Minister and UMNO President, together with other former UMNO 

stalwarts joined the opposition coalition and mobilized voters against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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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推介 
 

1. 《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研究》 

主编：苏莹莹 

出版时间：2019 年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内容摘要：本书将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置于中马关系发展的大局中

予以考察，在深入剖析马来西亚与南海的关系以及马来西亚南海政策、

中马南海争议现状等重要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应对策略提出了

解决争端的建议。 

作者将中马南海争端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纵横交错地进

行分析；作者广泛收集，系统梳理了马来西亚有关南海问题的各类军

方、智库、媒体等文献，在此基础上，这本书将历史考察与国际关系

研究有机结合，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提出了诸多具有创

新意义的观点。比如对马来西亚与南海关系的定位，马来西亚南海政

策的两面策略，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的选边策略的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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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n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s, Nationalism and Neoliberalism 

作者: Cynthia Joseph, Monash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出版时间：2017 年 

出版社：Routledge 

内容摘要：This book draws on elements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neo liberalism and education, and Malaysian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lay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ethnicized neoliberalism in shap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s in 

Malaysia. Using the 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2025 (MEB) as a 

case study, a catalyst and a context, this collection critically explores some 

of the complex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ush-pull politics and factors 

shaping Malaysia’s education system, its reform and the experience of 

Malaysians – and others – within it. The authors in this volume focus on 

the interplay of neoliberalism, nationalism, ethnic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shap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s in Malaysia. Their work captures and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enduring, though changing, hierarchy of access and 

differentiated rights to educat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experienced by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s, 

including those involved in the neoliberal enterpris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t looks at how inequities have been re-configured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spaces in Malaysia, and at how these inequities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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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ed through reform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e book will be a shaper 

and critical contributor to the assessment of the Malaysian Education 

Blueprint and related policies. It will also have wider relevance globally as 

a critical approach to policy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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