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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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社会文化的最新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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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外是我国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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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最新的经济形势，展现马来西亚

经济形态；聚焦社会文化类热点现象，解读多元文化社会背

后的深层故事，追踪马来西亚社会文化要闻，还原真实的马

来西亚社会。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提供相关的深度分析和

资讯。本刊的信息来源包括马来文和英文在内的马来西亚主

流媒体和其他相关资讯，力争做到及时、准确、权威和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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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年轻团队的尝试性成果，刊物也许显得稚嫩，

但上述包括语言在内的优势，对多种来源的最新信息的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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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希丁内阁：在平稳中前进 ................................................................. 1 

 

财经瞭望 

数据 

马来西亚经济透析 ................................................................................. 7 

资讯 

数字经济蓝海：⻢来⻄亚移动⽀付发展状况探析 .............................. 9 

 

社情观瞻 

万象 

社交媒体与⻢来⻄亚社会 ....................................................................16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20年 02月 18日至 03月 18日........................................................25 

 

学界马来西亚研究 
论⽂推介 ...............................................................................................34 

著作推介 ...............................................................................................36 



政海浮沉                                                   穆希丁内阁：在平稳中前进 

 1 

政鉴 
 
 

 

穆希丁内阁：在平稳中前进 
陈戎轩 李鼎成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2020 年 3 月 9 日，在宣誓就职一周以后，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

穆希丁·亚辛正式宣布了他第一任内阁的全体成员。穆希丁第一任内

阁共设 32 名正部长及 38 名副部长，不设立副总理一职，改由 4 名高

级部长协助各部门运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穆希丁的排兵布阵，

那就是“稳”；而这，也是穆希丁作为政治人物一直以来的公众形象。 

“旧瓶装新酒” 

乍一看这份内阁名单，不少人大概会有恍如隔世之感——穆希丁

内阁完全摒弃了希望联盟政府时期马哈蒂尔内阁精简的做派，回归了

国民阵线政府时期的风格。除了穆希丁本身就是国阵时期的资深内阁

成员以外，这种“回归”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内阁规模，32 人的

部长团队配置延续了阿卜杜拉·巴达维和纳吉布·拉扎克任总理时期

的内阁人数。第二是人员名单，包括纳吉布内阁时期的贸易与工业部

长穆斯塔法、国防部长希山慕丁、青年与体育部长凯里在内的多位“老

面孔”悉数回归。 

但在实际上，这一任内阁成员的配置却和以往有很大不同。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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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内阁名单取消了副总理这一职位，转而增设了四名“高级部长”。

这四名高级部长分别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阿兹敏·阿里，国防部长

依斯迈·沙比里，工程部长法迪拉·尤索和教育部长穆罕默德·拉兹。这

四人中有两人来自于穆希丁所属的土著团结党，一人来自于东马沙捞

越州的土著保守党，另外一人来自于巫统。传统意义上的副总理至此

被一分为四。 

其次，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马来人及土著占比最高的一届内阁。

希盟政府主打“多元”，共有 5 名正部长由华人担任。相比之下，穆希

丁内阁 70 名正副部长中，只有 4 个部长和 12 个副部长来自于非马来

人和土著。这也意味着，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单调”的内阁。在人

选上，穆希丁也有意识地挑选了在马来人中人气较高的凯里·嘉玛鲁

丁、巫统政治强人安努亚·慕沙等，强化马来人在内阁中的地位。 

第三，这次内阁出现了许多新的面孔。伊斯兰党时隔 40 年首次

回到内阁，并拿下了 3 个部长职位和 5 个副部长职位。同时，财政部

长东姑·扎夫鲁·阿齐兹以及主管宗教事务的总理府部长祖基菲礼都

是无党派人士且出自联邦议会上议院。 

在乱局中分好蛋糕 

正如前文所述，穆希丁新内阁最大的特色就是“稳”。一方面，这

与穆希丁经验老道的政客形象构成了微妙的呼应；另一方面，这也体

现了他在混乱局势之中分好蛋糕的精妙政治艺术。 

第一，这份内阁名单兼顾了各方利益，帮助穆希丁巩固了自身的

基本盘。穆希丁的统治基础，来自于一个松散的政党联盟——国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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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Pakatan Nasional）。这个联盟没有制度化的协议，是一个随时可

能崩盘的利益集合体。穆希丁的这份内阁名单，不仅照顾到了巫统、

伊斯兰党和东马各党派这些“大股东”的利益，更让阿兹敏等已经与希

望联盟决裂的前公正党党员得到了应有的“奖赏”。参与政变推翻希盟

政府的 10 名前公正党党员中有 9 名进入内阁，尚未进入内阁的拉昔

则有望出任下议院议长。 

 
图 1：各党派在内阁中的占比（仅统计正部长） 

 

第二，穆希丁在暗中维护了自己所领导的土著团结党的利益。在

国民联盟政府中，团结党并非最大的执政党，在下议院仅有 36 个议

席。如果排除已经声明支持马哈蒂尔的 6 名议员，穆希丁派系的团结

党国会议员则仅有 30 人。不过，团结党却获得了 25 个正副部长职

位，数量远超拥有 39 个国会席位的巫统。此外，团结党掌握的是内

政部、教育部以及总理府经济事务部等核心部门；而巫统获得的国防

土著团结党
35%

巫统
28%

伊斯兰党
9%

沙捞越政党
联盟
13%

马来西亚华
人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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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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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团结联
盟
3%

无党派
6%

土著团结党 巫统 伊斯兰党

沙捞越政党联盟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国大党

沙巴团结联盟 无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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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外交部看似重要，但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内阁中一直是边缘化的存

在。 

因此，这份名单并非兼顾了所有党派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

触动了巫统党内保守派的神经——在 2018 年巫统党选中获胜的保守

派最高理事无一入选内阁。也正因此，前总理纳吉布在本届内阁名单

发布后公开表示，巫统对于国民联盟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只会持续

到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为止。 

第三，穆希丁用这份内阁名单成功稳住了民众情绪。一方面，穆

希丁坚持将“清廉”作为自己内阁的特色。舆论认为国民阵线政府是

“盗贼统治”，包括前总理纳吉布、前副总理扎希德在内的多位国阵政

府官员仍然身陷贪腐丑闻。因此，穆希丁也主动避开了这一部分较具

争议的领导人。只有希山慕丁、诺莱妮等丑闻较少的国阵领导人得以

进入内阁。 

另一方面，穆希丁在处理财政和宗教事务两个敏感领域时也显得

格外小心。希盟政府时期，林冠英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出

身的财政部长，这一任命也在马来人中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些激进的

马来民族主义者将此视为华人政党控制政府、威胁马来人地位的标志。

为了平息争议，穆希丁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东姑·扎夫鲁·阿齐兹担任财

政部长。东姑·扎夫鲁虽然是政治素人，却是一个典型的马来精英：他

拥有王室血统，在英国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回国后在马来西亚

联昌国际银行担任过高管，因而在金融界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源。

这样一个资深的金融精英出任财政部长，不仅有力地平息了各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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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收获了不少正面评价。 

宗教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议题。奉行伊斯兰神权主义的伊斯兰党

进入内阁，已经引起了马来西亚一部分非穆斯林群体的担忧。正因此，

穆希丁并没有委派伊斯兰党党员主管宗教事务，而是委任了吉隆坡议

员、无党派人士祖基菲礼担任总理府部长（宗教事务）。极具争议的

伊斯兰党领袖哈迪·阿旺也没有进入内阁。 

对华友好基调不变 

在马来西亚组建新一届内阁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

国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会否发生变化。目前来看，马来西亚对华政

策的基调没有发生变化，将继续对华保持友好态度。首先，在中美大

国竞争局势不变的国际大背景下，马来西亚作为区域内小国，将继续

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以谋求利益最大化。无论马来西亚政府如何更

迭，对华保持友好的基本方向大体不变。 

第二，中国的态度是穆希丁政府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标志。由于

国民联盟政府是在混乱的权力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其权力来源是否合

法一直饱受质疑。作为区域内大国的中国是否承认马来西亚新一届内

阁，被马来西亚舆论界视为重要的风向标。因此，保持对华友好，对

于穆希丁内阁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从领导人个人因素出发，穆希丁本人和新任外交部长希山

慕丁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纳吉布内阁担任副总理期间，穆

希丁就多次访问中国。穆希丁为中马两国交流做出过卓越贡献，2014

年访华期间，穆希丁还被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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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外交部长希山慕丁也与中国有过密切的合作。在马航 MH370 事

件中，希山慕丁被委以重任，是当时马方唯一的官方发言人。因此，

有理由相信，穆希丁和希山慕丁都能够继续维护并发扬马来西亚与中

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审校：余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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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马来西亚经济透析 

 
 

2020 年 1月马来西亚 CPI&PP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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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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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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蓝海：⻢来⻄亚移动⽀付发展状

况探析 
司英泽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近几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热潮的席卷，马来西亚发布了国家经济战

略，致力于推动其经济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作为电子支付领域最

重要的支付手段之一，移动支付近年来在马来西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各种电子钱包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移动支付的用户数量也迅速上

升。然而，当前移动支付的发展仍无法满足电商在消费市场上份额的

扩大和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移动支付在马来西亚的普及度仍

然有待提升。在迈入国家银行所规划的“无现金社会”之前，也有一些

问题亟待解决。 

马来西亚电子支付发展的政策背景 

政府的宏观政策会影响支付模式的变革。马来西亚政府对发展电

子支付持有积极态度。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持续推动社会大众及零

售商转型采用电子钱包，倡导“无现金社会”。马来西亚财政部在 2020

年 1 月实行向年收入低于 10 万林吉特的公民发放一次性“电子红包”

的项目，在 2020 年的财政预算中又拨款 4.5 亿林吉特，启动电子现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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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e-Tunai Rakyat）计划，以促进电子钱包和移动支付的普及，进而

增加中小企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2019 年，全球数字支付服务提供商 Visa 公司使用政策、基础设

施等多个量化指标，对 73 个国家政府在电子支付领域的作用进行了

排名，马来西亚政府位居第 19 位，在东南亚国家中得分最高。这印

证了政府推动本国向数字化国家和“无现金社会”转变的努力。 

另一方面，更开放的政策也刺激了马来西亚电子钱包行业的发展。

2017 年以来，马来西亚本地新兴的电子钱包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呈明

显的上升趋势。2019 年东南亚在线价格聚合平台 iPrice 的调查显示，

当前马来西亚人较常用的五种移动支付软件分别为：Grab、Touch n'Go 

eWallet、Boost、Fave 和 BigPay。同时，海外支付软件如中国的支付

宝和微信支付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进驻马来西亚市场，进一步丰

富了支付产品的类别，同时也刺激了移动支付的市场竞争。 

移动支付市场优势与短板 

1、优势：用户数量增长快速、支付产品与市场深度融合 

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努力之下，马来西亚移动支付的用户数量实

现了快速增长。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统计数据，网上银行渗透率

已高达 85.1%。尽管单笔交易金额较小，但手机银行和电子钱包的交

易总额近两年来有大幅提升。移动支付的交易量在 2018 年达到了

1853.7%的井喷式增长。这些数据表明，通过电子钱包或手机银行进

行的移动支付已成为进行小额支付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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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马来西亚无现金支付交易人数统计图（单位：万） 

    

此外，主要支付产品通过市场的筛选实现了优化，能够基本覆盖

马来西亚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原先五花八门的支付产品在经过市场

竞争后，留下的是客户体验更好，服务场景更灵活的电子钱包。比如，

在当下最流行的几款支付产品中，Grabpay 通过发展预约出租、订车

票等业务，奠定了其在出行市场的龙头地位；Boost 主要聚焦于丰富

的生活场景，其餐饮、电影票预订、景区预约和优惠打折票等功能也

积攒了大量用户基础；老牌的 Touch’n Go 的核心业务则是生活和交

通缴费，可用于大多数收费站和停车场的缴费。 

2、弊端：支付方式琐碎、支付率仍然有限 

首先，马来西亚当前的移动支付市场仍处于多产品竞争的“战国”

阶段，还未达到中国高度统一乃至形成小部分产品占据大部分市场份

额的程度。 

当前马来西亚市场的主流支付产品较多，但是并没有能够引领市

场、形成市场覆盖的领头羊。由此导致各个支付产品只是在某个特定

领域具有优势，业务范围不够集中，集约化程度低。当地用户往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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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手机上安装多个支付软件，每个产品都要绑定银行卡或者充值到

特定账户，然后在不同的支付场景分别用各自适用的软件进行支付。

用户使用场景的分散不仅会造成用户的资金分散，不易于统一管理，

而且会降低单个支付产品的使用率，不利于增强品牌效应。 

其次，电子付费系统不够成熟、用户对移动支付安全性存疑也限

制了支付率。对用户来说，移动支付的概念已经不陌生，但接受电子

支付的商户不够普遍，可使用场景没有覆盖用户足够多的生活支付需

求。部分商家认为，目前电子支付系统的覆盖率仍不高，也没有直接

获得国家银行管制，因此不会为了分一杯羹而贸然投入电子付款系统。

此外，马来西亚有近 50%的消费者对移动钱包潜在的安全和欺诈风险

感到担忧。电子支付流程、到帐时间、手续费等也增加了商户的接受

成本，特别是小商户并不热衷于改变现状。因此，现金、信用卡和网

上银行等传统的支付方式仍是他们信赖的交易方式。 

 

图 1. 马来西亚 2019 电子商务支付状况图 

 

33%

13%
39%

8%
7%

银行卡 货到付款 银行转账 电子钱包 其他

银行卡

货到付款

银行转账

电子钱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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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首先需要解决移动支付的安全性问题。银行需要加大管控力度，

用安全的保障来赢得用户支付习惯的转变。推广移动支付的首要之处

就是改变公众通过传统方式支付的习惯。企业和政府应当努力保障并

证明移动支付的便利和安全，从而促使用户和商家解除心理戒备。对

政府来说，应继续推动将电子支付体系全面纳入银行的管制的进程。 

目前，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已批准了 49 家非银行机构提供电子货

币，但马来西亚政府仅选择了 Touch’n Go eWallet、Boost 和 Grabpay

作为政府专属服务提供商。因此，绝大多数产品只是竞争市场的配角。

此举还不足以改变公众“只有资金都存在银行才是最安全的”的观念，

只有移动支付产品背后有银行作为担保，才会有更多用户主动做出改

变。 

其次，企业之间应加强合作，寻求统一标准和支付机制。在这一

方面，本土的出行应用 Grab（类似 Uber）开拓了思路。Grab 在 2017

年与移动支付公司 PayTren 建立战略合作，后者的应用程序被引进

Grab 的平台，这种壁垒的打破有利于 Grab 走出国门，进一步打开印

尼中等收入人群的市场。它也与印尼力宝集团旗下的电子支付公司

OVO 达成合作，后者拥有印尼央行所颁发的最新电子支付牌照。   

可以看出，通过加强跨界合作，不同类型的支付产品不仅可以借

助政府力量统一支付标准，更能够进一步促进优胜劣汰，筛选出更适

应市场的支付产品和支付机制，更好地服务用户。 

此外，提高互联网的覆盖率，推广“扫码”文化也是必要之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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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智能设备覆盖率低的条件下，移动支付难为无米之炊。加强

乡村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加快互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移动支

付得以普及的物质基础。东南亚区块链媒体 Beecast 发布的 2019 年

马来西亚区块链生态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在 2018 年，马来西亚活

跃移动互联网用户占 77%，互联网覆盖率在 80％左右，比两年前有所

上升，但仍然有 20% 人口没有被互联网覆盖到。只有优越的社会基

础设施建设配合互联网的发展，马来西亚数字化发展才会更加顺利。 

在智能设备及其支付产品普及的基础上，移动支付的“二维码”文

化需要得到培养。在中国，二维条码不仅用来支付，还覆盖了参与优

惠活动，关注公众号等功能，“扫码”已深刻融入了居民生活，而马来

西亚人并没有扫码支付的意识和习惯。如果商家在支付平台推广二维

码的使用，使“扫一扫”背后所代表的便捷支付文化深入人心，移动交

易率应该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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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社交媒体与⻢来⻄亚社会 
作者：程楚旆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 

 

科技的发展使得以移动终端为载体的社交媒体开始在马来西亚

流行起来。自媒体时代的社交网络纷繁复杂，用户和社交网络的交互

是双向的。社交媒体成为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马来西亚

人传递信息、表达情感、提出诉求的平台。同时，社交媒体上的大量

信息，又能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马来西亚社会

意识的形成、发展与传播导向。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中，社交媒体

更是成为了政党的重要宣传工具，用以发布消息、拉票、煽动民情、

收集民意等；此外，社交媒体也实时反映着族群关系的变化。借助网

络对真实身份的掩护，许多人诉说着现实生活中的难言之隐。 

马来西亚社交媒体发展情况 

据 WeAreSocial、YouGov 等研究调查公司统计，截至 2019 年初，

马来西亚活跃社交媒体用户达 2500 万人，占其总人口的 78%，较上

年增长 4.2%，在东盟十国内名列前茅；移动社交媒体用户达 2400 万

人，占其总人口的 74%，较上年增长 9.1%。社交媒体使用者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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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天花费 5 小时 47 分钟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其中，17%的受

访者每天查看社交媒体的时间超过 9 小时，而 7%的受访者每天浏览

社交媒体时间不足 1 小时。YouGov 的调查报告还指出，72%的马来

西亚用户主要使用社交媒体了解时事新闻；69%的用户使用社交媒体

与好友联络；此外还有用户会分享照片视频、搜索娱乐内容、进行网

上购物等。 

马来西亚的 YouTube 用户数占社交媒体总用户数 93%，约 2232

万人；WhatsApp 用户数占社交媒体总用户数 91%，约 2184 万人；

Facebook 用户数占社交媒体总用户数 91%，与 WhatsApp 基本持平；

Instagram 用户数占社交媒体总用户数 70%，约 1680 万人。此外，自

抖音发布海外版以来，至 2018 年 7 月，马来西亚已经拥有超过 400

万用户，位居全球第 6。 

上述社交媒体可以大致分为：1、即时通讯类，以 Telegram、

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 为代表；2、信息分享类，以 Twitter、

Instagram、YouTube 为代表。 

总结数据我们得出结论：马来西亚的社交媒体市场活跃、用户量

多；社交媒体是网民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于居民日常

生活具有较强影响力。 

社交媒体风波 

社交媒体在马来西亚的流行具有两面性。在方便信息沟通和分享

的同时，开放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也容易藏污纳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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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社会生活层面，社交媒体被当成了法外之地，人们滥用

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 

2019 年 2 月 19 日，彭亨州一名 68 岁的男子在 Facebook 上发表

了一篇侮辱伊斯兰先知的贴文，被近 400 人举报到警察部门，其当天

遭到警方逮捕。穆斯林群体因这名老翁的行为怒不可遏，伊斯兰政党

和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当局严惩肇事人；2 月 27 日，总检察长汤米·汤

姆斯报警，称有网民在 Facebook 上发文污蔑自己“反伊斯兰”。一天

后，该网民便撤销原文并公开对总检察长道歉；3 月 12 日，一男子因

在 Facebook 上发表侮辱印度教言论，被警方逮捕。而此案发生的前

一天，吉隆坡一名男子才因在社交媒体上侮辱先知穆罕默德被定罪，

判处 7 个月监禁及 1 万马币罚款。 

2019 年 8 月 25 日，时任马来西亚副总理旺·阿兹莎在国庆公开

活动中发言，劝诫全国人民使用社交媒体时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避

免破坏种族和谐和侵犯宗教信仰。她说，现在人人智能手机不离手，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若滥用的话，会在族群间引发各种矛盾。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国家文化包含多种异质性的民族

和宗教文化。来自不同民族、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屋

檐下，难免产生误解和冲突。相比语言、肢体冲突，公民们更偏向于

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唇枪舌战。一是因为大马国内流行的社交媒体平

台绝大多数应用于全球范围，因而其言论管制规则相对宽松，开发者

并没有根据马来西亚的国情在当地设置特殊规则；二是因为社交媒体

发言责任难以追溯。上述案例是受到了大量举报，警察和司法机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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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措施。而根据马来西亚社交媒体活跃度，有理由推测各平台内

还存在许多不利于民族团结、攻击不同宗教信仰的行为，但出于影响

力不强、影响范围不大，没有受到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 

其次，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多党竞争共存的国家。在政治层面，社

交媒体被广泛用作政党博弈的工具。社交媒体言论相对自由的特点，

使其成为了各政党的舆论阵地。政党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宣传自身并打

击对手的工具，以期在大选、补选等政治活动中牟利；同一政党内部

的不同派系也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舆论攻防，以培植自己阵营的好感度。 

例如在 2019 年 10 月，Facebook 和《Lowyat.net》论坛的八卦聊

天区上传了土著团结党成员、青体部长赛沙迪与一名女子在办公室内

会面的视频，其标题为“赛沙迪被勾引”。网络流言称该女子通过美色

从赛沙迪手中获取了大量合约，更有人称其为“跨性别者”。而后赛沙

迪澄清，该女子是就合作事宜前往青体部洽谈；前教育部长马智礼宣

布计划将爪夷文书法纳入小学课本后，马华丹戎比艾补选候选人黄日

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中文帖，称政府此举是挑起种族矛盾、是肮脏的

政治手段；2020 年 1 月 23 日，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的亲信卡立查

化，由于曾发文称：“安瓦尔太急于担任总理，以致其不理智地攻击

自己的副手阿兹敏，实属自毁政治生命”，而接受党内纪律调查。 

这些案例反映了马来西亚当前社交媒体行业的生态。迅速发展的

信息技术、迅速增长的用户量产生庞大的数据量，使得监管尤为困难。

尽管多数网民有自觉维护社交媒体环境的意识，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

缺乏社交媒体管理的经验和规范，利用社交媒体发泄不满、谋求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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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也随平台发展愈演愈烈。政治冲突和族群矛盾在马来西亚的社

交媒体平台上愈发凸显。 

社交媒体反映出马来西亚社会矛盾 

其一，马来西亚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宪法中的相关条文赋予了伊

斯兰教在该国无可争议的地位。伊斯兰教是一个教义严谨、体系完备

的宗教，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遵循教义中的训诫

与忌讳，对待宗教问题态度严肃。而社交媒体是高度开放、自由的平

台，存在大量与伊斯兰教义相悖，甚至诋毁伊斯兰教的信息。这一矛

盾直接表现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或反伊斯兰者、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

的冲突。 

其二，尽管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却不表示所有公民都必

须强制信仰伊斯兰教。大马主体民族马来族、华族、印度族中，只有

马来族要求出生即入教，而华族、印度族宗教信仰自由。无信仰、不

同信仰者在社会生活中会产生许多摩擦，日积月累则演变成宗教间、

民族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藉社交媒体对个人身份的保护得以放大，各

族群、各信仰者之间的挑衅，甚至谩骂，充斥社交媒体平台。 

其三，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框架下，公民有权作为选民在政治选举

中投票。许多选民，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日常生活

中并没有形成关于政党的认识，与议员们的接触也非常有限。于是，

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传闻和舆论新闻就成为了他们认识本国政局的重

要途径。政党在使用社交媒体拉拢潜在选票时发布的信息既有树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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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正面形象的，也有诋毁竞争对手的。在野党为了在大选中打败执政

党倾尽其势。例如，前总理纳吉布在陷入法律纠纷后还持续活跃在社

交媒体上，试图借舆论为自己争取民意、洗脱罪名，继而重回政坛。

但政客们发布的信息难辨真假，他们有时不惜冒着犯罪风险伪造消息

和证据。民众对信息的辨别力不高以及虚假信息、夸张信息防不胜防，

这一矛盾使得大众易因误导而实施激进行为，如游行集会、抗议示威、

袭击政府人员等，导致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持续紧张。 

外来社交媒体的自由性与马来西亚国情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是

必然的、无法根除的。不过，采取有效的手段仍有助于缓和矛盾，让

社交媒体在马来西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正面作用。 

马来西亚社交媒体监管 

意识到不能放任社交媒体后，马来西亚政府运用了多种方法，例

如鼓励行业自律、屏蔽相关网站、采用刑事或民事制裁等。政府的这

种举措往往被视为企图限制言论和表达自由，并引发批评和抗议。因

此大马政府力图采取让互联网进行内容自我监管的方式。目前，政府

更多采取反应式的措施而非预防措施来解决问题。政府监管互联网内

容的方法可分为四种：1.政府采取政策促使行业自我监管、激励用户

自愿使用过滤/屏蔽技术；2.运用法律手段（罚款或监禁）监管内容来

源；3.强制屏蔽那些被政府认定为不合适、不可接受的内容；4.完全

禁止公众使用互联网。在马来西亚，前两种方法被使用得更多；第三

种只是偶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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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6 年，马来西亚吸引全球投资者时曾承诺，不对互联网内

容进行审查，并随后在 1998 年的《通信与多媒体法令》中做出了相

关规定。但议会又通过了法律以限制各种媒体的表达和言论，所以马

来西亚事实上是拥有互联网审查制度的。马来西亚政府曾为《通信与

多媒体法令》起草一项《内容准则》作为具体实施方案，其对以下内

容做出了规定：1.针对提供不当内容的限制；2.内容分类的方法；3.处

理公众投诉的程序；4.马来西亚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呈现；5.为使用户

能够控制内容而提供的关于内容管理和技术的信息与教育；6.其他涉

及网络社群的事项。《准则》还指出，大多数互联网从业者（包括服

务中介）需要该《准则》约束。即是说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行业自律

措施。通过约束行业，进而由从业者角度进行监管，从技术上和工作

量上来说都可以更好地实现净化互联网的作用。 

另外，刑事制裁运用的增加，也体现了马来西亚政府言论管制的

加强。《通信与多媒体法令》中规定：使用任何网络设备、网络服务

或应用软件故意制造、创建或索取，以及传输任何带有打扰、侮辱、

恐吓、骚扰其他人的意图的淫秽、不雅、虚假、威胁性、冒犯性的评

论、请求、建议及其他的信息，都是犯罪行为。司法部门会根据具体

情况做出监禁、罚款的判决；马来西亚的《诽谤法》也同样适用于社

交媒体、博客、网站等情况。 

马来西亚政府对于社交媒体采取了法律手段与鼓励机制相结合

的监管制度，客观来说比较全面系统。但是不可否认在细节操作上仍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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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需要在世界普遍恐伊

的情况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维护伊斯兰教的形象、多民族融洽相处

的国家形象。要想减少用户发表破坏上述形象的内容，简单地屏蔽/拦

截侮辱性词语或伊斯兰教相关用语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存在一劳永

逸的手段。政府需要更多地运用科技手段对公民社交媒体的数据进行

分析，从而精准地屏蔽或拦截关键字词组合，如侮辱性词语与伊斯兰

教相关用语、民族用语的组合等。其次，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他人观

点与“发表原创内容”，在法律认定中是否相同？尽管马来西亚在一些

历史案件的审判中，将分享造成的诽谤影响和发表诽谤内容的影响同

等审判，却并没有做出普适性的法律解释。“分享”可以被细分为积极

引用和消极引用。所谓积极引用是直接拷贝他人发布的内容，自己再

次发布；消极引用是指发布原创内容的地址链接，或点击“转发”按钮，

将该内容在注明出处的情况下于自己的主页再次发布。那么，不同类

型的分享在责任上有无区别？分享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在责任上有

无区别？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社交媒体的流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的

必然趋势。社交媒体丰富了人们的社交生活，也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

度。技术本身是无害的，其是否会导致有害后果，取决于人们的利用

方式是否合理。社交媒体对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不可忽视，也在不断

倒逼政府改进政策去进一步监管和规范互联网行为。社交媒体的自由

属性和马来西亚的宗教传统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族群和宗教矛盾通过

社交媒体被不断放大，但改善社交媒体生态，也能成为马来西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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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会发展的契机。随着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进步，社交媒体将在

马来西亚多元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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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2月 18日至 03月 18日 
 

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上任 

1. 挺马哈蒂尔任相旨在终结乱局，安瓦尔冀救国拼经济改善民生 

（马新社 2 月 29 日讯）希望联盟核心领袖安瓦尔表示，希盟重

新推举马哈蒂尔成为总理人选，旨在终结国家政局危机。人民公正党

主席安瓦尔说，他倡议重新推举马哈蒂尔是为了避免国家继续陷入政

治危机泥沼。安瓦尔今天出席与希盟国会议员的会议后，准备前往国

家王宫时对记者如是说道。 

“我将进宫呈信表明希盟改变原先推举我任总理的立场，他们的

支持让我很感动，但相较于个人前程，我再次选择了国家利益。”  

希盟主席理事会 29 日早发文告说，希盟坚持反对任何“后门政

府”，特别是涉及“盗贼”和斗争叛徒，以防破坏至今所推行的所有

改革，因此全力支持马哈蒂尔为总理人选。 

2. 元首拒见难转劣势，马哈蒂尔叹“败者组政府” 

（Malaysiakini 3 月 1 日讯）国家元首昨天宣布土著团结党主席

马来西亚⼤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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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希丁为第 8 任总理。而且在今早宣誓上任的前一刻，过渡总理马哈

蒂尔透露，元首拒绝会晤他，导致他无法扭转局势。 

马哈蒂尔指出，国家元首拒绝会晤他之下，他无法把 114 名支持

他出任总理的名单提呈给元首。 

3. 民主行动党接受穆希丁担任第八任总理 

（3 月 3 日每日新闻讯）秉承尊重最高元首决定的原则，民主行

动党接受穆希丁担任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 

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说，民主行动党遵守《国家原则》，

忠诚于君主和国家，尊重宪法及法律。 

陆兆福敦促穆希丁近期召开国会，接受检验。在今日出席交通部

月例会和部长饯别宴后，他对记者说，“任何一个人被选举为总理，

必须依照法律程序并得到下议院支持。如果国会延期，我们如何知道

（下议院议员）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作为前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感谢交通部成员 21 个月的精诚

合作，希望继任能完成自己未实现的目标。 

4. 安瓦尔拒绝承认基于种族的政府 

（3 月 1 日每日新闻讯）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表示，他绝不接

受任何基于种族的政府。他表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最

应受到关注的是人民。 

安瓦尔今日在公正党办公室主持召开特别会议，39 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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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州立法议会议员参加。其中包括被认为是阿兹敏阵营的公正党副主

席蔡添强等。 

安瓦尔说，几名阿兹敏曾经的支持者说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不知

道阿兹敏会背叛公正党，投靠巫统和伊斯兰党。“他们表示这是阿兹

敏和其他几名领袖的政治游戏。我决定接受这个解释，对他们宽容以

待。” 

5. 土著团结党将作为一个整体支持穆希丁 

（新海峡时报 2 月 28 日讯）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最高委员会成

员尤索夫反驳了另一名成员卡迪尔·贾辛此前的说法，贾辛此前声称：

土著团结党没有达成一致的决定来提名土著团结党党主席穆希丁作

为总理候选人。 

尤索夫表示这只是贾辛的个人观点并补充说：“今天早些时候团

结党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就证明了全党团结在一起。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穆希丁得到了团结党坚定的支持。”他在穆希丁的住处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当被问及马哈蒂尔是否同意团结党提名穆希丁为总理候选人时，

尤索夫表示：马哈蒂尔并不反对这一提名。“他（马哈蒂尔）并不反

对。实际上他在声明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反对意见。”尤索夫还补充

说，国民阵线对穆希丁表示支持是一个好消息，“有了国民阵线和伊

斯兰党的支持，我们国家就可以走出当前的政治危机。我们被围困了

一个星期。我认为我们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振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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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6. 赛沙迪矢言留守土团党 继续对抗贪腐滥权 

（透视大马 3 月 3 日讯）土著团结党青年团团长赛沙迪矢言留在

土团党，继续对抗贪腐滥权。他坦言，加入政坛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抗

贪腐。 

赛沙迪表示，“我相信我会继续抵抗贪腐，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

以确保土团党崛起成为一个与腐败者者对抗的政党。马来人永远不要

与腐败者结盟。” 

在希盟政府瓦解后，赛沙迪已经被免去青体部长的职位。在整个

政变的过程中，赛沙迪始终与土团党主席马哈蒂尔站在同一阵线。尽

管赛沙迪在土团党的前景并不明朗，可是他坚持将会勇敢表达立场。 

7.“穆希丁从来没有要求当总理” 

（新海峡时报 3 月 3 日讯）伊斯兰党党主席哈迪·阿旺今日表

示：总理穆希丁从来没有要求获得最高职位（总理职位）。 

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这位哈迪·阿旺写道：成立“国家联盟”

（Pakatan Nasional）是为了解决马哈蒂尔辞职后出现的政治僵局。马

哈蒂尔的辞职导致土著团结党退出希望联盟，进而导致希望联盟发生

了崩溃。穆希丁被选为总理，但他没有为自己游说或拉票。 

在同一个帖子中，哈迪还感谢了马哈蒂尔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尽

管他年事已高，但是他(马哈蒂尔)还是现代政治家的典范，为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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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8. 哈迪：对总理投不信任票动议等同不信任元首 

(马新社 3 月 6 日讯）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指出，希望联盟

执意要在国会下议院会议提呈对总理穆希丁投不信任票的动议，等同

于不信任国家元首。 

他说，希盟此举被视为不信任国家元首苏丹阿卜杜拉陛下委任土

著团结党主席穆希丁为第 8 任总理的决定。 

“他们试图挑起和投不信任票动议，这显然是不相信陛下……不

相信国家元首。 

“（应该）交由人民来评定他们。” 

9. 纳吉布：这不是国民阵线政府或者全民和谐阵线政府 

（马来邮报 3 月 14 日讯） 前总理纳吉布说，今天的政府是国民

联盟，而不是国民阵线或者全民和谐阵线。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巫统不会给予当前政府无条件的支持。 

“很多人不明白，国民联盟不是国民阵线或者全民和谐阵线。因

此，我们对国民联盟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纳吉布昨日在 Facebook

上发表道。 

10. 穆希丁：希望马哈蒂尔和希望联盟的领袖们能支持新政府 

（新海峡时报 3 月 11 日讯）总理穆希丁表示，希望前总理马哈

蒂尔和其他希望联盟领导人支持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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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团结党主席穆希丁表示，如果他冒犯了兰卡威的国会成员，

他已经致函前总理道歉并希望结束矛盾。 

“当我询问是否能够和他（马哈蒂尔）见面时，他的回答还不准

备与我见面，但我随时准备着。”“我希望他支持这个政府。（本届政

府）是符合宪法的。” 

穆希丁在今天主持首次内阁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们希

望这个政府能够兑现承诺，我们保证兑现。”他还补充说，现在不是

举行民意测评的适当时机，新政府已经开始为人民服务。 

11. 安瓦尔：马来人依然支持我 

（每日新闻 3 月 13 日讯）人名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表示，从此前

的几次大选结果来看，马来人仍然支持他。 

《阳光日报》（Sinar Harian）昨日报道，马哈蒂尔说，由于安瓦

尔推崇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已经失去马来人的支持。马哈蒂尔表示，

马来人不能接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担心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

因为如今的马来人只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优势。 

安瓦尔在今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称马哈蒂尔或许不

支持他，但那绝不是大多数马来人的态度。“我无论在什么地方竞选，

大部分马来人都支持我。在波德申，我拿到了超过六成的马来人选票。” 

12. 马哈蒂尔退出希望联盟 

（每日新闻 3 月 13 日讯）人民公正党主席安瓦尔表示，马哈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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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已经不再是希望联盟的一员。 

安瓦尔在今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联盟的成员党现在只

有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但他表示，不拒绝马哈蒂

尔或者是任何个人、党派与希望联盟开展合作。 

“马哈蒂尔今天邀请了几位希望联盟的领袖进行会谈，但我没有

去，因为要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安瓦尔如是说。 

13. 马哈蒂尔：穆希丁请求宽恕有什么用？ 

（新海峡时报 3 月 13 日讯）马哈蒂尔近日表示，穆希丁“出卖”

了自己。他坚持认为自己仍然有责任继续在马来西亚政治舞台上发挥

作用。 

“我想退休，但即使到了现在，他们仍然会问：你会回来吗？你

要帮助我们吗？”马哈蒂尔在吉隆坡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如果

我说我想享受生活，那是自私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 

穆希丁本周说，他已经写信给马哈蒂尔要求会面并道歉，但他仍

未得到马哈蒂尔的同意。 

“当他在我面前做这件事情时，请求宽恕有什么用？他之所以分

裂我的政党，是因为他想当总理。”马哈蒂尔对路透社说。 

14.“马华会在大选取胜，也会落败” 魏家祥：华裔选民就像钟摆 

（透视大马 3 月 15 日讯）马华总会长魏家祥表明，华裔选民就

像一个钟摆，所以马华永远无法确定可否在下届全国大选取得绝对胜



马来西亚大事纪                                        2020 年 02 月 18 日至 03 月 18 日 

 32 

利。他指出，在第 15 届全国大选，马华可能取得胜利，也可能会落

败。 

他以丹绒比艾国席为例，上届大选黄日昇只是获得 30%支持，可

是在去年的补选取获得 65%支持，这个巨大差别主要是华裔感到愤怒。

“华裔就像钟摆，他们在摇摆，所以我们会赢，也会输。重要的是我

们必须尽力而为，我们必须关心人民。” 

在国阵与伊党及土团党筹组国民联盟后，于上届全国大选遭遇重

挫的马华重新回到国家政治主流。新总理穆希丁在筹组内阁时委任马

华总会长魏家祥担任交通部长，而马华也获得 3 个副部长职位。 

 

新闻来源： 

[1] https://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817534 

[2] https://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817709 

[3] 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512722 

[4]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0/03/571432/dr-m-

questions-muhyiddins-narrative-political-drama 

[5]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0/03/661264/dap-

terima-pelantikan-muhyiddin 

[6]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politik/2020/03/660985/anwar-

tolak-kerajaan-berasaskan-kaum 

[7]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0/02/570221/bersatu-

whole-supports-muhyiddin-pm-says-redz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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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ttps://www.themalaysianinsight.com/chinese/s/224954 

[9]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0/03/571356/muhyiddin-

never-asks-be-pm-says-hadi 

[10] https://www.bernama.com/man/news.php?id=1819124 

[11]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20/03/14/najib-

this-is-not-a-bn-or-muafakat-government/1846502 

[12] https://www.nst.com.my/news/politics/2020/03/573657/muhyiddin-

hopes-tun-m-and-ph-leaders-will-endorse-new-govt 

[13]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politik/2020/03/665078/orang-

melayu-masih-sokong-saya-anwar 

[14]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politik/2020/03/665066/dr-

mahathir-bukan-lagi-anggota-ph 

 

（责任编辑：陈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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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介 
 

1. 《马哈蒂尔辞职，马来西亚政权再更迭》 

作者：傅聪聪；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中国

—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刊载刊物：《世界知识》，World Affairs，2020 年 06 期 

摘要：马来西亚政坛长期存在激烈的政党内部派系斗争，权力竞

逐近期又一次表面化，从 2 月 23 日出现“政变疑云”到 2 月 24 日马

哈蒂尔递交辞呈、希望联盟（希盟）瓦解，再到 2 月 29 日最高元首

阿卜杜拉任命穆希丁·亚辛为新总理，短短一周时间政局风起云涌。

3 月 1 日，新总理宣誓就职，然而政局依然不稳，这场权力角逐尚未

完全落幕。 

 

2.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转型升级——以<中国报>与<星洲日报>

转型对比为例》 

作者：朱景亮，钟大荣；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大学马来

西亚研究中心 

刊载刊物：《视听》，Radio & TV Journal，2019 年 12 期 

摘要：得益于马来西亚完整的华文教育,其华文媒体一直以来在

海外华文媒体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端平台的

发展,海外华文媒体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亟需转型升级。以马来西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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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报》与《星洲日报》两大华文媒体为例,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它们

转型的重心不同,效果差异显著,总体而言还都处于转型升级的进程之

中。 

 

3.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income smoothing: Evid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monitoring in Malaysia 

作者：Chwee Ming Tee; School of Business, Monash University 

刊载刊物：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March 

2020 

摘要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PCFs) and income smoothing. Using a Malaysian dataset 

from 2002 till 2015, this study finds that PCF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income smoothing activity, in comparison with non-PCFs. Further, 

smoothing income in PCFs is encouraged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it is 

perceived as an attempt to convey useful private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Howe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largely driven 

by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is study extends prior literature on 

income smoothing, by suggesting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a key 

determinant in engaging in income smoothing activity, 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where crony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patronage is deeply 

entrenched. 

 



学界马来西亚研究动态                                                          著作 

 36 

 

著作推介 
 

1. 《马来西亚惠州(府属)会馆史稿》 

主编单位：惠州市档案局，惠州学院海外惠州人研究中心 

出版时间：2018 年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内容摘要：马来西亚是海外惠州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目前已

拥有近三十间惠州（府属）会馆，其中最早的马六甲惠州会馆成立于

1805 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文化对于一个族群的影响非常深

远。南渡至马来西亚的惠州人，一方面保持了惠州人的原有精神品质；

另一方面融入当地社会，亦不断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但是当今的马

来西亚，对传统中华文化弱化现象十分明显，更别说是惠州这样的区

域文化了。在马来西亚的惠州社群中，已经越来越难听到纯正的“惠

州腔”，而且惠州会馆老龄化现象严重，年轻人对于会馆的认识与了

解也越来越少，参与活动更不积极。诸如此类的问题，包括惠州会馆

在内的华社中颇为普遍。因此，在这种混合交错的背景下，深入发掘

历史文化知识，重塑乡贤、会馆的形象就显得非常重要。加之在马来

西亚，虽然属邑会馆会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出版特刊、编辑相关书籍出

版，但是局限于人力、物力等原因，其传播范围、效果大受限制。本

书的出版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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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slam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 Malaysian 

Studies Series) 

作 者 : Johan Saravanamuttu, Adjunct Senior Fellow at 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 

出版时间：2009 年 

出版社：Routledge 

内容摘要：Southeast Asia manifests som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non-violent as well as conflictual elements of Isla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in the world. This book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Muslim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has greatly impacted democratic practice and contributed 

to its practical and discursive development. It addresses the majority and 

minority situations of Muslims within both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t shows, for example, how in Muslim majority Indonesia and 

Malaysia, political Islam directly engages with procedural democracy; in 

Muslim minority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it has taken a violent route; 

and in Muslim minority Singapore,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managed 

through civil and electoral politics. By exploring such nuances, variations, 

comparisons and linkages among Muslim majority and minority countries, 

this book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Muslim politics 

in the region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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