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衾戎基：「燕容忧疑，民族主纹是廿世抚妀有影字力

的立敃艾悲之一．趾然资本主及舆共足主凡却有『起民
族主线』的本龙舆企面．但在计本主及世界中．我们所

见到的这是立足於民族主民的一 1困因家．至於本举世界
燕主陌圾革命旗总的共主主纹因家．如及过是回谿到民
族主线的本位。」 (1992: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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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lnal Abldln （二十年代的焦来知敃份子）

：「这

佪囡家锥是恳来人的囡家．赤且她的土著也是軞正的焦

来人，但她也有各程族立足於比，没些民族的顷乳正荔
肋阱狡和笐荣了遠片土地：女心所有的收成业非只是来自

恳来人的汗水．其他的民族也共同努力 T 单及它裕 3 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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佪囡家。」 (31 自 Tham Seong Ghee. 1977: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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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lah Ahmad （一位为副部长）

：「我们米演梵

亿著．民来西亚的政治制度是由焦来人所支~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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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话．大 熙政符的形 成 、 滨 燮 及其政治种岳的建立

解 朽 政治种岳
大需两棵政治的弈析 (1 985 - 1992)

--「 杻族威 褶 民 王＠ 家 」 形成的造桯

伊1 米 项 遴造新径舟政茉，雅持符合一九五七年契的下由
焦来人支百己的政治制度 。
155)

」

(31 自柯县涟，

1989:

前言：在现代化座棕 上 的囡家棍肋之孚伞

。

: 「 .. . ...政治神括，官

诚如金耀基所脱的，民族主羲是廿世纪 最有影愣的 意 猷型

在是一件奇炒亦另訰的事物。．．．．．．现代的政治家米项自

怹之一；迼射照於第三世界囡家在二次世界大戟倓 凤起 霎 沥的

己去 结 合审程完全不同苍至互相纣立的功肚。他的作左

民族狗立和解放速助的胫史逸程，更幽示其 真 罚性 。但是 ，也

米项同特是巫未各又是技未各，他 是一 耘新的、完全非
琪性的、神客宗教的淳教士。但常他米项防泪亚敃还没
宗教峙，他遠 沂 浔非常有法度，黑 一 事是极姑凑巧；每

有人腮焉，胚史的爱逻和演遗是由階级阿孚所主导的，階级门

卡西勤 ( Erns 七 Casslr·er)

、°

一 伺 步 鞣 都是周群的準 1指和希耟思考。没程奇妙的转合
是我们的政治种括呆颠著的持滋之 一 。」 ( C a ss lrer. 黄
：其开及 F束击平译，

1983 :

348) 。

孚才是胚史推造的那斐 看 不见的手 (Paulantzas,

1978) 。

如果我们细细分析帝囡主毅者如何以资痊階级来推助贷 本主袭
的披张脰史，亚建立其殖民地的王囥，追似乎也有其道理。到

底誰是正确的呢？徙生物文化人 (biocultural man)

的角 度

来看，策者亚不打算射此朋题作结端，而更有輿趣於理解人颖
在胚史的演爱中，如何以自利到自保地探取行助一一燕端 是
以階级阿孚或民族主毅大览的棵諒 一— 去改畟他们的底史 。
在追一章梩，我俷正是要理解思来西亚道片卅二离九于馀平 方
公里土地上的人们 —一 思来人、華人、印度人、卡逵人
(Kadazan) ，依班人 (Iban) （砫 1) 及其他的住 民 ，如何 在
英囡殖民者逍留的胚史殁局中互相阿孚，

自 衔乃 至於支配 ，以

建立他们现在所擁有的囡 家。

狂 1: 卡逵山人和依班 人 分别 是 栗思 沙 巴及砂岊 超 两州的王 耍非思来人 工

菩，亦是陔两州的王耍政治势力的族群，近年也出 琨 他们 各自 的 民族
王筏（旯 Tan Chee Beng,

1987 ; Loh Kok Wah,

19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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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思政赞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秞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种岳

－－「杻族威褶 民主窃家」形成的迅桯

大思网院政治的弈析 (1985 - 1992)

在遣塌胚史畟逜的阿孚梩，什废柬西是主要的目镖？以现
代政治的眼光来看，恐怕囡家横陇 (the state) 是大家孚相

笫一筛：，马来西亚近代燮逜及制您遏程：

民主架梢的雒形

想控制的工具 一一 焦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磨，因觅我侗知
道囡家横脱不但有保搜性（ protective) 的功能，也有生座性
(productive) 及汲取性 (exploitive) 的功能 (Alt & Ch?s-

1983:28-29) 。掌握了她，不誰囡家整髓，民族社群，
乃至於階级、自我、都有各自的益庭。不消脱，她是现代囡家

t~l,

的描力核心，人人 一一－尤其是政治行助者 (political acZo

tor) 更是要分一杯贤，独族人、階级人，赏然都要角逐「中
原」了！我们正是要徙囡家横陇的角度切人去理解焉来西亚道

焉克思曾经脱遐「人颠创造其自身的胫史，但亚非依自
己之所好一一而是在他们直接面射的璞境中一一现在和迥
去所逍留下来的情境中去创造。」 (Marx,

1967: 11)

我想道

是所期人颊创造庶史的最好之描述，常然焉来西亚亦不例外。
迼句括焉我们的时谕揭朋了很好的序幕。

段庶史。

思来西亚的现在是什磨情况？遏去又是怎株的悄境？且踉

我们知道最终是思来人在焉来西亚的政治舞台 上掌握了相

我们慢慢看吧！今天的思来西亚之正式名桶是思来西亚稀合邦

货绝对的饺势，亚主淳了赏今的政治燮逻 。但是，思来人如何
庇得囡家践陇的孚夸戟呢？她又如何透遏困家娥阴的各视功能
去敌固她的支配地位呢？最倓，思来西亚又畟成一佃怎株的囡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简稠大焉），一九六三年九
月十六日以前是焉来亚糊合邦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家？道是本章要探时的主要问题。

磨不同？它代表的意羲又是什磨？我侗将在制恋迡程中加以脱

（砫 2) 。注意，她的名梢是酪合邦而不是糊邦。道两者有什
明，现在遠是先了解焉来西亚更早的一些质史。

驻 2 ：思来亚是思来亚西撰大镇工俊的前身，是指思来半蛊（西思）的十一
州，琨思来西亚共有十三州（扣上束思二州）及网恁盼邦巨柱陋。思

...

来西亚成立特（一九穴三年）湛包括了新扣坡，网年俊新兀坡披遂出
盼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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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思政恺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一一「杻族威捏民主岱家」形成的造桯

解祸政治神岳
—大思网跺政治的肿析 (1985- 1992)

土耳其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血統 (Mchmet, 1990:28) 。（砫 4)

我侗耳熟能眻的胫史是：思来亚逍片土地在十五世纪初到

道代表了什磨呢？代表了焉来西亚迼片土地是睹多地方的

十六世纪初，曾经有一佪势力不小的思六甲王朝 (Kesultanan

冒险家或逃雌者导找秶土的落脚地之一。许多峙候他们是偶然

Melaka) （砫 3) ，经逊炭位硃丹（ Sultan) 的統治，和北方

地落足而必然地他螂畟故邠，所以 Milne 以「移民囥家」

的大圉－－明朝有来往，是明朝的保賤囡。，倓来在西思柬渐

(nation of immigrants) 来捕講道地方 (1969: 167) 。有些

—— 那些灾著资本主袭的船坚炮利妥中，思六甲王朝於一五

人是比另一些人早到，建立了家圆，甚至王朝乃至於政拙。但

一一年首被葡萄牙强大的海平所减，阱始了思来亚四百多年受

是不幸地，早来者往往腮玛倓来的人是「外来移民」 (Kaum

西方殖民的胚史；追期朋西方殖民者本身亦有势力消畏，因此

Pendatang) ；直到一九八六年大思的一些囡家领淳人遠焉此

我们看到荷荫人在一六四一年又打败了葡萄牙入而取得統治

榄，最倓十八世纪才朋始来了英囡人。而焉来亚的人民是在一

「外来移民」的桶講而互相攻般。
119) （注 5) 。

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徙英函殖民者手中取得猾立（参见 An

7-

day a & Andaya: 1988) 。

( Tan Chee Bcng, 1987:

除了冒险家或逃雌者逜徒史之外，更重要的因索是英跻殖
民者在资本主狻披张下要独取更多的资本累稍，而稹梯朋资思

迼些都是没有孚蛾的部份胚史。但是，思来亚的真正的页
祝比上述简要的胚史畟逜袚雅得多，而且许多是有著敏感的孚
端，有些根本熊徙了解其真商之面貌，比如思来人是北方雾南

驻 4: 大思前任首相是敦胡先翁 (Tun

或是南方爪哇岛唉移民的倓代，一直没有结端。根拨 Gins
burg 的看法，思来人有著原始思来人 (Proto - Malay)

承媪其血统。他们目前都是大思菩名的家族，其中两位成员先俊出任
思来亚大学校畏，即翁姑阿兹 (Ungkn Aziz) 皇家教授及寰胡先阿

其他外来民族的混血血統，包括中囡周代以倓的移民、印度

扭逢斯 (Syed

Kesultanan

Melaka 是思来文对思穴甲王朝正式之名祸，环丹

Hussein

Alatas) 。移嫁他郑的 Rugayyah 可院是一

奇女子了 1

人、阿拉伯人和暹謹人（即泰国入） ( Ginsburg and Roberts,

驻 3:

Onn) ，是巫統割黛王庉享

代下嫁到思来豆柔佛州，丈夫造逝先俊改嫁二灰，因此共有三昏家庭

和

1958:193) 。而思来西亚前任首相和现任首相恰巧地分别有著

Hussien

沓翁至化的兑子，其祖田是 Rugayyah Hanum, 俊老於一八穴 0 年

灶 s:

Kaum

Pendatang 是造去思来社含妞常用来梢呼華 E0 两族用房，意即

外来移民族群。俊妞思華於一九八六年抗器，演成巫研思華的互相舌
取，思華－中央祁畏的字督 (Datuk, 妖丹赐氏的衔 m) 被雪州环丹
收回，内翘乃器诀 Kaum Pendatang 是一不遇常的用房，愿予於禁
止。

(Sultan) 是王朝的統治者，相等於皇帝吧。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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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话：大思政恺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括的建立

笫祸政治神岳
一大思两颖政治的 卧析 ( 1985- 1992)

一一「杻族威罹民王岱家」形成的造桯

来亚的鍚锁和圆坻菜。道自然需要大批的劳工，因此，廿世纪

的民族主毅思潮已经逵到高峰。其页，他们在二、三十年代已

初大扭的華南地匿的中国人和印度南方的淡米雨人 (Tamil)

出现三批不同精英份子所鼓吹的民族主袭。迼三批兢孚者的思

被引人焉来亚。他们以血汗和泼水推助了局来亚的朋资，饱涌

来精英份子分别是受阿拉伯教育的宗教改革者，受思来教育的

了英辍殖民者的口袋。思来亚不知不觉中遗朋了她的现代化胸

本土知哉份子以及受英文教育的官僚 (Roff,

步，逐渐紧荣起来，畟成了更多中囡货困和助乱年代梩的人们

的統治加速了思来民族主袭的典起，而就在追重回殖民統治的

之淘 金步 的秶土，赏然也有更多的印度人和爪哇的印尼人加人
迼移民潮（砫 6) 。到了五七年狠立前夕，思来亚已不折不扣

地畟成一佃多元杻族的因家，那年的人口比例是焉来人 49.8
％，華人 37. 2% ，印度人是 11. 3% ，共有六百二十八离人。

1980) 。日本

哿畟峙刻，英囡的工黛政府在英团团合宣怖了要页行思来亚辙
邦 (Malayan Union)

的籵割，亚在一九四六年正月公怖了

有腑的白皮宙，其内容提到：「目前思来西亚行政骰制已逵到

简化和改革的階段。基於囡隙局势和大英跻协的需要，思来亚
惩该成玛統一 及阴明的国家，以配合其繩济及戟略上的重要性

(Means, 1970: 12) 。

……，所以决定将焉来睹邦置於英王管辖内，以便在外囡管辖

古

猓立以前有佪重要的階段，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戟峙日本

法案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Act) 之下，在睹邦中推行

人的统治。常日本人以「柬亚共荣固」的幌子統治了思来症三

一致的立法政策。……英王陛下政府派遣 Sir Harold

年八佪月倓，馆慌而逃的英囡殖民者再次想以保渡者（砫 7)

MacMicheal 爵士赴焉来亚，徵求各邦麻丹之同意，亚以英皇

重回殖民統治的舞台峙，迼佪多元锺族社合梩的人民已不再是

陛下政府之名羲舆每位統治者筑定了一正式的协定，以使每位

吴下阿蒙，他们已有猓立自主的意裁，尤其是思来社合。他侗

統治者在偏定中瞄出他分内的管辖罹给英皇階下。」（引自

Ratnam, 1965: 45) 。迶份等於陨除思来苏丹統治地位（砫
狂 t,: 报一 九四七年人口羽查，全思来亚思来人口中有 13 ％不在思来亚出生
者，灼有 309, 000 人，其中 63, 000 人来自爪旺 (Ginburg

Robert,

&

1958: 194) 。

杜 7 ：英岱雷年是分别以参政司制度 (The Resident System) 及朕同制度

8) 和给予思来亚各民族平等地位的思来亚称邦籵割 沓 ，终於
引燃了焉来民族主袭的火焰，它像星星之火牁埋藏已久的民族
主羲引爆！

(The Adviser System) 和思来环丹屁定，以保展者的身份周接統
治思来否；只有惯州 (Penang) 、思穴甲州 (M.e!aka) 及新加坡是
英岱巨接砒治的皓地，合梢扁泡饮殆民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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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祸政治神岳

第二章．大思政辖的形成、潠畟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一－大 思网饿政治的卧析 ( 1985- 1992)

—— 「桯族威何民王岱 家 」形成的造桯

因此，不但焉来亚糊邦在焉来社合激烈反射下被放粲了，

而且一佪给予，再来麻丹主拙地位和思来民族特罹地位的思来亚
酗合邦（每佪州都有一佪主罹擁用者 一一 思来苏丹，故定名
归酪合起来的 「邦」，而不是單一的糊邦）正在形成之中。迼
股反射，再来亚糊邦凤潮的一佪重要鹿物就是全囡巫人統一根横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s,

UMNO,

简桶

记

巫統）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正式成立，她以捍衔焉来菇丹
的主拙及焉来入特榴来造行政治门孚，宣怖别的事可以商量，
但是麻丹主罹不可剥鸾（杨建成， 1988 丸26) ！终於英跻在同
年七月四日宣怖以焉来亚糊合邦取代焉来亚糊邦，亚以五位英

囡官晨及六位，再来人代表（四位寐丹和二位巫統代表）组成制

京工作委员合 (the working committee ）来研究捩定啼合

邦的协定像文。追工作委真合亚没有其他民族参加。雏然倓来

在華裔社合的反射下，英囡政府才稍倓指派了二名華人、二名
印人及五位欧洲人组成韶拘委员合

(consultative commit-

tee) ，但是他侗只是收集公宗意见作出建賤，真正决定摧乃
在於制恋工作委员合。所以，俭管華裔社合於一九四七年十月
二日在新加坡和思来亚两地登助全囡性的册市行助抗踉，亚制
定 一 份各族人民地位平等的「人民煮法」

(Pcople~s Consti-

tution) （砫 9) 。但是英囡政府不觅所助，仍以她和代表巫統
玛主的思来人之朋的怖商玛主，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正式筏
定思来亚辙合邦协定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陳剑虹，

1984: 99 - 100) 。道是焉来人在真正制恋

阿孚之前就嬴了相常阴键的第 一 回合。牛易建成窝道：「最倓又
依思来人建藏以「薪合邦」替代了「辙邦」，使思来人确定
玛焉来亚之主人身份。」 (1988:

103 - 4) 。 Ratnam 则柲玛

制煮工作委员合乃要建立 一 佪思来人的囡家 (1965:

狂 8 ：适去英阳在霹霓、雪丽我、森美丽、彭享四州（合稻扁思冞邦盼，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以及吉打、吉颈丹、丁加奴、殁漓市
和柔佛五州（合梢思来土邦，即 The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施行间接統治及铺导工作，思来酥丹隶是名笢上的统治者；遇九位环

)
他们姐成有需法地位的统治
丹目前仍是核九州的統治者 (Rulers),

者配器 (The Conference of Rulers).'. 每五年遴出一位酥丹隐任貌

今思来西亚的最忘元首，有善一定的需法罹力。如果常特的 Malayan

Union 酐割成功贾行，可钜就没有今天遇邑局面了，巫阮就是以保腰
思来酥酶的統妇王畔的口挽成立，因此酥丹具有象徵思来人在思来西
亚的王罹地位。可是雒也没有想到新巫統含在一九九 二 年旺鹃始和遇
归吓丹对立 ， 瑕任首相思后迁酱生更 在一九九三年的掀除环丹免
控罹之修需案的＠含滨江中表示，如果已些环丹未钜需守他们的践
痉，雄保未来的新一代不含墨除酥丹的地位。如今回朕一九四六年的

...

54) 。

而 Stephen Chee 驸整佪思来群窊被助员起来反射思来亚骄邦
的资展，妥稍是鹿生了一佪思来民族 (created the Malay

Nation) (1987: 129)

。相常明姻的，一佃思来人的民族囥

家 (Malay nation - state) 的戳念正在思来社合中形成，雏
然迼峙候的匮家横腑仍然在英囡人手中，但是焉来人已经在日

倓思来亚狠立煮法之摊形恋法 一一 思来亚糊合邦协定倏文中
确立了其主擢身份和特殊地位。如果常峙恩来亚辦邦成功贡行
了它的各民族平等地位及撤消群丹統治主罹的虷刺，那磨或许
今日的思来西亚合有不同的凰貌。然而，胫史速择了另一佃方
向资展。

胫史，入们戎豻含罚胫 史的翌展之优妙院保莞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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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祸政治神岳
一大思网跋政治的肿析 (1985- ·1992)

第二章：大屈政恺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一一「杻族威摺民王窃家」形成的造桯

如果说焉来亚糊邦的撤销是由於英器掩心贸然页行普及平
等的公民罹，合瞄思来亚很快成玛中国的 一 省（杨建成，

1988: 124) ，而最终單方面接受了思来人的建蛾，道似乎有
黏道理。但是，在真正的思来亚辙合邦褐立宗法草援前，英囡
同意在 一 九五六年 一 月股立一佪猾立的恋制委员合，由李特勋
爵 (Lord Reid)

到焉来亚收集公亲的意见；而李特在较倓

的新宗法建踉害梩提到玛了思来亚的畏期之政治稳定，恩来人

10) 。 Vasil 砰阳笥「职盟亚非是理想或祟高原则的莲物...…

徙顽到尾它是倾向於摧宜之籵而非深刻地默身於非锺族主袭和
多元锺族之概念。」 (1985: 710) 。然而，随著她成功地队取
了思来亚的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全囡普遗，英囡就大部份聘取了
劂盟的意见，包括聊盟的京法建跋杏，而糊盟的建蛾辔则强稠
了思来人色彩的思来亚 (Heng Pek Koon, 1988: 228) 。

的特描倏文惩以蓝峙倏款虞置，亚建踉在狠立十五年倓再加以
74

检时；同峙遠建蛾列華文，淡米甭文及英文觅官方晤文，充份
强莉了思来亚的多元植族之色彩 (Heng

228 - 229)

Pek Koon, 1988:

。迼亦表示英囡不只是偏袒思来人，那磨到底是

什磨原因踉焉来亚辦合邦的思来人主罹地位及特罹，最终没有
更助地纳人了一九五七年的猿立宗法梩琐？道是否是胚史必然
的资展？遠是華巫阿孚俀膀劣败之窝照？抑或另有他因？

迼赏然是很雌下的定眙。然而 一 佪翱键所在是糊盟的誕

生。而轿盟的连生竞然是一租偶然而罹宜之叶的兢遗协定，由
雪州的思華和吉隆坡的巫統支部扁了共同兢述一九五二年的吉
隆坡市跋合而定盯的（ Ho Khai Leong, 1988:68) 。最终因

陇於磅盟最初成立的另一些细蹄值得探肘：凿峙的巫統割
杰主席拿督翁查化 (Datuk Onn Jaafar) 因鼓吹将该黛朋放

给各民族而受扞股，他憤而退黛另组多元锺族的思来亚狠立黛
(Independence Malaya Party) ，亚邀睛思華要员陳桢禄、
榻旭龄、邱德懿等掩任中央组哉委员合的委员，但郤忽略另一
位焉華要员李孝式，倓者乃氛憤地在一九五二年的吉隆坡市賤
合中遗择巫統作觅合作射象。本来思華正考府迾探多元杻族的
思来亚狠立黛作焉合作的伙伴，但随著吉隆坡市賤合速船的胁
利射迼蓝峙的思華和巫統之合作起了稹梪的作用，，再華中央领
淳乃在较倓检时了和焉来亚狠立黛的陇保，最终速犁了巫統作
玛新的合作伙伴。思来亚第一佪多元植族结描的政陇 ——焉

觅初次合作疫得胁利，乃畟成全国性的華巫印之持久稀盟（砫
狂 10 ：全岱性的思華和巫統之盼盟是於一九五一
二年八月廿三巳成立，亚於灰
杜 9: 「人民需法」乃是常特代表華人的「全思盼合行勤委员含」 (All -

...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和巫统对立的「人民力呈中
啦」 (Pusat Tenaga Rakyat, 商梢 PUTERA, 基本上是左派思来
人的姐记）记茜役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公们的愈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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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遗出三名代表 ，共同姐成盼盟酘忘埶行理事含，策劓争取自治舆蜀
立（陳剑虹， 1984: 110) 。代表印人的印度岱大黛於酘役 11] 入，彤
成所羁的華巫印之腺盟。她一巨执政思来（西）亚到一九穴九年「五
－ 三」墨勤扁止，对大思蜀立前夕及筠立俊的政治燮遵起了很大的影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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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砃政治种岳
＿＿－大 思网跺 政治的肿析 (1985

一一「杻族威褶民王窃家」形成的滔桯

来亚猓立黛乃在失去思華的支持和催受思来人孚跋的情况下消

邦出生的男女均成焉常然公民； （二）外地人在本邦住淄五年

失了（砫 11) 。（谢诗坚，

者，得申睛玛公民，免受晤言考試的限制； （三）凡腮本邦公
民，其描利和羲榜一律平等； （四）列華巫印文觅官方晤文

1984: 45 - 47) 。而道梩顼郤充滴

著偶然的因素，尤其是被人们的自利覜念所左右，不然可能今
日大思的政黛结描合有不相同的局面。赏然追植脱法合给人一
桢太重视佪人的因素而忽视整佪社合结横，但是胚史的资展演
叟确是在某些峙候是拯偶然的。如果常峙李孝式没有受唇的感

（陳剑虹， 1984: 114) （砫 12) 。

如果脱一九四八年思来亚哪合邦协定低文是森制阿孚第一

- Soli Citizenship) 不能给非焉来人； （二）焉来

回合的暖身戟，那磨一九五七年狠立宗法是第二回合的决阿塌
地，但是，焉華和巫統在五五年普速大膀之俊的蜜月期，使到
焉華不颇華裔社合的普遍要求，在和巫統协商取得了唯一的土
生公民摇之颖望徒，其酴的皆遵照得来社合之要求捉定恋法建
踉害，速 Lord Reid 有阴的思来人特摧之蓝峙倏款和十五年
期限的建踉也没纳人。道第 二 回合的决戟可脱是華裔社合失败

人有不可贺疑和持久的特罹； （ 三 ）思来文成焉唯 一 的囡家及

了，它焉今倓的各桢困境窝在恋法的架横梩。雌怪赏晇華裔

官方晤文； （四）新的思来亚民族囡家 (nation - state) 之俄

「全局華人砫册社圆代表孚取公民罹大合」遠派了三人代表圆

典和扞贸的基磋须立足於焉来文化及思来政治的遗坴 (Heng

到偷敦去抗踉啜盟的森制催忘绿（陳剑虹， 1984: 115) 。但是
米已成粥，英囡接受了糊盟的恋法催忘辣，迼也樑袜著糊盟峙
代的阴始；然而，糊盟峙代的来蓝也是巫統朋始掌握囡家横陇
的亚要一步，我们将看到巫統的壮大和支配骰系的形成。

受而不探取支持巫統的行助，胜史合如何登展，我们的确不知
道！

括脱回来，常峙焉来社合和華裔社合射宗法内容的要求有

守

第二章大思政签的形成 、 滨燮及其政治神 OO 的建立

- 1992)

著相赏大的分歧。思来社合主要的四黏要求是： （ 一 ）土生公
民椎 (Jus

Pek Koon, 1988: 223)

。而華裔的要求包括了： （ 一 ）凡在本

驻 ll ：享督翁至化在思来亚筠立黛式党俊，再於一九五四年成立巫人炰王的
岱家黛 (Party Negara), jj 争的口兢巳盒倾向思来祖族主羲；蜀

立俊一九五九年的笆遇中他菹在思来人扁经大多数的丁扣奴州赢待码
含遗翌。倰於—九穴二年一月十九巳造世。遇位思来愕奇政治家的碍

徙華巫互助的院保来看一九五七年的思来亚糊合邦森法，
我们合资现道部京法有相常溃厚的焉来色彩，其中驸思来人的
厚待包括： （ 一 ）最高元首由傅統的思来寐丹组成的统治者合

燮，可反映出人的自利和自保以生存之倾向，常然也貌钥了思来西亚
漫厗的租族主钱意离照法淏多元杻族政治员正生根。过娱杻族性政黛
的栝祸妞常使杻族政治制度化，苍至液化，如享督翁在提出浣和的多

...

元杻族路棕失敃俊改俋褪族主镂口骁，正是最好的院胡。有院享巹翁
的傅记，参旯 Shaharom Husain 所菩的雪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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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 12: 遇四垣耍求是全思四百五十包華人社霪於一九五六年四月甘七巳在吉
隆坡召园的「全焉華人驻册社睾代表争取公民罹大含」，所通造的岛
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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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祸政治神岳
—大 思 网棵政治的猝析 (1985-

第二运．大思政签的形成、演燮及其政治神 OO 的建立

1992)

践每五年遗出一位，華裔燕缘； （二）回教被定玛级家宗教；
（三）思来人有特罹，包括公移员，教育股施及贸易和商柴埶
照的俀先 (Milne, 1967: 38) 。

一一「杻族威摺民主岱家」形成的沿桯

族囡家梩取得一席之地位，尤其是華巫两族在制恋期朋的阿
孚，更可看出未来的锺族阴保牁充涌畟敷及暗流汹溃囡家根
腕的孚鸾戟更是政治阿孚的角力场。雏然焉来人－—巫統的
思来人明娱估上凰了，但是，两族之朋的支配或徙屈 l娟保姻然

但如果徙整韵的架悄来看，追部恋法决定了君主立京的谈
合民主之制度，而且也具有三椎分立的制衡股籵；雏然它是一

遠没有定位！

制度 (Simandjuntak, 1969: 298) ，可瞄中央政府形成一佪

迼些遏程梩，封於怨胚般百年殖民的焉来亚来说它最重
要的意教是什座？策者以冯：那就是英囡殖民者留下那一套哉

强大的政府 (strong government) 。第一任首相束姑拉曼就

合民主的制度，使到焉来亚不经戟火流血 （赏然不包括那些焉

部糊邦制的恋法，但它的糊邦分摧少，是屈於高度集中摧力的

士5

曾梪力强稠囡合恋有足约的描力，如果迼罹力受太多的不必要

之束缚，那磨「囡家将在遠没有朋始以前就被摧毁了。」

怹括来脱，徙炭百年的殖民胚史到建立新輿的民族囡家迼

来亚共座栽的叛乱）玻得猾立且形成民主 制度的雒形，迼陔是

思来亚狗立峙最大成就吧！

一迵程中，我们看到了贲本主袭在西方列强的殖民船陔的搜送

笫二箭：巫统的支配遏程及大岛人口结梢

下，已将焉来亚推人现代化的洪流梩，她已没有速择地造人了

：，马来民族囡家的形成

如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脱的世界究本主袭
骼系梩，幸或不幸，她已被道资本主袭的逍辑所左右，而各资

座階级也取得他们的主淳地位（驻 13) 。另一方面迼洪流也
将焉来亚畟成一佪多元植族的囡家。各民族孚相要在追新的民

驻 13 ：如果不以杻族的角度而以階砐的角度来分析，英雹遗择盼盟作扁思冞
笠筠立俊的执政者，殿然是看到了巫統的皇族、楛英官僚（跷西方
者）及華人的员茬階砐商人色彩，过杻上隘階圾的栝盟将有利於保衡
英骂人在筠立俊的思来亚之妞酒利盆（参旯 Jomo, 1986) 。

...

大思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藷 (Tun Razak) 曾鲤脱：「，民来
人如果没有擁有特椎，他们将感到不安全，亚停留在落倓状
氮」（引自 Josey, 1980: 25) 。迼句括典型地反映了，男来社

合缺乏安全感的心梩。 Tan Chee Beng 也指出思来亚西的梗

族主羲基本是建桀於華巫两族互有不安全感的心梩 (1987:

l12) 。迼种心理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来焉来社合被殖民的胶

史，现任首相思哈迪酱生的文章梩亦透露迼锺重新被殖民的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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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思政恺的形成、演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苗祸政治神岳

—一「杻族 屈摺民王岱家」形成的造桯

大思网谅政治的弈析 (1985- 1992)

遣退是要徙两佪结横的畟化来分析，那就是政治结横和意

心－一如果焉来人不圆结的括 (Mahathir, 1986 : 154) 。

但是随著巫統的誕生，圆结了焉来人，也赶走了殖民者，更在

哉形怹结横。先啖巫統如何在政治结描梩取得支配，尤其是糊

一九五七年恋法中盯下了恩来人特罹及寐丹統治主椎的倏文，

盟黛之支配和囡合立法的支配。我们以昧朋顺序来分析遣演

思来人基本上已经确定其主淳地位，那腮该不再有不安全感的
心理才射。然而，狠立倓的思来亚仍然上演著華巫两族之朋的

畟。

阿孚，孚蒋囡家极腑罹力的胚史没有止息！

立

^

如果脱狠立以前的阿孚是思来社合导求囡家罹力（京法）

(A) 一九五九年盼盟危榄事件
追件事的资生主要是思華的领导曆改畟了，由少壮派领袖

的保衔（特描的保謹性作用），以封抗非思来 人一一 尤其是
華裔的经济彶势，那磨造人狠立倓期到 一九六九年「五一三」
暴助以前，思来社合在巫统的强势领淳下， 已脱滩迼颊「穗族

林苍佑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打败黛剑辦人陳祯禄而出任怨合畏，

保渡」 (ethnic - tutelary) 的階段，而遗人笨者所言的「植
族支配」 (ethnic - dominance) 期的阿孚。迼峙期的巫統导
求支配的阿孚比起七十年代那穗近乎「锺族霸罹」 (ethnic hegemonic) (Ho Khai Leong, 1988: 2) 的行勋赏然是比
较溫 和的 (14) 。 但如果祥加分析，迼植支配逸程是建立和
敌固巫統稳怹統治的重要步躲。熊端迼是否是政治行助者的主
戳意颐遠是底史畟遵的助力在主导，但明跟的胚史是朝追方面
登展（砫 1 5) 。以下 探时迼峙期的媒佃重要畟逻。

保瞪宗法不合被随意修改以侵蚀華裔的摧益。道是因觅恋法的

甚 14: 如姑特代的巫統常被税焦軗溫和，强隅三大民族之同的讫商，因此才
有学者梢大腮岛「荔和式民王」 (consociationa l democracy)
(Lijphart, 1977) 岱家，荣妃的作虽是因柔之一。

驻 15 ：徙分析染祸上的角度来看，胫史燮逜思是政治行勤者和政治、意岚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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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革新焉口虢要稹梪捍彻華裔椎益。因此，他在一九五九年
七月全囥普遗前夕提出要糊盟分配四十佪团合跷席给思華．以

修改需三分二之多敷，四十佪席次正好估赏峙一百零四席的三
分之一以上。但是，巫統在回教煤（砫 16) 和黛内激迪的要
求修恋和加强思来文教育的座力下，柬姑拉曼乃拒绝了思華的
要求，亚宣怖他佪人将全摧圈定糊盟三煤下的的候速人名單，

以取代糊盟全囡理事合 (Alliance National Council)

的怮

商哦播。林苍佑在巫統的脱力下只好接受了卅二席人的分配，
但他和柬姑拉曼的脱保已陆佃，乃在较倓浒去合畏哦滩朋思華

怨及妞酒栝料的大瑕境之互勤纥果，但人的主戳怠巅和贺滔又估多大

的王勤成份呢？迵恐伯只有在理解员实胫史的悟境滨燮中才可更润楚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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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祸政治神岳
大烯炳保政治的弈析 (1985-

第二迈：大思政霞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廷立

1992)

一一「杻族威摺民主岱 家」形成的迅桯

（砫 17) 。陳剑虹射道糊盟危横事件砰端脱：「一九五九年酪

生的人，如果要成焉公民，其父母其中一入必须是大焉公民或

盟危横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巫統在糊盟内的领淳地位
正式狻得确立，巫統力址的强大不僅导致思華公合在称盟中之
地位大不如前，燕法和巫統平起平坐。」 (1,984: 120) 。道

永久居留者；以及将速奉委具合的椎力移交函合，而逍匝人敷

一事件樑諒著辦盟的三戏平起平坐的「回桌合哉」精神（砫
18) 之消失，也是巫统支配瑚盟的朋始。道是黛结横的支配。

的多霖差距也徙五七年宗法中原有的 15 ％改觅 50% 。原本速
皋委具合是狗立的根描，遗匼剒分的摧力是屈於她的，但经修

京倓，遗犁委员合只能建踉遗匼剌分，由器合决定。有毕者射
此修京砰脸脱：「因此，速绿委员合更向糊盟的利益角贡
……，而原有的中立性已受侵蚀。」 (Lee Kam

Hing &

Micheal Ong, 1987: 119- 120) 。道是至玛明烟的，因妈糊

芯

(B) 一九六二年的慈法修正

盟控制了囡合，制分之描力既然在团合，而遗匿大小之人口差
距已改成 50% ，那城郑之逍匿大小牁更易於使巫統控制更多

的踉席（焉来人常峙多在郑匝），一人一票同值的民主原则也
迼涉及三方面的恋法修正案在 一九六二年通迥，其内容包

受拫。其扞如果深人分析，迼次的修宗乃是限制公民人敷，再

括：牁出生地主毅 (Jus Soli) 的公民摧改成一佃在思来亚出

控制遗枭委员合，将速匝大小差距拉大，整佃意狻是煎巫統有
效地支配立法横横！不用脱，在巫統取得轿盟之支配拙倓，囡
家根腺的重要罹力一一立法摧也在巫統的控制支配之中！

驻 16: ＠教黛成立於一九五 一年，其茬生肖景可汜溯到思来岱民黛
(Malay Nationalist party, 第二世界大戟俊思来亚出瑕的第一包
全岱性的屈冞俎记性政黛，成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基本上是由左派
思来人所镇导）之宗教印，核黛首灰提出思来＠教的民族王羲
(Malay Islamic Nationalism) ，超去比胶强羽腮来色彩，近年削

(C) 一九六五年三月地方政府的
耗市講含迵奉之取消

符向＠教、运求建立＠教岱 (Islamic State) （参旯 Funston,

1980; Hussin Mutalib, 1990) 。
驻 17，林荩佑和束妃门争失敃亚帮腺思華，也反映巫阮对思華内扭事拐的影
冠。一旦腮華有内祁分裂倾向特，笱到巫阮信颓者常掌政思華，陳修
信俊来掌上腮華陬含畏豆就是一例。遇颠示巫統势力的强大到足以影
毒思華内扭的事拐 (Heng Pek Koon, 1988: 26) 。

驻 18: 园桌含器乃最初思華巫統合作特的平起平坐地位的象徵，色出琨酷流
逾任仓志王席之安排，奉行全醴一致的民王，即互相有否诀霪，不噪

...

多数诀（肝斯钜，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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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囡早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就第一次在棺城市敲合瞎人民遗

泉市跋员，道是思来亚的地方自治的朋始；但是道秞地方自治
的遗犁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峙，糊盟政府基以凿晇面射印尼
的封抗（杜 19) 之安全威旮，乃决定理用一九六四年颁怖的
紧急罹力焦限期地展延了地方政府踩市踉合的速$ (Lim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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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祸政治种岳
大思两院政治的卧析 (1985 - 1992)

第二章＇大思政签的形成、滨畟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一一「杻族威罹民王岱家」形成的造桯

Siang, 1978: 29) 。直到今天地方自治的遗皋没有恢役，目

现在我们要分析意哉形怹道领域的畟化，看看巫統以糊盟

前的际畏及市跋合主席，遠有市畏及市践具都畟成政府的官委
绒员，线乎全囡的际市畏及市跋合主席已由思来人掩任，埶政

政府的名袭如何造一步加强了团家的意裁形怹工具 (state

班的一些地方领神则分配一些践晨裁榜。道和一九六四年以前

民族囡家的正常性 (Malay nation state legitimacy) 。由於

已是天壤之别了！道亦是巫統支配政治的另一方法！

分析上的速茛性之需要，峙朋上稍微延畏到一九七一年。

ideological appparatus) （砫 21) 的思来色彩，以建立焉来

(D) 一九六五年八月新加坡被逐出腕合邦
(E) 西家教育政策及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

迳

赏思来亚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娥大成思来西亚峙，她

的一佪主要结果是人口结横的畟化。思来人原在思来西亚中估

大思的囡家教育政策主要是以一九五六年拉藷軗告杏

49.8% 、華裔 37.2% ，但新加坡、砂膀越及沙巴加人倓，焉

(Razak Report) 的最倓目樑一— 使思来文成玛囡家教育

来人只估了 40 .6 % ，華人反异冯 42.2% （参旯本饰的人口结

髓系梩的主要媒介晤文的目樑玛基唗，迼最倓目樑雏然列人了

恼，表 2 - 1) 。道锺爰化赏然不一定合导致華巫的紧张翱
保，但是它可以横成要求平等公民罹的 正赏性 (legitimacy) 。
因此，赏李光耀在一九六四年提出「思来西亚人的思来西亚」

五六年的拉藷报告害，但是，在華裔社合捍衔華文教育的反驸

(Malaysian Malaysia) 之民族平等口唬峙，亚不令人感到意

五七年的教育法令中；而且该法令第三倏遠列明「建立一佪觅

外，也许他祒觅恋是改畟思来西亚公民椎不平等倘文的最佳峙
刻。但是他受到巫統的激烈反对，甚至有人建踉赏峙的首相柬

全 民 所接受、能涌足他们的要求及促造文化、社合、经济和政

下，经遏思来西亚華校教蹄合玸合（以下简桶教玸） （砫 22)
多次的奔走，亚和焉華巫統协商倓，追最倓目椋没有列人一九

治癹展的囡民教育髓系，其目的是使思来晤成玛囡晤，但同峙

姑将李光耀以内安法令扣留起来（李炯才， 1989: 341) 。一

、

...

塌桢族衡突眼看要出现，柬姑乃断然宣怖将新加坡超出噬合
邦，李光耀想赏思来西亚首相的美萝碎了（砫 20) 。他含误
接受新加坡「被迫」狠立的事贡。随著新加坡的难朋，巫統的
地位己没有任何势力足以抗衡，巫統不但化解危根，且猓估了
更大的陨家横贿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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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 19: 印尼反对思来西亚之成立，最炵遠以重事入雯出瑕，常特祸成对大思
的安全威肾。
.

驻 20: 束姑在一九六七年受防特院新思分家的其中一昏理由是李光黯想挹任
大思的首相 (Josey,

1980: 85) 。

灶 21: 岱家的意潇彤恕工具可以包括：学校、大恋愕摇、文化股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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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思政恺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鲜祸政治神岳

一一「租族威罹民王岱家」形成的造桯

大思丽院政治的肿析 (1985- 1992)

雒揽和扶持其他秞族眙文及文化的预展。」（引自陳祖排，
1987: 132) 。但是随著五九年巫統支配地位的确定， 一 份新
的教育軗告世 一一 逵立軗告害 ( Talib Report) 在一九六 0
年出熄，亚在華裔社合激烈反驸下於一九六一年畟成教育法

跋最具威力的塌地，它可觅政罹的正常性提供戳念的合理化，
人民畟成易於接受一佪政椎的统治形式。因此，在思来化恩来
西亚的遏程中，巫統常然将迼领域视焉重要的「攻防戟」，以
便玛建横其稳怹结横的統治铺路！

令，将五六年的最倓目樑「借屁遠魂」（注 23) 地也盯定於陔
法令的二十一惊二项。直到今天，道倏线乎可说是華教工作者

~o

口中「怒名昭彰」的二十一倏二，乃在要陨除和保留的孚踉中
（砫 24) 虔於原封禾助的地位。追廿一倏 二 项的法律摧力
一－ 即教育部畏有罹将目前以華印文玛教学媒介晤的面民型
小坐（注 25) 复成以阔晤（，再来文）教学的囡民小学 一 直遠
没有根合理用。但整佪匮家教育政策的精神舆目桥 一一如果以
囡家哉形怹工具的角度来理解，它乃是要塑造大思是一 佪思来
文化中心的器家，经由教育 工具的宣扬和灌输，下 一 代将合接
受迼榄恩来民族匿家的意裁。明跟的，在控制国家意猷形怹工
具的阿孚中，巫統已在教育政策及法令 上 觅施行「焉来民族囡
家」的目镖定下合法的罹力，追赏然是一佃重大的胁利！因玛
教育-学校迼佪囡家的意哉形怹工具是塑造人民的思想意

．｀午1`.”+，

狂 22: 常特教锯的王席是林理玉，他致力於争取華文教音的地位。俊因反对
一九穴 0 年的逢立霖告世不利於華文教育的妖文（尤其是强制華文中
孚改制扁思来文中学），终身披税菩公民罹，於 一 九八五年病逝。伦
祯税底大思華森罹盆披损笆的象徵，形成受雄者的形象，披脓扁「族

i,

』

魂」。

杜 23: 意即将一九五七年教音法令没有列入的酘俊目襟，豆新「遠魂」回到

...

(F) 一 九六 七年圉捂法令
五七年京法一五二｛条规定在猿立届淌十年峙，国合需制定

法律确定英文的法定地方；華裔社合借此横合要求列華晤玛官
方晤文 ( O fficial Language) ，但思華将领淳孚取華文觅官
方晤言的焉華青年圆副圆畏沈慕羽阴除栽籍，巫統推助的囡陌

法案乃於六七年九月一日生效，焉来文成玛唯一官方晤文，英
文可作玛官方用晤，但是華文僅享有「因公共利益之需要而准

浒政府使用任何其他植族晤言翻踝官方文件及湍通意见」（引
自惕建成，

1982: 212) 的地位。迼法令造一步加强官方的思

来色彩，也可畟成脱制其他晤文的法源！

（砫 26)

灶 24: 荔陆政府在華盗社含多灰的反罚下，宫透范可能含撒润核跃 21 怪 2

泪保文，但酘新的教音法令修正案遠没有出来。
狂 25 ：大思的小学分成两祖，即骂民小学（以思来文扁媒介岳）和器民型小

学（以華 EO 文扁媒介括）。
狂 26 : 官万防文的推行可以使到大学校常内的葩文文字之们告必娱一律以岱

陋（即思来文）出瑕，其他誘文不可强眙；还是溢者覜身在大思理科
大学求莹的杻胫，由此可民官万括文被盗用的地步 t

一九穴一年的教育法令中，遇是林速玉先生的用腮。
~勹，．

.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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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祸政治神岳
一一 大思网跺 政 治的猝析 (1 985 ·- 1992)

一一「 硕族 威 褶民 王岱 家 」 形成的超桯

大学迎作的用意，但其涯生的晇横，乃是要阻止華人社合於一

原则」。迼五倷原则是：信奉上苍、忠於君囡、雒賤恋法、 尊
祟法治及培蒂德行。牛易建成砰脸脱：「以囥家原则强莉恋法中
有陇君主立恋制度及，民来特殊地位是绝不可侵犯 。 换句括脱，
囡家原则很坚决但含菩地肯定了「思来西亚就焉来人的囡
家」。」 (1982: 243- 4) 。 Douglas 韧玛：「囡家原则存在其
意哉型怹……但它主要是被反射拱圆导致的，而不是囡家横脱
所引人。」 (mainly invoked by opposition groups rather

九六八年形成的割辦「猓立大毕」理助之落贲（砫 28) ，因

than the state) (1990: 4)

(G) 一九七一年大学及大再法令
迼项 法令是先由最 尚 元首舆其他紧急法令一起在一九六九
年五 月 颁 怖，

亚 於囡合在一九七一年二月重 新 俊合（砫 27)

时再次通逊，乃定名骂「 一 九七一年大学及大埠法令」（雪路
我中華大合堂，

1986b: 48) 。 迼倏法令赏然有控制大学生及

玛 迼法令的榄限炭乎不可能准许民朋削辦大学。事贲瞪明倓来

8-

第二章． 大 羁政恺的形成、滨畟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政府的确以狠立大学玛民辦大学作玛理由之一，拒绝了以華文
觅主的猾立大学之削辦。由此可见巫統驸意哉形怹领域的控制

。但是一缆颁怖，囡家横陇乃遗

用囡家原则作玛其效劳的工具，迼该是易於明白的。

(I) 一九七一年圉家文化政策

何 其 娥腐！

(H) 一九七 0 年的陷家原剧

(Rukun Negara)
最高元首在一九七 O 年八月卅 一日的 囡度日颁怖了「器家

甚 27 ：思 来 西亚的岱含包因—九穴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祖族暴勤而披停止暹作
t:t —皂月，

还 期闾由帮家行勤理事含 (National Operation Coun-

cil) 实行紧 急統 治。

,

驻 28 ：華繇社含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器行「思来西亚蜀立大学」登起大
含，盼盟政府乃以准肝思華割辦半官方的「扭要学院」 (Tunku Abdu! Rahman College) 移钧逻垣要求。但政府在穴九年大遗前夕的
五月八巳批准筠立大学以有限公司名羲狂册，但员若「五一三」之暴

a

勤及紧急統治，药大之建立披延俊乃至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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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家文化政策可追溯至一九七一年文青韵育部主辦的囡家
文化大合，该大合一致通逊接纳以下三大原则作玛塑造辍 家文
化的基褪 (1) 器家文化恋以土著文化玛核心； （2）其他文化中
遗合及恰常之项目，可被接受焉囡家文化的一部份，（3) 回教是
塑造囡家文化的一佪重要部份（引自陳祖排 ， 1987: 132) 。

囡家文化三大原则乃提供日倓经常提及的「一杻睬文、一秞文
化、一锺民族」的根捷，它本就是宣示迼是一佪思来民族的囡
家。 Dougla" 笝「囡家文化政策的捉定更加姻示囡家的建股
是明确朝向，再来民族而不是思来西亚民族遇造。」 (1990:
17) 。迶恋是一中肯的评誰。其疗，直至一九七 O年代初，巫
統所追求的焉来民族囡家庖是页现了，至少在团家横脱的睹多
摧力和功能上，都反映了思来色彩的狠估和领导，囡家文化政
策的出现，只是玛迼一事扞敌固其正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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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祸政治神 OO
一一大思网踩政治的钟析 (1985-

一向给入比较溫和形象的束姑也曾经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廿
六日接任拿督翁的巫統黛主席之哦任峙脱遏遣桄的括：「……
擁有迼佪囡家是思来人的罹利，因此给予焉来人多一黏吧……

迼佪囡家是徙患来人那梩承接迡来的，所以恋该移交给恩来人

…..如果不能在焉来人擁有迼佪政府的情境下，（狗立）自组政
府，那又有何意羲呢？」（引自 Suntharalingam & Abdul

Rahman, 1985: 48)

柬姑的迼佪颐望代表了巫統主戳的欲

求，而追欲求繩遇制京、猓立、糊盟的被支配以及其他囡家根
脱染上更多的恩来色彩和被控制倓，究隙上已经大部贲现。因
此，徙锺族角度来看迼佪囡家，她恋该是思来民族匮家！常然

守

第二章：大思政恺的形成、滨畟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1992)

迼是贷民族囡家 (nation - state) 的建横来分析此问题，囡
家极腑遠有其他面向的建描。

一一「杻族威旺民主岱 家」形成的遏桯

所示於倓），其桢族是权旌得多，尤其是在束焉丽州，思来人
是少敷民族，分别在沙巴和砂膀越只有 2.8 ％及 28.2% （在一
九七 O年），而全困也只有 46.6% ，到了一九八 O年是 47.4
％，如没有真正地逵到多敷。只是在十多桢族群梩，思来人是

單－最大的族群，因此 Russin Mutalib 也指出：「敷拟上来
脱，思来西亚不是一佪回教跻家，也更谈不上是一佪焉来囡
家。」 (Malaysia im not a rnuslirn state and still less, .a
~alay state) (ibid: 162) 。妇者韶玛，道椰不是（人口上

的）绝封人口上的侵势（只是相射的佼势）在猾立前倓更是使

焉来人掩心其地位受到挑戟，因此，不僅只是要恋法上保障寐丹

的統治主榴（象徵焉来人在大焉的主椎地位）及焉来人特椎地
位，更要造一步控制其他的团家根阴，尤其是立法极 I娟及意裁
形怹塑造的相腑根陇，以便真正盗固焉来人的主人 (Tuan)

Hussin Mutalib 在时誰有脱玛何焉来人合取得政治上的

身份。

思来至高熊上 (Malay Supremacy) 之地位峙，列下了迼嫂
佪因素： （ 1 ）胚史的因素：即，再来寐丹存在已久； （2）人口上有

迼植主人身份的确定及加强，涯生了一锺支配的情结，

其彶势；（3）一九四八年思来克糊合邦协定之啖判睹英国巳给

侗姑且桶之玛「焉来支配主袭情结」——即 Kctua~an （遣
佪字是徙母字主人 Tuan 所畟成的名言司） Mclayu （砫 29) 。

予思来人特殊地位； （4）焉来社合是最先助员及领淳遗向囡家

猓立； （5）非思来族群相射的不圆结； （6）囡合速匝的制分偏重
知匝的思来人，使思来人有更多的代表椎 (1990: 27- 28) 。

道 Kctuanan Melayu 的用晤经常被思来社合探用，以表示他
侗在政治上的赏主赏罹。如果回颜胚史的演畟「思来支配主

迼些我们大部份都在上文时誰了其演畟。现在策者的问题是：
如果再来人在人口上有其俀势，玛何需要急著支配及控制囡家
根陇呢？

...

其页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思来西亚的人口结横（如表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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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29: Ketuanan Melayu 到底惩探成什卧呢？陳思德捻扁霖成
.

「支配慰誧」（陳惩德，嘉，玉者

罹器是筷

罚，思探成「常王常棚誰」或
乃参照巫統支配岱家的脤桯所湮生 的 I心理悟错，探成「思来支配王筏

悟栝」京「支配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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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思政恺的形成、演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神岳

－－「 杻族威褶民王雹家 」 形成的遏桯

大思网惊政治的肿析 (1985- 1992)

羲情结」是焉来民族主教的强化，在巫統的支配逊程中，它日
益畟成一植不可挑戟的禁碍，亦是一植統治神括的推形。

焉来支配主教情结玛巫統提供了政治支配的正赏性，而隘

家文化政策中的思来文化中心誰造一步加强其文化支配的正赏
性。道植徙思来民族主袭到「思来支配主毅情结」、思来文化
中心渝，其中的意哉形怹之互助，正反映著焉来民族主袭的激
化和掖大。另一稚主教乃在道掖大中逐渐彦生，那就是土著主
毅 (Bumiputraism ，徙 Bumiputra 来。

核字的意思是 son

ofthcsoil) 的抬琐（砫 30）。它玛思来人，尤其是巫统在经
济领域的支配提供了其正赏性，追正是我们下 一箭要肘端的重

fj

黏之一，亦是焉来西亚七十年代彶的重要畟遵。

．表 2-1

心

土菩杻酒大含 (Kongrcs Ekonomi Bumiputra Pertama) 壁行，土
若乃逐渐燮成「思来人」的同意勇 (Hokhai Leong, 1988:

39) ，因此「土苦王筷」意送思来人在妞酒上嗯享有的特罹，吾至有

免贷杻酒的特徵（旯 Sani, 1992: 11, Konsep Bumiputraisme yang

^

bersifat ekonomi percu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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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些羽整仍簟者分析俀整理的，但星本上没有多大婴化。
(4) 大思統酐局在 1970 年倰都倾向於把土苍和蔬人区分，尤其是束焉两州。
页料来源： Jah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1987:55-57, 1990:23.30), Means (1970 : 12, 1976:429)
江炳扁 (1988: 166) ，星洲巳臻 (92 年 2 月 11 巳）．臣肝山和林水花合骗 (1984: 158,453) 。

第二运：大思政恺的形成、潠畟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神岳

—— 「杻族威罹民主荔家」形成的超桯

大熙网踩政治的肿析 (1985- 1992)

一佪遏陲

笫 三 筛：大岛的社、经结梢和聊盟囡阵的
统治形式：威推囡家的面向

(periphery) 或半遏陲 (semi

- periphery) 囡

家。
将焉来西亚放在世界资本主袭骰系中，其位置正虞於遏陲
或半逊陲的囡家，绶济是腐於依赖经济的形怹

1986; Khor Kok Peng, 1983)

英辍社合学者吉登斯 (A. Giddens) 脱现代化已是玛一

8卞

全球现象，而我们 一 朋始也脱明了大焉也没有速择地倦人追现
代化的胚程梩，道梩所指的现代化大部份是指工桨化、都市

化、教育普及化以及文化之傅統性的减少等现象 。 此外，我们
也时踏了现代化畟逻所确伴而来的民族主羲之典起 一一 焉来
民族玛家的建立，也徙植族的角度 去 理解焉来西亚的政治畟
逻。但是，殖民統治的经济之剥削及掠奄，以及它被纳人世界
妇本主配髓系的面向，我们遠没有频及。迼笳我们正是要徙经
渍结横的角度去探时大思的经清背景，亚了解道经济的资展如
何塑造了另一面向 一一 社合階级形棣 ( social - class fo ~-

~ation) 一— 超越植族居面的階级，尤其是资座階级如何成
觅主导焉来西亚政治的畟逻之力蜇，亚玛累稹资本及囡家登展
的需要而贡行威拙的政治措施。

(A ) 大思的依赖钮润葩祸及 工 架化的策略
时睢依赖经济结横文猷很多，简單来说就是 一 器的经济结
横被另一些国家的资展及掖张所限制，亚使到依赖囡家的经清
虚於不利而落倓的地位，亚往往被核心囡家所剥削．自己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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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mo,

。揆家的经济表现经常受先

造的核心囡家之经清所影智。 一 九八五年大焉绶济出现共 1.0

％的缆清成畏率，正是很好的脱明（见表 2-3) 。
其页徙胀史演畟来看，思来西亚是在西方，尤其是英囡披
张其资本主羲骼系下而资展的，追畏逵四百多年的西方殖民，

已使外囡的公司控制大部份的思来西亚经济；在猿立十三年
倓，大思的公司股摧竟有 60 . 1 ％由外囡人掌握（旯表 2 -

2) 。雄怪大思政府在一九七 一 年推行新绶清政策以重组社
合，要使外囡人的公司股罹降至 40% 。
再看看大思的鹿品之输人及输出，明跟可以看出大思的经

济社常大部份依赖於日本 、 美囡及欧洲共同骰荔家。以一九九
O年的输出觅例，上述三地蓝估了 46.'6% ，而输人则有 55.6

%，而輛人及输出的贸易更是估囡家固民生座毛额的比例相裳
高（晃表 2 - 4 及 2 -5 ) ，由此可知大思的纯济在六七十年代

更玛依赖迼先造的囡家。
在囡隙上大思是庭於一佪依赖经演的地位，在囡内她在六

十年代则遠屁於一 佪展桨玛主的囡家。以 一 九七 0年玛例 ， 共
有 53.5 ％的劳力集中於展桨和木材桨，而裴造桨只估 8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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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格政治神岳
一一大思网线政治的牉析 (1985-

第二运：大思政签的形成、演畟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1992)

一一「杻族威摺民主岱家」形成的造桯

% （见表 2-6) ，在输出展座品及相腑痊品方面则紨估怨输
出之 80% （见表 2-7) 。迼锺情况，使大思政府致力於登展
工粟踉囡家的经济朝向多元化方面去登展。

8) 。但是， Lim Mah Hui & William Canak 砰膨道：「大
思所推行的造口替代工棠化及随之的出口导向工桨化，亚没有
减少其如囡隙资本主毅经济的依赖，只是依赖的方式改畟吧
了。」 (1981: 220) 。也许逍正是世界资本主羲骰系速作的

道锺相恋依赖及落倓的展柴玛主之庞境，促使大思的稀盟
政府在六十年代末期探取徙以造口替代工桨化 (import - sub-

sti tution industrialisation) 哿畟觅出口淳向工棠化 (export 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之工桨资展策略，以便能利用大

蕊

，卧之廉價劳工觅倓者所需要的劳工密聚 (labour intensive)

避辑，落倓骚家的工桨化，最终使她更紧密地依赖世界的纯
济，而迼又很雄拥脱先造核心囡家的支配，幸速的函家像亚洲
四小膛成玛新輿工棠囡 (N ~w Industrial Countries) ，而大
焉正是在迼依赖登展 (d ependent development) （砫 31) 的

畟，使政府日倓需要在政治上探取更威罹及控制的施措留下了

道路上力求阴拓殁展，迼必然要使她在弦固囡内外的资本家及
各资痊階级结合的前提下，力求穗定政局，集中於资展经济；
而不同的是，大焉多了一階锺族的纷孚，使其表面现象呈现睹
多搜雅的面向，然而整佪资本主羲的资展大方向似乎亚没有改

伏笙，因觅迼穗劳工密集的输出淳向之工棠化封工资的畟化较

畟。

提供服移，道也可比前者刹造更多的就棠根合 (Jomo,

1987:

114-5) ，以符合国内之就柴需求。工棠化策略的改

玛敏感，负掩不起较昂负的酬劳 (ibid:

117) ，也更需要以

政治安定来吸引外兖投资股床。

玛了因恋迼改畟，郡盟政府早已在一九六五年成立了确邦
工桨登展局

(Fede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

ty) ，亚於一九六七年朋始吸引以出口导向的工桨造人大局；

一九六八年亚通遏投资奖勋法令，更造一步在一九七一年通遏
自由贸易工桨匝 (Free

'

- Trade Zone)

法令，玛迼些出口

淳向的工桨提供倏件饺渥的投资股质之地段。道些具骰的步躲
所带来的成效遠不銡，在一九七九年及八二年，自由贸易桨匝

有超迥 80 ％的投究是外究，也分别缔造了该年份 74. 5 ％及
53.3 ％的大思褽造桨翰出彦品 (Rajah Sasiah,

227

72

1989: 147 -

驻 31: 依颖妞酒是悝切寅存在的岱隙悟境，常然也是一杻解怼一些落俊岱家
被制灼的解释役型，亚没有必然意鸽汜些岱家豖遠虔於依锁地位，她
也有可粔形成如 Cardoso 所院的「栝盟的依租翌展」 (assoc1atcd

dependent development) (Cardoso,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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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财政比的推算及 WPFA 的预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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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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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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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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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4. 8 5. 3 5. 1 5. 2 4. 4 4. 4 .2. 8 3.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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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4.3 3.3 2.1
2.4 3. 0 3.2 1.2
4.6 5.2 2.1 - 0. 2

＊＊汜年的成畏豕是以西钙而 不是以 阮－钙岱扁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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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思政恺的形成、演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一一「杻族威罹民主窃家」形成的超桯

解 供 政治神岳
一一 大思 网 饺政治的肿析 (1985-1992)

表 2-4

1990 年大黑的镜入及籍出分作之岱家

口新加坡

锻出
能和

I
16.9%
15.8%

c

巨

I

-R

秸）一

I 14.9% I
'6.3%
:

美辍

巳本

欧洲共同签

束诏
南疫

其他鬻家

巳本

I 24.1% I
16.1%

欧洲共同鹘
新加坡
安岛

台漕

其它 困 家

锻入
像和

I

14. 7%
15 . 0 %

．表 2-5
年代

大黑 1967 - 81 年梭出及桔入估匿民生痊毛额之比例
出口（已禹）

入口（已禹）

GNP

七 GNP 的百分比

出口

入口

43 . 7

42.5

1967

4,222

4,097

1968

4,654

4,417

10,071

46 . 2

43 . 9

1969

5,549

5,687

10,978

50 . 5

42 . 7

9,652

1970

5,602

5,397

12,155

46.1

44.4

1971

5,242

5,056

12,592

41. 6

40.2

1972

5,121

5,313

13,842

37.0

38 . 4

1973

7,767

6,711

17,963

43.2

37.4

1974

11,043

10,989

21,861

50.5

50.3

1975

10,172

10,071

21,606

47.1

46.6

1976

14,554

11,620

26,988

53.9

43 . l

1977

16,279

13,711

31,064

52.4

44. 1

1978

18,592

16,456

34,659

53. 6

47.3

1979

26,029

21,056

42,630

61.1

50.6

1980

30,694

29,140

49,935

61. 5

58.4

1981

28,823

23,060

54,402

53 . 0

60.8

1967-71

25,269

23,654

55,448

45.6

42 . 7

1972- 76

48,657

44,704

102,260

47.6

43 . 7

1977- 81

120,417

113,872

212,690

56 . 6

53. 5

)—

4. 0 %
5. 5%

卖料来潦：引自 Khor

Kok Peng ( 1983 : 87)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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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料来语： J aha tan Perangkaan Malaysia (1990: xiii) 。

76

院明：束朊此虔亚不包括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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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思政赞的 形 成 、 滨燮及其政治 神 岳的 建 立
一一「杻 族威 惯 民主 岱 家 」 形成的迅桯

解祸政 治祁岳
一 大烯 网 炽 政 治的弈析 (1985- 1992)

表 2-6

大 黑 钮渭镇坟的分佃 1970 年及 1990 年

1970a)

1990 目裸 1990 逢成

．表 2-7

大爬 1960-1981 年五檀主要鞋出湮品之惘况

年代

鼓出（百苠）

橡僇

鍚

石泊

棕油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3,633
3,238
3,260
3,330
3,382
3,783
3,846
3,724
4,123
5,055
5,162
5,017
4,854
7,373
10,195
9,231
13, 442
14,959
17,094
24,219
28,201
25,738

55
48
45
44
41
39
38
34
33
40
33
29
27
34
28
22
23
23
21
19
16
14

14
17
19
19
22
23
21
20
20
19
20
18
19
12
15
13
11
11
12
10
9
8

4
3
3
3
3
2
3
3
4
3
4
8
5
4
7
9
13
13
13
17
24
27

2
2
2
2
2
3
3
3
3
3
3
5
8
7
6
11
14
9
12
11
9
12

木材

能共

,
七岱民生程筒烦（已分比）
攫棠及木材棠

29.0
13.7
13. 9
3.8
36.2

19.7
2.6
26.2
4. 7
钻． 3

18. 7
9.7
27.0
3. 5
42.3

53.5
2.6
8.7
2.7
32.5

35. 1
1.5
16. 8
3.6
43 .0

27. 8
0.6
19.5
6. 4
45. 7

目憬

完成

1970 年至 1990 年的成畏豕：

(%)

(%)

晨棠及木材棠

5.4
3. 8
12.2
8.3
8.5

4.4
4.9
10.3
6.4
7. 6

磺棠＠
艘达集
霆袋棠

}f

胶楞棠

七全岱 努 力（百分比）
攫棠及木材棠
磺集

艘迭棠
建菜棠

股拐棠

滇棠 Q)

艘违棠
建袋棠
j

胶努 棠

噜

5
6
7
8
9
10

12
16
17
15
17
17
18
21
15
12
17
15
14
17
13
14

80
76
76
76
77
77
77
86
77
80
79
80
76
77
76
70
73
74
71
73
71
75

姿料来深 ： 引自 Khor Kok Peng (1983 : 89) 。

貌 00 : a)l970 年價格扁洼
＠包括石油及天然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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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料来潦 ： Government
勹O

of Malaysia (1991a: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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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迈：大焉政霞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裨岳
大腮邓粽政治的弈析 (1985- 1992)

一一「杻族威褶民主窃家」形成的迅桯

以「国家行助理事合」畏久統治的主张（砫 32) ，保存了大

(B) 「五一三」植族暴勤及新杻酒政策

焉那黏民主京政的架横，俭管已经奄奄一息，但乃是重要的，
因玛囡家的精英亚没有完全否定民主政治的需要。

正赏思来西亚在六十年代末期展阱其出口导向的工桨化策

略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淫撼了整佪思来西亚，赏然在相赏
大的程度上也改畟了大思的政治、经济及意哉形怹的面貌，那

就是一九六九年全国普遗倓三天一一五月十三日所登生秞族衙
突事件。我们晋惯桶之玛「五一三」穗族暴助或衙突。根捷官
方統虷道暴勋造成一九六人丧命，四三九人受倡，九于一百四

十三人被拘捕（全囡行助理事合， 1969: 89 - 92) 。另一方

8}

面，五月十五日最高元首也宣怖全囡造人「紧急状怹，终止跷
合的理作」，改由一佪「囡家行助理事合」（ National Opera-

tion Council) 統治囡家，由赏峙的副首相敦拉藷出任主席，

另有陳修信（赏峙思華的绝合畏），善班丹（印大囡大黛主
席）及四位平岱和公共事粉政府首畏组成整的的理事合。道是
紧急描力的統治，民速政府被捆置，柬姑雏乃觅首相，但已没
有页椎，最倓他也於一九七 0年九月廿 一 日酢哦，由敦拉藷接
任 (Syed Hussein Alatas, 1972: 273) ；而谈合则延至一

九七一年二月才恢役理作。迼段囡合停止理作的廿一佪月，代
表著大思囡合民主的死亡，幸好赏峙的囡家领淳人主勋放粲了

腑於「五一三」的资生，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也没有一
定的结涂；有的说是共彦黛预谋的，另有说法是巫統内部激迪

的少壮派之政畟 (a form of coup - detat) (La tiff, 1977:
16) ，以便推倒他们不滴已久的柬姑之领淳；亦有人腮焉是六
九年大遗倓反封黛的滕利，使非思来人走上街顼避行以度祝滕
利，激怒了思来群亲。如今再回额赏然也燕法釐清全部的真
像，上面的因素都各有成份，其中的直接原因自然和六九年大

遗有阴，但逍往往是现象的最倓腑颐，其中的政治、经济及意
哉形怹的因素早已在累稹中。然而，胚史也没有必然性的预
展。如果赏峙非焉来人没有上街避行亚作出激怒焉来人的助作

和口虢，而巫統的一些领淳人也没有探取反般的群浆大聚合，
也许「五一三」不必然合资生。道梩顽人的行助很重要，尤其

是巫統少壮派 (young turks)

，他侗席是起了相赏主淳性的

作用。在往倓的炊月梩，其贡我们亦看到少壮派的掌罹（现今

的首相焉哈迪瞥生是常峙反驸柬姑最激烈的少壮派领袖之一，
曾被柬姑朋除其巫統的黛籍），亚推勋了他们改燮思来西亚的

心颖（砫 33) 。徙道黏看来，巫統遠是大思政治、经济畟遵
的主淳力量。

、

灶 32: 窑特「岱家行勤理事含」成员之一的伊斯遇笆生 (Dr. Tun Is-

mail ，俊出任削首相，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云世）酋宦梢「民王惫政

...

已死亡」，帮家将以行勤理孚含的方式统治下去，但俊又改燮初哀
(Leo Ah - bang, 1975: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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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追一黏，我侗就可以导到 一 些畟逜的眽胳。上筛提到
思来人的民族主羲的掖张，巳出现土著主装的萌芽，道是有根
拟的。一九六五年的第一届土著经济大合的賤案就表明：「如

81

解恬政治神岳
大思两饺政治的异析 (1985- 1992)

第二章大屈政饱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一一「杻族威褶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果土著不能在腰家的经济中估有 一席之位，那废未来非土著将
不能被保瞪在和平及安全中造行他们的经济活助。」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68:

41) 。迼好像就是「五

一三」事件的伏筑。而「五一三」之倓最重要的畟化也就是新

经济政策的制定舆推行，以重组大思的经济活助（各民族经济
股罹之重组），正可看出大思政治和经济畟逜的相腑性。因此

qA

我侗可道桄脱：「五一三」是思来人的「经济民族主装」

(economic nationalism) 相封於早期四十年代的「政治民
族主羲」（ political nationalism) (Ho Kliai Leong, 1988:
40)

抬强进程中的偶然事件，它加速了局来人掌握囡家经济

资源的步躲。因此，即使没有「五 一三」，思来人一—巫統

生「支配的危横」 (crisis of hegemony) ——即思来官僚
及皇族在缺乏经济基磋 (economic base) 的情况下接管了英

囡人留下的囡家根防，燮成只是部份支配 (fraction hegemony) (Lim Mah Hui & WiUiam Canak, 1981: 210)
那磨他侗在「五一三」 之俊，已缆準催牁逍部份的支配脱畟成

一佪整骰的支配播力（ hegemonic bloc in power) ，以解决
支配危根的不协颉性，逵到整髓稳熊结槽的出现。因此，我侗
可以说，巫統在「五一三」之倓，已缆全横掌握了大局大部份
的囡家根腑，或至少他们是最终的决定者。
最俊，常新经济政策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以大局第二佪五年

xi) （砫 34) 一揉合在控制了更多的函家横腑倓，最终暹用迼

叶剌揭卧它的二十年之重组社合的工程峙，它遠加上另一佪不
分穗族消减贫穷的目棵。但是，不用说，新经济政策的重黏一

些囡家根购的描力去逵到经渣资源的更大之分配。简單来说，

向来都是重组社合，以完成一佪局来工商社合（ Malay In-

「五一三」踱巫統更有正常性去资捆国家根腕的「汲取性」之

dustrial - business

功能。

培誉焉来资痊階级 (Malay - bourgeoisie) ，用以累稹焉来

的官僚资本家 (Bureaucratic Capitalists,

Jomo,

1986:

community) —用階级的字眼，它就是

资本 (Malay capital) (Jomo, 1986; Maaruf, 1988, Ma如果说一九六九年之前有所講的政治支配 (political

hamad Abdab,

1989) 。

hegemony) 和经济支配 (economy hegemony) 的分歧而彦

...
狂 33: 思后迁目生在「五—三」倰窝了菩名的（焉来人的困境〉一雪，巨已
熙器地道出思来西亚需要一塌有酐剔的「革令」，而七十至八十年代
的大焉燮漫，正是思后迁胜生雯改燮屈来西亚的 1队保之逐步寅琨的迅

232

程 (Maha thir,

1989: 103) 。

lsts 即岱家炎本家，墨於页程階极的红 (fractmn

驻 34: 拔 Jomo 的祝法， bureaucratic capitalists 也可祸扁 sta tist ca pi ta!g~oisie)

(Jomo,

of bour- I

之一，乃遣用控制及影蕾岱家饿胜的方式来累横页本
1986: 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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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思政饱的形成、演燮及其政治 神岳的建 立

解楛政治裨岳

一一「 四族既褶民主岱家」形成的过程

大熙网跋政治的异析 (1985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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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7 ％增加到 30. 5 ％及 40.5% 。焉来社合可脱已改畟了，所

睛的思来工商社合已形成；而思来人擁有公司的股横也已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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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更是「五一三」之前没能想像的，因此，巫統作玛道一
切的资助者—一套取、控制及速用囡家横陇的描力去创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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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徙腺盟到圉陲： 以黛治圉的威擢之形成
常「五一三」鹿生加速巫統控制囡家经济资源之分配的步
伐峙 ， 它同峙也痊生另一穗效恋，即政治上造一步的支配和控
制——一穗近乎「锺族霸横」 (ethnic hegemonic) 的政黛
辙盟——囡民阵统（ National Front 或 Barisan Nasional, 简稍即阵）取代背有的骄盟出现於大思的政治结横梩顽。
原本在六十年代巫統已经在糊盟取得支配之地位，但迶植支配
只是糊盟三黛的支配，糊盟以外的政黛亚没有受到支配。雏然
那峙国家根贿已大部份思来化，但迼些没有受支配的在野黛仍
然有潜能挑戙巫統所支配的囡家政骰－－一一九六九年大遗糊
盟的挫败，正代表迶支配艘系的不穗固，因此，现在恋该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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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思政恺的形成、演燮及其政治祁岳的建立

解供政治裨岳

一一「拉族威偌民主岱家」形成的遏桯

大熙两保政治的弈析 (1985-1992)

配在野黛的政治势力之峙候了。囡阵正是在道株的背景下逐渐

控制了囡家横阴（尤其是治安的根棉）。因此，要理用强大的

成形的。

囡家根阴横力去等组辙合政府，乃至於揆阵，封巫統来脱恋是

追佪说法赏然是正确的，但只是说明了，一部份的真相和背
景。道部份只是徙政治和穗族阿孚的角度所看到的，另一部份
只有徙揆家经清的登展位置及巫統欲以囡家极腑的描力去塑造
一批焉来资库階级的角度才能更加透微的了解。就像前面所分
析遇的，大焉在七十年初正展朋其出口淳向的工桨化叶割，匮
7}

家正需稳定的政治璞境以吸引外资；而巫統也正推行新经济政
策一一透逸困家资本主教的形式去介人经济的资展，以造就
新典的，焉来资座階级，道也需要最少的反射势力之于衱，踉巫
統全心全意去推展她的政策。要怎揉才能逵到迼揉的政治璞境

不太雄的。因此 Stephen Chee 脱，团阵的结盟好像更似巫統
的「协誘遗拔」 (co - optation by UMNO) (1987: 146)

之成功。和 Jaguaribe 所说的「囡家资本主袭……在囡家经济
方面都扮演更大的角色，描力的行使，经常透遏「协透遴拔」

(co - optation) 结合全民投票的形式」 (Jaguaribe, 1973:
282-283) 似乎很相近。因此囡阵的成立更有利於日倓推助巫

統所推行的囡家资本主羲之资展策略。

於是，我侗看到州辦合政府逐步成立，首先是在一九七 0
年七月七日和砂膀越的人糊黛（砫 37) 组成砂州膀合政府，

呢？那就是减少政治活助和缩小政治跪团 (tone down polit-

一九七二年二月三日组成轿盟和民政黛的梢州新合政府，一九

cal activities & withdraw politics from public, 见 La tiff,
1977: 162; Maaruf, 1988: 137) ，以逵到控制政治的效果。
捷 Latiff 的分析，那晇蔑於反封黛的回教黛主席率督阿斯里
(Datuk Asri) ，民政黛主席林苍佑及人民造步黛主席 S. P.

七二年五月一日和霹猴州的人民迪步黛结合，再来是一九七三

西尼華沙甘 (S. P. Seenivasagam) （砫 35) 都有颊似的想
法，因此他们和赏峙的首相教拉藷有意组成游合政府，最倓乃

秤，代替轿盟的帆船镖韩）来参加较倓犁行的全囡大遗，结果

鹿生组成囡阵的主张 (1977: 162) 。

—一直到今天一九九三年仍然竖立不倒！

年一月一日和吉刺丹的回教黛逵成协敲；赏逍一切吸纳收编反
封黛努力成功以{!,囡民阵缭才於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正式成
立（谢诗坚， 1984: 230- 250) ，亚以囡阵的新旗俄（一座天

囡阵大滕（注 38) ，一洗隔盟的败局，展朋了囡阵的新峙代

因此囡阵的彦生不但有政治上考感，更重要的是经济资展

驻 35: ＠教黛及民政黛常特分别埶政吉颐丹和员跋州政府，而人民造步黛在

及培誉焉来资鹿階级的因素，它需要政治的控制。誰然六九年

霹震州也掌握多数，肠橙逐步和迟些州遠成州的盼合政府，晟俊才到

大遗糊盟受挫，但失利最大的乃是焉華，而巫統受影菩不大

中央姐成岱陆。

（砫 36) 。在「隧家行助理事合」統治期阴，巫統更有效地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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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腮政霞的形成、滨夔及其政治祁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神岳
一一大思炳饮政治的 牉析 (1985- 1992)

一一「杻族屈楛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囡阵在成立之初，雏受到思華的粪践，但是在巫统强大的
此赏峙的思華代怹合畏李三春只好脱：「只要焉華在国阵中不

其贲那峙的首相敦拉藷更有意成立一黛政府 (one-par
ty government) (1978: 99) 形成一佪一黛制囡家 (one party state) (Latiff, 1977:163) ；但赏峙的束姑及焉哈迪

失去她的身份和立场，堪组成玛伸张華人政治颍望及反映華人

瞥生都不表赞成 (ibid: 163) （砫 39) ，一黛制 (one party

心觉的政治根横，就如巫統代表思来人政治颜望的根横一棵，

system) 乃燮成如今的一黛支配制 (one - party dominance

则焉華将支持囡民阵绿。」（引自杨建成， 1982: 276) 。道代

system) 。

势力之下，思華在囡阵成立的遏程中可说只有接受的份兄，因

表著焉華在囡阵的地位已不如嘟盟峙代，而我们更知道在磅盟
峙代的六十年代，巫統贡隙上已经取得支配描。而到了囡阵的
琅境，焉華雏是匮阵的第二大黛，但根本上，巫統是老大哥的
霸罹地位，焉華已不是惑盟的伙伴而是小老弟了。雄怪林晃界

73

脱：「囡民阵绿的多黛辙合阵综形式削弱了焉華公合和印度囡
大黛的独族代表性，浓固了巫統在国阵梩「唯我猾尊」的地

位，郤又掩盔了其「一黛荨政」的页贺。」（ 1986c)
此，徙政黛骰系来看，囡阵是巫統一黛支配 (one

dominance)

。因

- party

的工具，整佪囡家炭乎都在巫統的支配常中。

道是巫統柄霸的峙代！

徙政府的管理角度来看，「巫統的霸槛地位已控制了囡阵

政府的自主性，一九六九年倓的政治现贲是黛一—即巫統支
配了政府。」 (Stephen Chee,

1987: 146) ，逍正是巫統

「以黛治国」的峙代！其贡敦拉藷在一九七 0年九月廿二的接

任首相眺位峙说遏迼楛的括：「道佪政府是基於巫統组成的，
我把迼佪责任交给巫統，以使巫統能决定其形成一—政府廊
跟随巫統的颜望和需求——亚贲施由巫統决定的政策。」（引
自星横日軗， 1986 年 7 月 15 日）。那度，跟然囡阵的组成乃
是黛政府 (party government) 的形式的落穴，囡阵的峙代

也是以黛治国的峙代！更是巫統的真正的峙代！道些都是巫統
经胚了多次的政治阿孚中，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完全地弯取和控
制了困家根阴。而迶些更可賤囡阵政府在日倓探用更多的威播

驻 36: 在六九年大落成识中，肋盟猩待—百零四席中的穴十六席，而其中巫

手段来推行其政策一—登展囡家经济及培荌焉来资座階级！

統五十一席，思華十三席，帮大黛二席，可旯巫統失利不大。

`

驻 37 ：人腺黛 (Sarawak United People Party, 砂楞越人民卧合黛，俗
祸人腺黛）是一以砂州華裔扁主的左翼政党，扣入砂州卧合政府之
俊，其左沉色彩逐渐饿少，燮成代表砂州華裔的政黛。

狂 38: 岱陆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四巳垦行的大遇中，赢取了 — 百一十四席（半
层而已）中的一百零四席，反罚黛只剢下十席，和穴九年的卅八席可

^

貌差了一大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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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統治陛极的桔盟和威罹措施的方式
直到目前玛止，我侗徙殖民的剥削統治、锺族相孚、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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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思政密的形成、滨畟及其政治种岳的建立
-－「袒族威罹民主岱家」形成的迡桯

解祸政治神岳

大思网踩政治的豜析 (1985- 1992)

40) ，整佪五十年代就是道群具有资鹿階级背景的上階

阿孚和器家经济登展去理解大思的政治型怹的辖畟，呈现出各
秞即面造成如今的统治形怹，现在是我们想结迼群統治階级结
盟的背景以及他们所页行的威罹統治之手段和方法。常然道是
一佃很简略地回颇舆恕结，但巳足钧哉我们理解迼些纷乱的政

統治階级成功打座了左派，取得掌控新囡家的摧力。
狠立倓椋諒著迼批新統治階级之朋的内阿——以
華裔和思来人的名袭去兢相孚取控制囡家极陇，结果砐

聚了巫族民族主袭力批的巫統取得支配囡家罹力的基

治现象之背面。

磋，思来西亚燮成一佪多元的社合，但郤是一佪思来的

民族囡家 (Mala)'. nation - state)

(1) 徙外阔资本家、皇族、民族置辦、焉来官僚到阔家

期反射势力的輿起，经「五一三」的策撼以及七十年代

资痊階级、皇族、華裔资痊階级和精英份子

囡阵「棉誘」收编倓，思来民族囡家更形敌固，儆然形
成 一 佪稳熊的統治结横，到今天已快廿年了！

常恩来亚快要猾立的峙候，英囡人找到勒盟作觅接
管新囡家的人遗，而且是没有经逊流血武装革命孚取而
接管英囡人留下的囡家根院，迼黏跟然有其内在的背
景，原本英囡的追些外囡资本家早已和思来皇族结盟統
治思来亚，而四五十年代的民族贤辦（即華裔资本家
－欧洲资本家的招辦）和思来官僚一一陳修信和拿
督翁是道两股势力的最佳代表，乃和原有的統治階级组
蛾成掖大的豚伍，接管新国家。他们结盟在新囡家梩保
有各自的利益，亚打擘左派，镇座焉来亚共座黛（砫

14

。而六十年代中倓

在道遏程中，背有的統治階级也蜕畟，焉来官僚靠
囡家根腑的罹力形成了新輿的囡家资鹿階级，華族的贸
辦也成了具规模的资彦階级，而各族新的中鹿階级份子

常中的精英份子，也加人了现有的統治階级，结盟成玛
今天国阵的統治階级；焉来麻丹则一直被供茬著，至到

九三年初被搭人思来新輿贲鹿階级的内阿赏中一—逍
些常然已超出涂文时端的简团了。但是八十年代末期思

来资鹿階级的内门，是迼佪囡家最新的燮逻因京，自然
是分析的重黏，然迼些都是倓括。现在我们知道在七十

狂 39: 如今在＠酮腮吃起四生的所作所急，他可被徊恁「大思钩腮奇雄利」
(Malaysia's Machiavelli, 民 Zakry Abadi, 1990) 亚不意外，他
是船度雄｝心＼禹仅，似魔鬼又像天使，即尊断（近似凳裁了）但又不完
全放竞民主政治，九二年更和思来环丹门争，逮打捞了 — 塌「君民」
相争的民主门争。但酘然他目前亚不打算放窦器陆所谊有的趋多威霪
手段及措施（包括法令），因岛以他雯将大思燮成一包先淮工棠岱的
雄心，已些既罹的手段是必雯的，一如岱陆最初成立以翌展妞酒的想

狂 40: 在英荔尚在统治期筒，即 一 九四八年鹃始，思来亚就宦伤淮入紧急状

恕，以武装磺屋思来亚共程黛叛乱及左坻的液递政黛之活勤（包括思
`

来人扁王的恩来荔民黛及人民黛），穴 0 年繁急状照才解除。过十二
年的汲屋真正挫取了左沉，误具炎程陷砐的英岱人、皇族、思来官僚

及華裔炎本家取待了掌控岱家之罹力。

法是 一 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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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屈政恺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解棍政治神岳

一 大庶两跺 政 治的弈析 (1 985- 1992)

一一「杻族威罹民主岱家」形成的沿桯

年 代初隘阵掌政睹，正是囡家致力於出口淳向的工桨化
和培癹思来贲彦階级的脱婕峙刻，因此，我们不雄理解

（注 41)

(ii)

!

囡合内丧失言端自由

阔阵的统治階级在多元植族涽在的衙突之心理下，更加

一九七一年的修恋案将原有的囡合跋员享有

强了政治的控制及社合的管制；而到了丿＼十年代在资展

言誰自由的特摧剥套了，他们不得在囡合内提出

的推勋畟逻下，各穗社合势力的出现，浮现了公民社合

有贿贸疑囡晤地位、統治者地位、恩来人特描及

(civil society) 的力量 (Saravanamuttu, 1987), 使囡阵

非焉来公民槛的朋题，不然他们可以依一九四八

在八四年至八六年的经济衰退峙期出现了「制度化一些

年的煽助法令提控於法庭（柱 42) 。迼已使囡合

威罹的结横」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uthoritarian

民主的制度大打折扣。

structures) 之欲求 (ibid: 54 - 56) 。迼核是囡阵威

(iii)

紧急状怹的宜怖及司法摧

常迼倏文在一九八一年修改俊，政府（通逊最

罹統治的背景吧！

9f

高元首）只要主戳上腮玛危除来蓝晇，就可要求

(2) 民主制度的侵蚀：卅多次的修怒

最高元首宜怖函家造人紧急状熊；而紧急状怹的颁

怖意味元首可施行他腮焉需要的法令。道紧急状怹

也许思来西亚是世界上修煮最繁密的民主制囡家之

的宜怖是最终的，不可向任何法院挑戟（煮法 150

一吧，短短卅多年的猓立峙期，已经修了至少卅次（杨

(8) 倏）。杨培根砰眙道：「道是赏罹者（行政

培根， 1993: 78)

，其中最重大，影密民主制度的有下

列线项：

(i)

上峨院结横非民主化

原有上賤员是由州踉合推遗（每州两名），加
上政府（通逸最商元首）官委十六名所组成，但经

四次修京（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七三及一九
八四年），官委敲员增加到四十三名，州践合推
速者只增加二十六名 (ibid:

81) ，已使上踉院

名符其贲畟成「脖印」的上滚院了。逍和煮法第

...

45 倏 (4) 项要将上敲院民主化之精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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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 41: 熹法第 45 探 4 瑕探文如下：
岱合待立法：

(a) 将母一州所推遇出湛员之名额熔川至三名；
(b) 琨定各州推遇上瀛员愿由各州遗民以巨接投票方式菹 出 ；
, (C) 饿少委任忒员之名额，或因除委任瀛员。

驻 42: 一，九七 0 年第四十块紧急（必需僭力）法令所修正俊之一九四八年的
院勋法令琨定过些问题列扁敏扂问题，不可展及。色有民行黛的五员
范俊登因贱犯此屁勤法令而安失岱含志员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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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防）通遏函合（立法横照）剥套法院（司法横

一一「杻族威罹民王岱家」形成的造桯

血隘 2-1

腑）司法罹的典型例子。他们完全把囡合民主的基

大黑 1988 年修烹前俊的三褶分立隔保圉
（一）修窑前

石一一三罹分立的重要原则置之不理……驸囡合
民主的资展，起了殿重的破壤作用。」（ ibid:
（政府）

85) 。

(iv) 法院低于囡合的修京
一 九八八年的修煮可说是影簪深遠的 一 项改

（辍含）

（法院）

（ 二 ）修悠俊

汝

燮，它已摧毁了意法原本的三罹分立之安排，牁法
院的地位置于囡合之下。在原有的宗法中规定「嘲
邦的司法罹必须操千高等法院手中」（第 121

锋），可是修煮毯，最高法院郤只有「具有释邦法
律所赐予的罹力和槛限」。所講的辙邦法律是可以

由埶政者通遏囡合来制盯，因此最高法院不再擁有
恋法所赐予的摧力，其擢力来源受制於囡合！逍畟
了 以 下的三拙肠保（锡培根， 1993: 88) （见回 2 - 1)

料 来深 ： 引自惕培根 (1993 : 88) 。

(3) 特殊措施及紧急状惩焦限期存在
除民遗的地方政府的际市踉合，改由官委賤员出

(i)

...

地方政府的豚市滚合遗绿的啜除
柬姑原本於 一 九六五年三月 一 日恋用其因 一

任。道地方政府民遗的制度是地方自治，基階民

九六四年印尼封抗事件所颁怖的紧急状怹之罹

限制了人民的政治参舆 (political participa-

力，燕限期地展延了地方政府际市踉合的遗绿，

tion) 。

亚脱「常和平已经恢役，我向囡合保瞪将皋行（地．
方政府的际市賤合）遗皋 。 」（引自 Lim Kit

Siang,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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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作学沓的塌所，但是它郤被隄除了，明姻的

(ii) 群亲大合的禁止

政府在 一 九七八年基於思来亚西共鹿黛度祝

1978: 29) 。但是一九七二年政府决定叛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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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三十周年纪念合横成安全的威旮之理由，宣怖今
倓 没 有政黛可以船行群浆大合；至今焉共已经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宣怖放下武装阿孚，但是

群窊大合仍然被禁止。道也是政治控制的特殊措
施，以减少政治活 助。

(iii) 至今四项紧急状怹燕限期存在

一九五七年的恋法中规定囡家所颁怖的紧急
状熊只有两佪月的斋命，除非国合踉决延畏。但

芯

是经逸一九六 0 年修恋倓，两佪月畟成燕限期，
囡合 不 需 滚决延畏而可以畏存，使到大思目前遠

一「杻族威褶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止），囡合已通迥了四百八十五倏法令（不包括修定
者） ( ibid: 101) ，其中有许多的法令不但煨属，逄反
基本的民主人槛，而且遠规定部畏的决定是最倓者，不
得提盺於法院！迼等於将部畏的地位提高到免控摧——
叩然是一九九三年修恋房除硃丹免控槛的雯重椋準，雄
怪 HusinAli （砫 43) 要求在赞成房除硃丹免控罹峙，
也恋撤除部畏迼些特槛 (1993: 50) !
迼梩列下十项煨竣的法令及其限制的影窖：

(1) 一九四八年煽助法令（一九七 O年修定） ：限制
言諒自由。

有四项紧急状怹，那就是：

1. 一九六四年（印尼封抗而颁怖的）。

(2) 一九五九年胧工法令：限制工合活助。

2. 一九六六年（砂膀越首席部畏被解除眺位而引

(3) 一九六 0年内安法令（一九八八年修定） ：丧失
人身保謹描。

登的），限砂州。
3. 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俊所宣怖的）。

(4) 一九六六年社圆法令（一九八一年修定） ：限制

4. 一九七七年（吉陇丹回教黛退出囡阵而颁布
的），限丹州。

一九七九年林吉祥（囡合反射黛领袖）曾在囡
合提出解除迼四项紧急状怹事件，但郤遭否决（黄
新楠，

1993: 100) 。它们的存在明跟地潜在威旮

囡家的民主制度。

民朋组蛾活助。

(5)

一九六七年警察法令：限制集合避行。

(6) 一九七一年大学及大享法令（一九七五年修
盯） ：限制大学生自由及参政榄。
(7) 一九七二年官方根密法令（一九八六年修盯） :
管制官方资讯及保謹黑箱作桨。

4

(4)

各植蔽法及其违反民主人榷之规定
根拟黄新楠指出，大局至到现在（一九九二年十月

狂 43: 腮来人岛主的左派政黛「人民黛」琨任主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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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九七五年必需保安件（修正）倏例：损害被告
保謹罹。

(9) 一九七五年工桨描法令（一九七七年修盯） ：限
制商桨自由罹。

'

(10) 一九八四年印刷及出版法令（修盯） ：限制言涂
及资讯交流。

下，思来西亚巳经增倍地成玛一佪锺族而罹囡家。」

(Malaysia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ethnic hegemonic
state) (1988: 2) 。另外，有人腮焉大思的政治骰制是「有限
民主」 (1 imited democracy) (Carson, 1978) 。道些不同

的看法，反映出大焉政骰蹄颊的困雄。像焉来西亚迼楼多元桢
族而又雒持一定民主制度的囡家是世界上少有的，也很雄找到
颊似的囡家作比较。迼穗情况使到要将大思政骰作一佪比较精

徙以上分析来看，思来西亚威摧骼制的面向是相赏
货人的，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威罹措施及恋法的修改，
已经明跟危害到原有的那套君主立煮囡合民主制的三摧
分立架横。在迼穗燮逻下，大思是腐於怎楛的一佪囡
家？仍是民主圉家 (democratic - state) ？或穗族丽
罹谈家 (ethnic - hegemonic - state) 抑或有其他更

念

好的名梢？下简我们将时眙道佪问题。

笫四筛： ｀马来西亚政社的演燮及其蹄频

确而又反映真页情况的蹄颊益资重要。道不但可给予大焉政骰
一佪定位，同峙也知道思来西亚的政治登展是在什磨階段；追
黏封於探时大局的政治反射的遏程尤其重要一—可講我们更
清楚地益清现有的政治反封势力造行著怎楛的一塌政治速助
—是民主化抑或合危害大焉的民主政骰之资展的政治行

助。
现在瞄我们来检视一些驸大思政骼所作的探时吧。

(A) 一些有隅大患政程分颖的肘挂

William Case 曾追揉砰誰大思的政位「锐真的，除了印

(1) Esman 的「行政囡家」 (administrative state) ：迼

度及日本的民主政骰之外，思来西亚已经建立了亚洲最持组不

是探时大思官僚骰制而得的结涂。 Esman 腮玛「行政囡

断的民主妃氮」（ Malaysia has establised the most con-

家」使「囡家根腑」（ the state) 成玛社合的支配横

sistently democratic record in 怂ia) (1991: 473) 。但是
Ho Khai Leong 则指出：「自徙一九七一年新经济政策推行以

樽她倾向於指淳及控制社合的座力和行政制度，而不

来，在政治及经济汽源移辖到囡家根勒和土著精英手上的情况

了大思有著一套英囡殖民統治留下来的相赏不错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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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它们作出反恋 (1972: 62) 。 Esman 的研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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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两线政治的 异析 (1985- 1992)

(2)

忑

赞制，但在日益畟化的大焉政治中，道名稍肯定不足以
描述大焉的政骰。充其蜇它可以用来稍講大焉在殖民跻
家(. colonial state) 峙代的行政骰制，或反映部份猾

有紧张腑保；因此，他腮焉大思的一九五五年到六九年的

立倓的一些官僚醴制的特色。
Lijphart 的怮和式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

但是稀盟在阱始階段，巫統是依赖思華提供兢逍经戏

cy) ：迼是 Lijphart
(,pluralistic soci~ty)

驸於多元秞族分歧社合
的精英在解决他们各自社群的
政治要求之安排所作的描述，他的解释模型熊疑是具答
资和朋割的，黏出道些多元分歧社合的政治之困雌。他

赏晇巫統遠要求不要恋用多敷决来表决，因玛思華和印

将此模型恋用於比利特、瑞士、黎巴嫩及大局等囡。

商精神是存在的。因此， Ho Khai Leong 的準协和式民

Lijphart 用「拙和式民主」来解释大局的政髓，受到一

主可以描述五九年俊的大屈政髓，而不包括五五年至五

定肯定及接受，也有学者作造一步的探肘，如谢役生
(1981, 1983) 。 Lijphart 曾指出「大思最重要的描和
主力是酪盟」 (1977: 51) ，但是我们知道辙盟在一九
六九年倓消失 ，而且也了解勒盟在五九年彶就被巫統

政髓是準协和式民主 (1988: 70) 。 Ho

Khai Leong

的分析是较焉更精细的，他黏出了巫統的支配性角色。

的，而且有所期「圆桌合践」的平等地位之存在，另外，
度囡大黛的代表合起来往往是多敷（浒斯能， 1993) 。
由此可见，巫統是在狠立迡程中日益掌握了囡家根阴而

燮成支配的，原有的平等地位可能存在，或至少平等协

九年道峙期。

(4) Gale 的原初囡家 (primordial state) ：他是研究大焉
的公共企桨 (public entreprise)

的生怹璞境而作出

的结眙，其核心指出主徙腑保 (patron

- client rela-

支配了，道和「饰和式民主」的相互否决罹 (mutual
veto) 、比例代表及各自的自主 (segmental autono-

tionship) 是那磨明跟地存在於大思的政治系統中

my) 的特贴 (ibid: 25) 有一定的距雄。因此，如果扬
和式民主真要用来形容大焉的政髓，那磨它的存在只是

傅統的社合中都存在

一段很短的峙朋，即猓立前梭的两三年吧，而不是一九

特定和完整的，然而，它赏然也反映了一定居面的大焉

五五年到一九六九年。

(1981: 175 - 176) 。迼穗主徙腑保在一般比较落倓及
，如菲律安（江炳偷，

1989:

135-155) ，但如果單用来指稍大局的政骰，那是不约

政治贡状，尤其是徙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

(3) Ho Khai Leong 的準描和式民主 (quasi - consocia-

(5) Huntington 的协和式寡颐 (consociational oli-

tional dernocr-acy) ：他睬焉 Lijphart 的描和式民主

garchy) ：道是他封搞和式民主比较悲戳的看法，腮觅

亚不真正存在於大思，因玛一阱始酪盟梩的巫統、思
華、囡大黛是岚於不平等地位的伙伴，合作存在，但是

在多元社合梩，协和式民主常合承受不了社合助员或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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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干预而畟贸跨台。因此倘和式民主只有畟成搞和芬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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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征族威褶民王窃家」形成的滔桯

非民主化（官委践员不减反增）等。因此，协和芬顼代

以演燮成威拙。其卉迼植情况相常可以脱明新加坡加人
大焉到退出膀合邦的经遏，即赏峙酪盟眼看就要受到李
光耀领淳的「大焉人民圆结练根横」（砫 45) 挑戟咭，
柬姑断然决定「排除」了新加坡的政治势力加人思来西
亚，稳住了膀盟政罹，亚日益敬固巫統的支配地位。迼
确有协和威罹 (consociatonal authoritarian) 的色
彩，用它来形容一九六五年到六九年的大思政府似乎亚

表了大焉政骼一定階面的畟逻，但郤不足於说明畟逻的

不玛遏，而且登逍合的。

来维持其稳定和存在，如焉来西亚的例子，即是磺牲了
兢孚以便雒绾代表制的存在 (1990: 89) 。 Hunting

ton 射大思的评誰雏寥寥敷晤，但是也锐明了他的戳察
敏锐，贴出了大思的协和式民主已经畟贺了，轨政黛封
于政治兢孚和政治参舆增加了限制，道是反映了一定的

扞事，如地方政府的豚市踉合遗躲的陨除，上敲院结横

页箕内涵及特黏（砫 44) 。

(6)

jd0

Stepan 的排他协和式威罹 (exclusianary consocia-

tional authoritarian) : Stepan 是用道名前来稍講其

(7)

ic - state) 或土著囡家（ Bumiputra -:-- state) : Ho

他囡家的政骰，指出原有的怖和政罹排除了避来的政治

Khai Leong 在研究新经济政策在西焉政治的影辔峙指

圆髓而畟成排他性的威罹髓制 (1990: 151) 。策者韶

出：「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遏程中鹿生明跟的政治结果
—那就是囡家概晌擢力的掖大 。 匡家饿朗在巫統领
淳的政府下致力於介人干预经济，不断规筛经济，加强
土著政商结合，以及推展單一的社合和文化措施，已出
现我所说的土著囡家。」 (1988: 34) 。他的土著囡家
就是穗族霸罹囡家的另一穗桶虢，或可脱是桢族霸摧囡
家在大焉更特定的名郁（砫 46) 。 Ho 的研究是觐察人
徵的分析，黏出了七八十年代巫統「植族霸槛」峙期的
具骰成果，迼楼的蹄颊反映了大思政髓的一定真卉性，
他更强聘了大思政的植族色彩的一面。迼是笙者至目前

玛，他的道名稍相常具恪登性，反映了协和式民主也可

狂 44: 其实诞者在此肘器已为和寡荫的概念，是因扁泾概念敌登罩者想建立
－臣「寡误阳和式民主」 (oligarchy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的

钮大之概念，用以祸呼大思一九五五年至穴九年期间各扭记和式民主
政霞，以便钜相对的建立另一目「兢争为和式民主」（即两棕制民
主）一一网臣陵争的陆跺出琨，相对於卧篮特期只有寡损的陆惊。
淮一步参考旯园 2-3 及 2-2 的院钥。
'

驻 45: 「思来西亚人民漫纥篱概格」在一九六五年六月穴巳在新扣坡翌行第
一灰群窊大含，参扣者有新扣坡的人民行勤黛，恩来半思的人民淮步
黛及肠合民主黛（由林惹佑镇遵，他已帮胖焉華姐凶了过新黛），砂

楞越的人民卧合黛及思華逢黛 (Party Machinda) ；她於同年六月
九巳正式成立，镇导人多扁華繇，以李光醒炰首，对束姑颌遵的卧盟
格成了拯大的既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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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Khai Leong 的植族霸摧囡家 (ethnic hegemon-

玛止看到封大焉政骰作最大胁的描述。

(8)

Saravanamuttu 的威横资鹿階级民主 (dcmokrasi borjuis authoritarian （焉来文）或 authoritarian 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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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杻族威橙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大熙网跺政治的异析 (1985- 1992)

主遠没有出现，而且大部份囡家的贡况是定位在混合政

geoisie democracy) ：他亚没焉此政骰下特定的解

骰而不是多元政赞 (1975: 122) 。因此，焉来西亚在

释，只是用来柄講赏前大思的政骰 (1989: 109) 。追
名梢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尤其是他分析了大思因经济
资展的需要，而在政治上威罹，以维持政治稳定；其贡
道资症階级民主的「资鹿階级」可以除掉，因玛常今世
界一一自由民主的政髓，一般上也就是指贡鹿階级出
现以倓的民主。逍揉威播民主 (authoritarian democ-

的名稠可以相常程度反映了八十年代大思政
髓尤其是考惩了解经济的因素，但是它没有反映大思
的政骼之另一重要面向，那就是植族的因素。在分析大

racy)

思政的峙不考妞狐族陋面，那是很雕周全的。

逍佪意袭上赏然是腐於一佪近似多元政骼的混合政骰

了。只是她到底是一佪怎楼的混合政骰呢？我们必须玛
此定出一佪精确而又反映真贡情况的描述概念。
综合以上的时誰，我们可以资现在迼磨多的政骰之描述概

念梩顼，每一佪概念或名稠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一定面向的大思
政髓，只是它们燕法全面或比较完整地呈现出大思政骰的特

徵。道梩顼，有峙概念是很完美，如 Li~phart 的协和式民
主，贴出了逍颊民主骰制是「共哉」 (consensus)

，而不是

西方自由民主梩的「兢孚」之特效。但是，一旦将此解秤模型
惩用於贲隙的解释峙，现究情况往往和概念之朋有距滩，伟秤

(9)

Dahl 的近似多元政骼 (near polyarchy) : Dahl 曾在

的模型往往畟成「理念型」 (ideal - type) 。因此，笨者腮玛

一 九七一年将大焉蹄颊觅近似多元政骰 (1971:

在描述的階段（不是建立普遍性的理眙通则晇），恋盛可能用

200) ，道楼的分颊赏然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否定大
焉政骰是 一佪混合的政髓。但迼近似多元政髓就像有限
民主的概念，是一佪混合政髓的绝稍，用以描述大焉道
株一佪特定的囡家就跟得不钧精确。不逊 Dahl 的概念
是很重要的，因觅他指出在真页的世界梩，他家用多元
政骰 (polyarchy) 来描述常今的民主政骰，真正的民

最接近贲况的概念去描述，既使迼佪概念是互相矛盾的，像
「威槛民主」是不相桶的，但往往是现贲的情况。现在瞎我侗
回颠大局政髓的一些演畟吧。

(B)

大患政怪的演樊

在参酌以上多位学者有腑大焉政骰的降颊，再加上上述的
分析，笨者将大焉政髓演畟（和可能的）的情况缮成以下的简

243

104

陌，以便講我们更加了解目前大焉政骰所庭的位置（见圆 2-2)
。

^

狂 46 ；妇 Ho 的妇胡，他是受 Weiner 的一篇誰文 (1987) 的敌负，建祸了
泾 「杻 族霸罹 」概念，而 Weiner 用「霸罹岱家」 (hegemonic-state) 来
梢召亚非洲一些多元租族的社含最炵出瑕了單—扭族支配的岱家。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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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启政治种岳

第 二 运：大思政赞的形成 、 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大思网 踩 政治的孙析 (1985 - 1992)

血溢 2-2

一一 「杻族威褶民主岱 家 」形成的遏桯

霆 2 - 2 来看，思来西亚政骰自殉立以来，其威拙色 彩
日益加重，追是整佪政骰演畟的超势。威摧超势的增强，可用
巫統三佪峙期的支配遏程加以脱明。迼些遏程已经在第 一、 第
二及第三笳眻加脱明，现在不遏综合起来，以脱明逍演 畟：

黑来西臣政治恰制演樊的商圉

愈 民王

自由民王 ： 英美的网黛制民主
妇记和式民主大思可 粔 出瑕的飞饿制民主．

(1)

至五九年

记和式民王 1955-1959 的大思政治恺制 ］可共同祸房
准记和式民王 ： 1960 - 1964 的大思政治馈制
记和质摺民主： 1965-1969 的大思政治霞制

寡负记和式民主
（只有一盼盟
的记和）

五五年

道段峙期主要是糊盟的密月期，巫統誰然在恋法制
定遏程中估了侵势，但是焉来特榄基本上是屈於保賤性
贺，它遠没有真正落页和燮成行助。焉華巫統的陇保可

杻族威罹民主 1971 - ？的大思政治霞制

·····-...

巫统的植族保謹期 (ethnic tutelary)

锐是商政的合作，他们另外也得圆结射抗 赏 晇的左派，

愈威褶

·•.....

尤其是人民黛和劳工黛结成的社合主羲阵统（砫 47),
再加上武装的焉共之叛乱。因此迼階段遠相赏符合 Li 

～．．衬族威褶戎宗教威褶政治恺制
（大思的另 — 可粔翌展 ： 除去熹政民王）

jphart 的「摇和式民主」。
愈伐概

貌 00 : 1.

.......．．虚棕，代表可粔的滨燮。

2. 杻族威棍民王 (ethnic - authoritarian democrary) 是由笨者

蜀撰来路崇 1971 年至目前的大思政治赞制 。
3. ．网惊制民主．来潦自网黛制民 主 ，但它是以网因陆惊来代
替网黛，形成 — 榄．牍争的记和式民主．（ competative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俊者是罩者的蜀撰名梢。

4. 记和式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由 Lijphart 所 建立
的概念 (1977) 。
5. 准诏和式民王 (quasi -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Ho
Khai Leong 所撰来形容大恩政赞 (1988) 。

^

6 . 记和威 符 (consociational authoritorian) 民主是来自於

Aflred St epan 的概念 (Stepan, 1990: 15) 。

(2)

巫统的植族支配期 (ethnic d omination) ：六 O
年到六九年

迼階段可大的分玛两佪 峙期 ， 以五九年林苍佑事件
狂 47: 社含 主 婪陆惊由思来人左浊扁主的人 民黛及由華裔左派岛主的劳工黛
肠合姐成，於 一 九五七年八月卅 一巳成立，共同对抗右翼的肠蓝。栝

果社含主楼陆掠在成立八年俊一一 即 一 九六五年因誘文及其他向四

争吵而瓦解 (OO 仁德， 1991:

42-56,

126 - 142) 。

244

106

107

r

第 二 运：大思政恺的形成、滨畟及其政治祁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神岳

—「杻族威罹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大思网踩政治的 8平析 (1985- 1992)

、A入

及六五年新加坡退出嘟合邦觅主要的分界绿。
(i) 六 0年到六四年：準协和式民主
林苍佑在五九年倓期和柬姑阿输了，镖諒著侵
势的巫統取得辙盟支配的地位，她不但控制了秽

遗憾的一天，就如我向囡合解释的，迼植镇座的

盟，而且逐步披大加强骚家横陇的，驾来色彩（囡家

摧 (consociational authoritarian) 概念可以选

教育、文化等政策的推行）。另外以修恋的方法控
制立法祺横及逍犁委员合，觅日梭威摧秪霸铺路。
但是另一方面焉華和巫統的腕保又好辖了，因妈毅
柬姑的陳修信掌政思華，所以倘和的一些精神遠是
在的，但宜贺上是一穗不平等的伙伴腕保，因此可
用 Ho Khai Leong 所说的「準倘和式民主」代表

用以此，以描述其混合的色彩。

方法速背我的良心和感受」。」 (1985: 801) 。

迼穗作凰雒持了大思政骰的协和民主的色彩，但
郤不能忽略其威罹的增畏，因此 Stepan 的描和威

(3)

没有人否定「五一三」的穗族衡突带来了大焉政
治、缆济的畟逜，但是巫統经此更壮大了，其地位有如

霸横，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戟她，甚至贺疑都不可以。

(ii) 六五年至六九年：协和威罹民主
柬姑以断然的手段将新加坡排除出确合邦的作

迼是一 佪新秩序（常峙的首相敦拉藷晤）的峙代，赏然
也意味著和遏去的描和民主政赞说「拜拜」。但是焉来

法，跟然又代表另一階段的阴始，那就是稀盟外没
有足钧强大的力量威奋其政描，雏然李光耀一 度迼
楛做了，但付出惨痛的代價。因此，巫统再次在阿

西亚放栾成立一佪一黛制囡家，雏然 一 度敦拉程有意道
埭做；也放栾畏久以「谈家行助理事合」享制統治大
思，因此踉「已宣告死亡的煮政民主」重新理作，保有

孚中弦固其地位。另外，柬姑也在六五年三月宣
怖取消地方政府的际市贱合遗泉，造一步怖露其
威摧的色彩。不遏柬姑的佪人作凰遠算溫和及民

了一练民主的生根；但道是受控制的，而且杻族色彩溃
厚的「穗族威罹民主」，和捣和式民主有距滩，常然和
,

主，不然李光耀可能已成玛階下囚了。 Bar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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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0

年至今

迼峙期。

dough 曾说：「……我们可以相信柬姑作玛 一 佪推
祟民主價值的人避免了李光耀的扣捕……就如柬
姑所说的「如果我探取了镇座的行勋，那我将合有

巫统的程族霸横期 (ethnic hegemonic)

自由民主或两黛制民 主 更遥遠了。现在的问题是：玛什
磨遗择用「穗族威槛」（ ethnic

义

- authoritarian) 民

主，而不是「穗族霸罹」民主呢？而且到底是杻族的、
威槛的和民主的混合政髓，遠是「祯族威槛」的民主，
抑或是植族的「威横民主」 (authoritarian

democra-

10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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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思政恺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种岳

一一「 杻族威罹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一大烯网饮政治的牉析 (1985-1992)

.
I'
:

..

·
_

cy) ？道三者之朋都有某穗程度的差别，其重黏稍微
不同，筑者将另问下段加以说明此解释的模型。只是到
目前觅止，七 0年代桥訧另一佃峙代的朋始，庖该是没
有孚贱的。现是怎度建横道「穗族威罹民主」解释模型

下回 2-3 正可说明迼些时端：

生圈 2 - 3

Robert Dahl 的 model 用於分颖黑来西豆的政悖

,.

屯霖卢． ｀

兢争性
寡团政赞

\/

「植族威罹民主」的解释模式

好像没有被匼别（至少在政治衔晤上没有）。而且 Dahl 是用

l~egernony 来前期道些翩道的政骰，因此焉了时涂的概念之匝
别清楚，遠是将中间的混合地带名之以威描。但迼混合地带不
是單纯的威罹，而是混合； Dahl 也曾牁迼地匝再用两佪名
祠，即近似多元的政骰 (near polyachy) 和近似霸道
(near hegemonic) (1975: 122) 加以匝分；因此，将大思
数骰定位於此是相赏合理的，即可表示遏去她的描和式民主，
又可反映其畟逻所带来的威罹色彩，然倓亦可说明其混合的成
... 份是更多或更少的威罹。

二

'
,

`1

. ;1',

'
_

,

杻族威罹民主

(1971 - 1999)

, .1'l,

1

q

. ',.
I

,

\
自由的域少

（荨制的熔 }1])

-

..
_~

}

i

包容化

包容性
霸遥政霞

包容性（政治今舆）
貌 00: (1) 寡困诏和式民主 (oligarchy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是指只
有單一的陆饿如腺篮哎岱陆主遵政局，形成 一 黛蜀大戎匮势的
悟况，但它内印有些记和色彩，还包大的概念主雯是扁了和“牍
争记和式民主．（ competative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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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负记和式民主

化

(totalitarian) ，常然英文的 hegemony 和 authoritarian

多元政恺

(1957 -1969)

自由

之一。在中文来脱，威罹恋比霸罹来得轻，霸罹更接近梪罹

(＾台吨兢争)

但遠不致於出现霸道之政髓，然距此不遠。迼就是焉什度不用
霸拙 (hegemony) 而用威罹 (authoritarian) 字眼的理由

自由化

笙者借用 Dahl 有院於民主化的伟释（自由化及参舆掖
大） ( 1975: 121) ，将大焉的政鹘定位在中间的混合地带，
如徙中示明胚年来民主之倒退（自由和参舆的限制增加了），

,.

'1

的朋题。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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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腮政霞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神岳

一一「杻族威褶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一大思网饺政治的猝析 (1985- 1992)

而建立，以便貌钥如果有网包陆惊（禁似网黛制）互相娥争，形
成兢争型摇的记和式民主－那就是大焉可炬出瑕的网炽制。
(2) 杻族戎宗教威牡是指因除蔥政民主恺制，改以完全威惺戎拯罹
統治，也是可钜吧了。

射於「威槛民主」

(authoritarion democracy) 道佪概

念， Garretoon 曾用遏 (1986: 110) （砫 49) 。它是包涵著
矛盾的意念，但是封於现贲的璞境——尤其是第三世界团家
欲资展孚脱依赖或进陲的地位，它郤很真卉地描述道些囡家的

熊雄虞境—— 即要政治稳定（威罹的需要），但郤不能全面
镇座（经济代價或成本太高了），因此形式的民主也是需要
现在我们知道大思的政赞是一佪混合的，其中是包括了穗

族的 、 威播的和民主的色彩。道三佪成份也代表著大思政骰一
祯演畟的迥程，可锐是胚史的资展遏程。如果要排列其顺序，
腮该是民主架横的建立、穗族色彩的增强（思来民族囡家的

AO(

浮现），然倓才是威棵的出现。迼最梭的威摧之出现，我们亦
己时踏遇是玛了资展经济、培赘思来资鹿階级而增强的，迼佪
经清的因素，使策者倾向探用威描而不用霸罹，因玛我们知道
政治学梩常把威罹（尤其是官僚威横，

bureaucratic - au-

的，所以「威槛民主」是矛盾郤相常真究的描述。而在大思是
被植族支配的「威槛民主」，逍也就是有穗族的「威横民主」
之意涵。

想的来说「穗族威描民主国家」 (ethnic - authoritarian -democratic state) 是矛盾而不太栋莉的概念，但它正好

反映了大焉道特殊而搜雅的囡家之情形。它的政治骰制充滴著
矛盾而不稠和，但又似乎是統合而稳定，笨者桶此冯稳怹结

thori tarian) 政的的出现和经济资展速聚在一起，如束亚台

沟、南韓的威椎政骼和其预展经济是有很深的淜源，南美洲官
僚威榄囡家的出现亦役如此。因此在此意袭上，遗用威描来描
述大焉政骼的混合，更能反映其威罹色彩出现的经济因索。
但是大思政骰的威罹之出现也不纯然是经济因索，它也有

控制涽在的植族衡突之原因，因此迼穗混合亦有「穗族威罹」
＇ 的结合，也就是说要用穗族威描（相同於穗族霸罹）去座制其

他槐族的可能挑戟，所以穗族威罹民主遠是可以反映大思的政
骰之祯族丽椎（或威罹，程度的不同）的色彩。因此混合的情

^

驻 48: Linz 曾以回族民主 (racial democracy) 来形容南非的民主，它是怪
行在白人身上的民主 ， 故是訰然的扭族民主 (1975: 326 - 36) 。
大黑「祖族威僭」的民主是指思来人支配的「榄族既僭」民主，亚非
訰然的南非式租族民主。黄懋福色诧污 Linz 所肘器的扭族民主翻霖
成「糙族主羲的威唇」政霞 (1992: 134) 。过是采者首灰旯到中文
的「祖族威褶」名房。

驻 49: Ganetoon 是用此名器来形容智利單人政府在 一 九八 O年公民樱快新
惠法中建温的一昏政治摸型 (poitical model) ，核惠法艰定了限制
参舆诀策的各袒方法，雄然孩政整的政治摸式是所兵过渡到民主的暂
昧安排， Garretoon ~岛殿格意婪上，它是威僭政霞，但 Garretoon
仍用「威褶民主」立「有限民主」 (limited democracy) 来形容还政
整的建颉摸式。

况也可以是「租族威罹」的民主。（砫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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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运：大思政霞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祁岳

一「杻族威褶民主岱家」形成的迅程

大焉网以 政治的 异 析 (1985-1992)

~瞿 2-4

局来西亚的＂檀族屈惺民主”政役雄持稳恁桔信的形成屈保僵

横。它可以有穗族的、威摧的、民主的猾立涽面，但也有植族

枉澳枯屙

威罹、威摧民主、穗族的「威槛民主」以及「穗族威榄」的民
主之混合面向，怨之，一句括：它是巫統透逊囡阵建梢統治大

日厥上：半遍陲豆衣 ： 依模的页本主蔓枉澳
匡

堆

焉道梭雅的国家之稳怹结横的政骰怨秪。

内：李行 11 家真本主篆， Ill 衣咨烈介入政溃
负展戍立公营企集，稹位汜重熏来员在
陷圾只 11 家页茬陷坎。

行 ： 新杻弑政策朽寅 己 打制 、 还 兼 执熙侵先
防黑来民族， 1975 年工集屁济法令等。

1

本主
甚憾
杲0

(3) 民族：黑来族中心演 、 回
敏俋仰、黑来朽熹、土寻王蔓、 II
家育及文化政策：强化支配主蔓
(4) 霆家昼展的熏耍及政治撬定和控
剧：厥罹主羞

焉 来西亚不是一下子形成迼楛的「穗族威槛民主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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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黄
入世
匕及纳
琨代

(l) 自我蔽觅

(2) 階砐 ： 黑来皇族、祸
英份子、真茬陷极的强化

简略 胱 保，以结裙的方式呈现如颖 2 - 4 所示。

慢芘壮……整佪故事可以简结焉：

至舅

9

徙猓立演畟成今天道「穗族威罹民主囡家」，其遏程及互助的

...

土上

累稹
雯求

,、

经逸了以上毁饰的时脸和分析，我们看到大思的政骰如何

是许 多胫史凑合的资展所畟成迼揉的 。 就像一位学者所脱
「……第三世界……道些囡家之所以被纳人快速的社合畟逻遏
程之中，事究上，是舆掖张中之西欧社合（倓来是美囡）接觽
的直接结果，而且道些社合所资生的大部份燮逻遏程，都是针
射西方衙繫的直接反恋。」 (Roxborough, 思绍章择，
•1988: 26) 。道就是思来西亚纳人现代化畟逻的首佪背景，西
方人侵、殖民，誉育了思来民族主羲，亚在二、三十年代中慢

弓主＠

户

、黑来

)

的

政治神话之建立

11
家

「种族威摧民主囡家」的

土寻非
土书的
分 81J(!)

量本

儿Z}

士口

之人·
硐·

推行新枉澳政策、
施行政治丘恸
及名蔓殿法
以便旌符
政治檐
定＠

气严：
政治枯惘：
(1) 巫统支配的 一 伯陆撩
（歉赞及荔陆）的熏政
府曾系（威置的）
(2) 君主辽熹的区曹民主
制（形式 上 的民主制）
(3) 黑来人符 11 及黑来统
治地位（蔓族色彩）
(4) 名翟鼠法及父擢作员
(5) 标仑戍＂翟族厥霪民
主政董．的统治形式

l

＠黑来人朽瞿及统治君主膛
黑来皇族、锅奀份子的民主

熏政之忧沿置立 0

生令的纪洞 ： 生物文化人
(l) 目我利盆的保存（生存
本性）
(2) 黑来 空 族 、 轼奀 、 扫茬
陋般的阮治地位的屋

史性
(3) 黑来民族危幔形戍强
化了熏来民族主基以
攫枯黑来社鲁
(4) 薹及 、 8l 因及其他土弓
组成名目的族慕社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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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屈政密的形成、滨燮及其政治祁岳的建立

解祸政治种岳

一一 「杻族威褶民主岱家」形成的迅桯

大思网保政治的肿析 (1985-1992)

思来特槛及苏丹主槛疲得雍立，道些都加强了巫族的支配主

(A)

民主鸥家的雒形：徙 (l) 到 (5) 的陆段
（圆 2-4)

英荔人的殖民培茬了焉来民族主教，加上日本人的统治，

羡。在和華裔孚套困家横阴逊程中笳筛滕利，到了七 0 年前
梭，局来民族囡家可说已经出现。即使没有「五一三」事件，

道佪国家遠是充游澳厚的局来色彩，「五一三」的资生造一步
确定和强化了道贲事。迼些焉来民族囡家的特黏包括：

忑7

使得思来人党醒到自主的日 子 到来了，思来亚糊邦的各民族平

(1)

焉来統治者的主楹及局来人特摧地位；

等地位激起了思来人的主罹及特罹意跋，结果焉来亚辙合邦协
定库生了宗法上焉来人統治者的主拙及特摧的推形，最梭在和
華印共同制 定的五七年猓立煮法峙畟成了永久的恋法保漳及地
位，一佪以焉来君主立志玛主的囡合民主制囡家在思来西亚半

(2)

焉来人主淳的官僚行政系統；

(3)

一佪巫統支配的黛政府 (party - government) ;

(4)

一佪巫統操控的立法根横；

(5)

国家意裁形怹工具 (state ideological appara-

岛追堍土 地上建立了。迼民主架棣包括了以下的特黏：

(1)

(2)

最高法律和罹力来源，有依法行政 (rule of law)

(6)

由巫統支配的穗族政黛政治；

的精神。

(7)

土著主羲至上的新经济政策。

保障基本的自由罹，尤其是结社，成立政黛的自
由，因此焉来亚遗人现代政黛政治。

囡合民主制的保瞪，即立法是经民意代表（囡合滚

(3)

员）在踉合拼涂而座生，乃是现代踉合民主政治的
架横。

(4)

中央及州政府是由人民每五年遗出，人民的参政罹
狸得保障。

(B) 恩来民族圉家（植族圉家）的浮现，（ 5)
到 (8) （圈 2-4)

^

思来民族主毅彦生了巫統，巫統主淳了囡家的建立，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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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 的焉来化，包括囡家原则、困家教育政策、
囡家文化政策及統一 的思来囡晤和官方晤文；

行政、司法、立法三罹分立的政治制度，以京法焉

(C)

威擢圉家的面向：徙 (8) 到 (12) （圈 2-4)

常来到六十年代峙，囡家造人以出口导向玛主的工桨化策
略；接著新经济策在七 一 年的推行，工柴化加上培婪焉来资座

階级的需要，使統治階级日渐加强其政治控制， Jomo 以「反
劳工、威罹、民族主教者及资本主袭者」 (1987: 34)

的名捕

来形容思哈迪及其前輩的政策，道些特贴逐步加强了阔家根腑
的威罹面向，民主制度的安排也被侵蚀，正是行政摧坐大的遏
程，迼些威摧的措施包括：

(1)

侵蚀迥皋委员合的狠立性，使它被埶政者朋接控

117

,
.

f,1

解格政治神岳
—大思网惊政治的驿析 (1985-1992)

,

精英以威罹形式控制的政黛政治，强绸服徙，黛
内民主脆弱；

展现世界庶史的新凰貌！」看来没有比迼更好的文字踱我们结

主徙腑保的政治文化荽延，往往使威罹控制更易

束迶「锺族威槛民主团家」稳怹統治结横形成的庶程了，然而
底史的故事遠没有真正结束，下一佪要解横迶政治神括的演迪
正於八十年代中在焉来西亚迼堍土地上揭阴，我们等著脏吧！

(2)

地方政府的际市踉合的民速制度被潦除；

(3)
(4)

上践院非民主化增强（官委敲员增加） ;

囡合自由言踏摧的剥奢，賤员陑及敏感问题可控
告於法庭；

修煮限制司法罹力来自骄邦法律而非煮法，使司
法描力受囡合控制，意即埶政者可操控法院；

(6)

各植限制集合、出版、资讯、避行、结社、工
合、大学生等的娥法一一制盯。有些遠给部畏免

lOf

控描，如内安法令；

(7)

(8)

以维持；

(9)
(10)

—「衬族威搭民主岱家」形成的沼桯

政治现象，使到我囡出现两佪相封的政治神话，即： （一）巫
統（焉来人）的政槛是不容挑载的； （二）不给你喜栨不喜
歆囡阵是唯一有能力在我阔埶政的政治力世。」 (1986c) 。
看来迶似乎有黏道理！然而它是否如卡西勒所言是精心周祥地
準倩和笱劓思考而横成的政治神括？迶就不得而知了，但笨者
配起焉克思所说的人颊创造胚史的下半段括，它是迶棣的：
「所有那些死者的傅統，就像恶步一般盘拟在生者的脂海之
中。而且正常人们全心投注於做底改燮自身及事件，亚且创建
前所未见之事物峙，也就在迼佪革命危横赏现人们郤圾渴
地附合遏去的精神以马其所用，亚且借用其名虢、镖晤、口虢
及服饰等等，藉以在年代久遠的掩怖下及借自遏去的晤言中，

制；

(5)

第二运：大思政霞的形成、演燮及其政治神岳的建立

首相思哈迪强人作凰的尊断领淳；
四项紧急状怹的法令仍然生效。

跟然逍些威罹及植族色彩的安排己牁猾立峙建槽的民主之
推形勒得奄奄一息了，但形式上仍没有潦除煮政民主的必要，

追代價太高了！何况目前迼「穗族威擢民主」的安排，即可控
制潜在的植族衡突及座制新輿的社合势力，也可致力於资展经

济和累稹资本，更有統治的正赏性（因玛有形式的民主）。逍
些正是横成「植族威描民主囡家」稳熊的統治结梢之必要因

素，缺一不可！林晃异说：「近三十立来，醉盟／囡阵的政治
力世贡在太强大了，而它在贲贸上则是巫統的一黛享政。追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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