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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顏I也主義與讓人的 r7~話題之鬥爭J 1 

苦午4患哥去

前言

，t;l~來VEii逗人在2007年剛剛起空JñJl主tiíJl凶50周年必紀念。 'tÓ'紀念日 jÛ

近之際，是醉倒 t I~包J，月華人用j 關組織，也不落人後地加入這倒1拉機

大合i侶的慶祝1']列之中。 il凶手打'cl:制的是，溶入社會的紀念主題顯得

白皮一致， HiJi"í-):i不約而 [BJ荷\{:上強調馬來西i~~華人在建國ι扣的貢

獻， ~位宣布效忠。最顯辛苦的伊j音，心就是，全闕吾吾州中華大會堂在獨立

的夕 (8)j 17 日) [，;J*棋布劉家獨立50)司年升旗間，以「表達對生於

!研、長於1研IY][，終…i一忠心 J (見 o是洲刊幸的 ， 2007年8月 1811)。資際

上， r Ji'(J年 J 11:廿一是人們主古以工E11說歷史的H寺刻，但是人們如何紀念

、)在不是沒有存劍Jllliílf旬，也不是不帶任的混1'r句 m:I'!'Po

l 此文刪節自筆者在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的貢獻與部家的進展學4，lq

研討會一(華社研究中心、華總主辦， 2007年 10月 6一7 日)上所發表

論文( r 承認 l 的門爭與華人的政治因援〉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這五十周年東臨之餘，各方都對「獨立 é {，吐出

稜種各取所需的反思 例如政府把「函授 l 紀念ñ-列辦得猶如 r 國

陣 l 的競選活動!左派中人則突出馬來亞共產黨、馬呆在異向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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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ít公會締1;(前l:j:_nf~Êti煎熬月滋生最近就獨立歷史與說常接

近關燈汀，社會 b;克利 -1些冷前一冷紹，矛ilJHfJ華人不妥協， \tj關單立r

l姆拉冷感，這部牙、科研1'! J ι 她H在約強綴，大為讓人主、J;lill;闕之路1"]

定的交織，不容質疑，很[c;JllêJ'她父， 115望華人之「大戶主獨立50間有

沒11奇，也l文彷該扮演的角色'!i1il做得到咒他民族的肯定。 J ( {I、于一

11有報} , 2007年 8 )j 28 [J)這段話ME棋呆i:'fl士在已在lN代表性的，它投lijJ

f醉人最穿在 f效;l"，j~{71~ J q r所I的對某些附復與背談。以?古代fÆiJj

封學家泰勒的術話來說， ifj工月tl昂之「效;&~在井去 J 顯然;表明，華人沒有三

追求問家對其這徽、 J忠誠之「承認 J (recognitionl ' iliîJt '刻恣」的

安 'líli保得到其他民族的肯定 J '這也正是哥哥11\日j所說的「求J[y別人

/f<Hß J " 偷告:我們也常兇為來人1';:~nUl愛闋的ltl沒持到j關lif( ， 但是他

作正向「忠誠似乎比較!CI然丟11:1:符多。這種對比， /j:，身主tL'r巳

;是一個做得我們起11以思考的現象 {o

1'1'際華人欣會這可直強調自身頁級研it!言:示效您的勾主持!ì~ì立非今

日始;它 心的[而對的「不被關法，豆豆認」草草頃'TiJ仁掉9J至挺神由民地[時

代。在凶方守主界，少數族的且在大社會'-IJ的不利處境，業已成為當的

政治理論討論的焦點所在(參見:令m 卡， 2005) 。本文;~于試從何在史的

縱向視角i;TJ入，並俏的當代領界一些柯'1晶晶的研究論述，尤其.hl i承

前洲政治」理論所提供的退路，以解的華人iiH會「不被承認/甚至求求

認」之根源，及其所造 d己的困變與;終于手。

馬來康地三主義與移民的效忠、問題

(嚐)

斯達曼(Ahmad Bocstaman) 等社會主義者的貢獻(李見(別立在國陣獨

占獨立榮蟻，重寫歷史肯定左翼貢獻) , 2007; (~且統最遲爭取獨
立卻獨搞成果，在其組首跨族聯盟史實遭掩蓋) ,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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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刻的íjf(jj所提及的，馬來人似乎無;說~U)怠工f示效忠，也做人對

之HtilYl!J"疑，這是間為他們被救過j倪鴻 Imll 也蔽及自宇先'l~{

稍一…~-l;亦有這片 u由的，二權J 。有領者即指出，為來人的 r )t;,;1)t< J 

比給、 I'IJ 二的;更「臼然 J '非Ht來人的忠誠浸在詞多Hlilí則是「入

為的 J (a叫的cial) , fflJJ生兩者的「忠誠」存有本f'ltl:i'l''I豆豆且是， tilJ~þ馬

來人的級思是政治['1 質的， ff!i馬來人民目多了一份文化脫胎品，日11心

於經史條約E- 1)5\凹的I討會傳統J'fiJíliUI史 (Ratn帥， 1965: 28-30) 。 閃

此不是在看到，與華人的 r llt示效忠、 J 不間，馬來人所反復強調的則

泣臼身的 '1 說;:/土地之子 J (son of the soil)地仗， :11[[1]此得到抖

擻?他人「忠誠!艾 J I的道德íliU í臼淵。然而，從IB:界!N思想史的俏皮來

右， 3d稅~Ó-:示主tJ1{iìI，不:fJrß!干，它巨任泛發吐一引了近代|廿w苦苦地，文jElf翠

泌fiJí來[三|於近代民族賊!這三觀念的 i 傲地/涼地主義」語言?f(參見許只1]

Wrí!胞的， 2000) -

凶此，豆豆JUJfql(，):毛主k人的巨旱地主義， :fJi;們r:!f先有必星空追述民族關

家與公民縛，利相互關係的合澈。在1近代民族技興起之後，在其大

隸之大力j1J!錄下，←一個人的身分飾!溺往從1泣不依據其悶在美身分。個

人只有經得公民身分，才能挺得權利，附此也才能在i主機發生關係，

才能iJ(放一I仿古。然而，一個人怎樣獲符公民身分?符;案是 γ從原籍

士tM藍終身勿汀， H[1-11叫人只能借助於他的出生，借助於他~U生的地

點和民族Hiî發行=身分 υ 以惚之， JJl代的民族主義及其尚漲的氏

族認識，使得|哉!家被迫只有承認「民紋的人 J (nationals)才是公民，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和JL-l賦予特定民族共伺機的成員。華f1條|阿倫特拉在

相仿「民族關家的交稽可叫人權的終結 J 存在~必然的ijij告終(阿倫料，

1995) .那些沒有間家的人或少數族裔們自己也知道，民族權利的喪

失就等於人織的且也矢， lìíj可另一不可立~免地奴含了後有。 IllJJt可見，所

謂的人有t人從[!自fW;j{ '11 ，';1協家的公民的權利形式之後，就;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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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坦克質性:基礎了一一品全非它椒根於民族共liiJli單一一正是這個共同做

才能保護其民族同胞的微利。這意味司等在一定意義上'[g唱家的法律

機器位孵化為民放機苦苦，民族可ZFi征且罷了關家。民族l亟i家的此否定人

類多樣做，其常態之一為打造…例「向質性的關家 J 0 它波有耐心

法豆腐迪、包容分紋的其他放苦干文化之澄5頁，而只~!以所謂險家的標

准改變、整合既俗的不同規晶宮。

之所以如此， I刊倫特將之歸咎為民族決議「通過犯公民與民族

成鈍混為一談，把國家視為民族工具」的做法所導致，怪!而j車皮 r

多樣倒約原則。不E歷史中，這領導求 致性的民族關家之}草草殘茗，了

至全球少數、移民旅游的文化尊嚴。她認為，二次也界大戰;之間歐洲

各爾內部「少數民族 J {it~受挫折的命遂，便是這樣ilt生的，它們至

多只能安於二等公民的地位，丘直沒H寺則被大規模的逐川自己的家關

干L1~自家(阿倫特， 1995) 0 rm言之 ， WI三多研究現代民族凶家的學者已

經指出，氏族國家主主榕的常態之一是，堂tl有它走向同質化，對外別

具排他性。{且更個符本文ìi 恕的是，民族主義叉tH主與土Jiil!傲地緊

待;tt!l;f 13月1鈴繫'許多民族主義者都 \3長民族為文神王位(I(LU也起源，的

這是不可退潑的。 這就是為{flJ~削二完正在是民族國家神豆豆不可佼犯的

純峙，自古以來IIIJ11\~見了解的不窮的位也爭f~t!'阱。 ÿt紛至現代 f為

來民族一I (Bangsa Melayu)概念而言，誠如 掉1月學者指11肘，它[正是

近代民族觀念的產物，尤其受到UJ西方的殖民知識反開放觀念的影

辛辛3 。有戀情認為，馬來民族主是一種「政治性」的概念，是尖關ýìf{上已

時代n"J鑫物， ~主平也只始於1800年代， 'íW1900年代初期才肯認例(詳

見Shamsul '2004: 135-148 ; Hirschman ' 1986: 330月361 )。馬來民

族主義者基本仁l:tJ模仿了「原地立義」邏輯操弄，把這{闖關家的!

3 有關鳥來氏族主義的近代興起與發展，可詳見著名的Rofl‘，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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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過三l': 'b'Jl仁為 C Tanah Melayu J (馬來人之 I../Malay Land ) ，口 IJ r 為

來人的，!.!0 主kii~:~ J '並以止t-Ar'l!化、芳:開1世jJ，il"j:tt};忠來凹的見不容挑戰

之主體{i'í.i絞。很撿泛的邏輯，為主t(lif~的 u也足馬來入的 i一池，馬來

!J立的文化hlP~來人的文化。

從 192011 代開始 ， 'NS'華人及印J:f[移民人I-Jj(芳:一培訓 l之際，馬來

人有:深切的危機感 F月Jl、，開始覺得必須要對純織的力 Itl 來扒lf~~j他

們的機利(Radin ，l 960:11-13; Roff、 1994) ，有關他們腦於了i 地之子的論

述也IjiJ始流行 (Siddique and Leo, 1982: 663-664) -名的來人政治

科Ui)\\--SMU(Singapore Malay Union)的)C; R民 j奸 (Encik Mohammad 

Eunos):(E立法議會一1-.1;\尤管如此 1~~，~5}t=1的lifi品iJ~

不論馬來人有怎樣的缺點，可是他們沒有共產黨分子，也沒有

兩面效忠。不管其他氏族如何講到土地的占領，我確切地覺得，

政府充分了解到，到底是誰把新加坡割讓給英人，與馬來半島

的名稱是根據什麼人而來的。 (Strails Tim凹， 27 Jan. 1948) 

對為來氏族主義?吉布言，馬來人的效忠與馬來人司(祿，是不可質

疑的， TiiHN人則具千j兩I仿效!I:;， 0 1'[照民地時代， -ÚYJ人對!謝三位的敘J已

被11正的的質疑，份被似是f@，l l'的視為中 I"!可潛伏著!'I'J站r~ii 縱隊，自立II!j

會 1;司馬來人仗?吏。古在至:IJt關人也如此恕，大tlt在;民分于自拉拉克遂例

中傲。到鳥來民族主義者1M丸，他們但在其他族i甘':rV;l(之前已終

在此定間 ， ，lli愁惱了 l三1M的統治制度。 I;!;J此，路史絕不是岔了!…片

的，打從!Jl&lt六昨!王朝1時代始，他il"j)ì鼠t姐t}/~ 了以為來統治若為主體的

馬來艾格，凶家之延綿系統，川江這仰自古以~4('~t必須持i!i'í下去。他們認

為，其他族的已1'1'版)入是你自民j也統治的結果，這也H!flll了自主史的自然

終跤，既然的來社會主E劍、傳統是閱有的，那f袋?外來I'í布要 'i絢j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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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己於l~il1'J的馬來探史燒況之'1' ，浸在於豆豆他們(馬來人)放棄Ji':~.~

l苟言珠!拉求(Ratnam ' 1965 : 30) 。

1:1 這樣的論Jl[ç下，馬來人泛關家在人(tuan) , il二?主改逐漸據此

!J主持 (--.ifl'寸:不可1;1史的馬車1<:晶j衍生(kcluanan Melayu)敘述， 1M士:他l~

主「存都是外來干芳、Ji'jm著鼠，他們必主1日救入鳥來\'(t令文化

之<[1 ，不然J;æilr1J r I 口 j~\JlmLll~llUl J (這 l茫茫j馬來政，件存:i~'ii~提及的)。尤

rJ-jf;f-~芳，前做家獲份獨立之後，辭1~1L 三 'JWH走(1'))拈來l，-，if后~倒了t:

這說氣1{:11~右派|峙， g兩家對本闋的人j泛普通採J白了 C +i也/非 j 三說I J 

(bumiputra/ non-bumiputra)二分ìl、作為，}:)亞、分開己[判家發展女排~i杭i

f~f!;\1的f扑倒ì!l'i認方式(Siddique and Leo, 1982: 675) ，約除了更進

~J，，:. h_fJ l 化了!己來JJjT月l l:泛的論述，也激化 {!I\i人的休If控與恣l;~危

險們依樣此 C -!-.'對/外*:13í-!~晶 I 'H&來民}趴在此片 i 地 U'Ilf:奸);~然

([句j來布特權， Jtf也[~Il失;切都被i，~n\1叫:司外來好，不 l汙 ';{fj 關1~"1;兮的

于在遇。

l向附r吋呻d訓11時!恃寺 , I向i白向l日dJ翅垃j遐遐司衍姑j 前 ' 大夾三不1卜\列?顯頂7帝b 闕;本J牛水卡拉;是符Y:J，~;本牛水: 1-. 也;足斗

L已t朕圳笑划|闕叫家 , 它吋于且技主也也i吃吃i泣三乏[-'1'袋幸 '"沁L于苓笠於甘將守M偽U來/1糾主汙，1;沾已才木立空質i了:化j為毛刻L偽1忌d來

人之吉發哇?徉羊I地也， H1J..U心的 C Tanah Mclayu .J干11 C Malay Peninsula 】軒在"月

的cU~Fl ' 亦與英|羽ill押在的炳良知l~議緊仲;相闕， f(fj寄<i1ld:(Stamford

Rat1l es)對 C Malay A間的 J (馬來紀"1月之終lfH反f叫做甘名，被認為

是此一生1I紋的 A大游umc參見Shamsul ' 2004 : 144-145) , j立統把:lj'~

flVfF移民正! 你們於先天汁的身分g!îJ楠，利州境之11 1 。從 í*0~1主ìUltnzJ

親~r!i來看，};，<]峙的心來的的政治權力支11築於各.ns蘇丹的 HlYU::C惕建

成， 19日2 : 116) 。至1:<Jr 1函!背上主的IIHLIJ ，l:地的 t111!!成立}.:'í'i' l<j 馬

來蘇丹于巾， 5這J;æ形成了他們「馬來引的馮主k人」的j立識形懲定兒。

從 1920作代閥始， J1ÎI'(民ljlj筒!Cijj笠涉l'r行 C ~\I烏合收入」政策。

的 fH 月呢?瓷、泣別保護鳥來人的特殊地{'1IYJi&~X~{))J] jJl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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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氏權干利日絞草苦釣、似做ü禎d約仇綠[綠占說 , J---c拭{耍人泓鼠做岸統克註說兌 rYe臼Sj 英做闕jj泛斗j力J 泊咐i就沒

[間間1H吋l口j足您巨現代氏』其主義之馬克地主豆豆的作月n: ，作為移民的馬來pq~~ii

ll\:人根本欠缺政治法統與哎哎哎力，因此所謂的「民放解放 J 'Cl 

然不布他們「天賦 J I的權利之rj:l( Wfi;苦苦役， 2007 : 233-46) 。在現代

做家依條例臉上等分挺得I，RJ綠概念 F' 既然1f1iGIWj;族被視為外來謗，

欣然也都法有與生很來的「天賦J 公民權利，主E權利只能是被賦予

的 j…~Qjå化 W:p，J，:{:f獨立的夕乎?就公民權']\工[1的軒在將訪，英捌政府

必須把凶家l:êfWi歸還為來人， IfIrl]馬來人決定;尼古賦予其他放併公

民紋。 有:7)---}JIf{J ，作為馬來人 k很象徵羊穹的馬來統治一椅，從來不

î!j 承認均每人是他~"Ji向臣民(subjcct) ，無論~~入了EJltl~}酸的i侍 II\J有多

i去。

所iW1@';lf化，í!J;及了安?于效心、 I'fJI問題， J.1:f;是現代關籍概念的巡

之義。故此，在獨立建闊的~f平"1' , ;llt人等所謂外來族祥之公民機

必須是主C~{~:守效;t~之 F獲得的。「tf示效忠 J ~t近三從 獨立!到始就

永遠fi1~綴著誰人，其主iú到今天，公民材'R0íJ效忠仍煞是 俯首';5~1的

公Jt議題。這與馬來人作為 f 蘇丹子上是-， 1'I !fVJ獲得公民權誠然不IciJ 0 

1'1際七，口的史華人公民權後來在政~h妥協 FC以!I;jj呼叫控作的交ß'!)

平的布放i逞，大l1f\分'ij\i人也者111藍得公民棍，悅耳 1.H:lJI'1可以岸的主不把它吧?

!可于「捌族地Ú!.J 0 '!~~'Il幸的首相來自品的奇IH立:笠， 1直到Ul966年之mj從

不求認「蚓族地1:iLJ 5Ï::元之三畏的主主位置， I衍生!一紋拒絕談及歐l家的闊的;

研諧，這是閻j落在T心這將為馬來人及非馬來人之間的平等主jj~t

(Funston, 1980: 137-138) 。由此 fíJ兒，主ß統在公民椒J課題.IJlfl做出

讓步，使?早火部分一中人獲得公民糙， {I\他們絲毫不放棄「馬來[;單家J

的iill賊!迎您只有馬來人才f1[!!何族糾悅。如此來， r 以j家的公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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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Jì 氏族的成反」已經變得不能干ftJ守J 談，也就是說，對憐!家約「奴

;-;.e J 以及對民紋的「認[，C，] J (identity) ，在1概念!有幸叫做的蒸日IJo 當

時A1J;統對此分得很消楚，毫不含糊，他們「給予 Jfjii人的是「公災

1W! J (citizenship) ，但公民不等 j斤UIYci'路族 (national) ，所以公民之間已

hl不平等的 c 有1馬來民族主J閥家主的伊拉松的體斷之…[C ，給予Ki!fJli~l先

天烈的波治主主立普通公民例如的條件，這 111成為};~t 收入的基本難題。

本上， 句]京Wl~來人jJ'i(:i1或為來人特懷之;1iU~í JWJft~i~哎，來

源jg~不 1'1 此).l豆豆kJj草地謎語詞，立在都以此為rìíH泣，這是111;人在為來

肉放所mil綿的自主本質性的凜OIJ挑戰。有i 人或SPI主人締約二lli至三況稽的

話的成 F' [m始了他們不平等的公民身分與奴您悶擾 υ 從此以後，

很人 力而必須時時刻刻、小心與發地對符其!JílHf.閱 (rt r闕 )i'rj[~fJ

係，另一方;而也必須時常、大力地官張長i 己對民主來~Ej!i~~的效忠、與討

飯，來l!{fo保他人認可1'1 己 LJ也fF佰 ~F叫l"l疑的{JfIU地位，也

以此作為中等權利采取的2月1綴。

「承認」的靈乏與華人的反表述

~;~~"-t1泰勒分析力11 令火魁北克問題時，付 H}尖銳的泊的。 r 111,\ 

iiJ守þ締的 'jn.'y泣，今天{JÎI 直在i伶多的副會成為不做但汽 車F文化J~

["J您的多元文化刷一會，這也共同體那~求保存 I!'I 峙的時間jfî...... I 

(Taylor, 1994 : 64)' 泰勒以 f 承認的政泊 J 克總侈，其場大作Vt

J諒 我們的記、內部分赴111他人的承認恰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成

認，或者只得到他人H!峭的承認，不(學會{ì011等到手兄們的認阱 ， ífiîn 

f于造成般的的做法。 而這i怖主義 1: ' l' 1]Íl: î守住τ1:1:1: …悶:岱ti品[州系['， ' 

此 1* 例副會不能公正地對不I'ûm )f，~i干ni[ii[做jiiHJ~!J2認，它獄俗成了

間燃j白形式， J巴人川江、干的的IW科j 、特'HlfI!llfll被民主的1的存在一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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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J (參見狀隙， 2000) 。他進1[li認為，魁北克問題部分11JiqIþ*'乎為

「承認(CIZ]阪乏 J 9X r 承認均打ffJl I J 所造成。凶此我們可以;三月聲說，

華人的不斷交九三也可說是 關調家對之示認的鼓乏的反餘，而不被

承認倒是積壓迫。

從HE史俏皮而汀，早在Jil'WU也 IF!J' 代的11句馬來原地主義之大論

述，以及英雄i巴巴政府l.'r際的小"1、等之初將來人政1月n' ，華人甘正史1iffi

11:. (Strait Chinese '土主|三撥人 )iin:jt理解身分、 1 材)~UïJHtfl廿一地的|品l

f系， IJlJ始為平等待遇的問題的i妥踐。在議會裳，其f，j'ifill與代表

統公然表達爭取平等待遇的決心。 1931年2月 61丸，價城立法議會代

表林治iJJil:{l:輪友社致詞H!jBIJj~l彩的衣:;.r...;;i登

誰說這是馬來人的函家。當萊特到此地嗨，他是否發現至'J任何

馬來甘榜?我們的祖先足屐斯土，充當勞工，我們並無匯款田

中倒去。我們把錢花在這搜'而政府也藉此可以把國家時為文

明之域。我們已是函家的一分子，這是我們的，這也是我們的

國家(Ai-JklVα11 ， 16 Feb,1931 ;引自 Radin' 1965:13) 。

這tl2WI 是學人投平的捌IR思主k絞 J (c1aim Malaya)之11')'-1滅， iìlz 

i三|此形成 rtN人與馬來人永不悴}~，的質疑 1)艾Tlf~單位獄中丸。 ífHJ;lrfrî

女11 '林鴻研Hl1tiltf一叭，自然引發馬來祉爾反文輿論頗大的關i l:以及

「絕對的敵，立 J (Rad間， 1965: 13) , ','iîll!jl'Jl;J ((馬來教師f，fgJ;L;、》也Jt

前i 論中就認為，林í~fiJ::IIY~說法是一個絕不能被妥協的假設，立tf~íÎ l{j

i反 l 打我們為來人生於 1.悔，是否可以只悶fß:f划j"J!，注1甚至樣干Ij圳特

惰，前jl~P有奇足一 i二瀉的 L地之一? J (M，仰的h G，間， August 1931 ; ,! I 

flRadin ' 1965: 13) 析而言之，林游說1 在:ì.~主i"l!f有J品經作Ji論述}j!;能A

l't~H斗 JltT，.U也J'; r i!I，U京之I也 J (terra nullius.ux,vacant lands) …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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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試以此對!您馬來人的巨草地論述，立丘給此強調華人i'EIJ1'j拓fll發展此}'!

K地的反獻。 從後數十年來， ，當擁馬來(也D~~~.J l&))iJLÍJ~立了華人符

久;向全J '馬來B旱地主義 J (1'91文論述，立丘內化為華人心裂的豆豆負0íJ內

{CC~'議， J1 llHíij前所說的，他們必須不間斷地;在翔的娥與災線，以便

!泄的不峙的政治時局計豆豆。

對主在人而言，他們的「外來身分」似乎成為一申花板隸， Jt女主J忠

ri2li兒 j伊寧:il Î:~J~泣左J Jlg致詞自身的泛關~!N忠誠已終成為綠必瘦，

j(li1'J'際 b乏與他的各頃縛，那j包結文化、教丹等方ffTI息息相關。這也

就是說，移民討會的悲劇在於，他的平等 l:3長似乎是建立了!一他的效

也沒獄被采?裕之 t '尤其在獨力遼闊、 tl您的夕，華人必須立梅

的身的效忠及投獻，彷彿不9[]Jl:l; j;ft娃a~不U~有巨人民~~';it獲得公民權及

小等待遇。干(獨立f叫道 JUJI誨，肩負爭取早在人公民權利的令關于[\;闖[

委會所提們的P'I太婆求， RIJ力裝Ij~強調自身貢獻;r[[效心之仁， 1'J9[[ 

愴的悶:的。可f闕'g稱 .r f;人之要求，乃傾瀉治理，亦為來本之

原則，我們臉對本rl5矢Jæ不二二，老逝1m衍。 J ( {j判洋jf辨認} , 1957 

年4}-J 1411 lJ't:l'.席劉{~IWf{正被後f~甜頭也鄉逅的主H泣

首先，本席須重行申述吾人對於本邦獨立全力支持。關於此點

華人曾與其他民族立主肩作戰，向英政府爭取獨立事實兵在。其

次，吾人將馬來亞華人之急見及願'1.宣佈出來，其宗 ã 1.率為欲

造成一公平之態法，根據基本人權、不分種族來源、及宗教信仰，

一本憲章，足以葵定獨立及尊嚴的馬來亞民族之堅固及永久之

基礎。( <南洋商報} , 1957年8 月 9 日)

頗能代表 .1J9: -ljl'人社會[:1的 l'fllFii~人制防火脅，對立志t';ÊIUU、 F

fI')' I叫大嬰求 J : J11J(一)凡在本邦11悴的男女均成為常然公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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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手E4':flí l; f}ttí的\~半年 J言，得 tl1認為公民，免受語言三f'fHNIZ]很mlJ:

(二三)凡國j本邦的公民，且必撥手IJ與主主務 律平等反( 1m)乎 IJ有特F:fl火;為官

方~rt'~~1 ('_=î':: J， lt~t~ 人民 UIIJ~iU蚓代表大會， 1956)ι 誠如前述，除了公民

棍和~j!在放鬆之外，共f也要求都以;有可終。有些人社會在獨立志1Ii1J向

外叫:的失敗，尤其他們要求的平等機和l之鍛羽沛的，說IVH他們無

法改變和Í&i ;j河以 i起來只放了1'，義為3主持一所確定之新的心、克服J1系。然fflJ

f付約在li泌關f系。在1制的主義 l二、誠l蚓系是 r __'1刑之[，目上迫與;二機rJ-\]

!~-I腦義務與保!i1f權源之描述 j (Î{ilí1} i丘， 2004: 牛5) 。在新關家的

憲法中， ![~?4仔仔涂地位被「伺機的訂立 F來，這怠昧著馬吉k~i~i5t馬來

人也ír~論述，成了新興凶犯的主是本倫理，馬來人擁有評判何lf~;it~

ijÆ以及他族是否與協家亦有忠誠除M系的道德統綠綠，政府要工具有主

制決定篩選公民!ll~lJl 側的機和! 0 東í，IZi;j;ú規定 ， i苦~EI-!~lfJ公民就J的移民

用u佯即使符fT條件，也米必能在lill自殺份公民綴，而是必須rIIF"J JEl(丹:

克勞。iIT~\~r-tl 獨立的r引起'Ij\ 闊的反對與爭論。顯然，對Æ統fifj ，王;一，

rE決定)M;被關係仁，種族及](11統， :5tJ!的5公民權或防線的旦旦告別玄，

其他勝狀必須經過某種檢驗。林迎1、在獨立後不及IJWi芋，於1961年

i大i爭取帶女教育而被指不好Cit~國家，立在巡被奪關吉普或公民撥就是一

例 O 此11~1 ;;j至 j約lJ說lijj' 針政府而詩，生 r炊IiS1， J 論述的指向包括了

不可質疑馬來文化絨線的f:ìJlH性，的jLJl、~淵博文可被紛為不效忠;這個

I .I:{~來」做|家。這概只豆豆徵芯義的揭示了，一收入iliI:會的「效忠 J 1'[ 

關家立識形態巾的被2日J位困局。

從更大的志:義ff[ra ，從 J:，述守在人j討會在:古訓利益博琪、'11 , 'fJ(;II"J 
iTf以說守主人ijil♂會要求的承認，不(這主主…釘之t主義 J:J內「對艾麗J:、忠誠

的承認 J '也是當~j:ti攻變成有的、 E!'I馬來民族義綠立的「忠誠i劍

係 J WîJ定義，所指向的是嬰三i乏認這己的民族、主權、文化等權利的承

認〉緻句話說，他們要求承認他們的貢獻;與忠誠，也皇室求承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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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等權利。讓人i自 fi}~!6泊'Wi看串門攸關， 15何，ê;1E迫使J，~"J的效忠、及

地位之J向更充分的承認，造成了堆人各項平等利益在的不被承認。既

然華人的機和j與效忠、貢獻紛繁花1:→♂趟， ~這也就牽動了布:人的政治

主導!旬，必須強制在]身的頁紙，以i花花:當化自身1:1:封'b*~iJ~~的政治權利。

閃此，我們可以概的言之， ，拉法反政策對L:述~ì~人之~求之拒絕，

亦可ifj之為主才華人社會及其文化等官員I'Æ I'J'PF'，于設一求之「永認的|反之」

足足 I 認的扮世力 ， tjf. 人的 r承認鬥三:p J ;挂失敗的。

在「從阪j怒地獲得身分j 觀念~fîl1-:r際投~fj"之下，華人也深刻坦

解必須對此解套，而這種m負又必須通過恨你J與您史上Ií'];持到及訟

幣!JfJ以節除。於是，即在一 j忱:久A地也釗j

戶宣;擁推為予來l拉毛(ωR閥日叭)i誼1E洹~I J 汁11巧手，肯定為刻骨銘心的經史也xt1，~ÐiJ土.ljIJ，ì[;[ü" Á 

1封從談gl~來、拉iZ!位年等ijJ必fJ 與港主的[l性關之功，小書r笠~Jn許多多

iA\Z'，破 ι豬仔披JÎ~斬1W之綴，必fI寺的指望旦被子可IW色。 lil~蜓的然是無法

否定的~賞，的夜間力學術界，這立在非常態i'l三l不]，議妞，許多研究領

域不會時常以某旅某人之貢獻為其問hlflXE識，的對導人ITrï一汀， i乏自IJ

被問題化為 倘不得不挺的領久議:m4 .1980年代有關禁即來或11可 ffií

fJi捌 l胸前設坡的爭論，便是終史與現1'1政治地位牛仔糾峙的i則顯例

子 υ 它不~E1持社中激iW 了一系列有關紀念其是Jir~來的1M})反{:uJt臣，閃一

次顯示了眾人 f 1%(示反成k J 的的餒。中:人深切 jéj認，如果從有催人

在絞濟上的反繳利J并縛，馬來rÞ1T;~~t郎平X~、天的繁榮?華人也認為，

他~"J是為來佼佼史、文學、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呵呵肘， JJj!Ifi!WJ 

4 因此，有路華人在本圓的貢獻之苦作汗牛充棟，比如由顏，青文等人

贊助出版的 The Chin叫eMI.αlaysian ConlributioJ1 ( 馬來的亞華族的貢

獻)(何且在芳、 l東 J甚仁及陳如繭告苦，吉隆玻華社研究中心出版，

2006)即是其中一個顯例。另夕i 坊問尤其退出現許許多多突出華人

開拓之功的地方史論著，惟此處未能鑫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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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IJ他/她們的部部分話語微不iJ o

與馬來人:您給你J旅史延í~íl'牛角!的固然不i苟，對華人而言，馬來

f!可月 i~是一例新興關家，是三大談得攜手合作從攻關手中爭取、釗íJ!;

íiíí來的。 ~It~入歧典型的說法就絕空手張獨立|峰期的三大族的f合刊的事

跤，以鉤的己的從長長Ii立瓏KυIE!llI}毛主拉問liiI~羽父來自，1;FfT說 「沒有

根入、[可j沒人的支持，馬來人無法向7R:1對人L}pl'}獨立。 I;&J此馬來人

;做法悠激單人、r:IJ)J些人的合作。 J (串串在 ICIJf~示j 資料研究i 甘心， 1987 

61 )此外， fJÎj銜已終挺過，在i寄:對馬來人所 Î1~j 強制 'j二吉普IJjJ(地主

義-.J !Î論述的，華人別提出這但1lJ0 r 無主之地」的論述， Jj IJj Ei閥門三

大放il羊毛是外來移民，常然為來人也是從外一一印尼… 診拉Hfrí來

的。在政治， llifJìHlii人副會對，IA~來原地論述的反論述!~~:J.府j與張力

tl,'Jf1'I' ，終於布: 1980i [".{-I':J'演了。 ?H'!呼叫 l於站起統滋箏的特殊作用，

tJ:1987勾的:AE;統-r-~f{l 關大會 t. '行多代表紛紛發言指~W人為外來移

民，以法對于后1~1~句 Jj~海公民對i調來沒亢的 i的效J忠誠意。自主後常州為

Ijr公會?這以月二還牙，在大會上通過議案做出ßU唉，柄的三大j灰llì'皆

從外jM來 '1丸此敝人能mf也人為外來族lfF。此時嘻i.j liË己雙方激烈爭論，

閥門事如rr~緊張氣氛不斷升級，從終成為注主動閥門外的大逮捕司令件的

綠江i之 5 • 

總ini rl之吾人不能不t紋絲 r 'trr和Hb;j(f1~TimJ 、刁、能不甘l久的

'L~(示忠誠，不然只關這三 lJ~H;ú~:ü~就顯得妾身米阱。這顯然是 Jj生互

為糾結、 NJJf:(!，~政治力 J f!叫 1M綁在司仁的雄人 k棋手間境。扣'11'本食指H\ ' 
許多歐洲猶太人那剎 鶴不Zi'!'內心紋，俊生ct--f'll '非I波對于\)~}i!T闋的

5 此事件終被提上內閣討論，最後由當時的副首相品化出面諭令各方

停』爭論，也不准許相互持對方為「外來移民.1 '此風波才暫告 F



J土的話ahfl 店里貢獻 J fl']亥ù忍心態，然而jf也IìIJ認為，這種，e，、f&e與認識

是極切111，(守 11毛j !j'!ù/J吋函， 2001) 。反級鳥來問:im ， 中人航向ill li1\

詔;即1'1l'*楠棕皮的類似不:友，即使心受到的i函、在各行待業;也

nÞb:力;可笑不如此。鼎:人必須時IlNlijJ示在1 己的效J~~gill=i獻。 )Q生

軒的lll i'l甘心態gîJ.~.店;在危險， 特「效您的的企」、 fiH r Vi潮:

(:1 1~1焦慮」。問題是，這樣的不斷γr~1絕f_?~rt能l't際解決人的焦慮

科幸的題，卻{}í{O古flj我們ÜLJJ.~、們比如 i剖面所提到的The Chinese 

J\1afaysian COJ帥的UtlOJ1…設計]\1反IIH兒ìtjJLj) ，該几，'l"liEi人頗為JIJ心

何扇了白白夜約為H合泄的來了tJ守 tff~1h-llj;2 0 為 11合iill~艾布u;泣， C 11\. 入主j jJ

{\前已 i諱己的反!款不可否認，即使副主f"Êl那-}f:Mj)狂人的f，:r.紋，段也說[，;)

{;仰而且。如果沒華人的主'iM說，這{帥咱家的成就若你可全然不 1;;) , J 

ifU故娟的，他反對馬來人表示，如果將非人的反獻從jJil"'l關注1打 11

r f^l來，所剩餘的終該不多， fffjf也]1J: 1洛鼠引起來人反感(如何I芋鬧

事酌， 2006'.手7月 261Cl )。然而，這類*I~j領導人、有某部吻合之前1

詔關防治的所見， {I I.立fâ安街導向帶人所要求的;tÙJ主化;耳其;恕， 1\;)11扒乙 tL~

似乎更是一核對馬來人的激勵之說)

是頁ilii易見，控從本1~本仁消自IÞfM改變411'人此干早已內化fl'ß:t識危機

和 Jù態，只有徹底改變'11\ 人在為己的川江的生俗成坑， HIJ改變被捧為

關家哲學的不可、干了的、 Cj二者~}起來( jJcj) i日~ J 的原地 i 義民族關這三

級?反依嫁且tJJ;U! !J fffi 主任!'I"J J忠誠li品係及種族門一政策。 Ijë人jjif 于守在總干!J

危機的促迫 rc ，付的令紋的j不俏的強iVrrì~i遁入機制， lt否'lLú，獨立 It:j

!但HIJ己;但1答普通公民、識及認知其1主義， 111此認主11與!拉求在原

地主義者自然、天!自\1'1)蔽之二三論述幸11移民的出\~nltJ~'Çf ，變得那您

的過分J 、 C 1!\\J'!l J 及「綠水求HI， J 。 這就是移民及其後代右強

制「涼地主義 J !'I']þ己If5i!Dxl朱建悄Cfl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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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公民參與及超克「少數民族」心態

)、包手kPl月 ijiX雖是一倒多)匕文化服上脅，很多元文化主卻從來不是

這假1cp(1來的白質，凶為各民族干n件文化之n目Yrll'奈的特RH測系立li)I'/戶

。政Jiin':l j~1 :iι化政策諸如!湖泊政策、!通家文化之 F' 馬來文化

處於乖fií，WW!的成況， lìij在此「以小三H大」的文附斜係 I~ ，即使社

會在孟之而仁呈現J岳和1;很共有一的~f象，有[J情飾不 f侈民少數/被支自己

J求你在心呵成j成的失落。立二女11前j摳，移民從i梅、少數民族文化本主其

他權利一 Jll{沒叫守主u其正(1':11且認 '}JII余大發克洛爾大'-~}~科學教;奴 t

干IJ認為，政II"J~'h校所談i下JJ!'!1弋滋政!美1的!立側爪子年過YHlij →致性，

無法1M對文化ll'5"jll.典?11汁川F門i 的'J品早泣1貨'f ' A串斜結i羊清戶古i 身泉~j浮3幸t:!丹企bf'

b氏己「的內艾文:1化七午符宇Y竹1:111 到;承款認'立立f皮納入這 iìY:協議 '1" \!IJ依此JE政秩序所

迷俏的現l'fíLY: ífì \H:界i!lí足正義的。反之， 1\:公民的獨特文化遭到如

斥，使泣不谷的(打利， 2001 : 5-7) , iji 人要求Jj乏認{叫"J作JH獄，進

Tf口要求忘記'"承認他們的平等地f、這1tJ:i，lIi.J 1 過澈的行動。1:'1際J二，

他們也不是完全否定馬來T2~ï~jr!與H&來人之間存在!'t:Jlft史約1京 ， mljL 

i認為1ft史淵源不該造成歧i1Wl6 ， 1朴此，有L人;到7必豆豆接受r1íJm;òf!~~Jt1r守

設傘'1如(Ji至三十本良'tf阱，舟，鼓吹的、;惡名的「少數氏放 J'心態論一少

做族!i于必~i1Ir{-:j少數民族的水分 J …{阿 íii!一份i此可怕的、卑微的姿態

正是 c 巨!我少敏族11'1' 1七 J 7 ，這 iU:é:'llf人月u 御手Cfì'~)(平等迎的J'I-'~主

6 然而在華人社會的意識中，究竟比歷史淵源應該如何適度的反映於

回家機制上才是一可接受 J 的，則是另一值得研究的主議題。必須

另立詳談。

7 這是本論文發表後的一個私下討論中，主人虛日明針封作者論文而

提4名的概念。這搜!)!1叫引用，並向他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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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冬史經免的心態。

過去50勾→來，對獨立後'1::於所長於新的吾吾人新 {-1:;f而言，他們

至于捌家的認同口f山Uí[:t疑，義務及格:科X:?lì誡更不斷增加， JJII以獨立

?三妥荳法中所確定的政治機會 ， {t{t)也加強了他們追求承認、追求主

骨泊位的!fVJJJ 。這一台方關~~:.f!i~了縛，干1I芯、 ~i1X l~f立即覺，另 Jjl街文餓時t

r~~~f兒，已;M~!'jZ)JV1吉普。內此，新生代溶入 jJTf司除了綠綴爭取承認之

夕十!也似乎正以從為秒1絨的心態正;俗詢和J'JJrl錢公民參與，市j:l l' 一的

i的友陷於 r;'F被承認J r'l"J悲恰成「追求;承認 l 鬥爭的草鞋的之中。倚

門 ISpinn前的i，lèj丘吉來說，有?人族li'F ì艾布字千子。]平等的公民權利，也

t7 ~2---- fffi r /[-.:完格自台公上I'o J (partial citizenship)(Spinner 1994: 98) 。

1/:1此，有?人社1穿長期追求、三芳、強調公民檢平日， fiJilíK(立論母!Z!!\U}' ，;i1Z)

;1三 tCJH[y做-11;\1完您的公肘，尤其自 1 990"Y-代年來，越丹來拉越多內啦已;肖h 
臺參吾?與j跨』朕笑Jlì辯3羊f話議綴已討j您垃遐為3導向f的H內jμj亦1:政耳府1莊組i織 就丈t足註

i必三;圳M的J上良迫t約好f于，發!展良 Qj泣」乏lW仰倘J才!過程士玖n哎2古1 訂叮J店仰i古i)惱函為 稜許i試{拭式超克上民已族三主i 迅狡ifi仔的拉內Jj迷!立逛11 ; 
亞VJ' 以後I!記你1 r 戶f! 1=j公民的關%J

所約「公1"蹈家 J '娃娃立在公民村乎沒fí市公民相!呵Ij平等1:111，t

隨之 C' 不論ìJ~阪紡、文化背仗，充分玲lfi手里具。1<1練說民族[副主主

)l:Jt立在共|司自:你的 lJIíJt之!-，權利DX特權只j蓋子主體民族成口，

IH\Jrlj!!公t\\關譜。!lJ以公氏綜lí1 1jj位 f 一事nWr的認同，一認與絞JîilÍ泣誠、

紋絲身分圳分~jf(1的政泊iV6F司， [;，JII:手提供→fiff新的政治聯繫， 照上七

手iff1ì笑話持係更洽談泛的聯繫 ι1/'1此，它提供了將稅放上的親耳朵認阿拉J

flil特室主糾紛繁的政泊認|ι朴11分的 1'r'J}Jì去， 如把政治認同從紛倒掉!

係iJi串 I'D政治地j或[長tl1軍\1'1']途徑(J卡干Ij克Jlfrf品將iH籽， 2003 : 32-37) 。這iiif

tf~是多元文化i'1"}-j巴保護來。在此的磁卡，移1\\或少皺紋llf闊了iJ絡

絨衣他們的航空于'1' '1三洞 'I!Mi?♀仰的文化聯盟字， IIU在同峙，作為l峭

芽，公仗，父cjij控 jtli ，J你j的司及~[立iI1!可取新的if)(;YîJ!i持繫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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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誠的阿倫特在《概義的越ìJj;~} 中所強fi您的，那些年j1!Z

剝奪了公上叫什政治機和JI的人們，立立不能以 ['1然權利或人生i而平等來

保護自己。他們婆為自己的自然權利絲怒，的先前要為為自然科研IJ

紛謎的權利， 1的只宿在承諾、公民平等的公共~ti域，才;如可能提出公

民權利問題(例倫特， 1995) 。換句訊說，爭取建憐 il，\llJfJ放的公共

輿論。;可俏，而這個安fl\:J~.岳不祭 Ir.人們討論諸如!給予j(特權、 Iri]教地f此

等2月7zFJ敏感fl!J議題， :J)是解f持馬來民白其原地位苦奮及其間v;迫鼠忌恨:n;~'

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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