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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是一本不讨好任何一方的研究"文本"，书中所书写的人、

事、物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它不受民主行动党的"正统史观"束缚，

不偏袒民主行动党的任何派系或领袖，不为任何敌视或拥护民主行动

党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服务。当然我也不自诩绝对的客观中立，亦不

标榜超越党派偏见，更不以什么"边陆"或"反中心"的史家自居。

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一名曾经在民主行动党圈子活跃的

前领袖，要撰写…本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能够引起各方重视、能够

不违背史德的民主行动党历史，确实要比任何无党籍的学者都来得困

难。我打从博士论文立题开始，着手收集、考证、筛选和运用史料来

叙述、建构、诠释和评价这段历史，到论文正式通过学位答辩委员会

口试，再到今天准备将之付梓，我都在反复思考:作为科班出身的历

史学者，我能称职地写出一本令"读者"满意的史学作品吗?

我不得不自问自答:到底谁是我的"读者" ?我的论文指导教

授?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学界的朋友?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我

的同志?我的政敌?马来西亚的选民?主流和非主流媒体?还有未

来许多将在政治圈、学术圈后进的同仁……他/她们将会如何看待这

个"文本" ? 

不同的"读者"，基于其"理解前结构" (或干脆曰"成见" ) 

不同，肯定会衍生而不同的"读后感"，即使闰…名/类别的"读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阅读，亦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无法

一一讨好所有的"读者"，也不准备那么做，我只期待大家能基于历

史理性来阅读民主行动党的过去，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的

民主行动觉，肯定会有所停益。再则，不论您喜欢不喜欢，

动党作为一股政治反对力量，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中将会继续存

在。要和这股力量打交道，任何背景和动机的"读者"，都可能从这

一"文本"中找到他/她要的东西。但愿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政治

世代的"读者"都能按"社会历史环境"的需要，来重新发现阅读这

"文本"的兴趣，或对这一"文本"作出不同的诠释。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梁

元生老师，没有他的厚爱和宽容，我的背景几乎不可能被中大历史系

博士班录取。在跟随梁老师的岁月中，我在治史的方法学上大大地开

阔了眼界。此外，梁老师也给了我宽广和自由的研究空间，让我在高

度自律的框架内如期完成博士论文。我要感谢的还有联合督导我论文

进度的叶汉明教授，她的循循善诱，让性格自负和好辩的我，逐步学

习到对异端的尊重和宽容。我也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海外华人

特藏的邱淑如小姐，她在我查寻近现代马新华人政治文献资料时给予

许多专业意见和协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广州暨南大学社科部的高雄

飞教授，以及香港著名左翼学者鲁凡之先生，两位老师的思考，让我

更透彻地认识和反思、民主社会主义在亚洲土壤所面对的挑战和调适。

还有瑞典社会民主党原副国际秘书罗惹·震赫 (Roger Hallhag) ，他

是我接触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桥梁，感谢他为我提供的机会和鼓励，

1996年到瑞典的学习之旅，让红玫瑰的种子从此厚植在我心房。

再者，我要特别感谢林吉祥和郭金福两位党领袖对我的信任，

他们知道我论文研究的范畴后，就毫不设防地让我自由查阅党总部档

案室里的所有资料。另外还有党元老刘德琦为我提供大量的历史图片

和口述历史素材作参考，党工黄雍国协助我运算电脑资料，社会主义

青年团总秘书陆兆福则为我提供许多新文献和解读第一手的中央党务

动态，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我根本无法完成这一"文本"的书写。

我真的很庆幸，在我的前半生有机会在香港中大度过充实、自

由和丰盛的三年，但我更感欣慰的是，我高中毕业后就加入民主行动

党，并在社会主义青年四中央和党总部活动。坦白说，是这个圈子培

养、型塑、成就了青年的我，我从漫画少年一路走到历史学博士，民

主行动党和林吉祥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我永远铭刻于心。

我如今虽已不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前线，但依然密切关注国家的

民主化发展。投身马来西亚社会民主化运动的同道们，我衷心企望这

一"文本"对您选择的道路有参考价值!

2007年3月 3 日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金钻酒店

希·叉伯特基金会主办的"社会党国际亚洲社会主

1966年，党主席曾敏兴医生为行动党的诞生揭幕， 义者会议"。
见证者包括蒂凡·纳和吴福源。

建先石年的行动党群众大会，人山人海。

1968年5 月 5 日，范{支登受邀在吉隆坡增江支部的成

品立仪式上讲话。

站立演讲者为行动党第二任秘书长吴福源，火箭党

徽的设计概念源自于他。



、诺，行动党著名的马未领袖之一，曾是马来

:公务文员职工会总会主席。参加行动党前曾

i 氏党和马未西亚国家主义党的重要领导人。

林吉祥一手栽培的陈德泉(右二) , 1981年因参

加"四人帮"而被开除出党，后加入马华公会。

0年 12 月 4 日晚召开的中委会，拒绝林吉祥辞去私、 1981年，在槟州举行十五周年党庆特别大会。

.一职。这是林吉祥铲除"四人帮"的关键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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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选前夕，林吉祥在全国巡回政治庄谈会 1990年 10 月 21 日晚， "丹绒第二役"的"王者之

中，推荐笔者的政治漫画《马年论马》。 战"两巨头一一林吉祥和林苍佑在计祟中心等待选

战成绩揭晓。

1990.f大选，林吉祥和46精神党主席东姑且沙旦在华团领袖柯嘉逊在入党后受委担任政治教育主任，

一场鼓吹两线制的政治庄诀会上合影。<行动党25年奋斗史》乃由他执笔。

1995年7 月 13 日，行动党领袖出席p. 巴句:的葬礼。 林吉祥卒领槟 1'1'1行动党发动"丹绒第二役"其中

一句竞选口号为"试五年"，竞选丈宣的操盘手为

魏福星。



97年 11 月 11 日，行动党领袖赴印度新德里参加祉

党国际理事会议，前排为日本社民党代表及前日

首相村山宫市。

'98年8 月 17 日，范俊主去受林吉祥之逝，宣布重

行动党，他"希望通过和平及民主改革，建

一个新马来西亚及新世界"。

1998年6 月 13 日晚，黄未强和廖金华在芦骨行动党晚

宴上同林氏父子碰头，时值"倒林行动" (KOKS) 

进行到最高峰时段。

1998年8 月 25 日，林冠英的上诉案被联邦法院驳回，

这是他被送往加影监狱前向林吉祥相拥的一刻。

~98年9 月上旬，安华社马哈边革职后，同其夫人 1999年4月，林吉祥与党元老徙德·达逊(左一)及

i加影锡米山行动党支部，为"争取释放林冠英马 陈国杰(中) .在式言免登区的宴会上合影。他们两

L松绝食运动"的参加者打气。 人生前都是林的得力助手，并且为林的中央领导权

保驾护航。

1999年8 月 25 日吨林冠英刑满释

放，约莫二千名反对党支持者到

加影监狱外迎接、到场的马未人

大大超过华人。

1999年 10 月 24 日下午三时，替

代阵线四党巨头在吉隆坡联邦酒

店发布"迈向一个公正的马未西

亚"大选宣言。

2001年5 月，笔者代表行动党赴

东京参加社会党国际亚太区委员

会会议，同行动党第四任私、书长

郭金福访问日本社民党总部时留

彰。

倪可敏(左)和邓幸钦(右) , 

为行动党备受嘱目的青年领袖。

特别鸣谢民主行动党总部资料室和刘德琦先生提供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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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前言

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欧洲十数个国家的中左翼政党
纷纷在大选中告捷，耀眼灿烂的红玫瑰瞬间开遍了全欧疆域，出现

了一股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神奇回归"的时代风潮。 1民主社会主义

(democratic socialism) 或日社会民主主义 (social democracy) 遂再度

成为晚近西方学界研究的一项热点，迄今仍方兴未艾。然而，学界对

这一股思潮的探讨，主要专注于考察英国新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

倡议的"第二条道路"或"新中间" (Die Neue Mitte) 0 2 

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说

法， "第二条道路"是试图超越欧洲传统左右对 i峙的"激进中间

派" (radical centre) 之崛起，并将之输为"社会民主的更新"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0 3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人指社

会民主潮流是后冷战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的"趋同论" (the theory of 

convergence) 所致。 4当然，也有论者从选举谋士 (Spin-Doctor) 的公

关运作，来解释欧美中左翼候选人靠媒体魅力所掀起之革新潮流; 5亦

1. Rene Cuperus and Johannes Kandel , 'European Socia/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Amsterdam: Ebert Foundation, 1998). 

2. 英国新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大党魁对"第二条道路"的原如性陈述，请参阅Tony

Blair, The TllÍrd Way(London: Fabian Society, 1998); Tony Blair and Gerhard Schroder, 
Europe: The Third Hi也~- die Neue Mitte (Londo :t:J.: Labour Party and SPD, 1999). 

3. Anthony Giddens , The Third 知怎~: The Renewal of Soci注J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4. 有关概念的讨论，见Simon Langlios, Theodore Caplow, eds., Convergence or Diver

gence叉• Comparing Recent SociaJ Trends in lnd町的注0]Societies(Buffalo: McGi11-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1994), pp. 卜22.

5. 有分析指美国新民主党的选举谋士为克林顿进行的"政治钮装"，是一种打媒体选

战的有效策略，它后来被英国工党所借鉴，使到布莱尔在1997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这

一种利用新媒体运作来吸引选民支持的选举技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也积极

仿效，成为欧美选举政治重要的一坏。对这一趋势的检讨，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理

论家的观点，请参阅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 ，页116-123 。



有论者称这是欧洲成熟民主社会中的选民之周期性钟摆投票行为所引

致的政党轮替现象。至于完全持否定态度的论者，则指一些老牌的社

会民主党，在冷战结束后，乃是靠割窃了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精

髓才有能力回朝执政。 6而英国新工党上台后的施政表现，也引起学界

正反两面的评价，尤其是激进的新左派学者和传统的共产党人，对英

国首相托尼·布莱尔 (Tony B1air) 的"第二条道路"更是批判得体无

完肤。 7可以这么说， "第二条道路"在欧洲，经已获得相当充分的讨

论。 8

中国大陆学界和专门研究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机构在这一方面亦

不落人后，近年来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从1970年代那一种纯粹

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动机的研究范式，逐步过渡到1980年代以介绍

欧洲个别社会民主党状况的翻译和综述性文章，进入到21世纪初期对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较为持平和客观分析的新阶段。 9另一方

面， "第二条道路"在台湾，也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在

2000年大选后执政的民主进步党，其领导人陈水扁更对布莱尔幕后的

理论高参纪登斯之理论观点十分推崇。陈公开宣称他是从中获得启发

而提出民进党的"新中间路线" 0 10 

6. "Goldilocks Politics", EconoInist, vo l. 349, issue 8099, 19 December, 1998, p.73. 

7. Stuart Hall, "The Great Moving Nowhere Show飞 Marxism Today (Nov/Dec 1998): 

9-14. 

8. 对英国新工党的施政给予正反两面的剖析和批判，纪登斯进行了总结并做出回应。

请参阅Anthony Gidde邸， The Third 肋~ and its Critics (London: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Anthony Giddens , Where Now for New Labour? (London: Fabian 

Society, 2002). 

9. 中国大陆学界近年来比较具代表性的著作，计有陈林、侯玉兰: {激进还是借越?

当代欧洲左翼现象审视}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 ;王学东等著: {九

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 ;王振华、

陈志瑞主编: {挑战与选择一一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 (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1年) ;李宏: {另一种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法

律出版社， 2003年) ;袭援平、柴尚金及林德山: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

道路"}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

10. 陈水扁: <序:前进"第二条路"迎接廿一世纪> ，见马永戚、陈其迈译，布

莱尔著: (颠覆左右:新世代的第三条路> (台北:时报出版， 1999年) ，页6;

向民: {台湾之子:我的成长经历、经营哲学和回家愿景> (台北:晨星出版社，

1999年)。

作为一支发端于欧洲工人运动，标榜既批判资本主义，也不认

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社会民主党/

社会党/工党已经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 11并且根据各种不同的

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依循议会民主的道路，展开了追求进步、自由

和平等的政治议程。作为该思潮发源地的欧洲，不论是二战后民主社

会主义崛起的"黄金时期"，抑或冷战后"社会民主之更新"，均获

得相当瞩吕的关注和讨论。然而，学界对于欧洲范围以外的社会民主

运动，一直以来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即使是在上世纪末属于亚洲

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社会党(后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 ，学界的研

究也十分薄弱。当然东南亚区域的其中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一马来西亚

的"第二条道路"，更可以说完全未曾引起学界的注意。 12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四大文明交汇的多元民族国家，独立后的政体

为"君主立宪"的英袭议会两院制。在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权长期强

悍统治的国度里，左翼宪制反对派，特别是因获得大多数非马来人支

持而崛起的民主行动党 (Democratic Action Pa吗T ， 下简称行动党) , 

其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到底和欧洲的"第二条道路"有什么

异同点?它在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社会里又面对哪些困难和挑战?它

对马来西亚的国家建构发挥过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本论文关心的核心

议题。

其实在1966年行动党建党之前， 1950年代的马来亚也曾经出现走

1l.根据社会党国际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直至2003年 10丹它在巴西召开第廿二大为

止，全球共有一百六十六个政党和组织是该国际组织的成员，遍布世界五大洲的一

百二十二个回家和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力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纭。

12. 学界在冷战期间对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马来亚共产党和马

来民族主义执政党一…巫统的动向。随着马共的式微，冷战的结束， ~臣统及其主导

的国阵(包括其领导人)更成为考察的重点。"安华事件"和 "9 . 11事件"爆发

后，因应国际和区域反恐的需要，崛屈的回教党遂引起学界关注。至于对马来西亚

华人政治研究，一直有重历史、轻现状之势。以华人为基础的宪政左翼反对党，依

然还是马来西亚政治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马来亚劳工党 (The Labour Pa吗r of Malaya) , 

它在1952年创立， 1966年被社会党国际 (Socialist Intemational) 开

除， 13 1972年宣告解散。劳工党从最初的亲殖反共，逐渐蜕变成为反

殖亲共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最后因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转

型为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极左翼政党。 1967年后，劳工党在华文教育

派极左分子的主导下，回过头来批判社会民主主义，鄙视议会民主路

线，甚至有少部分的党员直接参与马来亚共产党南下突击队的游击战

斗。 14劳工党廿年的斗争，正值马来亚独立建国初年。以巫人全国统

…机构 (UMNO，下简称巫统〉为主干的联盟政府，因遵循冷战反

共的国际战略，对于劳工党所开展的"反帝、反殖、反封建、为实现

民族民主革命，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路线"给予强力的镇

压，导致劳工党的组织力量受到致命的打击。外在白色恐怖的高压政

策，激起该党强硬路线的抬头，造成温和的费边主义派系受到激进毛

派的批判。劳工党在"纠正右倾"的内斗过程中，甚至采取了盲动冒 J 
进的步伐，夸大群众斗争的作用，终于作出杯葛1969年大选的错误决

定。 15选举后的第三天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暴动一一 "5 • 13事

件"，马来西亚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议会民主停止运作将近两

年。而巫统的激进派则趁 "5 • 13事件"引发了一场"准政变"，推

翻了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

尔后由敦·拉萨 (Tun Abdul Razak) 接任首相，并将联盟扩大为国

民阵线 (Barisan Nasional，下简称宙阵) ，收编了其他反对党，调整

了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方针，推出了廿年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

13. 马来亚劳工党被社会党国际开除的原5日，主要是该国际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劳工

党九成被共产党渗透，同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无异。此外，它的宣传与共产党的

宣传亦无法区别。"引自Alex Josey, Asia Paci万'c Socia/ism (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3), p.18. 

14. 陈松沾: <没谈意识形态与劳工党的斗争) ，发表于"东南亚华人所面临的挑

战"国际研讨会之大会论文(吉隆坡:星洲日报2001年 12月 6 日) < http://soc.sin

chew斗.com/special/seachinese/) 。

l归5.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秘书处: <坚决抵制伪"大选

{修摩正主义和拉、李反动集团) ，见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年… 1972

年)沙) (宙隐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 20∞01年) ，页67竹7嗣8盯3 。

0970-1990 )。

前身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吗r) 的民主行动党，

建党于1966年3月 18 日。 1965年，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困在各民

族权利平等的政见上严重分歧而导致新马分家。人民行动党遗留在西

马半岛的领袖和党员，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西亚"理念而重新注册为民主行动党。该党一方面被右派的巫统视为

延续李光耀挑战马来人特权的新加坡代理政党，另一方面则被极左派

的劳工党，视为"英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儿子"，并被扣上"反动、冒

充的左翼政党"及"人民行动党化身的机会主义者"等帽子。 1969年

大选后，行动党崛起成为代替劳工党在马来西亚作为合法左翼的政治

力量，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廿年期间，行动党严守岗位，

成为国会内坚持不参加国阵的在野党。除了 1999年的大选， 1969年至

2004年的大选，行动党一直是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中的最大反对党。

卅载以来，行动党对于监督和制衡阁阵政权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特

别是在反对民族问化、揭露政府弊案、促进社会开放和守护公民自由

权方面，行动党的角色不容抹杀。

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行动党坚持要求三大民族权利和义务平

等，反对巫统"马来人至上" (Ketuanan Mela归)的种族主义路线，

虽深获城市和新村中下阶层华裔选民的支持，但这个主张打破种族樊

篱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回亚"纲领，却吊诡地成为行动党在华人社

会颠地为牢的政治符号。

就理论概括而言，从 1960年代末→直到 1990年代初，行动党

和巫统的政治角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来西亚国民"身份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政治论述的竞争，盖双方对独立建国后的"民族

主义"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属于右翼的巫统，以强悍的马来民族主义

和后殖民论述，将人民行动党延续到民主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

来西亚"论述，当作是英殖民主义者蓄意扶持新马华人的精英分子，

以用作挑战"马来人至上"的一个外来意识形态( an alien ideology )。

另一方面，以华人为主的激进劳工党(受中共和马共影响) ，联网马

来左翼的人民党 (PRM，受印尼苏卡诺影响)筹组了社会主义阵线



(Barisan Sosialis，下简称社阵) ，它们誓言要"解散马来西亚"，以

拒绝西方新殖民主义继续钳制一个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故此， "马

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被社阵看成是行动党蓄意突出民族矛盾来转移

阶级矛盾的机会主义论述，用来证成极左派对社会民主主义投降路线

的批判。所以，行动党在建党初年，就是处于"联盟政府的种族性右

派"和"受外国鼓舞的反马来西亚的左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16

这一个意识形态论述的对峙，来自右翼方面一直保留至今，但来自左

翼方面，随着马共没落，社阵解散，劳工党注册被吊销，人民党晚期

并入国民公正党 (KeADILan) ，其论述才出现新的变化。

1999年大选，因"安华事件"的冲击，马来社会出现空前严重的

分裂，泛马回教党 (PAS) 伺机吸纳了反对马哈边的马来选票，瞬间

崛起并取代行动党，成为留会第一大反对党。而行动党、回教党、公

正党及人民党在1999年大选前所缔结的替代阵线 (Barisan Altematif, 

下简称替阵) ，在选举后不断发生意见分歧。回教党强硬的原教旨

义施政(该党执掌吉兰丹和丁加奴两州政权) ，让坚持世俗民主

的行动党，面对非回教徒社会时十分尴尬，最终导致行动党退出替

阵。 "9-11事件"的爆发，更加速了回教党的激进姿态，马来西亚

的政治生态开始进入困教党和巫统之间"回教国模式"和"四教化政

策"竞争的新保守时代。 17进入21世纪的行动党，遂定位在既不认同

巫统的马来种族主义，也不支持四教党神权政治的"第二条道路"。

而公正党和人民党则在替阵内延续了早年社阵对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批

判，指行动党蓄意突出"世俗民主"是要转移人民反对国阵霸权的视

线，甚至指责行动党在 "9 • 11事件"爆发后退出替阵，是机会主义作

祟，破坏了替阵团结，间接协助巫统在2004年大选收复失地。

由是观之，行动党的"第二条道路"从昔日被华、巫左右派围

剿，发展到今天被马来民族主义和回教原教旨主义夹击，都是因为民

16. <文良港3宣言)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动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 (八打灵再

也:民主行动党， 1993年) ，页 161-20

17. 林吉祥: (不要929) (吉隆坡:民主行动党中央宣传局， 2002年) ，页卜3; 1 卜

12 。

族、文化和宗教论述遮蔽了阶级、世俗和民主主义的论述，这不仅与

欧洲古典的"第二条道路"面对左翼共产党人和右翼保守主义者夹击

的政治处境有所不同:也和纪登斯晚近所提倡"超越"传统民主社会

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中间偏左" (left of centre) 的路线有明显区

别。故有论者认为， "第二条道路"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上是不能

成题的，因为自 "5 • 13事件"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只是在种族

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左右对峙。加上1989年马共宣

告结束武装斗争，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左派"和"右派"的分野，所

以"第二条道路"在马来西亚不仅无法定位，即使从西方引荐进来，

也会"水土不服" 0 18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社会、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现实状况，肯定会孕育出不同的"左

派"，会因应不同的政治需求而进行不同的现代化反思。况且，属于

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向来都没有将某一意识形态僵化地定于一

尊，以作为其他政党实践的绝对标准。所以，英国新工党的反思和再

造，只能作为其他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参考实例，而不是唯一遵照的道

路和模型。鉴于此，纪登斯在2003年，也决定将"第三条道路"扩大

成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他称之为"新进步主义" CNeoprogressivism) , 

以纠正"第三条道路"被世人狭隘地标签为盎克鲁·萨克逊 CAnglo

Saxon) 式新左派之政治分析和政策决定。 19

香港左翼理论家鲁凡之曾指，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是社会党国

际在东方两个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之一:另一个是日本社会民主党。前

者也是现在举世唯一华人为主的具较大影响力的社会党类型政党"。 20

换言之，行动党作为社会党国际在亚洲的资深成员党，它二十八年来

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肯定具有独特的马来西亚色彩，甚至包括海外华人

的色彩。而这又和马来西亚具体的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

18. 濡永强: <第三条路的教战手册) ，见〈星洲广场) , 2001年9月 9 日。

19. 有关"新进步主义"的讨论，请参阅Anthony Giddens 时， The Progressive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之结论部分。

20. 鲁凡之: <南洋华人一一第三条路一一李光耀) ，见香港〈明报) , 2000年 12月

19 日。



文化息息相关。所以，马来西亚的"左派"和"右派"，必然与欧洲

意义的"左派"和"右派"有所不同，且这个国家的"保守"和"进

步"两大阵营，比欧洲壁垒分明的左右两派还要复杂得多。因此，要

界定一条马来西亚独特的"第三条道路"，不仅需要超越传统的左与

右，还要兼顾世俗和神权、阶级和民族、同化和融合这些巨大的矛

盾。

在纪登斯的领头下，学界自前正继续关注"第二条道路"和全球

化问题，并企图把二者综合起来，展开"全球第二条道路辩论" C the 

global third way debate) 0 21有关辩论大体上可分作南北两派，一是

来自北方发达国家的中左翼学者，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将"第二条道

路"的价值观，提升到民族国家以上的层次，贯彻在全球治理 Cglobal

governance) 的极架中; 22二是来自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他们重

视的反而是在相对落后的本土条件下，如何在亚、非、拉的民族国

家里，实践一个具有普世进步意义的社会民主价值观。 23诚然，迄今

对"全球第三条道路辩论"还是以北派研究的文献居多。本论文将从

南派的角度出发，以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作为分析单位，以试图丰

富学界就有关问题的讨论，一来可克服北派研究有"欧洲中心论"之

嫌，二来亦能为"新进步主义"的概念添砖加瓦。故此，在"全

球"及"本士"两个互动框架下对行动党进行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

均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研究范围和重点

本论文以行动党中央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尤其侧重于分析行动

21. Anthony Giddens ed., The Global Thβ'd U;告U"Debate(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黄瑞祺: <纪登斯现象) ，见纪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 {民族…一国家与暴

力} (台北:左岸文化， 2002年) ，页XVo

22. David Held, "Global Social Democracy", in Tbe Progressjve Mani她写to， edited by An

thony Gidde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月， pp. 137-172. 

23.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The New Left Viewed from the South", in The Global 

Thjrd 怀告U" Debate,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p. 

358-37 1. 

党在西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对于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和砂拉越两州，

以及对该党的次级单位如州委员会、妇女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着墨不

多。本论文总共分成八章，最后一章为结论，其余七章的研究范围主

要如下:

第一章探讨研究行动党的理论意义、文献回顾和概念框架。

第二章主要是追溯行动党在建党之前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从一

战后马新左右翼对争取国家独立和建构民族认同的脉络中，来理解马

来亚共产党人、民主社会主义者及马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角力。

这些历史宿怨和意识形态分歧，决定了马新分家后，遗留在西马来半

岛的行动党人自后庚续"第三条道路"的斗争时，所面对的挑战和考

验。换言之，不认识这一段历史背景和时代变迁，就无法理解1960年

代后期行动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坐标。

第二章员。专注讨论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渊源、特征、发展和修正。

它主要可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是研究自欧洲工运分裂所发展出来的民

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东南亚民主发展滞后的国度里，历经了哪一些修

正和调整，又信守了什么原则和价值，才能崛起成为一般重要的政治

力量。行动党的《文良港宣言》和林吉祥对马来西亚民主社会主义的

诠释，成为最重要的研究文本。再来是分析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迁

回路线"及"宪政民主"如何影响行动党的政治纲领和日常实践:接

着是剖析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诉求，对建构一个"国

家民族" C state-nation) 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在挑战巫统的"马来人

的马来西亚"和马哈边的"马来西亚族"时发生了什么新变化。最后

是考察行动党在马来西亚回教化国策的洪流中坚持"世俗民主"的重

要意义。行动党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里捍卫"政教分

离"、 "现代性"和"多元主义"，注定了连最开明的马来知识分子

都视其为"世俗原教旨主义"。从行动党参加替阵到最后选择孤军奋

战，在在突显它在守护非因教徒国人的宪赋权利与争取马来人支持两

者之间的巨大张力。

第四章进入对行动党政策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元政

策"、 "总政策"和"基本政策"三方面来分析。在"基本政策"的



范畴内，可按具体内容再划分为"政治民主"、 "经济民主"、 "族

裔民主"、 "文化民主"、 "社会民主"及"国际民主"六大领域。
这有助于理解一个威权国家里的左翼反对党，其政策的制定和提出、
修正和翻新、被认可和被拒绝，对长年执政的国阵政府到底发挥什么
影响，以及对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之民主化和现代化产生什么作用。

本章也将行动党的政策内容对照英国"社会民主之更新"，提出了新
的发现和见解。

第五章是分析行动党的组织架构与权力运作，它是从"政党作
为组织" (parties as organizations) 来着手研究，关注的是"组织

动力"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而非"竞选动力" ( electoral 

dynamics) 。对于"组织动力"，笔者借鉴了著名的德裔政治社会学

家罗伯特·米歇尔斯 (Robert Michels) 所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
他on law of oligarchy) 作为参照系，考察了行动党的组织架构、决策

核心、权力运作、经费来源、党纪维护和基层党员的构成等等，采取

的研究路径基本是从内环出发 (intemalist approaches) 。此外，笔者
亦透过行动党组织部电脑所运算出来的第一手数据，勾勒出行动党从
1966年到2003年的党员成分，这是前人研究所不曾取得的成果。

第六章是以行动党的派系政治( factional politics) 为脉络，来探究
该党的灵魂人物林吉祥到底是如何从党内崛起、如何晋升领导核心、
如何巩固权力、如何排除挑战者，又如何培植儿子林冠英接班，以致

让人普遍抱有"林吉祥就是行动党"及"行动党就是林氏王朝"的刻
板印象。本章特此选择了七宗派系个案，从中观察林吉祥对权力的行
使、对领导地位的巩固及对党内决策的影响，以试图理解一个长年居
于第一把交椅的党魁，是怎样领导一个长年同执政无缘的在野党。笔

者期望透过解释林吉祥的派系行为，分析林吉祥的治党手法，能更客
观地认识和评价林吉祥对行动党和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的功过。

第七章是分析和叙述行动党的议会斗争史略。笔者透过观察该
党曾参加过九届全国大选和→些比较重要的补选，来剖析它所应用的
选举战略和战术。简言之， "将政治带回来"，是为避免低估政治行
动者进行战略和战术选择的可能性，也让后人不能完全将政治改革的

滞后归咎于结构遏制的"宿命论"。本篇引用了行动党大量的原始资

料，如该党领袖平日应对政敌的文告、演讲和国会演词，该党在临近

大选前的形势分析，竞选拉票期间分发给选民的文宣品，以及大选过

后该党的检讨报告等等。再者，笔者亦援引当局所公布的选举数据，

以及参考报章和学界的评论，来再现每一场重要选战的具体过程和结

果。笔者认为，以叙事的手法，辅以必要的分析，才能最有效地道明

战略和战术的应用，如何让"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极限来突破"结构

的制约"。本章是"议会斗争史"而非"选举史"研究，更不是政治

学专业的"选举研究" (election studies) 。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第六和第七章对比其他章节的篇幅要大得

多，这是跟研究的重点息息相关的。如林吉祥担任行动党秘书长一职

长达三十年，许多重大的派系斗争个案林都涉及其中，是一个无法绕

过的关键人物。只有充分利用所发掘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能说明林

吉祥治党是如何影响了行动党的党内民主和马来西亚民主化的历程。

第七章则处理行动党三十八年来的宪制斗争史，作为社会民主党研

究，议会道路而非武装斗争可谓研究的重中之章，并且每一届选举都

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变迁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笔者试图从掌握的大量

原始素材，铺排出一个较清晰的历史画面，来说明朝野政党是如何发

挥战略和战术来竞逐权力。换句话说，这两大环节的研究，确实需要

依赖大量原始资料才能充分说明问题。

(囚)文献回顾与评析

新加坡学者何启良曾说: "对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分析和研

究，在马来西亚或圈外，皆…直缺乏有系统的整理，除了少数学者的

著作之外，大部分的分析工作都落在大众媒介的肩膀上。总的来说，

我们对大马政治反对势力的了解，只能算是初步而已。" 24 

24. 何启良: <政治反对在大马一一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 ，见何氏编著: (当

代大马华人的政治省患) (宙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4年) ，页69-80。



首先，撰写行动党课题的非学术著作，计有描述行动党派系斗

争的《行动党大风暴)) 25和叶锦源的《行动党的丹绒三役)) 0 26这类

文献的撰写动机，是为挖掘行动党派系之间的所谓"内幕消息"，真

知灼见和恶意谩骂交织在一起。它们作为洞悉该党内部运作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但作为严格的学术考察则不能入格。在同类文献中比较

引起学界关注的著作，为行动党的前政治教育局主任柯嘉逊博士所出

版的《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0 27该书披露的内容，主要

是针对行动党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林吉祥的威权领导及该党的派

系斗争作一个清算式的批判，可谓一个激进左派的文本。柯书对往后

英语学界判断行动党之路线和林吉祥的领导，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

John Hil1ey的《马来西亚:马哈油主义、霸权与新反对派》一书，对

于行动党部分的政治分析，就几乎全盘采纳柯氏的意见， 28这构成John

Hi1ley对于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反对马哈油"文化霸权"的预测方面，贬

低了行动党的作用，反而以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及新社会运动的经验出

发，夸大了它们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影响力和草根组织的动员能力。

间接论及到行动党的学术著作，在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内，属于

新马克思主义 (Neo翩Marxism) 进路的文献，较具代表性的有Hua Wu 

Yin在1980年代出版的《马来西亚的阶级与种族主义:在一个依附资本

主义国家的政治》。该著作使用依附理论 (Dependency Theory) 来解

释马来(西)亚在战后的新殖民地社会中的阶级和种族问题，焦点虽

是批判中心和边醋的资本主义之剥削性，但他也责备"行动党是一个

延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机会主义地拥护非马来人之权益而煽动种族

主义火焰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 0 29然而，通盘阅览Hua的论述，

25. 厨少龙、江报旋编撰: (大风暴一…民主行动党的危机) (吉隆坡:出版社不详，
1980年)。内容主要是挖掘行动党在1981年初，因一场补选的失军11，而引发所谓秘
书长林吉祥支持英文教育源流的领袖、排挤党内华文教育服领袖的内幕。

26. 叶锦源: {行动党的丹绒三役) (槟城:叶锦源自资出版， 1995年)。

27. Kua Kia Soong, lnside the DAP(1990-1995) , (Kuala Lumpur: Kua Kia Soong, 1995). 

28. John Hilley, Malaysia:λ必hathirism， Hegemony and the New Opposition (London: Zed 

Books, 2001), pp. 234-36. 

29. 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London: Zed Books, 1983), p.1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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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行动党的定性分析却没有建基在具体史实上，且有不少牵强附会

及自相矛盾之处。 Hua的研究进路，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样，

旨在寻找马来西亚族群矛盾背后的阶级利益和国家介入。这虽然是一

种新尝试，但是笔者以为，左翼学界有"泛化阶级解释…切问题"的

毛病，导致他们的研究对族群问题的自障。至于就具体问题的分析，

Hua和John Hil1ey对行动党的观察，主要是依据英文材料，但是英文报

章在马来西亚长期受到执政当局严控，导致讯息量十分之少。中文报

刊对行动党问题的报道和评析，几乎完全不曾被以上左翼学者引用。

这无疑削弱了他们对史实状况的理解，在判断问题时加重了对西方激

进左翼范型的依赖。

此外，因在政治坐标上较社会民主主义更加激进而对行动党采取

批判的文献，也散见在向往公正党所鼓吹的激进街头路线的学运分子

和少数新闻从业员所主持的小众刊物和网站中。如黄永安的《行动党

在世代更新的联系迷失》就是典型以宗派主义出发的观点。 3。这一类

文献，它们没有固定理论，从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都有，可以作为理解"安华事件"爆发后，极少数的所谓"马来西亚

华人新生代"对本土激进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参照点。至于要洞悉马

来西亚的"老左派"，即当年劳工党的华文教育激进分子指责民主行

动党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孪生的机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恩怨，间接

的文献(如涉及李光耀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斗争)有李光耀的回

忆录(上册) ((新加坡的故事》、 31Alex Josey撰写的《李光耀:新加

坡的斗争)) 32及民主行动党第一任秘书长蒂凡·那 (Devan N air )为

人民行动党威权政治辩护而编辑的《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道

路)) 0 33当然，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所编著的《马来亚劳工党斗争

30. James Wong, "DAP's Missing Link in Generational Renewal" in Analysis Malaysia, 

issue 14, 200 1. 

3 1.李光耀: <新加坡的故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年)。

32. Alex Josey, Lee Kuan Yew: The Stn昭jeFo~Singapore(Si吨apore: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 1980). 

33. Devan Nair, Soci剖Ism That ~乎包'rks: The Singapore ~协~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

tions, 1976). 



史》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34

另一方面，采取自由民主进路 (liberal democracy approach) 或
多元主义进路 (pluralist) 的研究者，他们从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

出发，分析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民主运作、政党政治、族群矛

盾、政治精英、行政官僚、国家机关、公民社会、政治动员及对历届
选举结果。不论是在纵向或横向方面，这些研究部难免会触及对最大
反对党一→行动党角色的考察。基于文献数量相当庞大，那些只是描

述行动党背景资料的文献，就不在此评论。笔者只评析聚焦在研究行

动党的文献，如在英文学界方面，开创研究行动党先河的是Michael
Ong的《民主行动党:重申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一个个案)) 35及

《民主行动党与 1978年大选)) 0 36Michael Ong的研究，主要是专注在

考察 1960和 70年代的行动党，如对于该党参加 1978年选举的过程和
结果，就有十分细致的观察，同时也确实道出了行动党的结构性缺
陷一一无法吸引马来人的支持。而其研究缺点是没有参考华文报刊的
材料，这是作者语言背景的限制所致，导致无法更细致的观察行动党

的运作及它在华人社会的影响。 1970年，马来亚大学学生Chin Fook 

Kiang的毕业论文《对民主行动党在 1969年大选的分析)) 37只是对行

动党参加 1969年大选的背景描述，称不上是深入的研究分析。 Chew
Huat Hock的《民主行动党在后1969年的马来西亚政治:一个坚决反对

党的策略)) , 38则分析了 "5 • 13事件"后行动党所面对的艰辛考验。

34. 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年一 1972年)) (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
党史工委会， 2001年)。

35. Michael 0吨，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句 ofMa1aysia: The Case fi.缸O时'[aM她'a1a啊ar.
Ma1aysia Restated, M.A. Thesis , La Trohe University, 1969. 

36. MichaelOng忽'

Poli忧"ti与旨白臼7刀巧's and t的力e 1978 E1ectioL几1ι" edited by Harold Crouch, Lee Kam Hing and Michael 

Ong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pp. 137-75. 

37. 仁、lÎn Fook Kianl宅、 An Analysis of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n the 1969 Genera1 
Election, Graduation Exercise , University ofMalaya, 1970. 

孔孔. Cl飞民巳恻~WHl咄咀G巳也:k， D、， Democ叫Aω山币nP.巾PO削s挝t幽:..1凹9(f_ω9Ma油1a呐J
ofaDete.旷Tmined Oppos刃'iti加.on， M. A. Thesis ,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Statish Kumar的《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 1969-1978)) 39及

Lee Kam Hing的《马来半岛华人政治的三种道路:马华公会、民主行

动党与民政党》等研究，主要都是论述1980年代以前的行动党活动，

关注重点是行动党和其他两个国阵华〔人〕基(础) 成员党之间的竞

争。 40值得一提的是， Khong Kim Hoong的《马来西亚1990年大选:

延续性、变迁和种族政治)) ，将行动党所获得的支持，总结出五大原

因，即行动党依靠的是"失望"和"反建制"的选票、反对同化的非

马来人社群、社会流动受到政府政策阻碍的下层阶级、争取廉政和公

信力及反对政府过度的回教化政策。 41除了MichaelO吨，前述文献都

是依靠报章上的公开材料来研究，对于理解行动党内部的真正运作，

无疑有一定的局限。

祝家华的《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 42及何启良的《政治反对

在大马一一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 43算是马来西亚华文学界

自由民主进路阵营中的佼佼者。两人的研究，在核心环节上均论证了

行动党的政治路线及林吉祥个人的奋斗在推进马来西亚民主化方面的

贡献和局限。祝家华认为， "林吉祥可归为马来西亚政治历史上的重

要人物。更确实地说，他是独立后政治反对运动的先驱者，没有林的

出现，马来西亚政治反对运动将黯然失色"。而何启良的观察， "在

要与国阵政府作政治抗衡，和要达成使国家建基于 4非种族主义'的

实质目标这两项前提下……这种抗衡必定导致种族政治的矛盾，而非

39. Statish Kumar, DemocraticAction Party in A必1aysian Politica1 Scenario: 1966-1978. B.A. 

Academic Exercise on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8/79. 

40. Lee Kam Hing, "Three Approach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n Chinese Politics: the MCA, 

the DAP, and the Gerakan", in Govemment and Politics of儿la1aysia， edited by Zakaria 

Haji Ahme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1 幽93.

41. Khong Kim Hoo吨， Malaysia ~ Genera1 Election 1990: Continuity， αal1ge and Ethl1ic 

Politic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1), pp. 37-39. 

42. 祝家华: <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 ，见何启良主编: <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

人物:政治篇"医政与流变"}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03年) , 

页279-3130

43. 何启良: <政治反对在大马一…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 ，页69-800



阶级政治的矛盾" 0 44由此可见，采用自由民主进路的中文研究者，

会比采取新马克思主义路径的英文研究者更能看清行动党的处境，这

不仅是华文材料运用上的优势，更袁耍的是，自由民主进路高度关注

的是战后马来西亚民主化过程中的种种变项，以及这些变项对政治反

对派的制约。比如何启良对阶级分析在多元民族国家的适用性就提出

了置疑。笔者以为，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

解释，者泛化地套在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像马来西亚那

样政治民主化不彰，民族问题纠缠不清的社会时未必就…定有效。然

而，自由民主的研究范式，却有一个方法学上的短处，就是不甚重视

对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考察，而这恰恰是研究任何左翼政党所

不能避开的重要环节。故此，笔者主张，在自由民主进路和新马克思

主义路径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互相解释，才是

透彻认识行动党所开展的政治反对运动的关键之匙。

除了政治学界有左右两支队伍，历史学界、人类学界及国际工

运界也投入许多心力，以科际整合的手法，来对东南亚/马来(西)

亚华侨/华人问题、战后东南亚/马来西亚的民主化问题、东南亚/

马来西亚的共产党及劳工运动等问题作了大量研究。这些文献，其

中有不少涉及行动党背景的综述，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对行动党

加以"深描"，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文献的最大价值，在于协助我们理

解二战后东南亚区域内一个多元民族囡家里的非马来人(特别是华

人) ，在以马来人主导的政权之高压统治下，数十年来如何进行反对

民族同化和阶级压迫的政治抗争运动。只有将行动党放在这个具体的

历史情境 (historical còntext) 中，才能发现及省思"第二条道路"是

如何竭尽所能地发挥人的能动性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作用，以及它所

面对种种不利的结构性制约。

作为奉行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平斗争的关键乃是平与

日做好理念、路线和政策的宣传工作。所以，行动党卅多年来的许多

出版品，如四种语文的党机关报一一《火箭报)) (The Rocket) 、党中

44. 向前书，页73 。

央宣传局的大量文宜册子、历届大选的竞选宣言、个别领袖的政治文

集、国会及州议会议员的演讲稿件、行动党网站所发布的讯息，加上

各大语文报章(包括后期的电子报)和杂志的报导，这些公开的庞大

讯息量，都是研究行动党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资料。此外，还有

一些只供内部流传的文献，如历届党员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央执行委

员会的会议纪录、党中央辖下各个局、委员会、小组的工作报告、选

举后的党内检讨分析，以及纪律委员会的信函等等，这些外界所无法

接触到的内部档案，都是笔者引用和分析的重要文献，其珍贵的历史

价值也就不言丽喻。

到目前为止，行动党正式出版的党史，只有《行动党25年奋斗

史)) (中、英文两个版本) 0 45这是由当年的政治教育局主任柯嘉逊博

士，以〈民主行动党1966-82的史论)之文本为依据， 46经扩大补充后

所撰写的一部党史。遗憾的是，该部党史写得十分粗造，连数据排列

的工作都有不少遗漏和错误，是不折不扣的政党宣传品，毫无学术价

值可言。 1993年，行动党庆祝建党廿五周年时，曾经汇编了一本文献

特刊，以四种语文的形式，收录了该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应政治

形势变迁的需要而颁布的六份宣言。 47这些宣言反映了行动党的基本意

识形态、路线和政策，是研究行动党历史十分重要的材料。另外可供

研究行动党在建党之初的意识形态专书，是由西德社会民主党属下的

Friedrich Ebe时 Stifung基金会赞助、 Alex Josey编写的《亚太地区的社会

主义)) 0 48该书收录了包括民主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和亚太地区其他社

会党及工党的领袖，在1972年5月 1 日赴新加坡参加社会党国际亚太局

会议时所发表的工作论文。其中林吉祥提呈了题为(马来西亚的社会

主义与未来)的论文，概括出在一个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多分化

45. DAP, 25 Years ofStrllggJe: MiJestones in DAP品~t01y(Petaling Jaya: DAP, 1991); 民

主行动党编: {行动党25年奋斗史}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觉， 1991年)。

46. 有关文本收录在民主行动党编: {丧主行动党15属年纪念特刊} (八打灵再也:民

主行动党， 1982年) ，资52-74 。

47. 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动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觉，

1993年)。

48. Alex Josey, Asia Pacific Soci注Jism (Sìngapore: Asìa Pacìfic Press, 1973). 



的亚洲社会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比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种纯为公

正地分配经济果实的斗争要复杂得多，所以需要发展新的社会民主理

念和价值来适应亚洲的土壤。 Alex Josey在书中除了对1960年代的亚太

区社会主义运动之发展形势做了详尽的分析，也解剖了 1962年在马来

亚吉隆坡召开的"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如何被共产党渗透，是我们理

解战后新马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何同共产党人较量的重要参考文献。

任何考察行动党历史的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就是该党灵魂人物

林吉祥所撰写的大量文献。林在卅余年国会议员的公共服务生涯中，

共出版了二十九本政治论集。他的作品主要是政治文告、国会讲词、

群众集会演讲以及对国家特定议题的回应和分析。这些专著也是研究

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或林吉祥个人历史最丰硕

的基本材料。然而目前在学界，有系统地引用林氏文集来考察行动党

问题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学界引用林氏的著作，多为批评马来西亚政

府的施政，这可以说是一项吊诡。林吉祥卅多年来的辛勤笔耕，堪称

是记述行动党斗争记录最庞大及最宝贵的资产之一。然而，鉴于马来

西亚威权的政治环境，林氏撰写的许多文告，是不获马来西亚传媒公

正处理的。他的国会演词，触及政府要害的所谓"敏感内容"，在各

语文报章上也经常被封杀或删剪，只有国会下议院的会议记录和行动

党总部的资料室存档，才能找到"全文"作参考。而笔者是透过后一
种渠道来翻阅林吉祥的重要文献。

尤有甚者，研究行动党其他中央委员之著作，也是理解该党政治

理念和实践的重要文献。如行动党在1969年大选前夕出版的第一本论

集《若马来西亚死亡谁将存活:民主行动党为一个多元民族社会的斗
争)) , 49就收录了行动党首任秘书长蒂凡·那的国会演询及其他中央委

员的重要文章。该书的序言，更邀得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

家魏利·埃勒 (Willi Eichler) 撰写。尤有甚者，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

团和妇女组领袖所出版的政治文集，围绕在民主人权、国家文化、华

锦.D阳、 WhoLÍVes Jf Malaysia Dies? The DAP Case For A Multi-Racial Sociezy(Pe1飞说吨
Jaya: DAP,1969). 

文教育、选举检讨及党内改革等诸多议题的论述，亦可归类为研究行

动党的重要参考资料。

行动党在1994年庆祝建党廿八周年时，曾举办一项"政治时势评

论奖征文比赛"，并将得奖的论文结集出版为《行动党的民主政治改

革与希望)) 0 50其中最具有参考价值的论文，计有祝家华的(要争朝

夕，也要争千秋:改革与希望的政治)和王琛发的(民主行动党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他们的研究道出了许多值得省思的观点。比如，

祝家华提出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的理论来说

明行动党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要取得民主突破，就得考虑和其他反

对党结成政党联盟，以及采取"州包围中央" (和毛泽东"农村包围

城市"及台湾民主进步党"地方包围中央"的部署相同)之竞选策

略。其实，这种战略考虑一直是行动党内部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此

外，祝也建议林吉祥应该将"个人魅力"转化为"组织权威"，以克

服领导人凋零后产生的组织停滞危机。而王琛发贝。透过左、中、右各

股意识形态的比较，结合对马来西亚独立初年政治现实的考察 ， i正成

行动党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玉的论

述在抽象的层次，调和了逻辑和历史的解释，突破了前人将行动党设

定在种族框框内研究的套路。

另，作为行动党的主要政敌，尤其是马华公会 (MCA) 和民政党

(GERAKAN) 的文献，如报章文告、领袖言词和文宣小册子等，都

是笔者在叙述行动党议会斗争史略中所参考的材料之一，它对于理解

行动党如何制定选举战略和战术方面尤其重要。

综合前人的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得知，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政治立

场的预设，往往影响了研究者的视域和评价。研究人员语文条件的局

限，则难免会构成认识上的某些目障。资料掌握不充分，很大程度上

导致具体过程的描述和结论都可能出现误差。此外，在马来西亚威权

的政治条件下，行动党基于自我保护的缘故，许多内部的具体运作和

50. 民主行动党: {行动党的民主政治改革与希望}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觉，

1994年)。



决策过程，往往不会主动向外彰显什么"透明度"。故此，笔者敢大

胆地说，前人的研究，作为认识一个整体 C totality) 和真实的行动党

而言，还有一段甚远的距离。鉴于笔者曾担任行动党两任秘书长(林

吉祥及郭金福)政治秘书及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总秘书的独特身份，

让笔者不仅有机会对行动党进行设身处地的考察，同时有管道翻阅所

有不曾对外开放的档案资料。这些人脉关系也让笔者平日能对许多资

深元老和中央领袖进行深入与赤诚的沟通交流，从中掏取一些没有文

献档案记录的历史。这对于近距离和参与式观察方面确是难得的研究

优势，但也容易因为政治立场和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祟，影响了对研究

客体的公正判断。这一点笔者是充分意识到的，唯有时时刻刻自我提

醒，务必尽可能在下笔时尊重史实和不违背史德。

(五)研究路径和概念框架

笔者以为任何研究进路的逻辑背后，都蕴涵某种意识形态的预

设，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价值中立 C value-free) 。就马来西

亚政治问题的研究，传统上均以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两大路径为

主，而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研究，正需要一种超越左和右的新混合进

路。 51事实上，行动党处在一个以马来人霸权宰制的多元民族社会的政

治体制中，政治结构对于其斗争的能动性有过多的制约，导致其社会

主义政党的属性无法充分彰显。但也因为这一点，反而让它能避开马

来亚劳工党的命运，在极度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由此，纪登

51.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和实践向来都是以混合"第一条道路"和"第二

条道路"的长处为特征，如对"市场"和"计划"此消彼长的争论就采取务实的"混

合经济"，在"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就采取"透过平等争取自由"的方法来

调和。既然如此，研究社会民主党，照理也应该呼唤"混合进路"，才能在诠释上找

到最合适的切人点。而纪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从IEI式民主社会主义相新自由主义
之间所开出的"第二条道路"典范，正是一个值得重视租借鉴的研究进路。 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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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 C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52恰恰是解释行动

党历史的最好参照系。
纪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目的是要克服传统社会理论上的一对矛

盾，即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整体论和个体论、决定论和唯意志论

之间的二元对立。他以"结构的二重性" C duality of structure) 来

说明"行动者" C agent) 或"能动性" Cagency) 与"社会结构"

C social structure) 之间的互动性。纪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一方面反对

结构决定论只注重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对行动者的制约

性，轻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反对主观主义的社会理论

在强调行动者及其行动之目的与动机时，经常忽视了对历史进行制度

性或结构性的整体分析。 53所谓"结构的工重性"，这个概念假定社

会结构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结构不是独立于行

动者之外而存在的，而是内在于行动者的实践中， 54并且反复不断地卷

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所以纪登斯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兼有

使动性 Cenabling) 与制约性 C constraining ) , 55即结构不仅仅消极地

限制行动，而且积极地使行动成为可能。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

人所具有的"行动的理性化" C rationalization of action) 和"行动的反

思性监控" C 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 能力，使得我们可以认识

自己的行动、测定自己的行动、监控自己的行动，并期望知道别人对

自己这些行动的反应如何，问时习惯地力求了解自己得以在期中活动

的社会与物质环境。由"行动的理性化"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所

52. 有关structuration-词的翻译，在此摘录中国学者李康的意见:
概念。他的论述中有两个词与此有关: ‘ stmcturation' 和‘ stmctur-ing' 。前者是

纪登斯的概念〔但并非他菌创，比如古尔维奇 (Curvitch) 就使用过 J ，而后者仅仅是
一种用法。准确的译法是将后者译为‘结构(化)形成的过程，但在具体行文中经
常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有时将后者也译为‘结构化'或‘结构化过程'。
需要指明的是， ‘ stmcturation' 正是体现在‘ stmcturing' 上面。"转引自纪登斯

著，李康译: {社会的构成} (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页530-5310

53. 朗友兴著: {安东尼·纪登斯:第二条道路}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年) ，页 33 。

54.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泣。 ofthe Theoζ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Press, 1984), p. 25. 

55. 纪登斯著: <社会的构成) (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页263 。



构成的"实践意识"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使到行动者及其行动具
有"可认识性" (knowledgeabili守) ，即人是"有知识的行动者" 0 56 

纪登斯的理论，不仅打破了传统共产党人的"经济决定论"教
条，也扬弃了新左派对意识或文化革命的过度崇尚，更批判新老右派
对市场逻辑不能被干预的迷思。这种新视角对于认识→个遵循议会路
线的社会民主运动在主、客观两方面的互动是最恰当不过了。诚如行
动党人的奋斗历程，绝非消极、被动、毫无反思、没有选择、自无走
向地按马来西亚社会结构的制约而做出反应。事实上，它在过去三十
只年的社会实践中，证明了"人"作为历史舞台的"行动者"，是如
何理性地、有意识地、有战略地、竭尽所能地克服种种因经济基础的
落伍、政治体制的钳制、族群比例的不均、封建文化的束缚等客观结
构的障碍，循序渐进地以和平道路，推进争取民族平等、政治自卢布
社会公正的议程。

"混合进路"的使用，有利于对"第三条道路"做出一个整
体的勾勒。这是为了响应研究马来西亚政治现代化一→比任何单一
文明、单一族群的社会之现代化还要更复杂的多面向构体(multi栅
faceted nexus) →→的需要，以避免犯上单→因果解释论(mono-causal 

explanation) 的毛病。因为多元因果角度的解释，可以克服社会主义左

派只看到阶级剥削;种族主义右派只侧重种族同化:自由主义只强调
制度制约等片面深刻，但整体却有欠周延的研究缺失。

56. I~自特里克·贝尔特著，瞿铁鹏译: <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 ，页l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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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新"第三条道路"的渊源与屡续:

时代背景和政治变迁

(一)前富

民主行动党建党于1966年3月 18日，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浪
漫主义高涨的年代，是形形色色抗争运动崛起的年代，是左右对峙、

互不妥协的年代，是领袖不畏牺牲、群众敢斗敢争的年代。一句话，

那是"造反"的年代、 "革命"的年代。

在一个只看主义、不问实际的年代，讲求的是旗帜鲜明，而非策

略实效。那时候，政治立场非左即右， "第三条道路"吃力不讨好。

所以，号召"发动群众

甚至支持"人民起义"都是火红时代的主旋律。所谓"历史站在我们

这一边"、 "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信念，让非共的社会民主主义

者沦为共产党人和亲共派诅咒及英落的机会主义者。议会选举被看成

是"资产阶级用以粉饰民主的橱窗"，不论在欧洲、亚洲、非洲抑或

拉丁美洲，这种鄙视和喊打"议会迷"的左派幼稚病，比比皆是。

当然在马来西亚，情况也不例外。无庸讳言，民主行动党是马

新分家的产物，是新加坡在1965年8月 9日被逐出马来西亚后，遗留在

西马来半岛的人民行动党支部、领袖和党员，透过重新注册而获得庚

续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要理解这一股力量如何重建、如何兴起、如

何面对马来西亚在1960年代中旬的种种严峻考验，首先必须回到马来

亚二战后的历史场景，即从日本投降到英军宣布紧急状态，从右派筹

组"巫统一马华联盟"到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从新加坡人民行动

党和社会主义阵线的对峙关系，以及从马新寻求合并到最终分家等这

些重大的政治变迁中，来理解马新共产党人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

政治角力。它们必须在民族认同、国家利益、阶级意识及东南亚局势

的演变等方方面面来作出博弈，当中所涉及的铁与血、汗与泪，以及



许多迄今尚未完全解密的内幕，都是马来(西)亚现代史最扣人心弦

的篇章。不理解这一段历史背景，就无法准确把握马新分家后的民主

行动党，如何在过去四分一世纪所延续下来的历史脉络中，以非共的

社会民主主义旗帜向前迈进，继续和亲共的反国家主义者和反共的种

族主义者周旋到底。

(二)从日军投降到英军剿共 (1945年一194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三年八个月在马来亚的军法统治，给

各族人民带来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首先，日军的南下攻势，英军瞬

间的耻辱性溃败，在马新各族人民心目中， "西方常胜的鬼话永远被

戳破了 "57，这无疑唤醒了殖民地人民的政治醒觉，随之各股民族主

义浪潮澎湃汹涌，奠下了日后作为反对殖民、争取独立运动的基础。

其次，日军有选择性地对华人进行残酷迫害，然对马来人和印度人则

拉拢利用。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法，导致华人成为武装"抗日卫

"的主干力量，而马来军警则被利用来对付主要由华人组成的马来气

亚人民抗日军。另外，日本还扶持其反英倾向的马来民族主义运动。

日据期间，一批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领导人，更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力 i

量来达到马来亚独立之目的，而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日本人也

支持他们的准军事计划。 58 1945年，在耶谷 C lbrahim Yaacob) 和布哈

努丁 CBurhannudin AI-Helmy) 的领导下， "半岛印尼人联盟" CUnion 

of Peninsular Indonesians) 也宣告成立，其目标是透过争取马来亚的独

立，并与印尼组织联邦，最终实现"大马来由联邦" C Melayu Raya也

称作lndonesia Raya) 。但基于日本很快投降，这个计划也就流产了。

57. John F. Cady, The Hi挝0ζyofPost- 陈匀r Southeast Asi注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 

58. 如"拥腊的捍卫者" (Pembela TanahAir，简称PETA) 及"独特人民组织" (Kesatuan 

Rakyat Istimewa，简称 KRIS) 都是在日军协助下所成立的武装组织。具体分析请参

阅Muhammad Ikmal Said, "Ethnic Perspective ofthe Left in Malaysia", in 丹-agmented

的'sion: Cu1tllra/ and Po/itics in Contemporary A必/aysi泣" edited by Joel S Kahn, Francis 

Loh Kok Wah (Honolulu: Universi可 ofHawaii Press, 1992), pp. 262-3. 

简言之，马来亚华人的武装抗日，不论是倾向右派的国民党(如林谋

盛所率领的 136部队) ，抑或左派的共产党(陈平所领导的马来亚人

民抗 B 军) ，都是盟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上的一员。然而，马来民

族的亲日抗英，则将"大东亚共荣圈"看成是马来民族透过亚洲强大

邻国的协助，驱赶英殖民主义而获得民族解放的途径。这种"分而治

之"的手跤，给日后马来亚的族群关系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尤其华

巫二族对日据时代的史观，对战后政治秩序的重建，对独立后各族权

利的平等享有，对建国过程中公民身份的认同争执等问题，都产生莫

大的后遗症。

在日军投降后，英军登陆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走出森林，维持

社会秩序。然而，在这短短的两周内(从1945年8月 15 日到9月 3 日) , 

一些马来人声称受到抗日军的清算，他们如同日据时期的"华人汉

奸"那样，被抗日军的除奸行动所报复。有马来学者认为， "马来人

在华人的武装威胁下，感到十分无助和倍受欺凌"。"他们不仅被武力

攻击，甚至还受到当众鄙视和宗教侮辱。这是马来民族尊严受到共产

党华人"恐怖统治"的一次惨痛经验。 60就这一段历史的真相，众说纷

纭，来自日方、英方、人民抗日军及中国外交部的叙述和记录都有很

大出入。 61然而，华巫之间的族群关系经过这…次的暴力冲突后，留下

不可磨灭的敌视、猜测和仇恨感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此外，马共总

书记莱特(后被揭发是法国、日本、英囡三菌谍)因接受英国军管政

府的献议，于12月 1 日将人民抗日军解散，改以和平路线争取自治。据

称当时共有六千八百名战士交出各式武器共五千四百九十七件， 62在左

翼圈子中被看成是马共执行错误路线，错失了战后直接接收马来亚政

59. Ibid., p. 262. 

60. Cheah Boon Khellg, Red Star over Ma/aya: Resistance and Soci注1 Confll江 dllrÎng and 

aβer the Japanese OCCl伊ation， 1941-/946 (Sillgapore: Singapore Ulliversity Press , 

1983), p. 197; 23 l. 

61.有关各方不同的叙述和记录，请参朱自存: <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 ，见伺

启良及何国忠等合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 (吉隆坡:马来西亚中
华大会堂总舍， 1998年) ，页33喃350

62. 罗武编著: (玛来亚的反抗1942-1945) (香港:海泉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 

页 120-121 。



权，并宣布独立的黄金机遇。

10月 10日，即英国重返马来亚的一个月后，工党艾德礼政府宣布

即将在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邦" CMalayan Union) ，以便给予马来

人和非马来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对此，马来人作出激烈抗议，认为这

是民族尊严第二度受到严重的挑战。 63其实，战后工党政府的"马来亚

联邦"计划，是对战前英殖民地的民族政策的一大激进变革。旧政策

承认马来亚属于马来人，并赋予他们民族特权:新政策则被一些学者

形容为比较"自由"和更具"包容性"，是"鼓励和建立一种新的效

忠和身份特征，以及建立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64，因为公民权的授

予，是秉持出生地主义 Cjus soli) ，即非马来人只要在马来亚出生，

也将具备公民权资格。当然，在英国政府眼中，光复初期华人的政治

运动受到马共影响，将会在日后严重威胁马来亚的治安。所以，英国

政府也希望透过宪制改革，给予华人和马来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来

协助华人培养马来亚意识，这有助于引导各族人民走向自治和独立的

大道，是抗拒马共所提出的"八大主张"之最佳武器。 65遗憾的是，

华人社会对建议中的"马来亚联邦"反应冷漠，他们所关心的是国共

内战和中国政治的最新发展，期望早日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囡，所以他

们更热衷于保持华人的独特身份，要求实行双重国籍制。反观马来

民族，在"马来亚联邦"下的若干建议， 66以及英殖民政府要挟各州

马来苏丹签约以屈从该计划的手法， 67激起了马来民族主义的抗议浪

潮。 1946年5月 11 日，在柔佛州州、!务大臣拿督翁·查化 C Dato Onn bin 

63. Muhammad lkmal Said, op.cit , p. 262. 

64. H i11, Michael and Lian Kwen Fee, The Politics of入Tation B U1Jding and CÙizenship in 

Sing，々 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58. 

65. 陈剑虹: <战后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见林水模、骆静山合编: {马来西亚华人

史} (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 1984年) ，页94-5 。

66. 拟议中的"马来亚联邦"，将马来半岛上九个外|连同槟挪屿与马六甲并成一个统一

的中央政府，却将新加坡分割出来，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此外，各
州马来苏丹的权力进一步被剥夺，英派总督独揽大权。

67. 英即派遣Sir Harold MacMichael到玛来亚，任务是与各州苏丹离议签订有关"马来

亚联邦"新政郁的白皮书。他以个别谈判、各个击破的手法，威胁各州、|苏丹如果不

同意签约，则英国政府将以日据时期通敌罪来废掉他们，另立新君。

Ja'afar) 的领导下，作为一个动员马来社会反对"马来亚联邦"的总机

构一一巫统正式成立，迫使英国人不得不妥协让步，并在排除华、印

代表参与，只和马来代表以非常隐秘的方式重新研究制宪大计，最后

改以推出"马来亚联合邦" C F ederation of Malaya) 的新宪制方案。

要内容是:恢复马来苏丹的政治地位:英国派出最高专员取代总督:

收紧非马来人对公民权的申请条件， 68并指出公民权 C citizenship )不

等同于国籍 Cn剖ionality) ，也不能发展成为国籍。

此新宪制建议一出，华人社会哗然，开始群起抗议。同年12月

22日，在陈祯禄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包含左右派势力的"泛马

联合行动委员会" C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PMCJA) 。

不久，马来左翼政团俨人民力量中心" C Pusat Tenaga Rakyat，简

称PUTERA) 也和该委员会结成PMCJA平UTERA联盟。随后，由李

光前担任主席的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也因积极投入"反联合邦运

动" CAnti翩Federation Movement) 而参加PMCJA♂UTERA，遂改名

为AMCJA-PUTERA。他们先是在各州华人社团召开会议，讨论宪

制问题，并将意见综合起来，向英殖民政府提呈反对备忘录，后来

更在1947年9月 21 日，提出一个"马来亚人民宪法" C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 of Malaya) 供制宪参考。然雨，有论者认为，该宪法方案

无视不同种族在政治意识和行动上之距离事实，因而不能获得英廷之

考虑，它的激烈主张与左翼色彩，也不能赢得各族商界人士的支持。 69

在当年，为了应付政治环境的变迁，陈祯禄和李光前曾试图赢取马共

及其外围统战组织的支持，来增强反对联合邦的力量。 1947年 10月

20 日， AMCJA-PUTERA决定在马新两地发动全国大罢市行动，大小

市镇陷入瘫痪的状态，展示出强大的经济破坏力。然而，施压的效果

68. 对非马来人商言，根据申请公民权的规定，除早以在英人直辖的海峡殖民地中具

英属民之身份者，凡在联合邦境内出生，并且在申请前的十二年曾在联合邦住满十
八年;或在联合邦境外出生，但在申请前的二十五年中曾在联合邦住满十五年，
品行良好，有足够的马来语或英语知识，并且准备宜誓效忠联合邦者，才可申请
成为公民。

69. 陈剑虹: <战眉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 ，页100。



却适得其反， 70因为英殖民政府认为， "支持马来人比迁就华人更重

要" 0 
71 1948年 1 月 20 日，马共发表强烈声明，指责联合邦宪法是英国

人继续保持殖民地主义的企图，故号召群众在联合邦宣布实施的那一

天，采用别的和平方式，表示抗议。无论如何，英殖民当局决定不理

会非马来人的反对， 2月 1 日，一个属马来人的"马来亚联合邦"宜告

成立，反联合邦的运动至此告一段落。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殖民官

员有计划的排挤及忽视华人，将华人迫出了政治圈外，无法经由合法

的途径表达他们的愿望，埋下了马共全面作乱的危机。 72

在 1948年之前，马共一向是采取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的"人民阵

线" CPopular Front) 策略，高举反殖大旗，主要以渗透职工会及与左

翼团体一如马来亚民主同盟 C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开展统战

关系，从而鼓动具有政治吕的之工潮。然而，到了 1948年，根据英殖

民政府的判断，当消息通过加尔各答青年会议传来莫斯科的新指示，

要全球各地的共产党人以武力向帝国主义发动攻击时，马共在3月召开

中央委员会，取代叛徒莱特的新总书记陈平决定放弃宪制斗争，改以

暴力革命来和英殖民政府对抗。 73据说，马共发动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是

在6月 16 日于霹雳州和丰埠打响的。 746丹 20日，英国人即刻宣布马新二

地进入"紧急状态"，并将马共和其他左翼团体一律列为非法组织，

动用一切军事和民事力量来剿共。除了直接的武装冲突，还将亲共分

子驱逐出境， 75以及在1951年6月实施"毕利斯计划" C Briggs Plan) , 

即把那些居住在森林边缘或矿区的华人，强制移居到政府用铁丝网和

70. 同前注。

71.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向的转向) (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年) ，页

1650 
72. 杨建成: {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 (1946-1957)} (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

会， 1972) ，页1320

73. See John F. Cady, op.c元， p. 75;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Singapore: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p. 75-77. 至于马共发动武装斗争是否受到莫斯科指示的影晌，
迄今没有明确史料可以证实。陈平在其回忆录中亦加以否认，请参阳JChin Peng, Alias 

ω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 pp. 246-470 

74. 冯仲汉专访: (拉惹勒南回忆录) (新加坡:新明日报， 1991) ，页230

75. 从 1948年6月至1950年8月期间，据说共有三万五千名以上的华人被驱逐出境。

戒严令所"保护"的"新村"里，以切断"民运分子"与马共的联
系。陈平在其回忆录中表示， "毕利斯计划"确实让马共面对生存危
机。 76而当年大约有六十万华人被迫入住全马各地大约六百多个类似集
中营的新村里，生活起居面对极大的不便。有论者认为，紧急状态不
仅严重影响了华人的日常民生，也大大遏制了华人的参政意识，因为
任何争取人民权益的言论和行动，都会被当局视为亲共的颠覆活动，
而招致严厉的惩罚。 77再者，按民族来划分居住区域的"分而治之"政
策，也进一步恶化华巫之间原本就不甚融洽的民族关系。加上马共主
干力量以华人为主，华人的政经处境亦是马共主要关注的议题，在紧
急状态中牺牲的本地军警也以马来人占大多数。 1949年中共建圈，虽

大大提升了马共的士气，但无疑更加深了马来人对华人效忠之心的怀

疑。这是马来亚左翼运动非常无奈的宿命。

(三)从右派筹组"联盟"到迈向独立 (1949年一1957年)

相对于马共而言，英国人对华人社会中那些没有群众基础，

主要是受英语教育，以商贾为主，以及部分拥有国民党背景的右翼
势力明显大大放心。 1949年2月 27 日，马华公会 C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简称马华)正式成立。当时的钦差大臣亨利·葛尼爵士 CSir

Henry Gumey) 给予马华的倡议人陈祯禄、李孝式、杨旭龄和梁宇泉
等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英国人一来希望马华能团结华人社会，培养华
人效忠马来亚的观念:二来也期望它能成为抗拒马共的组织，协助殖
民地政府赢得华人的拥护，以方便进行剿共的军事行动。 78当初的马华

其实是一个半政治半福利的团体，主要透过发行彩票来筹募援助华人
新村的基金，但这也方便它将势力渗透到华人各个阶层当中。 79彩票的

发行一直到1953年6月 21 日为止，原因是政府规定政治团体不能发行彩

76. Chin Peng, op.cit. , p. 268. 

77. 朱自存: (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 ，页460

78. 陈剑虹: (战后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 ，页1040
79. 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槟城:谢诗坚自资出版， 1984) ，页

41-42。



票，马华才转型成为真正的政党。虽然它在新村华人的认受性不足，

让英殖民当局颇有微言，但它依然积极投入鼓吹和协助推动华人争取

马来亚公民权之运动，对本地华人的政治认同转向发挥了一定作用。

1950年，马共的暴力袭击渐次减少，然英国人也察觉到仅靠武

力剿共，并不能彻底铲除马共的影响力。为了笼络人心，英殖民政府

开始逐步作出政治改革，如允许非共政党成立;在联合邦立法议会里

实行"阁员制"，由部分的马来亚籍议员入阁担任部门酋长，吸取

行政经验，以培养中庸和温和的领导精英，用作扭转华人对马共的

向心力。 1951年 12月，槟城乔治市和马六甲率先举行市政局选举，

接着翌年2月 16 日轮到联合邦首都吉隆坡举行市政局选举。当年的马

来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分裂成两股力量，其一是由退出巫统后的拿督

翁所成立的多元民族主义之政党一一马来亚独立党 Cl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 ;另一则是由吉打州王子东姑·阿都拉曼所接手领导

的巫统。诚然，独立党在建党时的政纲比巫统更开明中庸，所以，陈

祯禄原是比较倾向与独立党结盟的。然而马华在地方势力大于中央的

情况下，由李孝式控制的雪兰我川、i马华分会却因个人意气之争，而作

出了选巫统、舍独立党的竞选策略。 8。这一微妙的历史际遇加上两党

在吉隆坡选举成绩告捷，奠下了日后"巫统与马华联盟" CUMNO翩

MCA Al1iance) 之族际合作模式。而败北后的独立党则一颐不振，

督翁更从此由中庸温和走向偏狭保守，其随后成立的国家党 CParty

Negara) ，所鼓吹的马来种族主义比巫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回可说

是多元民族主义政治路线的无奈宿命。

"巫统与马华联盟"之模式，在1952年的市政局选举中证明大有

斩获，这促使两党高层领袖在1953年决定将临时性的选举结盟，提升

为永久性和制度化的政党联盟契约。 1955年2月再与马来亚印度人国大

80. 根据谢诗坚的说法，李孝式与拿督翁的关系陷入低潮是由于马来亚独立党成立之

前，拿督翁并没征询李的意见，陌且在成立当天也未受邀出席观礼，但李却不请自
来，因而受到冷落，未被邀坐在台前。李孝式身为矿商和当地著名华人领袖，却受

到如此冷遇，严重地伤害了其自尊心，故萌起了臼后政治报复和对抗的心态。请参

阅i射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46。

党 C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组成"巫华印联盟" C Alliance ，简称

联盟) ，采"帆船"为标志，以代表三大民族的力量，迎战7月 27 日举

行的第一次"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选举。当然，巫统是联盟的主

要力量，在竞选议席和权力分配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巫统三十

五席、马华十五席、印因大党两席)。概括而言，联盟提出的竞选纲

领，是维护马来人特权，尊重非马来人的合法利益，并争取联合邦早

日独立。是次选举的开票结果，是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在提名竞选

的五十二个议席中，赢得五十一个席次。东姑着手组织新自治政府，

出任首席部长及内政部长，内阁成员九人，马华公会有三人入阁。

在 1950年代，还有一些左倾的政党如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

民党、马来亚人民进步党 CPeople's Progressive Pa吗r) 及砂拉越人民

联合党 C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句。等纷纷组织起来，同右派的

联盟竞争。这些政党虽奉行多元种族路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

解亦有深浅之别，但最终都因种种因素，而导致它们在马来(西)

亚的政坛上，前后扮演不同角色。有些角色甚至是自相矛盾，前后

截然冲突的。如马来亚劳工党，原称"泛马劳工党" C Pan-Malayan 

Labour Pa句。，成立于1952年6月 26日，本是一个由受英文教育的职

工会领袖所领导的费边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松散，影响力有限。然在

1955年后，该党逐渐被华文教育源流的激进派把持，遂蜕变成激烈反

殖的亲共政党， 1957年8月 31 日同人民党合组社阵， 1960年代更因深

受中共文革影响，而改宗奉行毛泽东思想， 1969年决定杯葛议会选

举，走街头抗争路线，过后逐渐式微， 1972年被取消党注册。 81人民

进步党是于1953年从劳工党分裂出来的领导人S.p与D.R辛尼华沙甘

C Seenivasagam) 兄弟所组，没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标榜多

元民族主义路线，主要力量在霹雳州怡保，支持者多为华人。人民进

步党随着D.R在1968年逝世，以及该党在 "5 • 13事件"后参加执政

81.有关马来西亚劳工党的历史，请参考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

1972)) (宙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 2001) ;郭仁德: (劳工党血泪

廿年)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1991) ; R.K. Vasil,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垣ers ， 1980), pp. 122-130. 



联盟，影响力急速下挫，沦为附庸式的小政党。 82至于人民党，则是由

一批左翼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如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n) 、依萨 1

(Ishak Muhammad) 及布哈诺了等在1955年11月所创立，意识形态大

体上延续白马来亚马来国民党 (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 

受印尼大马来由主义影响。该党曾和劳工党合组社阵，后因坚持马来

语为唯一的国家官方语文，反对劳工党主张各族语文和教育之平等

权利而分道扬镶，退出社阵。 1968年在文学家卡欣·阿末 (Kassim

Ahmad) 的领导下，宣称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改党名为人民社会主义

党 (Partai Sosialis Rakyat Malaya，简称人社党) ，苏联崩解后，放

弃社会主义信仰，再将党名改回人民党。数十年来屡次参加国会竞选

都一无所获，主要成员是激进知识分子，理论和实际脱节，社会影响

力甚微。值得留意的反而是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它建党于1959年6月

4日，是以华人为主要支持力量的多元民族政党。早年意识形态左倾，

和砂拉越共产党有密切联系，曾激烈参与"反马来西亚"，后又闰人

民行动党参与筹组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 "5-13事件"后，该党参加

执政联盟，成为砂州在朝的主要华人政党代表，基层势力向来稳固，

反对党迄今仍无从取代之。 83

至于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马共，在森林中的武装斗争困难重重。

白"紧急状态"实施以来，据宫方在1957年之统计，被击毙的武装人

员有六千二百九十八人，投降者一千九百四十二人，被俘虏者一千二

百四十五人，有五十三个地区被宣布为"白区"。马共的全盛时期

大约有一万人参与武装斗争，到1957年只剩一千八百人:在1951年马

共有能力每个月发动五百零七宗袭击，七年后的能力下降到每月不到

四十宗，势力可谓受到极大的打击。 84眼看武装斗争无望成功，东姑

领导的独立运动欣欣向荣，马共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所以防、平才会主

有关人民进步党的研究，请参阅R. K. Vasil，甲. cit. , pp. 131-136. 

83. 有关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研究，请参阅Chin Ung Ho， αinese PoJitics in Sarawak: 

A Studyof的。 Sarawak United PeopJe 云 Party (Shah A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84. 有关数据引自马来亚联合邦政治部所编撰的 The Danger & Jf岱ere It Lies (Kuala 

Lumpur: Information Services, 1957), p. 6. 作者不详。

动发密函接触东姑，试探有否和平谈判的可能。当年马共的"和平策
略"是:只要能先获得合法政党的身份，离开森林后再赢取人民的支
持来推翻联盟还不迟。叫955年联盟大胜，东姑以强大的民意基础为
后盾，经过两次的接洽，最后同意于12月 28 日及29 日一连两天J马
共展开"华玲会谈" (Baling Talk) ，期望早日解除"紧急状态 , 

将剿共资源用作其他建设。联盟政府的代表是东姑、陈祯禄和新加坡
首席部长马绍尔 (David Marshall) ;马共代表则是陈平、马共宣传部
长陈田、马共中委阿都·拉昔·迈丁 (Abdul Rashid Maidin) 。马共
在会中提出三项要求: (一)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 (二)马共分子
投诚后政府不得限制其行动; (三)马共分子投诚后政府不得继续调
查彼等之身份。然而这些要求都不获联盟接纳，东姑要求陈平先放下
武器，答应给予马共特赦:然陈平则反建议，只要东姑能够成功争取
到独立，以及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内部安全和国家防卫上的控制权，那
么马共承诺即刻结束武装斗争。谈判虽然最终破裂，马共返回森林，
但是东姑却借此在对英谈判中，掌握了有利于独立的优势。 86翌年1 月
18日，东姑组织代表团赴英伦商洽独立，向英国提出"三年内自治、
取消英钦差大臣之否决权、四年内独立"。英国人晓得，战后亚非拉
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共产党人主导反殖
运动，为莫斯科或北京服务，倒不如尽早将政权交托给非共或反共的
民族主义者，在经济利益和安全问题上更为稳当。所以说，马共的武
装斗争，以及陈平在"华玲会谈"所开出的条件，对于马来亚之独
立，也间接发挥如恩格斯所言呗史的合力"作用。 87

英国人为了拟订一部让马来亚独立的宪法， 1956年6月特派遣一
个自李特勋爵 (Lord Reid) 担任主席的制宪委员会，到马来亚搜集
各族所提供的书面和口头意见，以便拟制一项宪制建议。眼见快要独

85. Gordon P. Means, MaJaysian Politics (Singapore: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p. 

268 
86 Chiamomkhe略 MaJaysi注 削命傲仙k扣I邱i1go的'faN灿'ati<仰iOL臼圳I

Asian St阳udωie凹R … 2002) ， pp. 31-33. 
87. (马克思恩拮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 m478-9 。



立，华人社会越发关注公民权问题。李特制宪委员会在马逗留大约五

个月期间，总共收到三千一百三十一份团体和个人之备忘录，包括来

自全马一千零九十四个华人社团签名盖章支持的备忘录，内容主要是

重申闰年4月 27日于吉隆坡召开的"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

大会"所通过的四点要求: (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

民; (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五年者，得申请为公民，免受语言考

试的限制; (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及(囚)

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 88遗憾的是，马华碍于在联盟中与巫统的伙伴

关系，不得不在宫l方语言问题上妥协让步，公然声称: "国家第一、

政党第二、华人利益第二" 0 89陈祯禄随后还指责华人社会不应该提

出"极端不合理之要求"90，导致这一广泛反映马来亚华人社会对公民

权诉求的备忘录，终究不被考虑。而马华支持联盟向李特制宪委员会

所提呈的备忘录，其折衷方案却获得接纳。

1957年2月 20日，李特宪法草案公布，各个民族和政党反应不一，

英方对马来保守派提出的修正意见让步，而华人社会所组织的两个代

表团远赴伦敦向英国请愿却不受理。 5月 9日，东姑率领马来亚联合邦

独立代表团径飞英国，进行最后一次的宪制磋商，经过为期一周的困

桌会议后，双方终于达致协议。 6月 3 日正式公布新宪法， 7月份通过。

公民权的申请资格算是原则上对华人开放，接受土生公民国籍法;因

教被宣布为官方宗教:马来人特权无限期延长:马来文为国语，华印

文不列入官方语文。对此，李特本人的意见是: "此宪法和我提出的

宪革有极大的出入，有很多条文令人迷糊，不易明了。……这部宪法

是本院通过的宪法案中很失水平的一部。" 91 

1957年8月 31 日，马来亚终于成为东南亚最后一个取得独立的民族

国家。马共不予承认，继续以武装斗争，和积极渗透左翼政团来反抗

88. 陈剑虹: <战后大马华人的政治发展) ，页1140

89. 崔贵强: <华人社会演变 (1945-1957) )见何启良、何国忠等合编: (马来西亚

华人史新编(第一册) } ，页1620

90. 朱自存: <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 ，页620

91. Keeing 云 Contemporaζy Archi时'S， p. 15687，转寻|白杨建成: (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嚣

(1946-1957) } ，页1730

联盟政府。概括而言，马共微弱的武装力量退守到马泰边境，马共强

悍的统战力量则以新加坡为最大堡垒，可谓"南强北弱"，或者"南

文北武"。

(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的对峙 (1955年一
1964年)

马来亚获得独立后，其外围的新加坡、沙巴、砂拉越、汶菜等地
仍是英属殖民地。为了剿共需要而在1948年实施的"紧急状态"，也
同样适用于新加坡和砂拉越。 1950年代，在华人人口占75.4%强的新加
坡，马共在说华语和方言的社群中可谓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它以
反殖反帝为号召，统一战线为手段，渗透了绝大多数的工会和华校学
生组织，甚至派外围人员参加新加坡自治邦的议会选举，其动员力让

英国人和马新的保守派政团忧心忡忡。

1954年 11 月 21 日，英语教育的非共派(以李光耀为主)同华文教
育的亲共派(以林清祥为首) , 92这两股皆属反殖的民族主义力量，

共同组织了人民行动觉，但彼此之间既联合又斗争。原因是，亲共派
需要非共派提供合法的反殖平台为马共之统战作掩饰;而非共派则看
中亲共派在华人基层社会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一般的历史记述都认
为，两派在意识形态上确有差别，李光耀和他的英语精英群主要是留
学英伦的费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林清祥和其密驼路 (Middle Road) 

工会集团则倾向共产主义。 93林清祥虽然曾公开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

也表明不是共产党或任何人的外围人物， l94但是李光耀一直认定林是听

命于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指示， "是共党公开阵线的领袖" 0 95 

92. 最典型的工分法就是将李光耀领导的派系形容为"温和流"，反之林清祥领导的
是"亲共服
Orjf.玄anizatit仰Íoω'11 and Leade.町Tsh~伊p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ap. 1. 

93 时青祥所领导的"密驼路"工会集团，是因为工会总部位于密驼路，而非指政治
上的"中间路线

9归4. Letter to Straits Tim叫 31 June, 1961. 
95. 李光耀: (争取合并的斗争) (新加坡:新加坡文化印务公司， 1961年) ，页 10



然就林清祥的马共地下党籍问题，激进派学者近年来正积极研究翻

案，试图纠偏李光耀政权所编撰的"正统史观"， 96此外，他们亦将两

派的分野，概括为李光耀集团掌握党和国家机器，林清祥集团则控制

工会与群众组织。 97早期两派的合作还算比较顺畅，主要矛头对准英国

殖民主义者。 1955年2月 28 日，两派尚能协商推出囚名候选人(李光耀

和吴秋泉属非共派、林清祥和蒂凡·那属亲共派) ，参加在林德宪制

( The Rendel Constitution) 下的第一次选举。但是在提名后，李光耀很

快就发现亲共派所控制的左翼工会和华校学生组织根本就不关心他的

选惰，他们把力量全部集中在为林清祥和蒂凡·那助选，李光耀说这

是他得到的"重要教训" 0 98此外，李光耀也发现在群众大会上: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主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

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

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把群众

争取过来。 99

这可说是李光耀首次领教到共产党煽动群众的手段，以及理解

到新加坡华人基层社会为何会支持华校背景的亲共派候选人。人民行

动党的处女选战表现不错，除了蒂凡·那，其余三人都告捷。马绍尔

的劳工阵线是最大赢家，竞选十七席，取下十席，进步党和民主党大

败，马绍尔遂出任首席部长。

选后人民行动党两派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主要反映在他们对处

理罢工以及华校学潮的手法。李光耀坚持比较温和的路线，担心过激

的路线最终会导致人民行动党被封禁，不然就是使到整个新加坡的经

济和社会状况，因马绍尔不敢采取严厉的控制行动而陷入混乱状态，

让英国人有借口暂停实施宪制。另，两派对新加坡未来的制宪方案也

有分歧，李、林两人在1956年5月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由马绍尔所

96. Tan Jing Ques and Jomo K.S. e缸， Cometin 0.旷S妙:.LimC刃in 血:ong in品:story(Kuala

Lumpur: INSAN, 2001). 

97. Ibid , p. 83. 
98.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台北:胜利书局， 1999)，页2160

99. 同上书，页217。

领导的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伦敦和英国人进行争取自治的谈判。李

光耀争取的宪制方案，是既能让非共派有养精蓄锐的自治空间，亦要

确保宪制不会为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宁愿同意让英国人在防务

和"内部安全委员会" (Internal Securi守 Council) 上保有权力。李光

耀认为非共派需要的是这种"微妙的平衡" :即要掌握充分的权力，

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人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

盾。 100而林清祥则力争要"内部真正的自治"，即废除"内部安全委

员会"。在李光耀眼里，林清祥"所耍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

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101是次谈判最终破裂，因

为马绍尔争取的自治和林清祥的方案类似，不获英国人向意。马绍尔

回到新加坡后，愤币辞职，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林有福不像马绍

尔，他采取的是更加强悍的反共姿态。

1956年7月 8 日，人民行动党召开第二届党大会，亲共派在新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里，赢得十二席中的五席，林清祥更以最高票当

选，共获一千五百二十七粟，比李光耀的一千四百八十八票还高。这

意味在基层党员心目中，林比李更受欢迎:若以获选的派系人头市

论，非共派的势力只是略占优势而已。亲共派由此信心大振，决定在

1957年8月 4日的第四届人民行动党大会，竭力争夺中委会十二席的控

制权，选举结果是李和林的派系旗鼓相当，各占六席。李光耀执意不

愿再给亲共派继续提供掩护的平台，而且他也没有足够的多数票来推

行非共的政策，所以拒绝任职，索性将整个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林清

祥派系。结果亲共派的林从今任主席，知知拉惹 (T. T. R句ah) 任秘书

长。

然而，亲共派的实际掌权只有两个星期。 8月 22日，林有福的"新

加坡人民联盟"政权采取大逮揣行动，除知知拉惹，党中央的所有亲

共派一概在《公共安全法令》下被捕，李光耀的非共派遂返回党中

央接任领导权。有论者因此认为，亲共派被扣留，在该党的权力斗

100. 同上书，页267。

101.向前植。



争中，得益者正是非共派，所以怀疑李光耀或和逮捕行动有关。 102然

而，持这一观点的人，忽略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林有福政权之所

以逮捕人民行动党的亲共派，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林清祥的胞

弟林清如，当时正在侵蚀林有福的工会地盘一一新加坡职工总会。林

清如和詹密星 (Jamit Singh) 正积极推动密驼路工会属会，以及新加

坡职工总会同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进行合并，这导致林有福的权力基

础危在旦夕，所以不得不使用霹雳手段来制止亲共派的举措。第二，

在是次被捕入狱的亲共派高层领袖，如方水双、蒂凡·那、曾昭卓、

兀特奥 (S. Woodhull) 、詹姆斯·普都遮里。. J. Puthucheary) 和陈文

英，曾在9月 9日联名给李光耀发出政治声明《在一个独立的马来亚中

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随着马来亚在8月 31 日获得独立后，这些

政治扣留者认为应该对新政局发表意见，其中透露的重要讯息如下:

在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公开宣称接受宪制斗争'但这只是出于

策略或机会主义的考虑。这种不诚实的态度，比起其他的因素，给马

来亚的社会主义带来史大的破坏。……这并非表示我们忽略新加坡政

府透过《内部安全法令》的逮捕行动未削弱人民行动党之举措。然而

在我们看未，在介于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行动党中的一部分幼稚及顽固

的左翼冒进主义所做的一切之间，在政治上都摧毁了人民行动党中真

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察觉到最近在人民行动党所发生的危机，

正放政府那狡诈而适时的逮捕行动所激化。无论如何，政府的行动已

经给人民行动党中那些执迷不悟的分子一个机会来指责李尤耀先生是

逮捕的共谋。 m

然而这一份联合声明，林清祥却不愿签署，因为声明中所指责

的左翼冒进分子，正是他所领导和统战的亲共工会、华校校友会、文

娱团体和人民行动党的亲共派系。此外，李光耀也认为签署该声明的

亲共派领袖，除了蒂凡·那，其他人都是口是心非。为了杜绝日后

102. Tan Jing Ques and Jomo K.S. eds., Comet in Our S.走y: Lim Chin 丘iong in History, pp. 
76倒77.

103. Devan Nair ed. , Soci注Iism That U-勿'rks: The Singapore ~乎也y(Singapore: Federal Pub

lications, 1976), pp. 156-57. 

再发生如1957年代党大会的夺权行动，李光耀决定效仿罗马天主教推

举教皇的制度(即教皇是由大约一百名红衣主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

教则是由各前任教皇所委任) ，修改人民行动党的党章，规定党员分

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前者是通过党总部或支部直

接申请入党:而后者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选，经批准后才能加

入。"干部党员"的人数只有几百名，是党的效忠与核心分子，并有

权推举候选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利方面非"普通党员"可以比

拟。这一干部党籍的设置，让外界(无论是亲共派抑或政治部特务)

再无法以"普通党员"的人头数量，凭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就

能轻易渗透、控制或颠覆整个党中央。李光耀这一举措，迄今还是被

广泛批评为扼杀党内民主。再者，李光耀也开始设立干部训练班，以

挑选富有理想和培养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华校生干部。

1958年3月间，李光耀被安排和新加坡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秘

密会面。方希望李能和马共恢复合作，重新在人民行动党内建立反殖

民主义的统一战线， l04而李贝。因林清祥曾两度发动夺权行动而未有答

应。按李单方面的说法，方曾向他表示说马共不赞同亲共派的做法，

因他们不了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105为了向李光耀证明自己是

新加坡马共的真正领导者，方甚至接受李光耀的建议，动用马共的影

响力，耍一名渗透在工人党内的加冷区市议员郑越东(郑亦是工人党

副主席，新加坡电气及电讯职工联合会主席)辞职，几个星期后，郑

果然提出呈辞。李光耀领教到"马共组织的纪律多么严明" 0 106随即

举行的加冷区补选，方壮璧发挥影响力， '协助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取

得胜利，挫败工人党。可见方是渴望笼络李光耀继续为马共的外围人

员提供掩护的平台。

1959年，英国人颁布了一部取代林德宪制的新宪法，赋予新加

坡更大的自治权限，除了国防外交与内部安全，其他政务，一概由自

治政府自理。新加坡的左右派政党，对于此部宪法的意见不一，大概

104. 李光耀: {争取合并的斗争} ，页30。

105. 间上书。

106.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3370



偏右的政党，主张接受，亲共政党员。加以反对 o 107随即的5月，就要

举行新宪制下的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边，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的非

共派，抱着准备执政的姿态参加选举。而当时的亲共派领袖，依然被

扣留在梅宜监狱的"自由蕾"里。据分析，在大选前夕，李光耀面对

的两难是:万一人民行动党胜选上台，就必须即刻释放林清样派系;

然一旦放虎归山，李将再度面对亲共派的严峻挑战。所以，李光耀在

1959年初前往棒宜探监时，就要求亲共派发表一份政治声明，表示他

们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非共政策和立场，否则就宁愿继续当反对党，

不以执政的态度来严正备战。亲共派认为人民行动党若不能成功推翻

林有福政权，那么他们被释放的日子将遥遥无期。经过内部磋商，他

们同意让蒂凡·那起草，尔后由林清祥、方水双、曾昭卓和兀特奥联

合签署一份公开声明，称作《马来亚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手段)) ，主要

内容是:

首先，我们必须卢明'我们对于人民行动党目标的绝对认同'

即建立一个独立、氏主与非共的社会主义马来亚。……马来亚社会主

义者所面对的问题是独特的。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计划是建立在一

个现成的单元氏族主义与统一的历史基础上。譬如'印度、英国或印

尼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毋需肩负建立印度、英国或印尼氏族主义的工

作，以作为他们国家达致社会主义的前提。在这些国家里'氏族主义

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行者。……反之在马来亚，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觉

从未先于社会主义'或与社会主义运动同步进行。……所以'我们不

仅为了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还要为了建立一个以氏族主义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而斗争。……在马来亚，不应存在什么中国社会主义、马来

社会主义或印度社会主义。我们只能拥有一个团结的马来亚社会主

义'它从人民的民族团结中获得力量，并从一个完全以马来亚为中心

的民族主义(Malaya-centred nationalism )理念中获得灵感。

我们从未怀疑氏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能成功地达致一个社

会主义马未亚的道路。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信仰而言，在一个得以运

107. 陈烈甫: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页74-750

用和平、氏主和宪制方法未取得社会变革的社会里，采用暴力反叛的

革命手段是错误和有害的。马共的历史经验就证实了这种论点。 108

5月 30日晚开票，人民行动党果然大胜，赢得五十一席中的四十三

席，当年只有三十五岁的李光耀组织新自治政府，出任新加坡总理。 109

李上台后的第四天，释放了林清祥等六人，而亲共派也公开发表上述

声明来表示对党路线的支持，但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李对亲共派不

敢有丝毫松懈。李光耀俨然以信守宪制斗争的姿态自房，其理由是新

加坡只是自治邦，而非真正独立，其主权和基地仍然操在英国人手

里，一旦过于激进的路线将局势搞得难以控制，那么英国当局将有权

取消宪制。 110根据历史学家T. N. Harper的说法，李光耀在幕后其实并

不反对英国人援引《公共安全法令》来镇压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只

不过是将下令执行逮捕的责任，归给英国人和马来亚当局所共同负责

的"内部安全委员会"而已。 111林清祥等人获释后，李光耀蓄意将他

们"安排担任看似重要但无实权的职位，以抵消他们的作用" 0 112然

而，亲共派在华人基层社会的影响力非但没有消退，反之还吸引到

更多的工会加入其阵营。一旦他们控制了亲共和非共工会所属的职

工总会，就宣布脱离由西方国家所资助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CICFTU) 。总之，不论是公开或暗地里，林清样一直对李光耀的执

政路线及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不表认同。人民行动党内两派针锋相对，

磨擦冲突不断，内部夺权迭起，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镰。

1961年6月 10 日，安JI阪区举行补选，李光耀派出马来工运领袖马

末·阿旺 CMamud bin Awang) 对垒工九党候选人马绍尔。 6月 2 日，

108. Devan Nair ed. , oc.pit , pp. 152-154. 
109. 历史学家杨进发认为，人民行功党的胜利是新加坡在眠的胜利，是标榜独立、民

主、非共社会主义吕标的胜利。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之胜利意昧着新加坡右派及

中间报政党及政治势力的消失。请参阅杨进发: <新加坡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层) , 

见黄敬恭、魏维贤合编: (从开埠到建吕) (新加坡:南洋学会， 1969) ，页380

110.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4190

11 1. T.N. Harper, "Lμim丑 Chin Si归or吨1咱g and the ‘咀咄S白in吨l鸣ga叩.pore Stωor叩y'刊，飞 in Comet j血11 Ou旷'rs，走炒y

Chin S缸'iongi妇l1 Hi沁st如ory， pp. 3-55. 
112.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3730



投票日前一周， "六大工会强人"，即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

密星、巴尼 CS.T. Bani) 和多米尼·普都遮里 C Dominic Puthucheary) 

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主张人民行动党应该"成立真正名符其实的内部

完全自治政府"，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李光耀同意废除"内部安全委

员会"。犹有甚者，投票前两天，人民行动党八名亲共派议员突然联

名上书给党主席杜进才，要求召开五十一个党支部会议，以讨论林清

祥的要求:释放政治扣留者、废除"内部安全委员会"及新加坡实行

真正的内部全面自治。李光耀认为这是"全权代表"下的命令， 113要

亲共派在投票前夕蓄意给人民行动党制造麻烦，突出该党的分裂，影

响选情。所以李非但不愿意妥协，还公开要求林清祥、方水双、兀哈

尔三人辞去政治秘书的职务，并公开指责亲共派一心想要迫使人民行

动党接受林清祥路线。亲共派施压不果，便大势动员左派工会基层为

马绍尔助选拉票，甚至连李光耀所属支部的秘书都背叛他，结果人民

行动党在安JI顶区落败。到了这一刻，李光耀认为是跟亲共派摊牌的时

候了。

7月 21 日，李光耀召开立法议会特别会议，提呈了一项对政府的

信任投票，来迫使亲共派议员表态，这是李光耀执意清党的一大险

着。盖在立法议会中的五十一席，至少李光耀要获得人民行动党议员

中二十六票的支持，才能过关，万一多数票不足，信任动议通不过，

那么不是亲共派组织政府，就是即刻要举行大选。而林清祥就是看准

这一点，竭尽全力拉走支持李光耀的多数票。投票结果是五位政务次

长和八位议员(共十三票〉投向反对派，李光耀政权在五十一票中仅

以二十六票勉强过半保住政权，那十二名亲共派议员随即被开除出

党。 7月 26日，林清祥率领五十一个支部中的三十五个支部，以及大约

70%的党员退出人民行动党，并宣布成立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由李

绍祖任党主席，林清祥任秘书长，全部和人民行动党分庭抗礼。李光

耀遂下定决心要靠自己集团的实力(包括李苦学华语和福建话) ，来

重建该党在华文教育基层社群的影响力，不让林清祥派系占尽语言和

113. 李光耀: (争取合并的斗争) ，页410

文化上的优势。对于社阵的成立，从亲共派转向非共派的林清祥前亲

密战友蒂凡。那，公开指责林清祥、方水双和兀哈尔等人违背了他们

在1959年曾共同联署的声明《马来亚社会主义的吕标和手段》。他强

调亲共派当年在声明上签署只不过是策略上的行动，绝不当真，目的

是消除疑虑，为马共在人民行动党的掩护下东山再起。 114对于这一指

责，晚近一些企图为林清祥辩护的学者说，该份声明是林等人在牢狱

中欠缺自由辩论和根据自己良知的情况下所签署的。 115

诚然，人民行动党向社阵之间最尖锐的对峙，还是体现在马新

合并的问题上。马新合并原本是李光耀十分热衷的政治计划，亦是人

民行动党列入党纲的第一项奋斗吕标，但马来亚首相东姑一开始却冷

漠以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加坡的华族人口众多，让东姑感到担

忧，一旦马新合并，马来人在马来亚人口的绝对优势就会丧失;二是

东姑认为新加坡华人的"自然倾向"，是设法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小

中国"，所以质疑新加坡华人对马来亚的效忠;二是东姑在马来半岛

的亲共派政敌，也是以华人为主的劳工党，总是渴望早日与长堤彼岸

的人民行动党亲共派会师，让马共有机会重振旗鼓。简言之，东姑担

心的是新加坡有二多，即"华人多"和"左派多"。旧然而， 1961年

5月 27日，东姑在新加坡出席一项由东南亚外茵通讯员俱乐部所举

办的午餐会上，却出人意表地提出"马来西亚联邦" C F ederation of 

Malaysia) 计划。其原意是:马来西亚联邦是马来亚联合邦的扩大，

将其他地区纳为州，然后由吉隆坡的中央政府管制，并通过马来西亚

的实现，带动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正式摆脱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

家的一部分。这个联邦原本也包括汶菜在内，但因条件谈不拢，汶莱

终究没有加入。东姑的态度之所以转变，李光耀猜测"是英国人让东

114. 李炯才: <追寻自己的国家:…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 1989) ，页3250

115. Tan Jing Ques and Jomo K.S. eds. ,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挝OIY，
p.80. 

116. Extracted from an article in the Forth Anniversary issue of Petir(1958) , cited in Milton 

E. Osborne, Singapore 8nd Malaysi注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 t. of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4), p. 6. 



姑在1961年 11月所签署的"英国马来亚防卫协议" CBritish-Malayan 

Defence Agreement) ，来解释日后马新合并后英军基地继续留在新加

坡的目的，即协助马来西亚的国防及维护东南亚区域和平。山有学者

争辩说，李光耀执意推动新马合并，他首要考虑的，其实是其个人的

政治生存问题。山

就经济因素而言，作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其非共派(如经济学

家吴庆瑞博士)…心要设法吸引外资以发展工业化和解决失业问题。

由此，他们认为马来亚是新加坡的腹地，新加坡则为马来亚的吞吐

港，在工商业发展方面，两地有唇齿相依的关系。新加坡尤其重视和

马来亚发展"共同市场"的关系，以便能为新加坡的工业提供一个更

广阔、零税务的销售市场。李光耀认为: "如果不能实现合并，那么

原本一个单一的全马经济发展计划将分裂成两个，联邦本来应该跟新

加坡合作的，却变成在争取工业化的资金和发展上互相竞争，这样就

势必两败俱伤。但是新加坡所受的损失将会比较惨重，因为它没有足

以自供自给的资源。" 123李光耀这一番话，正道出了新加坡积极寻求

和马来亚合并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进而指出，新加坡希望透过合并未

遏制共产党，以改善劳资关系，稳定社会气氛，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外

资来加速新加坡的工业化发展，而工业化的成败与否，正是关乎新加

坡存亡的问题。

然，李光耀也不是毫无保留地让吉隆坡中央政府在合并后全

盘控制新加坡的一切政务。人民行动党要求的条件是:在劳工和教育

问题上新加坡拥有地方自主权。原因是李光耀晓得马来亚的教育政

策明显对华人不利，如果教育上受制于联邦，那么新加坡华人将不会

赞同合并:至于在劳工政策方面，如果新加坡工会之注册和吊销权力

全操在吉隆坡手中，对于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权力支柱将是一项

姑相信，他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安全，才能维护马来亚的安全"0 117再

者，东姑所提的概念，是一个更为宏伟的马来西亚计划，不仅并入新

加坡，也同时并入包括婆罗洲三个英国属地，使到华族人口不会影响

马来民族所占的多数优势。

其实，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是多种因素汇合下的产物。首先，

就区域和内部治安而言，反共的马来亚联盟政府十分担忧新加坡被赤

化。说白了，马来右派在1948年开始就联合英殖民政府积极剿共，对

马共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恨之入骨。难得在紧急状态下暂时将马来

亚半岛的赤焰按下，如今跟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的亲共派有成功夺

权之势，马共或将以新加坡为根据地，透过人民行动党借尸还魂，死

灰复燃。用李光耀的话说， "共产分子的本意就是利用新加坡岛作

为解放整个马来亚的基地" 0 118如果不采取某种措施，那么一个独立

的、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加坡，可能会从爪哇强大的印尼共产党那

里取得强有力的支持，这或有利于苏卡诺实现其反瘾的"大印尼联

邦"。又或者，让马来亚那些具有偏见的反华分子下决心去支持苏卡

诺的马来统…运动，这对于新兴的马来亚本身将构成威胁。一句话，

李光耀和东姑都担心新加坡会沦为"南中国海的古巴"。 119所以，唯

有让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借助马来民族多数的优势，控制新加坡左

派共产党的发展。 120当然，在冷战的格局下，英国人也会积极支持马

来西亚计划，期望透过此联邦的落实，遏制本区域共产党的发展势

头，防范印尼苏卡谐的反蕴联邦得逞(包括担心印尼在西伊瑞安问题

解决后，或会染指北婆罗洲) ，从而保障英国人退出东南亚后的战略

和经济利益。特别是英国在新加坡的驻军基地前途未卡，如果共产党

得势，那么该基地将被迫撤离。在面对亲共派的强烈反对下，英军基

地问题让标榜反殖大旗的李光耀政权十分尴尬。然而，李试图利用东

121. Milton E. Osborne, oc.pÍt. , p. 62. 

122. Mathew Jones, 

Contours ofBritish Policy, 1961-63," in Journaloflmperi注1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 l. 28 , No.2 (2000), pp. 88-89. 

123. 李光耀: (争取合并的斗争) ，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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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4260
118. 向上书，页4340

119. T. J. S. George, Lee Kuan }争W汝珩ng.乓por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4), p. 73. 

120. 顺长存: <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年) ，页
133 。



威胁。李光耀虽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运，但是对于非共的职工会还是

给予扶持和笼络的，他不得不对联邦政府那种全面敌视工运的措施有

所顾忌，所以才会有这一方面条件的设定。然而，马来亚巫统的极端

派却认为， "教育和劳工领域就是共产党活跃的地盘，共产党在新加

坡没有森林可以躲藏，所以他们在学校和工会中活动。"山1960年代

初，亲共派和非共派都不断加强舆论工作，为促进和阻止马来西亚计

划的落实而相互角力。李光耀透过新加坡广播电台，从1961年9月 13 日

至 10月 9日作了十二凹的系列讲演，每讲大约半小时，一方面鼓吹合并

的好处，一方面揭露马共如何渗透人民行动党的来龙去脉，以及解释

非共派坚决和亲共派决裂的理由。李光耀在第八讲中这么揭穿马共和

社阵反对合并的理由:

根据他们(指社阵)的说法，他们是愿意新加坡继续留在英国的

控制底下'只是要废除内部治安委员会。他们不要新加坡成为独立的

马来亚的一部分。……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果新加坡继续在英国的

控制下'共产党的建设共产主义的马来亚的斗争'就可以装饰成为一

种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可是，如果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其他地方合并而

得到独立，而他们还要继续进行斗争'那么，很显然的，这种斗争已

经不再是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而是一种反对一个独立，氏选政府的斗

争了。到了那时候，他们的真正因谋'要推翻一个独立和民族主义的

政府，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就会完全被暴露。而且'如果政府

有时候要对他们采取行动的话'他们也希望'对他们采取行动的'最

好是一个英国王在民地政府，而不是一个独立'氏选的马来亚政府。 125

至于反对马来西亚概念的势力，除了新加坡社阵，也包括马来

亚半岛的左派力量，即由劳工党和人民党所组成的马来亚社阵，以及

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 1962年 1 月 26 日至28 日，它们在吉隆坡精武体

124. 这是巫统总秘书赛·嘉化·阿窑 (Syed Jaafar Albar) 于 1963年9月接受政治学者

华素 (R. K. Vasi1) 专访时所透露的讯息，见R. K. Vasil, EthnÍc PoiÍtÍ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0), p. 147. 

125. 李光耀: {争取合并的斗争} ，页50-510

育馆召开"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有八个左翼政党出席参加。人

民行动党原是主催团体，但是后来却因"大会被共产党控制"而半途

退席抗议。根据当年劳工党领导人林建寿和魏利煌的看法， "李光耀

因不满东姑在新加坡成立四党联盟(新加坡巫统、马华、国大党及林

有福的新加坡人民联盟) ，而打算以社会主义政党身份跟五邦左翼政

党打交道，可是，新加坡社阵成立后，他又改变主意。" 126人民行动

党在大会上被喝倒采，被讥为"机会主义者"、 "杂牌的社会主义政

党"，结果更被开除出"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大会最后通过十

三项提案，其中第六条提案的内容是:

严厉谴责联盟政府和英国政府目前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因为它

违背马来西亚概念的原意，并导致针对这个区域的进步力量和印尼共

和国的一项军事威胁。山

显然，亲共派的"马来西亚概念"和东姑的"马来西亚计划"是

不同的。后者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 ;而前者则是在1930年

代曾由激进的马来民族者倡导，后由苏卡诺继续鼓吹的"大马来自联

邦" (Melayu Raya) 0 128换言之， "马来西亚"在亲共派、反共派

和非共派眼中，是一个按党派利益来反对或赞成的区域联盟，关键在

于哪一个概念/计划有助于它们力量的拓展和整合。"马来西亚计

划"激起的纷纷扰扰，也成为国际共运的关注焦点， 1962年8月在华

沙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会议通过一项议决: "谴责英帝国主义者

及其马来亚走狗力图在这个地区阻挡反殖人民所做的努力。"北京电

126. 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斗 972) } ，页243 。

127. 同上书，页2510

128. 按马来亚劳工党党史编寨人朱开英的解释， "马来西亚"这个概念并非东姑首创。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1930年代，当马来亚和印尼仍然处在藏民地的地位时，

马来族群中就存在著一项"大马来由"运动。它试图将马来亚半岛(包括新加坡和

退南黯府)、婆罗洲全岛、爪哇、苏门答腊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一亿三千万人口统

一起来，组成一个大联邦，并以马来语作为共同语言，这项运动后来成为 1940年代
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共间目标，马来亚人民党和泛马回教党对这目标，都存有不同程

度的认同。请参阅朱开英: (马来亚穷工党斗争史 (1952-1972) } ，页2340



台和莫斯科电台都鼓励印尼人民反对拟议中的马来西亚之产生。 m尽

管内外阻力重重，李光耀决定在9月 1 日，靠全民公投雨非举行大选的

方式来寻求新加坡人民对合并方式的认同。公投给予人民三项选择:

(一)新加坡拥有教育、劳工自主权的白皮书宪制部署; (二)根据

联合邦十一分!同等待遇，作为一个州的完全及无条件合并; (三)在

不逊于婆罗洲三邦的条件下加入马来西亚。社阵猛烈攻击李光耀的公

投是误导性的，因为三项选择都是建立在假设人民同意合并的基础

上，而没有给予人民反对的选项，所以社阵唯有号召人民投"空白

票"以示抗议，然李光耀却宣称"空白票"当作"赞成票"。空投结

果是71%支持第一选工页， "空白票"占了25% 。社阵主席李绍祖宣布

不承认这个不民主的公技结果，表示会继续反对马新合并。

另一方面，东姑没有预料到菲律宾会基于对沙巴主权的争执雨

马来西亚计划作梗，但更始料不及的是， 1962年 12月 8 日汶莱竟然

发生武装叛乱。与五邦亲共派素有来往的汶莱人民党，其领导人阿查

哈利 (Azahari) 在赢得8月份的地方议会选举后，以强大的民意来作

为后盾，强烈反对汶莱苏丹支持东姑的马来西亚计划。然丽苏丹不

从，并要求英军保护，人民党在获得印尼共产党的武器支持下，遂展

开"革命行动"，试图要挟持汶莱苏丹作人质，建立一个以汶菜为中

心的"北加里曼丹国" (北婆罗洲三邦独立国)。当叛车声称已经攻

占了诗里亚石油城，囚天后，英军开入汶菜进行镇压，两周内平定局

势。汶莱苏丹谴责人民党是"卖国贼"，阿查哈利唯有流亡到马尼

拉，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自任总理、外长及防长。然

而，获救的汶莱苏丹最终决定不加入马来西亚，关键原因还包括石油

税条件与吉隆坡谈不拢。 m无论如何，在李光耀眼里，最愚蠢的莫过

于亲共派竟然公开表示支持汶莱叛乱，如林清祥曾在叛乱爆发前两

129. John F. Cady, The Histo.ζyofPost- 即匀:r SOll的eastAsia， p. 158. 

130. 按谈判协议，汶菜苏丹在马来西亚成立十年后，要将石油开发权交给商黯坡中央

政府，这项规定被汶菜苏丹视为是不可接受的苛刻条件。具体讨论请参阅James P. 

Ongkili, Nation-Blli1ding in Ma1aysi注: 1946-1974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2-173. 

天，在新加坡会见阿盔哈利，以及在叛乱爆发后发表声明，欢呼这是

反对殖民主义的民众起义，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给予支持。山

马来亚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则宣称"汶菜的事件是民族起义" ;马来

亚劳工党总秘书林建寿形容这是汶莱人民在宪制斗争方面被迫得走投

无路，很自然会借用暴力。四苏卡诺也呼吁印尼人民支持汶莱叛乱，

更说不支持者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很显然，新马亲共派把阻止

马来西亚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汶莱叛乱和印尼的强烈反对上。但是，

亲共派的言论不仅让新马华人社会大吃一惊，也让李光耀抓到肃清

他们的绝佳把柄。翌年2月 2日，李光耀在得到"内部安全委员会"的

批准下，援引《公共安全法令》展开"冷藏行动" (Operation Cold 

Store) ，大举逮捕了一百一十三名亲共分子，包括社阵领袖、职工会

领袖、南大学生和马来传媒编辑，名列前茅的林清祥成为了阶下囚，

一直被扣留到1968年。经"冷藏行动"扫荡后，社阵中央领导人所剩

无几，入狱的入狱，潜逃的潜逃，亲共派自此…颇不起，而李光耀的

权力根基更加固若金汤。随即东姑在马来亚也展开逮捕行动，马来亚

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被捕，罪状有囚，都是跟支持汶莱叛乱有关。马

新两地的逮捕行动、林清祥的入狱，被激进史家形容为成立马来西亚

的重要条件之一。 m

(五)从马新合并到分家 (1963年一1965年)

1963年 1 月 20 日，印尼外长宣布和马来西亚展开"对抗"

(Konfrontasi) ，接着菲律宾总统也谴责马来亚让自己沦为殖民主义

和新帝国主义的工具。虽然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表明支持马来西亚计

划，但是苏卡诺在5月 1 日还是警告说应该先让婆罗洲三邦独立，再按

人民意愿决定是否同意合并。李光耀此刻发现，东姑开始害怕苏卡

诺，对合并显得有点犹豫不决。 134马新政府虽已在6月于伦敦举行最后

131.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5320

132. 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1972) > ，页2610

133. T.N. Harper, oc.pit , p. 3. 

134.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558-59。



一轮的谈判，就两地在《马来西亚协议》中的细节进行磋商，但是东

姑在另一方面尚和印、菲举行三角会谈，希望透过另建"马菲印诺联

邦" ( Maphilindo )来消除"对抗"，并一再同意延后马来西亚成立

的臼期，以便邀请联合国派出一个调查团，到婆罗洲来征询人民的合

并意愿。 9月 14日联合国秘书长宇丹宣布，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显示，砂

拉越和沙包大多数人民愿意加入马来西亚。第二天，印、菲分别召回

驻吉隆坡大使，宣布不承认马来西亚。在耶加达，更有数千示威群众

攻击英国和马来亚大使馆。 9月 16日，马来西亚在英美的支持下、邻国

的"对抗"恫言下，正式宣告成立。

196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总人口约一千万。不算新加坡，仅

马来亚半岛九州联同沙巴、砂拉越两州，人口约七百万，其中马来人

占了50.1%，华人为36.9%，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有1 1. 1%，其他民族

为1.9%。而新加坡人口为一百七十万人， 75.2%为华裔。一旦全国人

口总相力日，则马来西亚人口的民族比例，马来人只占39.4%，华人占

42.3%，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占9.3%，原住民占6.7%。在政制方面，马

来西亚联邦奉行君主立宪制，议会分上下两院，下议院有一百五十九

席，马来亚半岛诸州占一百零四席，沙巴州十六席，砂拉越州二十四

席，新加坡十五席。马来亚半岛的下议员系由每一个选区的选民投票

选出，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当年则由个别的州立法议会选出。

马来西亚成立后的第五天，新加坡随即举行大选，这除了是要考

验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支持，也因为人民行动党内证导致诸多议员走向

社阵，使李光耀只勉强拥有半数以上的议席，因此需要重新大选来寻

求新的委托。阳在是届大选，李光耀一方面要对付李绍祖的社阵残余

势力，另←方面还要跟甫介入新加坡政治的"新加坡联盟党" (即由

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合组)周旋。笔者以为，

1963年新加坡选举，是埋下马新分家的第一道导火线。这肇因于东姑

派出四十二名候选人以"新加坡联盟党"的旗帜参与竞选，并亲自到

新加坡来为巫统候选人站台造势，看看能否"透过选举产生一个取

135. 谢诗~: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91-920

代李光耀的替代政府" 0 136毕竟巫统觉得和李光耀打交道是一件吃力

不讨好的事，东姑希望新加坡的执政伙伴是如林有福那般唯唯诺诺的

附庸。至于应付社阵，李光耀比较得心应手，因林清祥当时还在监狱

里，不是候选人，更无法亲自领军压阵，威胁力自然大大减弱。但是

林的肖像海报却被社阵挂满新加坡大街小巷，亲共派全面动员，其外

围组织倾巢雨出，誓要打一场翻身战。然而李光耀在选举中十分晓得

华人的心态，他警告选民说， "投票支持社阵就是支持印尼。" 137 

9月 21 日的开票结果，证明人民行动党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在

五十一个议席中赢得二十七席，社阵十三席〈但该党主席李绍祖被人

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击败) ，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一席，而东姑派出

的四十二人全部败北，巫统三名候选人在马来选区中更不敌人民行动

党的候选人。这个战果不仅让社阵十分失望，更令东姑大吃一」惊。根

据李炯才的分析:

新加坡马来人投票支持多元氏族的人氏行动党，巫统感到难以接

受'因为发生在新加坡的事'也可以在马来亚出现。这是巫统领导人

所恐惧的。同时，人民行动党的胜利亦表示该党可以做到马来亚共产

党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赢取了马来人的支持。 138

李光耀认为该党在1963年胜选比1959年胜选的意义更大，因为当

年他是在共产党支持下获胜的，而这一次是他公开和共产党人决战，

并彻底地击败他们。所以成绩揭晓后隔天，李光耀就采取行动，先是

吊销了被视为是亲共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誉会长、南洋大学创办

人陈六使的公民权，接着还逮捕了二十名南洋大学的左翼学生。而英

国人却提醒李光耀不要太洋洋得意，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改善向东姑

的关系，然李光耀的回应是:新加坡会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同吉隆

坡中央政府合作，但并非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1964年4月，是马来西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马来半岛国会大

136.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573 。

137. 同上书，页5720

138. 李炯才: (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页3370



逃。当时的政治氛围被印尼苏卡诺强悍的"对抗"叫嚣声所笼罩，所

以右派的联盟和左派社阵的政治对峙，很容易被简单化为一场"爱

国"和"叛国"之争，尤其马来亚人民党和甫加入社碎的国民议会党

(Partai Perhimpunan Kebangsaan) ，它们强烈的马来民族主义立场，

在非马来人心目中，和苏卡诺的大马来自沙文主义没有什么两样。换

言之，华人选民对"粉碎马来西亚

家"的政治诉求，十分担忧和反感。要华人在"马印对抗"中支持印

尼，显然只有极少数因意识形态作祟的激进分子才会这么做。故此，

联盟自必然将这一届选举的主题，聚焦在"支持马来西亚"抑或"勾

结印尼"上，以要求选民作出抉择。所以在竞选期间，反对马来西亚

的社阵无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挨打的处境。 139社阵虽然对联盟的攻势

一一作出驳斥，如魏利熄提出"和平解决大马危机五大建议"及陈凯

希代表该党在电台广播《我们的总答复)) ，但是基于"人民对印尼的

威胁和对党的反马来西亚的政策感到混淆" (引自劳工党领袖v. 戴维

对选举失败的检讨) ，导致社阵在参选六十三席中只有两人当选(陈

志勤和林建寿)。这一次的大惨败亦是导致劳工党从此对议会民主丧

失信心，逐步走向毛派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奏曲。

该届大选还有另一值得关注，并在稍后产生极大后遗症的焦点，

那就是人民行动党首次横越新柔长堤，参与角逐联邦议会选举。在笔

者看来，这是导致日后马新分家的第二道导火线。事实上，李光耀和

东姑曾有诺言，即联盟不参加新加坡选举，人民行动党也不参加联

邦选举。然而，李光耀认为是东姑违反诺言在先，所以他也不再受此

诺言所限。时人民行动党中央遂开会商讨参加联邦选举的利弊，大多

数人都赞成以"象征性"的方法参选，即只派出少数候选人角逐城市

华人议席，目标不是要和巫统对抗，而是要针对马华公会。中委会里

只有吴庆瑞和李炯才反对，吴反对的理由是:人民行动党…旦参选，

即使是"象征性"的参与，将会导致与吉隆坡的关系恶化，致使他的

139. 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1972) ) ，页2840

140.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610。

工业化计划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川3月 1 日，人民行动党主席暨新加坡

副总理杜进才博士宣布，该党作为领导组建马来西亚的一分子，应该

是时候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而非如老鼠般缩守在新加坡一

角"，人民行动党期望用五年的光景，在马来西亚成为"一股被认可

的力量"。四该党随即公布竞选宣言，阐明长期和短期目标:

我们的长远目标，坦白说'是要在马来西亚开始推行一项社会革

命'以推倒这个国家的种族围墙。我们的短期目标也是很明晰的'就

是要击败祉阵和马华'从而向东姑证明'我们是唯一可以吸引到在城

市地区中有进步观念的马来西亚人之政党。阳

在竞选造势期间，人民行动党大势强调"要确保社阵无法从反

马华的大批抗议票中得到好处"，因为马华在华人社会里确实不得人

心，但社阵却是"反马来西亚"的亲共力量，一旦这种"不忠诚的反

对党"获胜，对处于同印尼"对抗"状态中的马来西亚大大不利。所

以人民行动党希望能在这两党之间，另辟蹊径，给华人选民提供新的

选择，这可以说是非共派企望能在反共派和亲共派之间开出"第三条

道路"。但人民行动党又小心翼翼，不想得罪巫统，所以，李光耀向

选民表态说:

在马印对抗期间'唯有靠巫统的东姑和拉萨之领导'才能建立一

个和印尼分离的马来西亚。为了要让马来西亚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协

助京姑的领导权取得成功。 144

李光耀为了证明他言行一致，人民行动党原本派出的十一名候

选人，都是角逐华人城市选区，但是当提名后发现两名在柔佛州的候

选人，竟是对垒巫统而非马华时，李光耀即宣布两人退出竞选。李亦

不断强调巫统在马来西亚的领导权是不可被取代的，但是马华却是可

以被取代的。换言之，李光耀就是旨在取代联盟中的马华，同巫统合

141.同上注。

142. Straits Times, 3 March, 1964. 

143. People's Action Party, Election Manifesto ofthe P.A.P(Singapore: PAP, 1964), p. 4. 

144. Straits Bu命。乙 25 March, 1964. 



作，以便在马来西亚政治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即使是当"忠诚的反

对党"也在所不辞。李光耀在群众大会中说:

如果行动党的九名候选人全部中选，势必引发一场社会革命'它

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当选的人数。如果选民明确地表示支持一个诚实的

政党，一个采取生气勃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政党，那么社会改革将

遍及整个马未西亚。如果选民表明支持如新加坡那敬的经济和社会政

策'那么这将增添我们的力量，来说服巫统领导层'即这些政策也应

该在马来西亚实施'特别是这些政策将给乡村的马来人带来史多的好
处。 145

可见人民行动党不忘采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加强其非种族

主义政见的说服力，它突出自己是穷人的代表，而马华则是富人的
政党。 146

然而，巫统对李光耀却是不信任的，东姑宣布说:不论好歹，巫

统都会支持马华，即使马华剩下五名议员，他也不会抛弃这个华族伙

伴:人民行动党可就不一样，它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下登台，现在却把

他们铲除掉。叩马华总会长陈修信更反击指李光耀本身就是变色龙，

善于在别人背后插一刀。时巫统的总秘书赛·嘉化·阿杏 C Syed J aafar 

Albar) 更以种族主义的口吻质问李光耀，人民行动党耍的社会革命，

是否主张有一天将废除苏丹制，并把树胶团和锡矿收归国有。赛@嘉

化还指"李光耀瞧不起马来人，人民行动党政府不愿委派任何马来人

在新加坡的法定机构服务"。 ω这些煽动种族主义的选举语言，大量

充斥在马来报章里，蓄意将人民行动党塑造成可恶的反马来人政党，

尤其是给李光耀抹土华人种族主义者的形象。此外，社阵也加强对李

光耀的批判 i 指人民行动党是"投机取巧，和联盟狼狈为奸，出卖人

民利益的政党"，因为李鼓励选民"在没有行动党的选区，投联盟…

146. Milton E. Osborne, Si地离pore and Malaysia, p. 82. 

147.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6140
148. 同前注。

149. Straits Bu命et， 1 April, 1964. 

票"，证实李一面大骂联盟贪污腐败，一面又呼吁支持这个腐败无能

的政府 o 150然而，在华人社会，李光耀的魅力非凡，他所到之处，如

槟城、吉隆坡、芙蓉、马六甲和居蜜等地的群众大会都是万人空巷，

情绪高涨。华人选民反应之好，让人民行动党信心倍增，他们遂乘势

在竞选的城镇选区设立支部。

然而， 4月 26日凌晨宣布的大选结果，让人民行动党大感震惊，只

有蒂凡·那一人在吉隆坡孟沙区 CBangsar) 以八百零八票微差当选，

其余八人皆惨败。而联盟却大胜，在一百零四席中取下八十九席，其

他反对党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回教党九席、社阵两席、人民进步党一

席及人民联合党一席。根据李光耀和负责安排候选人事务的该党副组

织秘书李炯才的选后检讨，主要原因是该党在马来半岛没有支部，所

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新加坡调到联邦，他们和当地的基层组织欠缺沟

通，引起许多内部人事纠纷:再者，该党在联邦的竞选资源不足，不

似在新加坡那般，有许多支持者会自愿捐献物质和人力，李说"在联

邦每一样东西都得花钱买" ;第二，该党只是"象征性"派出九人参

与选举，不足以让华人选民有信心人民行动党将能取代马华公会。而

在商业上华人需要和巫统打交道，以便取得营业执照，马华向来可以

助生意人一臂之力。换言之，万一华巫政党的势力失衡，华人商界将

得不偿失。 m此外，在该党随后庆祝建党十周年的特刊中，还声称败

选是因为"在印尼的威胁下，选民的国民团结意识发挥捍卫马来西亚

的作用" 0 152无论如何，人民行动党参加 1964年联邦议会选举，确是

一项严重的判断失误，李光耀过于轻视"巫统一马华联盟"的合作协

议，以为人民行动党可以轻易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殊不知巫统领

袖就是十分在意华人政党，或说踌民族政党，企图涉足马来人的政治

地盘。巫统耍的是，华人政党只到华人选区去耕耘，而马来选区是巫

150. <陈凯希1964年4月 24日代表社阵广播讲:我们的总答复) , 
亚劳工党文献汇编} (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作委员会， 2000) ，页228。

151.具体分析请参阅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615-616 ;李炯才:
〈追寻自己的国家:…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页337-3380

152. People's Action Party, Our First Ten }'争ars (Singapore: P.A.P, 1964), p. 11 1. 



统的权力基础，不容他(族)党侵入。马华接受这种约束，人民行动

党则犯了巫统的大忌。选后李光耀很快就面对麻烦，巫统的极端分子

开始在新加坡伺机滋事，向人民行动党报复。而巫统的总秘书赛·嘉

化·阿杏，在新马无人不晓的极端种族主义者，就是幕后的搞手。

5月 23 日， <<马来前锋报)) (Utusan Melayu) 首先发难，在社论

中指责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唆使非马来人提出废除马来人特权的要

求，同时纠合其他种族来支持这项要求。 l吨月 11 日，该报宣称"新

加坡巫统奉命采取步骤，协助遭人民行动党迫害者" ; 6月 12 日，又

再刊登"新加坡的马来人如今面对政府的威吓、压力和迫害"。一周

后，该报号召全体马来人"坚决作巫统的后盾，向人民行动党政府提

出强烈和有效的抗议"，同时吁请吉隆坡立刻采取行动，保护马来人

特权不被取消。接着巫统发表一份"白皮书"，内容是"详细列出马

来人在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统治下遭受的种种痛苦"，还声称

那些曾经支持人民行动党的马来选民开始后悔，因为李光耀政府准

备"将马来区芽笼 (Jurong) 变成另一条唐人街" 0 7月 12 日，赛·

化·阿杏继续煽动马来人说: "马来人如果团结，李光耀只是一只小

蚂蚁。" 154李光耀形容，巫统极端分子刻意利用爪威文 (Jawi)的《马

来前锋报》来向马来民族发出"超短波电台"，吕的是不让非马来民

族晓得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为了化解《马来前锋报》的攻势，李光

耀决定邀约新加坡所有马来领袖在7月 17 日会晤，消除误解。然巫统知

悉后却抢先一步，在7月 12 日提前一周召开马来政党大会，出席的党派

包括"反马来西亚"的亲印尼政党和印尼特工，会议号召马来人抵制

李光耀将要召开的会议，并成立一个"二十三人行动委员会"，以便

日后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交涉。

7月 17日，有八十王个马来人社团和二百名马来村长如期间李光耀会

153. 马新政府所签署的〈马来西亚协定》中，确实明文规定马来亚半岛的马来人所享有

的"马来人特权" ( the Malay special rights )不会延伸到新加坡，而新加坡政府只承
认井有责任照顾"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alays) 丽日。
具体详文请参阅L. A. Sheridall, ed. , A命Jayaand品11g.々 pore， 的。 Borneo Territon白: The 

Development ofTheir Laws and COllStitlltiol1 (Lolldon: 1961), p. 11 1. 

154. 李光耀: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斗争) (新加坡:文化部， 1965) ，页260

晤，李除了阎明新加坡政府的马来人政策，也对巫统发出警告说: "巫统

的政治宣传必须有个限度，因为它是中央政府，需要对整个国家负责。故

万一他们超越限度，那么国家将会分裂和崩解。" 155但是，隔天的吉隆坡

电台和电视台却完全封锁这条新闻。<<马来前锋报》在7丹 19与20 日，

继续刊载煽动性的报导，指"全体马来人面对挑战一一巫统青年团

说"、 "李光耀应受谴责"，甚至还捏造新闻指"抗议教师强迫一名

回教学生嗅猪肉"，这则新闻出现在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

前夕。更骇人听闻的是，有一自称"新加坡马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

派发传单，指称华人将屠杀马来人，所以马来人应先下手为强。

无疑问，这是有预谋为煽动种族暴动的舆论造势。有学者强调，这些

动作都与先前的新加坡巫统在马来选区落败及人民行动党参加 1964年

联邦选举息息相关。 m

7月 21 日，这一天是公共假期，是因教徒的圣日，巫统伺机利用马

来人(包括大批的马来武术团员)上街巡游的庆祝活动搞事，他们发

表政治演讲，沿路派发传单，激起种族情绪。大约下午五时，当两万

五千多人的游行队伍经过华人区加冷煤气广，一名从马来半岛调来的

联邦警察后备队要求游行掉队的马来人回到队里，暴徒非但不从还殴

打这名警察，接着游行便失控，更多的马来人袭击路人和旁观者，骚

乱行动迅速蔓延到整个芽笼区。到了七时半，市区也发生骚乱。歪曲

或夸张的消息很快从口头传开来，全岛各地的马来人开始杀害华人，

华人也进行反击(主要是私会党徒介入) ，结果总共造成二十二人死

亡，四百五十四人受伤。尸体在验尸房点算时，华人和马来人一样

多。 m李光耀在骚乱爆发的当晚，通过电台广播说:

一切迹象都显示这起突发事件事先有人在幕后组织和策划'目的

155. Straits Times, 20 July, 1964. 

156. Michael Leifer, "Singapore ill Malaysia: The Politics of Federation'气 in JOllmaJ of 

Southeast Asian品仰σ; vo l. 6, no. 2 (September 1965): 65. 

157. Nancy McHenry Flecther, The S，伊aration ofSJÍlgapore fTom MaJaysia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t. of Asiall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9), p. 42. 

158. 具体过程的叙述，请参阅李光耀: {李光耀自忆录 (1923-1965) } ，页628-

629。



是使它变成可怕的种族冲突……然而，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制

止这种愚蠢行为……谣言和报复、反击的狂言，只能引起群情激动。 159

然而，当时身在伦敦的东姑将暴乱的责任归咎于印尼的介入。 160

但是据李光耀的说法，曾担任《马来前锋报》副总编辑，后任新加坡

社会福利部长的奥斯曼·渥 (Othman bin Wok) ，在吉隆坡从《马来

前锋报》的一名高级记者口中获悉， 1964年7月 21 日当天下午两点，编

辑部就被通知要预留头版来刊登下午四点才会发生的大新闻。 161暴乱

陆陆续续蔓延了几天，尽管流血冲突已经发生，但是赛·嘉化·阿杏

还继续指责说:

李尤耀应该对新加坡的暴乱负责，这是因为新加坡有个恶魔，使

马未人和华人互相对抗。为什么在英国、日本、马绍尔和林有福等政

府统治下'新加坡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那是因为李尤耀一直尝

试对我们的民族主义精神发出挑战'并加以戏弄。 162

为了控制局势，戒严令一直执行到8月2日才取消。随即李光耀政

府宣布成立亲善委员会，希望能进一步拉近和加强各个民族基层领袖

的友好联系:杜进才也要求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查明事实真相，

然而马来西亚农业与合作社部长暨新加坡巫统主席K. 佐哈里(Khir

Johari) 在吉隆坡说，联邦政府只会检讨，不展开调查。 1997年，李光

耀在其回忆录中总结这次的经验教训，认为:

他们不想对赛·嘉化·时岑和《马来前锋报》在这次暴乱中扮演

的角色展开彻底的调查。这可不能叫人安心。种族之间的气氛同样也

不能叫人安心。最重要的是华人不能被吓倒，否则极将分子以及他们

在巫统当中的代表人物，将会达到他们的白的---华人在威逼下成为

温温j酌惯、服服贴贴的一群'而且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然而，由于

马来亚军队和警察的公然偏袒，许多华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这失去理

159. Straits 刀inés， 22 July, 1964. 

160. Straits Time~乌 23 July, 1964. 

161.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6310
162. 同上书，页629。

性的暴力事件造成两个种族的隔离。这是非常令人气馁的一件事。 163

此外，李光耀还表示:

这次暴乱使马来西亚不尤在国内蒙受打击。暴乱发生前，国际舆

论对马来西亚越来越有利'巫统领袖允许赛·嘉化·时岑在新加坡挑

起种族冲突是很愚蠢的事。因为事件一发生'苏卡诺在宣传上便取得

优势'得以指称有证据显示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阴谋'存在

着威胁它结成一个联邦的严重的种族纠纷。 164

1964年8月中旬，苏卡诺乘机浑水摸鱼，他通过电台广播，促请

新加坡的华人不要支持马来西亚，而且宣称马来西亚的成立就是为了

压迫新加坡的华人。 8月 17 日，苏卡诺将之前威胁要"攫吞马来西亚"

(Ganyang Malaysia) 的口头警告，提升到越境的军事行动。印尼军

人除了在加里曼丹和砂拉越边境发动军事滋扰，苏卡诺甚至派出一小

撮军人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拉美士空降登陆，以及在笨珍海滩登陆。

马来西亚就印尼的入侵行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诉，表决结果是九

票对两票赞成谴责印尼，但为苏联所否决。后来马来西亚因捷克的出

缺，更被选入安理会成员，苏卡诺老羞成怒，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

苏卡诺以反殖的姿态，誓要建立"大马来由联邦"，无非是为自己在

本区域肃立革命领袖的地位，故苏卡诺的号召，能获得马来左翼民

族主义者的响应。印尼的军事入侵行动，从1964年8月 17 日至 1965年

3月 4日止，前后半年有余，涉及军人约千名，除印尼正规军人，那

些声称是"志愿军"和"马来西亚的自由战士"，还包括马来亚劳

工党党员和;在籍华人中学生，他们都是在马来西亚失踪后，应召到

印尼廖内群岛受训。更为骇人的是，印尼《展望之光》报导，原来

一个拥有武装力蠢的"马来亚共和国" (N asional Republik Malaya) 

于 10月 17 日在印尼成立，社阵领袖布斯达曼被命名为首相，自订新

马为领土，负责登陆马来半岛及新加坡进行游击战和爆破行动。而

163. 向上书，页6320

164. 肉上书，页634。



马来亚社阵的马来高层领袖竟然涉及其内， 165他们计划趁出席第二届

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之际，在国外成立流亡政府。 166此外，这些马来左

翼政党和领袖还被揭发在 1964年大选时曾接受印尼的政治献金， l67

他们随后统统被马来西亚政府逮捕。这是马来左翼民族主义者的一

项"叛国"行为，除了给新马左翼运动带来极大的辙辱，也给东姑和

李光耀向来指责新马社阵涉及宪制外斗争的说法，提供了最有力的脚

注。而劳工党的华人领袖林建寿，事后却宣称他们一直被马来同志的
种种部署行动蒙在鼓里，全不知情。 168

1964年9丹，新加坡还是爆发第二次的种族骚乱，当时李光耀正好

在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 Socialist Intemational) 成立一百周年的庆
典。李光耀在大会上致词时如斯强调:

共产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对权力的运用与技巧之间，态度上

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共产党有辩证教义问答及指导手册，教导如何组

织及搜夺权力，向亚洲的社会主义及氏主提出最尖锐的挑战。民主社

会主义者经常没有花费太多时间与精力以建立组织工具，……决定亚

洲这十亿人氏命运的权力与权利的竞争'就赖于氏主社会主义者是否

能够应付共产党对亿万元产的亚洲人氏所做的组织、宣传的挑战。

在亚洲，只有人氏的生活水平能够达到温饱;国家的行政机关有

效率，氏主社会主义才能生存下去。……没有了上述两个条件'一个

由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反动政权与一个采取恐怖手段的共产极权之间所

165. 涉及的社阵高层领恼，计有: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静~可兹 (Abdul Aziz bin Ishak) 

回教党主席巴晗鲁丁医生 (Dr. Burhanuddin) 、社阵前主席暨劳工党主席依萨·莫
晗末 (Ishak bin Haj i Mohammad) 、屈教党副主席拿督韩尼华 (Dato Raja Abu 

Hanifah) 、社阵主席晗斯诺 (Hasnul bin Abdul Hadi) 、人民党秘书长达朱丁·卡
晗 (Tajuddin Kahar) 及社阵总财政暨居民议会党秘书靠督甘波·拉裕 (DatoKampo
Raju) ，他们先后在1965年1月 27 日及29 日被捕。

166. 就有关问题的具体叙述，请参阅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斗 972) ) , 

页290-293; Gordon P. Means , MalaysÍan Po}jtÍcs (Singapore: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pp. 339-34 1. 

167. Gordon P. Means, Malaysi注'n Po}jtÍCs. , p. 340. 

168. 谢诗坚: {马来归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1130

引起的冲突'是没法避免的了。 169

这可谓是李光耀自人民行动党建党以来，和英国人、右派的巫

统、马共及其外国组织方方面面角力博弈下所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许多在二战后独立，并宣布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后殖民国家，多半

都是因为欠缺李光耀所说的条件而陷入政治泥沼，它们要么被右派分

子所颠覆，不然就是栽在共产党游击队手中，而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独立对人民而言，也就意义不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

光耀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有温饱的生活，

这和文革后的邓小平理论何其相似。

李光耀在社会党国际大会，也趁机和英国工党的领袖们频密接

触，当时适逢英囡即将在10月份举行大选，人人都预料在野的威尔逊

(Harold Wilson) 将会击败保守党政府，所以李积极寻求工党新领导

人的援助。威尔逊承诺一旦工党上台，将继续支持马来西亚应付印尼

的"对抗"，他也希望英国能协助遏制苏联在东南亚挑拨离间。另一

方面，李光耀也期望工党执政将给东姑的种族主义政策带来压力，

因为届时一批牛津大学的激进派专家登场，东姑将会怀疑自己被视

为"一个类似非洲的部落酋长"而不得不有所改进， m因为"工党政

府是不会赞同封建首领们压制一个反对暴力并提倡民主的忠诚反对党

的"。川

李光耀回国后，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种族暴乱，特在10月中旬于吉

隆坡同东姑会面，两人都协议在今后两年内，停止一切会导致种族敏

感被激化的政治讨论，以防止马来西亚的分裂。李光耀亦同意该党在

马来亚半岛的所有支部一律停止活动，算是一道政治争论的休止符。

然而，巫统在一个星期后却毁约在先， K. 佐哈里高调宣布改组新加坡

联盟，以便在来届州选举中击败人民行动党。这无疑又激起双方的争

论，杜进才指责联盟毁约，然K. 佐哈里否认有两年协议，东姑则宣称

169. 李光耀: {新加坡之路:李光耀政论集} (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 1967) ，页

290-2910 

170. 同上书，页642-6440

171.向上书，页6460



有关协议只是局限在不讨论政治敏感问题，而非意味新加坡联盟不能

重组以便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实体。 172杜进才也礼尚往来，宣布人民

行动党将重组半岛的支部，以便能更积极涉足马来亚联邦政治。 11 月

25 日，人民行动党领袖和马华总会长暨联邦财政部长陈修信又因财政

预算案的内容而针锋相对，李认为陈的新税制建议(即新加坡须缴交

25%的营业税和40%的薪金税给中央政府)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工商业

发展。 m李同陈的激烈争论更引来东姑的反击， 12月 9日，东姑在新加

坡大学医学院的晚宴上警告:

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尤(闪电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微)的政治

人物不同意我的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脱离马未西亚，但这对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而言都是天大的灾难。 174

这是东姑首度公开暗示马新分家的讯息。 1964年末，马新政府开

始探求如何在联邦的范畴内进行较为宽松的安排，但是不公开透露详

情，以免让苏卡诺的"对抗"获益。双方在谈判桌上反反复复，难达

共识。后来，东姑只要求外交和国防事务由吉隆坡负责，而新加坡可

自行征税，但要上缴部分给吉隆坡作为承担国防开销。再者，东姑也

要求人民行动党议员退出联邦国会，而李光耀员。坚决反对，他认为既

然要求新加坡负扭国防开支，那么人民行动党就应该留在联邦国会。

东姑立场随之转硬，甚至提出新加坡的警察和内部治安部要由吉隆坡

控制。在谈判期间，英国、澳洲和纽西兰都介入斡旋。

当时东姑的处境确实十分苦闷，西方世界比较倾向同情新加坡，

而巫统党内的极端分子却对李光耀咬牙切齿，隔着南中国海还要面对

不断叫嚣"对抗"的苏卡诺，导致他不得不靠加强自身的马来种族

172. Straits Times, 29 October, 1964. 

173. 在人员行动党领袖眼中，陈修信是蓄意和李光耀等人作对，如要求新加坡政府关
闭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要求新加坡必须将外资开发的"新兴工业地位申请书"送

交吉隆坡批准、要求接收新加坡的全部纺织品配额等等。吴庆瑞曾在口述历史中透
露陈修信是自行决定整我们的。他假妒忠、新加坡，很妒忌李先生。他认为人民
行动党对半岛的马华公会领导层构成了威胁，因此不要让新加坡成功。"转引自李
光耀: (李光耀自忆录 (1923-1965) } ，页6730

174. Straits Tim邸~ 10 December, 1964. 

主义来应付人民行动党。为了强化执政联盟的力量，他特在1965年

4月间，将马来亚半岛、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囚邦的右翼保守派政

党进行大统合，组织了"马来西亚全国联盟党" C Malaysian N ational 

Alliance Pa呵。，不分种族地向公众开放党籍，这算是…个小进步。 m

李光耀也不甘示弱，同样提出要建立一个跨越囚邦的新反对党联盟

之构思。 5月 9日，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亚民主联合党 CUnited

Democratic Pa吗r) 、马来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及砂拉越

马真达党 CPa均T Machinda) 五个政党所联合组织的"马来西亚团结总

机构" C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简称团总)正式登上历史舞

台。五党代表聚集在新加坡，签署了一份宣言，提出了"民主的、马

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应该被确认为饪何单

一社群或种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福利和利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西亚'是针对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的马来西亚、达雅人的马来西

亚、印度人的马来西亚、卡达山人的马来西亚等等的一项反题。各不

同种族的特殊和合法权益，都必须在所有种族的集体权利、利益和责

任的范围内来争取和促进。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在理论

及实践上'就是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在选择政治路线的时

候，不要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而应以共同的政治思想和共同的社会

与经济目标为基础。……我们所面对的急迫考验，就是种族性和非种

族性的政党，如何在不激化种族矛盾的情况下进行民主的竞争'以及

如何在不破坏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迅速和有效地满足各个氏族大多数

穷人之经济、社会和文化愿望。 176

175. 有论者认为，东姑筹组马来西亚联盟党或是为了自应人民行动党的非种族政治路

线的挑战。然而，也有人相信东姑是为了要吸引那些对马华和印度服大党皆不满的

其他民族人士，在毋需参加任何一个成员党的情况下直接加入马来西亚联盟党党。

但是这项新实施反应欠佳，到了 1968年，只吸引到两百余位党员，主要是锡兰人租

欧亚人，详情请参阅N.L. Snider，‘呗That Happened in Penang", in Asian Survey, Vol. 

VIII, No. 12. (December, 1968), p. 962. 

176.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f岱o Lives if Malaysia Dies? The DAP 's Case for a Multi

Racial Society(Petaling Jaya: DAP, 1969), pp. 1-5. 



团总所标榜的"民主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

各个反对党的最低纲领，人民衍动党虽是发起人，但是并没有将民

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注入到这一宣言的精神当中，反而是突出"民

主"和"多元民族主义"这两大要素，目的除了是团结各个反对党，

亦系有针对性地反击巫统那种"保守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之政治

路线。另一值得留意的是，团总呼吁各族选民应该以社会经济而非种

族肤色来选择政治路线的同时，还强调"两不"手法，即在"不激化

种族矛盾"和"不破坏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

手法，这正是对马共路线的扬弃。这显示李光耀比较务实，他不希望

在华人社会眼中，将团总和社阵等问起来。然而，事与愿违，团总对

联盟的挑战，一直被扭曲成是种族性的攻击，而亲共派当然也从中推

波助澜，马来亚社阵代总秘书林建寿就指责"联盟搞马来种族主义，

行动党则玩弄华人沙文主义" 0 177 

事实上，团总的政治攻势真让巫统感到震惊，马来极端分子纷纷

反击。如一些巫统支部要求修改宪法，以便统一整个马来西亚的管制

方式，不要让反对党控制的州政权作乱:川有些马来政客则鼓吹早日

让马来语成为唯一的国家语文，将中学里的媒介语一一英语废除。 m

还有《马来前锋报》也发出种族主义的挑战: "那些要成为马来西亚

的共同主人者，应该先归依伊斯兰教，以及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便

和马来人一模一样。" 180这意味着非马来人若不接受"同化"，就没

有资格谈论争取民族平等之权利。马新双方均透过个别政府所控制的

电台和电视台来展开政治辩论，一来一往，气氛十分热烈，但很快

地巫统就将辩论转变成人身攻击，并大肆煽动种族情绪，如拉萨指

"李光耀指称马来人不是马来西亚的原住民" ;巫统青年团焚烧

李光耀的鱼像:极端分子要求马来西亚"扣留李光耀

光耀"、 "中止新加坡宪法"等等。联盟中的激进派甚至还批评东

177. 朱开英: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1952-1972) } ，页3240

178. Straits ηwes， 14 May, 1965. 
179. Straits 刀wes， 15 June, 1965. 
180. Straits 刀wes， 14 June, 1965. 

姑对人民行动党过于软弱， 18l赛·嘉化·阿杏也力促内政部长依斯迈

医生 (Dr. Ismail) 采取行动逮捕李光耀，巫统少壮派国会议员马哈边

(Mahathir Mohammad) 在国会里参与辩论国家元首的施政御词时，这

么形容人民行动党:

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是反马来人。......他们口头上

承认国语(即马来语) ，却在新加坡保留了多种语文制度。......过去

他们从来不知道马来人统治是怎么回事'容忍不了被他们长期踩在脚

下的民族现在共统治他们的想法。……自然也必须强调'华人有两

类……主要是来自数代以来一直生活在马来人和其他原住民当中的马

华公会的支持者，以及那些偏狭、自私和自大的一类。李走后一类的

好例子。后一类人生活在纯华人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来人

只存在于当车夫的阶层……多数从未越过长堤。他们实际上首先是海

外华人，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中心，马来西亚第二'远远落在后头 o 182 

第二天，李光耀在国会中，特选择用马来语来作出反击:

马来人特权和将马未语成为国语解决不了问题。马未人有四百五十

万……如果我们让其中的0.3%成为公司股东，马来人的贫困问题解决了

吗?坐大汽车和住大洋房的华族百万富翁自然有的是'但制造出少数有大

汽车和大洋房的马未人能不能解决问题?每逢经济、社会和教育政策失败

时'你都重复说'哦'这些邪恶的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的人民反对马来人

的权利。他们并不反对马未人的权利。作为马未西亚公民'马来人有权提

升自己的培训和教育水平，同竞争力比较强的社会、非马来人的社会达到

的水平一样。……而不是向他们灌输这种隐晦的理论:只要让少数特殊的

马未人获得马来人的权利，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183

李光耀的发言让联盟感到不安，国会议长最后没有选择首相东

姑，而是由副首相拉萨来作总结辩论。拉萨指责李光耀打算将国家一

分为二: "一个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一个是李光耀的马来西亚"。

18 1. Gordon P. Means , Malaysian Politics, p. 347. 
182. 转引自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6800
183. 转引自向上书，页683-840



还将人民行动党 (PAP) 形容为是分裂和毁灭 (PartitionAnd Perish) 。

对此，陈修信说: "只要是李光耀当新加坡总理的一天，要中央政府

和新加坡政府合作简直比骆驼要穿过针孔还菇。"剧"我料想不到我

那次的发言对于东姑决定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 185这是李光耀在1997年的回忆录中这么表示。 6月 6日，李光耀

在新加坡留家剧院召开团总咨询委员会大会，五党领袖都出席并公开

在大会上继续抨击巫统的偏狭政策，连一向作风比较温和谨慎的民主

联合党主席林苍佑医生(他曾是马华总会长)也这么说:

现在我们不为自己的决心采取行动，也就没有前途可言了'无论

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子女来说'也许就再也没有平等的社会了。 186

可以这么说，李和团总在马来西亚所掀起的政治旋风，确实在

华人社会中引起巨响，李光耀的理念，尤其在争取民族平等的诉求方

面，甚至让马华中央及其青年团的华文教育源流领袖，也纷纷起来要

求联盟应在国家语文的政策上做更大的让步，如承认华文具有官方语

文地位，这无疑令东姑和陈修信十分恼火。巫统极端分子当然也伺机

反击，要求立即东姑逮捕李光耀，种族主义的火焰越发猛烈，大有一

发不可收拾之势。

东姑深受马来极端派的压力，在党内已经盛传要推举更强硬的拉

萨来取代东姑， 187以遏制李光耀势力的扩散。 6月 16 日，东姑动身到

伦敦参加共和联邦总理会议，出国前一方面交代拉萨和李光耀举行谈

判，希望解决纷争:另一方面，联盟透过马华说服王永元辞去新加坡

芳林囡会议席，以便举行补选，来测试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到底有多

少的支持力量。人民行动党在芳林补选的候选人李炯才回忆说:

执政者(指联盟)知道社阵会参加这次竞迢，如果成功，中央政

府就可以用避免新加坡变成第二个古巴的理由，控制新加坡;如果人

民行动党获胜，他们就可以把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芳林这一场赌注

184. Straits Tim叫 2 June , 1965. 

185. 李光耀: {李光耀凹'记录 (1923-1965) }，页6850

186. 转引自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688-89。

飞87. R. K. Vasil 、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p. 飞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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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间，不仅王永元为社阵拉粟，甚至连一向反共的联盟，也

透过其掌控的《马来前锋报》为社阵宣传。 7月 10日，李炯才以六千三

百九十八票挫败社阵的王清杉，多数票为两千六百五十二张。联盟、

社阵和王永元当然大失所望，然人民行动党乘胜追击，八天后，团总

领袖在新加坡再度开会，决定在马来亚半岛各地召开团总群众大会，

第一站选定8月 14日在槟城举行。李光耀和团总各个成员党誓要在马来

西亚进行更大的造势运动，让"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浪接一浪

地冲击联盟的权力基础。此时此刻巫统察觉到，如果奉行宪制民主，

那么终归有一天团总将会取代联盟。拉萨频频向身在伦敦的东姑汇报

情况，东姑遂下定决心要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 8月 5 日东姑自伦敦

返国，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局势的发展"，巫统的极端派正在靡

拳擦掌、蠢蠢欲动。为了避免爆发更广泛的华巫流血冲突，倘若新加

坡坚持不接受分家，那么吉隆坡就要"采取镇压行动"。

大约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之间，拉萨和吴庆瑞就马新分家的具

体细节进行多次的谈判。拉萨要迅速解决问题，但是那些出身马来亚

半岛的人民行动党领袖，如杜进才、拉惹·勒南、王邦文、杨玉麟等

极不愿意接受分家的安排， 189一来他们和半岛有亲属血缘的联系;二

来他们也不想背弃团总其他友党的共同使命。东姑唯有在8月 7 日给杜

进才一份特函，表示"为了我们的友谊以及马来西亚总体的安全与和

平，绝对没有其他的出路"。川东姑还说:

如果我的影响力够大'能完全控制局势的话'也许可能延迟采取

行动。但我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在还能劝人们容忍与忍耐的时候'

以这样友善的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是唯一可能的出路。我最诚恳地

要求你的同意。 m

188. 李炯才: {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页3420

189. 冯仲汉专访: {拉惹勒南回忆录} ，页1780

190. 东姑给杜进才的信函，见Democratic Action Pa吗r， Who Lives jf M注laysi注 Djes? The 

DAP 's Case for a Multi-Racial Society，、 p.6.
飞9 1. Ibjd 



1965年8月 9 日中午十二时，李光耀在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举行记

者会，情绪激动地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主权独立

的国家。这一突发的消息让举国上下震惊，没有人料到局势会这么发

展，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么表示:

我深受良心的责备，感觉到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

他们是马未亚的华族和印族移民、欧亚裔，甚至包括一些马来人。我

在他们心目中点燃了希望之火;他们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马

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根源。对自己离卉了盟

友和支持者……我感到惭愧。我们一起组成了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

会'一直在开会和协调活动，以便动员人民，为主张建立不分种族的

社会展开运动。我们已着手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向吉隆坡联盟政府

施加压力，争取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

未西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执政的联盟是受东姑领导的巫统所

支自己的。 192

然雨，新加坡华人却以燃放鞭炮、大吃大喝来庆祝新加坡从此

脱离吉隆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统治，和电视前两度流汩的李光耀形

成强烈的对比;至于新加坡社阵及人民党则认为这是"假独立"，

因为"英帝国主义者仍然统治着我们" ;印尼方面欢呼"粉碎马来

西亚"的胜利。世界各国很快就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地位， 1965年9月

21 日，新加坡被接纳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国。

(六)民主行动党的诞生. "第三条道路"再出发

业已在马来亚半岛建立起来的人民行动党支部，大约有…千七百

名党员，他们面对马新分家的厄运，感到十分茫然。按人民行动党雪

兰我州总部执行秘书刘德琦的口述，在分家前夕，即8月 7日晚上大约

九时，该党中央委员会曾派王邦文亲自召见雪兰我和吉隆坡的党要，

以解释即将分家的厄运。作为全职党工的刘，因在总部(吉隆坡马来

192.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 } ，页60

亚大厦二楼〉过夜，所以十分愕然在夜间看到玉和两名随从的紧急到

访。他受促即刻联络所有雪降党要回来开会，当晚赴会者有再因·阿

查哈里( Zain Azahari )、杜志吕医生、林坤杰律师和陈囡杰等领

袖，大家昕完汇报后， "气氛低沉，人人几乎都在强忍快流出来的眼

泪"。 m在新加坡宣布独立的同一天，该党还派拉惹·勒南专到芙蓉

支部、奥斯曼·渥则到马六甲支部举行汇报会。 194会后，他们即刻赶

回新加坡。随即8月 11 日，该党也在新加坡召开一项马新人民行动党

领袖会议，赴会的吉隆坡孟沙区国会议员蒂凡·那在新加坡机场入境

时有感而发地说"真是极为讽刺地首度以外国人身份踏足新加坡"，

他向记者宣布有意斩断所有与新加坡政治及工运的联系，以便能全心

投入加强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的运动。附会后杜进才以党主席身份召

开记者会，宣布"新加坡如今完全退出马来西亚的政坛"， "无意以

政府的身份来干预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但坦诚表示"将会给马来

亚人民行动党的组织提供援助"。杜形容这是"兄弟党"的关系，好

比该党同全球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那般。 196在记者会上，杜进才也

说人民行动党在马来亚的所有支部，将由蒂凡·那所领导。李光耀声

称相信终有一天马新会重新合并:蒂凡·那强调马来亚人民行动党将

缔建一个政治气候，好让新加坡有可能以"平等的条件"重返马来西

亚，以实现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他还公开说:

马来西亚政府将无法阻拦我们的道路，只要它们作为一个国家的

政府，卢称相信和接受议会民主的原则。如果它们阻拦我们，我们也

不会垂头丧气，我们人民行动党是习惯面对阻力以及克服困难的。 197

马来亚人民行动党 (PAP Malaya) 在1965年8月 14日公布了一份全

193. 笔者和刘德琦所做到口述访问，霹雳州、|怡保市， 2004年7月 24日。刘氏是在1963年

参加人员行动觉，曾任吉隆坡双溪威支部秘书，后来成为民主行动党的重要领楠，曾

任霹雳1111 1主席，获选多届的国会议员和外|立法议员， 1995大选宣布退休。

194. 冯仲汉专访: {拉惹勒南回忆录} ，页 1790

195. Malay MaI1, 12 August, 1965. 

196. Michael Ong, "T11e Democratic Actiol1 Pa.叫y of Malaysia: The Case for a Malaysian 

Malaysi注 Restated': M. A. Thesis, La Trobe University, 1969, p. 13. 

197.Ibi证， p.14.



国委员会名单，成员为:主席:曾敏兴医生:副主席:吴福源;秘书

长:蒂凡·那:副秘书长:查维尔 (D卫 Xavier) ;财政: S. 西华勒

南医生 (Dr. S. Seevaratnam) ，以及五名委员:再因·阿查哈里、陈竞

生、康再发、陈崇美和杜志昌医生。

蒂凡·那宣布将继续推进团总的工作，以及申请加入社会党自

际。然雨，他们万万没有料到，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竟然以"马来亚

人民行动党是在马来亚申请注册的一个新加坡组织，即使在马新分

家后依然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联系"为由，而要求该党解释为何不

应该被吊销党之注册。 198蒂凡·那回应说，自从马新分家后，马来亚

人民行动党的领袖全是马来西亚人，依靠的是独立的组织和财政来运

作，所以社团注册局的决定是"不合逻辑、不公平、不公正和不民主

的"，幕后是联盟在耍手段，担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日

益受落。阴9月 9日，社团注册局正式吊销马来亚人民行动党的注册。

根据《海峡时报》社论的分析，该党注册被吊销的关键原因，是基于

马来亚人民行动党的全国委员会不是经由一千七百名马来亚党员所

选出的，而是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他们自己所委任的。故此，蒂

凡·那唯有在9月 10 日重新提呈申请， "成立一个由马来西亚人民所

组织以及为马来西亚人民而服务的政党" ;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副秘

书长王邦文也特在9月 29日致踊给马来亚社团注册宫，表示该党宣布

放弃在马来亚的所有党资产，以示划清界限。然而，一个月后，社团

注册局还是拒绝批出申请，理由是"有另一个同样名字的组织在9月

9日的注册已经被吊销"，此外，还反对该党所委任的"十人筹备委员

会"，因为该党所拟议的章程中，不存在任何得以委任筹备委员会之

条文。此时蒂凡·那讽刺道: "所幸它没有要求我改名换姓，或者要

求我改头换面。"但是，基于"玫瑰换了名字还是会一样芳香"，他

准备为党改一个新名堂。 200

该党的发起人以七十五分钟的时间，决定将人民行动党改名为

Times, 21 August, 1965. 

199. Malayan Times.‘ 22 August, 1965. 

200. Sunday Dines, 10 October, 1965. 

套三二

民主行动党，根据刘德琦的口述，将党徽由"闪电"改为"火箭"的

意念是出自吴福源(他是城市规划和绘测师) ，当时的构思有二:一

是将人民行动党往下劈的"闪电"倒转，让"它"往上冲，但是什么
东西可以往上冲呢，他们遂想到了"火箭"。在1960年代末，美国太

空人登陆月球，宇航"火箭"是最尖端的新科技，代表的是现代化动
力，这就是火箭党徽由来的典故。 201跟着蒂凡·那也修改了拟议中的

党章，加入允许设立筹备委员会的条文， 10月 10日再提交给社团注册

局。与此同时，该党的发起人也积极通过社会舆论来向联盟政府施
压，务求早日获得新党的注册，因为他们相信最终的关键不是法律问
题，而是政治问题。蒂凡·那不断指称联盟对注册的刁难是独断和懦
夫行为，而该党是准备扮演"忠诚的反对党"角色，故呼吁联盟毋需
害怕。适逢12月森美兰州的拉坑区 (Rahang) 举行补选，该党筹委
会主席曾敏兴医生决定以独立人士身份，用"梅花"作标志，代表尚
未获得注册的民主行动党参加选举，同联盟及社阵的候选人展开三角
战。当时曾氏以该党的注册申请为竞选课题之一，希望选民肉联盟表
达需要一个"忠诚的反对党"之意愿。团总的其他友党纷纷为曾医生
站台助选，联盟也出动全国性领袖来造势拉票，反观社阵的实力已经
大不如前，真正对垒的其实是"梅花"和"帆船" 0 12月 11 日选举揭
晓，曾医生以三千五百七十六票当选，联盟只获两千零三十八票，多
数票为一千五百二十八张，以州议席而言，这是一项明显的距离，倘

若再和1964年的选举成绩比较，联盟的落败则更加难堪。
1966年2月 3 日，社团注册局作出答复，还是拒绝给予批准注册，

理由是"有关申请违反甫通过的<< 1966年社团注册法令)) "。原来
在1965年 12月，联盟在国会迅速通过一项新的社团注册法令，其中
一项条文是不允许政党的党员籍中有所谓"有权投票党员"和"无权
投票党员"之区分，目的不外是针对人民行动党党章中有"普通党

201.民主行动党党徽的意义:红色火箭象征该党创造一个现代化、具动力及进步社会
的抱负;四个升压机代表马来西亚四大民族对行动党目标所给予的支持;蓝色圆圈
代表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白色背景则代表清廉。



员"和"干部党员"的条款设置(当年李光耀是为防范党中央被亲

共派的基层党员颠覆而设)。在新的社团注册法令下，民主行动党

草拟的党章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章相似，所以再度受到拒绝。蒂

凡·那十分无奈，唯有再修改党章，将旧条款废弃，换成"永久党

员"和"普通党员"两大类，但是防范颠覆的功能已经失效，这也导

致人民行动党的那一套"干部党"制度无法延续给民主行动党，后者

一开始就必须以"群众党"的组织形态向所有人开放权利和义务，从

民主原则出发，无可厚非，但从人民行动党非共派的教训而言，这无

疑让一个新生的政党，被迫给有心人打开渗透和颠覆的方便之门。

历尽了种种刁难后， 1966年3月 18 日，正好是巴黎公社成立的纪

念日，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正式获准注册，象征着马来西亚一股标榜

民主社会主义、争取"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中左翼力量获得庚

续。该党以议会民主为据，号召不认同巫统马来霸权的选民，支持它

继续向联盟的右翼种族主义路线发出政治攻势。这一股坚持走"第二二

条道路"的力量，在未来注定要面对十分严苛的考验，来自亲共派的

社阵和反共派的联盟都千方百计要拦随它向前迈进。

第三章

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研究

(一〉前吉

迄今为止，不论是研究战后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东南亚华人
问题，甚至是专门考析民主行动党的中英文学界，都不曾就民主行动

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做过系统的分析和严谨的梳理。这对于处理马来西

亚一个最主要的老牌反对党而言，不能说不是极大的缺憾，若和外国

学界就欧洲社会民主党研究作比较，在方法学上显然存有很大的认知

距离。

研究意识形态，不能抽空历史的脉络。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由其

历史和当代各个方面的元素所决定的，它反映有关时代、社会状况与

个别的理论发展者之综合历史条件。有论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包

含了远见和宏伟地改变社会计划的理念，它是为政治生活引入规范性

宏愿的政治信仰模式。 202由此，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认知的概

念框架，它不仅作为让人们认识、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的"罗盘"，

也可以提供人们评估个人、团体、社会与国家的信仰与行为之标准。 203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既广泛又狭隘的，因为在解释范

围方面，它是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但是在解释角度方面，它却是

狭隘片面的。此外，意识形态是既简单又抽象的，简单的是它的遣词

用句与种种象征符号，这是为了方便激励、唤起和动员群众的需要:

抽象的是它从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所存在的大量因果关系、不一致性

和纷乱秩序的认知中提炼出一个可以白圆其说的"理想模型" Cideal 

可pe) 。由此，意识形态具有近似乌托邦、天启式 C apocalyptic )或天

202. Isaac Kramnick, Frederick M. Watkins , The Age of Ideology: Political Thought, 1750 

ω the Present(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9), p. 2. 

203. Reo M. Christenson, 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 (London: Nelson, 1972), pp. 

14-15. 



路历程 (the Pilgrim' s Pro gress )的目的感，它包含对现在和未来期望

的看法。其所描绘的未来总是呈现出比目前更好的境界。一句话，它

给追随者提供了一种"憧憬"和"希望"。

再者，政治意识形态亦是行动取向的( action幽oriented) ，它为

达到某种特定的方向和境界指出了一套实际可行的行动计划，并且要

求群众按行动计划朝特定方向努力奋斗。 204行动计划不仅体现在战略

和战术的应用上，也包括对参与行动者提出对个人和集体的权利与义

务、特权与纪律等规范性要求。犹有甚者，意识形态还需要依附于政

治实体(组织/政党/政府/政权/政体)与政治运动〈革命/改

良/保守)来发挥作用，作为一套行动计划，它需要通过组织和运动

来在群众当中实践和传播，以扩大影响力。

作为"与行动相关联的信仰或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发挥着"为

既存的或构想、中的社会，解释与辩护为人所喜好的政治秩序，并且为

之实现提供策略(过程、制度、计划) "的功能。 205换言之，意识形

态是"解释政治行为的变量"。 206虽然它不是影响政治与历史的唯一

因素，但是在影响政治与历史的因素中，意识形态的确是一个主要

因素。 207所以，要深入研究一个政治现象，或理解…个政治运动〈包

括政党组织、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公共政策、政治领导者和参与

者) ，是无法绕过对其意识形态的考察和剖析的。

学者何启良表示，民主行动党的政治理想，是实行民主社会主

义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宣扬建立一个不分种族、信仰、平等自

由的囡家。 208马来西亚著名时事评论员张景云则说，行动党的政治哲

1队. LeonP. Bé咀说lat， Politicalldeologies: Their OrigÍns and Impact(Englc巳:woo也巳飞liffs杰.J:

Prentice-Hall , 1994), p. 8. 

205. }恩格尔等著，张明贵译: {意识形态与现代政治}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
司， 1985年) ，页5-60

206. 同上。

207. Frederick M. Watkins & Isssc Kramnick著，张明贵译: {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一从

1750年到现在的政治思想}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3年) ，页 1 。

208. 何自良: <政治反对在大马一一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 ，见闰氏编著: {当
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 ，页720

学有两台基石，或者说两臂:一个是多元种族主义，一个是民主社会

主义。但是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这两支臂膀作用悬殊，后者逐渐

变"隐性"，前者变"显性"，犹如网球员常用的一臂比不常用的另

一臂发达。 209这种悬殊性，甚至引起该党的前政治教育主任柯嘉逊博

士的置疑:

在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将近五年'我还是不确定到底[行动]党的意

识形态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抑或"民主社会主义"……"马

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经常被倡导成为党的目标，它甚至经已成为一

种模糊的"意识形态" 0 210 

另一在1980年代初退党的全国副主席叶锦源则指行动党未曾掌

权，所以它的社会主义理念是很难被试探的。 211

到底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又是如何?其民主社会主义信仰的渊

源何在?它是否一个僵化抑或不断变化的思潮?到底行动党如何界定

其"第三条道路"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再结合

对具体政治环境的考察才能看到端倪。

(工) (<文良港宣吉)) :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

行动党在建党后的翌年，即1967年7月 29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及

全体支部执委在吉隆坡文良港( Setapak) 集会，通过了一项党的基本

政策及原则…一《文良港宣言)) (The Set~pak Dec1aration) ，在该宣言

的"目标"章节里，标志着行动党意识形态的确立:

民主行动党坚定地信仰一个以种族平等'社会及经济公平及(以)

国会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马来西亚理想。我们相

信可以推动占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人民的支持'以便达到这项

209. 张景云: <评政治反对在大马) ，见〈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 ，页82-830

210. Kua Kia Soong, Inside The DAP: 1990-1995 (Kuala Lumpur: Kua Kia Soong, 1996), 
p.83. 

21 1.叶锦源: <行动党的丹绒三役} ，页590



目标'我们认为赢取这项支持是我们的基本目标。我们明白在追求这

项目标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到阻碍'不仅是来自联盟党及政府方面'同

时也包括来自受外来意识形态及力量所影响及敌视马来西亚的政治力

量。我们重申民主行动党立意接受真正的马来西亚理念为导向'绝不

受任何的势力，不论是来自反动及种族性的右派'或受外国所鼓舞的

反马来西亚的左派影响，而乖离我们的方向。为着要达到我们的基本

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一个多元民族社会里的建国过程中取得成

功，而联盟政府却偏偏在这最重要的过程中'犯下了严重及可耻的背

叛国家信誉的罪行。 212

由此可见，行动党在当年就已经将其意识形态一一"自由及民主

的社会主义"，定位在介于"联盟政府的种族性的右派"和"受外国

鼓舞的反马来西亚的左派"之间的"第二条道路"。

这和传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所定义的"第二条道路"是有所

不同的。根据社会党国际在 1951年重建时所颁布的《法兰克福

言))，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透过扫除在资本主义下对人的划分及剥削

来达致自由和公正，而共产主义则是强化阶级划分，仅为了建立一党

专政。" 213然而，因历史和社会条件的迥异，二战后的马来西亚

行动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面对不同的政治挑战决定了他们

如何界定与诠释自己的纲领。

事实上，行动党面对的右派政敌，是种族性的右派，以"马来

人支配" (Ketuanan Melayu) 挂帅，不承认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国

家的极端马来民族主义的右派，而不纯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而已。至

于左派政敌，是经被马来亚共产党所渗透，它们所弘扬的"毛派社

会主义" (Maoist Socialism) ，是要解散及粉碎作为新殖民主义产物

的马来西亚，是心系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华基激进

212. <文良港宣言)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动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 ，页 161-
1620 

213. 巷乳Declaration of the Socialist IntemationaJ, The basic principJe of democractic 

sociaJism adopted at its First Congress held in Frankfort-on幽Main on 30 June-3 July 

1951 , Preamble, clause 9. 

左翼党一一劳工党。 M左右这两股力量，均挑战行动党人心目中所迫

求"一个以种族平等，社会及经济公平及国会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自由

及民主的社会主义马来西亚理想"的基本目标。

事实上，根植于马来西亚本土"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

还是需要简略地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脉络来梳理。研究西方政治思

想史的人都会同意，欧洲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实是对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进一步补充。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之

鼻祖爱德华·伯恩施坦 (Eduard Bemstein) 所曰: "社会主义不仅就

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自由主义的正统的继承

者。" 215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川

这种诠释显然和亚洲或第二世界共产党人所理解、所标榜、所实践的

社会主义道路有很大的不同。社会民主党人并不主张取消自由主义和

民主主义下所挣得的制度和权利，它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

义"元素为出发点，认为工人运动要谋求更大的解放，必须进而将资

产阶级的民主实践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甚至是国际关系

领域。而建立在亚洲封建或半封建〈意即资本主义发展还不甚完善

的阶段)土壤的共产主义运动，它们多半不承认自由主义制度下所

取得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 (bourgeoisie rights) ，它们从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性"引伸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据，而无产阶级专

政是抛弃民主制的。就此，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 (Karl

Kautsky) 在1918年写道: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仅

把现代社会主义理解成由社会组织生产'而且理解成按氏主制组织社

214. 有关劳工党意识形态的讨论，请参考潘永强: <马来西亚华人左翼政治…一兼论穷

工党的意识形态) ，见〈人文杂志} (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2000年5月号) , 

页23-350

215. 伯恩施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北京:三联书店，

1965年) ，页 197。

216. 同上，页200。



会……没有氏主制就没有社会主义。 217

针对考茨基的民主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书中这么反驳道: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

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氏主。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阶级的存在，就

不能说"纯粹民主" ，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

主将演变成刁惯，消亡下去，而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218

今天，我们回顾近一个世纪的国际共运史，毋需再多费唇舌，

时间业已明确地做了公正的判决。然而，在行动党颁布《文良港宣

言》之际， 1960年代末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就"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争论还是十分尖锐的。奉行"毛派社会主

义"的马来亚劳工党及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人民党，一直批判

行动党的议会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它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显

然是马列斯毛式的阶级专政模式。由此，林吉祥于1967年在…篇题为

《岳由及平等的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一一一其对马来西亚的意义和

相关性》的专文中表示:

经常都有人问起，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我会将民主社会主

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承诺透过集体和社会行动未扩大个人

自由，以便为人人提供快乐、有尊严及生活获得满足的平等权利。 219

他继续写道:

这个定义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及达致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

目标即是一个平等的、:支'有人剥削人的人道社会，除非是个人的能力

217. 卡尔·考茨基: {无产阶级专政} (维也纳， 1918年) ，页5 ，转引自托玛斯·迈

尔著，殷叙彝泽: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 , 

页670

218.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年) ，页 13-140

219. Lim Kit Siang, "Ideology ofFreedom and Equality: Democratic Socialism- its Meaning 

and Relevance to Malaysia", The Rocke乙 vol. 2, nO.8 (August 1967): 2-3; 9. 

和个性问题'否则人人将毫无障碍地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和文

化上取得进步的机会。手段和途径即是通过社会努力及国家行动，

而非个人的奋发。我们相信无论是少数慈善家及社会改革家所作出的

善行'只要他们将范围局限在个人的行动，便无法触及社会问题的根

源。 220

简言之，行动党的社会主义观是"扩大自由、实现平等"，主张

通过"社会努力及国家行动" (但没有明确说明是"福利国" )来解

决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进而让人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和文

化上取得进步的机会。这个表述有两点值得留意，第一是将"扩大自

由"和"实现平等"列为同等重要的目标，不似第二世界的共产党人

为了落实平等而取消自由:第二，行动党将"文化民主"的诉求，并

列在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等位置，这不啻是对传统欧

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补充。由此证明，林吉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

定义，是为适应马来西亚的现实土壤和针对性地响应来自左右两方势

力的挑战。

"扩大自由、实现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核心价值。它和

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最大不同，就是坚持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是互相补

充、互为前提、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对立的。曾担任瑞典首相的欧

罗夫@帕尔梅 (Olof Palme) 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争取自由的

运动。" 221所以，不能断然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这是极权共产主义

制度的写照:反之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体

现。林吉祥对马来西亚民主社会主义的定义，充分反映出他透彻理解

这一政治思潮的真谛。从文献上可以看出，后续许多行动党领袖，特

别是扭任党中央政治教育局主任者，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都

不及林吉祥的认识来得深刻。

应该说，林吉祥就民主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文良港宣言》

220. Ibid 

221.维·勃兰特、布·克赖思基、欧·帕尔梅合著，丁冬红、自伟合译: (社会民主与
未来) (中国:重庆出版社， 1993年) ，页3 。



所宣示的"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发挥了补充解释的作用。它

是行动党人在建党初年所制定的最高纲领。其实，自 1966年建党迄

今， "以宪制途径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就被列

明在该党党章的第一条款。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Malaysian 

Malaysia) 则从未被列明在党章里，它只是作为一项延续新加坡人

民行动党的政治诉求或口号，目的是专对巫统的"马来人的马来西

亚"所建构出来的不同政见。然而，因为具体政治环境的变迁，特别

是1969年 "5 • 13事件"后的马来西亚政局，行动党面对来自左派方

面的挑战日益式微; 222反之来自右派的极端马来民族主义，一直是构

成朝野政党对峙的主要矛盾，阶级问题反而不那么突出。由此，李光

耀在被迫离开马来西亚之前一直都无法实践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成了日后行动党人率先高举的鲜明旗帜，它成了该党在日常文

告和群众演讲中最频密使用的词汇，无形中遮蔽了属于该党最高纲领

的"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之思想光华。

基于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所限，行动党的政治纲领从未彰显如

欧洲工党那般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阶级斗争的路线不甚突出，因为

该党所依赖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建立在阶级而是在民族的基础上。

所以严格来讲，行动党并非一个阶级党，而是一个全民党( catch-all 

pa向心，虽然其"全民"的概念很难在马来社会中建立认受性。这也

并非意味着行动党不关心下层阶级的命运，其实，它在建党初年的中

央委员会，有超过25%的成员有工运背景， m第一任秘书长蒂凡·那亦

是马新工运界的强人，该党更在1968年4月 8 日设立一个劳工委员会，

并申言"工人的问题就是行动党的问题"。 224但是，相对于争取"民

222. 穷工克的在册已经被政府注销，人民党则在选举上无法赢得任何议席。马来亚共

产党虽然坚持武装斗争，但实际上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其他新注册的左
翼取向的在野党，多半抵挡不了一届选举的失败冲击而销声睦迹。

223. Fan Yew Teng,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lndustrial Democracy飞 in The Rocket, vo1. 
3, no. 9, (October/November 1968): 6-8. 

224. "DAP Forms Labour Bureau to Seek New Answers and Solutions," in The Rocket, vo1. 
3, no. 4 (Apri120- May 20, 1968): 1; 8. 

族平等"和"文化民主"而言，劳工议题并非是华人社会最关切的议

题。

行动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政治环境的需要而调整了意识形

态的主次，将一个争取"民族平等"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提

到一个比追求"阶级平等"的"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还要显著

的地位，正好体现了以色列工党领袖佩雷斯 (Shimon Peres) 所说

的"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时段里处理不同的问题。" 225那些试图按西

方左翼理论来要求行动党应同样诉诸阶级斗争的学者们， 226或者那

些批判"行动党突出 4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属于右倾机会主

义"的前劳工党人，均是主观主义作祟的苛刻之举。因为在马来西亚

的政治情景 (political context) 下，反对巫统向化政策的华人社会，是

超越阶级樊篱的:他们有来自华人新村的劳动阶级和小乡镇里的小园

主，也有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他们从事的行业更是五

花八门，不论是白领或蓝领，参与职工会者少之又少(这是三大民族

工人普遍的现象，请见表1) 。特别是"新经济政策" (1970-1990) 

下的种种歧视措施，如"种族固打/配额制" (racial quota system) 

和《工业协调法令)) , 227导致华人中小型企业部得自力更生，而非依

赖政府的扶持和优惠来谋求离机和生计。这么一来，中小型企业的华

商支持行动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体现在经济环节的就是反对"种

族团打制" ) ，是为了"教训1" 圈阵和"发泄"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极

度不满。如果行动党盲目地从欧洲搬那一套"高薪酬、高税收、高福

利"的典型社会民主纲领到马来西亚实践，试问以中小型企业为经济

命脉的华人社会还会将选票投给行动党吗?至于马来社会的无产者与

下层阶级，他们也不会因为行动党是左翼政党而巫统是右翼政党，而

225. Shimon Peres, "The Social Democracy Challenge in Our Age", in The Flltllre ofSoci注/

Democracy, edited by Peter Russel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 

54. 

226. 最典型的文献，请参考Hua Wu Yin, Class and Commllnalism Ín Malaysi注" Politics 血

a Dependent State , p.135 , 148. 

227. 有关"新经济政策"歧视非马来人的问题，请参阅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 {探讨马

来西亚经济政策} (商隆坡:雪兰我中华大会堂， 1990年)。



在选举时发挥"阶级意识" C c1ass consciousness) 来支持前者，因为

他们宁愿拥护被视为捍卫"马来人特权"的巫统，而不是延续李光耀
路线来挑战"马来人特权"的行动觉。巫统的政治精英大肆掠夺国家
的经济资源后，也不忘在经济上给予马来人优惠和扶持，这不仅有助
于缓和马来社会之间的阶级矛盾，同时也让巫统作为马来民族主义政
党的政治合法性 Cpoliticallegitimacy )得以延续下去。

表1 :马来西亚人民参与职工会在劳动力总数所占之比率
年份 职工会人数 劳动力总数 参与比例
1960 184,627 2,305,700 8% 
1970 299,586 3,328,000 9% 
1980 579,266 4,816,900 12% 
1990 659,280 6,621 ,000 10% 

1íf料未源:马未西亚人力资源部在第八届国会提供给行动党蓓议员柯嘉逊博士的书面
答复。

换句话说，如果行动党执意推行欧洲意义的社会民主纲领和政
策，诉诸"反商"的阶级斗争、强悍的劳工路线和全面的福利保障，
必定会使自己陷入政治上的两难状况，即非但马来人不会支持它，被
同化政策压迫的非马来人也感到无所适从，反而间接让国阵中的马华
公会和民政党得利。基于选举战略的考虑，行动党选择性地率先突
出"政治民主"、 "文化民主"和"族裔民主"，而"经济民主"则
灵活调适，没有完全照搬欧洲模式，这也是导致行动党的社会主义色
彩不彰的原因。

尤有甚者，我们也不容忽略在东南亚国家的一项客观事实，
即"基于长时期的信息封锁和蓄意误导，社会主义是→个相当负面以
及等同于共产主义的词汇" 0 228尤其是在冷战期间的两极对峙下，非
左即右的二分法，导致如欧洲中左派所弘扬的"第二条道路"在→般
东南亚人们的政治意识中，很难建立清晰的定位。在1970和80年代，

228. 林吉祥: <社会民主主义:亚洲在世纪之交的新机遇) ，见丘光耀编著: (红玫瑰
革命) (吉隆坡:民主行动党蕉赖资讯工艺中心， 1999年) ，页110。这是林吉祥在
1997年 11月 11 日假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词。

马来西亚华人一谈起社会主义，就即刻联想到中共文革、苏共的扩张

主义、越共排华及柬共的集中营等等:马来人的集体记忆则认为社会

主义是"华人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和废除马来皇室的。这些负面

及刻板的印象再加上医阵政府的大肆渲染和抹黑，没有多少华人及

马来人会对社会主义发生真正的兴趣。所以，行动党在"新经济政

策"执行的二十年期间，甚少高姿态地突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纲

领，甚至在日常政治文告的字里行间，也大幅度减少对左翼词汇的使

用，到了 1980年代中期，民主社会主义的词汇已经鲜少出现在行动党

各个语文的机关报里。

对此，我可以根据档案文献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之。第一，

1971年8月 18 日行动党举行的首届全国华语政治研讨会，林吉祥的主题

讲词(民主社会主义) ，文件上就注明"绝对是供内部传阅" ; 229第

二，行动党中央在1972年5月 28 日至6月 1 日于新加坡出席社会党亚洲太

平洋局 CAsia-Pacific Socialist Organisation) 的会议时，就被当年的首

相敦·拉萨指责为"行动党领袖对国家不效忠，并散播谣言指马来西

亚将发生骚乱" 0 230这种被蓄意栽赃的政治攻击，让行动党觉得十分

无奈。马来西亚人民无法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别，行动党一直

都意识到的，这种情况甚至维持到1999年大选前夕，当社会党国际亚

太区委员会 C SI Asia-Pacific Committee) 在吉隆坡举行会议时，行动党

蓄意不安排传媒采访，就是避免在大选临近的时刻，遭致国阵不必要

的扭曲和抹黑。

在以上种种原因制约下，行动党没有高调突出社会主义，不等于

它不重视或抛弃党魂，而是将意识形态的主次，进行灵活但又不失原

则的处理，这可谓是行动党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互动下的产物。

翼的冒进主义者，往往不理会社会结构的制约，冲动蛮干:右翼的保

229. 这一篇演讲是林吉祥阐述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渊源和玛来西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如

{可定位的最全面的文献。可惜因为历史条件的局眼，没有在传媒刊登。棺倍曾经阅读

这篇文献的行动党人也十分有限。(行动党中央档案室LKS/6/9/71 )。

230. 林吉祥答复首相敦·拉萨的新闻文告， 1972年6月 2日。(行动党中央档案室LKS/

N/17/5/72) 。



守主义者，则过度强调社会现实的局限，抗拒变革;只有务实的理想

主义者，才会致力在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寻找平衡点。若我们比较行动

党、马来亚劳工党和马华公会的政治发展史，就能在这方面得出清晰

的结论。

(三)费边社会主义取向:宪政民主、和平渐进、点滴改革

早年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主要

是受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职工运动所影响。川人民行动党的第

一代核心领袖，多半是留学英伦、纯粹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精

英。他们在留学阶段，对于战后 1945年执政的英国艾德礼 C Clement 

Attlee) 工党政府所奉行的费边社会主义 C P abian Socialism) 十分向

往。他们目睹工党政府的"福利国"和"固有化"政策如何有效地重

建战后的英因社会，加上工党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比保守党更明显有利

于马来亚和新加坡逐步取得自治和独立，所以这些留学英伦的马新华

人精英，在政治取向方面，很自然地以英式法治和议会民主为框架，

透过组织工运、号召民族自决来争取马来亚独立。费边社会主义遂成

为他们理解、接纳和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基本参照蓝图，也是他们日后

组党的政治路线。他们一方面抗拒共产主义那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

形态，另一方面亦排斥标榜为单一民族利益斗争的右翼种族主义号

召。

费边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的重要流派，主要指的是英国"费

边社" C Pabian Society) 中一群思想、偏左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

19世纪末为怜'悯英国劳工阶级受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所累而激发起的

社会改良意识。这个团体之所以取名"费边社"，是因为它推崇公元

前3世纪以缓进待机、迂因出击、避免正面决战著称的罗马统帅费边

CPabian) ，以他的名字来比喻自己的政治主张。费边社会主义是将

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它将社会

231.李光耀: <新嘉坡之路:李光耀政论集) ，页430

主义理解成是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制度下的道德反抗。 m所以，费边

社十分强调社会改革必须遵循"民主的

认为不道德的"及"合乎宪法与和平的"四大原则。 m它的主要领导

人是悉尼·韦伯 C Sydney Webb) 、萧伯纳 C Bemard Shaw) 、华莱

士 C Graham Wallas) 及欧里弗 C Sydney 0livier) ，史称费边社"四

头" C the Big Pour) 。费边社自 1896年开始就声明:除了力谋社会主

义与民主政治的目标，对于其他各种特殊问题，诸如婚姻、宗教、艺

术、抽象经济学、历史进化、通货等问题，并无特殊意见，亦无集体

政策，更无所谓"费边正统" CPabian Orthodoxy) 0 234从费边社近百

年来所出版的大量政帖和论文丛书中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册子鲜少讨

论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反而是专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提供解决方

案。再者，该社也聚集了许多思想和见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以不曾

塑造任何绝对的权威领袖或制定一个终极的意识形态真理。

有论者认为，费边社会主义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支

力量，它和另一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工人运动构成了欧洲两

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传统。对比之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注重理论

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同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较深。而费边社影响

下的英国工党则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理

论。 m对此，其中一种说法是，早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即是党纲

理论不断斗争的历史，只是屡次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触发的意识形态争

232. Anton Pelinka, SociaJ DemocractÍc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3), p. 130. 

233. 周梁楷: <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辨证:近代英国左版史家的研究) (台北:合

志文化事业， 2001年) ，页530

234. 张明贵: (费311社会主义思想)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年) ，页40

235. 恩格斯为此批评费边社"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一由钻
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一一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
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最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

导权来防止这种危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 ，页443 。



论中，马克思主义都占了上风 o 236而英国的发展道路却完全不同，费

边社在1884年 1 月 4日创立时，独立工党尚未出现:费边社陆陆续续提

出许多影响英国工会运动和社会改革的主张后， 1918年英国工党才告

正式建党，并采纳费边社会主义作为其政治意识形态之本，甚至连工

党的党章草本和政策声明都是由悉尼·韦伯来执笔。所以，英国工党

的理论取肉，不属于那种无所不包地对历史和社会进行诠释的社会主

义，而是采取一种伦理的诉求，来对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地方进行改

革。 m

又，日耳曼民族是重思辩的民族，而盎克鲁·萨克逊民族则具

有实证主义的传统。不同的民族文化，会在他们展开的政治运动和理

论建构中反映出不同的习性和特征。如以研究费边社会主义思想而著

称的台湾学者张明贵就指出，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是典型的英国中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见解与主张。在个性上，英国人重传统、较实际、素保

守、不偏激，费边社会主义者也都具有这些性质，加上中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出身背景，讲理性、守法律、识事务、确是非、不盲从，因

此，提出的主张多有可行性，而且强调方法的公平与合理，立论也比

较折衷、温和。张氏也说，英国人多半排斥外人思想，即使从外人吸

收一些观念，不是加以修正，就是加以掩饰。因此费边主义者一方面

支持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某些政治信仰，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的部分

历史观念，进而强调功利主义的传统，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

与暴力革命主张，以及以劳动价值说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说。 m

费边社以上这些特征，不仅直接形塑了英国工党的政治文化，也

间接影响了人民行动党和民主行动党的政治风格。可以这么说，不论

是长期在朝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以李光耀为典型) ，抑或长期在野的

236. 从深受拉萨尔主义影响的1875年〈哥达纲领) ( Gotha Programme) 发展到1891年

被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爱尔福特纲领) (Erfu抗 Programme) ，说明早年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历史是一部党纲不断斗争的历史。具体过程的影响，可参阅托码斯·迈尔
著，殷叙彝译: (社会民主主义导论) ，页17-340

237. Anton Pelinka, Soci注1Democractic Parties in Europe, p. 129 

238. 张明贵: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 ，页80

民主行动党领袖(以林吉祥为典型) ，其领导的党中央，一向都不甚

注重抽象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考，反而专注谋求现实问题解决之道，

这和传统费边社的实证主义及务实作风不无关系。行动党的核心领导

层，从建党初年到今天，都是由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所组成，他

们的教育背景和专业训练，主要是以英文源流为主的英国实证主义挂

帅，没有经过多少欧陆思辩哲学的洗礼。加上行动党领袖在现实的政

治斗争中，靠的是宪制框架内的法律为主要武器，所以他们会穷所有

的精力与政府在复杂的法律条文中"较量法技"，而鲜少使用抽象的

形而上理论，来诠释党的斗争和历史与未来世界之间的联系。再者，

行动党的第一代核心领袖如林吉祥、曾敏兴、范俊登及李霖泰等人的

英文教育背景，对华文的相对生疏，也造成行动党领袖不那么容易心

系北京的"毛派社会主义"之意识形态。 m反之，英国工党的理论渊

源，从历史到现实，都比较接近行动党领袖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

语言习惯、思考模式和斗争手段。

行动党意识形态另一值得关注的特征，就是它一贯坚持议会道

路，从未尝试懵越宪政民主的程序。不论该党在遭受联盟/国阵政府

多么不合理的打压和报复，它的领袖、干部和党员，都不曾有将斗争

转入地下的记录。这点和马来(西)亚其他的宪制在野党相比…一从

早年的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到晚近

的泛马回教觉，都不断有传言指他们的部分领袖和党员涉及地下活

动一一更突显出行动党始终坚持服膺"议会社会主义"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的路线。 240至于马来亚共产党，自 1955年 12月"华玲谈

判" (Baling Talk) 破裂后，就全面展开武装斗争。马共的意识形态

239. 林吉祥曾向笔者透露，他的教育背景和语言习惯导致他在青年阶段，不会对中共
文革的意识形态产生很大的兴趣。反之，英国及其他共和联邦国家的社会主义动

态，比较合引起他的关注。

240. 研究英国工党的学者Ralph Miliband指出， "议会社会主义"者对议会主义 (Par

liamentarism) 的坚持，更甚于社会主义，他们不仅竭尽所能地利用议会民主所提
供的机会，来追求其政治目标，同时也抗拒采取任何非宪制的激进运动。具体讨论

见Ralph Miliba时， Parliamentaly Soci圳市m:AStu咿in tbe Politics ofLabour(London: 

Merlin Press, 1972). 



加上联盟政府反共意志的不妥协，注定它无法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进

行政治活动。它唯有透过统一战线，渗透及联合愿意遵循其革命诉求

的马来亚劳工党，鼓吹"宪政斗争无效论"，号召杯葛议会选举，发

动群众运动与街头政治来罔积革命的力量。 1969年5月 10日，行动党

参加建党后的第…次全国大选，获得十三个国会议席和二十一个州议

席。对此，劳工党人一直耿耿于怀，指责行动党是"机会主义"地继

承了劳工党所遗留下来的政治反对空间。更遗憾的是，选举后的第

工平，不愿意接受民主裁决的巫统极端分子，引爆了华巫流血冲突

的 "5-13事件"。暴动后的第三天，最高元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

态"，因会被解散，由敦·拉萨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接管政权，当年的内政部长敦·伊斯迈医生 (Dr

Tun Ismail) 宣布说: "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已经进入死亡期。"行动

党成为了这一场悲剧的代罪羔羊，甫中选为马六甲区国会议员的林吉

祥被《内安法令》扣留了十六个月。 241

林吉祥获释后，并没有动摇对议会斗争的民主信念。四1970年

11月 19 日，他公开向传媒宣布:

民主行动党在国会与州议会内的任务将不是一个只是为反对而

反对的反对党'我们将永远不会染上"无理智地反对"的病菌。我们

的意图并非以"不"作为指导我们在国会与州议会的行动，成为一种

党的哲学。我们将严格地基于个别情况，对每一项联邦或州政府的行

为、方式或政策'予以支持、赞扬、批坪、反对或谴责。 243

他接着列出四项主要原则，来作为议员们每一项行动的指导:

24 l. 

242. "5' 13事件"后，有大量的华人左翼青年参加马共的武装斗争，他们对马来西亚

的宪制民主失去了信心，一来是受中共文革的极左思潮影响;二来是华人被马来军

警屠杀，激化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认为要推翻联盟政权，非靠子弹不可，用选举手
段是自欺欺人的，因为反对党赢得了选举，联盟就以暴力来镇压。所以， 1970年代
初，行动党仍 1日坚持议会道路是很不简单的一股民主信念。

243. 林吉祥在1970年 11月 19日子怡保一项晚餐会上的演词(行动党中央档案室LKS/
N/21/70) 。

(一)建立一个团结和真正是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 (二)以民

主社会主义的方法去消除"有者"与"无者"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

济不平衡'以确保在马未西亚'社会和经济公平并非梦想而是事实;

(三)维护马来西亚的民主运动，与一切形式的反民主〔之〕压力、

措施和行为斗争; (四)维护氏主的原则'无论是全国性或州级性的

政府'它们的目标应该为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并给予每一个不分

种族的马来西亚人有机会去充分发展他的潜能。 2斜

林吉祥亦称，只要执政党的政策、措施和表现违反以上任何一项

原则，行动党将反对到底，反之，行动党将给予合作。他还说:

在国会外'民主行动党亦准备与所有的政党和团体作密切的合

作'去推展建立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氏族，一个公正及平等的社会以

及一个坚固持久的民主体制之共同目标。 245

三个月后，即 1971年2月 23 日，国会民主恢复运作，但前提条件是

宪法必须修改: (一)赋予国会权力，以通过法律禁止质疑宪法中规

定的国语、马来人特别地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和主权，以及公民权

等条文; (二〉取消豁免议员在议会内的言论不受司法挑战的权利:

(三)赋予最高元首权力，以直接谕令任何大学或学院或中学以上的

教育学府的选择性课程，保留某些比例的学额给马来人及其他土著。 246

新任首相敦·拉萨公开威胁反对党议员说，如果修正案无法通过，国

会将被解散。林吉祥参与《宪法修正案》辩论时这么表示:

议会民主的内涵'已经受到了质疑。这就是国会的重开'并没有

引起举国人民欢腾高兴的原因了。因为他们认为国会已经失去了作为

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和议事斤的首要作用……撤销国会议员(享有)言

论自由豁免权的建议，将突出越来越乖离议会民主的情况……因为它

无疑是封住了国会议员的嘴巴，背弃了他对选氏所许下的承诺'即以

无畏的、负责任的以及有良知的态度，在国会表达人氏的合法愿望、

244. 同上注。

245. 向上注。

246. 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执政思潮演变} ，页167-1680



恐惧、冤屈及不满……没有任何的步骤，能比这个步骤史有效地破坏

氏主及助长民主敌人的卢音和势力的了。 247

1971年5月 25 日，林吉祥代表行动党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席社会

党国际理事会时，在大会上就第二世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宪制斗

争"问题有以下见解:

我被扣留是封建买办的执政党'对民主行动党在马未西亚历史上

赢得任何反对党未曾赢过的胜利所采取的一项刑罚性的报复。 1969年

5 月 13 日种族暴动的罪行悲剧亦是如此。它是由那些执政集团中不满意

人民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迈进之极端分子所发动的……这些发展经

大大地动摇了要一个基于和平及宪制斗争程序之氏主社会主义社会的

马来西亚人的信心……在马未西亚'越未越多的青年经听从唯有靠式

哀和暴力斗争才能为社会带来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说法……这是

一个第二世界内许多氏主社会主义运动所面对的问题一一到底他们可否

正确地保持他们对和平与宪制程序斗争的献身，有效地作基本的社会

和经济改革去解除千千万万的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幸'抑或

他们只是扮演加强被蹂躏者之政治和经济觉悟之助产士的角色，并由

式装暴力和革命之主张者所接替。这个问题和千千万万被蹂躏者对经

济和社会改革所累积之不耐烦，乃 197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中心问
题。 248

1972年4月 27日，林吉祥继续就以上问题，受邀在马来亚大学的一

项学生领袖训练营的论坛上表示，在马来西亚威胁议会民主的力量主
要有二:

五一二经显示出了一项直至当今仍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政治实情:

即在马来西亚除了马未亚共产党要接弃国会民主之外'还有另一个集

团具有同样头脑的人。这些人就是在今天只要民主程序确认他们掌权

247. 林吉祥: (国会的忧患) ，见同氏著: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八打灵再也:民
主行动觉， 1978年) ，页 173斗 860

248. 林吉祥在1971年5月 25日假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上所发表的讲稿。这一篇讲稿在马来
西亚没有发布给传媒。档案室收藏的华文文献上注明"只限党内阅读不供发表"。

而给他们在国内和国际有合法印章时'他们仍是宣告民主的人。但如

果民主程序威胁到他们会失去权力时'则他们就准备摧毁民主去继续

掌握政权。 249

林吉祥继续说道:

毫无疑问地'今天在我们的国土上'弥漫着恐惧去表达观点和

不满的情绪'但如果这些不满被压制而无法找出和平与合宪的表达'

则他们将陷入地下等待暴力和非宪制的发泄。合宪反对党的工作是一

贺和无畏地提出人民被压制的不平和不满'教育他们运用他们的基本

政治权利'动员他们去争取一个真正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国家和消除

经济及社会不公平，同时劝服那些意欲试用不民主和非宪制方法者相

信'对他们和国家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点，

则马来西亚的宪制反对党将根本没有角色可以扮演，而这领域将让位

给那些主张式装政治斗争是唯一拯救之道的非宪制反对党。这将是一

项大悲剧'因为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文的马来西亚

中'暴力政治斗争将使我们这个因家变成一片废墟。 m

由此可见，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和欧洲战后的社会民

主党之最大共同点，就是坚持反对暴力革命的激进政治，强调通过长

期说理和教育选民的方式来进行抗争，即以选票(bal1ot) 而非子弹

( bullet) 来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现实和经济秩序。然而， "合法主

义"的路线，也未必代表国阵就放弃罗织并栽赃它与马共武装斗争有

联系的借口。 m再说，国阵所奉行的议会民主，也显然存有很大的欺

骗和伪善的地方，即使如此， "秘密斗争"始终不曾出现在行动党的

政治议程。好比1970年代末，行动党多位领袖面对政府一系列的官司

检控，行动党内有传言指党中央将检讨议会斗争的意义、杯葛大选甚

249. 林宙祥: <五一三后反对党的任务) (1972年4月 27日马来亚大学学生会主办之第

六届学生领袖训练营之演讲词)。

250. 同上注。

25 1. 1976年11月 2吕，行动党"捍卫大马中华文化小组"的主席陈国杰和秘书厅、庆佳，

曾被政治部诬指在华文教育课题上"直接班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协助共产党统战的

活动"，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来经审讯就被扣留了四年九个月。



至解散该党， m然林吉祥回应说:

此种有系统地迫害行动党领袖的目的'是要损害行动党领导层的

斗争精神、信心及信念……但是解散党和放弃政治斗争'便是跌进国

阵所设之陷阱，在它们本身短视的利益下'它们所希望的就是行动党

在政坛消失……我希望能够说服那些在中央委员会旦对国阵的高压日

愈感到痛苦以及对宪制和民主斗争感到高度无效的同志们，行动党在

马未西亚还是能够作出巨大的贡献，否则国家将面对不民主的国阵和

马共之间的悲凉选择。 253

又，在1987年 10月爆发"茅草行动" (Operation Lalang) ，十六

位行动党领袖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在一片风声鹤泪的白色恐怖

氛崩下，该党上下还是保持沉着，积极在国内外展开各式各样的和平

请愿活动，争取被扣留者早日获释。这不似1960年代的劳工党那般，

在高压下过激地否定议会民主的价值，而选择走上了自我放弃宪制斗

争的不归路。 1990年代末因"安华事件"而在首都吉隆坡引发若干次

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活动，主要的筹划者都是公正党人，参与者绝大部

分是马来民族。行动党因参加替阵，在道义上需要给予声援，但一直

都是扮演沾边的角色。为此，许多激进的街头改革派还抱怨行动党是

选举党，不热衷于动员群众抗争，而他们却声称尝试要发动"人民力

量"来推翻马哈边政权。

无论在多么艰辛和严苛的情势下，行动党从未放弃议会路线，不

作地下部署、不挺而走险、不接受收编、不轻言解散，不为反对而反

对，它严守宪制民主的规则，和平渐进地、点滴改良地扮演"陆下忠

诚反对党"的角色。持平而论，将行动党和战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反

对势力相比，其角色对于稳定一个多元分化的新兴民族国家之建囡历

程，确实是发挥了进步作用。

252. 行动党副秘书长林子鹤在1978年4月 28日对外发表文告，指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将在5月 1 日召开会议，以检讨整个马来西亚议会民主的概念，并可能决定召开一项

党员特别大会，以便寻求基层的意见来杯葛下一届的选举，或甚至解散行动觉。真

{本i寸论请参阅 The Rocket, vo1. XIII,no.2 (April 1978): 8. 

253. 同上注。

(四)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争取各民族的权利平等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论域中，是一个十

分具争论性的理念和口号。右派的巫统将它视为李光耀遗留给民主行

动党继续挑战"马来人特权"的旗帜:左派的劳工党把它看成是行动

党蓄意突出种族问题，转移阶级问题的"机会主义"路线。至于被驱

逐出马来西亚后的李光耀，曾以勉励的口吻对马来西亚人说:

他们一一马来西亚人一一今后要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了。如果他们够

坚强'够骨气'那么，前途就会很不同的。 254

无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迄今马来社会普遍上仍对此主张抱

有很大的怀疑和抗拒:非马来社会却认为这是一个要求各族权利和义

务平等的诉求。综观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和巫统就这一主张所

展开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马来民族一国

家" (Malay nation-state) 255和"马来西亚国家一民族" ( Malaysian 

state-nation) 两大理念所发生的冲突。两者皆对独立后新兴的马来(西)

亚之"国家建构" (nation-building) 争夺合法性 (legitimacy) 。

根据斯奈德 (Louis Snyder) 的研究，所谓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乃指 "state from nations" ，或nation只是在个别文化的势力

范围内成长。种族/民族与政治的边界重迭，国籍的选择反映种族的

认同。 256丽国家民族(state-nation) 乃指 "nation fòrmed by states" , 

nation由 state的范畴之内发展而成。它代表着新的文化综合，超越种族

分歧，国籍威国家的认同是国民个人的选择。国家精神是对这个社群

的过去的归宿感，对它的未来的期望。国家的基础是以人民主权为基

石。 257香港学者郭少棠进一步发展了斯奈德的看法，他认为民族国家

的建立应包括三个阶段的发展: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统一和民权的建

254. 李光耀: <新嘉坡之路:李光耀政论集} ，页49-500

255.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部Cheah Boon Khe吨， Malaysia: The A必king o[a 抽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 pp. 1-47. 

256. 郭少棠: <民族主义理论与发展的再反省> ，见刘青峰编: <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

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年) ，页79-960

257. 间上注。



立。郭氏说，踏入第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即民权的建立，就是挪

威学者洛康( Stein Rokkan) 所指的:

(一)渗透(penetration ) :建立理性的行政体系和公共秩序'推

动及吸纳公共资源、;

(二)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建立共同认许的规则一一法

制，使国家内部和单位及组织可共享共同的标准;

(二〉参与 (participation) :给予所有适龄的成年人政治参与的

权利，尤其是选举权'并保护少数的反对意见;

(四)重新分配 (redistribution) :重新分自己国家财富，发挥公共

设施及福利。 258

根据以上的分析架构，结合观察行动党一贯以来的政治路线、政

策和诉求，可以说该党要建立的，乃是一今跨种族樊篱，人人平等的

马来西亚国家…民族(或称"马来西亚国族" ) ;巫统所要塑造的却

是一个以马来民族为主导/支配的马来人的国家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所以独立建国迄今，联盟/国阵政府还是将马来西亚人

划分为"土著" ( bumiputera) 和"非土著" (non-bumiputera) 两大

类，虽然在菌民义务上平等，但权利和机会的享有则存有差别。

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新兴国家的建

国历程。对于民主行动党来说，建立一个多元民族的马来西亚比塑造

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制度更迫切。对此，林吉祥早在1960年代末就指

出:

马来西亚面对的基本问题'以及马来西亚民主社会主义者最主

要关切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的"国家建构"问题，以便在将马未西

亚当作自己家园的不同种族之间建立一个明确的马来西亚人意识和身

份认同……在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只需面对一场斗争一

一建立一个公正与平等的社会'他们国家的身份认同问题已经十分清

晰。然而，对于马来西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而言，我们还有一场史根

258. 罔上注。

本的斗争一一在马来西亚如此分化的种族当中建立一个国家。 m

1970年代初，他继续补充:

我们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只需在一个几乎向质化的

社会中为阶级矛盾而斗争。而亚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还要面对许许多

多非经济的因素，如种族、宗教和语文问题。在亚洲混杂分化的社会

中'这些因素在广大亚洲人民的脑海里比经济争论发挥史大的影响。 260

由此，行动党坚信民主社会主义必须透过多元民族的国家来落

实，因为"一切要实现种族支自己政治的运动在以往都遭受了失败，今

后仍会继续遭受失败。" 261该党在《文良港宣言》中以马来亚共产党

为例"马共在1948年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就是他们只争取一种民

族一一华人的敏感性，忽略了其他民族的敏感性和祈望，共产分子惨

痛地发觉到在缺乏多元种族的基础之下，终于使他们得不到全国性的

成功。" 262 

针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我们可从行动党在不同年

代所颁布的宣言(包括大选宣言)、国州议员在议会内的发言、领袖

的群众集会演讲、日常的政治文告及领袖个人的文集等等，找到大量

的表述，其中最为典型的，概括得得较全面的，有如1968年的《文化

民主政策)) : 

在我国这个多元氏族的社会里，基本和首要的建国任务，就是不

分种族、肤色及信仰，以基本的领土及社会经济利益未建构一个能团

结所有马来西亚人的国民意识。这对于马来西亚各族的贫苦者而言史

应该如此。这一种基本的社会利益是超越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从其他

多元氏族社会的经验可以看出，即使存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只要

259. Lim Kit Siang, "Ideology ofFreedom and Equality: Democratic Socialism- Its Meaning 

and Relevance to Malaysia", in The Rocket, vol. 2, no.8 (August 1967): 2-3; 9. 

260. Lim Kit Siang, "Malaysian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in Asia Paci万c Socialism, edited 

by Alex Josey (Sia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3), pp. 73-77. 

261. <文良港宣言) ，见向前书，页1620

262. 同上注。



引导人氏认识到'使他们团结的最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利益，则国家

融合是可以达致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将可以缓和语言、教育和文化

作为爆炸性的议题'同时把多元文化看作是国家力量的泉源'是集体

文化成长的激素，而不是冲突、不和与争吵的根源。 263

再者，该党于1981年8月 31 日举行十五周年党庆时，在《八打灵宣

言》中亦重申:

我们相信如果是基于强调和将马来西亚人划分为"土芳"和"非

土著" ，则国家的建国政策将无法成功。只有每位马来西亚人不追溯

其源流，而卒先认同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其所属种族居次'并接受不

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和人、卡达山人'必须归属于马来西

亚人的概念时，种族偏激才能受到制止……我们认为马来西亚的建国

目标只有在下列的情况下达致:把不同的种族融汇成一个民族，在原

则与实践上'接受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原籍，皆成为

马来西亚的伙伴;并创造一个新的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一寸立不是把

一名马来人变成一名华人或将一名华人变成一名马来人，而是一个新

的身份，它保有其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价值，但超越种族而全然从

属于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实体。 264

实施长达廿年的"新经济政策"，它以种族肤色来配置国家资

源和机会，虽然背后有其阶级剥削的根源和考虑，但是一般的非马来

人，所感受到的却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政治排斥。由此， "马来

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在华人及印度人的理解中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加直

接、清晰和容易受落。 1984年，行动党国会议员陈庆佳曾在一场内部

的政治研讨会中说道:

我认为行动党在现阶段的斗争方式，有需要优先着重在争取一

个史公平'史合理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因为以我的观感'

263. 

andCu时1址lt切ure"， in The Rocket, vol. 3, no. 6 (June/ July 1968): 4-6. 

264. <八打灵宣言>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功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 ，页141-

1420 

目前我国人氏在追求"一个史公平、史合理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方面，比诸追求"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史为迫切需要。这点我们

可从人氏社会主义党的策略与成绩中看出。 265

步入 1990年代，随着国际政治大气候的变迁及来自 1990年大选

成绩的压力，巫统在执行同化政策的气焰和力度上稍有放松，尤其是

在对待华人社会的文化及教育政策方面，明显有"小开放" Cminor 

liberalization) 的苗头。 266 1991年2月 26日，首相马哈边医生为了一

举收编华人的政治施压力量，避免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另一马来反对

党一-46精神党 C Semangat 46) 能继续获得华人的青睐，而进行了战

略大转移，提出十分引人瞩目的 "2020宏愿"，其中的第一项挑战，

就是鼓吹"建立一个拥有共同命运感与团结的马来西亚，这必须是和

平、领土与种族问完整一体，和谐生活及全面公平参与国家建设，自

拥有政治效忠和为国献身的 4马来西亚族， C Bangsa Malaysia) 所组

成"。根据何启良的观察，国阵政府的"国家发展政策"和 "2020宏

愿"的提出，影响深远，对华人政治来说，两者的配合基本上扭转了

华社对国阵政府政策对华人不利的印象，在政治策略上可以说获得了

空前的成功。 267

马哈边的"马来西亚族"与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到底有何区别?这当然是行动党最为关心的核心议题。巫统在新

的战略考虑上显然是要收编行动党的理念，如果非马来人都接受"马

来西亚族"，那么行动党的历史任务岂不是宣告完成?林吉祥对此的

回应是:

如果政府是认真及诚恳看待 "2020宏愿" ，欲建立一个"马来西

265. 陈庆佳: {严守岗位一一我的政论选} (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 , 
页 198-200 。

266.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请参两林吉祥: (迎战大选)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总

部， 1994年) ，页3-6 ;何自良: <小开放、大开放的思考> ，见〈南洋商报) , 
1994年 11月 13 日。

267. 伺启良: <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 ，见何启良及何国忠合编: (马来西亚华

人史新编) ，页108-1090



亚族"的全面进步的国家'那么它就必须停止区分马来西亚人为"土

著"和"非土著" ;否则'即使在 "2020宏愿"内'也不会拥有一

个，而是两个马来西亚族，即"土著的马来西亚族"和"非土著的马

来西亚族"……这将考验政府是否认真要把 "2020宏愿"变为事实'

还是它只有兴趣把它保留为一个政治神话。 268

从文献上可以发现，从马哈迪提出这项新理念开始算起，连续五

年内步行动党都无法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上发展出新论

述来加以抗衡。直到1996年，行动党中央组织局新编的一本介绍行动

党的小册子中，林吉祥在"秘书长献词"里开始显露出新的看法:

在行动党过去二十年的斗争中' "马未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宏愿

主要是在族群的论域中被看待和被理解。它被马来人和非马来人视为

在多元的马来西亚中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平等所做的一项斗争。在

未来的二十年'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斗争应该加以拓宽，以便

给予马未西亚的宏愿一项全面的意义'即不分种族、阶级或性别'人

人都能享有政治自由、安全和清新的环境，有素质的生活、有意义的

人文发展以及称得上一个世界级水平的国家。 269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肆虐，马哈迫与安华爆发更激烈的权力斗

争，随后安华被开除并面对一系列耻辱性的指控。一年后，公正党因

应而生，声势浩大，并且和行动党及其他在野党积极筹组反对党联

盟。 1999年5月 10日，行动党中央举行庆祝林吉祥担任因会议员二十年

的晚会。当晚，林吉祥根据新政治形势的需要，为了促成反对力量的

大团结，决定先消解马来人在传统观念上对行动党的刻板印象，他提

出了建立"新的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II" 之观点:

马来西亚最大的战役'不在于过去而是在于未来。行动党"马来

西亚人的马未西亚"之第二战役'就是让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不分种

族或宗教'都能享有公正、自由、民主和良好施政。这即是"马来西

268. {火箭报} ，第26卷，第 1期 (1993年) ，页 16-180

269. Democ旷TatÍc Action Par~伊y

Organisation Bureau, 1996), p. 2. 

亚人的马来西亚II" 。马来西亚正处于历史性的政治转型期'拥有黄金

的政治机遇以带来深远的改变，透过粉碎国阵的政治霸权模式'让它

丧失不曾失去的国会三分之二'甚至是当前六分之五的大多数优势'

因为这就是它不民主的统治和压制马来西亚人氏基本权利的根源。 270

当然，巫统不会容忍这一项新提法。马来传媒果然排山倒海地

指责行动党是一个要废除"马来人特权"的华人沙文主义政党。马哈

迪在两天后也加入战围说，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一个外来概

念 (an alien idea) ，也是一个"精英主宰" (meritocracy )的概念，

不会被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所接纳。他更警告行动党，若继续坚持推进

这个概念，那么将会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制造种族紧张。国营的第

一电视台也访问巫统的多位元老，他们指行动党是不懂得入乡随俗的

政党，因为行动党频频在马来人的土地上，鼓吹伤害马来人感受的理

念。巫统中央领袖莱益斯·雅汀 (Rais Yatim) 则指行动党的"马来西

亚人的马来西亚"是源自社会主义的理念，而社会主义是要建立共和

制，所以行动党是一个反马来皇室的政党，并说历史上已经证明马来

人的传统是断然不会接受社会主义的。巫统蓄意高姿态引发这一场政

论，目的就是要分化行动党和其他马来人在野党的合作，同时勾起马

来人的集体记忆，即民主行动党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媲系，是一个

挑战"马来人特权"的外国政党的代理。

这一场争论，最后也不了了之。更重要的是，往后的历史发展，

证明马哈迪倡导的"马来西亚族"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并没有被积极

落实。历史学家谢文庆写道:

马来人普遍上对马哈边的"马来西亚族"反应冷淡，反而非马来

人十分积极热哀。对马来人说' "马来西亚族"显然意味着要他们放

弃特殊地位和权利'并且与非马来人分宇平等，这不是马来人所喜好

的。 271

270. 林宙祥演词，民主行动党网页， 1995年5月 10 目。 <h忧p://malaysia.net/dap/sg1749.

htm) 

271.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a: The Making ofa 入Tation， pp. 65-66; 240. 



他更引用马哈迪在2000年处理"诉求风波" 272的手法，来说明马

哈边的"马来西亚族"只是马来人政治至高无上性的一种延续。 m

(五)世俗民主:反对神权政治

作为一个源自人道主义和历经工业革命洗礼的社会民主主义传

统，行动党政治哲学的"现代性" ( modemity) ，必然和封建传统

的"政教合一"之神权政治互不兼容:同样地，作为一个根植在以马

来人/回教徒为大多数的"后殖民"国家的政党，行动党政治路线

的"世俗主义" ( secularism) 亦必定会遭到马来/回教保守派的抗拒

和敌视。然而，作为一个奉行议会民主的在野党，行动党人坚信要保

障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权利，就得要坚决捍卫马来西亚

《联邦宪法》所志明的世俗民主精神，不能让马来西亚沦为以回教法

凌驾《联邦宪法》的"回教国" (Islamic State) 。

"世俗"一词对传统回教社会而言，是一个源自西方的、不信神

的、污浊的、堕落的、腐败的及不道德的同义词。在马来西亚，这除

了是因为回教原本就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巫统与回教党 (PAS) 274长

年以来对"世俗"概念的蓄意攻击、扭曲和抹黑，也加重了马来社会

对"世俗"的误解和抗拒。 m这显然和西方现代性对"世俗民主" (特

指政教分离)精神的理解有很大的分歧。西方社会认为， "世俗民

主"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胜封建神权政治的成果，是反对教廷神权

干预世俗政治，以确保"主权在民"而非"君权神授"的民主发展之

272. 详见第七章。

273. Cheah Boon Kheng, Malaysi注: The 儿lakingofa 八旬tion， p. 72. 

274. 四教党组织上脱胎于巫统，其前身是随巫统在1951年主催之回教学者大会后所成
立的"泛马回教者协会" (Persatuan Ulama Sa-Malaya) 0 1971年改名为泛马回教

党。该党早年属于右翼的极端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后来因受中东回教复兴运功思潮

影响丽转为以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挂牌，反对土耳其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改革道

路。 1973年至 1977年曾一度加入自阵政府。

275. Farish A Noor, "Istilah ‘ Sekularisme' diperalat oleh semua pihak, bukan hanya PAS" 

( "世俗主义"的字眼被各造所利用，不只是因教党而已) , MalaysiakinÌ, 24 July, 
2003. 

里程碑。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在其他领域有这样

那样的分歧，但是这三股力量对于抵御封建神权政治，却有共同的原

则立场。理解西方这一政治思潮发展的特征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行动

党的意识形态源自英国费边主义的左翼传统，加上马来亚在独立时所

继承下来的民主框架是英国西敏式议会制度，其《联邦宪法》的精神

不是政教合一的精神，所以行动党的斗争必然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

的神权政治(在马来西亚只存在回教神权政治的力量，其他宗教没有

组织政党和干预政治的势头) ，这一点也注定行动党在马来社会的认

受性，比其他政党要面对更大的困难。

当然，行动党人也极力辩护他们的政治信仰并非反对回教，这主

要体现在行动党的马来领袖暨副主席诺·杰蒂 (Nor Je时〉于建党初年

的讲话:

民主社会主义在整体上和我国马来同胞之心里构成是相一致的，

它提倡如回教的正义和平等之原则。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和

先知的教诲及回教徒的义务相抵触。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生

产出来的大部分财宫'都被非生产者通过租借、利息或利润截取和来

藏'导致富者越宫、贫者越货'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所非议的'亦是

真正回教所厌恶的。 276

他继续以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来诠释回教教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积极地为人类谋福利'持平而论，

它是最具伦理性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如回教'在关注人类的进步

和未来方面，拥有强大的道德和伦理根基。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目标

是要在物质方面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以使我们能史好地崇拜上苍

阿拉……在我们的生活中，经济和物质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因素都

是同等重要的。回教教导我们，在上苍面前，人人是平等的。社会主

义如同回教'反对的是对财宫的崇拜'以及资本主义所奉行的剥削哲

学。社会主义和回教'均是对人类采取非人道对待同类的一种抗议而

276. Nor Jet句， "Islam and Socialism" , in Jt峦o Lives IfM注laysi注 Dies?， pp. 239-245. 



扳起。它们都是坚持自由、平等和博爱 o 277 

身为回教徒及社会主义者，诺·杰蒂说:

马克思和列宁所鼓吹的共产主义，迄今仍然表示宗教是人类的精
干?片'所以走进步的一种障碍。这是对回教的一呀攻击。(然而)'
扯会主义对宗教及其信徒是允许和宽容的。在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也
会中'穆斯林、基督徒 佛教徒及其他宗教信仰者完全可以自由地;
仰干弘扬他们的宗教，而不受国家干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像共
产正义，我们不会自诩是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弊端的最终和唯一的
解决方案。 2

然而，试图以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来谋求与回教教义的兼容性，
并不表示行动党同意国家机关执行让宗教价值观大举渗透到公共领域
的"回教化政策" C Islamizati ation Policy) ，更遥论行动党会认同鼓吹政
教合→的"政治回教" CPoli olitical Islam) 之神权政治。将这两个概念加

以区分是极为重要的。其实，行动党对于国阵长年执行"→种语文、
→种文化"的同化/回教化政策，是旗帜鲜明地代表非马来人社会作
出强烈抗议的 o 279而国阵的回教化政策自 1980年代以来，就→直如火
如荼地推进，这和马哈油出任首相后，吸纳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
CABIM) 的主席安华 CAnwar Ibrahim) 加入巫统并担任内阁部长是息
息相关的。在回教化政策的推行下，马来西亚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诸
如设立回教银行、回教大学、回教医院、回教保险、回教退休制、回
教行政、回教课程及以回教为基础特征的"国家文化"等等。此外，
因教化政策也引发若干高度敏感及极具争论性的议题，如《雪兰我回

278. Jbi江

279生百元217' 可参考林吉祥， (18个月的回顾)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

教成年法》对非因教徒家长监护其未成年孩子宗教信仰权力的侵蚀、 m

其他宗教的庙宇和教堂之兴建受到国家行政权力干扰及回教学者频频

要求修改《联邦宪法》以便为建立回教国铺下道路。对此，林吉祥这

么表示:

行动党呼吁修改宪法，加入确认马来西亚是世俗国的条文，同时

忐明任何人质疑马来西亚宪法和国家制度的世俗基础将是违法之举。

政府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推行的回教化政策'经已引起国家的世

俗基础将被动摇的担忧和恐惧。难道马来西亚已经开始进入日益以穆

斯林和非穆斯林未划分的阶段?……这种倾向是最不健康的，如果不

获遏制的话'那么宗教两极化将比种族两极化对国家的命运带来史大

的影响。 281

策划及执行国阵回教化政策的最大推手一…安华，因采取强悍的

马来/回教激进主义的姿态而被华人社会视为极端分子，但他在巫统

权力核心中一直平步青云。 1993年，安华更打着"新马来人" CMelayu 

Baru) 的口号，推翻了马哈迪阵营的元老嘉化·杏杏 C Ghafar Baba) 

而成为巫统的署理主席暨马来西亚副首相。然而，锋芒毕露的安华，

加上巫统内部派系朋党利益之争，导致马哈迪在处理金融风暴期间，

和安华的关系越发恶化。 1999年，安华终于被开除巫统党籍及被撤除

副首相职位。 m

280. 根据回教法，女性第一次月经来潮就算是成年，而〈联邦宪法〉对于成年的规定
是十八岁。所以，许多未成年的非回教徒少女受到宗教司"教诲"后，毅然决定版
依回教，拒绝再和非回教信仰的家人居住而搬入宗教司家里。许多华人家长投诉宗
教词利用回教来"拐骗"少女，行动党律师则协助家长们依据法律途径来和宗教司
争夺家长的宪贼"监护权"。这一类官司在1980年代是相当频繁的，行功党在华人
社会所竖立的形象，自然被回教徒视为极端反回教的表现。针对此议题的讨论，请
参阅Tan Seng Giaw, "DAP Champions Parental Rights ofNon-Muslim", in The Rocket, 
vo l. 19, no. 6 (May/June 1986): 8; Tan Seng Giaw, "Islamic Law in Malaysia: Views 

and Responses ofNon-Muslim", in The Rocket, vo1. 22, no. 7 (1989): 4δ. 

28 1. "Secular Status Not To Be Questioned: KIT", in The Rocket, vo1. 20, no. 3 (August 

198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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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事件"在客观上为撮合马来西亚反对党之间的合作提供了

契机，这尤其是针对行动党和回教党而言。这两大党在过去因意识形

态的分歧和选举实力分布的不同，导致它们没有任何需要共同合作的

基础。作为该国的两大老牌反对党，它们共同的政敌虽是因阵，但是
两党攻击国阵施政的角度和理念却是完全不同的。具体地说，行动党

是从社会民主的多元民族主义出发，回教党则是从政教合一的回教神

权政治出发:前者批判国阵统治下的种族威权主义，后者攻击国阵腐
败的世俗政治。这两党虽在某一些政见有相似之处，如行动党也大力

监督囡阵的腐败施政，回教党亦不认同以种族来划分国民权利(它主
张以宗教及性别来区分政治上的参与权利) ，但是两党提出的替代方
案却是南辗北辙。可以这么说，行动党是站在捍卫世俗宪法的精神下
不断推进社会民主的改革，以驯化种族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
回教党则是以回教法取代世俗宪法，以推翻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建
立一个纯正的回教园。

所以，依笔者所见，行动党和回教党连于对付国阵，不论是站在
哪一党的角度而言，均是基于选举的战略战术考虑，而非原则性的妥

协。我们可以透过行动党在"安华事件"后考虑筹组反对党阵线，以
及在决定参加替代阵线(以下简称替阵)和最终离开替阵时所发表的
言论，来判断该党和回教党合作的基础。

1999年2月 21 臼，林吉祥在吉隆坡应"马来西亚民主运动联盟"

(GERAK) 之邀而出席的人权论坛上表示:

我们应当互相尊重个别党的政治立场:回教国是回教党的目标，

而行动党则坚信回教国对于一个多元宗教的马来西亚是不适合以及不

恰当的。如果回教党和行动党皆赞同针对未届大选而言，两党一开始

的合作基础就是如何恢复正义、自由、民主和良好施政，而非回教国

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成立包含两党有关一个为选举而安排
的联盟。 m

1999年 10月 24日，林吉祥连同其他三个在野党领袖，在《替代阵

283. 林吉祥: <替阵与回教国}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 2001年) ，页600

线共同宣言:迈向公正的马来西亚》的推介礼上表示:

替阵政党的携手合作并非为了权力的分脏'而是要致力于粉碎国

阵的政治霸权'从而恢复大马的公正、自由、民主以及良好施政'好

在新千禧年缔建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o 284 

其实， "替阵的领袖们在拟制《共同宣言》时，已深知及考虑各

成员党之间的理念差异，尤其在 4建立回教固'方面的极大分歧"。加

然为了达致一个各党皆能相互让步的基础，以便在大选前夕给各族选

民提呈一个能被广泛接纳的替代纲领，行动党不坚持在《共同宣言》

中加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回教党也不在宣言中提出建

立"回教国"的目标。犹有甚者，为了让华人选民相信选举结果将不

会出现一个取代国阵的"回教阁"政权，林吉祥特强调改朝换代要

务实地分"两步走"，即在1999年大选先否决国阵的三分二议席，

2004年大选再推翻国阵也不迟。

然而，替阵的其他成员觉并不接纳林吉祥的建议，公正党人还讥

讽行动党胸无大志，一辈子愿当反对党。选举成绩果然证明林吉祥的

预见是正确的，因为那些传统上反对国阵的选民。(尤其是城市地区的

华人选民) ，对替阵的激进政治色彩不表认同，他们对"回教圈"的

担忧，除了出自国阵华基成员党的蓄意抹黑，回教党及公正党不切实

际的竞选策略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场选举，行动党在城市

选区的铁票大幅度流失，导致只赢取十个国会议席，同时该党秘书长

林吉祥、党主席曾敏兴及党署理主席卡巴星都在选举中纷纷败北:至

于来势汹汹、高喊改朝换代的公正党亦只能赢得五个议席，人民党员。

全军覆没。反之四教党成了替阵中的最大赢家，该党在传统马来社会

鼎力支持下，取得史无前例的廿七个国会议席，并且在保住吉兰丹州

的情况下，再拿下丁加奴州政权。 286

大选惨败后的行动党，决定在华人社会推动一系列的"文明对

284. 向上书，页 1-3 。

285. 同上书，页67。

286. 详见第七章。



话会"，以进…步加强华人与回教党的互动关系，这除了试图影响回

教党的施政，也希望能化解马华和民政党对行动党"支持四教国"的

指责。 2000年3月 3 日，林吉祥在"回教与公正的马来西亚:文明对话

会"上说:

在回教世界里，有一股很强的"提倡回教和民主是兼容以及相互

包容"的运动，将当今回教国家所面对的困境，通过容忍、对话、尊

重、和平共处等理念未解决……马来西亚并非如同伊朗或其他中东国

家般的回教国家，这是因为在一个拥有大量非回教徒人民的国家，大

马的回教政治运动必须对一个多元社会作出响应'而这正是它跟中东

国家的不同之处……有鉴于此，回教党必须了解及尊重非回教徒针对

建立回救国的担忧以及反对的原因一斗也们并非反对回教，而是出自对

全面行使公民权利的热望。 287

遗憾的是，行动党展开为期大约一年的"文明对话会"皆无法对

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产生良性影响。回教党除了在其执政的丁加奴和

古兰丹州，陆陆续续推出许多激进的回教化政策，也频频公开宣称一

旦在全国获得政权，将致力于建立"回教国"。这导致行动党被马华

及民政党抨击得体无完肤，在面对华人选民时感到十分尴尬和狼狈。

鉴于此，行动党上下就应否继续留在替阵而展开激烈的内部辩论，中

央委员会正反两种声音亦壁垒分明，全党对此问题很雄达致统一共

识。为了尽早拆除这一被林吉祥形容为替阵的"计时炸弹"，行动党

坚持替阵四党召开对话会来解决"自教圈"的争端。林吉祥在2001年

6月 16日的替阵会议中这么道:

建立回教国是违反1999年替阵《迈向公正的马来西亚》的共同宣

言，并且乖离替阵要"维护大马《联邦宪法》的基本原则" '因为若

要建立回教圈， <<联邦宪法》就会被修改得面目全非。......替阵必须

克服及尊重反对建立回教国的合法意愿，行动党此举并非反对回教，

而是我们认为回教国在一个多元种族及多元宗教的大马，无法跟议会

287. 林吉祥: {替阵与回教国} ，页 16斗 70

氏主、多元社会的权力分亭、人权与自由、女性权利及社会容忍的价

值观兼容。 m

然而，替阵其他两党对此问题的立场十分暧昧，让凹教党以为行

动党是基于要挽回华人选票而蓄意炒作"四教国"问题:同时堕入国

阵在媒体所铺下的陷阱，以伺机抹黑替阵的矛盾重重。在这么一种氛

围下，会议遂无法取得实质成果。 6月 28 日，林吉祥以施压的口吻说:

替阵不能一直回避回教国的课题'尤其是回教党领袖如今公开宣

布要建立回教国。……如果替阵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它将难

于在现有的模式下继续运作。加

9丹 22日上午，行动党和归教党展开最后一轮的内部谈判，两党最

终无法就以下"五点解决方案"达致共识(回教党只接受第二和第四

点)而宣告谈判破裂:

(一) 1999年替代阵线宣言《迈向公正的马来西亚》尊重各成

员党的个别意识形态，同时结合了各成员党在替阵中承诺于捍卫及尊

重马来西亚宪法的基础原则和基本架构'即保证宪法不会被激进修改

以建立回教国、佛教国或基督教因。因此任何成员党企图共建立回教

国、佛教国或基督教国'都违反替阵的《共同宣言)) ; 

(二)明确地重申替阵《共同宣言》的意义'即投选替阵等于投

选氏主、公正及仁政而非投选回教国'而回教党同意在替阵跟其他成

员党共同为一个"公正的马来西亚"目标奋斗而不是建立四教国;

〈二)吉兰丹和丁加奴州政府在建议或实行任何对各宗教、社群

和政党敏感性造成影响的措施之前，应先通知替阵理事会以取得全面

的咨询和同意;

(四)设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确保具争议性和敏感性的任何宗

教上争议或违反替阵《共同宣言》的卢明'能够在有关委员会商讨及

处理后才子发表;

288. 同上书，页490

289. 向上书，页50。



(五)尽管回教党承诺于回教国目标，不过四教党接受有关理念

对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社会是不适合及不实际的事实。 290

阅日下午，行动党召开紧急中委会，最终作出了退出替阵的历史

性决定。

回顾行动党在参加替阵二十二个丹内，与回教党所进行的政治互

动，若和公正党及人民党比较，显现行动党对"政治回教"是采取战

术上联合、策略上谈判、原则上坚守的步骤。法国社会党曾劝告行动

党，谓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不应该和回教原教旨主义结盟:公正党则讥

笑行动党是一个"世俗原教旨主义"政党:凯丽人民党抨击行动党不

顾合作原则及道义，分裂替阵。 m

行动党退出替阵后，回教党在非回教徒社会的政治认受性更加荡

然无存，替代阵线可以说变相地沦为了回教阵线。 2001年 12月 12 日，

林吉祥在伦敦经济学院向马来西亚留学生发表演说时，提出筹组新的

世俗在野党联盟的建议:

行动党要强调'致力维护马未西亚四十四年作为一个世俗国的宪

制原则并非在反回教，行动党准备与国内进步的回教力量合作，以在

21世纪拓展公正、民主及多元的空间。由此，行动党准备踉公正党、

人民党及其他政治力量成立一个新的在野党阵线'以保卫马来西亚作

为一个氏主、世俗与多元宗教国家的宪制原则，加强国内各政治与宗

教信仰的互动与谅解。现在是一个时机，让公正党、人民党与其他

政治力量决定'他们是否要与行动党建立共识，以保卫及推动一个氏

主、世俗、多元宗教、宽容、先进并以回教为官方宗教的马来西亚，

就如约五十年前先辈在争取国家独立时间意的建国契约一般。 293

290. 郭金福文告，

htm) 
2001年9月 22 日。 <h忧p://malaysia.net/dap/buI1380.

291.卡利·嘉化(Khalib J aafar )摆，蔡尚勘译: <世俗原教冒主义者? ) ，见《小辣
椒〉第 13期 (2001年 11 月) ，页6-70

292. (人民之声> , 2001年 10月 8 日。该报为人民党机关报。

293. 林吉祥文告，民主行动党网页， 2001年 12月 12 日。< http://www.dapmalaysia.org/ 

cnet/200 110 1 dec/O 1 dec 12-21ks.html ) 

然而，公正党及人民党对此建议十分冷漠，他们不仅执意要和回

教党并肩作战，还怀疑林吉祥此举是"企图打击及摧毁替阵" 0 294而

"9 • 11事件"的爆发，让巫统在战略制高点上取得了绝对优势。马哈

迪在2001年9月 29日于民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在毋需修改《联

邦宪法》的情况下， "马来西亚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回教国" C此乃行

动党所形容的"929宣布" )。马哈迪此举，对于回教徒而言，显现

巫统并没有放弃为回教而斗争的使命，既然"回教国"已经落实，就

不必再追随回教党的"回教圈"道路:至于对非回教徒社会雨言，既

然"巫统的回教国"模式是毋需修改宪法的、是维持现状的，那么总

比"回教党的回教国"来得中庸、温和及容易接受。

马哈迪的 "929宣布"遂引来各个政党不同的反应。行动党认为，

马来西亚自独立建国以来， (0957年独立宪法》、三大民族先贤及沙

巴和砂拉越两州人民达致的"社会契约"和 (0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C 1963 Malaysia Agreement) 的内容，都清楚标明"马来西亚是个民

主、世俗、多元宗教、容忍及进步的国家，回教是官方宗教，但马来

西亚并非一个回教圈。"阴雨马华、民政党以及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则

一概同意马哈边的立场，并将之形容为"世俗/中庸凹教国"，不似

回教党的"极端/神权回教国"那般令人感到担忧。讽刺的是，马

哈迪在2002年6月 17 日子国会澄清说，巫统的回教因是"原教旨式回

教国" C Fundamentalist Islamic State ) ，而非什么"世俗/中庸回教

国"。即使如此，回教党还是不同意马哈边的说法，该党署理主席哈

迪@阿旺 C Hadi Awang) 说，马来西亚只是"回教徒国家" CMuslim 

Nation) ，而非完全依靠《可兰经》诠释的"四教国"。真正的"回

教国"，其中一项条件是，首相的职位应该在宪法上规定由回教徒担

任。 296回教党亦伺机挑战马哈边政府在国会修宪，以便为落实《回教

刑事法》解除宪制障碍。此外，回教党长老暨古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

294. Media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4 December, 2001. 

295. 民主行动党反对马哈迪 "929宜布"的立场和论掘，请参考林吉祥: (不要929)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总部， 2002年)。

296. (垦褂!日报) , 2001年10月 6 日。



(Nik Aziz Nik Mat) 亦警告，那些将政治和宗教分开的言论，等同

是"污辱回教"。

为了反击马哈边的 "929宣布"，丁州回教党政府特在2002年7月
7日于州立法议会提呈并通过了《回教刑事法)) (Hudud Law) ，该法

案中的多项条款引起马来西亚社会十分激烈的争议和反弹。 297丁州州

务大臣哈边·阿旺还公开宣称《回教刑事法》最终也将施以在非回教
徒身上。他引沙地阿拉伯和苏丹为例，指实施该《因教刑事法》后，
国家社会一片安宁及和平，所以呼吁非回教徒不必害怕。 m此时回教
党已经不在乎非回教徒社会的感受，它只执意要和巫统争夺在马来社
会对"四教国"概念的合法性而已。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葛量洪

(Graham E. Fuller) 形容回教党"是取得合法活动身份的政治回教势

力，频频机会主义地玩弄政治花招，以羞辱及显露中央政府在回教认
受性 (Islamic credentials) 方面的不足"。 m林吉祥对于政治生态的急
遮变化这么表示:

马哈边利用 911事件所带来的全球性恐惧，制造出"四教党代表极

端回教国"和"巫统代表中庸回教圈"的印象，逼使我国非回教徒在

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最终要他们对马哈边所宣布的回教国予以支持。

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谬论，事实上'马来西亚人民最为紧迫的议题，

并非在"四教党的回教国"和"巫统的回教国"之间作出抉择，而是

在于人氏是否要挨卉建国44年末，三大氏族先贤所认同并在较后获得

沙巴及砂杜越人民的再度肯定的 1957年独立宪法中的"社会契约" ' 

使国家踏上不论是回教党回教国抑或巫统回教国的不归路。 300

297. 如第8及第9条款内容为:倘若一名女性报案指遭施暴却无法提出证据的话，她将
被控告毁谤及被鞭打八十下;第22条款内容则是:脱离回教者将被处死及充公所有
财产;第43条款规定女性及非阻教徒不得担任回教法庭的证人;第48 (2) 条款规
定未婚女性若怀孕将被当通奸罪论，即使她是因奸成孕。这些原教旨性质的条款赤
裸裸地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精掉，尤其是宪法禁止州回教法律实施超过三年
监禁、罚款五千元或鞭打六下的宪法上限。

298. The Star, 9 July,2002. 

299. Graham E.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În Foreign Aβ匀irs， vol 81 , nO.2 
(MarchlApril2002): 48喃60.

300. 林吉祥: (不要929) ，页V-Vi.

鉴于此情，行动党公开向马来西亚人民呼吁:应该走出超越巫统

和回教党的"第二条道路" : 

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是一股要求政治自由、社会开放、

经济公正、政教分离、人人平等(包括种族、宗教和性别平等〉的政

治思潮。巫统或回教党主导的马来西亚政治，都是和上述理念格格不

入的。由此，行动党的"第二条路"在21世纪的建国历程就显得史加

重要。行动党坚持世俗民主、社会开放及男女平等'和回教党的斗争

有所区别;行动党争取政治自由、经济公正及民族平等，和巫统的霸

权大大抵触。所以，要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民主及良好施政的马来

西亚，行动党的氏主社会主义'就是要明确定住在介于种族主义和神

权主义之间的世俗且多元的民主主义。 301

随后，林吉祥将之概括为"强化马来西亚政治的中间路线"。 302

可见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不如欧洲社会党那般，正面对新自

由主义的过度泛滥，马来西亚时下所面对的恰恰是保守自教政治的

狂飘。行动党副宣传秘书曹观友国会议员更套用江泽民的"三个代

表"称号，来形容该党的新角色:

行动党在大马的政治生态中'是扮演着"三个代表"的进步力量角

色'即是代表捍卫政教分离的宪政世俗因力量;代表追求民族平等的"马

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代表中庸温和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 303

民这么解释说:

当前社会的矛盾不仅仅是民族矛盾'也包括世俗和神权政治的

矛盾。所以，社会公正的追求应该是不能以削弱宪政世俗以及破坏氏

族融合为代价的。没有世俗的公正，肯定是不自由和缺乏宽容的;没

301. <民主社会主义在本土化的定位)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社会主义:认识

民主行动党的政治哲学)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政治教育局， 2002年) ，页

30-310 

302. 林吉祥文告，民主行功党闷页， 2002年8月 28 日。< http://www.dapmalaysia.org/ 

cnet/2002/02aug/02aug28-1Iks.html) 

303. 曹观友文告， (天网电子报) , 2001年10月 20 日。 他ttp://www.mytianwang.com/

mynews/detail. php3 ?id=1546&newsid=7 ) 



有平等的自由，肯定是特权横行的剥削社会，行动党追求的是世俗的公
正、平等的自由，这是当前国阵和替阵却无法彰显的最佳道路和选择。 304

由此可见，行动党将巫统主导的国阵所代表的"第)条道E铲，，
看成是"打压民主的种族政治";而对回教党主导的替阵所代表
的"第二条道路"'视为是"威胁世俗的神权政治";若要走出超越
两者的"第7条道路"或叩问道路"'必须是世俗和民主兼顾，公
正和自由兼忡。

为了响应巫统和回教觉就"回教国"模式展开竞争之挑战，返
出替阵后的行动党，遂高举捍卫"民主世俗国"的鲜明旗帜，并希望
能筹组→个世俗民主的新在野党联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观察，该
党在最新的政治路线上突出世俗和民主，这其实和它→贯所服膺的多
元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宪政民主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众所周
知' "世俗"是现代民主体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环，它总是和多工
主义、人道主义和主权在民的概念崽息相关。
教，而是不赞成宗教和政治合→，进而利用国家机关来将宗教教义全
面推举为制约及判断公民生活和道德的最高指标。回教的神权政治更
主张将《可兰经》和《回教圣训)) CSunnah) 作为取代宪法，成为统
治国家的最高大法。故有论者认为:

历史上的教训斗常明显，哪里建立了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并赋
予其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哪里的少数意见便有危险。多元的、开
放的、氏主的社会允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任何把排他的真理、虔
诚、美德平正义的观念强加于整个社会的结果都有害于自由探索。决
不能允许宗教组织的权威用他们偏狭的观点为全社会立法~→不论是道
德的、宗教的、政治的、教育的或社会的观点。 305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个奉行议会道路的行动党，有需要审时度
势地为巩固其传统铁票而作战略及政策上的考虑。反对同化、

31?i321352、杜丽燕等译: 阳世俗人道主义} (北京:东方出

政策及"回教国"的非穆斯林选民，尤其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乃是行

动党的最大支持群，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对变革后果的担忧，无

疑会对行动党和其他反对党的互动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

行动党突出"世俗民主"来反对"四教国"的鲜明立场，从意识形

态、斗争策略到选举战术三方面，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六)小结

当我们就行动党意识形态的价值内容，借用美籍学者李欧

安. p .巴拉达 C Leon P. Baradat) 检验"变革" (change) 的四种"态

度"指标306来进行评析，我们不难发现，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这样多

元民族的威权国家里，其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一主张以议会道

路，渐进地在宪政法治的框架内，追求民族平等、社会自由、政治民

主和经济公正一一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的确起了正面的推进作用。

具体而言，行动党中间偏左的费边路线，主张社会改革应该朝进

步"方向" C direction) 发展，并坚持是"前进式" C progressive )而

非"倒转式" C retrogressive )的变革方向，这点尤其和回教党誓言建

立"回教国"的"反现代性" Canti-modemi守)之复古式政治诉求全

然不同。在"深度" Cdep也)方面，行动党主张的变革是在维护资

产阶级世俗宪法的基础上，不断修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种种弊端，

而从未考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回教党的政治斗争显然是不容

忍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世俗民主，它声称要以神的意志所制定的回教法

来凌驾《联邦宪法>> ，以致马来西亚成为"回教圈"。至于"速度"

Cspeed) 方面，行动党的选举策略向来都是以务实和稳健著称，这

点和林吉祥深谙非马来人的反政府之意愿、决心和力度方面是分不开

的。反对巫统同化政策的非马来人，没有"推翻"而只有"教训1" 现

有中央政府的考虑，加上选举条例的不公正和民族比例的悬殊性，导

306. 有关四种检验指标(即"方向"、 "深度"、 "速度"、 "方法" )的讨论，请

参阅Leon P. Baradat著，陈坤森译: (政治意识形态与近代思潮) (台北:韦伯文

化事业出版社， 2000年)。



致行动党的选战策略总是主张分"两步走"，即先否决国阵的三分之
一议席，然后才来谈论执政上台的问题。这-点与晚近的公正党、人
民党及过去好几个非主流反对党呈现鲜明的对照，它们总是在竞选宣
言及口号中扬言推翻国阵以组织新政府，但选举成绩却证明不堪→
击，甚至选举落败后就销声匿迹。从主张变革的"方法" Cmethod) 

而论，行动党坚决主张透过议会选举来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现状，即使
面对重重打压，依然极力反对暴力政治和过度激进的街头运动。这
→温和的作风，→方面保存了自己的势力，免受无谓的牺牲;另→
方面也对维护大马的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换句话说，行动党的政
治改革路线完全符合费边社的"四大原则"改革必须遵循"民主
的"、 "渐进的权、 "不被群众认为不道德的"及"合乎宪法与和平
的"原则。

综观以上分析，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可
谓介于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它主张变革，但反对革命;它虽强烈要
求公正平等'但极力反对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它主张废除国阵的许多
政策/恶法，但坚决依循宪政法律途径:它)方面承认阶级矛盾，但
也认识到种族和宗教上的分化;它积极主张廉洁公正，但不认同世俗
是万恶之源;它在政治作风上以务实见称，但在党纲中依然不放弃民
主社会主义。在阶级、种族、宗教和语言如此分化的"威权性发展主
义"的国度里，行动党要面对的政治挑战，远比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来
得复杂和艰辛，当然这也就注定了要靠选举获得政治生存权的行动
党，其意识形态比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有更多需要调整、修
正和变异的地方。这无疑也是行动党意识形态被左翼教条主义者批评
为模糊及主次不分的关键所在。

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印度社会党领袖纳兰茵 C Jayaprakash 

Narayan) 曾说: "社会主义九成是实践的，…成是理论的。如果社会
主义者时时记得，理论的考验在于实践，那么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就
会较少的派别和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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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主行动党的政策研究

(一)前盲

传统上，左翼政党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总是比右翼政党更要
考虑意识形态 Cideology) 的指引、规范或制约。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说

C political doctrine) 是产生政策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它刻意陈述目的，

使政策成为手段。 308所以说，意识形态和"主义"对政策具有目标取

向 Cgoal唰oriented) 的作用，它赋予政策若干价值，并尽可能务求使政

策和意识形态维持一致性和连贯性，来作为政党"政治行动"或"政

治活动"的指引 C guidance for action) 。

然而，若一政党对意识形态过于执著，或者其僵化的意识形态和

现实的社会条件过于脱节，那么相应地亦会影响其政策的合理性、认

受性和有效性。当然，一个政党所处的具体环境，比如它是执政抑或

在野、单独执政还是联合政府、合法在野抑或地下斗争，都会对党的

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互动性产生重大影响。原因是，政策不仅仅是价值

的体现和目标的追求，它还常常包括如何达到一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

路线(即各种执行政策的实际措施)。既然如此，政策必然会影响到

实际情况，同时也会受到实际情况的影响和限制。 309如果有关政策不

符合社会现实情况的需要，或者超过社会现实情况所能允许或承受的

程度，那么有关政策注定是无效的、失败的及无法持续贯彻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和策略之传统，是专为革命吕的服务，

所以不论革命前夕或革命成功以后，其政策都不是依据议会民主和多

党竞争的制度来制定和落实，这导致其合法性方面要大打折扣。虽

然后人将马克思和列宁这些革命家的政策和策略之原则思想作了概

括: "要把当前斗争和长远斗争、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要

308. 张明贵: {政策分析} (台北:五南图书有限公词， 1998年) ，页 110

309. 伍启元: <公共政策} (香港:商务印书局， 1989年) ，页2。



坚持说服和争取人民的大多数;要将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
来;要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 310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在共产骨
的教条主义下，许多政策带来的祸害和弊端，往往需要付出较长的;
间和惨痛的代价后始能获得检讨和修正。毛泽东曾论断"政策和策略
是党的生命"，他认为政策是革命政党→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
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在实行政策，
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 311讽刺的是，革命政党
在取得政权后的建设期间，多半是实行错误的政策，或者依旧不断实
行革命的政策。

反观西方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政策和策略，基于要面对
民主选举的洗礼，需从选民的自由认同中获取合法性，它们的政策往
往不得不向社会现实让步，甚至被迫进行呗史性妥协" (怆恤恤h挝恤刷i拉M阳S创归tω伽Oωori
compromise) 。由此，渐进式、改良式、议会式的社会主义政策，卢

较契合公共政策学界的学术定义。如拉斯威尔 (H缸old D. Lasswell) 在
创立"政策科学" (policy science) 时表示:公共政策是对"什么人取
得什么和取得多少"这…问题所作的决定。 3咿斯顿 (D州 Eωten)
更清楚地况: "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而价
值包括财富、技能、权力、知识、安全与威望。 313再者，弗里德里奇
(C缸1 J. Friedrich) 对政策的定义是:在某→特定环境下，个人、团
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
碍、以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既定的目的。 314中国学者孙
光则定义说，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实现…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
准则，它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

317宁生: <现代公共政策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也 2时) ，页

飞ZZ?; 二ZJ工业政策)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j北忧七
312. 伍启生，同上书，页40

313. 同上书，页4-50

314. CarI J. Friedrich, Man and J 、口
1963.), p.79.au dHUIM UovemIHent (New York:MC Graw"HillBook Co, 

程。 315

晚近以来，西方学界更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研究兴起两种

新的分析进路，一种称之为ACF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 

即"政党联盟倡导框架" ;另一进路则是"议题突出理论" CSaliency 

Theory) 0 ACF主张对一政党之政策检视，应该从两个角度切入:

(一)研究不同的政党联盟，包括信仰同一政治主张的公共和私人团

体，它们如何操控政府机关来争取落实其政策; C二)在发生重大的

社会经济条件变迁或在严重的选民转向下，一政党的政策将产生什么

变化。 316至于"议题突出理论"，主要专注比较各个政党，在竞选纲

领中所操纵的政策/议题(而非对所有议题的立场)与选后政府财政

所首要落实的政策之间的差距。 317以上两种研究进路均是从结构一功

能主义出发，它们对西方成熟民主制度下运作的政党作政策比较研

究，确实是很有说服力。然而，对于那些处在威权体制下，或面对种

种不公平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之朝野政党，以上研究进路就有不少可圈

可点的地方。

具体来说，在亚洲，服膺宪制斗争但无缘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

政党，虽然要定期面对选举的考验，同时也需要提出竞选纲领/政策

供选民参考，但这些政策的提出，或毋需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

党那般，配套地详加考虑资源配置和政府机关运作来促成政策的有效

落实。原因很简单:不公正的竞选条件(如选区划分的不公正、传媒

党营化、金钱政治、恐吓政治及严苛的选举条例等等) ，导致各个政

党政策的比较，一直无法成为选举的主轴 p 选民的投票行为，往往被

突发的、非理性，甚至是很原始的因素(如血缘、宗族、宗教)所左

右。

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的在野党所提出的政策考虑，更大程度

315. 孙光: {政策科学} (中国: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 ，页 140

316. See Paul A. Sabatier.and Hank Jenkins Smith eds. , Policy Change and Leaming: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1993). 

317. See Hans-Dieter Klingemann, Richard 1. Hofferbert, and Ian Budge, Parties, Policies, 

and Democra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1994). 



上是为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战术需要服务，如反对和批判政敌的治国政
策，不是为了即刻上台组织新政府，而是为巩固既有和争取潜在的
支持选民、突出自己的政党形象、囤积和拓宽日后斗争的资源和条件
等等。→句话，它的政策是具有"未来取向" C future-oriented) 的。
诚如研?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美籍学者陶慕廉 C George Oaklev Toιn 
配所击: "在某种意义上，制定政策是少数派政党最重要的职能，
他们即使在近期内没有希望执掌政权，但能够靠那怕是很少几个候选
人的胜利当选而在国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川换句话说，即使当下的
条件暂时无法让这些政策落实，但是反对党还是需要以更鲜明、更强
烈、更对立、更具理想性格的姿态来提出这些政策。附带说明的是，虫
对于非共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言，它不寻求推翻既有的宪政体制，
所以不会拟定如反制度政党 Canti-svstn-system pa均r) 那般的极端政策和策

略二反之，再激烈的反对行动，也依然会在现存的政治架构和规范内
;1故又被称为或适应型(…

作为→个威权国家里的左翼反对党，其政策的制定和提出、修
正和翻新、被认可和被拒绝，它在意识形态、选举战术和现实社会方
FE对什么制约，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其内容又是如何，
这些政策对长于执政的国阵政府之施政发挥什么影响，以及对多元种
族的马来西亚之民主化和现代化产生什么作用等等，都是本文重点关

1:;1:;;fiz:;号:2fTZ;f句:2:2
策"。在"基本政策"的范畴内，可再按具体内容划分为"政治民
主政策"、 4经济民主政策"、 "族裔民主政策

318. 陶慕廉:

页218。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年) •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

319. Go吵吵nith，"Party and P削臼门he Two Faces ofOpposition in W，附rn Europe", in 

zzrzrmEU啊叫by川叫问York:川叫Press ，
320. Ibi证， p.54.

策

党的党章、党宜言、竞选纲领、国会议员演词和政治领袖的文告五个

方面作分析研究，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该党政策的方方面面。

(二) "元政策" :超越教条和务实

所谓"元政策" CMetapolicy) ，指的是最接近党意识形态或政治

哲学部分的最高指导政策。它是规范与引导党领导层在制定、执行和

评估政策过程中的准则或指南。"元政策"的知识系统可以说在党内

成为不证自明、入人遵守的"范型"，亦是维持一个政党政策之一贯

性的基础。所以， "元政策"是最牢固的、不轻易被动摇或被修正的

核心政策。一般左翼政党都会极力维护和捍卫"元政策"的至高无上

性，一旦"元政策"出现变异，那么意味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经已发生

质变，或蜕变成另一种性质的政党。为了方便说明，我们就以当代的

中国共产党为例，邓小平时代的"元政策"，可以说是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 ;而江泽民时代则逐渐发展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行动党的"元政策"，从1966年建党迄今，一直清楚志明在党

"宗旨"之第一条款，即"以宪制途径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民主社

会主义之社会"。如虽然它在国内一直都面对国阵政府强悍的反共文

化，在国际上亦经历了 1970 、 80年代东南亚国家对区域赤化的恐惧

及上世纪末苏联瓦解对泛左翼的巨大冲击等等，但行动党并没有对

其"元政策"进行漂白。 m对于"元政策"的解释，它在党章的第四

条款这么表述:

消除现有制度之财富与机会不平等现象;建立一个使所有公氏均

321. <民主行动党党章〉之"宗旨"第一条。

322. 在苏联崩解后，对"元政策"进行漂白的例子，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其"民主

社会主义"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改称为"社会民主主义" (Sozialde

mokratie) 或"社会的民主主义" ( Soziale Demokratie) ;马来西亚人民社会主义党
(PSRM) 在党主席费·胡先网里 (Syed Husin Ali) 的"漂白"下，千脆将社会主

义从党名中取消，称为马来西亚人民党 (PRM) 。



享有工作权利叫劳动与技能所产生之全部经济成果的经济秩序;确
;二?因疾病 哀弱或年老而不能再工作者 获得合理生活及社会

这~段表达?我们明确看到，行动党的"元政策"其实是类似欧
洲社会民主党的福利社会主义 C we1fare socia1ism) 政策，但是又不似
英国工党那般将"国有化"这么具体地列入其党章的第四条款。自建
党迄今，行动党的"元政策"→直都没有被动摇和你正过，但是很吊
诡地，它也从来没有被外界清晰地、准确无误地认二和重视过。 … 
宪制途径在马来西亚建立→个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往往只被突山
前半部，即该党的斗争是"以宪制途径";而后半部的思想光华则
被"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所掩盖，虽然后者~直以来都不是该党
党章里任何→项条款的内容。

即使党章中没有列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但是这→ H
斗争目标在行动党的各份宣言中逐步被加强。为了证明这→点?我;
可以比较1960年代末及1980年代初所颁布的两份党宣言，由此就能
5到行动党如何逐步将其"元政策"从→延伸到二，或者说竖立另~
火 6准元政策"。如在1967年颁布的《文良港宣言>> ，它只申明:

A 民主行动党坚定地信仰一个以种族平等，社会与经济公平及以商
会民主为基础的自由及民主的社会主义马来西亚理想。 324

1981年通过的《八打灵宣言》则曰:

我们献身于7个自由、氏主社会主义和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基
于种族平等、经济公平、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原则，并施行国会民
主、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阶级剥削阶级或种族剥削种族的社会。到

323. (民主行功党党章〉之"宗旨"第四条，它是直接漉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连文字
的表述部完全→致(以英文原版为准) ，请参考〈第…个十年:回顾与重新评价的
TZ局主512222Titir，引人民行动党建党十周年} (新加坡:

;;::35;;;:1:::?ffL 阳行动党25周年纪念特刊} ，页161 。

《八打灵宣言》明显将"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和"自由、民

主社会主义"并列在一起。同时加上了"种族剥削种族"的描述。反

对"人剥削人"及"阶级剥削阶级"，可说是全球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斗争的目标，但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还多了一层"种族剥削种族"的

矛盾。

1990年代初，苏联与东欧共产集团崩解， 1991年马哈边宣

布了" 2020年宏愿"，并誓言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族" C Bangsa 

Malaysia) ，整体上种族矛盾有趋向淡化之势。 1992年，行动党颁布的

《丹绒宣言>> ，对"元政策"的论述更趋温和:

行动党致力于争取一个自由及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未西亚，以人

权、平等、社会与经济公正为基础，并以国会民主为基后。我们反对

任何垄断经济与政治利益及压制大众的权力关系与特权。 326

至于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吕标，则如此阐释:

行动党重中国阵政府把马来西亚人分为"土著"与"非土芳"的

分裂政策只会阻止国家意识的团结。只要国阵内部的弄权者 Cpower

broker) 继续依赖族群主义来加强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氏团结的理想

将永远无法实现。每个马来西亚公民在马来西亚国土上都拥有合法的

地位'一切才华与努力都应得到公平的回报'而每个族群理清贫的成

员'将不分种族地依领域或阶级得到特别的援助。 327

由此，我们可以说，行动党的"元政策"其实只有"民主社会

主义"一直都在党章和党宣言中被志明清楚，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西亚"目标，在1970和80年代(也就是"新经济政策"执行的廿年期

间)发生"种族剥削种族"现象最显著的时刻，才在宣言中与民主社

会主义并列表述。

然而，从文献考证上我们可以得知，行动党除了在1968年沙登补

选及1974年大选的竞选宣言中阎明"社会主义"的目标，接下来的历

326. <丹绒宣言) ，见向上书，页1090

327. 同上书，页 1120



届选举所发表的竞选宣言，再也找不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字眼。圳
特别是行动党在1986年、 1990年及 1995年针对华裔选民人口比例最
主?ZT?的槟城州选举，发动时朝换代的~系川绒

HaLJojE时时，却没有清楚告诉选民，行动党上台
后是要建立→个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州"政白。而其政敌民政
党也从未针对行动党的政权性质来提出福利开支上的财务倍难，它只
是恐吓槟州选民'请行动党~旦上台，中央政府将中断)切给予槟州
的发展拨款， mz主显然和欧美典型左右政党对峙的核心议题有很大的

古口:;二二2312232:二:fZFZZT;
出的竞平宣言，就是《朝向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约莫隔了J
人的时间后，则年行动党在东州颁布的唰三役"竞选宣言《J
;旷的政治自由的配合之下继续发展与繁荣》第节糊糊

民主行动党的丹绒三役是为了使槟城成为国家副大开放"运动
;!63车头' 以实现叫未西亚人"马未西亚人的马未西亚 理

3可町、fJrtiiitzfZJJC会主义叫民主的新马
427;):TJit;::1:f41产的竞选宣言主且写122LZTZ

jj;!j i 
ijiiZP;1175132tt332752括:12
飞42Ji产'中央政府舍得杀掉吗?) (时动党19州大选丹绒三之

1999年大选，行动党遭受重创，回教党反而崛起成为国会最大

反对党，朝野对峙的议题遂出现转变，回教党与巫统开展了倒退式

(retrogressive) 的"回教国"竞争。加上 "9-11事件"的连锁效

应，导致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发生激烈的变化，甚至有威胁世俗宪

政体制的危机。 m由此，行动党的斗争焦点迅速转移到"反对回教

国"的战役。根据笔者的观察， "捍卫民主世俗国"将上升成为行动

党另一"准元政策"，遗憾的是，它注定要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面对共同的命运，即需要在很长的时间内，被穆斯林/马来社会

所误解和拒绝。

基于国内客观的政治条件，行动党和政敌对峙的主要矛盾都聚焦

在争取民族权利平等的建国政策上，晚近的政治发展更迫使行动党需

要全力投入捍卫"世俗民主国"，这构成行动党对其"民主社会主义

式福利圈"之"元政策"采取不突出、不修正、不放弃的态度二这一

点是很独特的，因为长年以来，行动党不突出和不标榜"元政策"，

不代表它右倾务实:不修正和不放弃"元政策"，亦不意味行动党左

倾僵化。若试图借用检验欧洲社会民主党政策"左右摆动"的视域框

架，则肯定无法正确认识有关问题的本质。应该说，是马来西亚独特

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政治生态，让行动党的"元政策"一直无法

彰显，反而先后被两项党章里没有列明的"准元政策"之光芒掩盖。

(三) "总政策" .从清晰到含混

"总政策" (the general line) 是在政策体系中处于统帅地位的、

对一个政党于某一历史阶段内(或长或短〉在全局上起决定性指导作

用的政策。它总是和某一历史阶段之策略部署紧密相连，故亦可称之

为"总路线"。

左翼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十分重视"总政策"或"总路线"的

制定和执行，如中共在 1950年代就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331.详见第七章。



1958年推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60年代中旬曾有"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则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等。 m至
于欧洲社会民主党，同样也有这→政策传统。如法国社会党在1981年
密特朗担任总统时，很快就制定了《争取社会主义，实现变革》的总
路线，阐明它是"一种分阶段的、民主的和整体性的与资本主义决
裂"的政策，并宣称社会党面临的任务是"在取得政权的阶段之后利
用这个政权向社会主义迈进" 0 333然这一总政策却面对艰难曲折的财
政考验，最终更导致密特朗的下野。 1991年，法国社会党通过了《开
辟新前景》的新宣言，制定了"新规划"，宣示该党的任务是"阻
;fT极右派，继续经济现代化、社会正义和刷刷方面的行

行动党的"总政策"，主要可以按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及社会历
史条件的变迁而划分为三大阶段。每→阶段的"总政策"虽然侧重点
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的基础依然不变: (-)坚持以议会民主、和平
斗争为主轴，议会外的社会运动只是发挥辅助作用，并从未尝试开展
逾越宪法框架的地下斗争路线; (二)坚持严守在野党的岗位，不接
受执政党的收编(co-option) 。尤其"后5 • 13事件"的局势发展，当
敦·拉萨筹组国阵，在野的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民联合营
及泛马回教党都二接受收编参加国阵，而行动党作为议会第→大i
对党，却坚决扮演建设性反对党的角色 o 这可说是马来西亚民主发展
史上的→大重要奠基石，避免马来西亚沦为"→党专政"而没有反对
党存在的国家。

1.第一阶段 (1966年…1989年)

主要任务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国阵的 6一种语文、→种文化、

333. 李兴耕: (1971年以来法国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 户李闯耕编: (当代西欧社会
党的理论与实践)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马叶了，页181 i 

m 王学东及陈林等著: (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 mL3。

一种宗教'的政策，争取落实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主义( multi倒

culturalism) 的理念"，如以阻止马来西亚在巫统一党坐大的统治下，

沦为一个单元化的马来人国家。行动党将第一阶段的"总政策"形容

成是为克服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第一项建国大危机，并且评估"总政

策"的重大里程碑已经达到，因为该党成功地迫使马哈迪在1994年宣

布国阵放弃同化政策，同时马哈迪亦表明政府终于了解，马来西亚这

样一个多元社会的建国过程之基础，应该是融合(integration) 而非同

化; (assi江让lation) 0 336 

2. 第二阶段 (1990年一1998年)

这一阶段从1990年行动党与46精神党结盟为"人民运动阵线"

(Gagasan Rakyat) 开始算起，到 1995年大选前夕分道扬镰生直至

1998年"安华事件"爆发为止。政治局势的变化十分迅猛，导致这一

阶段的"总政策"调整得十分快，严格来说前后有二。一是在人民运

动阵线的框架内贯彻《挽救马来西亚宣言》下的"五大目标" : 

(一)挽救和恢复民主;

(二)挽救和恢复基本人权;

(二)挽救和恢复司法公正及独立;

(四)挽救和恢复社会与经济领域的平等权利'以及反对所有形

式的暴行、偏差和滥用权力;

〈五〉促进国民团结和各族之间的团结。

二是在该党退出"人民运动阵线"后所制定的"争取大开放"，

它是一项专为针对马哈边的 "2020年宏愿"及"小开放"而谋求政治

突眉的"总政策"。它在1995年大选前夕被发展为《争取大开放之十

大民主化纲领)) ，具体内容有:

(一)政治程序氏主化:实行自由与公平的全国大选，确保选氏

335. 见〈本党简史) (民主行动党华文网页版) (http://www.dapmalaysia.org/cnet/main/ 

dap2….histories.html ) 

336. 林吉祥: (不要929) ，页20



可以自由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并且推行国会改革的

工作，否决国畔在国会中的2月控制权，使到议会成为全国及各州最高
和有实质意义的裁决机关;

(二)建国程序民主化:承认所有的马未西亚公民的平等地位，
而不再有土著与非土著之分，恢复司法独立'尊重全体马来西亚人的
宗教自由，并捍卫马未西亚作为一个世俗目的地位;

(三)政治体制民主化:落实真正负责任、可信赖及具公信力，
杜绝公共服务系统与政治领导层大善的歪风;

(四)法律民主化:废除不利马未西亚人宪赋基本自由的压制性
法律，如《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煽动法令》、《警察
法令》及《印刷与出版法令》等;

(五)地方政府氏主化:恢复城市、市镇、县及地方议会选举;

(六)信息程序民主化:确保大众传媒、尤其是印刷与电子传媒
可以自由、公平及负责任的操作，而非成为执政党用以散播谎言对付
反对党的宣传工具;

(七)决策过程民主化:确保多数人的利益不会因为少数人的利
益而被牺牲，无论是在有关私营化计划、大规模强硬枉用土地或影响
到马未西亚人生活与坏境素质的发展策划的决策上;

(八)经济秩序民主化:保证社会和经济正义，农民与工人都能
充分享用他们的劳动果实'并且确保马未西亚人民获得经济机会的平
等分自己，不分种族、信仰地共创财富、共享繁荣;

(九)文化生活民主化:确保所有马来西亚公民的文化与文化形
式得以在国土上自由发展;

(十〉教育民主化:通过母语、职业、工艺、科学与大专教育的

民主化，为马未西亚的年轻子弟求取技能与专长，以在现代化的信息
时代中立足与进步。如

337. 引自〈民主行动党1995年大选宜亩:争取大开放之十大民主化纲领〉。

3. 第三阶段 (1999年迄今)

这一阶段的"总政策"更加反复多变，在党内外引起的争论也

最大，它大略可划分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 1998年"安华事

件"爆发后，行动党从酝酿、参加到退出替代阵线为止，为期大约两

年余，主旋律是"粉碎国阵的政治霸权"以《迈向一个公正的马来西

亚》。第二部分是从该党自2001年9月退出替代阵线后，提出"捍卫世

俗民主圈"迄今。
行动党参加替阵时，主张透过"两步走"，即先否决国阵的三

分二国会议席，然后等下一届选举才推翻国阵。然而，这一稳健的提
议受到否决，行动党在1999年大选惨般。 "9-11事件"爆发后，行
动党决定和原教旨主义气焰日益高涨的回教党分道扬辘，一方面既反
对巫统的种族和宗教霸权，另一方面也批判回教党政教合一的神权
政治。林吉祥宣称这是"马来西亚人民面临独立以来的第二项建国
大危机"， m所以行动党这一阶段的"总政策"就是"捍卫世俗民主

国"，反对不论是巫统抑或因教党所鼓吹的"回教国"模式。

(四) "基本政策" .反对、监督、制衡

所谓"基本政策"，指的是一政党对社会某一领域、某一问题

或某一发展方向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和见解，以及它对有关问题所规定
的目标、任务和行动准则。鉴于"基本政策"必须有针对性地就某
一方面的问题作出响应和反建议，所以它必须在服膺"总政策"的同
时，灵活地随客观环境的变迁雨时时自我调适，否则就会让"基本政

策"沦为教条。当然，如果某一历史时段的政治发展条件呈停滞状
态，那么"基本政策" (不论是维护或挑战既有状态)也就变化不

大。

一政党的"基本政策"和"总政策"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

虽然前者受后者的制约较大。但是，过于僵化的"总政策"，将无法

338. 林吉祥: (不要929) ，页2。



有效地指导"基本政策"的执行。一旦各项"基本政策"再也无法有

力、有理地针对客观环境作出响应，或者落在社会发展的后头，而导

致对民众发挥不了指引作用，那么也就是"总政策"到了需要检讨的

时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状况。如一旦发生突发、急骤和深刻

的历史变化，一些政党的"基本政策"也会即刻调整。苏联共产集团

的迅捷崩解、非典型肺炎的突发肆虐、香港 "7 • 1游行"的巨大冲击

都提供了最佳的解释实例。各个政党对上述剧变或多或少都会对"基

本政策"作出调整，但它却未必会对"总政策"构成更动。

相对于右翼而言，左翼政党在总体上，其"基本政策"的理想性

比较鲜明，务实性则略嫌不足。在民主发展成熟(如两党制轮替)的

国家，左右政党之间的日常对峙，多半都是在"基本政策"上作比较

竞争。但是在民主低度发展的国家，一些独裁的政府甚至严禁人民公

开讨论"基本政策"的利弊，政治上的反对派唯有诉诸暴力手段来宣

泄。处在充分民主和极权独裁之间的马来西亚，其威权民主体制必定

也会对反对党的"基本政策" C从制定、宣传、执行到检讨等过程〉
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

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行动党的"基本政策"除了要响

应国内的政治挑战，还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社会党国际对社会民主理

念/价值所定下的标准，否则就会面对国际兄弟党的指责或被开除会

籍。这是参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当然这不似

共产国际下的卫星国那般，被苏俄严重干预内政。诚然，社会党国际

的成员还是尽可能不违反社会民主党大家庭对"基本价值"所定下的
政策。

有鉴于此，笔者选择沿用社会党国际的划分标准，来剖析行动

党的"基本政策"，即从"政治民主

主"及"囡际民主"来论述。针对马来西亚独特的政治环境，需要再

{乍一些补充，以增加对"族裔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探讨，这也是

行动党和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在"基本政策"上显得最不同的

亮点，或者说，行动党的政治议程，不论在理论抑或实践上，皆丰富

了全球社会民主运动的内涵。

1. "族裔民主"

它是从人民行动党一直延续到民主行动党，历史上最瞩目及争

论最大的一项"基本政策"。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是指

导"族裔民主"政策的基础。它原本是促进一个多元民族国家团结的

指导方针，但长期以来却被政敌严重抹黑和曲解，导致马来社会十分

激烈地排斥它，并认为这项政策将会威胁马来人在马来土地 CTanah

Mela归)上的优先性和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反之，非马来人则鼎力支

持这项政策，以期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没有种族支配，各族平起

平坐、共荣共存的新兴国家。行动党在1967年的《文良港宣言》中这

么表示:

我们坚持一项牢不可破的事实'即在建国过程中如果(要取得)

成功'就必须在各阶层的国民生活及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及教

育方面的国氏活动中'采用及实行种族平等的原则。 339

1969年，马来西亚爆发华巫流血冲突的 "5.13事件"，林吉祥在

《内安法令》下被联盟政府逮捕扣留。同年12月 31 日，他在扣留营中

给党主席曾敏兴医生及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中申言， "我们必须使

到更多马来西亚人在原则上及行动上接受下列多元种族主义的基本主

张" : 

(一〉在马来西亚，没有任何种族是主要族群或超越他族地位;

(二)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或是文化领域'马来西亚都不应受到任何

单一种族的支配; C二)马来西亚并不是某特级族群的家园，而是全

体马来西亚公民的共同家园; C 四〉一个模范马来西亚人不是一名马

来人、华人或印度人，而是每一个拥有马来西亚化思想及以马来西亚

为中心的公民'其主要效忠性是朝向国家而非单一种族。则

在"族裔民主"的范畴下，行动党的具体政策有:反对将马来

西亚公民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两大类:反对在公共与私人领

339. <文良港宽言> ，见同前书，页1620

340. 林吉祥: <向民主化大开放迈进> ，见民主行动党编: {斗争为了谁?} (八打灵
再也，民主行动党， 1995年) , 页 10-10



域，基于种族理由而在委任职位及攫升方面，对公民采取歧视政策; 341 

反对巫统和种族极端分子将非马来人视为"外来者" ( pendatang 

asing) ，并经常质疑非马来人对马来西亚的政治效忠:赞成按宪法的

规定，只要获得国会下议院大多数议员的信任，华人、印度人、卡达
山人或伊班人都有权利担任马来西亚的首相。叩行动党更主张马来西
亚人民的一切才华与努力都应得到公平的回报，而每个族群里清贫的
成员将不分种族的依领域或阶级得到特别援助。 m为了反击巫统对此
政策的歪曲，林吉祥曾在国会就"马来人特别条款"作出阐明:

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决心不分种族地消灭贫穷和经济落

后……我们支持任何能够协助改善马未穷人命运的措施，但是我们强

烈反对利用马未人特权未使新的马未富人史宫，而另一方面大部分的
马来农氏和穷人，则仍像过去一样地受到剥削……每一名马未西亚
人将支持以特权协助贫穷的马未人，正如每一名公民都支持给予非马

未穷人任何特别援助一样;它是以需要，而不足以肤色或种族作为基
础。 344

行动党在 1995年大选于槟州发动"丹绒第三役"时，其中有两
项是体现"族裔民主"精神的竞选承诺:一是成立一个由多元种族
成员所组成的州行政议会，修改宪法以便委任一名巫裔议员为副首
席部长，以及一名印度裔议员为高级州行政议员;二是增设一个专
注促进种族问和谐及培育马来西亚意识的州行政议员职位。 345总体而

, "族裔民主"是行动党最吸引非马来人的政见，它一方面旗帜

，见向前书，页 1620

342. 1*吉祥: . <非马来人不可当首梧? ) ，见〈火箭报〉革新号第5期 (199畔7月) , 
.!JU6。

343. <八打灵宜亩〉。

344. '林吉祥在 19畔山3日，即 "5 . 13事件"后，国会重开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时
参与辩论。971年修宪法案〉所发表的演词，见《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八t顶
再也:民主行动党， 1976年) ，页180斗。

345. 民主行动党"丹绒第三役"竞选宣言一一〈在平等，公正与政治自由的配合之下继
续发展与繁荣〉。

鲜明地反对那些以种族利益为号召的右翼政党，另一方面也不似其

他左翼政党那般，将种族分歧一概视为统治阶级蓄意制造出来的假

矛盾。"族裔民主"如今也越来越受到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的正视，

因为随着全球化之移民潮对欧洲社会的冲击一一如引发起所谓排外

( exclusion) 和仇外 (xenophobia) 的政治，以及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

问题一一无疑正激荡着欧洲左右翼政党的政策思考。 346

2. "文化民主"

"文化民主" (cultural democracy) 是对联盟/国阵政府所奉行

的"文化专政" (cultural dictatorship) 的一项反题。 347它是行动党

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延伸到文化、教育与语言领域的政

策体现。长期以来， "文化民主"政策和巫统的单元文化政策周旋，

深获非马来社会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因为他们

在发扬华文教育与传承中华文化方面一向十分执著，不轻易向政府当

局的"同化"压力妥协。所以，行动党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

成为抗衡与拒绝国阵"三一政策" (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种宗

教)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1968年6月 1 日，行动党颁布了《文化民主政

策)) ，它对巫统的极端文化主义作出如下批判:

有一种广泛的错误概念'由顽固的种族分子不断进行宣传'谓缺

少单一语文和单一文化'是绝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国家……马来西亚

目前的执政者所努力争取的不是一种文化民主，因为文化民主是让不

同文化立场在多元社会中自然的交流发挥'这是取得稳固及持久的国

家融合的最佳办法。相反的我们的执政者目前所致力于实施的只是一

种文化贵族，使到受宠的土著氏族获得自由的文化交流，而其他的非

土著氏族的文化却被有系统的阴毒的手段所弱化。这种真正的意回被

首相东姑在一个没有提防的时刻被揭露，他形容敦陈修信的效忠心是

346. Tarid Modood, "Ethnic Deference and Racial Equality: New Challenges for the Left" , 

in ReinventÍng The Left , edited by David Milibal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86啕 100.

347. Lim Kit Siang, "The Big Cultural Debate", in 阳~o Lives If MalaysÍa DÍes巧 p.85.



没有疑问的'因为他不懂得华语。以这个作准绳'则国内的一大半讲

华语、淡米尔语及其他语文的'他们也被看作是不效忠的'这实际上

是无数的马未西亚人对政府政策的基本臆测所导致的忧虑。这种忧虑

获得进一步的证明'即土若不仅在文化及语文上'在军事及国防方面

也同时享有特宠地位。则

由此，行动党警告:

如果拒绝实施文化氏主'必然意味加深文化歧异'使不同种族的

成员倾向他们的原本家乡'那便是中国、印度和印尼，对于一个拥有

平衡的种族均势国家'谈不上多数或少数民族，该过程及结果只能使

国家解体'演变成冲突和不和睦一寸主种情景必然使那些热爱本邦和渴

望维护其未来的人们深感恐惧。 349

该宣言除了提出"瑞士模式"为文化民主的典范，也提出了七大

项政策诉求:

(一)无条件地接受马来语文为国语;

(二)恢复英语的官方地位;

(二〉给予华文及淡米尔文官方地位'包括允许在国会及州立法

议会自由使用这些话丈;

(四)平等对待国内四大源流学校一一马未文、英文、华文及淡

米尔文的学校'停止把这些学校划分为国民及国氏型学校'华文及淡

米尔文为小学及中学的其中一种媒介语;

(五)四种教育源流的学校接纳一公分母，如在所有学校内歹lJ 马

来文为必修科'同时从英文、华文或淡米尔文中'任选一科为辅助语

文，接纳采用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课本教材;

(六)所有学校接纳一项加紧计划'以确保乡村之数学水平及范

围'有彻底的改进，同时把英文当作第二种主要语文地位'加强教授

之;

348. (1968年文化民主政策>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功党25周年纪念特刊} , 

页152。

349. 向上书，页1540

(七)大学的入学资格应以教育资历作为基础，以确保大学的入

学及大学教育维持高度的水平。 m

巫统的文化专政政策，在 "5 • 13事件"后越发极端。东姑的下

台，象征着一个相对比较自由宽容的时代亦随之结束。随后的敦·拉

萨、胡先翁和马哈边，在他们执政期间，将向化推进得更加全面、更

加彻底。如在1971年推出的"国家文化政策"，就制定了具有同化他

族意图的三大原则。如换言之，这是一项以单元文化消灭多元文化的

政策。在此项政策强硬执行的过程当中，非马来人的文化和教育权益

面对极大的压制和歧视。 m然而，马哈迪在其著作《马来人的困境》

中却这么争辩:

在创造整体的意识中'媒介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教育媒介语

通常是确定种族(即马来族)的语言。没有人会要求以新移民的语言

作为教学媒介语……华人和印度人已习惯于为所欲为，对于实施一个

导致消灭倾向外国的学校的教育制度，他们只看到其不公正的地方。

可是'对于在一个国家中宣扬和鼓励外国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他们

却看不出其错误的地方。 353

在如此强悍的同化气焰下，行动党的"文化民主"更是站在捍卫

非马来人文教权利的最前线，联合各个华人社团、华文教育机构及华

文传媒的力量，严守岗位，不作妥协和让步，它有针对性地提出下列

政策来作抵御:

(一)积极捍卫《联邦宪法》第 152条文第2节'即"维护与发扬

联邦内任何氏族母语之学习与使用" '作为和种族极端主义抗衡的法

350. 向上书，页 1580

35 1. {国家文化政策〉之三大原则为: (一)国家文化应以土著文化为核心; (二)

其他文化中适合及恰当之项目，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及(三)阻教是

塑造国家文化的一个囊要部分。引自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1973), p. 7. 

352. 在同化政策下的极端例子多不胜数，详见第七章。

353. 马晗迪著，刘鉴锥译: {马来人的困境> (吉隆坡:联邦出版社， 1981年) ，页

136-80 



治依据;

(二)数十年来强烈要求政府撤销í (( 1961年教育法令》的第21 条

(2) ，因为该条款授权教育部长可以在任何时间，当他感到满意的时

候，将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改制为马未小学。 354 1996年后'反对

新通过的《教育法令)) ，认为该法令对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施予更

明确的制度性约束。整体而言'行动党是争取各族的母语教育全面性

地被纳入国家教育的主流;

(二)要求政府批准董教总创办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独立大

学'同时呼吁政府应以学术水平而非种族/文化背景作为审核准则，

承认60问独立中学之高中统一考试文凭、新加坡南洋大学、新加坡义

安学院以及台湾 (90年代包括中国大陆)各大高等院校的文凭资格。

(四)呼吁政府给予董教总正式的咨询地位'凡涉及华文教育问

题的政策与措施'在实行前应该先与董教总磋商， 355 

(五)应该给华文及淡米尔文小学的师资训练、足够的资源拨款;

(六)要求政府按人口流动与人口比例的增长'特别是在人口稠

密的城市住宅区兴建新的华文小学;

(七)反对教育部实行企周要使华文小学变质的各种计划和措

施，如80年代的"二M制度"、 90年代的"宏愿学校计划"与2002年

推出的 "2-4-3方案"

(八)主张在大学录取资格、奖学金的颁发、公费出国留学的机

会等方面以学术成绩而非种族肤色为考虑准绳，反对持续实施歧视非

马来人优秀学生的种族团打制;

(九)要求恢复马来西亚华人族魂一→本连玉在50年代因捍卫华

文教育事业而被政府梳夺的公氏权身份， 356 

354. <林吉祥在国会提私人法案要求撤销教育法令廿一(二) ) ，见民主行动党编:
〈陷拼}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 1980年) ，页42-5 。

355. 林吉祥在1982年3月 9日在国会下议院针对最高元首御词所发表的演词，见林宙祥:
〈危机重重的八十年代}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觉， 1983年) ，页6-70

356. Lim Kit Siang, The Bu命。t That U;如 Never Passed (Petaling Jaya: DAP, 1999.), pp. 
70-7. 

(十)主张马来西亚文化是"世界伟大的熔炉" '所以应该以

"自然融合"而非"强制同化"未塑造国家文化。 357

行动党在1970和 80年代反对"同化政策"的高峰期，可以说是

一股中流砾柱的力量，该党尤其在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权利方面，付

出甚大的心力和代价。有些纯受英文教育的研究人员指责行动党全盘

接纳董教总的方案，为华文教育斗争采取强硬的立场，是华文沙文主

义的表现，行动党"捍卫大马中华文化小组"秘书陈庆佳国会议员在

1983年公开表示:

在国内历来所有的政党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我党这样关怀

华文教育。我也要清楚地指出，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同时主张民主社

会主义的政党'我们之献身于华教斗争'并不是因为它是华文教育'

也不是因为它是华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国阵政府没有公平地

对待华文教育，这完全是一个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 358

1987年 10月，行动党十六位领袖在矛草行动下被《内部安全法

令》扣留，政府随后发表的白皮书表示，他们被扣留的"理由"是:

行动党提出政府实行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政策'在非马来人之

间制造恐惧和挑起反政府和反马来人的情绪。 359

3. "政治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 "政治民主" (political democracy) 是保

障所有民主的首要前提，也是必要的条件，没有"政治民主"，其他

的民主也就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360当然，这一支社会主义运动所理解

的"政治民主"是依循议会道路，通过多党竞争和民主选举的方式来

357. 林吉祥: <塑造马来西亚文化的六点建议) ，见

249-52。

358. 陈氏佳: <行动党华教斗争史> ，见〈严守岗位} (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 ，页88。

359. 李霖泰: <白皮书歪曲事实) ，见〈火箭报} (1988年4/5月号) ，页20

360. 民主行动党政治教育局编: (民主社会主义一一认识民主行动党的政治哲学) , 

页26-270



从事政治改革。舍议会路线而取暴力手段的社会主义，行动党白建党

以来就绝不认间，它在《八打灵宣言》中这么阎明: "我们拒绝和谴

责凭本身的意愿通过暴力进行斗争而施压于人民的人士，因为我们相

信像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利用暴力只有使国家瓦解和

毁灭。" 361虽然行动党反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但是它也不赞

成政府通过军事于段来剿共，该党主席曾敏兴在 1960年代就公开呼

吁:

马共所带来的挑战，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的

挑战。最终的分析是，共产主义的政治挑战是无法用子弹和美元未应

对的，只有史具实质意义和史有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才能对付

马共……如果说马共是靠政治上的失望未捞取资本，那么政府就不应

该将民主机制沦为耻辱和被嘲讽的对象……如果说马共是利用贫穷来

捞取资本，那么政府就应尝试和确保一个史公平分配国家财宫的制度

和确保一个廉洁的行政系统。 362

所以，行动党是倡导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来避免左右力量的

武装对决。而一个具有实质民主意义的制度则应该如《丹绒宜言》中

所志明:

氏主不应该像国阵所尝试做到那般，只限于每隔几年举行一次选

举未使到他们不民主的统治合理化'氏主的基础是建立在社会每一分

子都得以自由参与每一阶层的政治机构上的。因此民主的选择权原则

必须放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去，这包括了从地方政府一直到国家;与

此同时，民主并不只意味着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未让大多数人统治，它

也包括协商以及保障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 363

为了达致以上自标，首先要从议会改革下子。行动党指责， "国

阵不断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和其他途径，侵蚀马来西亚的阁会民

36 l. <八打灵宣言) ，见同前书，页139-140 。

362. Chen Man Hin,"A Government White Paper - For LBJ,"in Who Lives lf Malaysia 

Dies?, pp. 253-54. 

363. <丹绒宣言) ，见向前书，页1100

主。各种法案经常由国会匆促通过，不给予国会议员及公众充足的时

间研究或反对" 0 364对于国会沦为行政机构的橡皮图章，随意用作修

改宪法以方便执政党的统治，行动党建议:

政府行政机构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政府应成立一个皇家

委员会以检讨宪法'确保宪法捍卫人权与自由'以便所有压迫性及不

公平的法律可被废除;各个国会专门委员会也应该成立，以确保有严

谨的交代责任'以及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以保护公众利益'免于政

府的侵蚀。 365

当然，该党认为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否决国阵在议会内长年

垄断三分二的大多数议席，因为这是确保国阵无法滥用其三分二优势

来修改宪法(马来西亚自 1957年独立以来， <<联邦宪法》已经被修

改了超过一千处) 0 366犹有甚者，行动党不断提出许多改革国会的方

案; 367呼吁政府要重新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并要求改革选举委员会，

以确保其运作更加专业和独立，不受执政党的干预。 368由此可见，要

求缔建一个公平竞争的议会游戏规则，是行动党对马来西亚议会民主

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服膺议会选举，也不放弃争取修正不

公正和不自由的选举规则。这和那些将议会民主当作"资产阶级假民

主"而全盘否决之的极左派相比，行动党选择的政治策略对一个发展

364. 同上书，页111 。

365. 向上注。

366. 林吉祥: <人权一一国会的角色及其前途) ，见民主行动党编: (马来西亚的人
权)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 1986年) ，页 18-19。

367. 如主张废除上议院委任制，改以民选制;建议国金属下的"公共帐目委员会"的
主席一职，应该由反对党议员出任，以杜绝官官相卫;要求电视现场直播副会议事
过程，提高民众的直接监督;要求议员在提出动议和发言方面，减少议会常规的种
种限制;要求国会引蒋一项"良知投票"的机制，特别是在涉及表决少数民族权利

的法案时，让议员得以摆脱政党党鞭的纪律约束。

368. 如主张大量充斥在选民册里的"幽灵选民"应该被彻底清除;依法取缔那些违反
候选人竞选开支上限及层出不穷的贿选买票恶习;要求立法悬空那些跳槽议员的议
席并举行补选，以杜绝变节的反对党议员被执政党收买;主张废除邮寄选票制度，
以避免不公正的黑箱作业;反对将参选人的保证金大幅度提高;要求为适龄选民提
供更方便的选民登记服务;要求将投票年龄下放给十八岁的公民等等。



中国家的政治稳定起了→定的积极作用。

司法独立是当代民主体制运作的→个重要环节，以保证"分权
制衡"，杜绝权力因集中而腐化。马来西亚司法有否真正独立之议
题，自 1988年马哈边开除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阿杏斯 CTun Salleh 

Abas) 及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后就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
1998年马哈边对付其副手安华的司法审讯过程，无疑令人对马来西亚
甲司法独立产生更大的怀疑。行动党作为→个依循法治框架斗争的政
党，司法不独立就等于拳师在擂台赛中失去了中立的仲裁者，该党多
名领袖和议员对垒政府的官司诉讼案，往往欠缺了公平的仲裁而导致
败诉。最显著的例子有1970年代的范俊登案和1990年代的林冠英案。
对此，行动党反对政府废除马来西亚作为共和联邦的)员，其公民的
说讼案件最终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 C Privy Council) 的权利;反对律
政可实施"选择性提控" Cselecti tlve prosecution) 的双重标准作法:反

对政府没有依循合法途径肆意革除法官职务;反对法官和商业财团有
不寻常的接触和联系;反对通过天文数字的所谓"名誉毁谤索偿"而
将司法机构沦为大财团用以压制新闻自由的工具;以及反对种种通过
修宪或制定新法律时剥夺了公民可以在法庭上挑战不合理条文的权
扣。持平而论，迄今马来西亚的司法独立还是无法让国际社会恢复信
υ，J.3:都是行政机构的权力过于庞大及频频作出干预所致。
被称作"第四权"的媒体，本应该是→个健全民主体制运作的

重要参与者，以扮演舆论监督和启迪民智的角色。然而，马来西亚的
传媒向来都被执政党或有执政党背景的财团大亨所垄断与操控，导
致"监督传媒"而非"传媒监督"的现象成为了常态。作为在野党
行动党要透过和平手段来改变政治现实，首先就得获得大多数选言的
自由认同，然没有新闻自由的保障，反对党的讯息不仅被封锁，传媒
于反对党的动向报忧不报喜，甚至还蓄意捏造假消息来栽赃反对骨
坯已经是马来西亚司空见惯的现象。研究马来西亚媒体的学者慕异
化 \M阳也 K 旭uar) 批评说: "在马来半岛的主流媒体，和国阵的
些成员党或者和那些支持国阵的个人或集团关系密切，整体而言，

这些媒体的新闻公信力令人怀疑，尤其是当国阵在大选需要捍卫或宣

扬其利益时候。" 369巫统控制的Utusan出版和发行集团，其执行主席再

奴汀·迈汀 C Zainuddin Maidin) 则辩护说: "大众传媒可以采取专业

性偏袒的立场。" 370国阵不仅对公共媒体进行检查，甚至对反对党的

机关报，如行动党的《火箭报》实施严厉的出版、印刷和发行条件。

历届《火箭报》的编辑和承印商也因此而多次被政府检控和入罪。

在这么恶劣的媒体环境下，行动党的民主斗争好比逆水行舟。所

以，它一贯就主张让马来西亚的传媒获得松绑，严厉抗议执政党(尤

其是负责新闻检查的内政部)干预媒体的运作。对此，行动党的具体

政策有:反对钳制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法律，如《印刷与出版

法令》、 《官方机密法令》、 《煽动法令》及审查互联网信息的电子

法律等等。此外，行动党也呼吁政府设立一个"传媒冤情委员会"

C Press Ombudsman) ，来仲裁所有因媒体偏私而导致公共或个人利

益受损的投诉，它亦反对政党以收购媒体的方式来进一步控制舆论导

向，以避免公共利益受到危害。

捍卫人权是社会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的议程，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

重建时所颁布的《法兰克富宣言》就阐明: "社会主义一直以来就

是为人的权利市斗争，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应该

在每一个国家生效"。 371民主行动党在建党初年，基于受到人民行

动党的政策影响，对于英殖民政府遗留下来对付共产党的《内安法

令》持"有条件支持"的立场，这是行动党人权记录史上的污点。在

1967年的《文良港宣言》里，行动党曾这么宣称:

我们必须面对的其中一项不愉快的生活事实是:根据东南亚目

前所存在的一般局势'马来西亚须继续面对未自外国敌视我们国家生

存的势力'严重威胁我们的安全。颠覆是千真万确的'在印尼对抗时

369. Mustafa K. Anuar, "Defining Democracy Discourses: The Mainstream Press", in De

mocracy Ín MalaysÍa: DÍscourses and PractÍc邸" edited by Francis Loh Kok Wah and 

Khoo Boo Teik (Great Britan: CurzonPress , 2002) , p 158. 

370. New Straits Times、飞9 、v1町、飞995.

371. Declaration ofthe SOCÍalist lntemational: The basic prinCÍples ofdemocratic sociaJjsm, 

adopted by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at Frankfort in 195 1. 



期已清楚表现出来'也从国内受外国主使的共产党活动之存在继续表

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行动党作为清醒及踏实的政党'不能赞

同那些虽热心，但实际上却是目尤短拙与不现实的人之观点，他们要

求完全废除内部安全法令。因此在原则上'我们支持内部安全法令的

存在，无论如何'我们提醒公众，留心赋予政府的内部安全法令之权

力。我们不能无视于联盟政府滥用内部安全法令，去对付异党及其他
目的，而5民维护内部安全完全没有关系的举动。 372

然而这一错误的立场，很快就被纠正过来。这是因为 1969年爆
发 "5-13事件"时，林吉祥身为非共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样在《内
安法令》下，沦为巫统党内权力斗争的代罪羔羊。林吉祥当年在未经
法庭公开审讯的情况下被扣留了十六个月。林吉祥获释后， 1971年2月
行动党召开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采取了反对《内安法令》的立
场。 373 1974年大边，行动党将捍卫基本人权列为竞选承诺之一:

虽然马未西亚宪法明载有关马未西亚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由

于经过多次的宪法修订，基本人权大受限制，有的只是空洞或空谈而

已。行动党争取要求基本人权宣写入大马宪法，明文规定没有人会被

式断的拘捕'并以下列措施完全恢复人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一)
恢复国会议员，州立法议员大元丧地为其选民讲话，免受法律提控的

传统国会特权及豁免权; (二)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释放所有政

治拘留人'否则就公开提出审讯; (二)废除大学及学院法令; (四)
停止政府检查及嵌制新闻自由，废止报章每年史新执照的制度。 374

为了捍卫人权，行动党提出的具体政策尚有:要求政府检讨或
废弃许多钳制人权的法律条文，如《内安法令》、 《警察法令》、 《社
团法令》、 《官方机密法令》、 《印刷与出版法令》及《大专法令》
等，同时也批判政府动辄就可以根据主观怀疑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
状态的法令(马来西亚目前还维持着在 1964年、 1966年、 1969年及

373. 林吉样: <有关范俊登的退党> ，见《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页26-7。
374. <民主行动党…九七四年大选宣言n 。

1977年所颁布的四项紧急状态，即使当年实施紧急状态的社会条件已

经不存在，政府还是不加以撤销) , 375并要求政府解除对群众大会的

禁令，因为这些法令的存在，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马来西亚人所享

有的基本人权。此外，行动党也力促政府成立人权委员会，并且签署

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国

际公约》。特别是在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与行

动计划)) ，应该成为马来西亚政府遵从及改善人权记录的标准。林吉

祥曾说:

人权并非一项奢侈品，而是民主及法治的先决条件。只有人权受

到尊重'始能保障民主'也才会远离独裁的危险。朝向极权和独裁统

治的第一步就是对基本权利的逐步压制。 376

然而，亚洲的威权国家对联合国的普世人权标准很有意见，如马

哈迪与李光耀在1990年代所宣扬的"亚洲价值观"，论断"好政府比

民主人权更重要" ;如马哈边更表示人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

温饱权、医疗权而非政治自由权。对于所谓"亚洲价值观"，林吉祥

在1996年于东京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的会议上这么宣示:

如果"亚洲价值观"不放专制政府用作镇压异议分子、践踏人

权、贪污舞弊、社会歧视、破坏环境及其他不公义的举措之合理化借

口'那么我相信倡导另一套拒绝与抗衡"西方价值观"被移植到我们

社会的"亚洲价值观"将会受到史大的欢迎。 378

自 "9 - 11事件"爆发，全球掀起反恐浪潮，如马来西亚这一类以

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东南亚国家，一直都盛传是恐怖分子策划袭击和

躲避搜捕的所在国。马哈边为了响应美国欲在本区域设立反恐联盟之

375. 林吉祥于 1979年6月 28日在回会下议院提出动议，要求"废除马来西亚的四项紧急
法令"时所发表的演饨，见林吉祥: {危机重重的八十年代} ，页57-65 。

376. 林吉祥: <人权一…罔会的角色及其前途> ，页 120

377. 有关概念的讨论，请参阅李光耀: {李光耀政论选} Ut京:现代出版社，

1994年) ，页563-750

378. 林吉祥: <亚太区域的人权与民主〉。这是行动党秘书长在1996年6月 28 日至29 日，

出席假臼本东京举办的"社会党国际一一亚太这委员会"大会所发表的演讲词。



要求，和人们普遍存在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伺机为《内安法令》寻找

新的合理化借口。许多被怀疑涉及回教激进活动的组织，如 u马来西

亚圣战组织" (Kumpulan Militan Malaysia) 和"回教祈祷团" Oemaah 

Islamiah) 的成员就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扣留。行动党虽作为一个

世俗主义的政党，同时也强烈反对恐怖主义，但它十分担忧马来西亚
的人权将在新一轮的反恐浪潮中面对更大的侵蚀。就此，行动党提出
以下主张:

(一)呼吁政府召开一项全国国桌会议'广邀国内各个政党、宗
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从而寻求全国共识，以谴责违反马未西亚人民

生活方式的恐怖主义，并认同反击恐怖主义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民主
及人权而非采取相反的手法。确保大马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不会转为
对公正、公平、法治、民主及人权的镇压， 379 

(二)政府应该在国会提呈一份白皮书'根据调查所得，向离人
和国际社会公开恐怖分子和相关的组织网络如何在马未西亚进行种种
部署和袭击， 380 

(二)由美国建议设立在马未西亚的东南亚区域反恐怖主义中

心'应该由联合国未领导，而非让这么一项国际运动任由布什政权为
所欲为地指挥和摆布， 381 

(四)废除《内安法令)) ，而以另一项对人权具有敏感度的国家

安全法未取代之，这项新立法必须在考虑国家安全(包括恐怖主义袭
击)和国际人权标准方面维持平衡点， 382 

(五)政府应该将涉及恐怖活动的嫌犯以司法程序公开提控立法
足'而非以《内安法令》继续扣留他们 o 383 

行动党的"政治民主"政策，从坚持议会道路、倡议改革国会

379. 林吉祥文告， 2002年 10月 20 日。

380. 林吉祥文告， 2003年 1 月 5 日。

381.林吉祥文告， 2002年 10月 29 日。

382. 林吉祥文告， 2003年4月 14 日。

383. 林吉祥文告， 2003年8月 26 日。

和修正选举规则，到捍卫司法独立、维护人权、促进新闻自由和反对

国家恐怖主义等等，再再印证它的政策是导向前进式的变革而非倒转

式的后退。没有人会否定，行动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与民主化发展方

面，是扮演建设性之监督和制衡角色，虽然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的威

权统治迄今仍未见有所放松。

4. "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 (economic democracy) 又称"工业民主" ( industrial 

democracy) ，它往往是判断一个左翼政党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的重要

指标。在此概念下，具体的政策有如国有化、社会所有制、工人股份

制、计划经济、合作社经济、高额累进税、最低工资法等一般被右翼

视为"反商"的政策，都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保障劳动阶级和基层人民

的经济纲领。

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运动，背后多半都有强大的工运支撑，他

们的"经济民主"政策往往都是亲和工运的诉求，有者甚至全盘接纳

工运的主张，尤其是处于在野的时候。然一旦有机会上台执政，社会

民主党/工党则自然需要和工运维持一定的距离，或者需要再商榷若

干的经济纲领，被迫进行"历史性妥协"，以便在适应市场的力量、

照顾非劳工阶级的需求及刺激经济的增长等方面维持一个整体上的平

衡。再强悍如法国社会党，即使在1980年初密特朗开始执政时不愿意

让步，坚持实践"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政策，但是在执政后的一段期

间，亦不得不基于市场压力和选举民情的考虑而自我修正调整。

倘若以这一常理来判断行动觉，它的长年在野，必定会将"经

济民主"的纲领提得十分激进，十分"左"。然而，事实情况则不是

如此。行动党在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和主张，一直都十分温和。这是因

为"马来西亚的阶级划分看来时常都巧配着种族划分的事实。乡村农

民大部分是马来人，而城市的资产阶级与专业人士阶级大部分是非马

来人。" 384行动党在《文良港宣言》中，指责联盟政府的那些种族主

384. <文良港宣言言) ，见向前书，页1630



1) 

义政客是在"玩弄马来人情绪上的不安全感与落后感，来合理化他们

以马来人之名，来谋政治上支配之实"，并形容这些政客是"贪鄙、

自私与奇特混合物的一个社会阶级，而最佳的形容词就是 4封建买办
阶级， C the "feudal-compradore" class) 0 "385 

行动党认为联盟政府蓄意制造"穷人都是马来人"及"富人都
是非马来人(即华人) "之假想。而行动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各族
的 6穷人'之共同的经济问题基础上协助加速国家融合的过程"，则
主要的手段是:

(一)透过教育马来人:让史多的马未大学生考取现代学科'诸

如科学、医药、工艺和经济学等领域的资格，使到他们能平等地和其
他种族的马未西亚人们竞争;

(二〉改善乡村的经济: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消除地主与中间
人残酷剥削农氏的行为，以及推行现代技术的农业生产;

(三)反对制造马来资本家:谴责联盟的政策只是制造一批马未

资本家的名流集团，与一批华人买办及大亨名士集团携手合作，是无
法有效提供马未农民的个人入息及生活水平的。 387

为了消除马来人对行动党的疑虑，它针对土地改革的政策越发激
进，在1974年的竞选宣言中，它甚至"主张耕者有其田，废除坐亭其
成的地主制度。除非马来西亚境内无地的人都已经分配到土地，否则
禁止所有州政府分配大块土地给外国公司或集团。" 388即使如此，马
来农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依然十分微薄。至于对非马来人的经济生产
领域，该党没有提及社会主义之改造方案。这和较平时期的马来亚劳
工党一样，其政治路线虽比行动党激进得多，但是在经济纲领方面，
却没有什么大胆和彻底的主张，甚至反对人民党的国有化政策，目的

386. 网上注。

387. 向上书，页1640

388. <民主行动党一九七四年大选宜吉〉。

是不剌激华人社会。 389

"5 • 13事件"后，敦·拉萨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宣称以

组社会"和"消除贫穷"为两大目标。表面上看来似乎具有社会主义

的色彩(连命名都取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 ，然在实践上却是贯

彻"马来人至上"的经济路线，对非马来人采取压制和歧视的政策。

其中最典型的措施就是实施"种族国打制"及"政府以公款设立各种

中央控制机构，以便达到单一种族的经济参与与控制，这并不是国有

化，而是种族垂直线政策，也是变相的种族经济主义" 0 390一句话，

即以肤色来作为对经济机会和经济果实进行分配的标准。它即刻带来

的恶果，就是激起更严重的种族两极化 C racial polarization) 浪潮。

而行动党作为反对马来种族主义支配的政治力量，它抨击"新经

济政策"下的种种措施，虽是为各族争取平等参与的经济机会，但却

被视为专代表华人挑战马来人所获得的经济果实。加上城乡选民结构

上受制于民族比例的差异，导致选举时行动党在城镇获得大多数华人

的支持，这无疑更加重乡村马来人对它的误解和敌视。再者，一个靠

议会选举来谋求生存及发展的政党，它的选举策略必然会以巩固城镇

华人的传统铁票为先，开发新的马来农村票源为次。这么一来，行动

党的"经济民主"政策就必须制定得更符合华人社会的需求，或者准

确地说，制定一套在"新经济政策"压制下更能适应华人经济生存之

道的经济政策，否则它就无法和国阵中其他华裔成员党如马华公会及

民政党竞争。由此，行动党的"经济民主"政策之主轴，就是反对政

府以种族肤色来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依据，它主张以"绩效和需

求" CMerits and Needs) 来取代种族商打制，而巫统则将之歪曲成是

精英统治 C meritocracy )的政策，亦即由强势的华人精英来主宰弱势

389. 劳工党和人民党同处社会主义阵线时，前者反对盾者主张对橡胶和锡矿工业进行国

有化，因为这是华人资本集中的领域。详细讨论请参阅R. K. Vasil , Politics in a Plural 

Society: A Study of Non-commu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 Malaysia (Ku位毡 Lumpl曰: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7 1. 

390. 陈胜尧: <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和政策> (1981年9月 26日于八打灵再也行动党支

部所举行的政治干训班讲稿) ，页30



的马来人。无论行动党花费多少唇舌向马来人解释，也无济于事，因

为行动党的讯息被严重封锁，加上种族情绪和既得利益作祟，行动党

和马来社会终究水火不容。

在1960年代，行动党多位印度裔领袖都有深厚的工运背景，而社

会上最备受剥削的阶级主要是印度工人，因此活跃于马来西亚工运界

者，也以印度人为多。故行动党的劳工政策，关怀对象还是以因丘印

度工人为主， 391当然也包含捍卫其他种族的工人在各项行业的福利。

该党的劳工政策有:力促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 392要求取消剥削廉价

劳工的承包制;如建议政府为基层劳工提供廉价住房福利; 394要求立

法让工人至少获得等同于一个月薪金的花红; 395要求政府制定计划来

劝服企业分配股份给工人; 396要求劳工部设立一个特别单位来协助组

织尚未组织工会的工人， 397为困丘工人争取以月薪制取代臼薪制的立

法:反对政府立法阻止工会互相串连而呈现"花生米"状态:别抨击
政府否决电子业工人组织全国工会的权利399及主张成立"监督裁员委

员会"来杜绝资方在经济风暴时借故裁员。 400值得一提的是，行动党

391. "DAP Wants Laws to Control Fragmentation of Estates, Rocket, vol. 1, no. 2 
(October 1966): 5-7. 

392. V. David, "The Choices of Labour ", in DAP 15th AnniversaIY (Petaling Jaya: DAP, 
1982.), p. 176. 

393. 林吉祥在 1976年7月 25 日子国会就 {1976年雇佣(修正)法案》发表演词时表
示"在承包制下，雇主可以伺机逃避对员工所应该负起的责任，如工作安全、医
药福利、雇员公积金、假期和其他福利。"见林吉祥: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 
页286。

394. N. Shanmugam, "DAP's Continuing Struggle For Labour", in DAP 15th Anniversary, 
p.I77. 

395. 林吉祥于1980年6月 20日在国会下议院参加辩论 {1980年雇佣(修正)法案〉时所
提出的建议，见同上书，页2080

396. 林吉祥在1974年 l 月 16由于国会下议员参与辩论〈劳工与人力部开销〉时所发表
的演词。

397. 同上注。

398. 液俊登在自会下议院参与辩论 {1973年职工会(修正)法案〉时所发表的演词。
399. (1992年丹饿宣言) ，见向前书，页1150

400. 邓章钦: (蹄造双赢的劳资关系) ，见〈火箭报〉革新号第2期， 1998年4月，页
42-3 。

最具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劳工政策，正是持续谴责政府迄今尚不愿

废除在((1959年职工会法令》下，禁止职工会领袖在政党担任职位

的"反劳工"条款。 401这一条款很显然反映出政府害怕左翼政党和工

会维持战略伙伴关系，为左翼政党提供政治基金和选举动员，好比欧

洲的工党和工会的合作那般。也正因为如此，行动党和职工会并没有

正式组织上的共生联系关系，而只是维持理念上的团结互助而已。加

上马来西亚职工总会 (MTUC) 的领导层向来十分软弱，对政府的劳

工政策附和的多，批判的少，以致行动党劳工局经常和它发生摩擦， 402

这无疑也让双方关系日益恶化、疏离。当然，有人也为此而批判行动

党是机会主义政党，对阶级斗争不感兴趣。 403

行动党对华人基层社会的承诺，每每需要平衡对华人中小型企业

的利益，以免为自己塑造"反商"的形象。 "5 • 13事件"后，总体

上华人社会的劳资对立并不尖锐，华人也不热衷参与职工运动，他们

认为最大的压迫，是来自政府歧视"非土著"经济权益的"新经济政

策"，剥夺了他们的社会流动的机会。 404所以，行动党早年的"经济

民主"政策，主要集中在为四百六十五个华人新村的九十万华人(他

们大多数是胶工、矿工及农耕者)争取更多的民生资源和发展建设。

该党在1970年代初还专门成立了新村小组来进行调研工作，过后提出

一系列的要求，如呼吁政府分派土地和九十九年地契给村民、合法化

新村的木屋、改善新村的基建设施、将工业分布到新村停制造至少五

万个就业机会、选出四十五个新村，将它们提升发展成为新市镇及要

401.林吉祥在1979年6月 11 日于国会下议院所提出的动议，见林吉祥: {危机噩噩的八

十年代} ，页205-7。

402. 具体摩擦包括行动党劳工局主席兼代秘书长范俊登在1970年6月挑战马来西亚职工

总会主席扬德才公开辩论，要求后者解释为何"献媚和无耻地支持马来西亚劳工部长

当选国际劳工机构 (ILO) 第五十四届大会主席"，商行动党坚称马来西亚劳工部长

丹斯里v. 马后卡瓦沙甘(V. Manikavasagam) 是"反劳工"的部长。见范俊登新闻

稿， 1970年6月 17日。(民主行动党中央档案FYT/LB/ CHK/17 / 6/70) 

403. Hua Wu Yin , C1ass and Communa1ism in Ma1aysia, p.135 , 148. 

404. Khong Kim Hoong, Ma1aysia $ Genera1 E1ection 1990: Continuity, Change and Et1wÍC 

Politics , pp. 37-9. 



求政府在内阁增设"新村部门"等等。 405 自 1980年代开始，行动党更

在华人新村和市镇疾呼政府严正取缔非法外劳，目的不只为捍卫本地

的就业机会，而是要遏制外劳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惟不幸充斥马

来西亚的非法外劳以印尼人为多，犯案者亦多是印尼外劳，政府却因

为种族因素及选举利益的考虑(利用印尼外劳来充当幽灵选民)而让

其放任白流。行动党对印尼外劳之强硬立场，也让马来人更添反感。

治安和经济问题一旦遇上种族因素，非理性的反应就接踵而至。

在"新经济政策"的执行下，行动党改善各族穷人的一般民生政

策，尚有:呼吁政府设立公平价格仲裁庭及反垄断委员会，以打破卡
特尔( cartel) 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订价及反社会的垄断行为，并通

过政府的重大津贴来履行廉价食物政策4叭要求政府检讨雇佣公积金

(EPF) 的投资和财政政策，反对滥用该基金来作奢侈开销; 407制定

更完善的就业政策，提供就业机会给各族人们; 408呼吁根据"富者多

付，穷者少付"的原则来改革税务政策，反对政府着重于返步的间接
税，像打击穷人甚于富人的销售税等等。 409

为了平衡商界，尤其是中小型华人企业的利益，行动党一方面抨

击"新经济政策"将国家的经济命脉，如现代农业、矿业、制造业、
商业和金融业继续任由外国经济集团所支配， 410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废

除《工业协调法令))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ct) 下种种不合理条

款，如规定超过五十万万马币股额资本的非马来人企业，要无条件地

将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马来人，反之马来企业则不受此规定约束;

再者，规定非马来人制造离须将30%的制成品配给马来公司经销，并

且选择马来经销商必须先和政府磋商，这意味着华人商家现有的经销

405. <九十万新村人民的革命宪章> (1973年 11月民主行动党加影区补选委员会印
发)。

406. <民主行动党一九七四年大选宣言〉。

407. 同上注。

408. 同上注。

409. 同上注。

410. 向上注。

市场被剥夺了30%0 411这些政策美其名为鼓励种族联营，实质上是巫统

怂恿马来人巧取豪夺。相比之下，政府"反华商"的政策，比行动党

的"经济民主"更让华人企业界反感。步入1990年代，该党继续呼吁

"政府应积极地给予私人商界支持，以使他们能够充满冲劲及在国际

上具有竞争性。过渡条例化的繁文绣节应加以简化，因为这是无能、

贪污及滥权的导因"。 412

反贪污是行动党"经济民主"另一鲜明的主张，同时也取得最

显著的成绩。基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铁律，国阵取得议会

三分之二的绝对执政优势，是它腐败的最大导因。数十年来，行动党

不断在议会内外揭发政府的贪污丑闻，让国阵十分恼火。诚然，这是

属于制度性的腐败，倘若政府没有决心从制度上作根本纠正，就等于

为行动党提供大量的政治筹码。对于肃贪倡廉，行动党的政策是:规

定所有的政府高宫和各级议员必须每年公开宣布他们及其家属的财

产:立法规定充公那些收入和职称不相称及来历不明的财产:让反贪

污局成为一个直辖于国会而非首相署的独立调查机构:在国会设立一

名专调查和对付宫员舞弊的最高专员， 413立法禁止商业机构作出政治

献金，政党也不可进行商业投资;以及呼吁政府制定《信息自由法

令)) ，让媒体能充分发挥监督政府行径的作用。 414尤有进者，行动党

也经常针对大宗的贪污弊案，要求政府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来进

行公正无私的调查。遗憾的是，这些制度性的反贪政策，国阵从未认

真采纳，以至让贪污舞弊、裙带风和朋党伺服主义沦为"亚洲经济模

式"的派生物，一旦如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肘，这些结构性的弊

端就成为经济复苏最大的阻力。在马来西亚，所谓腐败不仅是指贪

污，也包括滥用行政权来调动公共基金去挽救统治精英的朋党企业，

这一现象在经济危机时更是习以为常，而政府的解释是为避免马来企

41 1.林吉祥子 1979年6月 21 日在国会下议院针对〈工业协调法令(修正案) )辩论时所

发表的演词，见林吉祥: <危机重重的80年代) ，页 129-330

412. <丹绒宣言> ，见同前书，页1140

413. <八打灵宽言> ，见同前书，页145 。

414. <丹绒宣言> ，见向前书，页 114。



业被外资接管。行动党对此持强烈反对立场，它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在

拒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借贷的情势下，亦应该采取大胆的

金融和经济改革措施，如彰显更大的金融借贷透明度和政府挽救经济

的公信力:设立国家基金来扶持那些具有生产力的中小型企业，取缔

那些投机和炒卖股汇的私人及政府炒家，并且要求所有用以复苏经济

的策略、计划、方案和基金，都应该在毫无歧视的情况下，不论是基

于种族、个人关系或政治联系，公正地分配给有需要的人民。 415

马哈迪在 19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私营化政策，这和美英保守主

义占上风的国际经济氛围是分不开的。行动党将马来西亚的"私营

化" ( privatization) 形容为"海盗化" ( piratization) ，因为国阵在

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之前，就先制定了许多配套的法律措施来保障私营

化后的财团利益。法律志明私营财团每年盈利倘若无法达到所预定的

数额，则有关差额将由政府给予悉数赔偿;私营财团更可以按期调高

收费，若人们反对，政府就需要作出赔偿等等。其中引发最大争议的

私营化计划，要属南北大道工程。"行动党在反对私营化政策的过程

中，除了透过可法途径起诉政府，还发动一系列的民众示威活动，结

果在 1987年"茅草行动"及1990年蕉赖区爆发大示威后，政府援引

《内安法令》逮捕了行动党多名领袖和睦会议员。即使如此，行动党

反对"海盗化"的立场依然不变，但它却不是以"极左"的姿态出

现，即如《丹绒宣言》所曰:

我们肯定不是反对私营化'但我们所反对的是毫无节制的资本主

义。我们主张私营化必须根据严格的条规以确保责任感得以落实'而

不是如国阵所实施的私营化'即把合约给予跟它有关的公司。我们主

张'私营化必须以公开投标作为最基本的条规。我们也认为，社会设

415. <林吉祥给98年酋次内阁会议的15点建议> ，见《火箭报〉革新号第1期， 1998年
3月，页23 。

416. 详细讨论请参阅Lim Kit Siang, North-Sou的血与rhway Scandal (Petaling Jaya: DAP, 

1987.); Gurunathan, "People Power:τhe Cheras Answer to Legalised Robbery ", in 

The Cheras Toll Clash: A Lessoll to 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 (P战说lng Jaya:二 DAP，
1990.) , pp. 52-60. 

施如公众保健和公众交通等是不应该加以私营化的。相反的，这些社

会设施，必须放扩展和提升'以便广大的贫穷人民可以享用。公共机构

亦须进行全面改革'以便提什效率、生产力和士气。赚钱的公共企业

也不应该被私营化，优先被私营化地走亏钱的政府机构;然而，国阵

却本末倒置地实施其所谓的"私营化"计划。 417

1996年，行动党通过新的宣言，对私营化的立场更加务实:

我们不否认在各领域有推行一些私营化计划的需要'但在鉴定及

评估这些计划的资金来源、特许权及在执行上必须透明化。私营化计

划必须让人氏真正受忠……获得特许权的公司必须在展行社会需要方

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我们建议设立私营化委员会未监督所有的私

营化计划。例

由此可见，行动党的"经济民主"政策从来就不算太激进， "国

有化"这一属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不曾在党内被严肃地

探讨。或因为"新经济政策"下有过多的"计划经济" (虽然只是为

单一种族的经济利益而计划) ，所以作为反对党而言，自必然提出的

替代政策是更多的自由竞争、透明作业和铲除官僚舞弊。随着时代条

件的变迁，行动党的"经济民主"政策更是日趋务实，这除了向来阶

级意识的不彰，也包括社会阶层的流动、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区域及全

球化经济所带来的冲击等等。一句话，行动党要求政府在处理经济问

题应更公平、透明、廉洁、开放和兼顾社会责任感，以提升国民对经

济决策的参与、公正地分配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促进国家整体之经济竞

争力。

1990年代后期，马来社会开始检讨对固打制的过度依赖，马哈迪

指责"马来人的贪婪、缺乏耐心和贪图眼前的利益而导致 4新经济政

策'无法达致原订目标" 0 419这显现行动党的"经济民主"政策，在

417. \什纸室主百> ，见同前书，页1130

418. < 1996年行动党宣言:马来西亚进入新纪元> ，附录于〈一九九六年全国党员代
表会议) (马六甲:民主行动觉， 1996年) ，页 1-70

419. (累洲日报) , 2003年8月 31 日。



整体上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所持的批评是合理及具前瞻性的，惟极端种

族主义的烟蕴，遮蔽了大多数马来人对行动党"经济民主"的认识。

5. "社会民主"

社会民主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其实就是福利主义。二战

后许多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执政经验，最引以为荣的莫过于福利国

C welfare state) ，其中如北欧的"瑞典模式"，更是以"从摇篮到

坟慕"的完善福利保障见称，而"社会民主"就是福利主义的最佳概

括。社会福利的用意，在于实践博爱 C fraternity )及团结互助 Csoli也d可)

的价值理念，它主张透过财政和税收的再分配，建立一个更人道和更

公平的社会。 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这么宣称: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

权利。这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

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获得经济保

障的权利，儿童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

利，以及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420

行动党党章之"目标"的第四条款，其内容对于建立一个民主社

会主义模式的诠释，与上述说法并无二致。它在《丹绒宣言》中更进
一步阐明道:

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拥有关怀各阶层人氏的福利及为他们服务的

权利，拥有一个清洁环境的权利，得到自由选择高深教育及训练的权

利，以及管理及所有决策过程的参与权利。 421

事实上，理念价值上的表述与具体实践上的条件，是存有若干

差距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面对的制约是财政赤字的窘态，以及福利

政策的词。性包袱;然而在马来西亚，行动党面对的制约却是种族分

歧的巨大鸿沟，对社会福利的不间理解。换言之，巫统实行的"种族

ofthe Socia!ist InternationaJ, p. 8. 

42 1. <丹绒宣言〉见向前书，页 110。

经济主义"，以肤色来作为配置福利的资源，说穿了，就是行动党

在1980年代所形容的"劫甲济乙"， 422这导致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

(尤其是贫穷阶级)因猜测和妒嫉而无法达致真正的国民团结。

在"新经济政策"下，为了扶持马来人在社会一经济方面的发

展，政府增设了大量的半官方团体和官方机构来提供特别援助计划，

在高等教育、技术培训、公务员录取、经商贷款、股权重组、军警编

制等领域，都让马来人享有优先的特权。 423然而非马来人在各项领域

都得靠自力更生，甚至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给予的救济福利或赔

偿款额也有"土著"和"非土著"之别。由此，国阵实行的福利政策

非但无法让国民团结，反之加剧国民的分裂。再者，一些巫统的权贵

因伺机滥用许多扶持马来人的机制、特权和福利来自肥， 424导致"新

经济政策"日益与扶持马来人的初衷抵触。行动党抨击这种现象是:

非马来人感觉到他们是在"新经济政策"的领域外，而被隔离

了。马来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提高他们经济的蓝图'但是当发现

这只是让小部分宫裕马来人受忠时，他们将会激烈的愤恨。"新经济

政策"现阶段的实施形态，潜在的危险性'把马来西亚人氏'在阶级

及种族上'更进一步地分化。 425

作为一个在野党，要纠正这种现象委实不易。倘若要求政府加重

税收来增加福利开支，即使超额的福利预算也不会照顾到非马来人的

需要，而无缘享受福利的非马来人(特别是华人工商界)将会产生更

激烈的反弹。反之，要政府采取低税率或削减福利，不仅和社会民主

422. 林宙祥子 1981年3月 18 日在国会下议院参与辩论最高元首施政御词时所发表的演
祠，见林吉祥: <危机重重的八十年代) ，页1520

423. Gordan P. 、v1巳ans ，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ingapor巳: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pp. 25-6. 

42.乌• Siapakah yang Memundur dan Memiskinkan Kaum Bumiputera di Negeri Melaka ini? 

〔是谁导致马六申州内的马来人落伍与贫穷? J 这是1978年大选前，由马六甲州行动
党的乡村委员会主席晗山 (Hasan Baktee) 给州内马来选民的一封公开信，内容揭露
巫统领袖如何随用〈新经济政策〉来谋取私利，而非造福马来穷人。

425. 林吉祥子 1979年 10月 22 日在国会下议院参与{1980年度财政预算案》辩论时所发
表的演词，见林吉祥: (危机重重的80年代) ，页1080



的理念南棱北辙，甚至还会被巫统伺机歪曲说是行动党反对给落后的

马来人救济和扶持。这一对结构上的矛盾，反而让行动党在"社会民

主"的政策上，比欧洲更早地作出了思考、更新和转型。

例如，英国新工党的理论高参纪登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旬才针

对"超越左与右" (Beyond Le丘 and Right) 而倡议"第二条道路"，

其中在福利改革方面的构思，其实行动党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如强

调"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注重"积极的福利" (即教

育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培训)而非"消极的福利" (光付救济金给失业

者) ;呼吁以"包容" ( inclusion) 意识来塑造平等，取代"排斥"

( exclusion) 行动:强调提升公共领域的透明度:建议巩固家庭机制

和伦理来协助分担福利开支:提升妇女的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给青

年提供更多发挥潜能的培训计划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等。在欧

洲，这些所谓"社会民主的更新" 426是为了克服"从摇篮到坟墓"的

福利和救济措施所引起的刚性负面效应;然而在马来西亚，行动党

的"社会民主"政策是为了纠正巫统的"新经济政策"下的种族经济

主义之弊端。我们换个角度想，马来人在"新经济政策"下何尝不是

享有无所不包的所谓"消极福利"，导致二十年后的今天，连马哈边

都挑评马来人懒散、贪婪、没有进取心和不断需要依赖固打制的"拐

杖"来扶持。而巫统的权贵和官僚，滥用马来人特权而衍生层出不

穷的贪污舞弊和低行政效率，又何尝不是与欧洲传统左派之"大政

府"或"国家主义"下的官僚习气有相通之处。马来西亚的特殊性是

单一种族成为"消极福利"的享用者，而非马来人一直以来就是靠发

愤图强来谋求生计。所以，行动党就福利政策的"更新"，自然比欧

洲早了廿年，以适应马来西亚的现实土壤。鉴于此情，行动党的"社

会民主"政策，遂将焦点集中在教育投资(即对人类潜能的开发)方

面，这和纪登斯在1990年代所倡议的"可能性之再分配" ( redistribuω 

tion of possibilities) 427不谋而合，这种精神在1974年的大选宣言中己充

426. 具体讨论，请参阅安东尼·纪登斯著，郑武闺译: (第三条路一一社会民主的更
性> (台 ~t: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9年)。

427. 同上书，页1130

分体现出来:

教育(领域)现已有不平等及不公道的事发生，因而加居IJ 阶级的

不平等'损害国民团结。许多贫穷的子女'因为家境不好'没有机会

进入中学及大学受教育'尤有进者，也有许多具备一切入学资格及有

才干的学生'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每一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各

种考试成绩都好'只因为马来西亚语文一科不及格，而在大马教育文

凭考试中名落孙山。此外'也有成千上万的学生'特别是乡村地区的

学生'数理科不及格，而数理科却又是乡村马来人要突破晋入摩登世

界的必经之道。因此，马来西亚的教育'必须彻底改革'以达致以下

目标:

(一)停止对成千上万在教育文凭考试中落第者的不公，防止勤

奋及天资聪明人才的浪费;

(二)为贫穷子弟提供由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以确保没有人

因为家境贫穷，而丧失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

(二)增加大学先修龙江及大学学额'以使到所有具备入学资格的

人都有深造的机会;

(四)允许私立大学及大专学院的设立，以提供史多的大学及高

等教育出路给所有的大马学生;

(五〉政府资助所有的独立中学。 428

此外， 1974年的大选宣言也呼吁政府进行所得税改革，如"将每

年每人之二千元免税额加倍至四千元，妻子与依赖者之豁免额亦然:

已婚工作妇女，分开呈报所得税:依据亚洲人奉养父母的生活方式，

应扣除敬养父母的所得税:及提高更高入息人士的所得税等等"。 ω

在《丹绒宣言》中，行动党主张"积极的就业政策"，即失去工作的

人应该有机会接受新的职业训练以获取新的技能，残缺人士、单身家

庭、妇女其他人士必须给予工作的权利，这和英国新工党布莱尔提出

的"工作福利" (workfare) 并无二致。至于"积极的工作伦理"，该

428. (畏主行动党一九七四年大选宜吉) 0 

429. 同上注。



党《社青团丹绒宣言》中是这么阐明的:

我们必须强调积极的价值，诸如纪律、守时、勤奋、用功、成

熟、敬老以及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因为这些是因家的伦理、精神及物

质进步的要素。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奖赏这样的价值。因此，

任何涉及优待或特忠的做法，都不应该受鼓励'我们应该建立起一

种"卓越表现及关怀"的文化。 430

当行动党提出这些价值理念之际，英国工党还处于在野，其消极

的社会福利模式还尚未"更新"。

行动党社青团就促进青年权利方面的政策，要求政府在教育和就

业方面，应该以"绩效和需求"来取代"种族固打制";在基础教育

方面，应该实行九年的义务强制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与少年不应

被允许全职工作:制定更好地保护青少年免受罪恶伤害的政策，严打

毒品、跑马机和摇头丸。 431对于在籍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为了鼓励

他们参与社会及政治活动，应废除《大专法令)) ，以免教育出不善批

评、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代。该党也反对政府以政治趋向和种族肤

色来作为提供青年团体经费拨款的标准。 m再者，行动党亦要求政府

多兴办高等教育学府来栽培各族青年，至少每一个州都应该兴建一间

公立大学。

1990年代中旬，随着资讯工艺革命之浪潮席卷全球，行动

的"社会民主"政策更对准在建构"数码经济"的教育领域，从商

协助国家在教育、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快速转型。马哈i应当年宣

布"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宏图大计，兴建布特拉再也电子城和多媒体

大学，引起广泛的瞩巨。行动党遂在1997年4月 13 日开始发起"信息工

艺，人人共卒" CIT for All) 的运动，要求政府在推动国家转向知识社

会之际，必须确保不会出现新的社会鸿沟，即"资讯富裕" C Information 

430. < 1991年社青团丹绒宣言> ，这是 1991年 11 月 30日子槟城举行的社青团特别代表
大会上获得通过的新宣言。

43 1.罔上注。

432. <丹绒宣言> ，见向前书，页118 。

Haves) 与"资讯贫穷" C Information Have-nots) 两大阶级。行动党

对此项运动投下大量的心力，尤其是林吉祥，他孜孜不倦地埋头专研

一项全新的知识，以便能就政府接踵而至的各项电子方案，作好全面

参与审议的工作准备， 1.卑便能对"国家资讯工艺议程和行动计划"

CNational IT Agenda and Action Plan)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对

此，行动党的主要政策是:

(一)为确保人人得以广泛参与缔建一个资讯社会，政府应该在

教育领域投放史多资源'如提升学校电子教育的基础设施'培训史多

的教师'尤其是不能忽咯城市地区以外的学校'以免制造新的信息阶

级分化;

(二)呼吁政府在向海外电脑专家和电子企业推荐"马来西亚多

媒体超级走廊"时'应该确保马来西亚不会过滤和审查网络资讯，同

时弘扬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色'以作为吸引外国专才到马来西亚进

行软件研发工程的卖点;

(二)要求政府设立贷款计划'资助家长落实"一家一电脑"运

动，让各阶层人们都能打破在社会上、教育上和心理上对资讯工艺的

恐惧;

(四) "电子政府"的运作应该是确保有能力、可接近、负责任

和高透明度的政府'所以政府应该废除《官方机密法令)> '并制定《资

讯自由流动法》和《隐私法)> '因为资讯工艺最终是为人类服务，保

障民主和个人自由'及建立公民社会;

(五)呼吁政府为妇女和社会弱势因1体提供学习资讯工艺的贷款

和特殊培训计划'缩小未来在性别和能力上的资讯鸿沟;

(六)拨款两千万未专门培训天资聪颖的学生，而不论他/她们

的种族背景。 433

遗憾的是， "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在 1998年发生金融风暴

和"安华事件"后，国家经济的疲弱加上马哈边的威权铁腕政策(如

433. Lim Kit Siang, lT ForAll(Petaling Jaya: DAP,1997), pp. 10斗1.



宣布政府将会审查网路讯息) ，导致许多海外专家都不愿再为此计划

出谋献策。 434

"社会民主"的内涵，是保障和扶持弱势团体，而一个进步的妇

女政策，是体现和落实"社会民主"理念不可或缺的部分。行动党妇

女组认为"妇女解放是解放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妇女的问题

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此，唯有真正民主和注重人权的社会，才能

确保妇女的全面参与和受到公平的对待……行动党妇女组深信，妇女

解放的斗争是我们反对一切人类的不公正的斗争之一"。行动党的妇
女政策有: 435 

(一)反对任何对付妇女的暴力行动、剥削和歧视:将强奸、殴

要、性骚扰、乱伦、儿童性虐待、逼良为娼、侮辱女性的色情文学与

广告等列为斗争的对象;

(二)要求平等对待妇女劳动及为妇女劳工争取更佳的保障:不

仅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也要求女性在职场上的晋升不应受到歧视。此

外'坚信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不应被看作只是妇女的责任'并建议给

予妇女产假由原来的四十二天提高到十四个星期;鼓励妇女劳工参加

职工会'要求政府废除打压工运的法令;反对剥削外国劳工，尤其是

家庭女佣 o 认为所有工人，不论国籍'都应该在法律上受到适当的保
护。

(二)要求修改所有歧视女性的法律:强调凡是不把妇女视为

独立个人的法令字眼'都应该加以修正，如把妾子(wife) 改为伴侣

(spouse) ，男人 (men) 改为个人( individuals 或persons) ，尤其

要求修正以下法律: (( 1961年子女监护法令)) ，因为它只给予为人

父者独一的监护权; (<1 959/1963年移民法令》及 <<1963年移民条

• :rt:大哥í1J (Alvin Toft1er )原本应邀担任MSC的国际顾问团成

员，但是"安华事件"爆发后，他指"马来西亚首相的宏愿已经蒸发，马哈油正在实
施警察国的手段， MSC是无法在政治压抑的气候下滋长的"，所以他再也不愿意担
任MSC的自际顾问。见<http://dapmalaysia.org/englishllks/aug03/1ks2546.htm) 。

435. < 1992年民主行动党妇女组丹绒宜言)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动党25周年
纪念特刊> ，页1270

例)) ，因为它们假定所有的妇女都依赖她们的丈夫，而不是独立的个

人; ((1 955年雇佣法令)) (1981年修订)及(( 1969年劳工与社会安全

法令)) ，因为它们禁止参与劳动的妇女发挥全能; (<1958年财政分自己

法令)) ，因为它歧视妇女的独立和继承权;检讨《妇女及少女保护法

令)) ，因为它给予女性平等的保护不足; <<1967年法律改革(峰姻与

离峰)法令)) ，因为它没有在相关事务上给予妇女同等的权利。此

外'行动党妇女组也建议应制定新的法令，如《家庭暴力法令》、《性

别歧视法令》和《家庭工作/意外补偿法令》等。

(四)要求设立一个内阁部长领导的妇女事务部'因为原来的妇

女事务私、书处 (HAWA) 被财务拨款及狭隘的政策所约束'因此它应

被提升为一个新的内阁部门来处理妇女问题。此外'联邦政府下的各

个州属'亦应设立妇女事务局。

(五)要求有效地改善社会上一般的卫生保健设备'并特别强调

两项问题:一是妇女在卫生保健方面的需求;二是乡村及落后地区卫

生设备的不足。此外'也要求政府设定一个教育计划未提高妇女的健

康意识'特别是有关怀孕、避孕、艾滋病、乳癌、子宫癌以及性病的

~I _;r:r ~ 436 
ν-...1川。

她们最后强调: "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缔造一个完全

建立在平等互惠和均分义务基础上的两性关系。"相

环境保护和提升生活质素，也属"社会民主"的范畴。尤其是前

者，自 1980年代开始，日益在欧洲崛起成为反思、"现代主义气 (Mo

dernism) 和"发展主义" ( Developmentalism) 之流弊的新社会运

动。绿色运动自我标榜"既不站在左，也不站在右，而是在前方"。

而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则将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当作是制造更多财富以供分配的前提，所以起先对于绿色运动抱有很

大的怀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忽视环境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合算的，

因为它必须以高额的修复环境费用和增加用于恢复遭受损害的健康的

436. 同上书，页123-128 。

437. 向上书，页127-1280



支出的形式来偿还它以前认为己节省下来的费用" 438而将环保议程列

入它们的党纲，但并非意味着全盘绿化，对于过度激进的绿色诉求，

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英国费边社建议欧洲社会民主

党应该在理论上发展"环境民主" (environmental democracy) ，以

标举自己和绿党纲领的不同之处。 439然而，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环

保迄今还是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奢侈品，以及新殖民主义府作干预

和阻扰南方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借口。威权式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

化"道路，往往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催促生产力，如大肆砍伐森

林、毫无节制的工业排污、允许外资企业在自己国土弃置辐射性工业

废料、为兴建高尔夫球场而破坏水源系统、为迁就工商发展而铲除历

史古迹，以及没有周详的城市规划来控制汽车数量以减少空气和噪音

污染等等。在这方面，马来西亚的粗放型资本主义也不例外。

为了贯彻由北欧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率先倡议的"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理念，行动党在1990年代初开始将环保列

为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发生了数宗骇人的自然

灾害…一如光明烟花广爆炸、高级公寓倒塌、马六甲长达八个丹的水

患、吉隆坡严重水灾、印尼农民火耕而连累马来西亚受烟蕴之苦、国

家动物园被迫迁、财团要"发展"广东义山一一绿色意识日益受到选

民的关注。对此，行动党提出的环保政策有:

(一)要求政府在批准任何涉及生态环境之发展计划以前，必须

严格执行及遵照"环境影响许估报告" (EIA) 

(二)监督因伐木而引发的森林急速消失与海岸侵蚀的现象;

(二)要求立法禁止树桐出口及检讨发出伐木执照的程序'严惩

非法的伐木者，以挽救森林;

(四)原住民 (orang asli) 的森林拥有权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

438. 托马斯·迈尔著，殷叙彝译: (桂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页1610

439. Michael Jacobs, "Environmental Democracy", in The New Social Democrac_只 edited

by Andrew Gamble and Tony Wright (Oxford: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Publishing Co. 

Ltd: 1999.), pp. 105-116. 

(五)鼓励农民采用不会危害环境的农耕方法'例如有机耕种

法;

(六)所有的投资计划必须经过精密挑选，以排除对环境有害的

工业投资项目;

(七)城市居氏，特别是中下层阶级'迫切需要史廉宜且有效率

的公共交通系统;

(八)呼吁实施环境税'以要求工商业界分担对环境保护的社会

责任。

6. "国际民主"

不论是社会民主党抑或共产党，它们一贯的政治传统，均誓言

要跨越地域和国别的樊篱来促进"全人类的解放"。暂不论它们对社

会主义之理解有多大分歧，但始终相信其敌手一一资本主义是无国籍

的。故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包括和第二半国际整合再演变为社会

党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到第四国际(托派) ，都在不同程

度上，奉行它们所诠释的"国际主义" ( Intemationalism) 路线，而国

际歌(Intemationa1e) 则是唯一超越它们国际组织分歧的共同符号。诚

然，国际工/共运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对于"国际主义"的实践，因

出现这样那样的偏颇，如第二国际各个政党在一战期间，号召欧洲各

民族国家的工人以"保卫祖国"而参战:二战后共产国际越发对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横加干预等，的的确确都败坏了"国际主义"的名声。

在东南亚国家，一提起"国际主义"，就等同于苏共政中共的"输出

革命"，为的是支持邻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以颠覆它们国家的政

权。

作为一个小国小党兼长期在野的行动党，它在国际及区域政治

上的影响力委实有限，即使如此，行动党作为一支社会民主运动，没

有放弃其"国际主义"的使命，或者用较为温和的说法，它在国际政

治领域，依然遵照社会党国际所标榜的"国际民主" (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之精神，即"民主社会主义是一项国际运动，因为它确认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孤立地解决其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绝对的国



家主权必须被超越"。行动党在《丹绒宣言》中这么申明 :44。

我们是社会党国际成员的一分子，为人权与社会民主而斗争。

我们跟全世界受压迫的人团结一致，反对不义的战争'反对为战争而

制造的式器，提倡以公正分享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和平与进

步。在反抗压迫与不公正的斗争中'团结是最强大的式器，它把全

世界的人氏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是全球的运动，人民誓言同甘共苦

为一个史美好的社会而斗争'并且由人道主义、科学性的社会分析或

宗教信仰所推动。思想及多派别的自由不可被国家或任何其他方式所

加以约束。社会主义运动抗担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且坚持每

个国家拥有自主权。我们也要求一个能保证每个国家的自由权、保护

少数人的权利，以及个人的人权之菌际法律制度。行动党向来反对

跟"苏联共产主义"及东欧集团有关的压制性制度。我们谴责所有违

反基本人权、民主的国家一一不管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
家。斜l

由此，行动党制定其独立的外交政策，主要有:

(一) 1960年代开始即支持联合国的机制，维护国际和平与正
义 ;ω

(二)冷战期间主张马未西亚应该以中立和积极的不结盟政策

作为外交基础， 443冷战后要求"不结盟运动"之会员国共积极改善人

权、捍卫法治、严正肃贪'并尊重新闻自由和确保选举公正， 444

(二)反对帝国主义'谴责日本右翼势力;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其

二战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并对此公开道歉和作出赔偿， 445 

44(、. Declaration ofthe Socia!ist Intemational, p. 9. 

44 1. <丹绒宣言> ，见同前书，页 110。

442.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maintaining peace," in The Rocket, vo l. 2, no. 11 
(Nov 1967): 4δ. 

443. 范俊登文告， 1970年9月 26 日。

444. An Open Letter to 114 Heads of State or Govemment/Delegation to the 13th NOI卜

Aligned Movement Summit in Kuala Lumpur by Lim Kit Siang, 24 February, 2003. 

445. <性青团反对日本出兵法> ，见〈火箭报》第25卷第5期， 1992年，页170

(四) 1980年代反对苏联和越南的扩张主义'严厉抨击苏共特工

渗透马来西亚政府高层，并捏造谣言指马来西亚华裔是中共的"第五

纵队" ，引起马来氏族的猜疑， 446 

(五)赞同东盟成员国相互维持和平、友善及中立的原则'故要

求外国军事基地必须撤离本区域'以及撤销和区域外之国家的军事盟

约， 447 

(六)反对各国竞相增置式器，尤其是小国必须避免成为超级大

国军各之买主， 448 

(七)呼吁成立"东盟人权理事会" ，以建设性接触未改善本区

域之人权和民主'尤其全力卢援细句的民主化运动和东蒂汶的独立建

国;严厉谴责印尼的排华浪潮;

(八)要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加入讨论社会议题之议

程'并与国际公民社会合作'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ω

(九)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在1960年代末就建议马未西亚

政府应该退出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反共联盟" ，它亦是最早呼吁政

府马中建交的马来西亚政党， 450 1967年于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大

会上动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 451 1980年代初当赵紫阳访

马时'行动党要求北京公开撤销对马来亚共产党式装斗争的支持'

452 1989年严厉卢讨北京式力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同时才~t坪中国领

导人在1990年代访马时竟然还作出"马来西亚华人应该效忠马来西亚

政府"的落伍卢明。该党反对西藏独立和台湾独立'但和台湾民主进

446. <八打灵宣言> ，见向前书，页140-1410

447. <丹绒宣吉> ，见同前书，页1200

448. 向上书，页1190

449. 林吉祥: <论大马在全球化浪潮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见〈火箭报》革新号第2期，

1998年4月，页 26-70

450. 范俊梵文告， 1970年9月 26日。(民主行动党中央档案室FYT/ASG/CHK/27/ 

9/70) 

45 1. "Admit China into the United Nations气 in The Rocket, vol. 2, no. 11 (Nov 1967): 1, 

6. 

452. 林吉祥文告， 1981年8月 4 日。



步党曾就民主和人权课题展开党际交流。 m

(十)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黯式主义'建议应由联合国而非美

国主导全球的反恐行动;

(十一) 1970年代即卢援巴勒斯坦人氏的正义斗争， 454反对犹太

复国主义， 455 

(十二)建党初年曾要求马新重新统一'并将此诉求列入党章条

文， 1980年代后正式放弃有关政策。建议马新政府应该以务实、友善

和互惠互利的态度未处理双边关系;

(十二)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早日签署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公约，

以捍卫国际人道主义和反对暴政。 456

(十四)主张建立一个具人性化的全球化'即全球化应该是为人

类服务而非以牟利至上。 457

行动党将其外交政策形容为是"一贯并具原则的外交政策"啊，

它认为"国家防御不能完全依赖花费在购置军事武装的款额，更主要

的是人民团结一致并具有回弹力"，所以"超额的军事开支将引起

邻近国家的怀疑，并且转移了发展的宝贵资源" 0 459该党的"国际民

"政策和社会党阁际之原则保持一致，并具有鲜明的反霸权主义色

彩。此外，在马来西亚各个政党当中，作为反对党，它对国际事务的

重视，比执政联盟中的成员党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超越对选举政治

的考虑，这或许就是国际主义的传统影响所致。

453.2002年2月 22日，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在罗文嘉立法委员的带领下，受行动党之邀

访问马来西亚，两党针对亚太区域政治民主化、民进党党纲与政策、竞选文宜和民
意、嘱查等问题展开交流。〉

454. 林吉祥文告， 1975年 12月 17 日。

455. <丹绒宣言> ，见向前书，页1190

456. 林吉祥文告， 2003年3月 23 日。

457. 林吉祥为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町Sy) 亚太区委员会主持开幕仪式的演词， 1999年
7月 5 日。

458. <丹绒宣言> ，见间前书，页 1190

459. 肉上注。

(五)小结

塞谬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曾说，费边的改革者比暴

力革命者更加需要纯熟地驾驭社会势力，而且必须更精确地控制社会

变化。这是因为他必须两面作战，既反对保守者，又反对革命者。他

在一条战线上的敌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又可能是其盟友。革命者对一切

的骚动和破坏现状都感兴趣:改革者却必须格外谨慎，明察细择，他

须比革命者加倍重视变化的方式，技巧和时间。 460亨廷顿对社会民主

运动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

诚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威权体制的行动觉，其政策和策略若与

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则须面对更多的制约，加上多元种

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肯定增添问题的复杂程度。虽

然说坚持渐进改良而舍弃暴力革命的道路，能给国家经济发展和种族

关系和谐带来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但是行动党人要付出更大的耐性

和韧力来面对时间的考验。可以肯定的是，其政治韧力在大马是所有

反对党中最坚毅和持久的，尤其是和那些激进的街头反对派相比，严

守岗位比杯葛选举无疑需要更多的睿智和勇气。

若今天我们将马来西亚政府的主要施政内容看作一份清单，再

逐一对照检视行动党所提出过的各项政策，我们将会发现，因阵有不

少施政确是采纳了行动党的批评和建议。最瞩目的政策转向即是巫统

在1990年代宣布放弃"同化"政策，改以"融合"来建构"马来西亚

族"的宏愿。其他的改革包括:敦拉萨在1974年和中国建交:所得税

制的设计日益进步:对华人新村的发展(包括在内阁设立一名新村部

长)和对妇女权利的关注(包括在内阁设立一名妇女事务部长) ，以

及成立大马人权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行动党政策所催逼促成的积极

效果。此外，在文化和教育领域，行动党长年捍卫非马来人的合法权

益，成为了日后国家政策出现"小开放"的根基。众所周知，大马华

460. 塞谬尔·亨廷顿著，李盛平等译: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京华出版

社， 2000年) ，页377心。



人相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算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的华

人而言，其民族文化的特征及华文教育事业是发展得至为完善的。在

议会内外坚持反对同化政策的行动觉，对此应记上一功。

然雨，行动党对国阵的一些核心政策却是无法动摇的，如将国民

继续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 ;对种族固打制死守不放;对华文

教育诸多设障;对选举条例越修越紧:对新闻自由重重遏制:对司法

独立横加干预:对金钱政治放任自流:对许许多多嵌制人权自由的法

令亦不作修正:对私营化的推行更是义无反顾等等。一句话，国阵在

维持其威权统治方面、巩固其朋党财团利益方面、确保马来人特权支

配方面，单靠行动党的政策施压来废除之，煞非易事。除非行动党能

在大选中联合其他在野党否决国阵的三分二多数议席，不然国阵的威

权政策将会持续下去。但是，要维持和壮大一个能替代国阵的反对党

联盟，则各个反对党都必须共同作出努力，至少要信守一些基本的合

作纲领。

行动党的"总路线"在第二和第二阶段变化甚大，都是和选举

结盟的政治策略有关，或者具体地说，都是因为在"元政策"和"基

本政策"方面，各个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太大，以致最终不得不分道

扬镇。行动党在1969年与人民进步党、民政党和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缔

结合作关系，然 "5 • 13事件"后，这三个政党都相继参加了国阵。

1990年行动党和46精神党筹组人民力量阵线，但是选后东姑·拉沙里

却为了政治求存而不惜走更极端的马来民族主义路线，后来更以"马

来人大团结"为名而重回巫统怀抱。 1999年行动党参加替代阵线，选

后回教党在执政的两个州内实施回教原教旨主义的政策，并誓言要推

进政教合→的回教国自标，这些分歧在一些"基本政策" (如妇女和

人权政策)方面尚且不易取得协调，更逗论在"元政策" (如世俗民

主、主权在民、宗教平等)的层次上能兼容之。除非如国阵那般，由

巫统主导了政府决策的最高权力，其他十三个成员党成为附庸，那么

就能有效压制内部矛盾，维持一个"巫统中心论"的阵线来执掌权

力。行动党和回教党在替代阵线里的冲突，就是因为前者不愿似马华

公会那般在国阵中毫无原则地臣服并受制于巫统的支配。

行动党提出的政策主张，虽然无助于将它撞上执政的舞台 ， i臣

是在质疑威统治的正当性、提高威权统治的成本及烛照一个更加民主

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则发挥了进步的鞭策与制衡作用。诚如何启良表

示"行动党的展现和冲击，对整个大马逆退的民主政治来说，具有

某种程度的正面意义。" 461祝家华则说: "行动党这二十几年来坚持

民主(议会〉斗争犹如逆水行舟般的艰难，且经常被误解及恶意地攻

击为进行破坏性的种族斗争，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在国阵强大封杀下

坚守政治反对的艰难，那么我们应该肯定民主行动党确实是我国政治

民主化的先锋队伍。" 462 

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马来西亚独特的政治环境，也构成行动党

对社会民主政策之"更新"比欧洲的步伐更快，这显现行动党的政策

拟定比较自主和灵活，不似当年马来亚劳工党那般全盘移植中共的路

线和政策。再者，行动党的"族裔民族"和"文化民主"政策，更是

比欧洲社会民主党超前地就"文化多元主义"的议题进行了探索与实

践，从而丰富了"全球第二条道路"的内涵。

461.何启良: <政治反对在大马一一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 ，页770

462. 祝家华: <要争朝夕，也要争千秋:改革与希望的政治一〕试论民主行动党的过
去、现在与将来) ，见〈行动党的民主政治改革与希望} ，页250



第五章

民主行动党的组织架构与权力运作

(一)前言

休漠 C David Hume) 在其《论政党>> CEssay 川artiω 一书
中曾吉: "在开始阶段，政党的纲领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将分

散的个人凝聚起来，但之后，政党的组织本身变得更为重要， 4政

纲'只有从属作用。" 463然而，在左右阵营严正对峙的岁月里，因马

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将"主义"和"政纲"提高到近似宗教的地位，导

致学界对左翼政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政纲和理念方面。但是

在实际运作中，当共产党扩展其政治势力，往往依靠的却是铁的纪律

和严密的组织。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政党的研究，可谓累积了大

的文献。其中最经典的先驱著作，首推法籍学者英里斯·杜瓦杰

C Maurice Duverger) 的《政党概论>> C Les partis politiques) , 464其研

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即"政党结构" Cpa吗r structure) 和"政党

制度" C party systems) 。前者主要分析政党的权力结构和内部运作;

后者着重于探讨政党数目的多寡(如一党专政、两党制和多党制) , 

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和联盟及与选举和组织政府有关的事务。该著作

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和制度分析的路径入手，并首度尝试用比较法来建

构一个"初步通用的理论"。杜氏的理论概括，在今天看来虽存有若

干瑕疵，但其开创性研究却给后人带来不少启发。

自 1960年代开始，随着"现代化理论"风行，杜氏《政党概论》

中有关"政党制度"的部分引起更大的关注，尤其是欧美学者对"政

463.ijl 包M恕.lric巳 Duv巳:rger、 PoJjticalParties: TheÍ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m 

State, trans by Babara and Robert North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Science Edi

tions , 1951[1954]), pp. xiv-xv. 

464. Maurice Duverger, op. cit 

党制度"所延伸出来的其他议题，如政党同选民之关系、政党同政

府之关系、政党同其他社会团体之关系等等，都成为探讨之热点议

题。学界一般认为，政党的崛起，将有利于人们愿望的申诉和"现代

化"的推进。 465然而，鉴于研究视域的偏斜，这一类文献都是以西方

自由民主的国度为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非西方国家的

政党状况几乎都没有置味。另一更为狭隘的政党研究文献，则属由理

性选择理论 Crational翩choice theory )所主导的美国政党研究，它除了深

切关注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选举事务方面(尤其注重候选人)的分析，

其他议题一律无兴趣闻津。再者，美国政党研究的路径亦将政党组织

和政党竞争 C party competition) 混为一谈， 466政党被定性为纯粹为了

选举和满足选民需要的组织，故其理论模式之通用性更加值得斟酌。

总之，这一阶段的政党研究文献，诚如渥霖兹 CSteven B. Wolinetz) 所

言，主要是对"政党制度"的关注，而非"政党组织"本身。 467

对政党组织的研究能否独立于竞选活动之外?对政党组织运作的

理解能否超脱选举事务的考虑?这些问题在1980年代开始引起欧美学

界的反思。新的调整阶段遂从达奥德 CDaalder) 的研究开始，他率先

扬弃那种将政党视为"政党制度"中的单一能动者 C single actor) , 

主张要对政党的内部组织运作重新研究， 468这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反

动。巴尼比盎戈 C Panebianco) 亦利用组织理论来研究政党之行为，

465. See Gabriel Almond and G. Bingham Powell, Comparati时 Po力;tics: A DeveJ.正"JjJment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Samual P. Huntington, PoJjtical Order in Chang

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Press , 1968), ch. 7.; See also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Jjtical Devel，ψ'l11ent， edited by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6), pp. 3-42. 

466. See Joseph A. Schlesinger, "On the Theory ofParty Organization", in JoumalofPolitic.马

vol. 46 , no. 2 (May, 1984):369斗00.

467. Steven B. Wolinetz，时， PolticaIParties (Aldershot: Dartmouth, 1998), pp. xiv-xv. 

468. Han Daalde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uropean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n 

Overview", in II如te111 European Party 乓ystem: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ited by Hans 

Daalder and Peter Mair (London: Sage, 1983), pp. 1-27. 



强调政党组织的发展必须回到其内部权力冲突的脉络来理解。 469他更

提出新的解释路径:政党就是如何在给定的资源和选项中，于"不确

定的区域" (zones of uncertain句r) 进行各式各样无法准确预知结果的

运动。至于在政党运作中占据优势的集团，就是那些有能力在政治领

袖、干部和利益涉及者之间主导"不确定的区域"之辈。市一个政党

的内部权力结构，亦霄视其领导集团主导"不确定的区域"之能耐。

比方说，一个政党将不愿意扩招能者入党，或是拒绝更大的党内民主

改革，原因是领导集团担忧这将会改变既定状况及无法把握被扩大后

的"不确定的区域"。 470

笔者以为，就研究民主行动党而言，巴氏的新视角对于理解其集

权式的政党结构与内部运作，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它和 19世

纪后期著名的德裔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 (Robert Michels) 

所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 (iron law of oligarchy) 之分析有不少共

通之处。研究政党的另一著名学者萨多利 (Giovanni Sartori) 也这么

说: "组织结构的研究，确实与民主问题有关，因民主程序需要特定

结构，而非其他东西。" 471 

由此，本章主要依循政党研究之原初范型，即从"政党作为组织"

( parties as organizations )来着手研究，关注的是"组织动力" (organi

zational dynamics) ，而非"竞选动力" (electoral dynamics) 。对

于"组织动力"，笔者关注的是政党的组织架构、决策核心、权力运

作、经费来源、党纪维护和基层党员的构成等等，采取的研究路径是

从内环出发 (intemalist approaches) ;对于"竞选动力"的论述，研究

路径则是采取外罔环境解释说 (environment-driven explanations) ，主

要集中在第七章展开。

469. SeeAngelo Panebianco, Politi泣a1Parties: Organization & Pow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0. Angelo Panebianco, "Dominant Coalition and Organization Stability", in Po!tica! Pa产

tie，乓 pp. 147-162. 

47 1. Giovanni Sartori著，雷飞龙译: (最新政党与政党制度) (台北:韦伯文化，

2003) ，页820

(二)党员的筛选和控制

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3月 18 日获得注册批准时，碍于 <<1966年社团

注册法令》的新条款制约，而无法延续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制"来进

行相对封闭的运作。"群众党" (mass pa均r) 而非"干部党" (cadre 

pa向心，遂成为它在招募党员方面不得不采纳的开放制度。然雨，基

于1960年代马新分家后的政治局势，为了预防被共产党或政治部渗透

颠覆，行动党的第…代领导层唯有在"群众党"的概念框架下，就党

员的筛选和控制方面，定下一些防范措施。好比根据该党党章，入党

资格是"凡届满十七岁之联邦公民，愿意遵守党的章程，而非属任何

在宗旨及政策上与本党宗旨及政策互相违反之政党或其属下组织之成

员者，皆可参加为本党之党员" 0 472但是申请人填写入党表格时，除

了必须清楚列明个人资料(包括是否曾参加任何政党或工会组织) , 

还需要获得一名党员推荐。接领申请表格的所属支部执委会和州委员

会也须提出建议(赞同或反对) ，再呈交给常任党籍小组审核。"常

任党籍小组在行使其接纳党员之权力时，应顾及本党之宗旨而慎重考

虑申请人是否适合加入本党为党员。"常任党籍小组是由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任，全国组织秘书为小组主席， 473它可以毋须说明理由就拒绝

任何申请者。 474另， "常任党籍小组亦须对现有之党籍作定期性的检

查，以便向中央工作委员会推荐终止或继续党内各党员之党籍，此举

须基于党员对党的目标，原则及政策的活动情况而行事。" 475 

此外，党章尚有一项"被夺党籍"之条文，规定任何党员: (一)

凡是及曾被证实或宣告是精神不正常者;或(二)凡是被宣布为破产

者;或(三)凡被任何法庭宣判欺诈或道德沦落之罪名成立者;后

来，更加上(囚〉凡是未事前通过党内管道解决任何党内问题而透过

472.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二章:党员资格，第2条款。

473.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六章:常任党籍小组，第 1条款。

474. (民主行功党党章) ，第四章:入党条件，第8条款。

475.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六章:常任党籍小组，第4条款。



任何法庭采取法律行动者，将立刻停止成为本党党员。 476由此可见，

在党章的规定上，对于防范党外非友善势力的渗透和颠覆，以及杜绝

将党内派系争执扯上司法程序等，均设下了莹莹的障碍。这向西方自

由民主国度所理解的"群众党"有明显不词，特别是那些采纳"间接

结构"党员制的社会主义政党，如英国工党，它允许透过工会、合作

社、互助会及知识分子团体等"集体党员"入党，这对于扩大政党的

社会基础和财政来源明显有利，但是对于筛选和控制个别党员则无从

下手。

一旦入党申请获准，常任党籍小组将通过党总部以书茵通知该申

请人，并发给党章一份、党徽一个及党员证一张。 477成为党员者除了

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还有参与决定党意之权利、接受党提名为国

会或州议会选举之候选人的权利及受到党的纪律处分时的上诉权。

至于成功获准入党者，其有效党籍的维持，还须依赖缴交党

费，这是党员最基本的义务之一。在建党初年，党员每月必须缴交不

少于党机关刊物《火箭报》五份的价格(当年每份两毫，即每月一

元) ，连续三个月没有缴交此数目者，将被中止党籍。后来此规定在

作业上十分困难，遂改为常年党费马币二元， 1980年代再改为马币五

元， "或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随时规定之任何数额"。例在《党章》

第五章之"党费"第4条款还规定: "凡党员于党费到期后尚未缴交

者，其党籍将告终止，同时常任党籍小组得将其姓名由党员册中删

去。但不论何时，倘该党员能向常任党籍小组提出令人满意解释，该

有关党员得自常任党籍小组酌情处理并于缴清所欠的党费时，重新恢

复其党籍。"

行动党党章虽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实际运作上还是可以区分

为"党员"和"永久党员" (life member) 两种。后者是经常任党籍

小组所推荐，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委任，有点类似人民行动党的"干

476.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三章:入党条件，第 13条款 (d) 。

477.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四章:入党条件，第10条款。

478.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五章:党费，第2条款。

部党员"，但它又不如人民行动党那般，享有其他党员所不享有选举

该党中央委员会之特权。有论者认为， "永久党员"的作用在于启

发党员，鼓励他们努力成为"永久党员"，来印证对党的贡献。 479然

随着时局的变迁，党被外力渗透和颠覆的压力日益减低， "永久党

员"成为缴交党费的区别标准，即入党时只要一次过缴付马币两百元

(1995年后降为马币一百元) ，就能免除逐年缴交马币五元党费的麻

烦丽获得"永久党员"的资格。而该党在1995年鼓励全国支部发动广

招党员运动时，也特别着重招收"永久党员"，以增加党中央的财政

收入，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其他政治目的。

作为一个靠议会选举来图政治改革的社会民主党，选举的成败不

能说不是党用来判断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标准。而为了争取选举胜利，

壮大党的组织、扩大党的经费收入，就必然会与党组织对党员的筛选

和控制，形成矛盾的张力。这导致行动党不得不在"使命党"和"指

客党"之间徘徊:要么如前者般重质不蠢蠢，务求党的组成分子从领

袖到一般党员，都严格遵照党的理念，反对滥学充数，并对选举得失

不那么斤斤计较:不然，就如后者般蠢蠢不重质，强调人多好办事，

特别是在选举动员方面，为了多赢取议席而作出一些妥协，包括所推

出的候选人素质参差不齐、纪律问题层出不穷等等。 1969年大选前

夕，担任全国组织秘书的林吉祥，接受MichaelOng的访问时就曾坦

，为了壮大党的组织来迎战大选，不得不放宽对入党申请者的控

制，并准备面对被渗透之风险。 480在马来西亚的政党组织中，将行动

党、人民党及马华公会作这一方面的比较，就能看出端倪。如右翼的

马华公会，招收党员时门户大开，毫不计较政治意识形态，纯粹是以

派系利益为依归，以致不少入党者为"幽灵党员"，所以该党号称

全球第三大华人政党(即排名在中因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后，它

479. MichaelOng,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叫y ofMalaysi注: The Case for a A企laysian

Malaysia Restated, p. 56. 

480. Ibid , p. 59. 



在1998年就报称有七十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名党员481 )的政治意义不

大，是典型的"指客党"。而在意识形态上比行动党更"左"的人民

党，对入党者的意识形态要求比较严格，党员多为知识分子，不甚注

重选举得失，但是与群众接触方面又显得曲高和寡，政治影响力十分

有限，是为典型的"使命党"。行动党恰好徘徊在两者之间。

行动党一贯重视选举得失，常任党籍小组的"把关"作用就不

得不随着党组织的日益扩大雨适度放宽，导致对党宗旨和政策之维

护、对变节党员和领袖(尤其是中选后的国州立法议员)之制裁，

以及对党内派系纠纷之处理等，都有赖党纪律委员会( disciplinary 

committee) 发挥作用。根据党章， "纪律委员会的责任是在任何时

间内，如认为党的利益有需要的话，对任何党员采取任何形式，包括

实施罚款、中止或开除党籍的行动"。创纪律委员会是由中央执行委

员会设立，成员不超过五名，主席和两名成员乃委任自中央执行委员

会成员，另两位成员则须是非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一般都是由党内

的资深元老或德高望重者出任。党章虽是如此规定，但是"随着党的

不断壮大，派系与集团逐渐在党内出现，党纪律委员会也逐渐被要求

或试图被利用来对付不同派系与集团者·…..所以党纪律委员会在处理

这些纪律投诉问题时，颇感棘手。同时亦面对每一方面的不满"。 483

"必须强调的是，公正、公平和迅速应该是纪律委员会的操作方针，

否则会使人对委员会失去信心，而有关委员会必须能不受任何方面的

压力所影响" 0 484根据笔者的观察，党纪之所以不彰，皆因党中央的

许多要员在其所领辖的州属或地方支部都直接或间接涉及派系斗争。

而公正地执行党纪，除了将打击这些派系领袖的利益，也不符合党秘

481.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Secretary-General云 Report 1998 (Kuala Lumpur: 

MCA HQ, 1998), p. 10. 

482.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七章:纪律，第2条款。

483. 引自〈民主行功党纪律指南初稿} ，这是民主行动党纪律委员会主席陈庆佳在

1991年 11月 13 日给中央革新委员会成员的密件。

484. 引自陈庆佳在1995年7月 1 日日提呈给假金马仑高原举办的"振兴E毛主行动党脑力

激荡会"的报告一一〈党纪的操作与维持〉。

书长林吉祥一贯以来在各个派系之间维持的"权力的平衡"，使到他

更加的"不能被取代"。彻党中央干预纪律委员会的运作，变相地怂

恿了那些派系集团的头目，让他们一直有侍无恐，甚至认为党纪不可

能严厉对付他们，因为党组织已经太弱，经不起任何纪律行动所引发

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包括利用传媒对党大肆攻击、集体的退党浪

潮，或领导他们的派系基层跳槽到敌对政党。据悉，大多数中央领袖

都拒绝担任纪律委员会主席，因为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并且

还会因执行党纪而得罪其他领袖和党员，导致他在日后的全国党员代

表大会之选举中得票下滑。

迄今仍无法从党总部组织秘书处获得数十年来因各种问题而被终

止、开除或被夺党籍及退党者的准确统计数据。原因是，该党只是列

出变节叛党的领袖名单，那些跟随变节领袖离开或集体跳槽到他党的

基层党员，则从未正式按照党章规定， "以书面形式向党秘书长宣告

退党"，所以党总部难以一一对照党员名册，作出精确统计。即便如

此，从笔者手头所掌握的第一手统计数据显示，行动党从1966年3月

18 日至2004年7月 19 日的党员统计和分类如下:

表2: 民主行动党的普通党员和永久党员之统计数据和比19t1 486

年份 普通党员(%) 永久党员(%) 党员总数(100%)

1966年 不详 不详 据称500

1970年 1527(95.74%) 68(4.26%) 1595(1 00%) 

1975年 5197(95.60%) 239(4.40%) 5436(100%) 

1980年 14893(96.20%) 585(3.80%) 15478(100%) 

1985年 30544(95.91 %) 1300(4.09%) 31844(100%) 

1990年 50233(95.86%) 2168(4.14%) 52401(100%) 

1995年 59203(95.32%) 2902(4.68%) 62105(100%) 

2000年 67054(94.3 1 %) 4071(5.69%) 71095(100%) 

2004年 71208(93.89%) 4631(6.11%) 75839(100%) 

资料未源:民主行动党总部常任党籍IJ、组在2004年7 月 19 日所进行之电脑运算档案。

485. 柯嘉逊著，陈嘉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820

486. 此电脑统计的党籍并未剔除历年来被终止、开除或樨夺党籍者及退党者。此外，那

些未按期缴交党费者的党籍(按党章规定其党籍应自动被终止)也计算在内。



以上数据显示，马新分家后从人民行动党所承接下来的一千七百

名党员有大幅度流失，他们在民主行动党取得注册后并没有登记成为

党员。根据二手文献记录， 1967年初的党员据称只有五百名。 487换言

之，人民行动党遗留在马来亚半岛的党员大约只有三分…申请成为民

主行动党的党员。此外，数据也显示"永久党员"在全体党员中所占

的比例，从1970年的4.26%发展到2004年的6.11%，比例增幅不大，说

明了即使纯粹从缴交党费来区分党籍资格，也未能成功吸引更多的党

员成为"永久党员"，更逗论以政治效忠和奉献精神为准。另一值得

关注的是，申请参加该党的高峰期是在1980年代，从1980年到1985年

共增加了一万六千三百六十六名新党员，从1985年至1990年则增加了

二万五千五十七名新党员，这和行动党在1986年大选取得卓越的选举

成绩不无关系。 1990年大选的表现差强人意，两线制功败垂成，新增

党员从1990年到 1995年只有九千七百零四人。该党在1995年大选遭受

重挫，新党员在随后的五年内只有八千九百九十人。 1999年大选，该

党因参加替代阵线而蒙受惨败，新申请入党的数据再次反映同样现

象，即从2000年至2004年7月止只有四千七百四十四人入党。

图 1 :民主行动党普通党员与永久党员之比例图 C 196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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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行动党号称多元民族主义之政党，追求"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487. Michael Ong, op. cit , p. 33. 

西亚"理念，然而，该党从基层党员到中央领袖，一直都是以华裔为

主，数十年来难以吸引马来民族参加。其党籍结构中各个民族党员之

比例，亦是一个不曾对外公布的数据。本章列出的第一手数据，是笔

者循内部途径获得，具体分析如下:

表3 :民主行动党各个民族党员之祟积数据和比例

年份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伊班人。) 卡达出 达雅 其他(%) 总数

人(%) 人(均

1970年 219(13.7%) 1089(68.2%) 267(16.7%) 。 。 。 20(1.2%) 1595 

1975年 494(9.08%) 4363(80.2%) 540(9.9%) 2(0.03%) 。 。 37(0.68%) 5436 

1980年 1679(10.8%) 12149(78.49%) 1297(8.37%) 247(1.59%) 。 。 106(0.68%) 15478 

1985年 2136(6.7%) 26684(83.79%) 2375(7 .45%) 515(1.6%) 1(0.003%) 。 133(0.41%) 31844 

1990年 3046(5.81%) 42891(8 1.85%) 4930(9 .40%) 1293(2.46%) 31(0.059%) 2(0.003%) 208(0.39%) 52401 

1995年 3646(5.87%) 50511(81.33%) 5972(9刷%) 1633(2.62%) 74(0.1 19%) 2(0.003%) 267(0.42%) 62105 

2000年 4118(5.79%) 56999(80.1 7%) 7773(10.93%) 1821(2.56%) 84(0.118%) 5(0.007%) 295(0.41%) 71095 

2004年 4207(5.54%) 60861(80.25%) 8516(1 1.22%) 1829(2.41 %) 111(0.14%) 6(0.007%) 309(0.40%) 75839 

资料来源:民主行动党总部常任党籍IJ、组在2004年7 月 19 日所进行之电脑运算档案。

以上数据清楚显示，马来人党员在该党所占的比例

的趋势，从 1970年的 13.7%逐步降至 1975年的9.08%，虽然在 1980年

曾一度回升到10.8%，但是往后一直维持在5%左右。倘若和印度人党

员相比， 1990年代后的差距更加明显，马来人党员大约只有印度人党

员的一半。到了2000年后，印度人党员更突破了 10%的关口， 2004年

占 1 1.22%强。至于东马的原住民党员，伊班人 C lban) 员。比卡达山人

CKadasan) 及达雅人 CDayak) 更踊跃参加该党，虽然整体比例还

是很低，也不曾有任何杰出的原住民领袖在党中央担任要职，或在国

州议会的竞选中崛起，这与该党在砂拉越和沙巳两州的组织能力有

关。它们不仅要向国阵成员党中的原住民政党直接竞争，还要在发展

相对落后的州属与猖獗的金钱政治周旋，情况比西马的政治挑战更为

艰巨。行动党砂拉越州委员会在1980年代中旬开始积极招收伊班人党

员，让他们的比例稳步上升，吕前大约有2.5%，为马来人党员比例的

→半。其实，从1960年代中旬到1970年(即建党的最初五年) ，党员



的民族结构尚不那么失衡，华人党员虽占68.2%强，但马来人党员尚有

13.7%，印度人党员则是16.7%。然而， 1969年爆发 "5 • 13事件"后，

巫统随即宣布执行长达廿年的《新经济政策>> ，强悍的民族同化政策

一一出炉，导致非马来人的权益受到压迫，而行动党的斗争更被马来

民族理解成煽动华人沙文主义，导致一个多元民族主义的反对运动，

其组织日益扎根在非马来人社群。在该党华人党员急速上升的 1980年

代，正好反映出《新经济政策》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对非马来人之打压

和偏差。

表4: 民主行动党男女党员之累积数据和比例

年份 男性党员 男性比例 女性党员 女性比例 党员总数 | 
1966年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据称500

1970年 1527 95.73% 68 4.26% 1595 

1975年 5077 93.38% 359 6.62% 5436 

1980年 14266 92.16% 1212 7.83% 15478 

1985年 29295 91.99% 2549 8.01% 31844 

1990年 48200 91.98% 4201 8.02% 52401 

1995年 56659 91.23% 5446 8.76% 62105 

2000年 63963 90.01% 7132 9.98% 71095 

2004年 67678 89.23% 8161 10.76% 75839 

资料来源:民主行动党总部常任党籍小姐在2004年7 月 19 日所进行之电脑运算档案。

在马来西亚各个政党，不论朝野，都是由男性所主导。概括而

言，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参政还不是那么普遍，尤其是参与反对党运

动，更被视为苦差。值得庆幸的是，行动党的女性党员比例是呈逐年

上升的态势，到了21世纪，更突破10%大关(见表4) 。这是基于两

个原因:第一，该党在1999年召开全国特别党员代表大会，透过修改

党章，在支部设置了新的领导职务，称之为"妇女事务秘书"，规定

各个支部必须强制设立有关职位给女性基层党员，以表示女性议题在

地方支部获得特别的关注和处理。该部直辖于党妇女组，职责是"须

负责招收妇女党员及为妇女党员举办各项活动" 0 488这一新设置反映

488.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三章:支部职委的责任，第7条款。

出女性参加行动党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区别，因为在1970和80年代，

参加该党活动的女性主要都是受其男伴所影响，应酬性质大于政治觉

醒。第二，近年来该党女性国州议员的表现深获选民认同，如郭素

沁、章瑛、冯宝君及周玉清等领袖的议会表现和选区民生服务都在传

媒获得高度曝光，这对于鼓励新生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参加该党，确实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妇女议题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执

政的巫统和在野的囚教党之女性政策都不比行动党进步，因此行动党

近年来频频突出女性诉求，对该党赢得城市女性选票无疑具有正面功

效。由此，女性议员的努力自然导致女性党员人数稳步上升。

(三)支部的设立与发展

广设支部是发展党组织最重要的工作。尤其是采取"群众党"路

线的左翼政党，党支部的作用是既要为社会主义理念的传播服务，也

要顾及选举方面的后勤与动员。党支部平日在地方上所建立的形象和

所提供的服务，亦直接影响党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地位，并终将反映在

选举时的得票高低。

支部虽然是政党组织中最基层的单位，但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

党而言，其组织形式却是不同的。共产党将支部看成是细胞，它除了

是以地域为基础，还以职业为基础。支部可以将在相同地点工作的党

员组织起来，党员本身的居住地点反而不那么重要。倒有些共产党甚

至规定只要三个党员就可以组织一个支部。可见共产党对地方基层的

组织和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其动员能力当然也让人惊叹。行动党虽属

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其支部组织却不似共产党那么强大，导致传媒和

一些左翼人士长年以来一直批评行动党组织疲弱，没有基层力量。然

而，要衡量行动党的组织强弱，不能单靠共产党的组织标准来判定，

尤其是不能按…个武装或准武装政党的组织形式来要求一个从事合法

489. 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有所谓的工厂支部、办公室支部、企业支部、行政机构支部，

甚至是大学里某院系的支部等等，这种组织方式是社会民主党所望尘莫及的。有关

讨论请参阅Maurice Duverger, op. cit. , pp. 27翩28.



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前者是以铁的纪律和不畏牺牲的精神来维

持党支部的严密性和战斗性。其次，行动党开展政治斗争的具体历史

条件，也和过去的激进左翼政党(如马共和劳工党)之历史条件有所

不间，意识形态、政治诉求、斗争代价、群众参与、选民认同等方方

面面，都因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导致两种政党的支部在组织和运作方面

呈现不同特征。

行动党在1966年3月 18 日获得注册批准后，首先以两个据点操作:

一是位于吉隆坡东姑·阴郁拉曼路的朱德大厦 (Cho Teck Building) 囚

楼，另一为八打灵的加星路。alan Gasing) 门牌150号。 4906月 24 日，

该党组织了首六个支部，即芙蓉支部、吉隆坡支部、马六甲支部、槟

城支部、八打灵支部和新山支部。 12月 2 日，怡保支部也宣告成立。

这是在建党初年最早设立的七个支部，它们都是位于西马主要的华人

城镇区。翌年，行动党的支部组织开始蔓延到华人乡区，一年内在巴

生、双溪威、班台、金宝、沙登、安)1顷、江沙、昔加末等地组织了一

十八个支部，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1968年3丹 17 日，该党举行第一

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时，已经拥有二十八个支部， 491倘以全年计算，

共新增二十七个支部，但主要还是以华人城乡区为立足点，如和丰、

居盔、加亨、庐骨、半山芭、蕉赖十一条石、直凉及东甲等。到了

1969年大选前夕，行动党已经在西马来半岛设立六十二个支部来面对

其处女选战的考验。如此迅速的组织发展，让行动党之组织形式，由

两个层次(即党中央和地方支部)转型到三个层次，即增添州委员会

的层次。按党章规定， "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批准在每一州设立州委

员会，不过该州至少需要有三个支部。" 492 

1969年大选后，因爆发 "5-13事件"，议会民主被中止，大马各

490. <民主行动党1966-82的史论> ，见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动党十五周年纪念特

辑) ，页53 。

491.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First Party Conference ofthe DAP held at 
Setapak, Kuala Lumpur, on Sunday March 17, 1968", see DAP, Who LÍves ÍfA企laysÍa

DÍt:s巧 p.54.

492.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州委员会，第1条款 (a) 。

个反对党面对政治高压，行动党的组织活动也被迫全面停顿，所以该

年的支部注册呈零记录(见表们。在随后的四年，新增的支部很少，

这和华人的政治心理受到种族暴动的重创不无关系，林吉祥亦承认此

阶段乃处于"政治守势" 0 
493 1974年是选举年，行动党的组织日益活

跃，逐步恢复元气，同年获得二十三个新增支部的记录; 1978年和

1982年亦是选举年，行动党分别获得五十八个及四十四个新增支部。

这说明该党支部发展是随着选举年的临近而呈现上升的态势。

值得留意的是1987年的新增支部记录，竟然高达九十八个。这个

数字基本反映两个问题:第一，该党在1986年大选获得空前的胜利，

让党的整体士气和威望大振，有助于组织工作的开拓:第二，国阵虽

在1987年 10月展开"茅草行动"，大肆逮捕反对党领袖以应付巫统党

内危机，但是这一轮的政治高压并没有带来如 1969年那般的后遗症，

让华人对政治产生恐惧。在10月份前获得注册的新增支部计有七十三

个:而在爆发"茅草行动"后的新增支部在短短两个月内竟然有二十

五个，随即的两年也分别取得二十九个及二十八个新增支部的记录。

由此可见，对比1960年代，华人在1980年代的民主心理建设已经有很

大的进步，民主人权意识的高涨克服了对政治高压的恐惧心理。

1990年虽然是选举年，但是行动党在华人城镇的势力已经饱和，

支部组织很难再有长足进展。是届大选，行动党联合46精神党所鼓吹

的两线制功败垂成，导致该党陷入低潮及沮丧的局面。 4941991年 1 月

5 日及6日，该党在吉隆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提出党的改革计划。同

年8月，林吉祥在芙蓉宣布要展开一项为期二十四个月的党组织革新运

动，目的是"要为行动党带来一项全面的整顿，使到党更有能力面对

未来的挑战 "495，结果同年的新增支部记录取得三十七个。但是这项

革新运动的后续效果差强人意，接着的两年均没有在组织工作上取得

显著进展，更追论什么突破。 1992年与 1993年的新增支部分别只有八

493. (通报)， 1972年2月 5 日。

494. 中央工作委员会提呈给1992年行动党全留党员代表会议之报告 (1992年7月 12 日，

马六申) 0 

495. <历史性党革新运动) ，见〈火箭报〉第24卷第7期， 1991年，页 10



个与十七个。这当然也和政治气候的转变有关，即 1990年代上旬基本

上是"协商政治"取代"施压政治"，行动党在推进党务时面对阻力

表5: 民主行动党历年新增和逐年累积之支部统计
年份 新增支部 累积支部 年份 新增支部 累积支部 年份 新增支部 累积支部

1966 7 7 1979 53 255 1992 8 629 

1967 28 35 1980 23 278 1993 17 646 

1968 27 62 1981 13 291 1994 28 674 

1969 。 62 1982 44 335 1995 12 686 

1970 4 66 1983 26 361 1996 11 697 

1971 9 75 1984 5 366 1997 17 714 

1972 12 87 1985 28 394 1998 14 728 

1973 13 100 1986 18 412 1999 32 760 

1974 23 123 1987 98 510 2000 38 798 

1975 15 138 1988 29 539 2001 28 826 

1976 2 140 1989 28 567 2002 21 847 

1977 4 144 1990 17 584 2003 16 863 

1978 58 202 1991 37 621 2∞4年3月 2 865 

资料未源:民主行动党总部常任党籍小组在2004年7 月 19 日所进行之电脑运算档案。

1995年全囡大选，行动党蒙遭重创，往后四年的新增支部数量甚

寡，直至1998年因发生"林冠英公案"和"安华事件"，民怨翻腾，

政治局势瞬间转为对反对党有利，才让行动党在1999年的新增支部记

录有显著上升，即有二十二个。行动党在同年11月的大选虽然面对惨

败，但是选后该党利用参加替代阵线的契机，将党组织渗入到丁加努

和吉兰丹这两个马来州属，吸收回教党执政版图下的华裔党员，故

2000年和2001年的新增支部维持在可观的水平。 "9-11事件"后，

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随即的三年党务活动基本上用作巩固传统的势

力范围，新增支部也主要以华人城镇为据点，成绩平平。笔者从行动

党总部常任党籍小组所取获的第一手电脑统计数据显示，直至2003年

3月，该党在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所登记的支部，在全马共有八百六十

五个。

需要指出的是，只凭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组织纪律、组织文化和

组织成员的素质。事实上，熟悉行动党内部组织运作者都会同意，在

党内爆发严重派系斗争的高峰期也同样会引发支部的广泛设立。这是

因为支部被各大派系头目用作权力斗争的工具，以加强自身派系在党

大会上的支部代表(投票)权。按党章规定，有权出席全国党员代表

大会的支部，是依照下列比例获得代表权:

十五至二十五名已缴费党员者 一名代表

二十六至五十名已缴费党员者 多加两名代表

五十一至一百名已缴费党员者 多加一名代表496

超过一百名缴费党员者，则每一百名已缴费党员多加一名代表。

为了控制党的领导权，许多派系头目不论在州党员代表大会或全

国党员代表大会的前夕，都倾全力设立更多支部，这些被派系控制的

支部，吕的是在党选中推翻其他派系，而不是协助推动地方党务。再

者，以上委派支部代表权的比例方式，更怂恿野心家滥用制度来运派

系之私利。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团长邓章钦曾批评道:

如果甲领袖控制一个拥有260名缴年捐党员的支部，他可确保在全

国代表大会至少有5票的支持，在州代表大会有6票的支持;另一乙领

袖则只要控制两个拥有26名缴年捐党员的支部(即只有52名) ，他就

可确保在全国代表大会拥有至少6呆的支持，在~+I 代表大会有12祟! 497 

换言之，制度设计的缺陷，让有心人可以透过不断广设支部来控

制党的领导层，美其名日推动党的组织工作，实质上是因个人派系之

利。说白了，多设支部的最终目的，不外是让自身派系在大选前夕谈

判分配"安全区"时有更多筹码。所以，不同派系之间的支部是互不

往来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这种现象早在1971年就有苗头，林吉祥

担任秘书长时，在一份视察雪兰我州支部的书面报告中，曾经迁回地

批评说:

496.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八章:党员代表大会，第3条款 (a) 。

497. 邓章钦: <只有前进的选择，没有后退的余地> ，见〈火箭报〉革新号第 1期
(1998年3月) ，页270



我获悉雪州的支部正逐渐彼此疏远而非彼此亲密。这是不应该

的。我们非但须防止党领导层与基层脱节'我们亦须防止同 -1+1 内之

支部脱节'一个支部之党员不认识另一支部党员的情形。棚

至于筹组支部的条件，是必须至少具备二十五名合格党员或合

格的入党申请者，在取得州组织秘书、外!主席及州秘书的同意和协助

下，通过召开支部筹委会及举行支部选举，成立一个由九人所组成的

支部委员会。 499但是党章也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可酌情裁决，批准

于本党党员居住或工作之任何地区设立支部"。 500此外，中央执行委

员会也可以基于"确认该支部有管理失当之嫌时"或"该支部拒绝遵

守党规、或党大……之决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该支部之行为有

违本党理想与自称时"， 501有权力解散某一支部。党章也规定"除非

获得本党秘书长之同意，支部委员会或任何党员不得对任何党政策发

表任何公开声明"。 502党章也要求"支部委员会每一个月须至少召开

一次会议" ; 503"支部秘书须于每次会议后七日内将会议记录一份窍

给秘书长" ; 504"支部财政负责于每…年的首六个丹内向其支部党员

坞收年捐及寄里给全国财政" ; 505"支部宣传秘书须负责在其支部区

域范围内宣传本党之斗争目标及分售党的报纸刊物和其他出版物给公

众人士" 506; "支部妇女事务秘书须负责招收妇女党员及为妇女党员

498. 引自 (1971年 10月 23 日和24日秘书长视察访问武吉那那区(雪州)报告> (内部

文件) ，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室LKS/选区/2/71 。

499. 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周草稿: (民主行动党行政程序与组织手册) ，页 10 九人组

成的支部委员会是通过支部委员互栩推选产生，包括一名支部主席、一名支部副主

席、一名支部秘书、一名支部副秘书、…名支部财政、一名支部宣传秘书、一名支
部妇女事务秘书及两名支部委员。

500.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章:支部之设立及解散，第 1条款。

501.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章:支部之设立及解散，第2条款 (a) 及 (b) 0 

502.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二章:支部委员会，第5条款。

503.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二章:支部委员会，第3条款。

504.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二章:支部委员会，第4条款。

505.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三章:支部职委的责任，第4条款。

506.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三章:支部职委的责任，第6条款。

举办各项活动" 0 507由此可见，行动党的组织权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部党员应尽的组织义务远远超越所享有的组织

权利。这种只讲奉献，不讲报酬的基层组织工作，对处于革命火红

时代的激进左翼政党而言，或许问题不大，但是对处于和平时期、

奉行议会路线及长年在野的行动党来说，要组织一批又一批具备类

似"雷锋精神"的基层党员，煞实不易。一句话， "使命党"只要主

义真， "掠客党"只要有利益，都会积极发展支部组织。反而是介于

两者之间的行动党才会缺乏组织动力，能推动该党领袖积极组织支部

的，看来就剩下派系斗争所激发的权力欲望了。

持平而论，行动党的支部党员普遍素质不高。一来参加该党的

党员，多半都不是以"左"的意识形态挂帅，二来该党一向没有严抓

政治教育工作，故思想、意识薄弱的党员在参与支部活动的过程中，

很容易被卷入地方或州的派系斗争之旋涡，这当然还要背视支部领导

层与地方及州的派系头岳之好恶关系(多半由利益驱动)而定。 508如

果所属支部是处于行动党的"安全区"，则各个派系都会虎视眈眈，

权力斗争肯定加倍激烈，想要维持支部中立，委实不易。再者，支部

党员倘以派系领袖为效忠对象，那么内江就更加层出不穷。好比一些

积极参与派系斗争的支部领袖，或期望自己能在支部所属的"安全

区"上阵，以圈一官半职，那么就更热衷于派系斗争，成为州内某一

派系的"核心圈子"，以加强自己在大选时讨价还价的本钱。简言

之， "恶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这一至理名言绝对适用于解

释派系头目何以积极组织更多支部，也充分说明某些支部领袖为何会

507.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三章:支部职委的责任，第7条款。

508: 当然笔者这么说，决非有意抹杀戒贬低许多参加行动党的基层党员之政治理想。

他/她们对国阵统治不满(主要还是体现在反对巫统的种族主义及马华公会的妥协

立场) ，进而希望壮大民主制衡的力量，来追求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这应该

是绝大多数基层党员参加该党的动机。然器，在组织生活中活跃的党员或领袖， 1民

少有不受组织文化和服系利益影响的。故对行动党党员和领袖的理想主义之估量，

往往还必须结合报系利益来加以考察，才能有比较全面和持平的认识。这么说其实

一点古不影响对行动党领袖的人格特质及道德情操的评估，反而比较符合人性现实

和政党政治的说法。



全心投入地方党务工作。

(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集权式领导

根据行动党党章， "本党之工作须受党员代表大会及党员代表会

议之控制与指示"， 509按字义理解，它应该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然

而，真正制定党的路线、政策与办理日常党务的机关，则属中央执行

委员会，更具体地说，是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党魁，即全职的秘

书长来决定大多数党务，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只是接受秘书长的

指示来执行工作。这一现象并非行动党所独有，而是大多数社会主义

政党或左翼工团都有的共同组织特征。 510

按党章规定，党员代表大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而党员代表会

议则每十八个月必须召开一次，前者有举行党选技票，后者则没有。

诚然，党员代表大会亦可"在任何时期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之，或

应本党全国各地至少60%之支部请求而召开之。" 511这是为体现基层民

主精神所设计的条款，然而这一条款在该党历史上从未被基层党员援

引。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基层党员充分信任所授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

党务管理能力;但也可理解成是基层党员消极看待自己被赋予监督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民主权利。

照党员代表大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让来自全马各地支部的

代表，以秘密投票的形式，先行选出由廿人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

C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简称CEC) ，尔后这廿人再以复选方

式，互相推举出任各项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包括全国主席、全国署理

主席、最多五名全国副主席、秘书长、三名副秘书长、全国财政、全

国副财政、全国组织秘书、最多两名全国副组织秘书、全国宣传秘

书、最多两名全国副宣传秘书、国际事务秘书和政治教育主任。此

509.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八章:党员代表大会，第 1条款。

510. 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 (寡头统治铁律)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 ，页29-310

51 1.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八章:党员代表大会，第 1 条款。

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有权委任不超过十名之党员加入中央。 512他们

的任期直至下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为止。党章规定它必须至少每三个

月召开一次会议，以安排党务活动。 513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责任，按党

章所规定的，包括向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提出党务进展报告:倘认为需

要时，向大会提出修改党章的建议，同时鉴于诸政治局势之所需，向

大会提出提案和宣言。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负责筹募和管理一项

基金(即民主社会主义基金) ，用作竞选和向人民宣扬党的目标与理

想。它也被赋予权力"维持本党之纪律，及拟定有关下列事项之规则

与条例: Ca) 党员之委任、义务、纪律及党籍之中止或开除; Cb) 

支部之职务、财政、行政，纪律及解散。" 514 

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的选举方式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构成，

有两项值得关注的重点，因为它极易导致组织朝向如德国学者米歇尔

斯所批判的"寡头统治铁律"的流弊。一是"复选制"，二是"委任

制"。

复选制是延续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防范共产党颠覆作用而设，

但经过民主行动党的若干修正。如民主行动党是以支部所选出的"党

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取代人民行动党的"干部"来行使选举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权利。此外，只要获得不少过两个有权派出代表的支部提

名，任何党员都可以参加竞逐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州委员会的选举。 515

这些修正无疑扩大了基层民主的空间，让支部代表能在每三年发挥一

次进选或更替中央领袖之权利。然而，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敌对势

力渗透和颠覆该党的威胁不再，中央执行委员会继续以复选来决定核

心领袖的做法日益引起党内激进改革派的不满。如该党前政治教育主

任柯嘉逊博士曾批评说: "中央每一个职位都是由秘书长宣布，而不

512.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章:党务管理，第1条款。

513.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第9条款 (c) 。

514. (~毛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一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责任，第6条款( a) 及
(b) 。

515.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九章:总则，第9条款。



牢，党同伐异。 m

从党章可以看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十分巨大，它有权设

立各种"小组" / "委员会" C committee )及"局" Cbureau) ，并

赋予委任委员之权力。"小组" / "委员会"和"局"须对中执委负

责。但1此外，它也"有权委任、支付及开除本党之雇员" ; 522"有权为

本党委任顾问" ; 523有权"选择候选人参加地方当局、州议会及

选举"，并且"有关决定是最终及绝对的。" 524在党章的授权下，中

央执行委员会曾分别在不同时期，设立过不同功能之"小组" / "委

员会"和"局"，如纪律委员会、宣传局、组织局、劳工局、教育

局、全国新村小组(对象以华人为主)、乡村事务小组(对象以马来

人为主)、全囡园丘小组(对象以印度人为主)、城市组织小组、全

国捍卫大马中华文化小组、全国争取释放政治扣留犯小组、全国消费

人事务委员会、全国选民注册小组、全国大选筹备局、国州议员监督

委员会、党改革委员会、党政策检讨委员会、中央政策及策略委员会

等等。这些"小组" / "委员会"和"局"的功能形表现不一，有者

认真执行工作，交出具体成绩，有者形同虚设，有名无实。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架构里，还有另一个更为核心的权力圈子，

那就是中央工作委员会 C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简称CWC) , 

它是由全国主席、全国署理主席、两名全国副主席、秘书长、两名副

秘书长、全国财政、全国组织秘书及全原宣传秘书十人所构成。根据

实际需要，中央工作委员会比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频密地召开会议，

520. 罗信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 {寡头统计铁律} ，页89。

52 1.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第9条款 (a) 。中央执

行委员会设立这些"小组" / "委员会"和"局"的目的，是为了"就国家和人民
所面对的各种议题，协助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新的点子或建议，并依据党的政策立

场，代表党向政府各个有关部门提交备忘录。"引自Report (Organisational) by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llllllittee to be presented at the 3rd Trienna1 Pa民y's Congress at the 

St. lohn'sAlllbu1ance Hall, Ipoh, on Sunday, 31st March, 1974. 

522.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第9条款 (b) 。

523.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第9条款 (d) 0 

524.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第9条款(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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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各种职位白委员们自由去选出来，或者这就是秘书长集中权力的方

式之一。"旧另一激进改革派领袖邓章钦也抱怨说: "行动党各级领

导的选举，仍采用复选制……往往造成选贤与能的民主选举，遭受扭

曲挫败，使党领导缺乏民意基础与威信。" 517 1995年7月 1 日假金马仑

高原所举行的一项"党领袖脑力激荡会"上，槟城外!委曹观友也闰样

呼吁应该以"直选制"取代"复选制"，即让参选人直接角逐有关党

的高层职位，雨毋须通过第二次的复选来加以决定。这一建议虽被列

入在会后的报告书内， 518但是过后却没有被认真看待。杜瓦杰曾这么

批评:间接选举制度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来槟弃民主的一个奇妙手法o 519 

至于委任制，从正面的角度理解，可以让秘书长委任那些在全国

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中落败的优秀人才，有机会进入中央担任职务，雨

作为一个多元民族的政党，委任制往往也得以发挥委任非华人党员加

入中央的作用，至少可在表面上维持党中央的多元民族主义面貌。委

任制亦可让秘书长吸纳来自各个州属、不同性别及具有特殊社会背景

的领袖加入中央领导层，这些无疑都是委任制的积极功能。然而，我

们不能忽略委任制的最大弊端，即往往让秘书长得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来进行幕后权力交易。说白了，秘书长容易滥用委任制来收编和招揽

派系同盟，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或者用委任制来继续提携一些效忠分

子，甚至不惜违背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投票所表达之集体意愿。委

任制可说是变相怂恿伺服主义和裙带关系的制度缺陷，因为在党选中

落选的失意分子，一样可以受委任为中央领袖，只要其政治效忠和派

系利益同秘书长的权力欲望维持一致。诚如米歇尔斯所形容，在委任

制下，领袖们便日益形成封闭的小集团，在政治上互相结盟，画地为

516.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27。

517. 邓章钦: (只有前进的选择，没有后退的余地> ，页270

518. 请参院JLaporan Bengke1 Organisasi yang diadakan da1alll Sessi Brainstorllling pada 

1-7-1995 di Cameron High1ands。根据记录，该讨论会的书面报告提呈者是该党全国

组织郭金福，主持讨论会的主席是邓章钦，秘书是尤国基，参句讨论者有张德发、曹

观友、张达昌、倪可汉、陈国伟、吴庆发、 Zu1klifli Noor和文IJ重光。

519. Maurice Duverger，咱. cit, p. 140. 



商讨、决策和办理党务，白他/她们几乎都是秘书长身旁最亲近的工

作班底。在该党作出许多重大决策之前，有关意见的酝酿、讨论、修

正和谋求共识等，其实都是在中央工作委员会的权力圈子中完成。由

此可见，中央执行委员会虽然是该党决策权力最广泛的机关，但是党

高层脑力激荡最顶尖的机关，则属中央工作委员会，而位居这两大机

关之上的灵魂人物，就是秘书长。

倘以政党的权力归属为标准，行动党应该被归类为中央集权式政

党。其主要特征是:政党的政策制定或候选人的提名等各项权力主要

集中在党中央，奉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例如

中央集权政党的地方支部在选举时对党的候选人有建议权，但未经中

央党部核准前不得宣布为本党的正式候选人。此外，该党议员在议会

中必须根据党的立场(即受制予党鞭〉来投票，若有违反，可以给予

党纪处分或在下一届选举不再受推举为党候选人。英国工党、法国社

会党和德自社会民主党都属于中央集权政党。然集权政党不同极权政

党，其对立的政党属性是地方分权政党。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属

于地方分权政党，它们一般组织纪律比较松散，地方分权相对较大，

党员言行不受中央约束，党的候选人及当选人可以按照地方的特殊需

要，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上毋需同党中央采取同样的立场。山另一值得

关注的重点，乃是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民族比例问题。因为该党

党员的人数及民族比例可以不对外宣布，但是中央领袖的名单则毫无

秘密可言。从该党在 1966年所成立的筹备委员会算起，直至2004年

9月，己选出共十五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表是一今依中央领袖之民

族身份所做的比例统计:

525. Report (Organisational) by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o be presented at the 

3rd Triennal Party's Congress at the St. Jo恤 's Ambulance Hall, Ipoh, on Sunday, 31 st 

March, 1974. 

526. 有关讨论，请参阅赵晓呼主编: <政党论)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页70。

表6: 民主行动党历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民族比例

中执委 年份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锡克人(%) 总数(%)

第一届 1966-1968 1(10%) 6(60%) 3(30%) 。(0%) 10(100%) 

第二届 1968-1971 2(1 2.5%) 9(56.25%) 5(3 1.25%) 。(0%) 16(100%) 

第三届 1971 嗣 1974 3(15%) 12(60%) 5(25%) 。(0%) 20(100%) 

第四届 1974-1977 4(23.5%) 10(58.8%) 2(1 1.7%) 1(5.8%) 17(100%) 

第五届 1977-1979 4(2 1.05%) 11(57.89%) 3(15.7%) 1(5.2%) 19(100%) 

第六届 1979-1982 4(2 1.05%) 12(63.15%) 2(1 0.5%) 1(5.2%) 19(1 00~) 

第七届 1982-1985 3(15.78%) 14(73.68%) 1(5.26%) 1(5.26%) 19(1 00%) 

第八届 1985-1988 3(13.63%) 17(77.27%) 1(4.5%) 1(4.5%) 22(100%) 

第九届 1988-1991 4(14.81%) 20(74.07%) 2(7.4%) 1(3.7%) 27(100%) I 

第十届 1991帽 1993 4(14.81%) 20(74.07%) 2(7.4%) 1(3.7%) 27(100%) 

第十一届 1993-1995 3(11. 1%) 21(77.7%) 2(7.4%) 1(3.7%) 27(100%) 

第十二届 1995-1998 2(7.14%) 24(85.71%) 1(3.57%) 1(3.57%) 2~(100%) 

第十三届 1998-2001 2(6.8%) 23(79.31 %) 3(1 0.34%) 1(3 .44%) 29(1 00%) 

第十四届 2001-2004 2(8%) 20(80%) 2(8%) 1(4%) 25(100%) 

第十五届 2004-2007 2(6.45%) 24(77.41%) 4(12.9%) 1(3 .22%) 31(100%) 

作者根据档案自行统计制哀。

图2: 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民族比例结构变迁图

雷马来人

圈华人

因印度人

口锡克人

根据表6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该党从筹委会直至第六届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民族比例尚算平衡，华人领袖虽居大多数，但是马来领

袖也维持在约两成的比例，反而是印度领袖之比例呈下滑的迹象，



即从第二届的3 1.5%下降到第六届的 10.5%。华人领袖自第七届中央

执行委员会以来，就上升到七成的比例，最顶峰是第十二届，高达

85.71%强。相对而言，马来领袖的比例自从第七届跌破两成关口后，

就一直逐年往下滑，即从第七届的15.78%、第八届的 13.63%、第九

及第十屈的 14.81%到第十一届的 1 1. 1%。从第十二届起，马来领袖之

比例再降至一成以下，而这时期正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扩张的阶段

(从十九人增加到二十九人) ，但是增添的新领袖多是华人。在行动

党三十八年的历史中，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马来领袖从未超越四人，印

度领袖至多也只有五人。而华人领袖则从第一届筹委会中的六人，最

高上升到第十二届与第十五届的二十四人。一言以蔽之，行动党中央

领袖的民族比例越来越华族化，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失衡趋势。即使

秘书长采用委任制来试图平衡之，但是基于权力交易的需要，他要委

任加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往往还是以华人居多。而一般受委任

的马来和印度领袖，其实都不那么热衷于党务活动，在社会上的政治

威望也不高。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说是一种变相的民族配额制。行动

党代秘书长古拉 (M. Kula) 曾在第十四届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表

示: "我们必须进入马来区，不仅是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且要开始思

考如何使他们加入我们的斗争行列。" 527这一新动向到底成效如何，

值得进一步观察。

(五)州委员会的权限与职责

基于马来西亚是联邦制国家，各个州属都拥有相对的自治权力，

故许多政党和社会团体的组织架构都反映出这一国家体制的特征。特

别是就政党而言，会更加注重州层次的党务活动，因为马来西亚的选

举分为国会与州议会两个级别，所以一个政党在各个州的组织力量和

领导势头，都会因为州惰的不同(如州民的政治意愿、州的民族比

例、州民的历史文化传统等〉而须有所调适，州的竞选策略和州选举

527. DAP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14th Nationa1 Party Congress 

held on September 4-5 , 2004 at Excelsior Hotel, Ipoh, Perak, p. 5. 

的战术部署也相应需要作出特殊安排，连带对党资源的投放和党人才

的配置也有所区别。

民主行动党的组织设计虽然赋予州委员会一定程度的权力，但

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始终还是牢牢控制着州的领导权。根据党章规定，

州委员会须由下列人士组成: (一)十五名居住在州内，由州党员代

表大会的代表所选出的党员; (二)全国主席、秘书长及全国组织秘

书须被视为所有州委员会之依据职权委员; (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同意下，州委员会可委任不超过五名党员为州委员:及(四)中央

执行委员会可委任不超过五名党员为州委员。 m为数十五人的州委员

会亦是根据互相推举的方式，选出州主席、州署理主席、两名外i副主

席、州秘书、外!副秘书、外!财政、副外!财政(如有需要)、川、|组织秘

书、最多两名州副组织秘书、外!宣传秘书、州副宣传秘书(如有需

要)和州政治教育主任。 m

这么一来，州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循民主途径(州选举)选出，

其他三个途径都是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任息息相关。党章如此设

定，是要确保中央能在州委员会发挥影响力，委任制尤其在关键时刻

更能起着平衡派系力量之作用，以确保州委员会不会出现因派系恶斗

而僵持不下的困周，或者出现被某一派系坐大而向中央对抗的州委员
Ä 

此外，党章还给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留了干预州委员会的更多权

力，如"每一个州委员会在全国主席、秘书长或全国组织秘书之指示

下，须进行调查支部党员之间或支部委员之间的纠纷，同时须可能设

法加以调解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解决纠纷建议， {.卑中央执行委员

会认为怯当时将发出适当指示以解决这种纠纷" 0 530再者，党章也列

明"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定若让任何的州委员会继续存在将会损害党

的利益或良好声誉时，有权解散之" ;如"若任何州委员会被中央执

528.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州委员会，第 1条款 (b) 。

529.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三章:州委员会，第 1条款 (c) 0 

530.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五章:州委员会，第5条款。

53 1.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二章:州委员会，第 11 条款。



行委员会解散，则中央执行委员会须在解散此委员会后的六个月内，

得尽快成立一个临时州委员会并委任其职委与成员" 0 532这些条款被

援引起来，主观性十分之高，尤其是当全国主席、秘书长和全国组织

秘书个人也涉及州内的派系纠纷(如全国主席曾敏兴医生在1980和

90年代卷入森美兰州的派系恶斗而在州内丧失公信力) ，就会引起异

见分子的非议。不论是恶性的派系头吕抑或良性的改革分子，他们均

认为中央巨头在应对持异议的州领导层时，尤其发生激烈争执时，就

会打着"维护党利益或良好声誉"的旗帜，伺隙援引党章来解散、接

管或重新安插一些新委员，以根据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愿行事。

至于州委员会的职务，在党章中所列明的，即是"须负责协调

州内所有党支部之活动，以确保支部能发挥最高之效率及纪律，傅达

致党在组织及政治方面的吕标，同时负责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

示" 0 533一句话，州委员会是扮演协助中央督理外的众支部工作的角

色，是一种由上至下的权力关系。然部在实际运作上，往往会出现两

种中央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一是听命于中央的州委员会与州辖的支

部关系紧张，特别是当支部的政治见解和中央有矛盾的时刻:二是州

委员会牢牢控制着支部，并以支部的基层力量来要挟中央在某些问题

上向州委员会妥协。不论是何种情况，中央执行委员会都会权衡利害

关系，处理矛盾的手法和结果会因人、因州、因派系、因中央巨头个

人利益而异，不是按党章本本办事那么简单。

至于成功晋身州委员会的领袖，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在大选时，

享有优先的机会来担任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特别是州议会的选举，

只要在州委员会当中能达致共识，即各个派系在分配参选的议席时能

协商处理矛盾，不至于弄到破局，那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般上都会就

州委员会所提呈的参选名单给予批准。除非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如

中央需要保留某些所谓的"安全区"来给特定的人选，或者中央巨头

极度不满意某位候选人继续参选或在某个选区上阵，那么他们就会

532.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三章:外|委员会，第12条款。

533. {良主行动党党章} ，第十三章:什|委员会，第3条款。

干预，重新和州委员会磁商参选名单，直到各照的利益摆平为止。否

则就会将矛盾激化，演变成某些领袖退党参选、或者在助选过程中消

极怠工，甚至是发生党内派系互抽后腿的现象。在仔动党的历史上，

曾经因选举利益而在州委员会发生派系激烈冲突的个案比比皆是，这

些矛盾往往导致选民对该党产生厌恶感，间接影响了某些候选人的胜

算。

制度设计的不民主，如委任制和中央的过度集权，早年是用作防

范渗透颠覆，还算无可厚非，但是日后却演变成一些没有民意基础的

州领袖，以政治效忠来换取中央巨头的提携，受委成为州甚至是全国

中央领袖。这种现象让党的组织结构更加难以朝民主化方向改革，因

为盘踞权力的核心者都会捍卫这种制度，并不断复制这种现象。按巴

尼比盎戈所提出的"不确定的区域"理论，得势的既得利益者最抗拒

结构性的党内民主改革，因为他们不愿意因党内民主而给他们带来过

多无法把握的"不确定的区域"，包括无法应对不闰意见的挑战、无

法平衡不同派系的利益，无法控制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竞争的州委员会

等等。这些问题都将会因党内民主化的扩大而蜂拥而至。由此，行动

党要真正落实结构性的党内民主改革，看来障碍重重，举步维艰。

(六)囡会选区联委会

根据《民主行动党行政程序与组织于册>> ，凡在任何一个国会选

区内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支部，就应该设立国会选区联委会。它的职

责主要是"协助我党该区国州议员或选区负责人推动工作及协调与帮

助区内支部的操作"。归国会选区联委会亦是州委员会和选区内各支

部的中间桥梁，主要以推动选区工作为纽带。

国会选区联委会之常年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日期由中央执行委

员会决定。在该国会选区范围内的各个支部，都有权派出代表出席常

年大会，惟这些代表必须是以支部主席、副主痛、秘书、副秘书、

534. (民主行动党行政程序与组织手册) ，页140



财政、宣传秘书和妇女事务秘书的身份出席。当然，在该国会选区范

围内的国会议员与州议员都可以以额外代表身份出席常年大会。划在

常年大会上，代表们将选出十三名执委:联委会主席、联委会署理主

席、联委会副主席、联委会秘书、联委会副秘书、联委会组织秘书、

联委会财政、联委会宣传秘书及五名委员。 m属于选区范围内的国会

议员和州议员也是该联委会的当然委员。此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同意下，国会选区联委会有权委任不超过五名选区范围内的任何支部

之党员为委员。 537

国会选区联委会的设置，在一些派系斗争激烈的州属里，不免成

为各股势力角力的平台之一。不同的派系头司，都会通过自己控制的

支部，派出属意的人选来竞争囡会选区联委会的各项职务。简言之，

控制州内越多的党职，越有利于在大选时增强自身派系议价的本钱。

好比该党势力最强盛的霹雳州，自 1980年代下旬至90年代中旬，一直

是刘德琦派系和p .巴都派系大混战的时代，双方除了笼络支部和争

夺州委员会，亦十分重视对国会选区联委会的操控权。对派系头目:来

说，推动选区党务是次耍，垄断选区党务的执行权才是关键。反之，

在该党势力相对疲弱的州属，如彭亨州、i和柔佛州属下的大多数国会选

区，因受制于选区人口结构之累，导致行动党候选人几乎没有胜出的

机会，那么这些国会选区联委会的领导权一般就无人问津，各个支部

的代表都会互相礼让。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该党的传统堡垒

区，如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属下的四个国会议席，因该区的国会议员表

现出色，勤于党务政务，各个支部同心同德，互相支持，则国会选区

联委会的设置可以等闲视之，或者干脆不必组织有关联委会。

535.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七章:国会选区联委会常年大会，第2条款( a) 及

b) 。

536.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八章:黯会选区联委会，第1条款。

537.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八章:国会选区联委会，第3条款。

(七)选选国州议席候选人

行动党党章没有明文规定，到底在党内由谁来选选国州议席的

候选人。该党也不如一些政党〈如台湾民主进步党) ，设有党外民调

来作为遗选指标之一:至于进选标准更没有在党章中明确志明。 m…

般的说法是由"中央决定"，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由"中央三人小

组"决定。所谓"中央三人小组"即党全国主席、全国署理主席和秘

书长三人。事实上，从第七届到第十三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从

1982年到 1999年) ，长达十七年的"中央三人小组"都是由曾敏兴、

卡巴星和林吉祥三人所担任。他们无疑是执掌党最高权力的小圈子，

特别是体现在遗选党参加公职选举的候选人事务方面，没有他们三人

的首肯，任何党员或领袖，即使再优秀的人才，或是派系所力挺的人

选，都无法获得党委派上阵。党外人士一般不晓得，所谓"中央三人

小组"，在实际运作上，多半是以秘书长一人的意见为马首是瞻，所

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其他两人参考林吉祥的推荐和判断。原因是，林

吉祥作为全职的党秘书长，比曾敏兴医生和卡巴星大律师对党务有更

深入的理解，如对党各个派系的运作，对各州领导层政治效忠度的拿

捏，林吉祥洞察得更广更深。简言之，一旦获得林的首肯，几乎就等

问于通过"中央三人小组"的审核，被推翻的机率很低。

当然，林吉祥或"中央三人小组"一般都不会干预州议席的排

阵人选，即只要州委员会能自行协调内部矛盾，整合出一份州委所推

荐的名单，那么"中央三人小组"都尽可能给予尊重。然而，对一些

争夺性高的选区(指党的传统"安全区" )及争议性高的候选人(指

派系头部或党异议分子)， "中央三人小组"就会对各种情况衡量利

弊，包括谁上阵的胜望较高、谁胜出后将对谁构成威胁、谁落败后将

如何收拾残局等等。根据笔者观察，还有一项很隐蔽的标准，就是谁

538. 根据惯仰，一般遗选候选人的标准是马来语要流科、对党的斗争目标认识明确、

有地方服务的记录、热衷于推动党务工作及获得基层党员拥护等等。但是基于党章

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党中央也没有设定及公布客观的审核标准，所以"中央三人小

组"进选时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颇大。



对党中央的政治效忠越高，谁在"最后一分钟"获派上阵的机会就越

大，这项考虑甚至凌驾该候选人的社会声望。而对于支部所推荐的名

单，一般只是作为"中央三人小组"象征式参考，真正作用不大。

"最后一分钟"才敲定候选人，是秘书长林吉祥长年以来的决

策作风。据悉他这么做的原因有三:一是防范提早宣布的候选人被国

阵暗中收买，从而在提名日当天上午，蓄意以迟到、失踪或填错提名

表格而被选举委员会取消参选资格，让政敌不劳而获，自动当选:二

是党内派系斗争过于激烈，任何一派的人选被宣布为候选人，都会引

起另一派系的杯葛和破坏，对党造成更大的伤害;二是党中央(主要

是林个人)可以充分利用"最后一分钟"来衡量政治态势，以编排选

战布局(如将党内某强人调到另…选区去对垒某国阵强人) ，让政敌

无法提前部署和防范，因利制权，出奇制胜。持平而论，在"新经济

政策"执行的廿年期间，非马来人的民怨很高，客观形势对行动党有

利，所以林吉祥十分相信"反风"的刮起，能"突破一点，带动全

面"的选战策略，所以他坚持"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和对外宣布候选

人，在党内引起的异议不大，况且选举成绩多半证明林吉祥布局有

功，所以没有多少人会挑战林吉祥的决策权威。

而党内许多渴望担任候选人者，其实都明了个中道理，所以就会

出现所谓"最后一分钟"靠"走后门"来争取候选人资格的现象。 m

这种恶习也成为党内的改革者批判的现象。"最后一分钟"不仅让许

多候选人无法提前在确定的参选区踏实服务，亦让那些不踏实服务的

投机者能以政治效忠来作为争取"安全区"的条件之一。进入1990年

代，随着行动党的选举失利一届比一届严重，越来越多党内领袖和基

层，甚至是党外人士都大力呼吁行动党中央提早宣布候选人，停使该

党候选人能在准备参选的地区先做好扎根的工作，包括建立人脉、钱

脉和搞好地区服务工作，才能有望和国阵候选人对垒，再说，这其实

也是尊重选民的做法。然而， "中央三人小组"一直拒绝让步，这也

和林吉祥紧握"最后一分钟"的集权式领导休戚相关，以确保他持续

539. 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31-360

成为党内各个派系效忠的最高对象。一份在2004年大选后所做的检讨

报告，曾就此问题建议:

全国候选人连选委员会应该考虑史换其运作模式'建议在每届大

选后的第二年起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以根据各州委会所提出的建

议'对个别议席做出决定。

林吉祥已经从第十四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后退了下来，新任的党

秘书长林冠英，到底会否改革其父亲所设置的选选机制，真正将权力

下放给州委员会，不再借此特权作为谋求派系效忠的工具，这除了青

视其政治格局和领导信心，也包括考验行动党的组织能否逐步转型成

一个比较民主和分权的政党。 m

(八)组织侧翼:妇女组与青年团

根据党章， "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力设立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

青年团与妇女组，雨且可制定条例与规则管制这些组织的管理与活

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的巨大权力，让青年团和妇女组均无法独

立运作，成为其管辖下的组织侧翼。党母体同青年团及妇女组的关系

不是对等，而是隶属。这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间，它

们几乎都是独立的政团，不论在组织、财务与行政上，都是和党母体

分开，意识形态上虽同京同源，但是路线和政策多半比较激进，一来

可以鞭捻党母体，二来可以吸引更多党外青年学生及工人的支持。尤

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它们的青年团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更

具批判性，往往牵制党和政府不致于太过乖离所通过的党纲或政策/

路线。

1989年5月 2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槟城议决重组该党青年团，

6月 25 臼，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 (DAP Socialist Youth，简称

社青团DAPSY) 全国执行理事会正式在党总部成立。社青团的前身

540. 请参阅《民主行功党2004年全国大选检讨报告摘要} (民主行动党第十四届全国

党员代表大会附属文件) ，页70



是"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运动"及"民主行动党青年团" 0 
541 1972年

6丹 1 日，亚洲太平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Asia-Pacific Socialist Youth 

Union) 成立之际，行动党青年团已经是该联盟的一员，并受委负责

该联盟的秘书处工作。 m第一届的行动党全图青年团大会于1973年4月

15 日假芙蓉召开，大会通过了青年团团章和卅八项议决案。到同年获

准加入社会党国际青年联盟 (Intem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 , 

该党副秘书长范俊登还受委担任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属下其中一个工

作局之委员。 M

行动党青年团的第一任团长是李霖泰，秘书为p. 巴都。第二及第

二任团长分别是魏福星和法兹兰 (Mohammad Fadzlan) 0 1989年重级

后的第一任团长是林冠英，总秘书为刘天球。第二任团长是邓章钦，

总秘书为丘光耀。第三任团长为倪可敏，总秘书是陆兆福。按1973年

制定的团章规定，入团者必须是二十岁以下的党员; 1989年重组后通

过的新团章，则将入团资格开放给二十五岁以下的党员:后来再修改

团章，将入团年限定在四十岁以下。此外，社青团也开放给女性党员

入团，这是开马来西亚各个朝野政党之先风。因为根据大多数政党的

惯例，女性党员不论老幼都参加妇女组，

垄断。

因清一色是由男性党员

重组后的社青团，在林冠英的领导下显得生气勃勃，投下比较

多的心力来搞活困务，除了重建许多早已冬眠的区团，还定期召开各

州及全国团员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新的<< 1992社青团丹绒宣言》。对

比过去暮气沉沉的团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原因是， 1973年甫建

团之初，社青团团长和团中央其他领袖间是行动党中央的领导人(如

李霖泰既是青年团团长，又是党全国组织秘书) ，在身兼两职的情况

541. ( "敢斗敢胜"活祉青团:访社青团团长林冠英) ，见〈火箭报〉第24卷第 1期

(1990年) ，页9。

542. 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暨金保区国会议员范俊登新闻稿， 1972年 11月 23 日。

543. {南洋商报}， 1973年4月 17 日。

544. Report (Organisational) by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o be presented at the 3rd 
Triennial Party's Congress at the St. Iohn's Ambulance Hall, Ipoh, on 31 March, 1974. 

下，他们当然比较注重党母体的建设，所以相对忽略青年团的发展工

作。直至世代相隔，行动党明显出现第二代青年领袖，才有条件按年

龄层来好好分工。

林冠英的领导确实让社青团的团务有长足的进展，这是毋庸争

论的事实。然而，林吉祥担任党秘书长，其长子林冠英担任社青团团

长，却让社青团向党中央的互动关系，更多时候是驯服配合而非挑战

鞭策。在林冠英任期的九年里 (1989翩 1998) ，其所草拟和执行的社青

团新团章，基本上是复制自行动党党章的主要条文，其所继承的组织

文化和精神，和党中央的集权式领导并无二致。直至邓章钦接任团长

后，因个人领导风格迥异，加上提出许多冲击行动党威权组织文化的

改革意见(如要求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应以直选制取代复选制来选出中

执委的核心领导人) ，以及身体力行带头修改社青团团章，引入直选

制以鞭策党母体学习跟进，此时社青团的"造反"，才开始成为党中

央头痛的问题之一。然而，邓的领导虽然成功促进了社青团团章的民

主化，但是他最终还是免不了在拥林派的运作下，于2003年元月所举

行的社青团改选中被更替。

行动党妇女组成立于1972年 1 月 9 日，是由妇女党员在巴生举行的

一项妇女研讨会过后宣布成立。第一任主席是陈翠水，副主席是骆瑞

珍和Hanodah Binti Saibi ，秘书是SA玛莉。妇女组在成立翌年，成为社

会党妇女国际联盟 (ICSDN) 的成员。邱鉴于妇女党员在1970年代上

旬不到5%，活跃者多是党内男同志的伴侣，如陈翠水是党中委陈庆佳

的夫人， SA玛莉是全国组织秘书P .巴都的太太，她们的活动能力因

非全职而有所限制。

事实上，妇女组在1990年代才开始比较活跃，在温风玉医生(该

党副主席陈胜尧博士的夫人)领导期间，有若干名出色的妇女领袖逐

渐崛起，她们有柔佛州的詹玉兰、雪兰我州的郭素沁、槟城州的章瑛

等。随后还有霹雳州的冯宝君、吉隆坡的陈淑珊及彭亨州的梁美明

等。 1992年妇女组通过了《丹绒妇女宣言)) ，为妇女组历史上的首份

545.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同前书，页64。



政治纲领。妇女党员在21世纪虽然突破了整体党员比例的一成，但是

其基本组织依然松散，外界对行动党妇女组的认识，一般是以个别女

性议员的表现为依据，而不是以妇女组的集体力量为标准。另一值得

关注的是，行动党妇女组的政治纲领比较开放进步，但是对于相对落

后保守的马来西亚妇女社会而言，显然有点曲高和寡，因此在选举时

对妇女选民的动员能力不如执政党的妇女组那么强而有效。妇女组的

章程主要也是参考自行动党党章，同社青团一样是中央集权式的组织

架构。

以下是按该党党章所制定的组织架构图:

图3: 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架构图

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地理解民主行动党的组织架构

与权力运作，其主要特征是中央高度集权，即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命

令链 (chain of command) 546很牢固，对下级的授权程度较低，控制

546. 命令链是一种不间断的权力路线，从组织最高层扩展到最基层，澄清谁向谁报告

工作，谁向谁指示任务，以及谁向谁负责。为了促进党的工作任务，每个领导职位

在命令链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的领袖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责任务，都要被授

予一定的权威。而"命令的统一性"原则有助于保持权威链条的连续性。

跨距 (span of controD 较密窄，越基层的党员，其自主性就越小。这

种中央集权式的政党控制严密，被领导者的行为受到规范，变化范围

很小。应该说，这种组织架构让党中央的"命令统一性" (unity of 

command) 原则在组织上不受挑战，有利于维持党的高度统一。

(九)党的开支与经费来源

在一个威权体制的国家从事反对党运动，经费的匮乏是其中一个

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在民主化甚高的地区和国家(如台湾和南韩) , 

因会都会立法通过预算来为主要政党提供补助金，有者是依各个政党

在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有者是依各个政党在国会中所获得的议席来

作为支给标准。另一些欧洲老牌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因它们接受间

接/集体党员(如工会)的入党条件，所以竞选时期都会从工会获得

一定数额的经费资助。还有一些民主国家如瑞典，政府允许政党办理

彩票来筹募经费，法国则允许政党企业的税捐减免。像这些比较开放

及透明的措施，一来可以让政党透过合法途径获得补助或向民间筹募

经费:二来可以杜绝台底下的金权交易，有利廉政建设。然市，这些

条件在马来西亚都不存在，所以行动党的财政状况，长年以来都是提

襟见肘的。

行动党的经费开支，概括而言，可分为"自常党务开支"与"大

选经费开支"。 "日常党务开支"主要是用作支付全国总部的开销，

而雇员的薪资占了总部开支的四成左右，包括党主席、秘书长的全职

政治秘书、组织局及宣传局所雇用的党工，以及总部行政处的雇员等

等。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推进党务所需要的开销，如出版党报和

书籍、举办政治座谈会、政治训练营等等，都属"日常党务开支"。

至于在大选期间(包括参加补选) ，则需要筹集更巨额的费用。根

据党财政方贵伦的透露，五年一次的全国大选，全国总部大约需要筹

募马币一百万来作选举经费之备用。相对于执政党国民阵线来说，根

本是九牛一毛，据悉一名副部长的竞选开支(包括贿选买票) ，一般

都会超过一百万马币。然对于行动党而言，这却是一个伤透脑筋的数



字。根据笔者了解，该党的经费主要透过以下途径来募集:

(一〉党员的年捐:根据党章规定，支部财政在每年的首个月

内，都须向"党员"坞收马币五元的党费，然后寄里给全国财政。

1995年大选惨败后，该党为了平衡财政预算，林吉祥特提议广召"永

久党员"运动， (自该年开始"永久党员"入党时须一次过缴付马币

一百元) ，以便为总部筹集更多的资源。 547根据粗略的统计，党员年

捐占了全年党总收入约一成左右。

(工)支部向公众募款:全国各个支部一般都会举办一年一度

的"团结晚宴"或"党庆周年晚宴"来作为地方性的募款活动(各州

委员会亦然)。晚宴形式是向公众人士预售餐卷(每张马币从二十元

到五十元不等) ，宴会就如同政治演讲会，行动党中央领袖会在临发

表演讲。全国财政规定每一餐座(十人)都必须上缴马币五元 (1995

年之前是马币二元五角)给中央，其余所得归支部作常年开销之用。

此外，总部职员也会在现场进行即席的募捐活动，所得悉数归党中

央。在晚宴上也会售卖党的各种刊物和纪念品，一般盈利都是总部和

支部按若干比例分账。支部一直受促多举办晚宴和其他活动来募款。

一个在地方上活跃的支部，或者该选区的国外i议员表现出色，那么任

何形式的募款活动都会反应踊跃，支部的财政状况也相应富裕，反之

亦然。更有一些支部有能力自行购置地方党所，用作举办各种联谊活

动，如办理幼儿园、语文补习班、绘画班、口才训练班、卡拉OK比

赛、电影评赏会，甚至是开放大学课程等等。这些活动除了增加支部

收入，也扩大党在地方的影响力，有助于招收新党员。支部每年所累

计的款项，一般都会作大选时的备用金，有者亦象征式地捐作地方慈

善用途。党章亦有明文规定支部的钱财管理方式，如"支部之基金须

以支部名义存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之银行，而该银行户头须由支

部主席、秘书及财政共同处理。支部财政可以保存零用现款，惟于任

何时期不得超过马币四百元" 0 548 

547. 林宙祥在1995年7月 1 日假金马仑高原举办的"振兴民主行动党脑力激荡会"上的

发言。

548. (畏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四章:基金与账目，第6条款。

(三)囡州议员的上缴津贴:行动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在中

选后，必须从每月所领取之议员津贴中指出若干部分给党的基金一→

民主社会主义基金 (DSTF) 0 549据悉全职的议员是捐献10%，而兼职

的议员员。须捐献15%。该基金所得，是每月从国会及各州议会直接进

账到党总部，经自动扣除所须上缴的比例后，再转账给议员们作为月

薪。此外， "中委会将决定那些已经停止为地方议员、州议员，以及

国会议员者，其部分退休金作为捐党的基金。" 550所以，行动党在选

举中的议席愈有斩获，那么党基金的收入就愈丰厚，反之亦然。根据

粗略统计，每年从民主社会主义基金所谓动的款项，大约占了全年党

总收入的四成余。

(四)销售党的出版物:不熟悉党内运作的观察者，…般误以为

党机关报和其他出版物是行动党获利最丰厚的部分，其实这是错误的

判断。如一般行动党的出版物，如以四种语文出版的《火箭报>> ，多

半都是惨淡经营，原因林林总总。但是党员没有积极推售、领袖赖账

烂帐累累、旧派系头自蓄意抵制、编辑和出版经常脱期，则是不争的

549. 民主社会主义基金成立于1966年。目的是作为一项信托基金，来管理党的国会议

员与州议员每月上缴的津贴。据一份讨论党财务改革的内部文件披露，从1966年到

1994年，总共有马币3.973.672.13从该基金被调动出来支付党的经费开梢。

550.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四章:入党条件，第12条款。

551. Edmund Terence Gomez, "Malaysia", in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Democratic Devel

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泣'， edited by Wolfgang Sachsenrodera, Ulrike E. Frings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p. 260-1. 

552. 如该党其中一名副秘书长，在1991年8月共欠下中央宣传周所外判的也营出版公司

Adlaunch (Malaysia)Sdn Bhd一笔马币23 ，060.96的〈火箭报〉销售债务。根据该私营

公町的董事经理AndyYoung Poh Loon寄给秘书长林吉祥的投诉信表示，该名中央领

袖不只欠债不还，甚至还"私下和公开挑战该公司对他采取法律诉讼行动"。引自该

公司在和行动党解约后，于1991年8月 19 日寄给林吉祥的密的ADL (M) G114/9。

这一个案反映行动党高层领袖对〈火箭报》的敷衍塞责。据悉，其他州领袖同样也

曾因〈火箭报〉而欠下大笔款项。再者，在1990年代上旬接管〈火箭报〉出版事业

的东方企业有限公词，也因销售业绩欠{圭和收账不果，而不得不解雇其中一名间事

张永新，以及停止支付每月马币3000的编辑费给驻扎在槟域的编辑。引自该公司董

事经理李万千在1991年8月 5 日致给行功党全国宣传秘书磨金华之信匾。



事实。简言之，从党的出版物所获得的利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m

(五)党的常年赞助人:该党在1995年大选和 1999年大选连遭惨

败后，财政入不敷出 o 554党总部特设…项"振兴民主行动党基金"，

即透过争取社会人士成为该项基金的"永久赞助人"和"常年赞助

人"，前者是一次过乐捐马币一千元或以上，后者是每年至少捐献马

币…百元。这项运动的成效如何，迄今尚无任何数据可作判断。

(六)商界和支持者的大选特别捐款:全国总部在大选时，从

不配置任何资源给党的候选人，他/她们都须凭自己的人脉和社会关

系来筹募竞选基金。一般中小型企业和党的忠心支持者都会给予候选

人特别的捐款，但没有固定数额，也不通过全国总部配备，有者则赞

助刊登政治广告，或报效竞选物资，捐献的方式林林总总，不一而

足。倘若知名度高的党候选人(如争取连任的议员) ，几乎都能通过

这些赞助解决大部分的竞选开支。惟来自大型企业的巨额捐献则鲜有

所闻，因大财团多半选择支持执政党的候选人，以换取日后更大的商

机，这也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至于党员和社会人士

直接捐献给全国总部的款项，据统计从1966年到 1995年，共有马币二

十二万七千八百零七元，数目可谓不多。其中捐款最高的一年，是

1984年，计有马币十一万元。如

总体而言，行动党的财政状况一直欠佳，许多计划也久久未能

落实，如在1970年代就已经提出要设立的党校，迄今还停留在纸面计

划。党财务的革新，一直都没有具体的进展，原因是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的思维不够解放，不愿将党基金用作企业投资。其实，其他囡家的

553. 例如从2001年的支出账目表中显示， "印刷费"为马币50， 253.29 ，然而从"售卖

党内物品"之收入则只有马币57.3 74.97。如果加上英文版《火箭报〉的额外编辖费

马币 5 ， 548，那么盈余只有玛币 1 ， 573.68陌巳。

554. 自该党在1995年大选惨败后，即从原本的二十名国会议员和四十四名州议员，下

挫到只有九名居会议员和十一名如议员，党每月从议员们上缴的津贴收入即刻从马

币39， 940跌至马币 12 ， 120，或每年损失马币 145 ， 440 。

555. 引自该党全因财政冯杰荣在 1995年7月 1 日及2日提虽给假金马仓高原举办的"振兴

民主行动党脑力激荡会"

社会民主党都有党营企业，而行动党在1980年代所设立的行动合作社

CKotindak) 则过度保守，寸步难行。此外，党最高领导人也不愿同企

业界有私人接触以争取经济资源。一句话，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组

织就难以长足发展，而组织发展滞后，财务状况也难获改善，然要在

短期内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看来不甚容易。

(十)小结

因 1960年代的历史因素，创党的第一代领袖，在党章中赋予

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度集中的权力。从本章分析可知，该党从"复选

制"到"委任制"，从党员筛选到地方支部，从国会选区联委会到外i

委员会，从遥选国州议员候选人到组织纪律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都拥有极大的干预权力。换言之，任何个人或层次的党组织，倘依照

党章条文来挑战党中央，在组织结构上都先处于劣势。从正面的角度

来理解，中央集权的组织架构固然可以有效防范敌对势力从内部颠

覆，以维持党的团结与稳定，然而，过度集权所导致的过度钳制，却

连发自内部的改革力量都几乎被窒息。对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言，

他们早年设计的党章，从捍卫党不被颠覆的用心，随着时空的转换，

成为日后严格控制党组织的最有效工具，以及沦为他们和其他派系进

行幕后权力交易的最佳依据。

这里再度说明纪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即组织结构对人的行为而

，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双重关系。简言之，行动党的组织

结构为中央核心人物的领导，提供了倾向选择集权行动的框架。而领

袖们的行动，又不断复制和再生产集权的组织结构，从丽塑造顺应集

权领导的文化(亦即把被领导者放入"组织箱"里，指导、塑造及限

制他们的组织行为) ，并进一步向各州委员会、社青团和妇女组的组

织伸展，导致最终党整体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心态都是抗拒党内民主

的。对党的核心领导人来说，他们的心态是，维持党组织本身的存

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他们一路来习惯对党的 4控制'而非对



党的 4管理'。"到

对党内民主的疾呼，不论是基于善良动机抑或借此夺权，首先都

会被视为系扩大"不确定的区域"之麻烦制造者。所有曾经挑战党中

央(或准确地说，是以挑战秘书长林吉祥为主流派系的党中央)之力

，有者确系国阵在幕后操纵，但也有真诚的改革分子。对于前者而

，下场固然是被清洗出党，但是对于后者来说，他们选择退党或淡

出领导核心，却无疑有利于巩固党中央的寡头统治。半个世纪以前，

米歇尔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一一"寡头统治的铁律"，今天不

幸亦成为行动党中央的写照。总而言之，集权的组织架构怂恿了领袖

权力欲望的无限伸展，让一个长年倡议社会民主改革的政党，实际上

其组织却是抗拒党内民主的。

556. <邓意钦:服从者多思考者少，行功党需要新尝试) , .见〈南洋商报) , 2001年

7月 27 吕。

第六章

林吉祥治觉与民主行动党的派系斗争

(一)前吉

"林吉祥就是行动党，行动党就是林吉祥"，这是马来西亚政
坛的一句流行诺。它给林氏过多的荣誉，也给林氏过多的耻辱。

作为行动党的长年党魁(担任三十年的秘书长) ，马来西亚资

深的国会反对党领袖(任职逾二十五年) ，林吉祥无疑是具有高度

争论性的人物。他曾被党内夕外卡的政敌指责是"独裁者

文教育者"、 "国民团结的障碍

坡的代理人"、 "苏联间谍"、 "左翼的机会主义者，\ "回教党

的勾结者"及"罔阵政府的卧底"等等。然而，学者何启良认为林

吉祥是"介于政治家与政客之间的政治人物"， 557祝家华则指林吉

祥为"大马政治反对与民主改革的先驱者"、 m赞德拉·慕斯达化

(Chandra Muzaffar) 则以林氏卅年国会议员的公共服务作标准，

树立了勤奋问政的典范，而肯定林吉祥乃"大马政治的一项建制

( institution) " 0 559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教育家沈慕羽更直接形容林

氏是"民族的硬汉" 0 560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偏见与党派立场，我们不能不同意，林吉祥确

实是马来西亚政坛的一名风云人物，一名领导政治反对运动的巨头，

一名从第一任首相东姑到第五任首相阿都拉都视其为重大挑战者的宪

政对手。故此，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议题，不能省略林吉祥:

研究行动党的历史与现状，更不能绕过林吉祥。持平市论，林吉祥对

557. 祝家华: <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 ，见何启良主编: {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
物) (吉隆坡:玛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03年) ，页3130

558. 同上书，页3110

559. {火箭报》革新号第五期 (1999年7月) ，页70

560. (亚洲周刊) , 1999年5月 17 日至238 ，页310



促进囡家民主化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然而，从建设行动党的党内民

主方面来看，又应该如何评价林吉祥呢?林吉祥的治党手法，是"必

要的威权"，以便应付党外的艰巨挑战?还是"过度的钳制"，以用

作捍倒党内派系的竞争者?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追问:倘若行动党没有

林吉祥，或者说林吉祥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威权，那么会否出现更强

大、更有活力及群雄并起的行动党，从而改变该党的命运，也改变当

代马来西亚的政治面貌?当然情况可以是完全相反的。倘若没有了林

吉祥的威权领导，行动党或许早就因被政敌收买、渗透、颠覆而分崩

离析;或者行动党很可能挨不了一两届的选举挫败就销声匿迹，情况

好比其他"蚊子反对党"那般。

本章主要以行动党的派系政治 C factional politics) 为脉络，来探

究林吉祥到底是如何从党内崛起、如何晋升领导核心、如何巩固权

力、如何排除挑战者，又如何培植儿子林冠英接班，以致让人普遍抱

有"林吉祥就是行动党"及"行动党就是林氏王朝"的刻板印象。笔

者以为只有从该党的派系斗争出发，才能看到最高领袖对权力的行

使、对领导地位的巩固及对党内决策的影响，并从中理解一个长年居

于第一把交椅的党魁，是怎样领导一个始终同执政无缘的在野党?到

底是林吉祥的威权性格决定了行动党的命运，还是马来西亚威权的政

治结构，塑造了林吉祥的威权领导?笔者期望透过解释林吉祥的派系

行为，分析林吉祥的治党手法，更客观地认识及评价林吉祥对行动党

和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的功与过。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文献中，派系政治或派系/宗派主义 Cfac

tionalism) 被视为组织机能失调 Cdys如nctional) 的负面现象，它主要

可从两层意义来理解:…是如果欠缺控制派系的机制，那么政党作为

一个组织将受到破坏;第二，在定义上，派系是一个政党当中缺乏充

分自主的组织，形式上只能是一个局部的组织，它会给政党管理带来

麻烦，破坏党的团结。 561然而，派系的功能定义迄今还是众说纷纭，

561. Michael Wal1er and Richard Gi11espie, "Introduction: Factions, Party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ÍZation, edited by Richard 

Gillespie and Michael Waller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 2. 

有人从政党制度及选举制度着手，来研究派系衍生的因素; 562有人则

从文化角度来解释派系行为; 563有人亦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理解派系

活动的意义; 564也有人从一党专政或一党优势 C predominant-party ) 

的体制中，肯定执政党内的派系分化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转型; 565有

人更将派系能否共存，来判断一个政党内部是否奉行民主和多元主

义。 566应该说，各种研究基于分析对象的迥异，研究进路的差别，往

往对派系政治得出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正反两面的评价均有，而萨

多利 C Giovanni Sartori) 为了"拯救"派系的概念，将"派系" Cfac

tion) 去污名化为"分支" C企action) ，指的是政党内的次级单位。 567

倘以中性语言来表述， "派系可以系指在党内表达歧见的建制形

式"，它可以是基于意识形态、理念、政策、权力和利益等种种共同

考虑而形成，当中这些因素未必互相排斥。 m亦有人提出，派系是以

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策略、共向的社会经济联系和个人效忠为依归。

562.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援引日本自民党为实侧的研究， ì青参考Nathaniel B. Thayer, How 

the Conservatives Rule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1. 

563.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Asia", in Amed

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 l. 66 , no. 1 (March 1972): 91-113; Rene Lemarchand,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Ethnicity in TropicalAfrica: Competing Solidarities in Nation

Building",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Ïence Review, vol. 66, nO.1 (March 1972): 68θO. 

564. 援引意大利社会党 (PSI) 为实例研究而提出有关看法者，请参考Samuel H. Bames, 

Party Democracy: Politics in an Italian SocÏalist Federation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07-08, 111 , 137-38. 

565. Frank 卫 Belloni ， Politics in a Faction-Dominallt System: Analysis of础。 Christian

Democracy Party of Ital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Los Angeles, 1972, 
chs. 5, 6. 

566. Michael Waller and Richard Gi1lespie, "Introduction: Factions, Party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气 in op. cit , p. 5. 

567. Giovanni Sartori著，雷飞龙译: {最新政党与政党制度} (台北:韦伯文化，
2003年) ，页85。台湾学者雷飞龙将fraction翻译成"支部"值得商榷，因为"支
部"一词很容易和政党组织架构中的地方单位branch及division相混淆。所以笔者将

f仕ra剖ctio∞nì译辛为"分支

568. Geoffrey Pridham, "Pa盯rt叩y System, Factionalism and Pattems of Democratizatio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in Southern Europe", in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

tizatioll, p. 10. 



至于意识形态是否构成派系的关键因素，迄今尚没有统一定论，所以

萨多利提出有所谓"原则性派系" (faction of principles) 同"权宜性
派系" (faction of convenience) 之分。 569

本章特选出七宗个案作实证分析，它们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林吉
祥的领导作出挑战，规模和影响或大小不一，但都被视为行动党历史
上重大的事件，当中涉及意识形态的分歧、权位的争夺、执政党的收
买、人格类型的矛盾、选举利益的分赃等等，而这些元素有不少时候

是交织一齐的。至于在行动党州委员会层次所展开的派系斗争，倘主

角不是林吉祥(或林只是间接涉及) ，基于篇幅所限，都不在本篇的
讨论范围中。

(二)林吉祥的崛起与受难

1966年，林吉祥在行动党建党之初，就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领导

位置，他先是第一任秘书长蒂凡·那的秘书，以及该党机关报《火箭
报》的英文版主编，后来更被提携为组织秘书。在参加行动党之前，
林曾经在新山当临时教员一年， 1961年到新加坡《海峡时报》当记
者，任职三年。 1963年到 1965年，林转任新加坡文化部属下的电台记
者，在这段期间，他曾任新加坡全国新闻从业员协会秘书长，积极投
身工运界。林吉祥及其间僚为了树立新闻从业员协会的独立地位而曾
与新加坡亲共派势力周旋，并介入调解其他工会之间的纠纷。林吉祥
在领导工运的过程中，认识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人，也是新加坡职
工总会领导人蒂凡·那，自此他选择了全职从政的道路，也因而改变
了自己的一一生。

其实，林并非出身于什么显赫的政治家族，他和一般马来西亚华
人的背景大同小异，来自平凡的小康之家。 1941年2月 20日，林诞生
于柔佛州的小镇杏株巴辖 (Ba阳 Pahat) ，其祖籍乃福建林宝山，双亲

569. Raphael Zariski ，"Pa町 Fac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ωSome Empirical Findings", 

平 Faction Po!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扭ndFa部c挝阳ona蚓ah总Sfl1町i扭n COfl1parative Pe町TS叩p严阳e町c仙t
by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Oxford: ABC崎CLIO， 1978) , p. 22. 

皆从中国南下马来亚谋生，父亲是阉鸡和阉猪的技工，母亲是家庭主

妇。林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两个哥哥及一个姐姐，他曾在夜校受两

年半的小学华文教育，后转到英文小学就读 o 570林吉祥坦言，在读书

时就已经是校内的"捣蛋分子" 他ouble maker) ，他曾担任班长、巡

察员、科学学会主席及学校杂志主编，但其"创造性"的主张导致他

经常向校长的权威发生冲突，所以他和总巡察团长一职擦肩而过。 571

1955年4月 23 日至24日，十四岁的林吉祥就读初中一时，曾经和两名间

学骑脚踏车从杏株巴辖到马六甲去"看看外头世界"，在这六十英里

的脚踏车之旅中:

我们在途中所讨论的主要课题是当年4月 18 日至24 日所举行的亚

非拉万隆会议……它是当时轰动亚洲及非洲人民的一大盛事'因为它

标志着第二世界被殖民及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解放自己，打破殖民主

义及被支自己的加锁。这是本人在学生时期所受到的影响之一。当时影

响我的事件还包括1956年7 月 26 日，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固有化'造成

英国、法国及以色列向埃及展开苏伊士战争; 1957年3 月加纳独立、

1957年8月马来亚独立'由佐摩肯亚达所领导的毛毛叛变及肯牙独立斗

争'以及阿尔及利亚推翻法国殖民地政权的解放斗争等等。在本人的

学生时代发生的连串大事'不只影响了学生们，同时也激发了有远大

理想的国人以争取一个史美好的世界。 572

1964年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派出九位候选人，浩浩荡荡地

角逐马来亚半岛的国会议席，然只有蒂凡·那一人中选。翌年马新分

家，蒂凡·那着手筹组民主行动觉， 573二十四岁的林吉祥就在此时被

570. 作者不详，伍周详: <林吉祥是怎样的一个人) ，见江振轩、周少荒编撰: (大
风暴一一民主行动党的危机) ，页 105 ;陈汉光、李荣白、黄伟益专访: <吉祥岁

月(上篇) ) ，见《南洋商报) , 2003年5月 31 日。

571.祝家华: <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 ，页2830

572. 摘自林吉祥子2003年2月 20日在吉隆坡出席行动党为他举办的六十二岁生日晚宴
的演讲内容，全文见民主行动党华文网页< http://www.dapmalaysia.org/cnet/2003/ 

03feb/03feb 19-31ks.html) 。

573. 详见第二章。



蒂凡·那招揽入党。据林氏的说法，当年他正应聘出任新加坡电台主

编，是一份月入千元的高薪职位，但为了政治理想，他毅然选择回到

马来西亚，以月薪马币八百元担任蒂凡·那的秘书，即使薪水少了工

分之一也在所不惜。当年林吉祥的父亲认为这很"疯狂"，林妻也不

表赞同。 m但这个一意孤行的决定，不单是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而是影响了马来西亚当代政治的发展。

蒂凡·那在1966年3月接获社团注册宫的批准书后，就积极开展党

务工作，根据该党党史的记载， "党首先制定了双重任务，即在全国

各地设立支部以扩充党务，并创办党机关报(即《火箭报》丹刊) , 

以传播民主行动党的政治思想" 0 575而林吉祥作为蒂凡·那的秘书，

亦是当年唯一全职受薪的党领袖，这两项工作必然就落在其肩上。林

虽然不是创党成员，但是他具体掌握了两大党务机关:组织和宣传，

让他很快就建立个人在党内的人脉网络和知名度。 1967年初，林受委

加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1968年该党召开第一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时，

党中央还特设全国组织秘书一职，并委任林吉祥担任之。自此，他就

更加名正言顺地进行党务工作。根据麦可·黄 (Michael Ong) 的分

析，在建党初年，党秘书长蒂凡·那是发挥政治领导的角色，而组织

秘书林吉祥则是日常党务管理最重要的人物。 m其实，组织秘书是握

有很大实权的党职，他除了直接向秘书长负责，亦向中央常任党籍小

组汇报和建议，以确保党支部顺畅运作。林吉祥当年穿梭西马各大小

城镇，会见党的支持者，判断他们的政治倾向〈会否亲共或是政治部

卧底) ，协助他们组织支部:至于已批准成为党员者，林则指导他们

如何推动地方党务。而党中央就是透过林吉祥的判断和建议，来决定

应该在什么地方设立新支部，以及应该接纳或拒绝何者成为党员。此

外，林也为党中央规划全国的活动，编排党务日程表，在中央和支部

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组织秘书更是各个支部的当然委员，这主要

574. <百祥岁月(上篇) > , 2003年5月 31 日。

575.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民主行动党十五周年纪念特辑} ，页530

576. Michael On!毡，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守 ofMalaysia: The Case for a Malaysian 
Malaysia Restated, p. 42. 

是方便林吉祥在基层当中发挥监督与指导的作用。 m另一方面，林吉

祥也晓得利用党机关报来作臼我宣传。从《火箭报》英文版创刊号开

始，作为编辑的林，就将每一期的第二版，固定用作刊登自己署名的

全版评论文章，栏目名为"评论" ( Comment )。别这是早年林吉祥

为确保自己在党内外获得曝光的有效途径之一。再者，根据笔者的统

计，林吉祥在《火箭报》的曝光率排行第二，锋芒直逼党秘书长蒂

凡·那，甚至超越党主席曾敏兴和党副秘书长吴福源。别在担任《火

箭报》主编期间，所谓"蒂凡·那秘书"的身份，只是林吉祥涉足政

坛的踏脚石，他在党内的崛起，真正靠的是"组织"和"宣传"两大

工具。

1967年7月，蒂凡·那为了"党未来的最佳利益"， 580不让自己的

特殊背景(即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有密切联系)被政敌利用来攻

击"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581他执意要卸下秘书

长的职务。在7月 29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蒂凡·那提议

让吴福源来接替其位子，担任代秘书长，这项提议获得党主席曾敏兴

的附议及全体中委的赞成。在同一会议上，也选出K. 达斯医生 (K.

Dass) 为代副秘书长，马来领袖戴恩·依布拉欣 (Daing Ibrahim) 为

副主席。 m鉴于蒂凡·那还是孟沙区的国会议员，所以他依然担任党

在国会的发言人，直至1969年大选前夕国会解散为止，才退返新加坡

领导工运。

577. /bid , pp. 41-42. 

578. 林吉祥的"评论"栏目从创刊号开始 (1966年8月) ，一直维持到翌年5月份的第

2卷第5期，即总共十期，随后此栏目就被取消。 1967年6月份出版的第2卷第6期，

林宙祥更将自己反般马华公会的言论刊登在〈火箭报〉封面头条，这种编辑乎法明

显具有个人宣传之目的。

579. 根据笔者就 1960年代中下旬的〈火箭报》英文版所做的统计，从1966年8月创刊

的第 1卷第 1期算起，直至1968年 10月 /11月份的第3卷第9期为止，在党报上曝光率

最高的四人分别是蒂凡·那(三十八篇)、林吉祥(二十九篇)、吴福i原(二十八

篇)和曾敏兴(二十二篇)。

580. The Rocket, vo l. 2, no. 8 (August, 1967): 1. 

58 l. /bid 

582. Ibid 



吴福源， 1935年9月 9日生于北马吉打州鲁乃 (Lunas) 。早年在

槟城大英义学和大山脚英文高级中学受教育，后负笼澳洲墨尔本大学

攻读绘测系，毕业后曾留校担任讲师。他也是马来西亚留澳纽亚洲学

生协会会长以及马来西亚技术协会义务秘书长，专业是城市规划师。

吴福源曾是人民行动党党员，在1964年大选，他被人民行动党委派上

碎，角逐霹雳州班台区州、i议席，但告失利。马新分家后，他参与筹组

民主行动党，是第一任中央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环顾建党之初的中央领导层，吴福源在众人中能脱颖雨出，被蒂

凡·那提携为接班人，相信其高学历和专业背景是关键因素，而这一

点正是林吉祥无法匹比的。不仅吴，党中央的其他领袖，学历都比林

吉祥要高。如党主席曾敏兴、党代副秘书长K. 达斯及党财政S ·西华

勒商 (S. Severatnam，他是新加坡外交部长S. R叮叮a拍am的胞弟) ，三

人皆是医生，中委邱衡福是马来亚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中委彼得·达

逊 (PeterDason) 和林子鹤则是马来亚(新加坡)大学毕业的律师。至

于其他与林吉祥同是中学学历的中央委员，如J.A. Basnayake和Patrick

Stephen Jaswan也一样具有工运背景，所以林吉祥要冒出头来，就必须

比其他人投入更大的心力。而林吉祥的勤奋、专精和拼搏精神，确实

是党内其他中委望尘莫及的，比如他以党总部为居所，日以继夜地为

党工作。那些贵为律师、绘测师和医生的行动党领袖，当然不愿意作

如此牺牲。套用林吉祥的话说: "当我决定从政时，那是烧掉了回头

的桥 (buming the bridge) ，要认真地面对投身的事业。" 583换言之，

自蒂凡·那返回新加坡搞工运后，就独剩林吉祥是全职的行动党中央

领袖，这也是林吉祥维持自己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

相对于较年长的蒂凡·那和曾敏兴，吴福源和林吉祥算是党内属

同一辈分的青年领袖，吴比林年长六岁。 1967年10月 8 日，他们代表党

远赴苏黎世，首次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会议， 10月 10日，行动党获准加

入社会党国际，成为亚洲首批的成员党。 584 1968年3月 17日，该党在古

583. 祝家华: <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 ，页285 。

584.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向前书，页560

隆坡文良港举行首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吴褐源正式被推选为第二任

秘书长，林吉祥任全国组织秘书，主席为曾敏兴医生，蒂凡·那则退

居二线，只担任普通中委。从党职的安排来看，吴林二人均走上政治

最前线。

有论者认为， 1968年 11 月 24日，是青年林吉祥在党外展露锋芒

的重大日子。 585当年林吉祥、吴福源、范俊登及尔乃斯·蒂瓦德申

(Emest Devadason) 代表行动觉，和民政党的赛·胡申·阿拉达斯博

士 (Dr. Syed Hussein Alatas) 、陈志勤医生、林苍佑医生及J • B彼得

医生展开马拉松式的"文化大辩论"。这项辩论会的缘起，是因为民

政党主席阿拉达斯博士在1968年 10月 26日于芙蓉 (Seremban) 的群众

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涵义，同时他也为

自己在7月间于马来亚大学的一项论坛上所发表的演讲内容辩护二阿拉

达斯博士宣称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书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

必须包括印尼文学。林吉祥遂抨击阿拉达斯博士的文化政策是"印尼

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后者反指林吉祥歪曲他的立场，并挑战林吉祥

来一场辩论。 586对于一名博士兼民政党主席发出的辩论挑战，林当然

求之不得，因为这是突出自己辩才和政治见解的大好机会。当年这…

场在吉隆坡玛拉礼堂进行长达六个半小时的"文化大辩论"，轰动了

整个马来西亚政坛，多年后仍然令人津津乐道。而林吉祥以"文化民

"政策驳斥"文化独裁"政策，不论是论据或口才都压倒群雄，…

鸣惊人。经此"文化大辩论"后，林吉祥声名大振，成为备受各界瞩

岳的行动党新星，联盟政府和政治部开始对他虎视眈眈，也就不足为

奇。

随着林吉祥的声势日隆，行动党中央在 1968年 12月决定委派林

氏上阵，参与雪兰我州沙登( Serdang) 州议席的一场补选。这是一

场三角战，林吉祥代表行动党，对垒联盟(马华公会)的庄边福及民

585. 见《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是怎样的一个人? )系列工， (南洋商报) , 1980年

2月 11 日;祝家华: <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 ，页2860

586.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闰前书，页580



政党籍的陈汉水，这场补选是劳工党的议员为了抵制"伪民主"而辞

职所造成的。沙登一直以来都是左翼劳工党的堡垒区，但是该党自

1964年大选失利后，越发激进地走所谓"群众斗争"路线，否定议会

斗争。当年的时局发展对行动党有利，故林吉祥认为自己胜算甚高，

提出了"沙登廿点竞选宜宫" (Serda吨's 20 Points) ，目标是争取落

实"一个社会主义和文化民主的新马来西亚" 0 587行动党的宣传攻势

对民政党和联盟一视同仁，抨击它们都是代表"种族主义的马来西

亚"，并谴责"民政党是尝试要分化反对党的选票"，而劳工党则号

召选民杯葛"伪民主"的议会选举。开票结果是联盟获胜，行动党得

票次之，民政党候选人则被没收竞选按柜金。林吉祥的处女之役虽出

师不利，但也仅仅以六百零七票微差落败， m若非民政党分散选票及

劳工党呼吁杯葛选举，那么庄边福很大可能就裁在林吉祥子里。无论

如何，林吉祥个人的知名度透过这一场补选，又再获得进一步提升，

尤其在华人社会，林吉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反对党人物。

林吉祥能迅速建立起政治威望的另一关键，也包括其攻击政敌

的强悍作风和激烈言论。林喜好和政敌论战，不论是撰写文告、支部

演说或在群众大会，他都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讽刺政敌。根据笔

者所翻阔的文献档案，林从1967年4月至 1969年5月大选前夕对联盟

政府的抨击，所选择的都是具高度争议性之议题。如批判马华公会

呼吁"华人应效忠马来民族主义"来"保障华人利益"，乃是"错

误的先知"之说; 589反击马华公会联络总长曾崇文为了恐吓马来人，

而蓄意诬蔑行动党要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推动建立"第二中国" ; 

m反对联盟政府企图消灭华文、英文及淡米尔文教育源流，并歧视

华文及淡米尔媒介学校之离校生; 591呼吁联盟政府即刻恢复地方议

587. Lim Kit Siang, Serdang云 20 Points- DAP By-election Pledge, at Election Rally on 1 

December, 1968. 

588. 民主行动党编: {民主行动党25年奋斗史} ，页80

589. 林吉祥文告， 1967年5月 30 日。

590. 林吉祥文告， 1967年6月 13 日。

59l.林吉祥在1967年 11 月 7日于芙蓉支部所发表的演词。

会选举，因为"马印对抗"已经结束两年; 592抨击槟城州政府"无

能"和"愚谬"，无法有效地处理槟城囚抗议马币贬值而举行罢市，

结果引起种族骚乱，同时抨击劳工党继续在其他城市发动罢市来激化

矛盾， "对可能引起种族冲突并不关心" ;如在承认马来文为国家语

文之际，呼吁政府承认华文、淡米尔文及英文为官方语文:主张废

除"土著"与"非土著"的国民身份;要求政府承认南洋大学、台湾

大学及印度大学的学位资格; 594指责联盟违反诺言，因为政府宣称要

培养现代化和进步的马来学生，但却继续制造只会修读宗教和语文科

系的马来大学生:指责政府在军警的编制中，偏袒单一种族已到危

险的比重;如要求联盟解散马来军团，因为马来西亚是属于各族人民

的，所以全体人民都应该受到保护及照顾，而政府没有理由建立一

支单一种族的军团; 596反对教育部长↑阿富将关闭那些被共产党渗透的

华文独立中学，认为在应对马共挑战时，不应该将安全问题和教育

问题相混淆; 597非议马华公会非但不支持独立大学的创办，反之许启

漠还说"独大是一项政治阴谋，要破坏马来西亚华人的地位" 0 598在

1969年大选前夕，林吉祥更在群众大会上揭发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派员到马来西亚，以协助联盟政府和马华公会制定大选宣传策略，同

时策订一个摧毁马来西亚华人语文、教育和文化的蓝图，及培训马

华公会干部成为极端反共分子，以抗衡共产中国和确保拟定不违反

美国利益的马来西亚外交政策。林吉祥更质问这是否马来西亚政府

于1967年9月参与在台湾举行的由美台联合赞助的"世界反共同盟"

592. 林吉祥在1967年 12月 16日于麻坡支部开幕仪式上的演词(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

LKS3/67) 。

593. 林吉祥在1967年 12月 16臼于柔佛曰都支部所发表的演词。

594. 林吉祥在1967年 12月 24臼于宙隆坡增江支部所发表的演词(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

7/67/LKS) 。

595. 林吉祥在1968年 1 月 28吕于白沙罗区竞选委员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词(民主行动

党总部档案LKS/4/68) 。

596. 林吉祥在1968年3月 23 日于窑株巴辖的群众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词。

597. 林吉祥文告， 1968年7月 29日(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LKS/55/68) 。

598. 林吉祥在1969年4月 7臼于吉隆坡举行的记者会讲稿(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LKSI
GE/3/69 ) 



(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 秘密会议的结果。在同一群众大会

上，林吉祥还呼吁联盟即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支持新中国

加入联合国，马来西亚亦应该退出"世界反共同盟"。别5月 8 日，林

吉祥揭露那一位CIA特工即是吴林雨(人名译音) ，要求联盟政府即刻

将他驱逐出境。 600

综观以上林吉祥所挑起的议题，我们不难理解他在1960年代末是

如何给政敌制造大量的麻烦。事实上林所抨击的，确是马来西亚自策

的严重缺失，然而联盟还是一意孤行，更没有察觉到这些自策在各族

之间已经引发很大的不满。虽然巫统和马华公会对林吉祥'恨之入骨，

但是对支持反对党的群众雨言，林的胆识、口才和魅力，处处都彰显

大将之风，是值得力挺的政治人才。 1969年5丹 10日选举成绩揭晓，行

动党取得辉煌的战果，共赢得十三个国会议席和三十一个州议席，成

为国会最大反对党，林吉祥亦以高票中选为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不

仅挫败右翼的联盟，也让左翼的人民党输得难堪。 601总体而言，联盟

面对1955年以来最大的选举挫败。

5月 13 日上午九时十五分，林吉祥在梳邦国际机场向传媒发表文

告，表示行动党正委派他到沙巳州去，目的有三:一，应邀为沙巴州

独立的国会候选人助选造势:二，呼吁沙巴选民大力支持反对党，至

少选出多十二名反对党议员，那么联合西马反对党取得的三十七个议

席，就能否决联盟政府的三分工国会优势:三，在沙巴设立行动党支

部。 m林吉祥在文告中还说:

雪兰哀正陷入僵局'联盟和反对党各赢得十四席。而解除僵局和

599. 林吉祥在1.969年4月 27 日子Bandar Kaba群众大会上的演词(民主行动党总部档

LKS/GE/31 )。

600. 林吉祥在 1969年5月 8 臼举行的记者会新闻稿(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LKS/49/

GE) 。

601.马六甲市区国会选举是三角战，林吉祥得票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二张，比联监(马华

公会)候选人许金龙多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六张票，许氏只得七千三百四十六张票，

而人民党的强人哈斯诺仅得四千六百二十一票。

602. 林吉祥文告， 1969年5月 13 日上午九时十五分发表于梳邦国际机场(行动党总部档

案LKS/1/AGE)

不确定性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即刻在雪州重新举行选举，以便让取

得明确大多数的一方组织州政府。行动党呼吁雪州即刻重选，因为我

们有信心如今能夺取雪州政权·…..我呼吁拿督哈伦不要再对雪州联盟

已丧失的权力依恋不舍。 603

众所周知，晗伦 (Harun) 身为巫统籍雪州州务大臣，是1969年

大选后引爆种族暴动最关键及最具争论性的人物，尤其在华人社会眼

中，晗伦是臭名昭著的种族极端分子。林吉祥启程到沙巴前的讲话，

无疑击中巫统高层的要害，而巫统已经在暗中部署大肆反击，随即就

在吉隆坡发生族群骚乱，史称 "5 • 13事件"。当时林吉祥正在哥打京

那杏鲁 (Kota Kinabalu) 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 5月 15 日，沙巴州首席

部长敦慕斯达化将他驱逐出境。而林早已知晓自己被列入政治部的黑

名单，一旦返回吉隆坡即刻会被警方逮捕。林从东马转机到新加坡，

此时他大可滞留在新加坡暂避风头，但是他不顾亲友及同志的警告和

劝阻，毅然在5月 18 日乘机返吕吉隆坡。 604一篇在1980年代对林吉祥的

专访稿曾这么记载:

他还是决定回来'深信这是他作为国会议员的一种责任。他认

为'必须在时局动荡时和人民在一起。因此'他设法尽快赶回马来西

亚。 605

根据林的回忆，他在返国的途中，有"奇异的孤独感"。在飞

机上，林在明信片上写满了他认为或许是留给妻子"最后的话"，并

将明信片寨进座位前的袋子，希望它会被寄到家里，但林妻最终还是

没有收到。侧一下机，林吉祥就被两名正在入境处恭候多时的警察拘

捕。他先被押到吉隆坡谐街警察局，然后在瓜拉雪兰我拘留所被调查

两个月，接着再押往麻坡扣留营，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被援引《内安

603. 向上注。

604.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同前书，页600

605. (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是怎样的一个人? )系列一，见〈南洋商报} , 1980年

2月 10 日。

606. 同上注。



法令》扣留了十六个丹。

林那种"奇异的孤独感"，以及"必须在时局动荡时和人民在

一起"的责任感，正是政治受难者的无意识心理反应，是社会革命家

或社会改革家所普遍具有的"社会受虐" (social masochism) 的快感

升华。他们都有着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深切念头，以及将遭受痛苦当

作通往至善道路的观念。为了要达到他们所追求的政治至善，物质上

的"自我克制"和"自我否定"是必须的， 607而政治迫害对于他们来

说，只能证明他们非常重要:监禁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德性的升华，

也包括潜能的激发。属于这一人格类型的领袖，他坚持政治战斗不仅

是因为他充满勇气，而且还是出于个人的需要，他比别人更能忍受惩

罚，因为他从斗争和惩罚中获得的回报，是其他人无法深切了解的。

他从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中得到鼓舞，因为他懂得怎样利用自己所

受到的伤害去说服别人追随他的事业。 608 1987年，当林吉祥第二度在

《内安法令》下被扣留时，该党政治教育局主任沈观仰这么形容:

最使我们行动党领袖跟随林吉祥领导的因素，便是被他这种承当

社会苦难的公众责任感所感染而成为我们本身加以认同的使命感。 ω

笔者认为，革命者心理动力学的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洞察林吉祥

在1969年从容受难的潜意识心理。这种心理在日后林吉祥的领导事业

中还不断表现出来。相对于林吉样的"社会受虐"心理，吴福源则属

于另一种人格类型的领袖。 1969年6月 16 日至20日，社会党国际第十

一届大会正准备在英国伊斯特本( Eastboume )召开，行动党中央遂

决定派吴福源赴会，以动员国际舆论一一尤其是素来和马来西亚外交

607. 林吉祥在1970年获释后曾提醒党内同志，参加行动党是一条x&苦的道路，必须

面对种种考验和牺性。他在1989年第二次从扣留营获释时，再度重申行动党人需

要"牺牲再牺牲"。

608. 有关这一方国的理论和个案分析，请参阅Wil1iam H. Blanchard, Revo1utionary 

Morality: A Psychosexua1 Analys必 ofTwe1ve Revo1utionists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formation Services, 1984); William H. Blanchard, Rousseau and的e Spirit of Revo1t: 

APsycho1o.多ica1 Stu命(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609. 沈现在p: <我所认识的林吉祥> ，见〈火箭报〉华文版 (1988年 11 月号) ，页80

关系密切的英国、澳洲和纽西兰一一来向联盟政府施压，争取释放林

吉祥。 ω吴随后在欧洲逗留了两个月，拜访了各个社会党国际的成员

党，向他们阎明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 611 "5. 13事件"后，为了

挽回政治领导权，联盟甚至暗地里不断透过威迫利诱来收买反对党议

员。行动党在这夜政治低潮期，第一个变节的领袖就是Lekir区州议员

杨荣才。然而，联盟恐吓政治的最大成果，就是成功地挫败吴福源的

政治领导。当吴结束欧洲之行，准备从新加坡取道返回马来西亚，他

遭到联盟代理人吓唬， "如果他回到大马后尚保留民主行动党秘书长

的职位的话，他将被扣留及虐待" 0 612 

吴福源遂决定暂时不返马，而行动党若干名领袖分别在8月及9月

期间到新加坡找吴会谈，包括范俊登和林子鹤曾在9月 11 日及 12 日到

新加坡的丹绒巴葛酒店私下会见吴，促请他迅速回到吉隆坡负起党秘

书长的领导责任。根据范俊登在1972年的说法，吴福源当时表现得十

分胆怯懦弱， "在国家行动理事会的统治下，议会民主完全被撤销的

时刻，行动党人必将受到重大的迫害，而吴不准备身陷囹圈"。 m吴

甚至热泪盈眶地说: "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殉道

者。" 614吴由此建议委任林吉祥为秘书长，范俊登为代秘书长。 615 10月

1 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去秘书长职位，中委

会接受其呈辞，并一致选出尚在扣留营中的林吉祥为该党第二任秘书

长， 616范俊登任代秘书长。同年12月，局势稍微平静后，吴福源静悄

悄地返回马来西亚，他采取的政治低姿态，甚至连选区工作都忽略，

610. 有关吴福源在社会党国际大会所作的工作，请参f亘JGoh Hock Guan,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Malaysia" , in Socialist lnte111ationa11nformation: 11th Congress Eastboume 

(Special Supplement). 

61 1.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同前书，页600

612. 同上注。

613. Straits 万mes， 23 June, 1972. 

614.1bid 

615.1bid 

616.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间前书，页60。



让党内同志感到十分遗憾。 617

反之，在扣留营中的林吉祥，或许是为了称补自己学历的不足，

积极利用时间以函授形式修读法律课程，累积日后从政的文化资本。

林在1970年9月通过了伦敦大学法律系中级校外考试。 10月 1 日，林吉

祥在《内安法令》下历经十六个月十二天的扣留后，终获当局无条件

释放。在局林所设的欢迎会上，曾敏兴向传媒说，马来西亚副首相

暨内政部长敦依斯迈医生是有原则的人，因为他遵守诺言。曾解释

说"敦依斯迈医生在伦敦时，曾向国际社会主义(按:即社会党国

际)的总秘书许下诺言，谓一旦煽动法令实施，政府将释放林吉祥，

敦依斯迈已经遵守他的诺言。" 618从曾的言论可反映出，经过这一场

十六个丹的扣留，林吉祥的声望和地位，不论在党内党外(包括社会

党国际) ，甚至在政府眼中，都大大地获得肯定和提升。相对于胆怯

塞责的吴福源，林吉祥在行动党的政治认受性更显强烈。林吉祥，

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终于凭着坚毅的斗志，以政治受难者的姿态，

登上了该党权力的最高峰。

(三)吴福源的重返和挑战

1970年 10月 24 日至25 日，该党在吉隆坡举行第一届国外i议员

研讨会。在开幕仪式上，曾敏兴还颁授林吉祥感谢状 CMomento of 

Appreciation) ，以示"对林同志的无畏牺牲及强而有力的领导表达深

切感激和敬仰"。 ω然此研讨会的召开，相信对吴福源的剌激最大，

他不仅没有受邀发表专题演讲，甚至在第一晚的会议中，还遭森美兰

州宜麦区外!议员胡更生当众质问，表示"党容不下有危机到来时逃

617. Straits Times, 23 June, 1972. 

618. <南洋商报}， 1970年 10月 3 日。根据该党副秘书长范俊登的文告，敦依斯迈在
1970年4月 10日曾在伦敦和社会党国际总秘书汉斯·惹尼斯杰 (Hans J ani tschek ) 

会面，商马来西亚政府受促早日无条件释放林吉祥，见〈南洋商报} , 1970年 10月
4 日。

619. The Rocke乙 vol. 5, no. 2 (December, 1970): 4. 

掉的领袖"， ω据悉"吴青着脸，颤抖着站起来要求党领袖们代他解

释"。但l当时林吉祥、曾敏兴、林子鹤、达因·依布拉欣和范俊登都

为吴说话，林吉祥更力挺吴说:

吴福源同志使民主行动党拥有今天的势力，并使党在1969年5月大

选中赢得惊人胜绩'今天，他使我党成为最强大反对党。大家都不应

忘记这项成就!那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吴福源再次出来协助党'党需要

他!国家需要他!我能获得自由'主要也是因为他的功劳。 622

其实，林的呼吁"遭到从中委会一直到州级和支部各方面的反

对"。 ω因为吴在 "5 • 13事件"后的政治表现，让大多数党领袖和基

层党员都"质疑其作为党领袖的资格和适宜性"。 ω然林吉祥却说，

自他从扣留营出来后， "我自己策订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使吴

福源回到党领导层和负责任的主流来" 0 625为了向吴表示诚意，林还

执意让出雪兰我州临时小组委员会主席一职给吴，好让他有新的平台

东山再起。林吉祥当年的举措或许是为了显示其宽宏大量，亦可能系

出于招揽更多人才来配合其推动党务整顿的需要。无论如何，林的这

一步很快就被证实是作茧自缚。

鉴于吴福源无法忍受党内同志对他的鄙视，倘要他重返行动党中

央，他要求风风光光地被请回去。林在10月中旬和吴在槟城就此事举

行会谈，吴竟然向林提出反建议，要求取代曾敏兴出任全国党主席，

被林断然拒绝。 10月 15 日，吴给林发出公函，建议曾敏兴即刻发函给

吴、林二人，表示要在行将举行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给两人各颁

发一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奖章来表扬他们对党的巨大贡献，

并且在大会上由曾敏兴读出吴、林二人获奖的理据，以作为吴回到政

620. 注俊登文告， {通报} , 1972年7月 27 日。

621.陀上注。

622. 引自吴福源在1972年6月 18 日宜布退党时给党主席曾敏兴的公开倍。

623. 林吉祥文告， {累圳、旧报} , 1972年6月 20 日。

624. 同上注。

625. 向上注。



治主流及担任党副主席的理由。"吴在该信件中，也给自己应该获奖

的理据写了三条:

(一)他在 "5 . 13事件"后'曾到伦敦动员世界舆论来早日恢

复国会民主; (二)通过国际大赦机构和社会党国际向马来西亚政

府施压'使林吉祥获释'以及向代表52个成员党的社会党国际提出

了 "5 . 13事件"的客观事实，洗清反对党所蒙受的歪曲性指责; (二)

从1965年8月马新分家后一直到 1969年5月大选期间，他为行动党所提

供的领导，以致在大选中取得卓越胜利，包括他自己在孟沙国会选区

及沙功州选区所取得的高票当选记录。 627

此外，吴福源在信件中还建议应该由他出任党纪律委员会主席及

国际事务秘书二职。 m其实，后两项职位在当年尚未被中委会编列。

林吉祥没有全盘答应吴开出的条件，吴最终只是被委任为全国副主

席、党纪律委员会主席及雪兰我州常任小组委员会主席三职。党主席

的梦想落空，以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奖章没有颁出，这让吴

埋下日后向行动党报复的种子。 ω

林吉祥恢复自由身后，积极地利用其政治威望和秘书长的权力，

全面地进行党务整顿，如对该党国会议员负责监督不同政府部门的岗

位进行分配，亲自出巡以监督国外!议员在他们选区之服务表现，例要

求议员对党务工作有更多的承担，强化对中委和议员的党纪约束，以

及推动党内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等等。从档案中所能检阅到有关

林吉祥在1970年代初对议员们发出的多篇通告(全列为机密文件) , 

626. 

627. 吴福源在1970年 10月 15 日写给林吉祥的信件，引自林吉祥文告， {星圳、旧报} , 
1972年6月 22 日。

628. 向上注。

629. 这是根据林吉祥的说法，见〈星洲吕报}， 1972年6月 20 日。

630. 当年林吉祥是采取"公众人士和党员被促请自由地批判和评论民主行动党阔州议

员的选区职责表现，同时建议改善他们的选这服务"的办法。林吉样所巡访的每一
个行动党选区都纪录下选民的意见，然后以"密件"形式在党内发布评估报告，从

而监督议员之地区服务表现。见〈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和十七日秘书长访问沙登州

选区报告) (行动党总部档案LKSI选区11171 )。

就能看出林是治觉从严的秘书长。林的踌躇满志及大刀阔斧的整顿

工作(林形容为"铲除党内的政治寄生虫" ) , 631一来是个人性格使

然，二来确是为抵御联盟政府对该党议员的收买和纠正部分议员的腐

化行径。 ω当然，这些从严治党的手法，很容易招致"独裁"、 "专

制

式，让党分裂成两派，反对林的阵营主要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多半

是在1969年大选前临时被征召参加选举之辈。 633换言之，那些没有想

到会在选后爆发 "5 • 13事件"，以及会在林吉祥出狱后被要求肩负严

苛的反对党议员职责之专业人士，就自然会对林的领导产生不满。

不能忍受林吉祥领导作风及党纪要求的议员，加上外在联盟政

府的利诱和收编，两股力量一推一拉的情况下，导致行动党在第二届

中委会的三年任期里(即从1971年2月 14 日到 1974年3月 30 日) " "党

的领导层和党员经历了极大的忧患和困境，使到他们的献身精神，对

党的义务和忠心接受了最大的考验"， 634结果， "我觉没有意料到由

于国州议员的政治目标和原则不够坚定雨面临高度的摩擦"， "从

十三名国会议员中失去了四名，雨外i议员也从三十一名减少到十一

名。 "ω而在这些变节的国州议员当中，吴福源无疑对行动党的打击

和伤害最大。

其实，吴福源的叛变同其他议员突然宣布退党或跳槽的情况不

63 1.引自林吉祥文告， 1971年 10月 30日(行动党总部档案LKS肘/1 7/10/7 1 )。

632. 这些腐化的行径，包括"某些国外|议员对党员和公众人士的骄傲态度、自大自满、
不守时、在公众面前的不规矩行为:如经常上酒吧、在公众场合酬j霞、涉入公开争
吵、在游泳池中要求特别的招待和权利，甚至要求舞伴，到处炫踏其重要性，诸如

对其他可能堵塞交通的车辆粗鲁士也按喇叭，展示他的团会议员车牌及特权"。引自
林吉祥: <民主行动党国外i议员所扮演的角色及任务} ，这是于 1971年 11 月 13 日在

吉隆坡昔乔拉律举行之"第二届民主行动党全国性国外i议员研讨会"上所提呈的论
文。论文上注明"密件、不准发表、不准未经授权之传阅" (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

LKSIN/10/11 /7 1 )。

633. New Nations, 8 June, 1972. 

634. <民主行功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向前书，页630

635. 网上注。



间，其个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在1971年2月，国会重新召开时，

吴就蓄意突出自己来和林吉祥竞争锋芒。据一家华文传媒形容， "民

行党(按:报界一般对该党的简称)继林吉祥之后，而发表冗长反对

演词的是该党孟沙区的国会议员吴福源"636，他在发言时更促进政府

举行"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同意修宪，创这显然是较林吉祥采取更

激进的举措，但之前完全没有和党中央商讨过。 1971年 12月 10 日，吴

福源再次于国会发表不属于党政策的意见:呼吁政府应该和马共总书

记陈平再举行会谈， "并且向下议院表示，如果首相授权的话，他乐

意促请马共领袖陈平和拉昔走出森林，为我国带来和平"。创这一建

议让行动党中央大吃一惊，因为行动党素来和马共没有联系，吴的说

法一旦被接受，行动党应该如何是好。倘联系成功，会被联盟诬蔑说

行动党乃马共的外围组织;联系失败则证明行动党领袖夸夸其谈，愚

弄国家和人民。而当年的国家及乡村部长嘉化·杏杏 (Ghafar Baba) 

在国会回答吴福源的"自动请缕"时说:

我想知道吴福源有意和陈平讨论什么问题?氏主行动党最好还是

先清楚地表明态度，到底该党是不是栋平(按:陈平的同路人) ?人

民也想知道该党是否有意使共产党成为合法的政党?如果共产党成为

合法政党的话，氏主行动党是否将在大选中反对共产党或与他们合

作 ?ω

吴的国会演讲让行动党感到尴尬，令基层党员和支持者感到混乱

和不解。总之，吴在国会的发言，可说是近乎无视党的利益和纪律，

在林吉祥眼里，这也是公然挑战其领导权威的一种姿态。

吴福源除了在国会中蓄意和党唱反调， 1971年4月还涉及和马华

公会总会长陈修信秘密会谈，并一度同意私下解散行动党以参加马华

公会，以换取一些党政高职。林吉祥和曾敏兴获悉后，断然拒绝吴私

636. {通报} , 1971年2月 26 岳。

637. (南洋商报) , 1971年2月 26 日。

638. {南洋商报> , 1971年 12月 15 日。

639. 向上注。

下跟陈修信所达致的协议，事情最终才不了了之。然而在三个月后，

秘密会谈在传媒曝光，让行动党的多元民族主义色彩蒙羞。这一场风

波导致吴福源和整个行动党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但是林吉祥还是容

忍吴福源， "马华公会针对有关谈判的说法引起了一连串福源无法消

除怀疑的问题，但在那个时候为了党的利益，我们都集合起来支撑

他"。 ω

吴福源非但没有自我检讨，反而还对林、曾否决掉他跟马华公

会会谈的协议耿耿于怀。他继续在党内我行我素，不时发表违反行

动党政策和立场的政见。 1972年 1 月 16日，行动党中央委员会作出议

决， "授权党主席曾敏兴医生向吴福源同志交涉，有关吴在国会内外

发表让党感到尴尬的言论" 0 641然而，吴根本不把中委会放在眼里。

5月 12日，他在国会又故态复萌，发言反对联盟表明马六甲海峡不再是

国际水域的立场，他个人主张应该开放马六甲海峡，而行动党的立场

是采取中立主义。 642此时吴与林的关系已闹得十分恶劣，一些反对林

吉祥"独裁领导"的中央委员，暗中和吴组织反林派系，这包括波德

申区国会议员苏里安医生 (Dr. A. Soorian) ，他因不满其国会党鞭一职

被撤雨辞任党副主席。传媒界开始盛传"党内一些人士正企图争取支

持，以成功召开一项特别代表大会，要推翻林吉祥……虽然党内一些

国州议员企图推翻林氏，但以他们的势力不易成功"。 ω

6月 18 日，行动党召开中委会，在新任的党纪律委员会主席K. 达

斯医生的动议下，获叶锦源和哈兹·沙立夫附议，全体中委一致议决

中止吴福源和苏里安医生的党籍，及撤除吴的所有党职。 K. 达斯医

生在文告中指出， "吴福源在其他未经授权的宣称(按:政治声明)

中，损害党的领导层，士气和纪律，同时公开地藐视觉纪和表示他轻

640. (星洲日报) , 1972年6月 218 。

641. See Minutes of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held on 16th January, 1972 at 

No. 77, Road 20/9, Paramount Garden, Petaling Jaya. 

642. 行动党的立场是:不反对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上要求扩张口海盟主权的立场， 1旦

警告政府和反对轻率及鲁莽地从事要求以把新的权力冲突带进此区域来。

643. {南洋商报> , 1972年6月 11 日。



视和不顾党的领导层" ; 644至于苏里安被中止党籍，文告指"因为他

从事损害党纪和士气的活动"。 ω同一天，吴和苏两位副主席宣布退

党，报界称之为"吴福源事件"。吴在呈给曾主席的退党书中说:

在改变中的环境'民主行动党所遇到的困难将无法克服'除非民

主行动党领导层进行若干调整'可是不幸的是， (党)根本没有意思

要作这些调整'结果在一段时间内，不少过七名民主行动党的国州议

员，有些是党的发起人，发现不能容忍继续留在党内，而致退出民主

行动党。……我觉得由林吉祥继续成为秘书长，只能使党趋于毁灭。 646

吴福源亦表示他将以独立议员的身份继续为民服务，不会参加马

华公会或联盟， "不过只要林吉祥不在民主行动党，他仍会考虑重返

行动党" 0 647吴福源在6丹 19日更以人身攻击的手法米跳判林吉祥:

林吉祥在被拘捕之前并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他在拘捕期间曾

受到洗脑?结果使到他不顾一切，有如发疯地进行破坏我及许多闰

僚。……他是否接受了不知数额之代价而换取了释放?民主行动党现

在已经开始分裂，国川、!议员相继退党'为什么在林吉祥接任私、书长之

后就出现这种情形?是否有一个叛党的代理人在民主行动党内暗中指

挥? 648 

同一天，吴福源刻意选择向巫统控制的马来传媒《马来西亚前

锋报》大爆内幕，结果翌日的封面头条是"吴:行动党是华人沙文主

义" ;ω内文指"行动党在秘书长林吉祥的领导下，已经变质为华人

沙文主义政党，纯粹为华人利益斗争" 0 650该报章还说行动党的罗意

644. (南洋商报) , 1972年6月 19 日。

645. {南洋商报} , 1972年6月 198。根据"民主行功党1972年7月 16 日全国特别代表大

会议决文"的记载，苏里安被党纪对付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与叛党分子何文翰和罗

宝根在变节到马华公会的事件中共谋，同时不向中委会报告他们的意图"。

646. {南洋商报> , 1972年6月 1980

647. 间上注。

648. 向上注。

649. Utusan JI，命1ays.i注， 20 Jun, 1972. 

650. Ibid 

美、陈富京及何;阵欢三名国会议员将在近期内退党。 651另一方面，苏

里安医生则向非马来传媒说，他脱离民主行动党，主要是对林吉祥吹

毛求疵的作风深表不满。

就吴、苏二人的指责，林吉祥为了向党基层解释，在组织秘书

李霖泰的安排下，从6月 19 日起至25 日，共分六站到各州主要支部访

问。 6527月 16 日，行动党在芙蓉曾敏兴住宅召开一项全国特别代表大

会，来自全国各地约两百名的支部代表出席了大会，曾敏兴在会上

说:

开除行动是有必要的'为了要达致一个民主及多元种族的社会

之目标'党必须要有真诚和献身的领袖而不是有"三D" 企图者'所

谓"三D" 即"分化分子" 、 "破坏分子"和"两头蛇分子"。吴福源

和苏里安就是属于"二D" 分子'因此他们被党开除。 653

大会结果通过了支持开除除吴和苏出党之议决案。此外，大会还

通过其中一项议决文，内容如下:

促请中委会、园"、|议员、支部执委和党员同志，经常警惕行动党

敌人'特别是政治部的阴谋诡计'未离间和履行计划渗透入党内'不

只是利用党'同时亦利用党领袖的弱点，以便以(对付)劳工党的方

式'在党内散插不满和导致党的分裂和崩溃。创

以上议决乃该党秘书长林吉祥领导意志的反映。 7月 18日，林吉祥

宣布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 K. 达斯和叶锦源正式取代吴福源和苏里安

的副主席职位。

经过这一场清除吴福源等人的斗争后，行动党的公众形象虽大大

受损，但是林吉祥依然获得党中央和基层党员的踊跃支持。换言之，

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三D分子"会干扰林吉祥的治党路线，党主席曾敏

兴医生和党纪律委员会K. 达斯医生，更是力挺林吉祥，持续贯彻强化

651. Ibid 

652. (南洋商报) , 1972年6月 19 日。

653. (累褂i 日报) , 1972年7月 17 日。

654. 同上注。



党纪的领导，来面对党外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四)范俊登对林吉祥的意识形态批判

如果说吴福源反对林吉祥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望，那么范俊登对

林吉祥的批判则是从相反的方向出发，他是比林还要执著于民主社会

主义信仰的理论家。范氏在行动党的十年期间 (1968-1978) ，其纪录

充分显示他比同时期的任何…位领袖，更积极和称职地扮演左翼社会

民主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然而，他在行动党却是一个悲剧人物。

范俊登， 1942年生于霹雳州金宝 (Kampar) ，幼时在金宝公立华

文小学和怡保英华学校受教育，中学时曾担任学长、文学研究会及辩

论会的秘书。 1960年负复英国宾斯福络(Brinsford) 的马来亚师资训

练学院 (Malayan Teachers' Training Col1ege) 深造，两年后他以合格教

师的身份返马投身杏坛，然五年内竟先后被当局调到四问学校执教，

这是对他积极参与教师工会的变相"惩罚" 0 1967年至 1968年，他是

全国教师工会机关报《教育家)) (The Educator) 的主编， 1970年更获

该工会属下的彭亨州分会颁发一枚金奖章，以表扬他"在担任工会机

关报主编及全国招收会员运动主任时的献身功绩"。 ω1968年，范获

选为马来西亚教育协会委员会 (Malayis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委员。

当马新尚未分家时，范俊登曾是人民行动党党员( 1964-1965) 

1968年至1969年，他担任民主行动党雪兰我州秘书，同时亦出任该党

劳工周全国主席。 1969年5月，范在行动党的旗帜下中选为金宝区国

会议员，后爆发 "5 • 13事件"，林吉祥在牢里接任第二任秘书长，

由范代之。事实上，基于党主席曾敏兴是执业医生，而范作为全职的

代秘书长，自 1969年 10月到翌年10月的"低潮期"，不论是日常的党

务管理，或是政治上的宣传攻防，范都是实际的操盘手。林吉祥重获

655. 民主行动党文告， 1970年 5 月 10 日(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 DAPIBFI 

CHKl7/5170 )。

自由后，范俊登调任副秘书长，职权移交顺畅，没有暗中作梗，更不

曾如吴福源那般提出"非份要求"。此外，范还鼎力支持林整顿行动

党，他尤其强调该党是"一项从事长期斗争的严肃政治运动"，倒所

以必须"推行 4文化革命'去净化我觉" 0 657一句话，在对付吴福源

和其他变节领袖方面，范俊登实为林吉祥的左右手。 1971年9月，林吉

祥对他再委以重任，担当该党"政工干校筹备委员会"之主席，目的

是"训练具有献身思想的干部，灌输牺牲和准备长期斗争的精神，不

断学习和自我批评，以及为党在未来年头的运动中制造一批具有思想

和组织骨干的干部"。 m从这点可以看出，林吉祥早年同范俊登的关

系是"亲密战友"，不存在什么权力斗争，否则林断然不会将…个这

么重要的岗位交花给范，以培训一批挑战自己权力基础的干部。

林吉祥早年治觉从严，故范俊登的政治条件正好符合林的需要。

不论政治教育、组织拓展、对外宣传和国际事务各领域，范都能驾轻

就熟。范曾留学英国，加上投身工运，故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甚为深入，水平不亚于当年的蒂凡·那，甚至可说超越林吉祥。再

则， 1960年代末乃是全球青年和学生造反的时代，正值廿余岁的范，

很自然被西方新左派的前卫理论所吸引，加上其卓越的英语造诣，让

他较同期的党内同志，更有条件紧贴西方左翼的前沿理论动态。自

1969年开始，范俊登就代表行动党参加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阳Sy)

的许多串联活动， 1972年，他被选为亚太区社会主义青年协调局的秘

书，翌年他更获选为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委员。范俊登积极利用这些

职务，在全球各地跑动，广泛接触各个区域和国家的青年社会主义

者，这无疑开阔了范的政治视野，但也埋下了日后他退党的导火线。

从范氏早期的国会演讲、文告、政论、书信及多本文集(涉及

工运、学运、经济、国际关系、国民团结、和平、裁军、反核、人权

656. 范俊登文告， 1971年 10月 21 日。

657. 同上注。

658. (林宙祥给"民主行动党政工干校筹备委员会"的公函) , 1971年9月 7臼(民主

行动党总部档案:政校11 /7 1 )。



等议题) ，皆可以判断出，他确是1970年代行动党杰出的青年理论

家。在意识形态坐标上，他无疑是党内"左派"。但范俊登绝对不是

书呆子，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并未减低其群众魅力。范不仅能说英语

和马来语，还能说流利的广东话，善于利用幽默风趣的比喻来抨击政

敌， "是一流的煽动型的演说家"。 ω

林吉祥整顿党务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恢复出版《火箭报)) C" 5 • 

13事件"后被迫停刊) ，而范俊登则受委兼任英文版主编。此时此

刻，不论在党内党外，范氏的声望、地位和影响力正蒸蒸日上，有些

传媒甚至形容他是党内仅次于林吉祥的第二号人物，故政治部开始盯

上他，并确认范俊登的人格特质不像吴福源之流，既然利诱收编无法

折服之，就使用司法检控手段来打压他。

1970年 12月出版的第二期《火箭报)) ，因范氏刊登了一篇行动党

槟城州主席黄基识医生的演讲词，而被政府援引《煽动法令》对付。

1971年1月 26日，范俊登、黄基识医生，连同承印《火箭报》的生活印

务公司两名股东被捕，并被提控上法庭。 660同年5月 11 日，他们被吉隆

坡高等法庭宣判罪名成立，各人各被罚款马币两千元或入狱六个月。

这项判决让范氏丧失了担任金宝区国会议员的资格，因为根据马来西

亚宪法，凡因犯罪而被判监禁超过一年或罚款两千元或以上者，没有

得到最高元首的特赦，即自动丧失议员资格。对于高等法庭这一判

决，范决定上诉到联邦法院，而根据马来西亚刑事诉讼法，如果初审

无罪，则高等法院的判决将无效，所以范案上诉得宜。 1973年5月，英

国枢密院也维持联邦法院的大多数判决。

原本以为该案沉冤得雪，然在同年7月，范俊登又因同一案件再度

被捕。 1974年大选，范氏代表行动党在霹雳州万里望 C Menglembu) 

披甲上阵，成功击败国阵人民进步党的党魁SP辛尼华沙甘，高票

选国会议员，他同时也中选雪兰我州八打灵州议员，但是其议员资格

一直被法庭的判决所挑战。 1975年 1 月 13 日，吉隆坡高等法庭经过初

659. 引自〈华商报} , 1982年 1月 16 日。

660.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同前书，页620

审后，宣判范氏煽动罪名成立，罚款两千元或监禁六个丹，范决定上

诉以捍卫其议员资格。但是选举委员会却抢先颁令，指示万里望国会

选区在3月 15 日举行补选。 3月 12 日，吉隆坡高等法庭大法官穆哈穆

德·亚兹米 CMohamad Azmi)宣判，根据《联邦宪法》第53条，范氏

的议员资格会否被取消的问题，应该交由国会决定，所以范的席位悬

空的问题并不存在。范俊登的国州议员资格虽然暂时获得保存，但是

他触犯《煽动法令》罪成一案，还得继续上诉。然而，这一次上诉却

在1975年7月被联邦法院否决， 1977年5月，他再次上诉到英国枢密院

也功败垂成。经过七年的官司纠缠，最终范俊登还是被判罪名成立，

不仅议员资格被被夺，五年内也不能参加选举和担任公共职务。

这一场长达七年之久的煽动罪宫司确实令人泄气沮丧，故范氏在

1975年 12月决定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深造，并在出国前半年在新加坡

和黄罗联结婚。范氏在旅英的六年半期间，在伦敦大学和苏塞克斯大

学考获教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1978年5月 19日，范从印度孟买致函给

林吉祥，宣布退党，但范氏的退党绝对不是什么"联盟谋士的政治目

的得逞"， 661而是他不屑与在新加坡人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的林吉祥

为伍。

众所周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虽然在打造新加坡的

现代化工程有很大的建树，但其人权纪录却一直为人所记病。而同人

民行动党有同宗渊源的民主行动党，随着时局的变迁，两党日益凸显

出极为强烈的反差图像: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是人权被追害的在野

党，而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却是践踏人权的执政党，两党同在遵循民

主和人权的社会党国际大家庭，一旦面对西方成员党的质询，就让民

主行动党十分尴尬，因为不论是公开谴责或力挺人民行动党，无疑都

会使林吉祥、曾敏兴等人左右为难，这也就是范俊登最终和民主行动

党决裂的最大关键因素。而这个决裂的第一步，就是荷兰工党准备在

1976年5月 29 日至30日于伦敦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上作出一项动

661. "Histo巧r ofDAP: 1966帽 1982飞 in DAP 15th Anniversary(Petaling Jaya: DAP, 1982), 

p.142. 



议:开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会员籍。

事实上，在1975年5月 12 日至 13 日，即社会党国际在澳洲、!阿德莱德

CAdelaide) 召开理事会会议之际，许多成员党都已针对人民行动党违

反人权的措施提出了批评。当年旅英深造的范俊登还身兼民主行动党

的国际秘书一职， "社会党国际"的总部设在伦敦，而范的意识形态

又比较"左"，自然同 "1968年后"的欧洲社会党人有更多的共同语

，所以他会积极支持将人民行动党逐出社会党国际的动议。 1976年

5丹 7日，范以民主行动党国际秘书的身份，致函给英国工党的多名中

委，强力呼吁英国工党应该支持荷兰工党的动议:

人民行动党是一个高压政权。几乎所有不认同人氏行动党政府的

政策和行动者'皆一律被标签为"共产党"或"同路人" ，或是"新

左派" '或是"反国家" ，或是"颠覆分子" '或是"不受欢迎的人

物"云云……如果社会党国际允许人民行动党继续成为会员'那么社

会党国际自身及其成员党和组织'将在道德和政治权利上丧失了批

坪'史莫说是谴责发生在其他地方如智利、巴西、西班牙、南韩、马

未西亚及印尼的压迫行动。倘若社会党国际能对新加坡明目张胆的压

迫行动及赤裸裸地践踏人权和公氏自由权给予容忍的话'那么《法兰

克福宣言》和《奥斯陆宣言》可以丢掉算了。 662

范俊登站在信守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坚持应该将一个既不"民

'，也不"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开除出去， 663然而在5月 10 日，

行动党主席曾敏兴去函范氏，信中这么说:

我极力建议你应该批判地阅读国际大赦机构及荷兰工党所提呈的

报告。我们应该将朋友和敌人区别开来。我晓得谁是我们的朋友，但

我很怀疑西欧一些政党对人氏行动党所采取的处事方法，蒂凡·那将

出席社会党国际的会议以面对那些指控者'你应该和他谈谈。我准备

信任蒂凡·那'我的首任党秘书长，而非荷兰工党或者英国工党的那

662. Fan Yew Teng, "Le仗时 to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in Oppressors and Apo1o.多lsts(Kuala

Lumpur: 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 1983), pp. 62-3. 

663. Jbid , p. 63. 

些激进分子。 664

5月 11 日，范氏致函林吉祥曰:

很自然地，即使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们党和人民行动党

的历史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那种无法避免的个人和情感联系，都是

不容忽视的。就如您所知，当新加坡在1964年至 1965年还是马未西亚

的一分子时，我曾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我当年参加人氏行动党是怀

着忠信的'认为它是真正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公平、自由和平等之理

念。但近年来我日愈对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政策和行动感到破灭。

就如我在党的机关报《火箭报》和其他文字纪录中所显示那般'我最

近几年未都公开批坪人民行动党'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和外国的大专论

坛上……我们民主行动党人从过去几年一直到今天'不断面对国阵法

西斯政权各式各样的迫害和检控，所以我们能充分理解那些在新加坡

面对同样问题、挑战和痛苦的人之处境。您曾在〈内部安全法令》

下不公正地被扣留了十七个月，而我则两度因煽动罪而被逮捕和检

才空……我们都晓得什么叫着政治压迫'而正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都有

过的痛苦经历'所以不论是基于什么理由'不论是人道或其他理由，

我们都不能原谅人民行动党政权在新加坡的压制政策和行动……党中

央委员会应该采取明确的立场来反对新加坡的压制行动，否则'历史

将会严厉地审判我们，民主行动党作为一个政党'将被人民行动党那

压迫和独裁的铁钩所吊死。 665

范亦将此公踊副本，寄给社会党国际的秘书长汉斯·惹尼斯杰

CHans Janitschek) 以及民主行动党的其他中委和国外i议员。而社会党

国际各个成员党在会前也都纷纷收到荷兰工党就开除动议所提里的一

份备忘录。备忘录例举了新加坡政府的倒行逆施，如未经审讯就扣留

人们的《内安法令》、压制工运的手段、打压学运和钳制学术自由，

以及控制媒体运作等等。

664. Fan Yew Teng, Oppressors and Apologlsts, p. XIV. 

665. Jbid , p. 64-65; 73. 



对于酝酿已久的开除动议，李光耀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1976年

4月 27 日，李去函给社会党国际主席布鲁诺·毕德曼博士 (Dr. Bruno 

Pitterman) ，指责荷兰工党的备忘录是"由一些心思严密的专家，将

人民行动党描绘成一幅歪曲和荒谬之图像"， 666李光耀宣称亚洲的民

主社会主义者都会谅解人民行动党。 667而李所言非虚，因为林吉祥和

曾敏兴领导的民主行动党就是一个"谅解"人民行动党的亚洲兄弟

党。 5月 16日，民主行动党中央特此召开会议以商讨有关事宜，因为该

党的霹雳州、雪兰我州及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州委员会经己分别在5月

2 日及9日议决支持荷兰工党的动议。刷据范俊登披露，大多数中央委

员原先也持赞同立场，然而"当一两位中央领袖威胁说一旦党中央采

取支持荷兰工党动议的立场，那么他们将会辞职"，中委会转而议决

建议社会党国际派遣一支调查回到新加坡了解当地的人权状况。 669范

俊登将此建议形容为"难以置信"及"荒谬绝伦"的， m他在退党书

中这么质问林吉祥:

难道我们还需要派出调查团到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

伊朗、南非、乌干达、智利、阿根廷及其他同等或史加恶名昭彰的国

家去视察当地的人权状况?不然，为什么需要如此对待新加坡?肯定

的是，在马来西亚政坛上任何人假装对新加坡的状况一无所知都是废

话。 671

另一边厢，李光耀也在新加坡运筹帷牒，准备派出该党中委暨新

666. 有关李光耀的反跤，非寻!白李的原文，而是转引自范俊登的纪录， {且笔者相信内

容是可靠的，因为引文出处是源自范俊登于 1976年5月 17 日给社会党国际秘书长

汉斯·葱尼斯杰的复函，因汉斯曾将李光耀在1976年4月 27日寄给社会党国际主席

布鲁诺·毕德曼博士的函件剧本交给涟氏参考。见Fan Yew Te吨， Oppressors and 

Apologists , p. 75; 77. 

667. Ibid , p. 77. 

668. {南洋离报} , 1976年5月 11 日。

669. Fan Yew Teng, op. cit. , p. 150. 

670. lbid , pp. 150-15 l. 

67 l. lbi函， p. 151 

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蒂凡·那负笼伦敦应对局势。 5月 8 日，李光耀先

行致踊给社会党国际秘书长汉斯，表示:

除非荷兰工党收回备忘录中的各项指责，否则我将会吩咐蒂

凡·那将人氏行动党退出社会党国际的公函交给您 o 672 

李氏这一招果然高明，因为他宁可选择人民行动党自行退出，

而避免日后留下被逐出社会党国际的历史污名。 1976年5月 28 日，蒂

凡·那在社会党国际会议上慷慨陈词，指责荷兰工党的备忘录是由

一个新加坡的共产党统战组织一一呛球讯息与行动中心的新马工

作组" (Singapore/Malaysia Workgroup of the Mondial Information and 

Action Centre) ，以及欧洲的所谓"亚洲关注学者"和"新左派" (以

Malcolm Caldwell博士为首) ，加上"荷兰工党一批容易上当的激进分

子"所联合泡制。 673蒂凡·那辩护说，马来亚共产党依然透过武装手

段来企图推翻民选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所以《内安法令》的存

在有其必要，而社会党国际各个成员党应该拒绝间情这些共产党人。例

他最后总结道:

如果一些西欧的社会党人有意和自身的共产党人玩，扑克牌'我们

诚恳地祝福他们……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这里的共产党人

是全然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不会如法共或意共那般乔装成自由派。

反之'随着南越、来埔寨和察国的赤化'它们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也透

过造反行动'进行恐怖主义和谋杀等活动……我们将不会允许西欧社

会民主党的那些愚蠢自由派外围分子，将我们的共产党人等同于它们

的同路人，以及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的内政……675

672. See Devan Nair edited, 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阳~(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 1976), p. 148. 

673. Devan Nair,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 made at 

the Meeting of the Bureau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held in London on 28-30 May, 

l凹97刊6"飞， in Soc.ωI刁剖泊J力'1is.怡'sm That Jlt胁F协'01:放r昨:ks

6们74. Ibid , p. 144. 

675. lbid , p. 145. 



人民行动党终究还是宣布自行退出社会党国际，然而范俊登和林

古祥的矛盾却越演越烈，因为民主行动党对人民行动党的"谅解"还

有下文。

1977年 12月 17 日，林吉祥在东京出席第一届"社会党国际亚洲领

袖大会"时，竟支持由日本民主社会党代表Nagasue所提出的动议，以

重新检讨社会党国际"开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个案。林吉祥在会
上说:

新加坡人氏行动党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从社会民主主义角度出

发，无可否认'所有压制人权的行动，特别是未经审讯就扣留，应该

受到强烈和使劲地反对和谴责……例

林先举出东南亚民主社会主义者所面对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应

对来自右翼的威权主义，另一方面亦要对付来自左翼的武装颠覆，他
说:

我能理解从欧洲立场出发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因为在欧洲的共

产党已经进化成议会党，以选举为斗争手段。但是在非共的东南亚国

家，共产党是式装的运动，靠的是枪杆子和手榴弹。

其中一项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将共产党宪制化及合法化'但是

我怀疑我们区域的共产党会否准备跟随欧洲共产党的例子，完全地放

弃暴力手段，走议会民主的道路。鉴于此惰'可以争论的是，一些不

是那么自由的扣留法律是有需要的，以使用作对付那些献身于密谋形

式的斗争和依靠式力夺取政权的集团'但问题在于这一权力经常被滥

用来压制那些和式装斗争或密谋造反完全无关的异议和批坪。(按:

该段文字在日后出版的英文版《火箭报》中被删去。)

向式装的共产党作战时'在未经审讯就扣留的领域'它(按:指
人氏行动党)在人权上走失了路。 677

当林吉祥在东京说出这一番话，该党的陈庆佳和陈国杰两名中

K.it Siang, "Future of Socialists in S. 丑 Asia"， in Rocke乙 vol. Xll, no. 1 (March 
1978): 2. 

677. Ibid 

央领袖还在扣留营受难，他们是被马来西亚政府援引《内安法令》逮

捕。最为讽刺的是，双陈的罪名是"有意或无意地、直接或间接地，

协助共产党联合阵线(按:应是指统一战线)的活动" 0 678然而，林

吉祥似乎没有发现其论据的双重标准，他继续表示:

如果社会党国际在采取开除人民行动党的极端措施之前，能就民

主社会主义者在非共的东南亚所面对的问题作史深一层研究，那将会

是史适合和有傅益的。如果要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未经审讯即扣留

的问题上施加影响力'那相信透过社会党国际内的成员'将会比外界

发挥更大的效果。 679

即使在亚洲区域，能"谅解"人民行动党者，也仅限于民主行动

党和日本民主社会党。后者在日本被视为右倾，它是由 1960年从日本

社会党分离出来的右翼分子所组成。对于第二次的"谅解"，范俊登

再也忍受不了，他在退党书中说:

经过仔细和反复地阅读，我发现你的"评论"是充满矛盾的。

你的说法在本质上是: (一)在马来西亚的压制行动是需要谴责的，

然同样的压制行动在新加坡却基于若干原因是可以被辩护的; (二)

1960年的《内安法令》授权新马政府在未经公开法庭审讯就能扣留政

敌之权力，是一个"必要的魔鬼" ，只要它不是"经常地被滥用"

(二)人民行动党只是"在同式装的共产党作战时'在未经审讯就扣

留的领域'在人权上走失了路" '所以它应该被允许重新加入社会党

国际'以便在内部而非外部对其"施加影响力" 0 680 

范俊登指林吉祥的"评论"，让外界得以指责或怀疑民主行动党

在捍卫人权方面是表里不一及机会主义的。范也指林对《内安法令》

的立场"是全盘及直接地推翻了数年前在党大会所通过的议决"，即

全面反对《内安法令》而非谴责该法令的所谓"被滥用"或"被误

678.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向前书，页670

679. Lim Kit Siang, "On Fan Yew Teng's Resignation", in Time Bombs in Malaysi泣 (Petal

ing Jaya: DAP, 1978), p. xxx. 

680. Fan Yew Teng, Oppressors andApologists, p. 133. 



用" 0 681范也指人民行动党是有系统和持续地在各个领域践踏人权，

而非如林氏所形容那般仅仅是"在未经审讯就扣留的领域，在人权上

走失了路"。而李光耀践踏人权的种种举措，也并非全是为了要"同

武装的共产党作战" 0 682范由此形容林是人民行动党的辩护士，而蒂

凡·那则是"一个反动政权的代理人，以及压制行动的辩护士和共

犯者"。倒"那些要将民主行动党沦为屈服于人民行动党(按:范在

原文中蓄意将PAP形容为Police Against People) 的外围者有权利那么

做，但我将不会追随由蒂凡·那所开出的那一条伪善和背叛的卑鄙

之途。基于此，我的结论是:我无法在党内扮演有用和有意义的角

色。"制这才是范辞去所有党职及宣布退党的真正原因。

范俊登在退党后不断重提此事来挖苦林吉祥和曾敏兴。 1982年6月

初，范由英国重返马来西亚政坛，参加由槟州行动党离异分子叶锦源

所组织的社会民主党( Socialist Democratic Pa向心，翌年更担任社民党

秘书长，向国阵和行动党左右开弓，该党在1986年大选全军覆没后，

自动宣告解散。 1998年8月，当林吉祥遭到党内最大规模的派系挑战

(即所谓的 "KOKS运动" , Kick Out Kit Siang) ，范重新加入行动

党，力挺林吉祥。然行动党在 1999年大选惨败后，范要求林引咎辞

职，两人关系再度陷入低潮，这当然都是后话。

持平而论，范俊登作为该党的左翼理论家，又长年活跃于社会党

国际舞台，对意识形态原则必然十分执著，故就李光耀的人权纪录持

强烈批判立场是可以理解的:而林吉祥早年的政治生涯，向新加坡工

运及蒂凡·那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主义"和"人情"的两难中，

林竟一而再地"走失了路"，让自己的政治纪录蒙上污点，实乃…大

不幸。笔者相信，林吉祥过后对自己在东京的"评论"感到理亏，不

然他绝不会蓄意在翌年3月份出版的英文版《火箭报)) (vol. Xl1, no.l) 

68 1. Ibid 

682. Ibid 

683. Ibid , p. 150. 

684.Ibi证， p.154.

中，删去那最为人垢病的一段内容。此外，林氏也没有将这一篇为李

光耀辩护的讲稿，辑录在其第一本政治文集《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出版于 1978年5月)。至于蒂凡·那，则在1981年出任新加坡共和

国第三任总统，然数年后亦遭到李光耀的迫害，不得不公开吞固自

己在1976年于伦敦社会党国际大会上所讲过的辩护词。创林吉祥和蒂

凡·那，都曾以"民主社会主义者在非共东南亚国家所面对的两难挑

战"来为李光耀的铁腕统治辩护，但是李光耀被逐出社会党国际后，

就毋须再靠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词汇来自圆其说。到了 1990年代，李

干脆抬出自己的理论一一"亚洲价值观"来作自我辩护。范俊登、林

吉祥和蒂凡·那都曾是民主行动党的顶尖人物，但他们都为李光耀的

铁腕统治而付出了程度不一的政治代价。

至于范俊登的退党，舆论上虽引发很大的反响，但是行动党在

1978年7月的大选中还能赢得佳绩，自此林吉祥在党内的地位更加巩

固，他更加有信心地驾驭党内一切事务。但很快麻烦又来了，这一次

不再是如吴福源或范俊登那般的单打独斗，而是以一个派系的阵容，

直接冲着林吉祥而来。

(五)林吉祥铲除"四人帮"

槟州，基于华裔选民人口集中，是华基反对党最有希望突围的

外I J霄，民政党在1969年大选得以上台执政就是一个实例。白从民政党

参加敦·拉萨的国阵政府后，行动党就将入主槟城看成是一个重大的

战略目标。 1974年大选，槟州行动党在叶锦源的领导下表现差劲，只

赢得两个州议席，故他被指责为只会夸夸其谈，无所建树。创1977年

685. Devan Nair. "Forward". in Francis T. Seow, To Catch A Tartar: A Dissident in Lee 

Kuan Yew泣 Prison (New Haven, Conn.: Yale Center for Intem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94), p. XX. 

686. 根据槟城名报人谢诗坚的分析， "叶锦源的弱点在于他领导1974年代槟外|选举蒙

受失败，本身在华人社会无巨大影响力，主要他是一名英文教育者，与华人社会的

接触不移广泛。他的弱点成为他在政治上的致命伤"。引自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

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3100



抄，即来届大选前夕，林吉祥以"中央决定改革槟州行动觉，以便

成为一个基础更加广泛及民主的组织"， 687而委任吉打州议员卡巳星

(Karpal Singh) 律师为新州委，以图逐步取代叶锦源的领导权。

1970年代末的林吉祥，已是牢牢控制着全党的秘书长，他有条件不必

理会叶锦源派系的反对，再说，具有寡头性质的党章也允许他这么

做。 1978年 1 月 1 日，中央依据党章宣布解散槟州委员会，另立一个以

林吉祥为主席的槟州临时州委会，成员还包括P .巴都(全罔组织秘

书，林吉祥的左右手)、彼得·达逊(槟州反对叶锦源的派系头目)

以及叶氏本人。这一动作遂引发槟州行动党的 i日班底和林吉祥公开对

峙，日十氏指责"临时州委会的合法性与构成违反大多数人的意愿"。倒

1月 7日，临时州委会在槟城阿依淡 (Air Hitam) 支部召开首次会

议，叶锦源非但拒绝出席，也拒绝接受委任，其派系基层更在会议现

场持布条示威， "抗议林吉祥的独裁手段

领导"，现场僵持不下，最后还要劳驾镇暴队前来解围。不甘受辱的

林吉祥，认为叶此举是"党中有党"， ω…个星期后宣布中止叶的党

籍，包括革除叶在中央所担任的全国副主席职位。叶锦源派系遂另起

炉灶，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党，但叶的社会影响力甚微，槟州党争并未

对行动党构成任何打击。 1978年大选，行动党共赢得十六个国会议席

和25个州议席，其中，槟州的九个国会议席中行动党赢了四个，二十

七个州议席则拿下了五个，社会民主党则全军覆没:自混代表马来西

亚华人的马华公会，在国会只比行动党多取一席而已。人人都开始对

行动党在槟州的政治前景另眼相看，不排除该党在五年后的大选执政

的可能性。

进入1980年，处于政治高峰的林吉祥因势利导，在6月宣布展

开 "1980年代的政治攻势"，透过强化党的组织、纪律、宣传和政治

687. Lim Kit Siang, Text of message to a meeting of the Selangor/Federal Territory DAP 

State Sub-Committee, 16 January, 1978. 

688. New Straits Times, 7 Jaunary, 1978. 

689. Press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16 January, 1978. 

教育，作为"党在1980年代里扩充的四大支柱"。例尤其在维护党纪

方面，林氏更趋强硬，诚如他在内部文件《秘书长心语》中这么说:

纪律委员会将公正和坚决地执行任务'如果需要砍头的'就要砍

头。因为政治承诺不是如去郊游那般 o 691 

在消除了叶锦源的势力干扰后，林吉祥决定卸下槟州临时州委

会主席一职，原本林属意的接棒人选是彼得·达逊，但基层有反对声

音，故将卡巴星提升为主席，彼得·达逊任署理主席，而吴林炎取代

陈毓书担任州秘书，陈毓书则被降为州宣传秘书， "据知陈氏的此项

调动，是因为他与彼得·达逊不和形成" 0 692改组后的槟州行动党踌

躇满志，提出"八三年计划"，由彼得·达逊任小组主席，准备在来

届大选拿下槟州政权。但是在华人基层党员看来，槟州行动党主席和

署理主席都非华人，万一真的成功夺取州政权，那么槟州首席部长岂

非让印度人担任，这一担忧被证明是祀人忧天，因为备受瞩目的"八

三年计划"很快就被党内的派系倾扎所破坏。陈毓书派系间彼得·达

逊派系之间的矛盾，在彭加兰哥打 (Pangkalan Kota) 补选中迅即激

化，最后更演变成一场所谓"行动党大风暴"，内部倾扎让该党元气

大伤。

槟州的彭加兰哥打向来是反对党的堡垒区，一直由左派的独立

议员崔耀才所胜出。崔在1980年9月 25 日逝世后，彭区成为朝野必争

之地。国阵派出标榜"工农群众"的林建寿上阵(林在1960年代曾担

任劳工党总秘书和党主席，后变节技向马华) ;市行动党却因派系争

执，候选人迟迟无法定夺。最终以林吉祥为首的党中央，支持彼得达

逊·派系所推荐的英校生张德发，舍弃陈毓书所力挺的华校生吴林

炎。提名参选的还有另两位独立候选人，其中一名是打着"崔耀才继

承人"的林有进，获得部分前劳工党力量的支持。林吉祥对于这一场

补选十分重视，竞选文宣上强调"为行动党政策考验:补选将表示人

690. Lim Kit Siang, From The SO 's Desk, 3 July, 1980. 

691. Lim Kit Siang，斤。m The SO 's Desk, 30 June, 1980. 

692. 江振轩、属少龙编撰: (大风暴…一"民主行动党的危机) ，页300



民是否全力支持及鼓励行动党"，换言之，林吉祥将之视为"八三年

计划"的前哨战。 693 11 丹 15 日晚上开票揭晓，林建寿获六千八百二十

九票，张德发获六千二百八十五票，其他两名独立人士按柜金皆被没

收，马华以五百五十四张多数票攻下这一个左翼堡垒区。林吉祥随即

宣布暂时搁置"八三年计划"， 694对于一个这么重要的战略计划，林

在尚未征询党中央的同意下，就"一人说了算"，其威权领导可见一
斑。

随着彭区补选失利，槟州行动党陷入一片混乱，在补选期间暂时

按捺下去的派系矛盾再次浮现，败选的责任到底应该归咎于哪方，不

仅两大派系暗中互相指责，一时更在华文报章引起广泛讨论。有矛头

指向林吉祥在调兵遣将方面失误，坊间亦有人认为林吉祥过于轻敌，

因为在一个以中下层选民居多的华人选区，推选不谙华文的张德发来

对垒具有强大左派背景的林建寿，这无疑是错误的策略。此外，派系

黑函纷飞，流言四窜，张德发更被指是瘾君子。 695然而对行动党和林

吉祥最具杀伤力的指控，莫过于有人蓄意将这一场派系斗争，说成是

林吉祥支持"英文教育派"的彼得·达逊打击"华文教育派"的陈毓

书。陈毓书派系被怀疑是这些流言的制造者和散播者。作为党魁的林

吉祥，因被党内外指责"放错候选人"及"打击华文教育派"而老羞

成怒， 11 月 30日，他向传媒表示"坚持行动党并未选错人，即使有机

会重新选彭区候选人，党仍然会选张德发" 0 696林吉样随后更愤然宣

布辞卸党秘书长职，根据行动党党史的说法， "一项恶毒的和有系

统的运动在党内与大众媒介中展开，以人格谋杀党领袖" ; 697"林吉

693. {光华日报} , 1980年 11月 7 日。

694. {星洲日报}， 1980年 11月 17 日。

695.1980年 12月 7 日，槟外i宜麦支部顾问沈锦周上书党秘书长林吉祥，附录一份从槟1'1'1
发出(邮签所示)的匿名黑函，追究彭区败选的责任，数落彼得·达逊的不是，以
及指张德发是瘾君子。该黑函有中英文版本，以民主行动党的信~抬头发出，日期
是1980年 11月。(民主行功党总部档案1981年卷)

696. {星槟臼报} , 1980年 11月 30 日。

697.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同前书，页720

祥变成(被)攻击的中心"，例"因为恶毒的运动已摧毁他的政治信

誉，并且严重地影响他身为党领袖的有效性，同时要捍卫民主行动党

秘书长此职位的道德权威"。例

林辞职的消息对行动党犹如大地震，全国各地的党支部和党要

纷纷劝林氏打消辞意。但政治观察家认为，林吉祥此举是"以退为

进"，以挽回自己的威信，特别是在彭区败选后遭到党内外诸多批评

的这一非常时期。 700马哈边说他不相信林真会辞职，而是要借此铲除

党内的反对派。 701 12月 4日，该党召开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林吉祥的

辞职，并重申对林的领导信心，还设立了以党主席曾敏兴为首的纪律

委员会来加强党纪。 702林吉祥也出席了这项会议，他最后表示遵从中

委会决定，留任秘书长。 703在当晚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议上，从讨论挽

留林吉祥的辞职事件转移到对该党政治教育主任陈德泉的猛烈抨击。

亲彼得·达逊派系的中委，指陈德泉在彭区补选前后，联合陈毓书派

系在幕后策动一系列抹黑林吉祥的反宣传，还指责陈德泉以太太的名

义参股，同国阵党员开设公司，接受国阵的好处。陈德泉要求党设立

调查委员会彻查有关指责，但是不得要领。 704 12月 5 日，陈致函林吉祥

宣布"暂时退党"， "一旦水落石出，环境改变，我是必再会回到行

动党的斗争行列" 0 705林吉祥不愿矛盾进一步扩大，翌日即刻召唤陈

德泉归队。而陈在13 日宣称因健康问题而负笼台湾治病休养。

槟外i亲阵、毓书派系的十个支部代表，在陈德泉宣布"暂时退

党"的第二天(即 12月 6日)下午三时，假大山脚召开紧急会议，萧汉

钦国会议员、陈毓书州议员及吴林炎州秘书也都出席，并慷慨陈辞，

698. 同上注。

699. 向上注。

700. 江振轩、周少龙编撰: {大风暴一一民主行动党的信机} ，页33 。

70 1. (晨~+I 日报) , 1980年 12月 7 日。

702.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的史论) ，见向前书，页720

703. (星槟日报) , 1980年 12月 5 日。

704. 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4020

705. (星#十|日报) , 1980年 12月 6 日。



该紧急会议还一致通过两项议决案: (一)吁请党中央挽留陈德泉同

志; (二)要求党中央冻结槟州署理主席兼"八三年计划"小组主席

彼得·达逊同志之一切职务。对于第二项议决案，他们例举了七项

对彼得·达逊的指责，包括指责他是党内制造派系矛盾的首脑。 706其

实， 6日下午一时，林吉祥曾致电萧汉钦，下令取消该项会议，但是萧

没有从命，仍如期召集紧急会议。林唯有在7日赶到槟城，召集两派人

马，以图平息纷争，经斡旋后，八人(槟州行动党主席卡巴星、署理

主席彼得·达逊、副主席萧汉钦、秘书吴林炎、财政黄鸿杰、宣传秘

书陈毓书、组织秘书张德发及外i议员黄炎光)发表联合文告， "重申

党的纪律及团结，是党的前途及进展之基础"， 707以示矛盾解决，危

机己过。林吉祥在槟城也宣布陈德泉已经向意归队，并声言不会有任

何整肃行动，但林也切!令"党领袖、党员和各支部，今后不能向报界

发表有关党内的事"， 708并警告说"这个训令将严格执行，违反者必

会受到处罚" 0 709这一场派系风波表团看来已获平息，然而台下还是

暗流汹涌，双方都在等待机会再度发难。

1981年 1 月 6 日，林吉祥以党秘书长身份，向吴林炎、萧汉钦、陈

毓书以及槟州十个支部发出纪律信件，要求他们在两周内解释为何在

去年12月 8 日， "在各语文报章发表有关陈德泉与彼得·达逊事件之公

开声明"。 710该信件副本也致给党纪律委员会，但消息很快就对外泄

露。经媒体广泛报导后，林吉祥给人"秋后算帐"的印象。四天后，

林吉祥对外宣布， "只是要求他们解释有关事件，开除他们的问题并

706. 引自出席大山脚紧急会议的支部党员给党秘书长林宙祥的联名上书， 1980年 12月

6吕(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 1980年卷)。但是就第二项议决内容，随后有份联署的
一支部秘书黄钟州在 1981年 l 月 11 日致酶林吉祥，谓"我们是被同志们拉着鼻子走

而不知已触犯到党规(按:党纪律) ，而i需求党的原谅"0 (民主行动党总部档案

1981年巷)

707. {星槟日报} , 1980年 12月 8 日。

708. {秘书长心语} , 1980年 12月 8 日。

709. 向上注。

710. {建国臼报} , 1981年 1 月 12 日。

不产生" 0 711笔者认为，倘以维护党的团结为大前提，那么秘书长亲

自署名发出纪律信件乃是一大失策，他大可假手于人，让自己维持超

然的姿态。因纪律信件一出，具有不良动机的媒体就会如获至宝，趁

机大作文章，以加深公众人士对林吉祥"排挤华文教育派"及"赶

尽杀绝"的负面印象。既然如此，为何林吉祥还要走此险着?根据

萧、陈、吴三人日后所言， "林吉祥发这封信的用意，是在显示其威

严……希望我们三位及十个支部的执委人格扫地，强制我们悔过，

在回信时求饶认错"。旧但是笔者认为，林吉祥是准备以此纪律信

件"引蛇出动"，让争端再度挑起，然后借故铲除陈毓书派系，力保

彼得·达逊。

林吉祥这一强硬态势，果然还有下文。基于槟州行动党支部，主

要是由陈毓书派系控制大多数，基层党员多为华人，故彼得·达逊在

州委选举中肯定处于劣势。 2月 22日，中委会援引党章第13条 (3) 项

条文，宣布"直接接管槟州行动党所有党务活动，为期十二个月。同

时也授权秘书长林吉祥代表中委会于这十二个月内，实行上述决定，

以采取所有的必须行动和必要的指示，来恢复党纪和槟州行动党的政

治斗争目标，以及恢复槟州人民对行动党的信心" 0 713中委会这一议

决，让陈毓书派系大为震怒，被称为"独行侠"的黄炎光州议员在次

日宣布退党，以示抗议。州主席卡巴星遂援引党章宣布开除黄氏党

籍，而陈毓书派系不仅公开抨击接管事件，还赞扬黄氏服务选民的精

神，这无疑是同党中央对着干。三天后，开除行动进一步扩大，中央

工作委员会在芙蓉召开会议，依党章第七条第一项，勒令开除萧汉

钦、陈毓书和吴林炎，以及冻结九个支部的活动。中委会宣布开除三

人的理由是: (一)他们完全破坏纪律，丽在过去四个月来，向一些

国阵控制的华文报提供破坏性资料，以把林吉祥描绘为压制受华文教

育者，旨在摧毁党的稳固地位、信誉及党经过十五年的斗争和牺牲而

711.同上注。

712. 江振轩、周少龙编撰: {大风暴一一民主行动党的危机} ，页690

713. {南洋日报} , 1981年2月 25 日。



在人民之中建立起来的支持; (二)他们坚持和公开藐视党中委会恢

复槟州党的团结和纪律所作出的努力。 714被开除的吴林炎，引用吴福

源十年前的说法，质疑林吉祥是否"问题人物"，为何"故意在党声

望达致高峰时，却派出流言满天飞的张德发出来参加彭加兰哥打补

选"。旧萧、陈、吴还发表联合声明，反驳林吉祥说:

我们被开除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受华文教育的党员，

在党内基于原则性的问题时，与彼得·达逊为首的一派意见分歧，对

政治斗争的见解迥异……最令我们痛心的是，林吉祥身为党的最高领

袖，他非但没有支持我们的正义和理想，反而支持彼得·达逊，而向

我们开刀。第二个原因是，林吉祥一路来那种自高自大狂的作风'他

在党内一直把他的意见当成党的意见去命令别人。他丝毫不允许党员

发表意见，如有向他提出意见者，便被他看成走向他的权威挑战。 716

宛如十年前开除吴福源和苏里安那样，林吉样又开始到全国各个

重要支部巡回解释。 3月 8日，林吉祥分别在雪州、联邦直辖区和槟州

党员聚会上发表声明，形容萧、陈、吴是"三人帮"，指他们是因为

向党勒索而被开除的。林氏解释说，吴林炎不被委派为彭区候选人，

是因为吴的"道德问题"而非"华文教育出身" 0 717林表示党总部曾

接到很多投书，包括党员洪清山的函件，指吴的私生活有问题。故林

吉祥曾亲自规劝吴不应参加补选，而应保留到大选时才出来， "在大

选中，因为有很多的候选人，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事情的危险性却没

有那么大"， m否则就会让国阵利用"道德问题"来展开攻击， "林

炎告诉我说他准备去面对那种危险性"， 719"但党中央却一致决定为

了党的利益，而不打算去陷入这种情况" 0 720据悉"纳妾"就是吴

714. 江振轩、周少龙编撰: {大风暴一一民主行动党的后机> ，页43-44。

715. 罚上注。

716. 向上书，页45ω470

717. (南洋商报>， 1981年3月 9 日。

718. 同上注。

719. 向上注。

720. 同上注。

的"道德问题"。

林吉祥在抨击"三人帮"的同时，也宣布重组槟州行动党阵容，

由黄鸿杰国会议员任州副主席，蔡美康任州秘书，林建铭任外i宣传

秘书。林誓言将继续推进"八三年计划"，在来届大选与国阵一争

长短。因林氏晓得，只要该党在大选中胜利，其领导威望就能再度树

立，派系头目才能被有效慑服。另，林也表现出重用党内的华文教育

领袖，如陈胜尧博士和廖金华州议员，以抵消外界对林"排挤华文教

育派"的指责。

另一方面，在台湾养病的陈德泉，于2月 27日返回马来西亚，宣称

要"挽救行动党"， "耍了解萧、陈、吴被开除的真相"。其实，陈

德泉自身在马六甲川、i亦同样面对派系纠缠，以州主席柏纳为首的亲林

吉祥派系，频频发表文告抨击陈向情萧、陈、吴三人，甚至鼓动支部

向陈提出不信任动议。四槟州的派系风暴似乎已经蔓延到马六甲州，

陈德泉强烈地感觉到其地位也危在旦夕。 3月 8日，陈给林吉祥和曾敏

兴下"最后通牒" : 

我呼吁中央委员会立刻采取行动阻止可能在甲肝|发生的危机，我

史希望我能被联络以讨论目前党所面对的危机，我不愿见到氏主行动

党被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所摧毁。 722

林吉祥在同一日即回应道:

开除党内的反党分子，乃是中央工作委员会把党从无纪律及消沉

的情况下拯救过来，行动党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拯教行动，因为无纪律

及士气低沉，对党的发展及前途只有损害。 723

3月 11 日，林吉祥重申违反党纪是无法调解的，党中央并未授权

任何人调解开除事件。 15 日，林吉祥在怡保召开记者会，形容陈德泉

自台湾返马后， "他的行动及在报章上发表的谈话不是一个对党负责

721. {光华日报> , 1981年3月 9 日。

722. {通报}， 1981年3月 9 日。

723. {星洲日报} , 1981年3月 9 日。



任的领袖所该做的，这是目中无党" 0 
724 16 日，该党召开紧急中央工

作委员会，宣布开除陈德泉党籍。主持紧急会议的行动党主席曾敏兴

说，陈氏在过去四、五个丹来一直鼓励及协助"三人帮"，进行一

系列的反党运动， "这些活动包括拆下党招牌，诬告林吉祥反华文

教育，并称林氏为政治部代理人"。四曾敏兴还称萧、陈、吴加上陈

德泉为"四人帮"。四陈德泉翌日即刻宣布将组织一个多元种族的新

党，吕标是"取代民主行动党，以成为一个更壮大、健康及有建设性

的反对党" 0 
727 18 日，陈揭露说: "从行动党的权力结构及组织上看

来，那一些受英文教育者皆是己掌管党中央所有要职，而受马来文及

华文教育的同志，则只担任次要及非核心权力的职位。" 728 

3月 19日，林吉祥说"栽培陈德泉是我十五年来政治生涯中最大的

错误"，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四林氏解释说:

为了要栽培陈德泉，我在1978年大选中'离开马六甲选区，到八

才了吴国会选区竞选，而使陈德泉可以进入国会。但是'中央工作委员

会开除陈德泉后，他立即向我攻击，使他在二人帮后面掉腰及扮演主

谋的角色不打自招……他被开除之后，马上宣布成立一个政党'同时

连党名也已定下'这显示他在党内展开反党，煽动党内制造麻烦'公

开地推动反党领袖的工作已有一些时候。……他所做的就如中国共产

724. (南洋离报} , 1981年3月 16 日。

725. (南洋商报) , 1981年3月 17 日。

726. 向上注。

727. (星~HI 日报) , 1981年3月 18 日。

728. (建国日报} , 1981年3月 19日。所、德泉还列举三项实例来加以佐证: (…)在马

六申川、|有一位非华籍的外|议员(暗指甲州主席柏纳)曾公开发函给所有外|小组执委，

指受华文教育的抖!领袖为"受华文教育沙文主义的杂种"; (二) 1975年 10月，捍

卫大马中华文化小组在邦略岛举办的全国华文教育研讨会上， p. 巴都宽公开指这是

在搞沙文主义活动; (三)在1979年 12月 16 日的中委会改选中，一批受英文教育的

领袖到全国展开一项运动，以回撞倒在扣留营中的陈嚣杰和陈庆佳，理由是他们不

能为党服务，并深具沙文主义。这导致陈国杰在雪州及联邦直辖区州委会竞选中被

排挤落选，陈庆{圭在霹雳州则以极少票数中选州、i委。

729. (墨槟日报} , 1981年3月 20 日。

党所说的拿起红旗反红旗。 730

陈德泉则反唇相讥，指他"太信任林吉祥，结果失算而被清

算" 0 731双方的口舌之争，一来一往，年报界舆论这么批评道:

"内部斗争的公开化，和越来越无保留地互相攻讶，己使民主行动党

的外在形象日益低落，并暴露了内在的弱点，和削弱了党员对党领导

层的信心，旦社会人士对该党能否继续扮演有效反对党的角色，表示

怀疑。"四

4月4日，林吉祥提醒行动党国州议员， "必须警惕以防止跌入国

阵的陷阱，同时不要受到物质的引诱，而在政治上迫使自己出卖党、

人民与自己的良知" 0 7刊丹 28 日，林陈二人的战火再延烧到马六甲

州议会中，林吉祥揭露指陈德泉妻子吴奎英〈别名吴亚基)代表华顿

私人有限公司，同甲州、!发展机构商讨有关"玛淋再也"获批31.25英

宙的土地。林吉祥说， "自从发展机构批准土地后，吴亚基于十天后

成为该公司的董事经理"，林称此土地的批出，也引起巫统党人的妒

忌， "因为他们认为除非有特别的政治代价和条件，土地怎么会让行

动党一名州议员〈按:指陈德泉)获得"。四林说"陈德泉自去年五

月从台湾回来，行动党内外人士也向他问起有关土地的事件，陈德泉

有找我商量，我劝他最适当的解决办法是放弃有关土地 ， i旦陈回答

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土地已经获得批准"。四林吉祥形容"这是

典型的贪污例子。" 736 

被开除的"四人帮"，不久后都纷纷跳槽到马华公会，黄鸿杰国

会议员也跟着变节叛党。行动党在国会原本拥有十六个席次，经这次

大风暴后，已降至十三个:至于州议席方面，原有的二十七个席次少

730. 向上注。

73 1. (星洲日报) , 1981年3月 21 日。

732. <桂评:民行党的内部纠扰) ，见〈南洋商报} , 1981年3月 21 曰。

733. (南洋商报} , 1981年4月 5 日。

734. (中国报> , 1981年4月 308 。

735. 罚上注。

736. 同上柱。



了四个，其中三席更是来自槟州，可谓元气大伤，而林吉祥在华人社

会的威望也受到重创。林氏当年接受《星ìN‘旧报》专访时，是如此总

结这一次风暴的经验教训:

为了避免危机事件重验，党将会实施较严格的纪律，但是，这不

等于党内将实行独裁政治。我本身就是最后一个支持开除党员者，我

绝不是独裁者。我必须同意我们很难猜测到，谁会被利用'替国阵做

事，而采取防范行动。我们确实很难预知谁会变成汪精卫。……没有

人能一百巴仙肯定不会再有一个类似陈桂、泉的人再出现。但是'如果

具有此类事件重演，氏主行动党将会有史丰宫的经验去应付从党内制

造的叛乱。 737

今天看来，这一场风暴之所以会越演越烈，其中有四方面的因素

是值得关注的。一是1980年代的行动党中央，担任核心要职的，确实

都是英文教育源流者，而林吉祥身边最贴心的幕僚，亦是彼得·达逊

和p. 巴都。在中委会中，英文是唯一的工作语言，主要的党魁如林吉

祥、曾敏兴、李霖泰等，都是用英文思考者。换言之，英文教育派是

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华文教育派则是党政策的执行者和跟随者。

行动党中央的主流强势文化肯定不是中华文化，但是受华文教育的华

人基层社会却是该党最主要的支持群。此外，英文教育派议员在选区

服务方面的确比较懒散，不及华文教育派议员勤劳苦干，如彼得·达

逊和p .巴都在选区工作方面的口碑一直都欠佳。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矛

盾，一旦遇上派系矛盾而爆发，那么在权力斗争过程中处于劣势的一

方，就很自然会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无限上纲，以博取华人社会的关

注和同情。由国阵成员党所控制的一些华文传媒，以及…些唯恐天下

不乱的小报，当然就加盐添醋，伺机抹黑行动党和林吉祥。

第二，彭区补选的失利， "放错候选人"确是一大败因，而这

其中不仅林吉祥有偏袒彼得·达逊之嫌，也反映出 1978年大选胜利后

的林吉祥自视过高，刚像自用，以为在一个传统左派的选区，行动党

放什么人都会股出，所以他会自行敲定张德发，雨毋须透过召开中央

737. <:星洲日报}， 1981年9月 8 日。

会议来审议定夺，让被舍弃的吴林炎和陈毓书派系心有不甘，成为日

后发难的借口。第三，林吉祥的威权性格，在处理派系倾扎时容不

得"以下犯上"，派系头目动员基层表态的动作，倘违反林吉祥意愿

的都会被冠以"党中有党"或"目中无党"雨触犯党纪。反之，凡亲

中央/林吉祥派系所搞的表态动作却不在违反党纪之例。派系活动无

法被合法化及建制化的中央集权式政党，领导人都习惯将"主流派系

的利益"说成是"党整体利益"，造成被压制的派系很难依循党章来

作出挑战，而变节跳槽或被开除出党，似乎就成为反对"党中央"者

的宿命。第四，当派系斗争无法公平有序地进行，谎言、黑函和伪善

就层出不穷，而政敌就会趁机利诱收买，所以从彭区补选演变到铲

除"四人帮"，不排除这是一场从党内的派系纠葛开始，发展到后期

被国阵利诱并主导的风暴之可能性。而党内出现的"汪精卫"也反映

出某些投机政客确实在人格方面有严重缺失，他们晓得如何利用上述

种种矛盾来合理化自己的"反叛"是为了"救党"，是为了体现"受

华文教育者的民族气节"。陈德泉最后选择参加马华公会，'并在事关

侵蚀华人民族权益方面的马六甲"三保山事件"沦为过街老鼠，就足

己说明了一切问题。

(六)李霖泰神秘"退出政坛"

自"四人帮"被开除后，除了偶有州层次的派系倾扎，行动党

中央在1980年代大体上维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1982年大选，行动党虽

在国阵利用"三结合" (董教总参政〉的攻势下蒙受挫败，但是随

后举行的甲巴央补选 (1982年)、芙蓉补选 (1983年)及劳勿补选

(1984年) ，行动党都一一告捷。 1986年大选，行动党更赢得二十

四个国会议席及三十七个州议席，成为国会中仅次于巫统的第二大

政党，势力如日方中，林吉祥的个人声望亦水涨船高，意气风发。

1990年大选前夕，行动党和46精神党联合筹组的人民力量阵线 (Ga

gasan Rakyat) 备受看好，大有"改朝换代"之势，就在行动党积极

部署推翻国阵的当儿，却爆发了行动党副秘书长李霖泰突告"退出政



坛"的惊骇消息。

李霖泰，在吉隆坡武吉免登区 (B此it Bintang) 蝉联四届之久的国

会议员，在首都是家喻户晓的反对党政治人物。执政党控制的传媒，

尤其是马来报章和一些华文庸俗小报，向来都是将李霖泰塑造成行动

党的"温和派"，以突出林吉祥为"极端派"之刻板印象。然此举对

该党内的派系生态却没有实质影响，因为林、李二人虽是党的正、副

秘书长，但并非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路线，他们不仅没有明显的意识

形态分歧，对党政策的立场也甚一致，李更无培植派系力量来挑战林

的领导之意图，反而在屡次爆发的党争中，李都站在林的一方米"捍

卫党中央"。只不过是人格特质的迥异，导致外界一直以为"极端

派"容纳不了"温和派"，而终究导致李氏在1990年大选前夕神秘

地"退出政坛"。

1946年 12月 30日，李霖泰生于霹雳州怡保万里望区，出身工人阶

级家庭，父亲是机械工人。李在1964年考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后留

任母校圣·麦克学院当临时教师，一年后，他转入私人商行当书记。

1966年参加民主行动觉， 1967年是怡保行动党支部的发起人之一，前

为该党首届秘书长蒂凡·那一手提携的青年领袖。李的政治基础开始

于工人运动， 1968年就南下首都吉隆坡担任"商业雇员职工会"的执

行秘书。 739 1969年大选，李氏首度披甲上阵，虽在巴生区 (Klang)

国会议席落选，但赢得吉隆坡武吉那那区 (Bukit N enas )州议席，时

年二十三岁。他在中选后勤于民生服务工作，早年以随身携带打字机

巡视选区，即场为不谙马来文的市民商贩打投诉公文而被传为佳话。

1970年代的李，平日以日本万事达(Masda) 1200CC小骄车代步，

不奢华，甚至有点吝啬。据新闻界的朋友说，李霖泰很少请人吃饭喝

茶。然他的服务态度却令人钦佩，有一份传媒如此形容: "无论是在

受拆屋令影响的地区，小贩云集的街道，或是大火洗劫后的灾场，工

738. 民主行动党编: {行动党25年奋斗史} ，页30

739. 叶观仕主编: {马来西亚政坛名人录} (加影:名人出版社， 2002年) ，页

1010 

友罢工的地点，都可以发现他的踪影。他就是这么一个十足的全部时

间的政治工作者。" 740李的服务对象尤以吉隆坡半山芭区 (Pudu) 的

小贩最多，故也被誉为"吉隆坡小贩之父"。李在1970年代开始就对

社团进行"统战"工作，比行动党的其他议员更熟悉渗透社团组织之

道，而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不论当选议员与否，他们多半都

不屑为之。此外，李也有"文告大王"的称号，他发文告的频密度，

不下子林吉祥，惟在内容方面，李触及的层面比较低。但是对市井小

民而言，李的尊容和政见，似乎天天都能在报章上看到。由此，李霖

泰在基层选民心目中确是一名"好宫"，外型俊俏、作风朴实、随传

随到、任劳任怨，这是他在武古免登区发展及巩固势力的关键因素。

历届大选到该区来挑战李氏的马华候选人，如李裕隆、陈文金、黄循

营及叶福兴等，都被打得落荒而逃。李的势力稳实地盘踞在武吉免登

区，对国阵而言，该区无疑是一座无法攻陷的行动党城池。

李霖泰在党内的地位也是扶摇直上，平步青云的。自林吉祥担任

秘书长后，李氏在第二届中委会( 1971-1974) 就从林氏手中接任全自

组织秘书一职，直至第五届中委会( 1977-1979) 才转任政治教育局主

任。李霖泰自第六届中委会( 1979-1982) 开始出任副秘书长，晋升到

权力的最核心。第七届( 1982-1885) 和第八届中委会 (1985-1988) , 

他继续蝉联该职。 1987年 10月爆发"茅草行动"，林吉祥在《内安法

令》下第二度被捕入狱，多位党中委也被关押，李霖泰获临危授命，

担任代秘书长。在李氏摄政期间，传媒探悉李因营救被扣留的同志

不力而面对党内批评，甚至引起党的分裂，不满他的领袖正准备在

1988年4月 16 日及17 日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党大中"反李"，林吉祥知悉

后，特在4月 1 日从狱中来鸿说:

如果报章的推测是属实的话'我将会感到极度的痛心和悲伤。我

对霖泰担任代私、书长信心十足，向时要促请党内每一位同志，不论是

全国、州或支部都给予霖泰和党领袖大力支持'以面对当前艰苦和严

峻的考验。……虽然在处理党的挑战和问题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做

740. (南洋商报} , 1976年5月 9 日。



事方法，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观点，可是这一切必须在党内解决。 741

林吉祥力挺李霖泰，导致"党代表和观察员在党大期间所展示

的大团结是意义深长、历史性和前所未有的事"，叫及时遏制了"反

李"浪潮。党选后，林、李二人依旧在第九届中委会 (1988唰 1991) 中

执掌党的正、副秘书长，李的代秘书长职务也一直担任到林在1989年

4月 19 日出狱为止。

自 1970年代到 1990年代，从李霖泰所出任的党职来看，他从来就

不是权力竞逐的失落者。林吉祥也从未担心这一位比他年轻五岁的副

手会暗中培植力量来推翻他，所以林不曾阻扰李的政治进程。既然如

此，林、李之间的矛盾是什么?熟悉行动党内部运作的人都会同意，

与其说是林吉祥打压李霖泰而导致派系关系紧张，毋宁说是林吉祥一

直力挺人格特质不获党内大多数人拥护的李霖泰担任其副手，而让党

内存有不满。其实，李在中央没有多少知己，惟全国财政冯杰荣和全

国副主席莫哈末·法斯兰 (Mahd. F础lan) 用他比较亲近。至于在基

层方面，不仅武吉免登支部的资深党员对李氏有离心，甚至连他担任

州主席的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州委会(下称州委会) ，大多数成员对他

都并非衷心拥护。

概括而言，行动党人认为李霖泰只是民生服务型议员，不具备反

对党人的壮志雄心和宏观滔路。李被批评只是偏安在武吉兔登区，不

似林吉祥那般为了谋求党的势力扩张而东征西伐，让出自己的"安全

区"来提携后辈，并选择到国阵成员党党魁的选区去冲锋陷阵。行动

党大多数中央领袖都服膺林吉祥这种大无畏的调兵遣战策略，即威望

越高的领袖，就越应该奉命攻陷政敌党魁的堡垒，否则行动党的政治

版图将无从扩展。然而贵为副秘书长的李霖泰却每每选择固守原区，

不愿如林吉祥那般身先士卒，这招致党内很大的批评浪潮。尤其当行

74 1. <秘书长狱中来鸿}， 1988年4月 1 日。此信在第八届党大会召开前由党总部复制并

抄送给全体中委、国/州议员、各州执委、各支部及妇女组和社青团。

742. 李霖泰: <丹缄第二役的精神: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一一代秘书长党大盾洁> ，见〈秘

书长心语} , 1988年4月 25 日。

动党发动"丹绒之役"的夺权攻势，需要调动党内一级精英前往槟城

征战，李则选择隔岸观火，无动于衷。林、李之间的所谓"矛盾"，

往往体现在行动党人的评价，而非两人有什么实质的权力斗争。以李

霖泰在党内的孤立状况而言，他要挑战林吉祥，无疑就是以卵击石，

林一直毋须防范李的缘由也在于此。

当然，李的保守和偏安也并非毫无道理，一名反对党议员能孜孜

不倦地深耕地方民生问题，这对于竖立良好口碑，巩固原有地盘确实

很有作用。那些随林吉祥选战造势布局而四处游走的领袖，却被外界

批评为平日不事服务，所以选举时不得不转换选区，避免落选。马来

西亚华文报人张木钦就曾形容，林吉祥大选带兵好比巡回演出的"

戏团"。应该说，在行动党处于高峰的时代 (1970-1990) ，林吉祥

临阵易将的选举攻略有利于扩大政治版图，但是1990年代行动党势力

滑坡后，李霖泰留守故土的民生路线则能防范行动党地盘被政敌侵

蚀。李的政治风格虽要至U1990年代后才开始被重视，但这不代表他当

年"退出政坛"是路线之争。

当我们弄清楚林、李二人的关系后，那么李氏在1990年大选前突

告神秘"退出政坛"就不会是受林吉祥"迫害"的结果。笔者以为，

李霖泰不为外人所知挠的人格特质，才是这一场政治风暴的最大关

键。而事情的导火线应该从吉隆坡蕉赖(Cheras) 收费站"万人大示

威"说起。

话说1990年9月 7日夜晚，蕉赖路各个住宅花园的居民自发地涌到

该区大道收费站旁举行"万人大示威"，抗议政府允许私营公司在住

宅区设立大道收费站。当晚市民抗议的声势浩大，群情汹涌，让政府

大吃一惊。警方遂使用暴力殴打及驱逐群众，并在现场逮捕了四十八

人。 8日凌晨五时半，新街场区 (Sungai Besi，后改称蕉赖区)行动党

籍国会议员陈罔伟在《内安法令》下被拘押。此外，李霖泰的助理林

玉基连同其他三人也被捕。马来西亚副总警长丹斯里·拉欣诺 (Tan

Sri Rahim N oor )更指行动党是这一场暴力示威的幕后策动者。叩被关

才43. S巳已飞. Gurur时than， The Cheras ToJJ CJash: A Lesson to the MahathkAdministration 

(Petaling Jaya: DAP, 199时， pp. 1-6. 



押的陈国伟，党职为直辖区州委会秘书，也是李霖泰的前政治秘书，

一般人称李、陈为"师徒关系"，陈是在1986年大选首次中选为该区

国会议员。

陈国伟被《内安法令》扣留，非同小可，原本订在9日下午举行的

彭亨路反收费站大游行及10日在吉隆坡天后宫举行的政治座谈会也因

此被迫取消。 10日上午，李霖泰向传媒表示， "吁请蕉赖居民保持冷

静，勿对蕉赖收费站课题采取暴力行动" 0 744李的谈话被认为是将矛

头转向市民，而非谴责警方过度使ffl暴力。间晚，李以外!委会主席身

份在新街场行动党服务中心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争取释放被捕同

志和准备在15 日于国家体育馆举办大型的反收费站座谈会。 745然丽在

会议结束前，迟到的州委会成员余纪桦、曾明新和陈锦德，因不满李

霖泰没有重视他们欲提出三人被警方传召录取口供的事工页，而离!市抗

议，这让李老羞成怒，他也退席抗议，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746 12 日下

午，州委会代秘书饶桂美突然接到李霖泰的辞职信。两天后，外i委会

在署理主席廖金华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促李氏收回辞

函。 9月 15 日，陈国伟获释，党员和市民给予陈英雄般的欢迎，李看在

眼里，更觉得不是味道。随即召开的一场党内检讨会议，李再度受到

基层党员批评，指他在营救同志方面不够积极，甚至同党基层在蕉赖

收费站所持的立场相抵触(李主张收费减半，行动党基层要求取消收

费站) 0 747此外， "李氏和另二名行动党领袖曾前往会见副总警长丹

斯里拉欣诺。在会谈中，李氏说了一些被认为不合理的话"。 748这些

基层反李的声音，让李感到更加气愤。李氏终于在19日正式回函给州

委会，表示"不可能撤回其辞职信件"。阴间日晚上，林吉祥会见了

李霖泰。根据林氏过后的说法， "霖泰告诉我他无意撤回辞函，而且

744. (黑洲臼报> , 1990年9月 11 日。

745. {中因报} , 1990年9月 26 日。

746. 同上注。

747. {中国报} , 1990年9月 25 日。

748. 向上注。

749. 罔上注。

他也将宣布退出政坛" 0 750 

李霖泰的辞职风波一直到9月 24日才开始在媒体曝光。跟见纸包不

了火，林吉祥才被迫公开回应:

才旨李霖泰没有好好处理蕉赖收费站课题的任何指责和说法，都

是毫无根据和基础的。事实上毫无疑问的，李霖泰在蕉赖收费站课题

上已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以致内阁宣布立刻暂停收费和释放五住在

〈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人士……我曾经跟李霖泰商讨过他有意辞掉

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主席一职之事'而我也会继续劝阻李霖泰，促使他

打消辞意，特别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四

然林吉祥的挽留似乎改变不了定局。 26日，李霖泰还发表文告

说

我担任党直辖区主席 14年'既然不能控制整个州委会的党务，又

何必给年轻一辈虎视眈眈这个职权?我诚恳地希望年轻一辈的政治工

作者，处理任何事务都要有道德，不要口是心非'待人接物要饮水思

源，千万不要忘本。我也劝告那些千方百计要取代我的地位的人，做

人要忠诚'不要使别人做代罪羔羊。 752

到底李氏所指何人，外界一般揣测是其"徒弟"陈国伟。向日上

午，林吉祥在一篇简短的文告中说，他将会正式传召陈国伟，要求陈

解释有关事件。四直辖区州委会在26 日晚也召开紧急会议， "一致通

过挽留李霖泰的议决" 0 
75427日，林吉祥向传媒说，他坚信李霖泰的

呈辞绝非为了跳槽。四李氏在同日也对外发表声明说:

假如任何报导及传说我与林吉祥的政见分歧，使我辞职'这全是

氏主行动党的敌对政党所作出别有企图的谎言及谣言，旨在分裂党的

750. {中留报} , 1990年 10月2 日。

75 1. {中国报} , 1990年9月 25 日。

752. (南洋商报) , 1990年9月 27 日。

753. (南洋商报) , 1990年9月 28 日。

754. (星~J+I B 报) , 1990年9月 27 日。

755. {星洲日报} , 1990年9月 28 日。



合作。我促请全体民主行动党党员'不要受到这些有企图及恶意的谣

言的影响。相反的'应史密切的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全力支持私、书长

林吉祥的领导。 756

9月 28 日，行动党吉隆坡中南区支部发动群众签名运动，该支部主

席程锡杨说， "希望在群众的挽留声中促使他收回(辞职)成命" 0 757 

同日，林吉祥从党总部发表文告，节11令全体党员，不要对李氏呈辞的

问题发表任何评论，以使情况冷却下来，以便党领导层解决问题。四

林还透露，原订29日举行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紧急会议亦被展期，陈国

伟也暂时不被召见。四林氏在文告中说:

在李霖泰同志豆辞直辖区主席一事中'我已跟他会面了四次。对

于问题的解决，我保持乐观。特别是在五天的冷却期过后。 760

李霖泰在同日也向传媒声称，他不会辞掉行动党副秘书长这个职

位。 761这些迹象都显示危机有可能会峰回路转。然而，林吉祥的"冷

处理"却在一夜之间受到"破坏"。翌日，即9月 29日，李霖泰却突然

作出更骇人的宣布: "我决定立即退出政坛"，并表明这是"最后的

决定"。 762李氏突如其来的引返宣布，让举国人民大感错愕。李随即

也匆匆飞往新加坡。三个小时后，李在新加坡致函给行动党全国主席

曾敏兴医生，宣布辞去所有党职。林吉祥当晚出席吉隆坡十五碑的一

项反对党集会时说:

我脑海里唯一恕的是'一位马来西亚反对党的领导人，是要付出

何其巨大的个人代价，经历何其多的考验和苦难!……这是马来西亚

的政治长枉者的寂寞。 763

756. (南洋商报) , 1990年9月 28 日。

757. (中国报) , 1990年9月 29 日。

758. (中国报)， 1990年9月 29 日。

759. 网上注。

760. 向上注。

761. (累洲日报) , 1990年9月 30 泪。

762. 向上注。

9月 30日上午，林吉祥在芙蓉为森美兰州行动党州常年大会主持开

幕时说:

在感情上'我感到孤独和凄凉'我现在不谈霖泰决定退出政坛

的政治后果，我只谈个人失落及痛苦的感受。我和霖泰的政治风格

确实有所不同'但行动党有今日'却是我们不同政治风格的总和。有

许多人曾千方百计'现在史竭尽全力地利用我们不同的政治风格来

离问我们的关系'制造党内的分裂和猜疑及破坏公众对行动党的信

心。……这是我要承受的另一种荆刺'背负另一个十字架，戴一顶有

刺的头冠……今天'我的脑海里充满着霖泰决定退出政坛的个人痛

苦。倘使霖泰的决定是最后及不可改变的'那么，我们应该完全尊重

他的决定乱，这是考虑到他在过去廿二年来在政治上所作出的牺牲和贡

献。……不管机会是多么渺茫，我会继续努力去劝说霖泰改变他退出

政坛的念头，这是因为党、人民及国家仍然需要他的政治领导。 764

9月 30 日，首相马哈迪医生说， "李霖泰退出政坛显示行动党发

生危机，囡阵将部署攻下武吉免登区" 0 765同日晚上，林吉祥在杏株

巴辖的一项政治座谈会上指，李退出政坛是对行动党及实现两线制努

力的一大挫折。 766林氏在3 日更预测大选就近在咫尺， "我相信首相马

哈迪医生极有可能会利用李霖泰的辞职决定而导致行动党陷入混乱的

这个时机，将大选提前举行" 0 767另一方面，在同一天，李霖泰夫人

叶桂虹，洋名玛莉 (Mary Yap Kooi F oong) ，破天荒向媒体发言，表

示其夫已献身了廿年，现在是他享天伦乐的时候。 7叫日，李霖泰从新

加坡返回马来西亚，出席其小孩的生日会，这其实是变相的媒体招待

会。李在接受第三电视台访问时，霎问老泪纵横地说: "这是一个痛

苦的决定，而且是有苦衷的。……作为家长，我有责任为孩子庆祝生

764. 向上注。

765. {星~'H 日报} , 1990年 10月 1 日。

766. {中国报} , 1990年 10月 2 日。

767. {南洋商报} , 1990年 10月 4 日。

768. {中国报} , 1990年 10月 4 日。



日，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机会了。" 769向日，首相马哈边医生宣

布国会将在10月 5 日解散。林吉祥的猜测没错，国阵果然利用这一难得

的黄金机遇来提前举行大选。

李霖泰拒绝向大众交代真相的辞呈风波，在坊问引发许多流言蛮

语， "市面盛传，指李霖泰接受执政党一笔巨款，这笔高达数百万元

款项是作为李氏退出政坛的代价，以间接打击行动党和46精神觉，这

两个政党目前正倡导两线制"。响而谣传金钱政治最炽热的地区，却

是传统上最拥护李霖泰的选区内，尤其是半山眩及何清因菜市场。 771

另一比较间情李霖泰的说法，是指李夫人因涉及豪赌，欠债累累，李

氏不得已才作出政治牺牲，来代夫人还债。但这毕竟是传闻，没有实

质证据。然而，笔者当年在行动党总部当漫画义工，就曾在党内听

闻，李夫人最爱和执政党的部长夫人们交往，其衣着打扮荣华光鲜，

作风谈吐姿态很高，气质根本不像是反对党领袖的夫人。此外，笔者

还可以肯定…点的是，林吉祥在最后关头于行动党总部秘书长办公室

同李霖泰讨论其辞呈问题时，李夫人确是谈判对象之一。笔者在党总

部能听到秘书长办公室传出阵阵争吵声浪，具体内容却不得而知。

名行动党元老曾向笔者透露， "李犬人最后要挟李霖泰若不退休，那

么她将带两名孩子离开马来西亚，远赴澳洲，不理睬李霖泰"。另

一行动党元老在跟总部党工们闲聊时曾说， "李霖泰耳朵软，怕老

婆"。故笔者推断，李的呈辞和其夫人的"施压"有关。

无论如何，正值四十四岁壮年的李霖泰，在行动党处于最有机

会取得政治大突破的关键时刻却突然宣布退出政坛，确是一宗耐人

寻味的悬案，难怪各种各样的传阁会层出不穷。面对种种不利的流

言， 10月 7 日，李氏决定打破缄默，出面辟谣: "为了表明本身从政

坛退休是清白的，我要呼吁武吉免登的选民支持行动党和它的政治斗

争。" 772话虽如此，李的私人助理林玉基却在竞选期间公然协助马华

769. New Straits 万mes， 5 0时， 1990.

770. (南洋商报) , 1990年 10月 4 日。

771. (南洋商报) , 1990年10月 7 日。

772. (南洋商报)， 1990年 10月 8 日。

公会候选人拉票，呼吁选民不要投票给陈国伟，并指责陈氏"陷害师

父"，是促使李霖泰辞职的"黑手" 0 773所幸陈国伟还能在新街场区

以高票蝉联，但行动党的整体选举成绩却差强人意， "改朝换代"功

败垂成， "丹绒第二役"则以微差三席而与执政槟州无缘。

即使大选尘埃落定，市民猜测李霖泰神秘引退的"内幕"还有很

多，其中涉及金钱政治的"收买金额"也越传越大，甚至达马币

万之多。 m此外，也有谣传指他将被委任为马来西亚驻中囡大使，市或

者是吉隆坡副市长。悄李在退出政坛后的半年内，同联邦直辖区行动

党州委会还发生若干次摩擦。 1991年5月 9 日，李氏向英文《星报》

布他已经退党， m而林吉祥则声明， "行动党不会对那些先向 4 马华

报章'是辞，然后才向党呈辞的党员作出任何置评"。竹85月下旬，李

霖泰表示"坚持不再参政，并否认会加入民政党"。悄然而，李氏活

跃于公共生活的姿态，一直让外界揣测他将再度投入政治，只不过是

转换阵营而已。 1994年7月与 1999年9月，即大选举行的前夕，李还是

不断重申他不后悔退出政治，大选绝不上阵。 m

李霖泰辞呈的谜团，迄今还没有完全解密，相信即使是林吉祥

也未必知道事情的全盘真相。只要当事人李霖泰及其夫人一日不说，

我们都无法作出最后的定论。唯独可以肯定的是，退出政坛后的李霖

泰，很快就转到商界发展，同时受邀在多个亲政府的非宫方机构担任

领导职务， 1995年还荣获霹雳州苏丹封赐拿督勋衔， 2002年6月更受封

丹斯里功勋。根据直至2004年的统计，李担任多家企业及挂牌公司的

董事，计有问马机构、森联合产业公司、 MBM有限公司、第二电视台

773. (中囡报) , 1990年 10月 15 日。

774. (新明日报) , 1991年5月 12 日。

775. 向上注。

776. {中国报} , 1990年 11 月 3 日。

777. The Star, 10 May, 1991. 

778. (南洋商报) , 1991年5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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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宝莲发展有限公司等。昨天的行动党副秘书长，今天的丹斯里李霖

泰，不论是身份、地位、商机和财富，均已判若两人。他在行动党廿

三年的奉献牺牲，换来退党后的显赫物质回报，就不同的人格特质而

言，自有不同的历史评价。

(七) "818华教分子"的抗议出走

行动党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复杂的。行

动党的母语教育纲领，似乎完全认同董教总的诉求，然董教总对行动

党，或者准确地说，董教总内有左翼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全国领导人和

地方要人，却认为林吉祥所领导的民主行动党，其实就是李光耀人民

行动党的"摘系"或"化身"，因此隐隐约约地认为林氏对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的承诺，是不赤诚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简言之，马

新前左翼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和敌视，一直延续到今天马来西亚"华

教人士"对民主行动党的质疑和疏离，加上1980年代行动党内爆发所

谓"英文教育派"打压"华文教育派"，无疑更加重了华教人士对行

动党的反感。

当然，它们之间也曾有改善关系的契机。 1987年 10月下旬爆

发"茅草行动"时，马哈i应以《内安法令》将董教总和行动党的领袖

监禁在一起，这些同被国阵视为"华人极端分子"的阶下囚，在甘文

丁扣留营中，让"我们有机会深一步了解对方" 0 781诚如柯嘉逊博士

所言:

我在甘文丁扣留营与民主行动党领袖的接触，让我看清这些年来

一些反行动党的人指责林吉祥是独裁者的流言，原来是一派胡言!我

也感动于林吉祥和卡巴星的谦恭，这与许多讲话大卢而拼命想在甘文

丁自称英雄的扣留者，正好形成强烈的对照。行动党也是为扣留者做

事最多的政党。 782

781.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 180

782. (南洋商报) , 1990年8月 27 日。

华教界的四位领导人，即教总主席沈慕习习、董总主席林晃升、教

总副主席庄边君博士和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柯嘉逊博士被当局"有

条件释放"后，随着局势的演进，巫统精英的分裂，日益显示马来西

亚的民主突破有望。在行动党高层的积极拉拢下，董教总遂决定集合

一批华教界和华团界的精英，一共二十七人(在华社比较著名的有

林晃升、柯嘉逊、李万千、吴维湘、杨培根律师、饶仁毅律师) ，于

1990年8月 18 日集体参加行动党，以图"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沈慕羽将此举形容为"象征…种民权的起义，一个民主的革命"。四

前劳工党总秘书及社会主义阵线副主席魏利煌医生说: "董教总及华

团中一些领导人和干部能挺身而出，结合其他各族反对力量，共同推

动民主民权运动，是难能可贵的。" 784执政党人及一些保守派的华园

领袖指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柯嘉逊回答说:

如果我们是机会主义分子，那么我们便是天下最笨的机会主义分

子。加入行动党如何升官发财? 785 

一十七人当中，有部分华教人士在 1990年大选亲自披甲上阵，

大大地加强了行动党的候选人阵容。他们都被委派到一些有希望胜出

的选区，如柯嘉逊就在行动党的传统堡垒区一一雪兰我州八打灵再也

北区 CPJ Utara) 胜出，林万寿也赢得柔佛州马哈拉尼 CMaharani)

州议席，但参选国会议席的吴维湘和李万千则不幸在柔佛州的居蜜区

CKluang) 和杏吉里区 CBakri) 落败。

大选过后，行动党在1991年 1 月 5 日举行第九届党员代表大会，这

批华教人士都被委以中央高职，如林晃升出任党顾问，李万千担任全

国副主席，柯嘉逊为政治教育局主任，较年轻的张永庆则任社青团全

国署理团长等。在行动党中央，虽有人称他们为"818派系"，硝但并

没有加以排斥，反而认为这是一股强化行动党的力量，尤其有助于提

783. (垦洲日报) , 1990年8月 21 日。

784. <墨洲日报) , 1990年8月 20 日。

785. (中爵报) , 1990年9月 17 日。

786. 这一 "818派系"称谓，是以华教人士在1990年8月 18 日入党的日期为名。行动党

中央高层都晓得这一指称，但是一般基层党员未必知道。



升该党在华教方面的认受性。

李万千，比林吉祥年轻一岁，曾是1960年代的学运和工运摘手。

1942年生于柔佛州亚依淡 (Air Hitam) , 1963年新文龙中学毕业，翌

年赴新加坡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就读， 1966年因涉及南大学潮而

被李光耀政府驱逐出境。返马后积极投身工运， 1967年因参与领导阿

沙汉因丘工人徒步请愿的"马来亚长征"而在6月 12日被政府援引《内

安法令》逮捕，被扣留至1974年才获释。李万千出狱后曾任《星沙N 日

报》编辑一年， 1977年参加华教运动，任董总执行秘书。李的政治背

景一直和马新的社会主义阵线关系密切，同时也被视为熟悉辨证唯物

主义的"左翼理论家"，曾是董教总的文胆之一。

柯嘉逊则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训练的激进学者， 1950年生于柔

佛州杏株巴辖，和林吉祥是向乡，白小受英文教育，不谙华文，赴英

前毕业于麻坡高级中学大学先修班。大学本科和硕士皆主修经济，博

士专攻社会学。 1978年至1979年曾在新加坡固立大学当讲师，翌年返

回英国撰写博士论文，题目是《马来西亚的阶级和种族主义)) ，以新

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为研究框架，反映出其激进左翼的学术背景。

该论文在1983年于英国出版，作者署名Hua Wu Yin (或是马来西亚三

大民族"华巫印"的译音)。同年回国参加董总，担任升学辅导主

任， 1985年转任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主任，负责起草(( 1985年华团联合

宣言)) ，并出版多本研究本土政治的文集。他曾在1986年务边 (00-

peng) 补选期间，以《知识分子升官图》掀起有关华人知识分子参政

问题的激烈讨论，名噪一时。柯在同年也是雪兰我中华大会堂民权委

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因积极在华人社会推动民主人权运动而被政治部

盯上，导致他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榜上有名。柯氏在出狱后参

与筹组"马来西亚人民之声" (SUARAM) ，是一个关注马来西亚人

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柯嘉逊夫人为安慕容博士 (Dr. Anne Margaret 

Munro) ，原籍苏格兰，也是一名学者。

这批华教人士以实际行动参与了行动党在 1991年 11 月所开展

的"党革新运动"，这包括合资成立了私营的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以协助全国宣传秘书廖金华编辑、出版和销售各语文版本的《火箭

报)) ，这些工作主要落在李万千、张永庆和罗志昌的肩上。柯嘉逊则

在党总部附近的七十七号二楼设立了民主行动党资料中心，研究工作

虽称不上，但至少有系统地维持日常的剪报工作，柯也兼任英文《火

箭报》的主编。((火箭报》向来是中央党务的烫手山芋，业绩表现差

强人意，问题主要出在销售和收帐方面，幡根源是许多州领导和支部都

不甚热衷向选民推售党报，这导致华教人士的热情很快就在现实面前

碰壁。相嘉逊抱怨说: "我们面对着数以千计的烂账，而我们追讨这

些烂账并不可能使他们喜欢我们，反市加强党内 4反华教分子'的情

绪。" 787此外，华教人士的编辑方针也面对一些党内压力。如 1991年

第24卷第4期(郎他们接手编辑后的第4期) ，竟以"独家专访丹大臣

谈凹教政策"为封面头条，并将古兰丹川、i务大臣聂阿芝 (Nik Aziz) 的

人头像做大特写处理，引起党内不少反弹。当年的金宝区国会议员黄

永安就批评: "行动党的华人读者不会接受阻教党，拿聂阿芝当封面

主角，叫我们党员怎么卖《火箭报)) ! "788 

以上的矛盾还算小。李、柯参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验更令他

们感到"严重的失望"， 789" 因为我们对这一个马来西亚最大反对党

的最高决策机构有着更高的期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知识上及

政治上来说是不会激励人心的，而且它的气氛一向都是很冷淡的。很

少中委敢于或愿意表达与秘书长不同的意见，同时在这派系分明的领

导层之间根本就没有同志之间的感情的" 0 790最先令华教人士感到格

格不入的，就是该党中委会讨论应否捐款给董教总时， "我们感到惊

奇的是，讨论的口气是很排斥董教总的" 0 791如该党副主席陈姓尧博

士的态度就十分不屑，中委黄朱强国会议员更表示只要捐出马币五十

787.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210

788. 这是黄永安国会议员(当年任职行动党中央宜传局委员)在1991年对笔者所反映

的情况。他说，霹雳州的基层党员都拒细推售该期的〈火箭报} ，困为"封瞄主角

聂阔芝"让该党党员在华人社会被倍难时十分尴尬。

789. 柯嘉逊薯，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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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同上书， 200 



元就够了。在柯嘉逊眼中， "这可见他们对 1982年的事还是耿耿于

怀"。四更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 "其他的委员并没有责备他们且如

一贯地漠不关心" 0 793李、柯两人觉得受辱而即场离席抗议，这种抗

议动作对行动党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华教人士和行动党中央的不协调，主要环绕在三方面，即:

(一)行动党在 1995年大选前夕决定退出人民力量阵线 C Gagasan 

Rakyat); C 二)行动党中央采纳林吉祥所倡议的《争取大开放>> , 

而舍弃柯嘉逊所草拟的《改革马来西亚》之大选宣言:及〈三)林

吉祥欠缺处理"党革新运动"方面的诚意和进行"结构性的民主改

革"之决心。

对于第一和第二项矛盾，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才能理解。

事因林吉祥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对当年在人民力量阵线的主要盟

友一-46精神党日益走向保守的马来种族主义路线深表不满。其实，

该反对党阵线早就停止运作多年，没有人会认为应该再给46精神党主

席东姑·拉沙里 C Tengku Razaleigh Harnzah) 一个取代马哈边出任新

首相的机会和需要。至于行动党同另一盟友人民党的关系，向来都是

貌合神离，互信不足。这是源自马新左翼历史的宿愿，人民党一贯爱

批判行动党是为选举陌生存的机会主义政党:行动党则讥笑人民党是

曲高和寡的"蚊子反对党"。所以，当行动党高层在作决策时，根本

就毋须将同人民党的关系当作考虑的因素之一。此外， 46精神党除了

同行动党及人民党结盟，也与回教党组织另一个称为"回教人民团结

阵线" C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的政治问盟，所以国阵的华基

成员党就乘机抹黑行动党"间接勾结"回教党，支持回教固，出卖华

人。客观形势方面亦出现巨大的变迁，马哈边自 1991年推出"2020年

宏愿"和"马来西亚国族"理念后，确实对华人的文化和教育领域略

施"小开放"，导致1995年大选前夕的气氛间 1990年大选那种波澜壮

792. 罚上书，页20。柯嘉逊所指的 170";''- 1-1:)节

加国阵(民政党) ，其中董教总领袖郭沫镇代表民政党，在吉隆坡甲洞区 (Kepong)

对垒行动党的陈胜尧。

793. 向上书，页20。

阔的"改朝换代"之势完全不同。对选举政治采务实态度的林吉祥，

深谙华人选民对国阵的观感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需要制定新的竞选

策略来应对新的政治形势。然而，李、柯却认为，行动党在1995年

1 月 24 日的紧急中委会上议决退出人民力量阵线，是基于"机会主义

的论点"，是为了在"选举中生存"，与他们1990年参加行动党的斗

争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华教人士希望打造…个两线政治的民主格局，

所以致力维持人民力量阵线的合作框架，甚至认为毋须过度担忧被马

华公会及民政党指责行动党同回教党"间接勾结"。柯嘉逊还认为，

马哈迪的施政根本就是"假开放"，而非如林吉祥所形容那般是"小

开放"，故坚持党中央应该提出一个替代国阵的民主社会主义之竞

选宣言，那就是他所起草的《改革马来西亚>> ，否则就是"改良主

义

会"改朝换代"，故采取《争取大开放》的竞选宣宫，将比较容易说

服选民继续投选行动党。

至于第二项就觉"革新运动"的看法，他们尤其无法苟同林吉

祥的改革方案没有触及问题核心，即秘书长握有绝对委派候选人的决

定权，而导致该党出现所谓对林吉祥的"附庸文化"，以及"走后

门"的"庸才文化" 0 795李、柯主张以"挑选候选人的民主化"来取

代那种" ，试过及经过考验'的由秘书长到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候选人

的挑选方式"。 796林吉祥当然不会那么容易放弃他多年来维持秘书长

最高权威的是项特权，所以很难谋求这一"革新运动"的共识。

纷纷扰扰的过程中，马哈迪在 1995年4月 6日宣布解散国会，大

选终于来l恼了。即使不认同林吉祥所确立的《争取大开放》为大选宣

，华教人士最后…分钟还是同意参加竞选，李万千到沙登区，张

永庆到金宝区，这两个选区均被认为是行动党"不甚安全"的国会选

区，否则原金宝区国会议员黄永安不会放弃寻求蝉联的机会，而争取

794.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540

795. 向上书，页24; 33; 85; 141-1420 

796. 向上书，页360



回到雪兰我州来竞选。至于柯嘉逊，还是决定不去冒险，留在最"安

全"的八打灵再也北区守土，这本是没有什么风险的行动党堡垒区，

因阵也从不奢望胜出。遗憾的是，柯嘉逊却因为疏忽大意，在提名表

格上出差错，导致拥有政治偏见的选举宫伺机否决其参选资格，白白

让国阵候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了行动党的城池。林吉祥对此十分

震怒，他从槟城致电给柯嘉逊，要求柯向该区选民公开道歉，但是柯

拒绝从命，他认为林发出的"是一个不智的劝告"， "那在政治上是

错误的" 0 797基于柯当不成候选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可以为其他区

的参选同志站台助选，李万千也曾劝告柯氏应该那么做，但是他只是

到沙登区和金宝区为李万千和张永庆站台拉票，并宁愿、协助在八打灵

再也南区竞选的人民党主席，不到全国去为行动党其他候选人助选，

这当然引起许多党内同志的不满。

1995年4月 25 日晚，选举成绩揭晓，行动党蒙受重挫， "丹绒第二

役"在槟州溃不成军，从原来的十四个席次锐减剩一席。连林吉祥在

丹绒武雅区(丁a时ong Bunga) 挑战民政党籍的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也

告落败。行动党的整体国会议席更从1990年的二十席削减到九席，川、!

议席则从四十四席跌至十一席。李万千和张永庆的败北自然也是无法

避免的。面对如斯选战败局，林吉祥宣布退出槟州政坛，他自己或许

认为这己算是一种政治负责的动作，然李万千的~Jj、法却是:

林吉祥既然宣布退出槟州政坛，顺理成章的就必须辞去私、书长的

职位'否则这位秘书长只能是一只已经退出槟州政坛的"政脚鸭"

或者有朝一日重返槟州政坛，就会被人视为"出尔反尔，言而无

信"的人。就算没有宣布退出政坛'为了表示对"丹绒第二役"几乎

全军覆没负起责任'林吉祥也应该引咎辞职;否则'和其他国阵部长

犯错后从不辞职有什么不同呢?林吉祥和行动党还有什么道义力量能

够不断要求国阵犯错的部长引咎辞职呢? 798 

惨败后的一个星期，林吉祥从槟城返回吉隆坡，决定在5月 1 日

797. 向上书，页61 。

798. 李万千: <林吉祥与行动党的权威文化) ，见〈南洋论坛} , 1999年 12月 23 曰。

召开大选后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李、电柯及两名领袖(根据李过

后的说法，其中一名中委是廖金华)在中委会召开前，特地到党总部

会见林吉祥，以了解林氏的动向。根据柯嘉逊的说法， "当我们一遇

到秘书长，我们就确信党内一切都不会变动，而他也将继续当秘书

长" 0 799李万千的回忆则是"没想到一见面，你(按:指林吉祥)就

抢先表明不准备退位，令在场的中央领袖都有受骗的感觉" 0 800在召

开中委会时，林吉祥提出辞呈，但是被其他中委所拒绝。李万千、柯

嘉逊及另一名副秘书长莫晗末·阿斯里 (Mohd. Asri) 以"林吉祥不

辞职，我们就辞职"的行动来迫使林吉祥退位。 m组织秘书郭金福率

先起来反对此举，副秘书长p .巴都及副组织秘书陈国伟等人也表态

挺郭 o 802结果是， "中委会决定负起共同责任而尽早举行党选举。本

来是定在1996年的党选举，被提早于1995年年底在所有州开会之后

就举行"。 803而李、柯在中委会上要求林吉祥必须为败选而引咎辞职

的观点， "得不到大多数中委的认间，为了坚持民主原则和维护党的

形象，我们被迫辞去党职以示抗议" 0 804根据事件发展的时序，李的

说法不可信，因为他们并没有基于这一理由而在5月 1 日的中委会中里

辞。

5月 16日，行动党召开中央工作委员会会议，并非中央工作委员的

柯嘉逊也受邀出席，柯说"我会去参加会议是因为他们为了要凑够人

数而邀请我参加的"。 805这是林吉祥与柯嘉逊激烈冲突的一次政见交

锋。林吉祥表示惨败后的行动党首先要赢回华人的支持，第二是印度

人的支持，最后才是马来人的支持。翩而相反对林的说法，他表示:

799.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S) ，页670

800. 李万千: <致林吉祥的公开信) ，见〈南洋论坛} , 1999年 12月 7 日。

801.郭金福: <党外舆论与党内改革……代复李万千致林吉祥的公开信) ，见〈南洋论

坛}， 1999年 12月 19 日。

802. 同上注。

803.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S) ，页68 。

804. 李万千: <林吉祥与行动党的权威文化〉。

80S. 柯嘉逊著，陈家给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S) ，页700

806. 向上书，页680



逻辑上'我们应该先知道我们的惨败到底是因为( 1 )经济的繁

荣; (2) 国阵的"小开放化" ; (3 )所谓与回教党相勾结;或 (4)

民主行动党并没有提出任何替代国阵的治国方案呢?现在'我们怎样

能够晓得这些问题中'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肯

定回教党是否重要的因素之前，我们怎样能够就去选行反回教党的无

意义行为呢? 807 

按柯嘉逊的回忆说，他这一番话激怒了林吉祥。柯说林吉祥遂暴

怒地向他喊说: "什么是替代方案?简直是胡说!如果我们没有退出

人民力量阵线的话，我们可能都被消灭了! " 808此举让柯氏觉得十分

受辱，当时即刻就离开了会场。 8.09

在大选后的这一个5月，还发生了一系列让柄嘉逊觉得林吉祥"非

常没有礼貌"及"态度是悚人的冷淡"的事件。如林在中委会中单方

面地宣布要将七十七号的党资产出售，而没有事先向柯氏讨论，该七

十七号二楼正是柯所设立的民主行动党资料中心:川此外，柯氏针对

其被选举官因技术问题而否决了参选权一案， "没有任何高层领袖对

我的选举上诉感到热心，而只是提起法律费的昂贵及很难获胜" 0 
811 

再者，雪兰我州行动党的财政温凤玉医生在向中委会提里的大选检讨

报告中，对柯作出谩骂式攻击，温指控柯嘉逊没有在八打灵区助选，

且攻击柯同人民党的合作及所发表的声明。 812柯嘉逊形容温风玉"歇

斯底里"的检讨，其"勇气"可能是来自"她已经从秘书长处猜测

出 4正确'的信号，表示他(按:指林吉祥)已经对我们感到忍无可

忍了。" 813 

5月 31 日，是柯、李出席最后一次的行动党中委会。该会议的主

807. 向上书，页69。

808. 向上书，页690

809. 同上书，页690

810. 向上书，页710

81 1.同前注。

812. 向上书，页630

813. 向前注。

题是讨论向中委会提呈的大选检讨报告。柯认为"检讨委员会的报告

是相当肤浅的"，因为"秘书长已经提出了它的范围"， "像过去

一样，全国主席要在座者提出意见，而也像过去一样，一直到万千

(按:发言)之前所听到的，都是陈腔滥调" 0 814按柯氏的讲法，李

万千认为大选检讨报告应该先交给6月4日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等到

代表们都发表意见后，党中委会才对大选惨败的原因提出最终看法。

李在会议上也寰申反对行动党退出人民力量阵线，批评"丹绒第三

役"的竞选策略之缺失，并叙述雪兰我州行动党讨论沙登席位的经

过。李万千还提起林吉祥在5月 16日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上对柯嘉逊的态

度是"不可原谅的不礼貌"。 m李的谈话受到陈胜尧粗鲁的挑战，双

方的态度都十分恶劣。根据中委宋新辉的说法: "李万千出言不逊，

表示要打架，可以到外面去。" 816当时气氛之火爆可想而知。最令李

感到失望的是，之前对华教人士表示同情的中委廖金华， "这时候假

装误解了万千说的话，并说后者不应该破坏秘书长的名誉。他将自己

的角色完全改变成 4皇帝的辩护士， " 0 817李最后表示他已经决定辞

去党职，因为他觉得自己对党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成为中委会中的眼

中钉而已。 m而"秘书长从头到尾都保持低调及冷静。" 819 

同年6月 14日，李、相连同社青团署理团长张永庆一道向党提交辞

函。 10天后，即24日，该事件才在媒体曝光。林吉祥在得悉科、李辞

职后，在报上说决定挽留他们。即该党署理主席卡巴星则公开说:

村、李不应该辞去行动党中委的职位'行动党在大选中面对的

失败应由全体中委集体负责，绝不能归咎林吉祥一人。……作为行动

党中委的柯嘉逊和李万千也是拒绝私、书长林吉祥辞职及挽留林氏的成

814. 向上书，页72-730

815. 有关李万千在中委会所提出的意见，可参考向上书，页73-750
816. (星洲日报) , 1996年5月 2 日。

817.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臼子: 1990-1995) ，页750
818. 向前注。

819. 同上书，页76。

820. {累褂旧报} , 1995年6月 24 日。



员。 821

然而在柯、李眼中，林吉祥是没有诚意挽留他们的，因为在一个

星期后，只有党主席曾敏兴向他们见面。曾医生表示， "秘书长已经

改变了很多，他对你们已经做出很多让步"。 m对于此事，四年后李

万千在一封《致林吉祥的公开信》中这么说:

中央开会决定挽留我们，还选派您(按:林吉祥)和曾敏兴主席

负责挽留的事，但您始终没有出面挽留我们。曾主席与我们的关系向

来良好'出面挽留时说了许多赞扬的话'还表明同意我们的一些政治

观点，希望我们留下来。他老人家确实用心良苦。他还说只要我们不

要求您下台'什么事都可以商量。问题在于我们对您的领导已经完全

失去信心，因为您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诚意，连中央指示您挽留我们，

您都不屑为之。 m

鉴于行动党副秘书长p .巴都国会议员在7月 12 日逝世，即将在六

十天内举行杏眼区 (Bagan) 补选，故李、柯都决定暂时不对媒体的追

问作任何回应，以免让政敌有机可乘，用此事大作文章。 12月 11 日及

12 日举行的行动党第十一届党选，虽有一些支部代表仍然提名李、相

角逐中委，但他们都拒绝了。华教人士或说"818派系"在行动觉，已

经从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全面引退。他们再度回到华教界服务，李万千

在董总任规划与发展部主任，柯嘉逊则到董教总创办的新纪元学院任

副院长。

1996年2月 25 日， "818派系"同行动党中央的矛盾在各语文媒体

被大肆报导，并引发双方在媒体展开骂战。事因柯嘉逊出版了他的政

治回忆录《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英文版) ，将华教

人士参加行动党的五年经历，包括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给抖了出

来。柯在该书"前言"中说"本书是我们在民主行动党的记录，也

是为希望知道我们离开的理由的反对党内的前进分子，以及为那些追

821. {星洲日报} , 1995年6月 25 日。

822.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770

823. 李万千: <致林吉祥的公开信〉。

求一个可替代国阵的社会主义理想的马来西亚人而写。" 824林晃升、

李万千和饶仁毅在传媒的追问下均表示不愿置评，而董总的总务叶新

田博士则公开声明， "柯是以个人的名义出书，与董教总绝对没有关

系"。即这…场论战的对于最终还是柯嘉逊和林吉祥。

从该回忆录的内容来看，柯氏主要是针对行动党退出人民力

阵线、行动党同回教党和人民党的关系、该党所制定的1995年大选主

题及大选惨败后的检讨等问题， "提供…个有关行动党的性质及其领

导层思想模式的见解" 0 826概括而言，柯书的批判可分为五个方面，

即(一)行动党领导层从未准备为人民提供一套替代国阵政策的社会

民主主义方案; (二)分析秘书长太大的权力来源于他对大选候选人

进选权的垄断。这垄断权一方面导致全党对秘书长的"附庸文化"，

另一方面则形成秘书长对党内重要问题独自片面决定的习性; ，(三〉

指出该党缺乏独立的纪律机构以维护公正造成"法纪真空"，派系斗

争于是此起彼伏; (四)以秘书长为核心的"亲信制度"造成行动党

的"清才文化"，这种文化及缺乏改革的决心造成行动党无法吸收更

多的知识分子与进步人士; (五)批判行动党在关键时刻，不能站

稳、"多元种族政治"的立场，而屈服于"华族的支持力量"。凹在向

传媒介绍其书时，柯嘉逊这么强调:

出版这本书的动机，并非如外界所言，要"爆"该党的内幕'以

打击林吉祥和行动党。这本书的一字一言，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对行

动党的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帮助。我讲出很多人不敢讲的话。 828

值得留意的是， ((星讲旧报》记者在2月 25 日专访柯氏时，询及

他是否仍是行动党党员，柯避而不谈。翌日，柯接受《中囡报》采

访时又改口说他在杏眼区补选期间(即 1995年9月 9 日)已经退党。 829

824.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功党的 B子: 1990-1995} ，页 13 。

825. {星泊、旧报} , 1996年2月 29 日。

826.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 160

827. {南洋商报} , 1996年2月 27 日。

828. (中国报> , 1996年2月 26 日。

829. {中国报} , 1996年2月 26 日。



27 日，柯嘉逊给林吉祥传真一封信，信中提到: "谨此通知我已在

1995年8月 18 日，即在我完成《在行动党的日子》回忆录后，即不再是

行动党党员。" 830柯氏对其退党日期的含糊其辞，让林吉祥逮到了借

题发挥的把柄。林在2月 29 日发表文告驳斥说:

如果柯嘉逊博士可以针对本身的党员籍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撒谎，

卢称本身已不再是行动党党员'因此不受党纪限制，以替自己出书的

行动进行辩护的话'那么人民可以看出他将可以如何不择手段的极力

毁坏行动党领袖及行动党的卢誉。 831

接着，林吉祥也批评柯不应该将其丧失提名竞选资格归罪于党:

柯博士不但拒绝为提名资格上出现的差错负责一一虽然此差错不

应使到其提名资格被剥夺一→也甚至拒绝向中委会解释整宗事件的来龙

去脉'并且视所有的询问为质疑其个人(操守)的正直性。每次有人

提起柯嘉逊博士丧失竞选资格一事时'他总会勃然变色，并宣布说费

用对他来说不是问题'而且他也有自己的律师团来为他进行上诉。 m

针对有候选人"走后门"的指控，林吉祥反驳说:

如果真的强称去年大选出现过"走后门"候选人事件(即通过中

委会安排) ，则其中一位有关人士应该是柯嘉逊博士'因为他拒绝接

受雪州州委会的委派'以便到沙登国会选区竞选。 833

林氏遂抖出行动党雪兰我州委员会在1995年3月 18 日所议决的国

会选区候选人之名单，以证实柯嘉逊出尔反尔。林吉样透露说柯曾数

次在行动党的集会上表示， 1995大选不想继续留在八打灵再也北区上

阵，并"两次宣称除了八打灵再也离区，他愿意到任何一个由州委员

会所委派的国会选区竞选"。所以， 3月 18 日雪州州委员会议决委派柯

氏到沙登区竞选，两天后，柯却通知雪州领袖说他不准备到沙登去，

830. (南洋商报) , 1996年3月 18 。

83 1.向上注。

832. 同上注。

833. 同上注。

而改为推荐行动党妇女组副秘书兼雪州宣传秘书郭素沁前去。制林吉

祥指中委会最终还是驳回雪州州委员会所议决的名单，继续委派柯氏

出战八打灵再也北区。"如果因中央驳回州的建议就使到某个候选

人成为 4后门候选人'的话，则柯嘉逊就不只一次当上 4后门候选

人'，事关跟1995年一样，在1990年也同样作出让他出战八打灵再也

北区的决定，虽然当时雪州仔动党已为该选区安排其他候选人。"即

为了不让国阵得逞，林吉祥表示他不会逐一针对柯嘉逊所提出

的问题作出反驳，但是为了"避免众人把柯嘉逊的著作内容误当作真

理看待，我必须针对几个耍点作出澄清"。林以社青团在1993年6月

6日举办的"火种演唱会"为董教总教育中心筹得马币十二万元，来

说明该党并无排斥董教总的筹款运动:强调行动党虽然已经退出人民

力量阵线，但是， "希望柯嘉逊的著作不会使到反对党间的合作在将

来难以维持下去" 0 836至于就"争取大开放"的大选主题，林表示柯

嘉逊有权保留他认为过去数年马来西亚不曾出现"小开放"而是"假

开放"的看法， "但如果因为行动党承认 4小开放'的存在并继续催

促 4大开放'和 4 民主化'的实现，就断言行动党已接受囡阵的政治

哲学，那简直是荒谬" 0 837 

林吉祥在其文告中这么评价柯氏: "柯嘉逊无疑是个人才，我也

不会指他是行动党的叛徒，我把他的离去看成是行动党的损失。唯一

遗憾的是，柯嘉逊竟把行动党内的每个人都看成是 4庸才'。 "m他

最后说: "有人说 4君子断交，不出恶言'，我希望自己能坚守这种

美德。" 8393月 4日，柯嘉逊反指林吉祥"在他退党的日期与程序问题

上大作文章是没有必要的"， "是避霆就轻，回避七大真正课题"。

柯说: "行动党所体现的是一种缺乏批判性的、保守的价值观，所

834. 向上注。

835. 向上注。

836. (星洲日报) , 1996年3月 2 日。

837. 同上注。

838. 向上注。

839. 向上注。



谓 6君子断交，不出恶言'之类的，企图把批评者的嘴巴封住? "问

当年的这一场媒体口水战，不少行动党的中央领袖也涉及，如陈

胜尧就指"柯嘉逊是因为想当秘书长不果，怀偎在心，才出书批评行

动党" 841; 陈国伟则指该书"满纸谎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 ;阳

郭素沁认为"柯书对林吉祥的指责过于个人化及情绪化，其中的一些

描述有欠客观" ;阳市廖金华的驳斥最值得关注，他说:

柯氏不厌其烦的谈论行动党没有治国方案之余，可曾想过他曾

是受行动党重视并参与该党的党政策及重要宣言的草拟工作……柯氏

曾是行动党的政治教育局主任'他是否曾对该党进行过政治理念和政

治教育的灌输。然而，如果行动党真的如他所说，柯氏是否有失职之

嫌?制

笔者认为华教人士的退党，其原因 一。首先是意识形态

的矛盾和昔日左翼历史的宿愿，导致林吉祥与李万千等前劳工党领袖

不可能会赤诚相待。李、柯心目中所向往的社会主义路线，不是林

吉祥那一套务实的选举路线。柯书用了很多极左的字眼如"机会主

义

逊，居然会套用共产党一贯挑判社会民主党是"改良主义"的字眼来

指责行动党。这充分反映出他们从参加行动党的第一刻开始，就对行

动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有怀疑，有抗拒，只不过是1990年的大环境

让他们认为借加入行动觉，才能有望"促成两线制"。换言之，参加

行动党是手段，促成两线制才是目的。而行动党在1995年根据新形势

的发展需要而议决退出人民力量阵线，孤军奋战，无疑就跟他们离开

华教界来参政的目标相违背。柯、李热衷于维护一个团结的人民力量

阵线，更甚于考虑行动党的选举利益，其道理就在于此。此外，他们

840. {南洋高报> , 1996年3月 5 日。

841. <中国报}， 1996年2月 29 日。

842. 同上注。

843. {南洋酶报} , 1996年3月 5 日。

844. {星却十|日报> , 1996年3月 6 日。

对人民党的积极推崇，不断在中央为人民党主席赛·胡先·阿里争取

八打灵再也南区而说项，亦让行动党人十分恼火。这些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化解的左翼历史宿愿，要企图在漫天烽火的大选前夕摆平，更反

映出柯、李二人是何其天真。再则，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传统，

亦让他们不愿承认马哈边政权有"小开放"，所以政见自然同林吉祥

为了要在"选举中生存"而制定的《争取大开放》格格不入。加上柯

嘉逊一直以党外的非政府组织及进步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谈论大选策

略，非要制定全面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替代宣言不可，这当然被

党中央视为曲高和寡，同一般选民的要求脱节。笔者认为， "右倾务

实"的林吉祥碰上"左倾激进"的柯、李，如果后者能表现得更有睿

智和韧性，行动党往后的派系生态，或许会出现如欧洲工党/社会民

主党那般比较健康的派系论争，即在矛盾磨合中求取妥协合作。然

而，掌握党宣传和政治教育重任的柯、李，却不晓得好好并长期利用

这一塑造文化霸权的优势。

第二，历史的偶然性往往也发挥作用，要不是树嘉逊的提名表格

出错，则他在八打零再也北区再度顺利当选国会议员应该问题不大。

而作为全职议员的柯，即使向林吉祥继续在党内发生冲突，要断然作

出辞职或退党的举措就肯定需要更多的考虑。倘若李万子和张永庆也

双双当选，那么"818派系"或许还会发展成为一股党内制衡林吉祥戒

权领导的民主力量。可惜这些有利于行动党民主化的改造力量都没有

机会获得厚植生根。尤其是柯嘉逊的马失前蹄，无疑成为华教人士辞

职退党的一道催化剂。

第三，林吉祥、李万千及柯嘉逊，都是性格倔强的政治人物，大

家都自视甚高，处理人际关系的情绪智商 (EQ) 都不是那么高明。柯

嘉逊自认是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需要受到更多的尊重，所以不论是

其草拟的《改革马来西亚》宣言被舍弃，或是林吉祥在大选惨败后召

开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上对他的暴怒喊话，甚至包括林吉祥从槟城来电

指示他被否决参选资格时要即刻向选民道歉，都令他感到自

此外，树氏对林吉祥处理七十七号党资产的独断手法，以及对该党没

有关心其选举案件的上诉，内心十分介怀。我们从李万千《致林吉祥



的公开信》可以得悉，他们其实对林吉祥"不屑"遵照、中委会的指示

来表达"应有的诚意"挽留他们一事相当耿耿于怀。换言之，如果林

吉祥能够如曾敏兴那般放下身段，好言相劝，挽留或会事成，历史也

将会改写。

可以肯定的是，柯嘉逊的回忆录对于青年一代"认识"行动党和

林吉祥确实起了消极作用，而原本拥护柯嘉逊的华人社会，也因此对

其人格有很大的保留。"性格决定论"也不啻是解释这一场派系纷扰

最终走向"双输"的因素之一。

(八) "倒林运动"的始末

1995年大选的折羽断翼、华教人士的抗议出走、副秘书长p .巴都

的突然病逝，加上副宣传秘书黄朱强的国会议员资格被法庭撤销等，

对处于政治谷底的行动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1995年中下旬，全

党上下可谓一片愁云惨雾，从中央、州到地方支部，不论是党的活动

能力、社会影响力，乃至昔日的雄心壮志都一颐不振。该党的未来到

底何去何从，人人都仿佛在浓蕴中摸索。

7月 1 日及2 日，林吉祥决定在金马仑高原举办"行动党领袖极峰

会议"，试图寻找一个脱陋的方案。林订立的首要议程，就是探讨该

党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方向"，峰会亦针对党的组织、宣传、纪

律、财政及政治教育五个方面进行研讨，以期集思广益，从困惑中

路。

这是一项重要的领袖峰会，党内的老、中、青三代人都有代表

参与研讨，并引发连串的思想、激荡。焦点包括:检讨党为何无法吸引

年轻人参加:党可否参与商业行为以增添新的资源:党应否摆脱旧词

汇(如经常强调"牺牲"、 "斗争"、 "坐牢" )以争取新选民:党

应否重新检讨退出人民力量阵线的利弊:党可否抛弃"华人党"的形

象和包袱:党该如何按广告界与选举公关的需要而"重新包装" ;党

如何为新人提供更全面的政治教育:党的斗争应否再注重华文教育课

题:党组织为何无法实践所拟定的计划:党中央的产生应否从"复选

制"改为"直选制" ;党的宣传机关如何透过互联网发放信息以突破

新闻封锁:党纪律委员会的运作如何维持中立:党如何发动"广招永

久党员运动"来开拓财政资源，及党政治教育局可否为大选候选人举

办资格鉴定考试等等。 845

持平而论，该领袖峰会确实提出了许多有利于该党改革的大胆

建议，有些是涉及"体"的改造，有些是关于"用"的更新。然而，

鉴于中央同各州派系互有利益盘算、元老派和青年团有代际隔阂，以

及对林吉祥发动"党改革运动"之幕后动机的揣测等等，导致人人对

改革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有人对"体"的改

革或带来的权力下放有所担忧;有人则对"用"的新手法感到陌生而

心生抗拒;有人还怀疑这是一场"假改革，真排挤"的阴谋而暗中抵

制: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林吉祥刻意栽培其儿子林冠英当接班人的一系

列预备动作之一。当然，不排除有人是赤诚地为了党的前途，而认真

做好准备迎接这一场如急风暴雨般到来的"党改革运动"。

其实林吉祥也还在观望，到底应如何推动这一场运动，根据廖金

华的回忆录，林并无拟定具体的计划， "我听了也傻了一阵，没有计

划如何推行改革? " 846 

同年9月 9日，因p .巴都的逝世而举行杏眼补选，行动党派出沙场

老将林福成，以一万一千八百零二张多数票挫败国阵(马华公会)候

选人杨坤水，比四个月前的大选自p .巴都上阵时所赢得的多数票还要

增加一百倍。对陷入政治低潮的行动党而言，即使槟州华人投下的多

走向情票，杏眼补选也不啻是一场"冲喜力，至少它有助于提升该党

的士气。 9月 10日，林吉祥在马六甲州党员大会上这么说:

岑眼补选给予行动党一个机会未证实， 4月份的全国大选成绩是

一个"脱轨" '行动党在大选的挫败主要是外部而非内部原因所致。

845. 参考自民主行动党总部秘书处编译: (1995年民主行动党金马仑领袖极峰会议摄

告书〉。

846. 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21节，见〈光明白的， 2000年
3月 23 日。



但是，我党应该且已经承认必须纠正内部的弱点。如果行动党要面对

痪速变迁的时代及其需求，那么我们就迫切需要壮大和改革党。这使

到我们要推行一项有关党的复兴与史新计划。行动党的改革和史新计

划'将意味着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上采纳新的政策方向和手段。 847

由是观之，林吉祥的改革观虽承认要纠正内部弱点，但他似乎更

注重的是"向外"对"用"的推陈出新，而非"向内"对"体"的彻

底改造。因为杏眼补选的大胜，让林认为 1995年大选的惨败只是"脱

轨"现象，并且是外部原因所导致的。十天后，林吉祥在杏眼举行的

一场补选庆功晚宴上这么宣布:

在未来的二年里，行动党的首要议程将是对党的复兴和史新。未

来三年旦其中一项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发掘、培训及发展马来西亚的

新生代，不论是在槟城、霹雳、雪兰我、马六甲、砂拉越或沙巴，都

要让他们接手行动党的领导权。 848

11 月 11 日及12 日，行动党在吉隆坡召开第十一届党员代表大会，

林吉祥发出"党不改革即死亡"的严厉警告，将改革的调子提到如此

之高，大有破釜沉舟之势。在这么一种氛围下，大会遂"接纳了一项

有关党改革的议决，指示新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展开一项为期二

年的党改革、复兴及重生的运动，而作为党的当务之急，应集中于:

(一)重新思考党的政策、策略及手段; (二)对党领导层及党员的

更新; (三〉发掘、培养及发展新一代的领袖，以接手行动党的未来

领导权和方向，其中包括招募八百名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大学毕业生成

为党的智囊及未来的领导核心。 "ω

议案(三)所提及的内容，就是林过后向媒体宣布的所谓"八

百壮士"计划。至于为何要招募八百人，而非七百或九百人，这到底

是根据什么统计标准、研究分析或实质需要所设定的目标，党内没有

847.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when declaring open the Malaka DAP State Convention at 

the Emperor Hotel, Melaka on 10 September, 1995. 

848. 引自林吉祥在杏眼举行的补选庆功晚宴讲词， 1995年9月 20 日。

849. 引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马六甲召开的创党卅周年纪念全国大会提呈的报告} , 
1996年 12月 8 日。

人敢公开质问。笔者只知道这是林吉祥即兴宣布的一项政策，他是从

其助理李继香提及台湾早年摄制的抗日电影《八百壮士》那里得到灵

感。这项政策的出炉看来有点儿戏，但是一旦林决定要雷厉风行地推

行改革运动，则再荒谬的点子，只要敢字当头，就义无反顾了。

11 月 28 日，新一届的中委会召开首次会议，为了服膺党代表大会

的指示，他们一致通过了由林吉祥所起草的议决案:

认识到党改革及复兴的二年计划要获得成功，其中一项先决条件

是中委会的领导角色以及中央领袖应以身作则'尤其是: (一)在一

个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及文化领域不断变迁的时代中'须要成为

一个能自我领导的领袖，因为共领导他人，我们必须先能自我领导;

(二)设下一个终身学刁的榜样'伴能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即

是力量的资讯革命之世界里衍生出新观念，并在新观念下开展工作;

(二)在党的改革与复兴运动中'不论是中央、州或地方支部都能担

任团队的领袖而非普通团员'并在赋权给新的领袖、活跃分子和党的

机制之过程中成为先锋。 m

从以上议决案可以看出，林吉祥把尝试调整中委会成员就觉改革

计划所抱有的那种消极、自满、保守和抗拒的观念及心态当作是这一

场运动的重中之重，而不是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方案。换言之，作为

党魁，林坚信只要中央委员们的心态和观念都能改变过来，那么这一

场改革运动就会取得成功。至于要如何改革，改革些什么，改革议程

的轻重急缓如何拿捏，林则从未触及。或许他也如邓小平在启动中共

的改革之初一样， "摸着石头过河"。

1996年 12月 8 日，行动党在马六甲举办"创党卅周年党员代表会

议"。林吉祥在大会上说: "如果不要行动党在廿一世纪成为政治恐

龙，唯有挽救党在未来两年内的改革计划。"他在中委会提呈的报告

中也坦族， 1995年抄所发动的党改革与复兴运动， "一开始即不很成

功"。 ml所以，为了"挽救党"，林务必先要"挽救改革运动"。然

850. 

85 1.罚上注。



丽，为了要巩固自身秘书长的绝对权威，林的"挽救"方案不是严正

地对党的"体"进行开刀。所以中央集权式的组织架构，复选式的中

委会选举制度，秘书长选选大选候选人的绝对权力，这些被看成是结

构性的民主化改革方案，林一直回避之。他反而热衷在"用"方面大

刀阔斧，他要求人人都"终身学习" : 

资讯工艺就是一个好例子……自从1995年大选后，行动党已经对

资讯工艺之挑战作出响应'即协助国家发展一项国家资讯工艺政策，

以及让我们在互联网上有所作为。但是迄今到底有多少位中央委员、

州及支部领袖对资讯工艺革命作出响应'以及使用电子邮件'这是对

我们如何再造自身以面对新观念及新挑战之能力及准备的一项考验。 852

另，随着"小开放"的到来，非马来人对民族压迫的感觉有所

松懈，故行动党过去所重点关注的华文教育课题，以及捍卫非马来人

的社会文化权利等，这些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息息相关

的政策，林吉祥强调都重新思考，重新诠释，并且在争取新选民认同

的"策略"及"手段"上也需要推陈出新:

..党突出资讯工艺对马来西亚前景的重要性……健保政策、消

费人权益、氏主、发展、环保、教育、劳工、国际事务等等都是党在

未来两年里所要举办研讨会以关注的议题。四

没有涉及"体"的改革，只强调在"用"的更新，反映出由秘书

长一手主导的这一场改革运动，其性质同晚清的洋务运动有点雷同。

对林吉祥而言，他是渴望能透过"用"方面的改革而让行动党

迅速转型，让新生代选民觉得行动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政党。

对此，林自己也确实以身作则，孜孜不倦地埋头自学电脑和资讯工

艺。所以，笔者肯定林氏在改革"用"方面是具有前瞻性的政治领

袖，他看到客观环境的疾速变迁，认识到人人在面对资讯革命既恐惧

又憧憬的矛盾中，需要为行动党在世纪之交作出一些探索性的新尝

试。其实，林氏的这一努力，应该回到当年的历史场景来作评价才会

852. 同上注。

853. 同上注。

显得客观。 1996年，当首相马哈迪开始大肆谈论兴建"多媒体超级走

廊

一霎问，什么互联网、知识经济、远距教学、数码化、数码港、电子

报、电子离务、电子医疗、电子政府，甚至"他妈哥池"电子宠物等

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新玩意，几乎每天都充斥所有报章的版面。在

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中，五十五岁的林吉祥，其"终身学习"的

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他很快就掌握了数码宦界的奥秘，并在国会积极

参与许多有关电子法案的辩论，纠正国阵对数码政治的错误观念，巡

回各地向民众解释资讯工艺的影响和冲击，还出版了两本有关数码政

治的评论文集。剧在林的催促下，行动党亦是马来西亚首个设立网站

的政党，并且能做到每日更新网上资讯，这些成就都在在显示林的用

心。连自执政党控制的英文《星报》也这么评论说: "在资讯工艺和

互联网的发展方面，或许除了首相，林吉祥在近期应该是我国发表最

多意见的人。" 855此外，林对"新政治"议题的关注和发掘，其能力

的确在其他朝野政治领袖之上。如1997年马来西亚因印尼烧在火耕而

深受烟蕴之苦，林即刻动员全党推展"还孩子清新空气签名运动"，

突出环保应该成为朝野政党共同关注的主流议题。此外，当 1997年亚

洲金融风暴肆虐，在林的努力下，行动觉得以积极地针对全球化、货

币祖击、国际货币基金的角色、全球治理、托宾税、亚洲金融改革、

危机管理与经济复苏等方面提出许多铿锵有声的替代政见，展现出行

动党不是一个为反对而反对，而是一个具有环球视野的建设性反对

党。一句话，从1996年到 1999年之间，林在"用"方面所下的改革心

思和努力，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宣称的那般， "不要让行动党在廿一

世纪成为政治恐龙"。

然而，与林吉祥并肩作战数十年的元老们，却对林的改革方案

不予认同。其实他们并非抗拒党的改革，而是不同意改革方案全由林

854. 林吉祥所出版有关数码政治的著作，请参阅Lim Kit Siang, JT For All (Petaling Jaya: 

DAP, 1997); Lim Kit Siang, Cyberlaws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DAP, 1997). 

855. The Sunday Star, 6 April, 1997. 



吉祥一人说了算，没有充分咨询党内其他领袖的意见来谋求改革共

识。首先，站在元老派的角度而言，林就"赔"的调整过于急速，使

他们跟不上来。好比要元老派都学习上网，用电子邮件，这对于有科

技恐惧症的长者而言，不是一句"终身学习"就能克服的心理障碍。

再来，基于昔日卅年的斗争光景，元老派对于该党传统议题的掌握经

驾轻就熟(如在捍卫华文教育、中华文化方面，他们都是党的中流砾

柱，甚至为此商付出许多血泪代价) ，但是林氏瞬间要他们在"知识

社会"中急转弯，去学习理解资讯革命如何影响"新政治"，还要

在"新观念"下开展工作，顿时让他们觉得武功全废，心中难免觉

得时不利我，有快被党离弃的悲凉感。此外，林吉祥大肆强调要招

募"八百壮士"，催促要快点让年轻一代接班，并要元老派在"赋权

年轻人"方面扮演"先锋"，这无疑是让元老派更加没有安全感，他

们仿佛被迫快点退休，不要阻碍党的未来发展。身为元老之一的廖金

华，就是林吉祥改革方案的异议者，他的说法很能反映当年元老派的

内心世界:

1995年大选过后'行动党变了，林吉祥也变了，变得令人混淆'

变得没有了明确的方向，许多跟随他的人，并且和他合作多年的战

友，包括笔者在内'都不能了解他，渐渐地发展成为各自走不同的方

向。当我发觉自己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尊敬林吉祥'内心的感觉很

不好受，他毕竟关心过我'他是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我曾俊着

想:假如地球的转动停止在1995年'我们还是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856

廖金华， 1938年6月 1 日生于森美兰州l芙蓉沉香，祖籍广东罗定，

原名廖亚金。 1959年毕业于芙蓉振华中学， 1962年负笼新加坡南洋大

学攻读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因贫病交迫而辍学，返马后曾在森州一私

人囡丘担任书记八年。廖在1966年4月参加行动党， 1969年中选为森

州双溪芙蓉区州议员， 1974年在原区卫冕成功， 1978年越州攻打雪

我州加影区亦报捷，然而 1982年却在霹雳州华都牙也国会选区不敌

856. 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 17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
3月 19 日。

马华公会的万汉强。廖的崛起是白林吉祥清除"四人帮"后，党中央

用人正殷，加上廖乃华文教育出身，有利于反击所谓"林压制华文教

育派"的指控。 1986年廖氏在吉隆坡士布爹囡会选区中选， 1990年和

1995年均拼联原职。在党职方面，他曾先后担任过森州、雪州、霹州

及联邦直辖区秘书，在李霖泰引退后，从1990年至1997年担任直辖区

州委会主席。在中央，廖曾出任全国宣传秘书、副秘书长及副主席，

是林吉祥重用的文胆之一。他亦是马来西亚知名散文家，笔名"杰

伦"，出版过多本散文集、小说、诗歌及政治评论集，为马来西亚作

家协会的发起人之…。

如廖金华那般，许多党元老的不满，还包括他们洞察到林吉祥刻

意安排其儿子，即社青团团长林冠英当接班人。这一趋向在1995年后

日益明显，连华教人士都有这种看法。如柯嘉逊认为这是林的"隐议

程"，他说: "在p .巴都、沈观仰、李万千和我本身离开之后，不可

能会有很强的阻力来阻止秘书长去培植他自己的儿子在目前的领导层

中成为秘书长的接班人。" 857所以，元老派会将林吉祥重用党内的社

青团领袖看成是为巩固林冠英的羽翼，以图早日全面大换班。那些不

热衷于支持林冠英当接班人的元老，甚至认为林吉祥是要借改革运动

来排挤他们，所以对社青团领袖的一言一行都特别敏感。许多社青团

领袖所发表的改革观点，皆被诠释为是"篡位阴谋论"，特别是林吉

祥的政治秘书邓章钦于1995年大选后在沙登区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说:

马赛地走豪华轿车中的老招牌'它能顺应时代的转变'科技的

进步，不断在引擎、设备、款式上求新求变，所以数十年来在世界各

地，仍是备受追崇的汽车。反观四十至七十年代的甲虫车，虽然一样

是好车，但因无法顺应时代的需求，回步自封'落得今天成为爱好

者收藏的老车。行动党在整体上'未来会税变成马赛地，或沦为甲虫

车'骨祝行动党整体上下的决心与意志。 858

857. 柯嘉逊著，陈家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1995) ，页780

858. 邓章钦的马赛地与甲虫车的比喻，后来还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火箭报〉革新号

第 1期， ( 1998年3月) ，页26-270



元老派对邓这番比喻十分愤潜，认为这是林吉祥在幕后给邓撑

腰。当年的社青团领袖都被元老派看成是"红卫兵"。总之，年轻人

所做的一切，都被解读为是"假改革、真排挤"。如廖金华所言:

林吉祥推动的这个改革运动，缺乏了领袖们的共识，而且在一班

急功好利的林氏父子的拥护者的推波助澜下'把原本已存在的内部派

系问题史加的复杂化及恶化。林氏父子在这个时候已下定了决心，如

果有人不同意成为他们的领导核心的人，在那种")1顶我者昌，逆我者

亡"的领导作风之下，是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的 o 859 

林吉祥虽曾试图在元老派和社青团之间维持权力平衡，但是这似

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1997年5丹，林吉祥从英国"新工党" ( N ew Labour) 布莱尔的

凯旋上台那里获得灵感，他也要搞"新行动党" (New DA凹，并借

此来加速党的改革步伐。很凑巧地，同年5月 17 日，因民政党国会议员

王添庆律师逝世而在霹雳州安顺区 (Teluk Intan) 举行另一场补选，

行动党竟然在国阵的传统强区里奇迹般地获得胜利，林吉祥遂趁势宣

布"新行动党"已经诞生。老实说，林的这一宣布有点儿戏，党中央

也不曾严肃讨论过什么是"新行动党"，只知道这是林吉祥拾人牙

慧，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向林公开唱反调。

9月 28 日，林吉祥在霹雳州党员代表大会举行选举前夕，呼吁"长

年作战的资深元老退后一步，制造空间给年轻领袖接手主要的领导职

位，以诞生一今没有派系斗争的州新领导层，从市建立一个霹雳州

新行动党来领导霹雳州人民迈向新纪元" 0 860林的呼吁被元老派看成

是"干预"州委选举，结果刘德琦和陈员。明两大互相倾扎的元老派系

都双双落败，选上了由倪可汉律师及安JI顶区新科议员M. 古拉律师所

组成的新州委员会。霹雳州的"干预"成功，让林要趁势在接着举行

的雪兰我州及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改选中依样面葫芦。但是在雪州，林

859. 磨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21节，见〈光明日的， 2000年

3月 23 日。

力挺的年轻领袖刘天球不敌元老蔡高英:直辖区则因廖金华无心恋校

而自动宣布不再参加州选举，顺利让位给林所属意的人选陈胜尧博

士。林吉祥对各州选举的"干预"，被元老派看成是要扶持年轻人上

台，让他们接管各州的领导层，形成党内支持林氏父子的多数派，有

利于林他日交棒给自己的儿子当秘书长。"林氏玉朝"的指控，遂成

为党内外关注的焦点，反而"新行动党"只是罢花一现，过眼烟云。

毕竟林吉祥学习英国新工党的改造，只看到布莱尔的造势花招，而没

有看到工党转型的许多结构性因素。换言之，没有涉及"体"的改

革，如柯嘉逊讥讽道: "新行动党是不能单靠口号来建立的。"削

从1995年到 1998年这段期间，所谓三年的党改革运动，基本上是

党内各个派系、领袖同领袖、中央同各州、社青团闰元老派皆在互相

猜测、互相监视、互相攻击、互相曲解对方意见、互相收集对方黑材

料、互相等待对方犯大错误，然后伺机反扑的一场内部权力斗争。在

党改革的大旗下，有人要儿子接班、有人要趁势上位、有人要拉人下

马、有人要自我保护、有人要宜油不平。在各怀鬼胎，穷尽算计的紧

绷状态下，手足情、同志爱已经荡然无存。"倒林运动" (KOKS) 就

是在这一场党改革运动的旋涡里所引发出所谓"二十二年来最严重的

行动党危机"。

事情应该从1998年4月 1 日说起。这一天是决定林冠英政治前途的

一项重大司法判决日，举国人民都在关注上诉庭的判决结果。事关他

于1995年1月 19日，在马六甲帝王酒店举办的"真相大白座谈会"上，

因所分发的传单抨击巫统一名强人涉及性丑闻而惹祸。当年马六甲

马来老妇人班迪 (Pendek) ，其未成年的孙女涉嫌同马六甲州首席部

长暨巫统青年团团长拉欣·淡比仄 (Rahim Tamby Chik) 发生性关系

而被警方扣留在改造所。老妇人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找上林冠英伸

冤。林代为出头，却因在揭发此案的宣传单中使用煽动性的语句，反

被政府在同年3月援引《煽动法令》及《出版与印刷法令》将之逮捕及

起诉，其罪名是"企图煽动我国人民对马来西亚司法制度不满"，以

861. 



及在一张传单上恶意印上"罪犯被释放，受害者被囚禁"的"虚构新

闻" 0 1997年4月 28 日，马六甲高庭宣判林冠英两项罪名成立，共罚

款一万五千令吉，这意味着林自动丧失因会议员资格、议员恩傣金及

退休金，林冠英不服，决定上诉。次日，律政司不满判决过轻而提出

反上诉，要求对林判予监刑。这一宗官司从马六甲高庭打到上诉庭，

最后再向联邦法皖上诉，拖拖拉拉了近三年。基于司法审讯被怀疑

有"政治干预"，且涉及两大政党青年团首脑，故引起全马社会的高

度关注，而舆论普遍同情林冠英和班迪。 4月 1 日愚人节，上诉庭驳回

林氏的上诉，批准律政司的反上诉，判决是"撤销对林一万五千令古

的罚款，但对林的每一项控状施予十八个月监禁，总共监禁三十六个

月，刑期间期执行。" 8叫月2日，林冠英以二万令吉保释外出，并等

候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对此"冤案"，林吉祥认为民气可用，遂发动全党展开"声援林

冠英运动" (S严npathy， Support and So1idarity with Guan Eng) ，口号

是"冠英，别气馁:你为人人·人人为你"。从4月至6月，行动党在

全国各地一共举行超过六十场的座谈会、论坛及晚宴，并积极联络国

内各非政府组织、妇女团体、法律界精英及其他在野党领袖共同出席

锵声，声势浩大，令人侧目。连当年的副首相安华都评论说:

政府可能需要研究及进行改革国家的法律，因为某些法律惩罚揭

发错误的人，而放过犯上错误的人。 863 I 

安华当时正在伦敦访问，他在海外所作的评论，显露出他同马哈

边派系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而拉欣在巫统属马哈边的心腹，则是朝

野政党皆知的事实。

作为党的秘书长及受害者的父亲，林吉祥不论在公在私，将此

案用作大肆攻击国阵的政治课题，这本是无可厚非。然而，林吉祥的

做法却引起该党年轻领袖黄朱强律师的忿忿不平。黄认为闰是司法

862. 民主行动党社青团编: (声英的回响)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社青团，

1998) ，页110

863. {马新技} , 1998年5月 30 日。

案件，为何当法庭撤销其国会议员资格，林吉祥却没有以"同等标

准"来声援他，让黄觉得这是"林氏父子"的"裙带关系"作祟而

出现的"双重标准"。黄的不满获得元老派的同情，他们结合了近

期"党改革运动"所积累的怨气，准备对林吉祥还以颜色。

黄朱强， 1953年生于吉兰丹州哥打杏鲁 (Kota Baru) ，家境富

裕，自小受英文教育，不谙华文。后留学英国，在Gray Inn主修法律时

是学生社团的活跃分子。黄在伦敦旅居十年， 1982年返回马来西亚，

次年在父亲的引荐下参加马华公会，后因不满吉兰丹州马华公会处理

柯罗娜购地事件而大肆抨击该党。在1980年代因爆发马华合作社丑闻

时，他多次率领存户向合作社交涉，以及到国家银行示威而声名大

振。 1986年黄退出马华公会参加行动党，同年被委派到巴生国会选区

挑战马华公会总秘书黄俊杰，仅以六百六十六张多数票落选，虽败犹

荣。黄朱强在1987年被《内安法令》短暂扣留， 1990年大选因李霖泰

突告退出政坛而被党委派到武古免登区守土，以两万余张多数票中选

为国会议员。黄在党内的职务是半山芭支部主席、吉隆坡联邦直辖区

副主席及全国宣传秘书。他同吉兰丹皇室关系密切，在首都是执业律

师，虽生性风流伺倪，然性格冲动火爆，曾经是林冠英的莫逆之交，

后反目成仇。

话说"声援林冠英运动"正如火如荼推行之际， 1998年5月 24 日

及31 日，黄朱强以全国宣传秘书的身份，连同党元老全国财政冯杰荣

先后在霹雳州怡保和马六甲举行大选筹备工作研讨会，宣称要谈论宣

传和财务问题。黄、冯亦邀请廖金华以全国副主席的身份主持闭幕仪

式和发表讲话。在怡保的研讨会上，黄朱强伺机大发牢骚，声称"党

领袖在处理他及林冠英的事件上有双重标准、偏袒及裙带主义"，并

批评"党领袖过于关注 4声援林冠英运动'而忽略了其他重大的政治

议题，如经济危机、水供问题及资讯工艺等"。黄还提及"林吉祥在

1995年大选后宣布从槟城政坛引退，如今又宣布要回去槟城重振声

威，显示林氏前后矛盾，给政敌抓到攻击的把柄"等等。一周后，黄

朱强在马六甲举行的会议上，基本上又重复同样的言论，并向出席者

展开激辩。而身为霹雳州行动党主席的倪可汉及马六甲州行动党主席



的沈同钦丽对上述状况时，确实感到左右为难。倪、沈二人以州主席

的身份主持会议，他们深谙黄朱强的"牛仔性格"十分火爆，加上其

官司所导致的心理不平衡，倘要即场阻止黄的讲话将让场面更难控

制:此外，他们也理解到，廖和冯近年来向林吉祥的关系日愈闹僵，

故不会劝阻黄的发言，但台下的出席者又有不少是林吉祥派系的耳

目，如果任由黄氏大放厥词，恐怕日后也不好向党中央交代。

两场研讨会结束后，倪可汉领导的霹雳州委员会， 5月 30日一致议

决给党中央上书，投诉黄朱强。而沈领导的马六甲州委员会， 6月 1 日

则"一致议决谴责廖、冯、黄三人滥用中央党职，召开州各支部联席

会议来攻击党中央及州领袖，打击党的士气，制造混乱及不安，并破

坏党员之间的团结" 0 864沈同钦给中央上书后，决定辞去马六甲州主

席的职位，以示"就该会议引发马六甲行动党的分裂而负起全责" 0 865 

而根据一名倒林运动领袖的说法，沈同钦的辞呈是因为该投诉信是由

林冠英草拟，强迫他签署，提呈给中央。没料到沈的辞呈，竟然进一

步引起马六甲州委集体辞职，他们决定同沈共同进退。据悉，大部分

马六甲州委都不属林冠英派系。由此，林吉祥认为:

不论是马六甲州或其他州属，这一场暴风雨对行动党而言都是完

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精力应该专注在推动公正、自由、民主及

良好管治的全国性运动，这是林冠英案件所催促的结果。 866

由此观之，林吉祥之所以不能容忍黄朱强的举捕，这除了被认为

是因黄制造党的分裂，亦被看成是对"声援林冠英运动"的破坏。而

林吉祥对后者是耿耿于怀的。换言之，如果任由黄继续以宣传秘书的

身份，巡回各州召开所谓的"大选筹备工作研讨会"，假公济私、指

桑骂槐，则后果堪虑。在这般考虑、下，林吉祥遂决定先下手为强。 6月

3 日晚，林在行动党总部召开紧急中委会会议，并提垒一项紧急动议，

内容是: (一)草除黄朱强所担任的全国宣传秘书职; (二)将黄朱

864. Lim Kit Siang,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at Malacca DAP Hqrs on 4 June, 1998. 

865. Ibid 

866. Ibid 

J年二

强、廖金华及冯杰容提交给党纪律委员会，以调查霹雳州委员会及马

六甲州委员会所作出的投诉:及(三)在纪律委员会调查作出结论

前，中止廖金华作为党全国副主席及冯杰荣作为全国财政的党职。 867

被中止党职的冯杰荣，比林吉祥年长一岁， 1940年生，早年考

获剑桥文凭。冯年轻时活跃于东马银行职工会， 1978年参加行动党，

是该党东渡到沙巴州的功臣之一。同年中选为山打根区国会议员，

1982年及1986年大选成功卫冕。在冯的领导下，行动党在1986年大选

攻克沙巴州四个国会议席，战绩赫赫。然而1990年及 1995年大选，该

党却在沙巴州政坛全军覆没。自 1982年开始，冯出任行动党全国副财

政， 1988年转任全国财政。 1995年大选之前，他一直是林吉祥的心

腹，忠贞不二，为党理财井井有条，然被批评节流有方，开源不足。

基于廖、冯同林吉祥的关系匪浅，林原本只是要对付黄朱强一

人，准备对两位元老网开一面。据廖回忆说:

当晚在辩论林吉祥的动议时'一些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包括幸瑛

和宋新辉'他们要我和杰荣公开表示黄未强在霹、甲研讨会上的谈话

有破坏党团结的企图'好让林吉祥定黄未强的罪。这时我的感觉是一

种莫名的耻辱'跟着便怒火中烧，相信杰荣的感受也一样……史叫人

骇怕的是，林吉祥听了我和杰荣表示不满的话后，立刻将他原先的动

议进行修改，即除撤销'黄未强的党职'也同时中止杰荣和我的党职'

动议的修改获得署理主席卡巴星的附议，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付诸

投票通过。 868

6月 4日上午，林吉祥在总部召见冯杰荣，对他说"不愉快的事已

经发生了，已经做了的不可收凹，让大家尽量减少对党的伤害" 0 869 

罔日下午二时，林到马六甲行动党总部召开记者会，对外发布中委

会的三项议决。限日，所有媒体都大篇幅报导，有华文报章称该事

867.Ibi证

868. J寥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斗于动党大风暴真相〉第 l节，载《光明日报) , 2000年

3月 2 日。

869. 同上注，第26节，载《光明日报) , 2003年3月 31 日。



件为"行动党大风暴"或"行动党大地震"，并将廖、冯、黄形容

为"三剑客" 0 5B ，首相马哈油讽刺林吉祥说"看来吉祥关心的不

是他的党，而是他的儿子及其家庭。这其实就是裙带主义。"们06 日，

曾敏兴对外解释说，黄朱强和林冠英的案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

者是民事诉讼，后者是刑事官司:前者是黄氏同马婆金融 (MBF

Finance) 主席雷贤雄之间的瓜葛，最终演变成黄藐视法庭案，林冠

英案则具有"政治动机"，是律政司"选择性检控"下的牺牲者。同

晚，林吉祥在槟城就"双重标准"的指责进行驳斥，他说该党从未为

林冠英缴交二万令吉的保释金，同样黄朱强也是自行缴交保释金十万

令吉，而不曾向党要求财务援助，这一点身为党财政的冯杰荣最为清

楚， "{.旦遗憾的是，当有人作毫无根据的指控时，那些晓得事实真相

的中央领袖却选择沉默"。 m此外，林也解释说，该党决定发动"声

援林冠英运动"，是在马六甲行动党州领导层主动举行声援座谈会

后， 4月 5 日党中央于马六甲开会时才作出的集体议决。反之， "在廖

金华当直辖区行动党主席的领导层，却没有召集会议来声援黄朱强，

或者要求党中央就该事件发动一项运动。" 872 

廖、冯、黄除了对外同林吉祥打媒体战，在党内也进行斗法。

由阿末·诺、邓章钦和刘天球所组成的纪律委员会，在尚未进行调查

工作之前，廖、冯、黄就率先提出反对，因为邓和刘都是社青团领

袖， "这两人在6月 3 日的中委会议上针对我们曾发言激烈，对我们三

人非常不利" 0 873行动党中委会遂向意另行成立一个没有刘、邓的纪

律委员会，委任彼得·达逊、谢金朝、钟国添和刘重光四名资深元

老，加上阿末·诺，组成五人小组的新纪律委员会。阿末·诺为该小

组主席，他公开宣称将会召开昕证会，公平处理有关投诉。廖、冯、

870. New Straits Time~凡 6 June, 1998. 

871. Lim Kit Siang, Speech at the Bagan Lallang DAP Dinner for Sympathy, Support and 

Solidarity with Lim Guan Eng held at Butterworth, Penang on 6 June, 1998: 

872. Ibid 

873. 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斗于动党大风暴真相〉第3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
3月 3 日。

一「寸γ一

黄还是反对他们五人，理由是上述四人也是由林吉祥所委任， "在调

查我们的事件上，林吉祥是主控宫，而四名法官是由他一手来指定

的，这种调查如果来自国阵，相信林氏也会反对的吧! " 874廖闰冯长

年在林吉祥身边工作，对该党纪律委员会的中立性，都心中有数。

为了应对廖和冯，林吉祥也抬出另一党元老陈国杰。陈是前国会

议员，亦是该党"捍卫大马中华文化小组"的原主席， 1970年代曾在

《内安法令》下被囚禁四年九个月。陈国杰力挺林吉祥，在舆论上有

助于消解所谓"林舍弃元老派"的攻击。 6月 7 日，黄朱强发表文告，

要陈国杰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因为他在1990年代退休后，对

党七、八年来的发展一无所知。"仍

为了争取党内基层的支持，如同过往开除其他派系头目后那样，

林吉祥又准备巡回各州办汇报会，第一站预定在6月 9日到槟城举行。

然而这一次，党中央却告失算。因为廖、冯、黄也要求行动党槟城州

主席张德发让他们开汇报会。张德发虽同情三人，但是林吉祥派系在

槟州毕竟是多数，故支部基层多半支持对付廖、冯、黄。然而，槟州

的重要领导人如魏福星、谢德和、吴庆发及杏拉·逊德南等，却不同

意林的做法。其实，他们在"丹绒第二役"失败后，同林吉祥的关

系开始疏远，他们对林的改革方案也甚厌恶，廖、冯、黄事件无疑加

速了槟州行动党州委会的分裂。 6月 11 日，廖、冯、黄公开说: "行

动党中央领袖在各州展开的汇报会将影响听证会的决定，因此我们工

人也要展开全国性运动，以便向党员解释被撤除及中止党职的事件。

因此林吉祥等巡回演说，我们要巡回辩护" 0 11 日晚，双方人马都到

兰我州巴生区给基层开汇报会/辩护会，传媒也照风而至，结果

在雪州行动党总部发生了…场大骂战，隔日的报导对该党形象十分

不利。 12日，阿末诺遂向全党发出纪律警告，从12日起不能再对有

关事件发表任何言论，否则将一概视为违反党纪 o 876林吉祥的巡回汇

874. 同上注。

875. <星~+I 日报} , 1998年6月 8 日。

876. {星洲日报} , 1998年6月 13 日。



报会就这么被迫停止，阳这可是他过去处理派系斗争时不曾碰上的钉

子。作为党元老的廖、冯，看来深谙林吉祥一贯的运作模式 (modus

operandi) 。

另一方面，五人小组决定在6月 17 、 18及21 日于行动党总部召开

昕证会，准备召见廖、冯、黄三人展开聆讯。五人小组也宣布将在6月

26和27 日及7月 5和6日分别召见来自霹雳州和马六甲州的投诉者。廖、

冯、黄鉴于反对五人小组的中立性，以及"纪委会没有给予我们盘问

证人的机会和权利"， m决定不出席听证会。当然廖、冯、黄不会被

动地坐以待毙，他们积极去各州串联不满林吉祥的元老和非主流派

系，成功纠集了各股来自联邦直辖区、雪兰我、霹雳、槟城、沙巴及

砂拉越等反对林的势力，并到全国各地争取基层支部的支持，准备在

即将于8月 22及23 日举行的第十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向林吉祥派系分庭抗

礼。为了师出有名，他们在媒体面前也举起争取"党改革"及"民主

化"之旗帜，但对内则以 "KOKS" ("倒林运动" )及"二十二年够

了" (32 is Enough) 为号召，矛头对准领导了行动党二十二年的林吉

祥。对此，林吉祥在6月 25 日回应道:

"倒林运动"采纳"二十二年够了"作为口号是无可厚非的'虽

然我认为将我同苏哈多相提并论是一种冒犯和耻辱。苏哈多在位二十

二年'成为全球最宫裕的亿万富豪'但我从政二十二年得到什么?两

度被《内安法令》逮捕'在《官方机密法令》下放检控及入罪，以及

作为反对党领袖所遭受的种种审判和苦难。 m

翌日，林再评论说:

党绝对不会采取什么肃清或纪律行动来对付任何参加"倒林运

动"的党员。所以"倒林运动"毋须转入地下。让它成为一场公开、

877. 本来原定的中央巡四汇报会包括: 6月 14 日在柔佛、 16 日在吉隆坡及21 日在霹

雳。

878. 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币，见〈光明白的， 2000年

3月 5 日。

879. <南洋商报> , 1998年6月 26 日。

公平、清洁及民主的运动。……最令我惊骇的是，那些在1995年大选

后对党改革运动拒绝作出贡献的党领袖，有者甚至可以说是睡了觉，

竞突然间大谈特谈党的改革未合理化他们的"倒林运动" 0 880 

为了使到这一场"倒林运动"浮上水面，林吉祥派系密切留意

廖、冯、黄三人在全国支部串联的动向。尤其是作为元老的廖和冯，

他们长年在党内累积的人脉网络，加上黄朱强出钱大开宴席，各州支

部都有基层向他们接洽，共商大计，但毕竟为数不多。廖、冯、黄一

直不愿将"倒林运动"公开化，目的是为了争取舆论站在他们那方，

因为"倒林"对于大多数行动党党员来说，不论是理智或情感，均是

难以接受的。笔者也怀疑廖、冯二人向黄在"倒林"的立场上未必

一致，廖、冯廿余年来一直是林的左右手，好比廖认为"林吉祥变

了"是反映他不再受林重用的悲戚感与失落感，他与林吉祥毕竟没有

什么深仇大恨。故同样的情绪也可能出现在其他的党元老身上，霹雳

州的刘德琦即是一例。

7月 8日，刘德琦与朱镜湘在行动党总部召开记者会，以他们的亲

身经历现身说法，证实确有"倒林运动"的存在。刘、朱承认参与倒

林聚会前后不少过七次，还披露"倒林运动"的头目，除了廖、冯、

黄，还有雪州主席蔡高英、霹雳州前主席陈则明、槟川、i前主席张德

发、巴拉@逊德南、吴庆发和魏福是。 881此外，刘声称同他接触最多

的是陈则明和黄朱强。至于为何刘会倒戈，他解释说: "我不想做摧

毁民主行动党的千古罪人。"依笔者对刘的认识，他开始参与倒林聚

会或是源自对林吉祥"干预"霹雳州选举的不满，但是作为比林还要

资深的党领袖，刘对行动党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生是行动党人，

死是行动党兔"更是刘在政坛的口头禅。 1990年代上旬，尽管其阵营

在霹雳州被p .巴都的派系杀得片甲不留而屡受马华招揽，刘都没有

退党跳槽。另，刘选择倒戈的原因，笔者推断还包括要"教训1" 林吉

祥，要让林认识到处世应"留有余地"，在危难时才会有人出来相

880. (南洋商报) , 1998年6月 27 日。

881. <中国报} , 1998年7月 9 日。



挺。倒戈记者会后的同一晚，刘与林在霹雳外I Jeram区同台演讲，刘就

是不断重申"留有余地"之道，其弦外之音，相信林吉祥心知肚明。

刘、朱的倒戈引起倒林分子的强烈不满，廖、冯、黄在7月 9 日发

表文告说:

刘德琦的白白书'无疑是帮了林吉祥的大忙'将一个虚构的倒林

运动变为真实。……我们不否认我们有和刘德琦及其他领袖有多次的

碰面及讨论党内的问题'同时互相交换意见。我们也曾表达过对林吉

祥在处理一些党内问题的方式与态度。……我们这样做，是希望党的

问题有所改善和进步。我们不认同这样做便是倒林 o 882 

7月 11 日，林吉祥将该党中委会在7月 1 日所作出的议决对外公布，

以指示各州即刻召开各支部执委会议来全面讨论有关党内民主、党改

革、裙带主义及"倒林运动"等议题。这是林准备动员基层力量来围

剿"倒林运动"的组织战。 7月 12 日，负责党纪听证的五人小组宣判审

讯结果，黄朱强被开除党籍，廖金华和冯杰荣则被中止党籍一个月。

二三人对判决表示强烈的抗议，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一)我们是清

白和无辜的; (二)我们对违反自由、公平与公正的做法不能缄默:

(三)纪委会过重的判决，幕后有人操纵; (囚) ;林吉祥(按:对

我们)套上许多不明的罪名，并非指控，而是迫害; (五〉我们考虑

在接获党通知的14天内上诉中委会。 m

另一方面，廖、冯、黄事件的爆发，无疑是给英、巫文报章提

供了攻击行动党的大好良机。在马来西亚，除了民办的华文报章，

英、巫文媒体都是由国阵所控制。他们三人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利

府国阵的媒体来同林吉祥交锋，包括每晚在电视新闻时段亮相，大肆

攻击林吉祥。林吉祥毕竟是通权达变的政治领袖，他很巧妙地将党内

的"倒林运动"同党外的势力挂钩，他先是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英文

传媒《新海峡时报》及《星报》在报导这一场风波时"完全违反了诚

882. (中爵报) , 1998年7月 108 。

883. 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7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

3月 6 日。

实、真实、超越党派的基本原则及新闻专业"，制并指"这些传媒尝

试不断重复恶意的渲染，声称行动党内是容不下任何的批评与异议，

或指行动党的风波是源自我拒绝党的改革。"即所以，林建议要设立

一个独立的媒体调查团，来监督和研究报章有否持平地报导有关行动

党的新闻。这本是一项要将廖、冯、黄同国阵所控制的传媒绑在一起

的反击战略，让"倒林运动"丧失公信力。但是，林没有料到此举却

引来《南洋离报》社论的反击，认为林吉祥企图审查媒体，干预新闻

自由。阳林认为该报曲解其意，并展开连串反击， m7而该报编辑却一连

三天不刊登林吉祥的反驳文告。其实， (<南洋商报》的做法却正中林

吉祥的下怀， 7月 16 日，他说:

这不仅是行动党最大的在机，也是我个人政治生涯最大的危机。

在面对得以操控《南洋商报》如此巨大的"黑手"来违反新闻专业操

守攻击行动党……我不晓得还能否生存下去。......很显然， {南洋商

报》利用党的危机未摧毁行动党及"封杀林吉祥" ，这一运动的幕

后"黑手" '是为了史大的议程'包括破坏"卢援林冠英运动"及全

国性争取自由、公正、民主及良好管治的运动，从而在未届大选协助

国阵。 m

翌日，林继续说党内外两股势力已结合起来，是行动党当前面对

的最大危机。即林不断重复这个论述，不仅有利于争取基层党员的同

情，还能增添他们对"倒林运动"向国阵传媒狼狈为好的反感。将国

阵的媒体攻势化作鞭挝廖、冯、黄的策略，林的政治手腕确实十分离

明。

除了在媒体的正面交锋， "倒林运动"比较"肮脏"的做法，还

884. Lim Kit Siang, Speech at the Cheras DAP Support, Sympathy and Solidarity with Lim 

Guan Eng Dinner in Kuala Lumpur on 27 June, 1998. 

885. Ibid 

886. (南洋离报) , 1998年7月 14 日。

887. Lim Kit Siang,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at DAP PJ Hqrs on 14 July, 1998. 

888. Lim Kit Siang, Media Statement at DAP PJ Hqrs on 16 July, 1998. 

889. Lim Kit Siang, Media Statement at DAP PJ Hqrs on 17 July, 1998. 



包括用耳语和黑函来作人格谋杀，如污蔑林吉祥同其女政治秘书符月

璇有染，诬指林吉祥近年来"变"得支持马哈泊是为了挽救林冠英免

于坐牢，则又谣传行动党准备放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纲领，

甚至声称林吉祥1997年 12月于浮罗交怡 CLangkawi) 同马哈迪会面是

为了在回阵里寻求高职等等。这些"肮脏"的伎俩，反映出"倒林运

动"阵营里确实存有人格卑微的庸俗之辈。 7丹中旬，廖、冯、黄也安

排…些吉隆坡和雪州的支部党员到总部示威，以及到国会大厦高举标

语横幅来羞辱林吉祥。这些动作进一步激化矛盾，让一项由砂拉越行

动党领导层倡议的"休战五日" C指媒体战)以安排"圆桌会议"之

尝试，因互信不足而以失败告终。其中原因也包括被林吉祥视为"倒

林运动"头目之一的前副秘书长沈观仰，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中立的

调停人"及"砂州行动党领导层的发言人" 0 891 "圆桌会议"在林吉

祥眼中，只不过是沈的一种权谋之计，目的是要陷林于不义，以便

在媒体制造新的攻击议题。以但是，既然砂州领导层提出了"休战五

日"之说，双方也不想被舆论指责为没有诚意解决纠纷，故还是维持

了大约一个星期的"短暂和平"。在"休战"期间， 7月 24日，林吉祥

同意委派党主席曾敏兴、党副秘书长阿都·姆禄及党副财政方贵伦间

廖、冯、黄对话。在超过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三人提出许多例子来说

明如何被林吉祥身边的"红卫兵"排挤，廖和冯更道出如何受到林吉

祥的冷遇与美落。曾主席虽表示会将他们的意见向党中央工作委员会

890. 这些指责林吉祥"变"得支持马晗i油自的"佐i证正
晗迪担任首相的信任功i议义;支持马晗迪处理玛来西亚金融危机时采取不向囱际货币
基金申请援助的立场;表明行动党将向马哈迪所i设支立的"罔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合

{作乍，共同处理马来西亚金融危机。而林吉祥的解释是"我之所以支持马哈迪的原
因，是要反对任何外国势力企图干预马来西亚内部的政治事务，如几名美国众议员

要马晗迪下台的草案。因为马哈迪是否应该下台，应由马来西亚人去决定，而非由
外国人，无论是美自人，英留人或欧洲人来定夺。我向来代表行动党秉承国家利益

至上的立场，行动党准备在不抵触我们党的原则或捍卫人民权和的大前提下，与马

哈i串领导的国阵政府合作。"引自林吉祥: <为员请命，左右为难〉载《火箭报〉

革新号第1期 (1998年3月) ，页 16-170

891. Lim Kit Siang,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at DAP PJ Hqrs on 18 Ju1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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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但是基于积怨太深，信任不再，这一次的对话没有任何实质的

效果。廖金华在回忆录中这么说:

曾敏兴是行动党内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领袖，……他是党团结的

一个象征，各州领袖对他有一定的尊敬与拥护。但是身为全国主席的

曾氏'在处理二剑客所面对的问题时，他充分表现出各种的无奈和无

助'那诚令人感到失望，在真理目前，他选择了最强的那个人，而不

是一个最强的党。盼

"休战期"一过，为了使到"媒体战"夭夭都有"新闻"开打，

双方均因时制宜，运筹帷脏。比如廖、冯、黄决定在7月 27日就纪律委

员会的裁决，按党章规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上诉。虽然他们都晓得上

诉得直的机会几乎是零，但"上诉"亦不啻是一种造势动作。三人在

上诉书其中一段这么写道:

1998年5 月 24 日，黄未强分别在霹雳与马六甲的言论，只是向党员

讲话'并未让报界采访'史没有攻击领导层，黄只根据出席者的提问

给予答复。即使有人故意把它阐释为攻击领导层，也是在党内批坪'

没向外界发表。制

持平而论，这一说法确实有道理，因为林吉祥一贯强调，任何

不同意见都应该利用党内管道提出批评，而不是在媒体上互相对峙。

此外， "倒林运动"为了标榜他们也同样关注党的改革，便以所属派

系的二十二个支部之名义，联合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修改党章的建议

书。主要内容是修改党章第十条款，即通过党大"直选制"来产生中

委会中的十三个主要执委，以取代原有的"复选制"。此外，他们建

议纪律委员会的成员也应该由党大直选产生，纪委会主席的党龄必须

至少十五年，其他成员至少党龄十年，而且他们不可兼任中委。再

者，川、|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的所有执委也应该通过州选举和支部选举

893. 厚重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襄真相〉第 11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

3月 1080

894. 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9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

3月 8 吕。



直接产生，摒弃旧有的"复选制"做法。脱这些削弱中央集权的修章

建议，被形容为"民主化党的领导层及其行政机关来避免党被一两名

领袖所操纵"。一句话，这些建议全是冲着林吉祥所一直回避的"

选制"而来的。

至于林吉祥派系，为了壮大党中央的声势，在全民党员代表大会

召开前的两个星期，先后安排发布了三项利好消息。首先是在8月 5 日

宣布前组织秘书郭金福"归队"，还委任郭民担任"声援林冠英运

动"的协调员。郭自 1995年大选后坚持辞去所有党职，往私人企业界

发展，如今他声称"归队"是出白两个原因:一是马来西亚的经济与

政治形势，二是行动党内的危机。肌再来是在8月 17日宜布前副秘书长

范俊登重新参加行动党，这道消息令许多行动党人喜出望外，范俊登

向媒体说，他接受林吉祥的公开邀请，重回离开了二十年之久的行动

党，其中的原因是:

目前大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已到了不允许政治人物或个人之间

继续无谓争吵及冤冤相报的时刻。……目前全球己掀起改革之风，我

希望通过和平及民主改革'建设一个新马来西亚及新世界'我认为行

动党在这方面可扮演领导的角色。而林冠英案件是反对党受压制的一

个最佳例子，它严重打击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897

除了范俊登和郭金福， 8月 20日，林吉祥再宣布第二位党元老张守

江律师重返行动党。张是在1978年负责将行动党引进砂州的功臣，亦

是砂州行动党首任主席，是古晋区的名律师。张守江曾参加多届国州

议会选举，屡战屡败， 1996年9月以私人理由退党。

8月 11 日，林吉祥召开记者会，宣布中委会经议决是届党大的主题

是: "团结老、中、青，塑造一个新行动党，以否决国阵三分二留会

多数议席，以及缔造一个具有公正、自由、民主及良好管治的新马来

895. 廖金华: <为了交代---1于动党大风暴真相〉第27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

4月 2 日。

896. <星洲日报} , 1998年8月 6 日。

897. (累洲日报} , 1998年8月 18 臼。

西亚。"林进一步解释该主题:

党十二大将重申对党改革、革新及复兴计划的需要，以获得史大

的促进力量来缔造一个新行动党，好比英国工党那般成功地缔造新工

党而赢得英国的上届大选。……最不幸的是，有人刻意曲解新行动党

的意义'指责它是用年轻人取代及排挤"元老派" ，甚至说成走出卖

行动党的原则。党大将清楚志明'呼唤新行动党并非对过去二十二年

之建党原则、斗争或历史的拒绝或摒弃。行动党将坚定不移地信守社

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以建立一个自由、公平及平等的秩序一一不仅在

马来西亚使到人人都能充分发挥所能，亦包括实现一个全球的公民社

会。朋

同日，该党全国组织秘书陈国伟正式宣布，中委会对廖、冯、黄

的上诉维持纪律委员会的原判，即将黄朱强开除出觉，廖金华和冯杰

荣两人被中止党籍一个月。换言之，廖同冯在12日即可恢复党籍，但

两人的党职仍被中止。所以，廖同冯有权利出席在8月 22日举行的全国

党员代表大会，然黄则不可。朋三人经过商讨后，廖同冯决定向党大

提出上诉。对此，黄朱强发表文告说:

虽然我在非常具争论性的情况下被剥夺参选的权利，但廖冯二

人应参加竞选，以洗清二人的罪名，而史重要的是通过修改党章及其

他运动，争取真正的党改革，而非如党内一两名领导人提出的所谓改

革。 900

就"倒林运动"所提出的修章建议，林吉祥派系特安排一些支

部，同样提出形形色色的修章建议，版本林林种种，把问题搞得更加

复杂化，让党中央有借口可以将计就计。 8月 12 日，林吉祥回应说:

除了二十二个支部所提呈的修章建议，还有来自其他支部的建

议，它们同二十二个支部的建议是不同的。……有些建议是可取的，

898. Lim Kit Siang,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at DAP PI Hqrs on 11 August, 1998. 

899. {南洋商报}， 1998年8月 12 日。

900. 转引自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29节，见〈光明白的，

2000年4月 3 日。



但有些建议若被采纳则是灾难性的'并会给党招致损失。例如有项建

议是要求十三个中委党职都应该由党大直选产生'这是导致灾难的

诀窍'不仅对行动党而言'任何政党若采纳之'将会破坏党领导层的

团结、内聚力及完整性。所以在马来西亚没有任何政党合实践之。事

实上'据我所知，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奉行这么一种无政府

状态的领导权。这好比要求国家的选举制度改变为选民可以直接选举

首相、副首相、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新闻部

长……结果是政府将会有许许多多的方向，而首相将无法控制其内

阁。 901

翌日，林吉祥再表态说:

对于由党大代表来直选秘书长一职之建议，我个人是持开放态度

的'我认为这值得让党大未作全面的考虑及辩论。……然而，建议所

有的中委党职都应该直选，则只会瘫痪行动党的领导层，以及让党陷

入无所事事、分裂和无所适从。......如果最凶悍的政敌想要瘫痪行动

党的中央领导层，则没有比修改党章让党中央全部高职由党大产生来

得更为有效。 902

由此可见， "倒林运动"那一套矫枉过正的修章建议，给林吉祥

找到了靶子，白白地错失了让行动党转型成为一个比较民主之政党的

良机。如果"倒林运动"不是过于从权谋出发，处处搞针锋相对，而

能实事求是地提出渐进可行的修章建议，比如从党大直选秘书长及主

席两离职开始，则他们或将主导行动党改革"体"方面的论述权，而

非被林吉祥讥讽为"无政府主义"。原本就不愿放弃中央集权的林吉

祥，趁机提出了一道缓兵之计:

中委会将寻求党大的同意，以设立一个党章检讨委员会'未深入

研究修改党章的事务，使到党章史能适应时代的变迁和挑战，中委会

将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召开特大未修改党章。 903

90 1. Lim Kit Siang,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at DAP PJ Hqrs on 12 Au♂1S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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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大召开前约十天，即8月 12日晚，廖、冯、黄在吉隆坡半山芭六

福酒家举办"正义之声晚宴"，除大肆声讨林吉祥及其"红卫兵"，

还宣布设立一个网站来"将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其中的一项真相，

就是黄朱强揭露行动党在安顺补选期间所筹募的一笔义款，没有交给

党财政冯杰荣存入党的户头。这种间接影射林吉祥贪污的指控，翌日

在国阵控制的《星报》被大篇幅报导。 13 日上午，行动党代财政方贵

伦召开记者会作出解释，指在安顺补选期间所筹得的30，789.54令吉是

以银角的形式原封不动地存放在以林吉祥政治秘书符月璇名义所开设

的银行保险箱内 (PJSS2区的大众银行) ，目的是要在马华公会总会长

林良实索取法律诉讼案的堂费时，可以一分一毫地让林良实计算安顺

人民所捐献出来的血汗钱。林在补选期间也公开表示，希望林良实能

将这笔堂费悉数捐回给安JI顶资讯工艺中心。该场官司是林吉祥就"三

宝山基金案"控告林良实的毁谤官司，卡巴星因技术犯错而丧失起诉

资格，法庭遂下令林吉祥偿还林良实堂费29，960令吉。 904在记者会上，

方贵伦将所有的零钱银角倾倒在桌面上，让摄影记者拍照。次日，各

华文报章都图文并茂地刊登了这一消息，然《星报》就是蓄意低调处

理这宗澄清新闻，让黄朱强的影射能继续"生效"下去。其实，作为

党财政的冯杰荣，完全知道该党处理这笔义款的手法，但是他还是任

由黄朱强发出是项影射性的贪污指控。则"倒林运动"的手段，随着

党大的逼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到了这种田地，党争已经没有回旋

的余地，党选胜负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林吉祥除了澄清，也利用黄朱强的"肮脏攻击"来向全党

示， "倒林运动"正千方百计破坏"声援林冠英运动"。而最高法院

对林冠英上诉案的判决日，正是党大召开后的第二天。最后关头全党

上下的同仇敌"气，正好被林用作重创"倒林运动"的武器。 8月 21 日，

即党大召开前夕，林吉祥透过报章给六百二十八名合格的支部代表发

出一道讯息，称作"明日之重大责任" : 

904. 方贵伦在行动党总部所召开的记者会之新闻稿， 1998年8月 13 日。

905. 同上注。



我对明天的党大只有一项期望:那就是给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发

出一道清晰且明确无误的讯息:终结行动党二十二年来最严重的这一

场危机，以便党能告别过去二个月来的混乱状态，团结一致，昂首挺

胸，总景明确，全神贯注在我们的历史使命'以谱写马来西亚政治史

的新篇章'这一切将从来届大选否决国阵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开始。 906

面对背水一战，廖、冯、黄也发出《告行动党第十二届代表大

会全体代表书)) ，要求代表们充当"包青天"，还他们一个公道和清

白。

1998年8月 22 日早上九时，来自全马各地支部的代表及观察员近

一千人，将吉隆坡联邦酒店的二楼会议厅挤得水油不通，这可以说是

行动党有史以来出席率最踊跃的党大。林吉祥在致词时强调，第十二

届党大有两大重任:第一是能否缔造一个新行动党，来建立一个新的

马来西亚:第二是能否从这一场三十二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中挽救行动

党，选出一个团结和坚定的中央委员会。这两大重任均是为了在来届

大选否决国阵的三分二议席。 907林吉祥更说: "如果党代表认为我在

党内三十二年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将接受代表的决定，大会后退出政

坛。" 908 

选举结果是林吉祥派系大获全胜，在二十名入选的中委名单里

以林冠英得票最高，卡巴星次之，林吉祥居第四。所有涉及"倒林运

动"的头目皆无一人中选，诚如林所愿，党十二大产生了一个"团

结"和"坚定"的中央委员会。经复选后仍旧是林吉祥当秘书长，曾

敏兴任党主席，卡巴星为署理主席，林冠英则继续被委任"准接班

人"的重要职位，即副秘书长。虽然党章规定有三名副秘书长，但是

明眼人一看就能洞察出林吉祥的用心，因为另两名副秘书长(即章瑛

和阿都·姆禄)都是弱势领袖。

Kit Siang, DAP Delegates: Heavy Re，伊onsibi刀飞y Tomorro w, Eve峭of-DAPNational

Congress Message in Petaling Jaya on 21 August, 1998. 

907.lbid 

908. 转引自草草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行动党大风暴真相〉第33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4月 8 日。

廖同冯不仅在党选中失败，他们的纪律上诉案也"平反"落空。

原本两人打算在党大结束后的次日宣布退党，然林冠英的案件正于8月

25 日下判，且林不幸罪名成立，入狱二十六个月。 9月 1 日，摩、冯向

报界发表"联合退党声明"，表示"重视承诺，同被党开除的黄朱强

共进退" ;联合声明的最后八个字是: "今日缘尽于此，他日有缘再

续。" 909 

"倒林运动"并非从此结束。雪州、霹州、槟州和砂州的反林

领袖，还是不断在所属州内向该党中央抬杠，这些"滋扰"对迎战

1999年大选的行动党而言确是一种累赘。当年行动党是替代阵线的成

员党之一，因"安华事件"而同回教党结盟，然雪州主席蔡高英州

议员则不断公开指行动党与回教党合作是出卖"马来西亚人的马来

西亚"原则，同马华公会及民政党的宣传口径并无二致。 1999年4月

5 日，行动党组织秘书郭金福揭露，由"倒林运动"升级为"倒行动

党运动"所形成的一股势力，正企图消灭林吉祥父子，进而重创行

动党。 910为了一举肃清这一股反林或者说反党的势力，只要这些派系

头目一公开在媒体批评行动党，就即刻会接获纪律委员会的警告信。

此外， "倒林运动"的残余分子也曾考虑参加国民公正党来延续政

治生命， 911但林吉祥为了不让这些政治宿怨影响到该党同替代阵线的

合作关系，而作出一项特殊安排。 4月 28 日，四个反对党发表联合声

明， "不会接受任何在彼此之间引起争论的人士申请成为党员，以免

影响反对党的合作关系。" 912 

既然参加国民公正党无望， 1999年 5月 2 日，廖、冯、黄连同

蔡高英等人，宣布成立多元种族主义的马来西亚民主党 CMalaysia

Democratic Pa向心，简称MDP。该党主席是1980年代被开除的副主席

叶锦源，廖金华任署理主席，黄朱强任秘书长，财政为冯杰荣，组织

909. 廖金华: <为了交代一一斗于动党大风暴真相〉第34节，见〈光明日报> , 2000年

4月 9 日 0

910. <南洋商报) , 1999年4月 6 日。

91 1. (南洋商报) , 1999年4月 13 日 0

912. (星洲日报) , 1999年4月 29 日。



秘书是蔡高英，从这一阵容来看，他们全是和林吉祥有过节的前行动

党领袖。同年11月举行大选，只有大约一百名党员的民主党，提名竞

选十二个国会及十三个州议席，竞选口号是"第二选择"，即试图开

拓一条超越国阵与替阵之间的政治路线。然总得票只有六千四百五十

九张，不仅全军覆没，所有的候选人还被没收按柜金，如丧家之犬般

被行动党人讥笑为"疯狗党" C Mad Dog Pa向心。由于惨败后的民主

党完全没有活动能力，廖金华顿觉心灰意冷，加上在行动党人的积极

拉拢下， 2002年7月 14日，廖重新加入行动党，再续未尽的前缘。对

此，冯杰荣说:

当我们被停职与退党后'行动党的大小领袖群起攻讶'所用询句

非常毒辣，廖金华今日重返行动党'这些人士却大农欢迎'他们的真

面目'令我不敢恭维'难道廖金华没有戒心?人是有自尊的'我祝廖

金华一帆风顺。 913

8月 5 日，廖氏在接受《中国报》的专访时如此表示:

既然林吉祥可以做到不计前嫌'摒弃个人恩怨'以党利益至上'

我何尝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从政者必须宽大为怀，否则就不要从政 o 914 

廖金华最终选择回归行动党，再次证实他对行动党的感情和效忠

是赤诚的。 1998年的那一场大风暴，或只是廖政治生涯上的一次"脱

轨"罢了。

(九)中、新生代的挑战

1999年大选前夕，马来西亚的"烈火莫熄" C Reformasi )运动风

起云涌，替代阵线的政治攻势锐不可挡，人人都认为马哈迪领导的国

阵政权，或将被否决其国会所垄断的三分二议席，马来社会甚至有信

心耍一举推翻国阵，取而代之，成立一个由安华任新首相的新政府。

11 丹 29日投票日，义愤的马来社会确实"起义"了，在马来乡

913. (星洲臼报) , 2002年7月 17 日。

914. (中国报) , 2002年8月 5 日。

间的回教党因而得利，成功拿下两个州政权:反之，传统反对国阵的

城镇华人选民却忽然保守起来，导致行动党在许多华人选区兵败如山

倒，连党主席曾敏兴、署理主席卡巴星、秘书长林吉祥"三巨头"都

人仰马翻。 915林吉祥在马来西亚政坛纵横驰骋二十三年，居然连国1'1'1

议席都双双败北，难怪翌日许多报章的头版照片，不是刊登马哈油凯

旋的喜悦之情，而是林吉祥惨败的憔悴之容。

行动党面对这么惨烈的败选，让传媒不禁揣测"三巨头"会否引

咎辞职，甚至从政坛引退，让该党的最高领导层出现新面孔，使到该

党趋向"年轻化"。川12月 1 日，该党主席曾敏兴在芙蓉率先向传媒披

露，他将在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委会中辞去党主席职。 917同晚，林吉祥

从槟城飞返吉隆坡，在总部接见党员和支持者时表示，其党内地位将

交由翌日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决定。 9182 日下午三点，林吉祥正式辞去秘

书长一职。同晚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历时两句半钟，分别通过接

纳该党主席曾敏兴及秘书长林吉祥的辞呈，并且一致通过委任林为该

党主席及曾为该党永久顾问。中委会亦选出郭金福为第四任秘书长，

陈胜尧为国会党鞭。 9吨日，卡巴星辞去槟州行动党主席，由曹观友接

任之。

这一种高层权力的重新布局，引起党内少数人的不满，而敢于

公开表态的就只有范俊登，他认为林吉祥和卡巴屋都应该在大选失

败后退休，不要再担任任何职位。 920林吉祥公开回应谓， "只要党领

导层和基层党员都认同范的说法，我将不会眷恋任何党职"。如同

日，曾敏兴站出来挺林，指"行动党依然需要林吉祥和卡巴星的指导

Cguide) ，以度过难关"。四年届七十五岁的曾氏，在其英文文告

915. 详见第七章。

916. 见〈星洲日报) , 1999年12月 1 日; (中国报) , 1999年 12月 1 臼。

917. (南洋商报) , 1999年12月 2 日。

918. 向上注。

919. (星洲日报) , 1999年 12月 3 日。

920. The Star, 8 Dec, 1999. 

92 1. (南洋酶报) , 1999年 12月 9 日。

922. Chen Man Hin, Media Statement at Seremban on 8 Dec, 1999. 



中是用guide而非lead来表达对两位老战友的期望。 10日，林吉祥对范

俊登辞去所有的党职表示悲伤，并说在即将召开的中委会"还有机

会来考虑范氏要求他和卡巴星应该退休的观点" 0 
923 12 日，新任秘书

长郭金福召开中委会，提里并通过了一项对林吉祥担任党主席的信任

动议，且"呼吁党外人士尊重该党领袖和基层党员处理党内事务的权

利"。阳两天后，林吉祥却对外宣布，他将会利用二至三个月的时间

来征求社会人士的意见，以决定其政治去留。 2000年1月 16日，林吉祥

在该党的"共同迈向改革大会"上重申，华人农历新年假期过后，他

将会作出决定是否从政坛退休。阳

从1999年 12月上旬至翌年元月，来自党内外正反两面的意见透过

大量的电邮、传真和电话来表示关注林氏的动向，时事评论界也热烈

发表意见。在林氏看来，善意和恶意兼有，有让他深深感动的鼓励，

也有"党外人士将我看成是政治进步的绊脚石，要以 4长刀'刺向

我" 0 926其实，坚决要求林吉祥必须退休的党外人士，主要还是一些

非政府组织的激进民主派，包括前退党领袖柯嘉逊。柯特撰文批评林

吉祥不懂得民主ABC，因为"民主即是负起责任"。切对于此，林吉

祥质问道:

为何那些要我辞去党主席职以对行动党一边两届大选蒙受重挫负

起责任者，没同样要求人民党主席赛·胡先-阿里在领导该党参与三

届大选皆空手而返后退出政坛? 928 

林吉祥所言非虚，左派人士就是宽待赛博士，商对林吉祥严格

批评。除了意识形态作祟，笔者看不到任何原因。柯对民主原则所持

的"双重标准"可见一斑。

923. Lim Kit Siang, Media Statement at DAP PI Hqrs on 10 日饵， 1999. 

924. Kerk Kim Hock, Media Statement in PI on 12 Dec, 1999. 

925. {光明自报} , 2000年 1 月 17 吕。

926. Lim Kit Siang, Media Statement in PI on 31 Dec, 1999. 

927. Kua Kia Soong, Malaysi址ini， 28 Dec, 1999及柯嘉逊: <还民主真面目) ，见〈南

洋商报) , 2000年1月 6 日。

928. {南洋商报} , 2000年2月 11 臼。

2月 13 日，林吉祥终于正式宣布，他将继续留在马来西亚政坛，至

于将活跃多久，他表示"不会先于马哈迪之前离开大马政坛"。即事

实上，林吉祥的这一宣布，对党内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项受到欢迎

的消息。当然，党外的激进派、老左派及退党人士则另当别论。如果

说英、巫文主流传媒都是由执政的右翼势力所操纵，那么华文报章

的舆论圈子则盘踞了不少前左翼的笔杆子和新生代的激进民主派。所

以，很快地，舆论焦点就集中在揣测林吉祥同郭金福到底谁才是该党

的实质掌舵人。有人说只要林还是党主席，郭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办

法树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则也有人说郭在1996年曾淡出政坛，

似是政治持力不很强的人，更可能是没有大野心的人，所以暗指林安

排郭接任是为了方便日后交棒给林冠英， "只要林吉祥一亘在党内

守着，这个计划就会一一落实"。如

郭金福， 1956年7月 29日生于马六甲，比林冠英年长四岁。郭自小

对政治有浓厚兴趣，十二岁起就到群众大会昕政治演讲。归中学在马

六甲受教育，后留学澳洲，曾担任澳洲蒙纳兹大学的马来西亚学生会

主席， 1982年毕业于该大学机械工程系，次年返马，先在关丹港务局

担任机械部主任，一年后转往吉隆坡一家汽车公司任职。 1986年1月受

林吉祥之邀而参加行动觉，同年5月出任林吉祥政治秘书， 8月披甲上

阵参加大选，当选马六申州、!榴莲老温区州、i议员，并受委出任甲州行动

党宣传秘书，后转任州秘书。 1987年 10月曾在"茅草行动"下被《内

安法令》扣留六十天。 1990年大选移帅霹雳州，中选为兵如港区国会

议员，随即出任行动党霹雳州秘书，后卷入p .巴都和刘德琦的派系恶

斗旋涡。 1995年大选在原区寻求蝉联失败，次年2月淡出政坛，往私人

企业界金狮集团发展。 1998年在"倒林运动"的高峰期接受林吉祥之

邀重返行动党。 1999年中选为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郭在行动党中央

属"温和派"，他在淡出政坛三年后接任秘书长，成为党内其他派系

929. (星圳 B报) , 2000年2月 14 日。

930. 欧阳恩: <郭金福和林吉祥) ，见〈中囡t肘， 2000年1月 25 日。

931.罗汉洲: <析谈林吉祥续留政坛) ，见〈南洋商报} , 2000年2月 168 。

932. (中国报) , 1999年12月 4 日。



批评的话病。

甫上任的的郭金福，在接受各家华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并非行

动党秘书长的接班人，而是"接班队的领导人" 0 933 "我未必是行动

党能力最强的人才，但却是被行动党中央认为最适合担任秘书长的人

选"。 m郭解释说:

行动党中央在这选私、书长或其他职位时'是以当时的时机、条件

和情况来挑选一个最适合的人选。如林冠英就是一名很有条件出任行

动党秘书长的人选，不过由于整个情况和官司的问题'所以林冠英未

必是最适合的人选。最好的人选未必是最适合的人选;最好的人选也

未必是最成功的那一个。 935

郭采取不亢不卑的方式来回应党内派系的怀疑和党外批评者的恶

意，他亦以邻国新加坡的领导层作比喻:

以新加坡为例'目前也未有政治人物能像其内阁资政李尤耀一样

的魅力型领导人，但只要其总理吴作桥、有一班团队配合，将能以成绩

来使到新加坡人民史有信心。我这么说并非是要模仿吴作栋，而是我

可以预见到肯定有人将我和林吉祥未比较，我要公认的是，林吉祥是

一个罕有的魅力型作业政治领袖，而行动党这次配合时代的要求，换

由中生代和新生代来领导，相信对它的期望和要求也很高'我会以团
队的方式去领导。 936

他继续补充道:

所以行动党不止一个接班人，接班的是一个团队的一组人，大家

各有各的才华'互相弥补不足的地方。……我的优势是和党内中生代

及新生代可以沟通，我在90年代担任组织私、书时，有机会接触这些党

内青年，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937

934. {星洲日报} , 1999年 12月 4 臼。

935. 同上注。

936. {中国报} , 1999年 12月4 日。

937. (星洲日报) , 1999年12月 4 日。

郭也表示，他坚信林吉祥将不会以另一种形态"操纵"行动

党， "我想他指导肯定是有的。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接受他以党内的

经验来指导我们" 0 938 

郭金福接棒后，率先面对的是挑战有二:一是中央的财务困难，

二是马六甲州行动党的派系倾扎。中央财务的匮乏，源自于大选的惨

败。该党国外i议员的锐减，直接影响每月上缴给中央的议员津贴之总

额。故此，郭金福和林吉祥在新任中委会的当务之急，就是推动"挽

救行动党运动"，目标是要筹募五百万令吉来维持未来五年党务的

正常营运。则这一运动很大程度上仰赖党财政方贵伦的人脉关系，因

郭、林的背景和性格都不是筹款能手。然郭也采纳了一些新的募款方

式，包括推展征求长年赞助人的"振兴行动党基金"，以及公开党总

部的银行户头号码让支持者捐献，这些都是过去所不曾尝试的做法。

至于甲州行动党的内证，则让郭金福感到更加棘手，他即使想要维持

派系平衡，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林冠英派系与沈同钦派系对峙多年，

而后者的派系行为相对顾全大局，包括顾全林吉祥作为党魁的颜面。

然林冠英的性格一一尤其在出狱之后……却自视过高，旦得势不饶

人，让派系矛盾更加尖锐化。 2002年 1 月 30日，甲外!行动党主席沈同

钦在第十一届甲州代表大会改选前突然宣布退选，主动让出领导权给

林冠英派系，结果在五十一名代表中竟有三十一名(属沈派)投下废

票， 940这一不寻常的消极对抗，让原任外i秘书的林冠英也不愿蝉联该

职，顿时让甲少'"行动党领导层出现"真空危机"。郭金福为弥合两派

而费尽周章，最终出炉的折衷方案，郭金福任甲少'"主席，沈派的吴良

山任川、i秘书，其余的党职多数由林冠英派系把持。改选后的甲州行动

党，派系内证依旧不断，最终还演变到林派基层在2004年大选杯葛郭

金福的竞选运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容后再作交代。

就中央方面的党务改革，郭的做法比较强调执行力的发挥，而非

938. {南洋商报} , 1999年 12月 4 日。

939. (星训，旧报) , 1999年 12月 15 日。

940. {中国报} , 2000年 1 月 31 日。



盟

新概念的弘扬。以郭昔日担任组织秘书的经验，他深谙党的改革要即

刻从"体"下手，必定直接同林吉祥冲突，但"用"的改革，林吉祥

则已经推进得相当充分。所以，郭注重的是从基本做起，先将过去讲

到老掉牙的改革建议一一落实，一步一步地重建党组织以"加强党的

战斗力"。此外，郭亦吸取了往日林吉祥一人说了算的改革教训，强

调必须是"共同迈向改革"，即透过集体领导以谋求"革新计划"的

共识。

具体而言，郭的"革新计划"是要求该党圈外!议员必须提升民生

服务的素质，不能再依赖党的"金字招牌" ;问1要求各州委员会聘请

全职的组织部人员来执行工作，以在全国范围扩充更多的支部:阳要

求地方支部定期举办小型的座谈会来让党员和公众人士发表意见:鼓

励党组织要有学习的文化，如定期给党员提供政治教育训练、设立智

囊团来让不方便加入行动党的公众间接协助行动党。 943郭相信唯有通

过这些点滴革新，才能克服该党组织散漫的弊端，从而有效吸引更多

青年参加行动党，这就是所谓"加强党的战斗力"。

郭金福很快就和林吉祥有了明确的分工，即林主外，郭主内。这

除了是林自我意识到不愿授人以柄，指他企图凌驾郭的职权，另一方

面也是郭意识到林对外比他更有威望来应对替代阵线(下简称替阵)

内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回教党的当权派元老就层出不穷的原教旨主

义施政进行周旋。但是，林吉祥每日的文告数量还是居全党之冠，媒

体的曝光率也比郭金福高，故林被外界批评为"退而不休"。倒从人

格特质而言，林吉祥不是曾敏兴，曾氏当主席时比林吉祥低调:郭金

福也不是林吉祥，郭当秘书长时不及林吉祥高询。笔者体谅林吉祥二

十年来的作业方式或许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就如林吉祥担任党主席

后，大多数党员碰面时还是称林为"秘书长"，但是不排除一种可能

性，就是丧失了议员身份的林吉祥，很担心被群众遗忘，所以需要靠

941. (星洲 , 1999年 12月 4 日。

942. Kerk Kim Hock,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at DAP Hqrs on 17 Dec, 1999. 

943. (累洲日报) , 1999年 12月 4 日。

944. (星洲日报) , 2000年2月 11 日。

大量的文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林既然在乎的是党外事务， "对党内

决策确实刻意不参与，甚至不给意见，他只在必要时给予补充及配

合"， "他最终也放手让党机制去操作，由中委决定"，阳这是郭金

福在同林吉祥合作十个月后的感想。

然而郭、林之间的矛盾，却因处理该党同替阵的合作关系而日益

显现。简言之，行动党自 2000年 11月同公正党在鲁乃 (Lunas) 补选

发生争执后，郭金福主张以强硬姿态反击，不惜恫言退出替阵;而林

吉祥基于策略和舆论的考量，倾向维持替阵的运作，避免破局。郭、

林一刚一柔的政治取向，在党内都各自获得基层的呼应，反映出党内

上下确实对替阵存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认知。自鲁乃补选报捷后，公正

党华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处处同行动党针锋相对:加上回教党不断在

丹、了二州推出各种各样的回教化施政，大肆强调要迈向政教合一

的"回教鼠"目标，在这两大逆反因素的夹击下，基于原则和选举利

益的考虑，郭、林终究谋得最大的共识，毅然决定在2001年9月 22 日退

出替阵，这一场两头马车的矛盾才得以消解。

2001年8月 18 日，是行动党的第十三届党员代表大会。在举行大

会前的一个月，没有人会预料到林吉祥的领导地位又面对新一波的冲

击。然这一次的"造反"，却不似"倒林运动"那般翻江倒海市来，

雨是由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长邓章钦单枪匹马地向林公开叫阵。 7月

23 日下午二时，邓在其巴生律师楼召开记者会，公开呼吁林吉祥应该

主动退位，不要再参加8月的党选。邓章钦如此说:

若林吉祥没有拒绝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提名，则他还是会高票中

选，届时行动党还是"原地踏步"。......世上很少有一名政治领袖能

带领组织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林吉祥领导长达二十二年'个人的影响

力极大，甚至改变了组织的运作模式。党内流传一则笑话说，有人问

是主席大还是私、书长大?答案都不是'是林吉祥在哪个位子，哪个职

位就最大。......行动党里每个人都有发宫权，但是林吉祥的谈话才是

945. (南洋商报) , 2000年 10月 3 日。



最后的结论。 946

邓章钦还说:

行动党应该由秘书长未领导'唯有让党职正常发挥'组织才能正
常运作'因此不论是现任的私、书长或是新选出的私、书长'行动党都应
该将权力交回给秘书长。......这并非要"推翻林吉祥" '因为主动权

在林吉祥本身'除了他自动放弃参选外'党内没有人有能力推翻他。 947

邓此举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挑战方式，他只呼吁林吉祥应该主动

放弃被支部提名参与党选的权利(等同于自动退休) ，而不是呼吁党
员用选票将林氏拉下马来，这一招不啻为高明的战略。根据《民主
行动党党章》第八章第 (13 )条款: "每个有权派出代表出席党员代
表大会的支部委员会，有权提名廿位党员竞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
举。" 948此外， ((党章》第廿九章第 (9) 条款也写道: "只有符合全

部候选人规则及获得不少过两个有权派出代表的支部提名的候选人，
才有资格参与任何州党员代表大会中的州委员会选举或全国党员代表
大会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则

邓章钦，祖籍海南文昌。 1963年6月 2 日生于柔佛州杏株巴辖，
与林吉祥是同乡。邓在中学时代就显露领导才华，是校中的学长团团
长，后毕业于孟达拉鲁哇国中大学先修班，曾担任临时教员，以及在
吉隆坡担任法庭通译员，并开始自修法律课程。 1990年大海后，邓章
钦加入行动党，成为林吉祥的政治秘书。 1992年 12月 21 日，他在重组
后的第一届社青团代表大会，被推举为社青团全国组织秘书。 1995年
他被林吉祥派遣到雪州的安全区武吉加星 (Bukit Gasing) 上阵，以
一千二百九十张多数票，击败当时的雪州民政党青年团团长林传胜博

士，出任雪州议会反对党领袖。邓的议会表现突出，口才胆识都有过
人之处，屡次因揭发执政党领袖丑闻而成为传媒宠儿，锋芒毕露。

947. 同上注。

948.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八章"党员代表大会"第 (13 )条款。
949. {民主行动党党章} ，第廿九章"总则"第 (9) 条款。

1999年4月，邓章钦接任社青团全黯团长，同替阵青年团巡回全国各地

演讲，其马来语造诣让马来社会刮目相看，有利于行动党在马来选民

之间传播党讯。 1999年大选，邓同时竞选巴生区国会及巴生市区州议

会，结果"胜州输圈"。在中央党职方面，邓自 1995年起担任政治教

育局主任。在"倒林运动"期间，他被元老派视为"红卫兵"，十二

大后邓继续出任该职。邓的家庭背景甚为传奇，邓父是柔佛州i马华公

会元老，胞弟邓章耀是民政党青年团团长及槟城首席部长许子根的政

治秘书，故党内敌对派系一直放出谣言，指他破坏行动党是为了日后

跳槽民政党。

话说邓对林的"退位喊话"，犹如引爆一颗炸弹，顿时让党内

外万分惊讶。而惟恐行动党不乱的国阵传媒，包括国营及私营电视台

都如获至宝，他们期待该党十二大前夕再次出现一场"行动党大风

暴" 0 7月 23 日，郭金福在向邓求证此事后，对外表示"这只是邓的个

人意见，不是什么运动正在酝酿当中" 0 
95024 日，曾敏兴在接受传媒

访问时则说，林吉祥尚"年轻"，所以无须退位。如同目上午，社青

团全国署理团长魏祥敬和身为社青团总秘书的笔者亦发表联合文告，

表示"这不代表社青团中央的立场"，但基于和邓同属社青团中央领

导层，两人声称"坚决捍卫邓章钦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不认同他

为表达不同意见所选择的管道"。 952另一方面，该党妇女组秘书郭素

沁受询时表示: "今日我的服务中心已接获多达十多通电话，人民纷

纷对邓章钦的所作所为表示反感。" 953属拥林派的哥宾袅(卡巴星儿

)更措辞强烈地说: "如果邓章钦认为他没有办法摆脱林吉祥领导

下的阴影，他应辞去团长职。" 954林冠英很精明地表示"在现阶段不

愿置评" ;如该党纪律委员会主席章瑛反而说，邓的举动不算违反党

950. {里洲日报} , 2001年7月 23 日。

95 1. {中国报} , 2001年7月 258 。

952. (星洲日报) , 2001年7月 25 自。

953. {南洋商报} , 2001年1月 25 日。

954. {中国报} , 2001年7月 25 日。

955. {光明日报} , 2001年7月 25 日。



纪，故不会受到对付。 956向日，邓章钦继续向传媒披露更大的内幕:

有一名马六甲的中央领袖，酝酿发动一项"倒邓运动" '煽动及
向社青团、州级领袖施压，引发文告攻势，意图令社青团与因长划清
界限。......这是企图在行动党马六甲矛盾扩大之际，混水摸鱼'并打
击秘书长郭金福的威信。 957

邓还说"这是威权政治底下的表态主义的一种表现，也是扼杀思
想自由的行为" 0 958根据报界推测，邓所指的那位马六甲中央领袖就
是林冠英。 m

‘ 24日晚，该党在总部召开中委会(该会期早就拟定，并非因邓
言论而刻意召开)。会上拥林派反复质问邓发表有关言论的背后动
机，特别是署理主席卡巴星更率先发难，同邓章钦争得面红耳赤，邓
反驳时也振振有词，互不退让，会议气氛充满火药味。其实，这→场
风波最尴尬者莫过于秘书长郭金福，因为不论邓是基于什么权谋考
虑，其言论确实在客观上发挥迫使林吉祥更加收敛的效果，间接有利
于郭金福树立秘书长乃是党最高领导人的权威。然郭也面对林氏父子
及其派系的检视，倘若他不采取行动遏制邓的言论和气焰，则将被视
为是间接怂恿或包庇邓"炮打司令部"，或者是企图隔岸观火，坐收
渔利。中委会结束后，郭代表党中央向传媒说，会议经议决"邓章钦
不应该再对外公开发表要求林吉祥退位的言论，因为这项管道是 4错
误'的" 0 960而邓则向传媒表示中委会议上有"三个没有"，即没有
道歉，没有收回，没有一致的意见。 96125 日，林冠英打破缄默:

我希望所有党领袖服从中委会的决定，不再对毫无根据或无中
生有的指责作出反应与反驳。……如果党领袖在服从中委会决定时，
被逼"吃死猫" ，在以党为重大的前提下， "吃死，猫"的事也只好做

956.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25 日。

957. (中国报) , 2001年7月 25 日。

958. (光明日报) , 2001年7月25 日。

959. <中国报} , 2001年7月 25 日。

960.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26 日。
961.向上注。

了。 962

林冠英的"吃死猫论"是间接反驳邓章钦指他在幕后掀起"倒邓

运动"。

26日，该党组织秘书陈国伟对外界宣布， 24日晚中委会通过的议

决是一致的，并非如邓所言"没有一致的意见" 0 963罔日，柔佛州社

青团团长巫程豪以个人身份发言，公开声援邓章钦，他指"有人认为

行动党没有人可以取代林吉祥是必然的现象，因为这是一种炮制出来

的不健康现象。" 964 

此时此刻党内的拥林派，开始在暗中谣指郭金福和邓章钦有"私

人协议"，特别是雪兰我州的反邓派系，更是伺机传播这一谣言，以

企图挑拨离间。林吉祥其实知道谁在暗中造谣，但没有加以制止。

27日，郭金福高调宣布，如果有党员继续向外发表不满党操作、有损

党形象及打击党士气的言论，该党不排除向有关党员采取纪律行动。

他说，日前举行的中委会议上议决，邓章钦向外发表有关言论是错误

的行为，此举违反党纪律，但并没有提到要对他采取纪律行动。 965显

而易见的是，该党中委会在24日晚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不代表

能容忍邓以及反邓派继续公开对峙:

如果党领袖公开发言以表达不满'将引起另一批领袖出来回应'

全党上下都公开这样做，党的团结和统一何在?公众人士如何看待行

动党?行动党又要爆发党争吗? 966 

郭金福不得不祭出党纪大旗，因他担心拥林派和挺邓派若继续

公开表态，互相挖苦、互相指责，则后患无穷，或真演变成另一场政

治大风暴。郭也澄清一些不实的说法，如有人指林吉祥的党职"最

大"，郭却说林吉祥"最红" (按:指"最高知名度"，而非"最

962.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 26 日。

963.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 27 日。

964.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 27 日。

965.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 28 日。

966. <果却十!日报} , 2001年7月 28 日。



左"之意); "林吉祥在党内有没有影响力?肯定有!但如果说他有

最后的发言权，这是不正确的。" 967 

28 日，邓章钦控制的巴生行动党支部举办三十五周年党庆晚宴，

邀请林吉祥上台致词。林向出席者表示会接受中委会选举的提名，并

将自己的去留交由8月 18 日举行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同时，他也强调会

做好听取各界意见的准备，并感谢邓所提出的看法。林吉祥的泱泱大

度，获得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而邓也在林致词完毕到台下就座时，

向前向林握手致意。 968

7月 30日，邓章钦出席马六甲社青团主办的"社青之夜"，他公开

表示要求林吉祥退位的言论将不会影响两人的关系。马六甲是林吉祥

的政治发迹地，亦是林冠英的势力范围，邓选择在马六甲发出以下的

政治讯息:

在行动党内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推翻林吉祥'或说服每个人不投林

吉祥一祟。共党员不再支持林吉祥'在情感上'是件很为难的事，包

括我本身。林吉祥有权利接受提名，这是他作为一个党员的权利，所

以，他的决定'应该受到尊重。至于党员是否同意我要求林吉祥退休

的看法，这也是由党员以本身的判断未决定。 969

邓当晚的发言十分得体，不让身为秘书长、马六甲州主席及马六

甲市区国会议员的郭金福难堪，同时也不让台下的拥林派有机会捉到

把柄。间晚，林吉祥赴新山出席该党大学城支部所举办的晚宴，虽然

晓得那是巫程豪的地盘，林也重申"他的动向和目前在党内的地位，

将交由党代表去决定" 0 970表面上邓、林都十分君子，但是据林派同

雪州的反邓势力早就开始运作，他们准备发动基层力量，让邓章钦无

法在中委选举成功挤入前二十名。距离党十三大召开前的四天，即8月

14日，邓章钦接受媒体专访，指有一些集团对他采取"自剿"及倒票

967.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 28 日。

968. <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 29 日。

969. {中国报} , 2001年7月 31 日。

970. 向上注。

行动，以使他在中委会中落选。川一直希望该党精诚团结及和睦共处

的秘书长郭金福，也在同日向传媒说:

每样事件都需要运用智慧分析和解决'没有必要马上表态以求扩

大支持或对抗力量'不然大家都把事件和精神消耗在平息党的风波，

使到党无法正常运作，处理人民及国家的课题。 972

8月 18日，党十三大准时在上午十时正假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大

约有三百名代表和观察员出席党大。按大会流程，党主席林吉祥先上

台致欢迎词。林除了就国家的最新政治动向及该党的斗争路向发表冗

长的演讲，也表示欢迎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我公开为邓章钦拉票，

大家投他一票" ;此外， "党内有民主的空间，任何人做错，也有给

他认错的空间" 0 973林吉祥同时也这么阐述他同郭金福之间的关系:

郭企福是党的前锋'并在过去两年的任期内表现良好。我不再是

跑前锋，我目前只是党的守门员。例

接着是秘书长郭金福代表中委会提呈党务报告，题目是《党改革

是持续不断的过程)) ，郭如此强调:

对党进行的改革'不会成为'也不应该成为党内出现分裂、意见

不合及误解的原因。党改革方案的成或败'应该激励和鞭策全党上下

继续前进'而不是沦为互相攻击和指责的借口。改革，是为了振兴党

而不是摧毁党。改革必须把党内的老、中、青团结起来，从而增强和

改善党整体的战斗力。 975

在进入第三项议程即中委会选举之前，一般都会要求记者退席，

然林冠英却突然向大会议长要求特别发言，并作出骇人的宣布:

今天为了大局及行动党'及不要让不负责任的分子企图破坏及质

971. {蛊褂旧报} , 2001年8月 15 日 0

972. {星洲日报} , 2001年8月 15 日。

973. {星讲!日报} , 2001年8月 19 E1。

974. {墨褂i 日报} , 2001年8月 19 日。

975. 引自〈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呈给第十三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之报告} , 

2001年8月 18 日至19 日。



疑大会的举行'我宣布今天退出竞选。……我不要我的参选，成为一

个具争论性的课题·…..最重要的是确保大会的合法性·…..不管政府的

任何压制，也无法打击行动党。但是如果我们的领袖及党员违背及出

卖原则'党将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现有的行动党领导层做出许

多的贡献'但还是面对这样的挫折'犹如虎落平阳被犬欺。外人欺负

无所谓'最遗憾的是党内人士可能被外人利用。为了党'我希望党代

表给予全国主席林吉祥及署理主席卡巳星全力的支持。 976

林冠英在作出退选宣布之际，台下的雪州倒邓分子高喊"我们不

要邓章钦"的口号:也有来自彭亨州的妇女党员痛哭，大会气氛迅即

变得十分凝重。

不少代表皆对林冠英能否在最后一刻宣布退选表示质疑: "我们

可以投票给林冠英吗? "署理主席卡己星大律师随即发表专业观点以

释众疑，他指林冠英退出竞选是根据1967年社团注册法令第9 (A) 条

文， ~p任何人如果被法庭判决超过一年监禁或罚款超过马币两千，他

就无法扭任任何政党或社团的理事。换言之， "如果林要竞选就必须

在该法令第18 (B) 条款下，先获得社团注册宫的豁免权。否则，社团

注册宫有权宣布代表大会非法，所以林冠英是在爱党的理由下退出竞

选。" 977 

卡巴星的法律释疑兼政治解画，对于面对"自动退休论"压力的

林吉祥有一定的同情催票作用:此外，林冠英的"爱党理由"亦能凸

显邓章钦的言行是何其的"不爱党"。据悉林冠英这一"苦肉计"预

先并无同林吉祥及卡巴星商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林冠英最后一刻宣

布退选所塑造的悲情，对邓章钦的选情大大不利。林吉祥则不愿对林

冠英的退选发表意见。

然而，作为选举宫的刘德琦是该党资深领袖，熟悉党章条文，他

不偏不倚地依照党选条例办事，即宣布林冠英的退选无效。刘所给的

理由是，林冠英退选的决定不是根据党选条例，即在7月 7日的最后期

976. (星洲日:J'ID , 2001年8月 19 目。

977. (累~+I 日报> , 2001年8月 19 岳。

限之前作出的，所以林被提名参加党选的资格是有效的，故不能抹杀

党大代表投票给林的权利。 m

投票的结果是，方贵伦获得最高票支持，阿末·诺次之，卡巴星

与林吉祥分别排名第二及第四，郭金福第五。至于邓章钦也获得一定

的支持，排名第十九，成功挤入中委会。而林冠英则因情况特殊，没

有宣布得票多少，但据悉林的排名是第二十一，刚好出局。在邓章钦

缺席的情况下，新选出的二十名中委在即日傍晚就举行复选，林吉祥

和郭金福继续担任党主席和秘书长，卡巴星任署理主席，其他党职的

人事安排也基本变化不大，惟邓章钦不再被委任政治教育局主任，改

由笔者接任之。中委会也一致议决推举林冠英继续担任副主席，只要

获得社团注册宫的"豁免"即可。但是林在三天后婉拒。

邓章钦在党中央虽然被降为普通委员，但是在党外舆论却赢得

最多掌声。笔者认为，邓是懂得搞"媒体政治"的高手，他透过媒体

在"党外造势"，虽然被拥林派看成是在"党内肇事"，但其成功之

处，就是将自己塑造成行动党的改革先锋和挑战威权的勇者。邓鲜明

的形象，导致其政治动向成为外界判断行动党"党内民主"的指标。

而邓似乎乐此不疲，或者说是有恃无恐。同年12月 9日，他又出招，这

次的对象轮到"肥鱼"郭金福。

12月 8 日，邓章钦出席行动党麻坡服务中心成立一周年纪念联欢

宴会时，投掷了一枚"炸弹"，他在台上公开建议郭金福下届全国大

选时飞象过洞，从马六甲市区国会移师到雪兰我州攻打八打灵再也北

区国会议席。他解释，该项建议的理由有二:一是因甲州行动党人才

济济，但是议席较少，一旦郭金福移师雪州，那么甲州行动党将有更

大的空间;二是雪州可以攻打及有胜算的议席很多，但是党人才却不

足。"如果郭金福移师雪州，他可带领行动党大军，把雪州三分之一

的江山打下来，这对雪州行动党的未来发展，将有大帮助。" 979同台

演讲的郭氏，对邓章钦的建议一笑置之。

978. (星洲日报> , 2001年8月 19 日。

979. <中国报> , 2001年 12月 9 日。



12月 29日，邓章钦在由马六甲行动党举行的"三十五周年党庆晚

"上，重复向一建议，然这一次他用了一个很幽默、很形象化的比

喻，反映出他深谙制造媒体效应之道:

马六甲这个鱼池虽小'但却能养出大条鱼'可不可以让我们"借

用"一下郭金福这条"肥鱼"给雪州这个"大水池" '让他在这

里"游泳"。肥鱼到了"大水池"后，马六甲这个"小鱼池"也会有

史多的空间'给其他的"小鱼"长大。 980

邓章钦的"肥鱼论"果然在次日被媒体广泛报导，他预设的目

的得远了。不光是要引起公众注意，而是要在派系壁垒分明的甲州行

动党激起更多的矛盾。如甲州沈派的吴良山和林敬贤，两人都是州议

员，他们次日就公开表示认同"肥鱼论"，吴更指下届大选马六甲市

区国会议席"应该是让给沈同钦的时候了" 0 981 

这一次郭金福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抨击邓章钦"故态复萌"，利

用党外舆论来提出意见。郭还用了很重的话来教训邓:

任何党员都必须记得'政治要站稳岗位，脚踏实地地去做，不是

靠标新立异的手法，蓄意制造标题新闻搞宣传'个人面对的问题应该

设法解决，而不是利用、玩弄及加剧党内矛盾来"过桥" 0 982 

就郭的抨击，邓章钦也不客气地表示:

我的建议不是给他，而是给选民'以拉近党与选民的关系'挑选

候选人的问题，可学习选民的看法或意见。……有关建议并不是什么

大不了或党内的机密问题'而是公众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公众场合

提出，让公众参与。……在民主开放的时空里'如果任何人不想、不

敢或不愿接受任何建议，也应以理服人，理性地列出他本身的理由，

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暴跳如雷，发出封建反动的言论，是肯定不能

服众的。 983

980. {中国报} , 2001年 12月 31 日。

981. (中国报) , 2002年 1月 1 日。

982. {中国报} , 2001年 12月 31 日。

983. 向上注。

12月 31 日，郭金福在甲州党所召开记者会，指邓章钦二度建议他

移师雪州，背后动机是为了利用他来箱制林吉祥，以及意图打击行动

党。郭金福解释:

行动党八打灵行动队( P J Action Team) 曾私下建议要林吉祥在

下届大选到八才了灵再也北区国会竞选，但此事林吉祥本身也不知，而

邓章钦为了"阻挡"林吉祥，先于本月 15 日首次在麻坡提出要我移师

雪州。我得到准确的消息透露，指邓章钦当晚上台讲话前，曾在台下

卢称将置放"炸弹" ，这说明了邓氏早已有所意图。......邓氏美其名

以"让选民参与决定候选人"为借口，制造"民主"的假象'背地里

却要通过公众舆论，企图影响行动党的决定。 984

郭金福今回严厉抨击邓章钦，让拥林派的大小头吕也伺机群起攻

之， "邓章钦将跳槽他党"的谣传四起，则除了巫程豪公开挺邓，邓

可谓陷于四面楚歌。 2002年 1月 2日，邓公开表示收回其建议，但是用

了十分不敬的字眼来讽刺郭:

由于我误判党私、书长郭金福的才智、格局、信心及勇气'所以我

决定收回要郭氏移师到雪州的建议，不再重提此事。 986

1 月 3 日，属于拥林派的副秘书长及纪律委员会主席章瑛出来挺郭

说

大选时的移师调将是选战的策咯，党的最高领袖欲攻打哪个选

区史不可让敌方知道，尤其是在目前幽灵选民问题广泛存在的时候。

林吉祥在1990年大选能在巴当哥打区打败林苍佑'出其不意是因素之

一;过后'首席部长的选区做足准备功夫，在1999年'根据调查，许

子根首席部长的丹绒式雅区，至少有三千个幽灵选民。因此'即使党

原本有意调动秘书长到八才了灵北区，也成邓幸钦搞砸了。 987

984. (中国报) , 2002年 1月 1 吕。

985. <南津商报) , 2002年1 月 3 臼。

986. (星洲日报) , 2002年1月 3 日。

987. 民主行动党副秘书长及大山脚区国会议员章瑛在2002年 1月 3 日在槟城所发表的声

碗。



很肯定地，随着这一场"肥鱼论"的争执，郭、邓之间的关系

已告决裂。拥林派在短期内或将不再质疑郭同邓存有什么"私人协

议"来遏制林吉祥。如果邓章钦真是为该党的改革大业着想，那么他

选择向郭金福闹翻，是为战略上的最大失策。当然，如果邓是完有议

程，情况就另当别论。在笔者看来，邓章钦发表"肥鱼论"的动机，

必须结合当时雪州及甲州行动党的派系脉络才能说清楚。

首先，邓章钦在雪州被拥林派的刘天球势力重重包围， 1999年大

选刘曾在雪州最"安全"的八打灵再也北区上阵，然不幸落败。加上

该区在1995年大选曾因柯嘉逊填错表格而大意失荆州，故行动党这一

堡垒区已经一连两届落在马华公会手中。由此，八打灵行动队希望林

吉祥能前来收复失地，一来林毋须返回槟城政坛再度冒险;二来林移

师雪川、i将能大大激励党员士气。笔者推测，邓章钦或不想这一部署落

实，原因是林吉祥移师雪州，将有助于增添刘天球的派系力量，让邓

在雪州更难立足:再来，倘若林吉祥拒绝美意，与其让刘在下届大选

再度上阵这个"安全区"，毋宁让郭金福过来"拦阻"刘的政途，遏

制刘派势力的继续膨胀。反正邓晓得自己的"反叛言行"，是完全没

有机会被党中央委派到该"安全区"竞选的。另一方面，如果郭真移

师雪州，则马六甲市区的国会议席将出现空档，基于林冠英被剥夺政

治权利五年，下届大选尚无法上阵，那么连任外!议员多届的沈同钦将

有机会更上一层楼。邓章钦将这一顺水人情卖给沈派，无疑可削弱林

冠英在马六甲的势力。故"肥鱼论"在派系战略上确能牵一发而动全

身。

"退位论"和"肥鱼论"虽然给邓章钦赢得很多党外的

但是邓"第十号打架鱼" (郭用的形容词)的好斗性格，却让他在党

内日愈备受孤立。不仅拥林派对他恨之入骨，连妇女组、社青团都和

他保持距离。犹有进者，身为社青团团长的邓章钦，向来对团务就不

甚热衷，其权力基础可以说是靠媒体形象撑起来的，而非真正有坚实

的基层力量。笔者任社青团总秘书时，向邓关系算是密切，没有派系

问题存在，故团务发展可谓顺利。但是当笔者在2002年8月辞去所有

党/团职，则邓在社青团中央就丧失了最可靠的臂膀。 2003年1月 11 日

举行的社青团改选，邓章钦被该党中央所属意的霹雳州社青团团长倪

可敏拉下马来。其实倪并没有作什么积极部署，他只是得到林氏父

子"祝福"的人选。关键出于邓在社青团中央及基层均失去人心，他

们对邓"批林批郭"的做法不能苟同，所以最终决定一举倒邓。邓在

改选前已经察觉形势不妙，他最后一刻发动巳生、马六甲和柔佛州的

区团来力抗倪的挑战。然邓所掌握的铁票毕竟不多，一旦人心倒戈，

他甚至在初选时都无法晋身廿强。社青团同母体一样采取复选制，而

作为争取蝉联的全国团长，得票竟然不足以挤入社青团全国执行理事

会，连邓自己也不敢相信。 989他将这一败选总结为十个字: "南北两

阵营，中间定输赢" 0 990所谓"南"，指的是南马的马六甲州和柔佛

州，属挺邓的州属;而"北"即是北马的霹雳川、i和槟城州，是倒邓的

大本营，至于"中间"，除了指中马的雪兰我州和吉隆坡，-tß暗示行

动党中央领导层插手干预，决定选举大局。

社青团大会的翌日，是为"民主行动党2003年全国代表会议"

(非改选年) ，这是反应郭金福渐进改革路线的一次大会。为了让该

党的改革工程能被视为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郭遂提出了一项修改

党章的建议给大会辩论: "限制秘书长的任期不能超过三届(即九

年) " 0 991 

这一修章建议，乃属"体"的改革，很容易挑起各个派系头目

最敏感的神经线。那些准备培植自己摘系接班的领袖，会考虑到郭此

举是否要限制"未来接班人"之领导才华的发挥:那些对"林氏王

朝"持批判态度的人，会认为这是"过渡期的秘书长"对自己没有信

988. 笔者在2002年8月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修读博士课程，之前所出任的党/团职是

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社青团总部书、行动党联邦直辖区秘书及秘书长政治秘书。

989. {南洋商报} , 2003年1 月 12 日。

990. (南洋离报) , 2003年 1 月 13 日。

991.此一修改党章第 10章第 (2) 条款的草案是. "秘书长将掌管党务的最高执行权。

不论是连续性或间断性，秘书长任期不能超过三届，但这并不包括填补上届秘书长

所遗留下来的临时空缺的任期，无论上届秘书长是基于什么原因而离职。"



心和企图心，甚至想快点交棒给林冠英的表现;有些人却认为这是郭

为了要凸显"改革派"形象来竖立自己的权威:即使那些能超越派系

利益考虑的人，也认为一名最高党魁的九年任期似乎过短，因为很不

容易从新手磨练到成熟，刚刚展现出领导魅力，就被迫匆匆交棒。

从修章内容来看，郭金福的改革方案可以说是介于林吉祥和邓章

钦之间。换言之，林对"体"的改革承诺不足;而邓的主张则犹如震

荡治疗法那般要急速见效。所以郭的渐进改革要取得成功，就背视如

何在林、邓之间取得平衡，这也是郭提出上述修章建议的心思所在。

经过一番游说后，郭的修章建议在中委会里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然

而，林吉祥却表示异议。林所持的反对理由是， "限制秘书长的任期

不能超过三届"将会让外界把矛头即刻指向他，即为何不同样将党主

席一职的任期也限制不能超过三届， "难道是林吉祥从中作梗?或是
林吉祥想当主席超过三届? "林吉祥以此顾虑作为反对的意见，看似

有点道理，随即中委会里的拥林派也纷纷表态反对，所幸最终赞成票

还是占了大多数，这项修章建议才得以提里到该党2003年的代表会议
中供代表辩论。

2003年1月 12日，郭在代表会议上这么说:

有人说' "当你开始讨厌新意见的时候'那么你就老了;当你开

始诅咒新意见'那么你就完了"。因此'我们要保持年轻'就必须梦

想多过回忆，追赶现代化步伐并且勇于接受改变。由此，本届大会提

出修改党章来限制私、书长的任期'并不是为了博取媒体宣传，也不是

为了对付任何人。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扮演"催化剂"的作用，为党带

未史多改变'确保党的生存及发展。由我本人提出私、将长任期不超过
三届的建议，已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纳，相信将对行动党结构带来

重大改变，以迅速改变适应新时代'培养史多新人，让史多领袖有机
会出未领导。 992

此外，郭金福也给代表们披露今后将要进行的改革计划:

我们史应朝向史多改革的方向:直选党主要执委、开放党代表大

992. 郭金福在2003年全国党员代表会议所发表的演讲词， 2003年 1月 12 日。

会(按:给媒体采访)、设立一个透明的支部初选候选人机制、在国

内各地成立"行动党之友俱乐部 、成立海外大学行动党俱乐部及促

使支部成为当地的影响力中心等等。则

郭将"限制秘书长任期不超过三届"视为其任期内一个很重要的

改革里程碑，社会舆论也普遍肯定之。虽然在激进改革派眼中，郭的

步伐似乎还是过慢，应该可以再快一些，但是基于郭在大会上发出明

确的纪律警告， "即召11示纪律委员会对没有通过党内正常管道提出不

满，而对外渲染问题者，采取严厉的纪律行动对付"， 994加上邓章钦

在社青团改选落败，激进改革派不得不暂时沉寂下来。

另，就"用"方面的改革，郭也大胆启用新人尝试新手法，如黄

隆汉和笔者从台湾民主进步党所引进的文宣改革，一开始在党内曾引

起一些争论。年长的行动党人多半是因为对民进党意识形态不认同，

导致连台湾的文宣造势于法也一并拒绝。但是在郭的充分授权下，该

党总部全面雄进了文宣改革工程，并且召开巡回各州的选举文宣工作

营。 2002年2月 24日，该党邀请民进党的前文宣部主任罗文嘉(当时罗

己任中华民国文建会副主委)到吉隆坡来授课，这比昔日光谈"新行

动党"理念，但是操作上依旧用"老行动党"的文宣包装于法要"现

代化"得多。民进党式的文宜手法被借鉴后，宣传效果确实奇佳，从

砂拉越州选举、古打里补选到2004年全国大选的文宜，无论是候选人

的形象包装，横幅标语的创意构思，到竞选政纲的设计呈现等，行动

党都堪称走在马来西亚朝野政党的前方，不仅获得媒体的赞誉，亦让

选民耳目一新。再则，该党也成立资讯工艺宣传组，设立网上电台、

制作宣传光碟，是为最现代化的改革成果。

那到底林吉祥如何看待郭金福的整体表现呢?台顶上当然好话

说尽，但是私底下林还是有所抱怨的。首先，郭在企图上下的党务出

勤率被林认为不够积极，林要求的秘书长是如他那般的"工作狂"，

要日以继夜地在全国各地奔走，开幕剪彩宴会演讲都要尽可能逢请必

993. 向上注。

994. (星~'H 日报) , 2003年1月 13 日。



到。说实在，行动党的政治基业确实是靠林卅余年所辛劳耕耘出来

的，这一点需要肯定。然而时代条件的转变，加上许多个人因素(如

家庭、性格、生活旨趣、人生观)的影响，中生代和新生代领袖

的"奉献"和"牺牲"，则未必都能符合林吉祥对全职政治领袖的要

求。此外，该党在2002年6月所发起的"不要929运动"，以全面反击

巫统和回教党之间的"四教国模式"竞争，这其实是林吉祥一人主导

的选举议题，党内大多数中委都不认为选民会在乎马哈边的 "929宣

布"。既然林吉祥要全力冲刺，他们就做做表面功夫，以"陪跑"的

姿态敷衍了事。所以包括郭在内，都被林批评为"没有急迫感"，没

有协助他"推进运动的第二及第二波攻势"，以"唤醒人民的危机

感"来制约政敌，迎战大选。

2002年4月 5 日，郭金福很不幸被证实患上直肠癌(第二期) , 

全党上下都为之震惊。 10日，郭进行了一场手术以切除肿瘤， 18 日出

院，回到马六甲住家养病，接着就进行放射和化学治疗。人人都体谅

郭需要更多的休息，林对郭的批评也自然不再。但是对于退出替阵后

的行动党，政治形势左右受敌，政务需要天天跟进，不能丝毫松懈。

5月 5 日，行动党召开中委会，议决接受郭金福的休假申请，并委任章

瑛出任代秘书长，则陈国伟则负责统筹该党总部的行政事务。在请假

期间，郭依然出席国会会议。经过放射和化学治疗半年后，郭的癌细

胞经获得控制，健康逐步恢复。同年9月22日，他再次回到领导岗位来

履行党秘书长和盟会议员的职责，除了因为沙巳加雅区有一场补选逼

近，这也阿甲州、!行动党的派系内证有一定的关系。

9丹 29日，甲州立法议会进行一项修改州宪法的审议，关涉到今

后在该州增加或减少州议席的席次，将毋须获得三分二的修宪同意即

能进行。林冠英夫人周玉清州议员基于捍卫民主和法治精神投下反

对粟，而党鞭沈同钦则因他是甲州"修宪案草拟小组" ( Constitutiorr 

Select Committee) 的成员，议案尚未提呈到立法议会前，他已经在小

组内部表示闰意，所以到了议会表决的时候，他唯有采取弃权立场。

995. (星洲日报> , 2002年5月 7 日。

属于沈派的吴良山及林敬贤当然跟随沈的立场投弃权票。该党两派议

员对国阵的修宪议案"表决出现分歧"，这是该党历史上头一次发生

的事故。投票后两派更在传媒上互相指责，中委会遂高度重视问题的

严重性，因为郭金福和林吉祥也被卷入这一场派系旋涡。用郭的话

说"有人说行动党秘书长在有关事件中表现软弱，而林吉祥却偏袒

一方。" 996 10月 5 日，郭在马六甲第十二届党员代表大会改选前发表谈

话:

我害怕本身的癌在会复发，但是我史害怕的是马六甲州行动党因

缺乏团结，而被迫根拔起。.…..党内纠纷问题是甲州行动党当前面对

的三大危机之一。内部的纠纷已经打击了党的形象和卢誉。……所以

中委会建议成立一个新的高层委员会'来解决有关问题。 997

即使党中央的介入，甲州的派系内证始终无法被克服。在明在

暗，两派都搞许多的小动作。郭发出"应该宽宏大量，不要迫人太

甚"的劝告被当作耳边风。在纷纷扰扰的派系争执中， "林冠英不配

做林吉祥的儿子"是沈派发出最沉重的一句批评。

(十) "林氏王朝"面对的批判

党内不少人曾批评说，林吉祥领导行动党卅年的最大败笔，就

是过度渴望栽培自己的儿子当接班人，这被形容为是林吉祥的"隐议

程"。政敌国阵和社会舆论，不论是出于恶意或善意，自 1990年代

开始亦一直批评说行动党内有"林氏王朝"。林吉祥被看成是同李光

耀、蒋介石、金日成等政治强人一样，都搞"家天下"，骨子里流着

的同是亚洲封建主义的血液。

林吉祥到底真是否如此?这是很具争论性的问题。但一般人都

有这么一个印象，即 1980年代前退党的人，据说多为抗议"林吉祥独

裁" ; 1990年代后不愿入党的人，多半指乃不满"林氏王朝"。

996. (星洲日报) , 2003年10月 5 日。

997. (南洋商报) , 2003年10月 6 臼。



就有关"林氏王朝"的指责， 2004年 1 月 15 日，林吉祥在一场同专
业人士的对话会中这么回应道:

有哪一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会可能鼓励他们参加反对党……难

道能说我栽培到他被内安法令扣留吗?事实上'我的孩子所面对的迫

害比我还要厉害，他还被囚禁在加影监狱。五年内'他被剥夺了政治

权利，没有投票资格，无法在任何祉团组织担任职位，以及无法在专

业领域工作。而他被判监不是因为涉及什么罪行，而是为了护卫一名

未长年少女。我尊重冠英所坚信的，裙带主义的指责是最不公平的。 998

林吉祥的回应其实并不足以消野党外人士的猜疑，因为他们都

会说，林冠英被迫害都是因为国阵洞悉到他将成为行动党未来的接班

人，或者说国阵刻意选择性地打击林冠英，自的是要重创林吉祥的

斗志和政治宏图(希望儿子当接班人，也算是政治宏图之一)。换言

之，林吉祥越要突出林冠英的政治锋芒，林冠英就越要有心理准备来

面对国阵的重锤出击。这种因果关系，用"裙带主义"一词来形容之

未必令人信服，因为林吉祥确实并无给予林冠英什么可供利用来飞黄

腾达的"商业机会"，反而让林冠英蒙受牢狱之灾。但是林吉祥在党

内为林冠英制造许多"政治机会"，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包括:

〈一)在1986年将马六甲市区"让"给首度披申上碎的林冠英，以确

保儿子当选国会议员; (二) 1989年"茅草行动"结束后，委任林冠

英当社青团团长; (三) 1995年第十一届党大改选后委任林冠英出任

副秘书长; (囚)在1998年，当林冠英面对司法检控，林吉祥发动全

党进行"声援林冠英运动"。这些都是党内其他年轻人，包括许多遭

受政治迫害的党领袖所不曾享有的"政治机会"。换言之，没有以上

四次重大的"政治机会"，再努力打拼和"敢斗敢胜"的林冠英，也

不可能这么快就攀升到该党权力的最核心，连带面对国阵最严苛的政
治迫害。

2004年大边，是郭金福出任秘书长以来首度统领大军迎战政敌的

to Nepotisim, Authoritarian Charges," in Malaysi注'kifl1; 16 J an, 
2004. 

选举，也是行动党退出替阵后孤军奋战的一场翻身战。选前郭金福和

林吉祥的分工十分明显，郭主要负责同替阵进行议席的分配谈判(以

避免反对党自相残杀) ;而林则负责策划和主导该党的竞选主题。应

该说，是届选举的成败，将对郭、林今后的领导地位直接产生影响。

换言之，万一该党再败选，有病在身的秘书长就当顺理成章"退隐养

病"，党主席就不得不荣升作"永久顾问"。

至于林冠英的政治动向也备受瞩目。鉴于林的刑事案罪名成立，

让他暂时丧失参政权利五年。从林在1998年8月 25 日服刑开始算起，

2004年8月 25 日后他才恢复参政资格。即使如此，林冠英还有另一个

解决途径，就是向最高元首(马来西亚的国王〉要求"宽赦"，但要

求"宽赦"的逻辑前提则意味着林要先"承认有罪"，这似乎又和当

事人所一贯秉持的正义立场相悖。当2004年大选就近在咫尺，为了不

让林冠英错失一届参选的资格， 2月 19日，林冠英在党主席林吉祥和署

理主席卡巴星的陪同下，到皇宫提交申请宽赦书，而秘书长郭金福竟

然事先毫不知情。诚然，中委会也不曾集体商议是否应该让林冠英申

请"宽赦"，林吉祥二人说了算的决策再次表露无遗。

倘若要求"宽赦"获得"恩准"，那么林冠英将会到哪一区参

选?各个派系都在因地制宜，见机而作。包括林吉祥和郭金福，他们

都会互相揣测对方的想法。渴望自己儿子早日东山再起的林吉祥，最

好林冠英能顺利重返马六甲市区，毕竟该区是林氏父子政治发迹的根

据地。但要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郭金福自动让贤，林氏父子也不好明

讲。了解林氏父子心态的郭金福，在林冠英申请宽赦的次日，即2月

20日率先向传媒表态说， "如果第十一届全国大选在8月 25 日之后举

行，他将向党推荐林冠英攻打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席"。柳至于郭到哪

一区竞选， "他不愿披露详情" 0 1000 

其实，党外许多人早就看穿林氏父子的盘算，更莫说是郭金褐。

1999年大选时，林冠英基于上述原因而无法参选，马六甲市区国会议

999. <中罔报} , 2004年2月 21 日。

1000. 闭上注。



席将由谁上阵，成为公共舆论讨论的热点。首先，林冠英最不愿看到

的是派系宿敌沈同钦染指该区，也不希望甫重返行动党的马六甲人郭
金福填补空档。在穷尽算计后，林氏父子的方案，竟然是推举林冠英
的夫人周玉清"代夫出征"。 "家天下"的心态再也明显不过，因为
周是林家人，五年后林冠英恢复政治权利，周自然会将马六甲市区交
回给夫君。反之，沈同钦或郭金福一且在该区中选，要他们五年后孔
融让梨，想、必会出现一番派系纠葛。当此道消息传开后，党内外恶评
如潮，甚至有学运分子组团到行动党总部向林吉祥提出反对。持平而
论，周玉清是一介新人，过去不曾活跃于行动党圈子，瞬间要被委任
当一个"安全区"的国会候选人，这确实难以服众，不仅党内派系不
服，党外舆论也看不过眼。在舆论的强烈反弹下，最后一刻林冠英夫
人被安排到榴莲老温 CDurian Daun) 州地区竞选，而马六甲市区则交
由郭金福上阵。周、郭在1999年大选都双双报捷。而沈同钦终究还是
上不了国会，不是因为素质或资历问题，而是派系问题，或者如邓章
钦所言，是"小鱼池"问题。

2004年3月 3 日国会解散，林冠英要求最高元首"宽赦"不获"恩
准"，参选无望。郭金福依然出战马六甲市区，争取选民的委托以求
蝉联。甲州行动党的排阵也出现一些战略变化，州、!主席沈同钦自告奋
勇，离开"安全区"怡力 JC Bandar Hilir) ，转战一个胜望不高的爱极
乐 CAir Keroh) 州选区，周玉清在哥打拉沙马那 Ckota Laksamana) 上
阵，而吴良山和林敬贤则奉命到怡力和格西当 CKesidang) 守土。这
是一个为扩大政治版图的战略，沈同钦的请续最终获得林吉祥首肯。

历史的偶然性往往打乱了政治人物预先的权力部署。 3月 21 日晚选
举成绩揭晓，行动党整体表现算是略有斩获，所赢席次比替阵三党相
加起来还要多，重新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反对党。则"三大巨头"中的
林吉祥和卡巴星再度重返议会殿堂，然郭金福却不幸在马六甲市区以
微差二百一十九张票落败。建党三十五年以来不曾失守的堡垒区竟被
马华公会新人王乃志攻破。在选举成绩揭晓的那→刻，郭金福即场就

车二

宣布退出政坛，以示对败选负起全责。 1002

郭的辞职激起全党上下一片的挽留声浪，从党中央、妇女组到

社青团，都公开呼吁郭应该留下，但是郭辞意甚坚，谢绝挽留，他认

为:

败选后选择辞职'绝对不是输不起'也不是做政治逃兵，而是为

了负起党魁的政治责任'捍卫秘书长职位的威信、尊严及地位'史是

为了让行动党建立起负责任的政治文化。我要讲到做到'要让行动党

的领导文化有新的典范，要让外界看到我们是认真实践责任文化'要

让年轻的一代'不论是党内党外'看到行动党领导层，勇于领导'敢

于负责。 1003

郭金福上述这一番话，似有所指。再则，郭在3月 28日的告别记者

会上还披露，该党的内证导致部分党员拒绝为他张挂竞选海报，甚至

有不利他的耳语(指郭没有为民服务)在选区中流传。 4月 1 日，周玉

清高调驳斥，要求郭出示证据，证明她和林冠英在破坏他。次日，郭

回应说:

我一直尝试竭尽全力地、忠诚地履行作为党私、书长的职责'但是

我却面对一些人的背叛、伪善和中伤'他们从未将党的利益置于派系

利益之上。我只说当我在致力于团结大家，特别是甲州行动党'我已

忍受和面对太多太多的痛苦。让我重申我一贯所相信的'如果没有领

导人的涉及'那么派系纠骂是无法持续很久或者是无法被恶化的。 1004

4月 7 日，李万千在《今日大马》电子报上称，郭的落败被外界解

读为"林氏王朝"的"阴谋论"，以中止"过渡期秘书长"之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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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Dap's Kerk Quits P町ty Post", in Malaysi注'kj1l1~ 23 Mac, 2004. 

1003. 引自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于2004年3月 28日在马六甲所发表的辞职声明。该
篇声明曾上载行动党的华文网站。然雨，笔者发现自2005年元月，有关声明在该党
华文网站竟然被无故取下，这是一种变相"毁灭"历史文献之举。笔者怀疑这是派

系成见作祟下的产物。

1004. "Sabotage Claim: Truth Supersedes Proof, Says Kerk", in Malaysjakj1l1~ 2 Apri1, 
2004. 



涯， "让路"给林冠英崛起。 1005翌日，林吉祥在芙蓉的一项座谈会上
说:

行动党失去了二十五年来的堡垒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席令人震惊，

而必须对其原因进行彻底与最专业化的调查。......在投票日前夕，我

问郭金福有关马六甲市区的政治情况，他告诉我要保住这个二十五年

末的堡垒没有问题。如果我知道该席危险的话，……我肯定会设法到

那里为郭金福助选。这是因为捍卫马六甲市区的重要性比其他考虑未
得重要与迫切。 1006

林吉祥也说:

其实，如果党领导层知道马六甲市区走，险，我不会同意该州行动

党主席沈同钦移出马六甲市区的怡力州选区而到爱极乐竞选。我曾同

意沈同钦到爱极乐准备为马六甲行动党取得新突破的勇气，因为这是

党领袖移出原有国州席位，为了保有难胜的选区、赢回失去的选区或

寻求新政治突破，以达致史大的战略性目标。……如果马六甲市区当

初显示发发可危'沈同钦移师爱极乐的提议根本不会受考虑，因为我
们没有作出这种勇敢安排的条件。 1007

林吉祥试图将焦点引到另一个讨论方向，以消弹"林氏王
朝"及"阴谋论"的扩散。

郭金福辞职求去后，该党中委会在3月29日委任M. 古拉出任代秘
书长，任期直到9月初举行的党选为止。 1008M. 古拉在2004年大选赢

得怡保西区 (Ipoh Barat) 国会议席，属林吉祥在1997年于霹雳州所扶

持的"新行动党"成员。他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企图心，据悉是在勉
为其难的情况下接受代秘书长一职的。林氏父子对他甚为放心，他非
但不会遏制林冠英崛起，更遥论公开反抗林吉祥的权威。持平而论，

自 1995年开始，林吉祥历经华教人士的退党抗议、 "倒林运动"的严

1005. "Pesaraan Kerk Kim Hock dan Teori Konspirasi", in Malaysi注'kifl1; 7 April, 2004. 
1006.林吉祥在2004年4月 8日在芙蓉所发表的声明。
1007. 向上注。

1008. {星洲日报} , 2004年3月 30 日。

峻挑战、邓章钦"退位论"及郭金福败选"阴谋论"之舆论冲击等

等，加上连续两届大选的惨败，导致他的威权作风不得不有所收敛。

其实，林本身亦晓得， "林吉祥"的金字招牌不再如早年那般闪亮，

那般令人崇敬，而党内的"异议分子"也比往昔更敢于公开反抗，尤

其是新生代领袖，他们不愿再屈服于威权主义的治党手法。而社会舆

论一般比较同情"异议分子"的处境，他们似乎被视为检测"党内民

主"的主要指标。一句话，越要林冠英顺利接班，林吉祥越要放下身

段。

林冠英走上权力的最高峰，整个过程其实是经过一番巧思安排

的，然结果却弄巧成拙。

原订2004年8月 18及 19 日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刻

意挪后到9丹4及5 日，以跨越林冠英被被夺五年政治权利期限之门槛，

然该党组织秘书陈国伟否认此举之目的。 1009此外，在党大召开前的两

个月，中央宣传局也奉命为"真命天子"的"登基加冕"做好舆论准

备，包括在林冠英正式恢复政治权利的8月 25前夕，推出一片名为《还

民公正:林冠英的故事》光盘，这些造势动作再也明显不过，党内人

人都心知肚明。然而，林冠英却不愿、明确表态到底他是否有意接棒。

8月 16日，林冠英接受《星报》专访时说:

我的政治前途是如此地不明朗，行动党如今正处于一个十分脆

弱的地位'尤其是经上两届大选的表现后。现今马来西亚的政治面貌

是十分不同了。我所能够说的是，如果我在下届大选无法达致成功的

话'我可能会放弃政治，行动党也同样可能会关店倒闭。 1010

林的此番言论遂引起马来西亚网民的激烈抨击，指行动党未来的

领导人怎能如此没有斗志。 23 日，林冠英改打"温情牌"，向《南洋

商报》表达他面临的"两难" : 

如果可以选择'我宁可继续享受过去五年来与家人的天伦之乐。

1009. 陈国伟给的理由是，全国大选蓓在2004年，导致该党的支部常年大会拖延了
个月，所以全国党大因此也延迟两个星期举行。见〈墨洲日报) , 2004年9月 2 日。

1010. The Star, 16 Aug, 2004. 



任何改变对家人而言，恐怕都有失公平，也担心他们难以适应。你知

道我的儿子是怎样的感受吗?他问:爸爸，你恢复"自由身"后'会

不会跟我打羽毛球……。他不是讲私、书长，他也不知道什么走私、书

长! 1011 

当被询及"林氏王朝"时，他却忿忿不平地说:

每当我出任党职'就有人说我是林吉祥的儿子。但是，他们为什

么不以我的表现来衡量呢? 1987年我在《内安法令》下被扣'并不因

为我是林吉祥的儿子。坐牢十八月，失去息体金'他们也没说因为我

是林吉祥的儿子。同样地，当我揭露柏华恙钢铁厂丑闻'被谢英福起

诉而可能面临破产的噩运'面对这些挫折及困难时，他们就不再提这

一切都因为我是林吉祥儿子而引起。 1012

林冠英试图在传媒制造一种印象，即他无意出任秘书长，不论是

基于对"天伦之乐"的向往或是对"林氏王朝"指控的愤?嚣。

8月 25 日上午，在郭素沁和陈国伟的安排下，联邦直辖区行动党

特别在沙功秀区花园露天菜市场举办一个释放鸽子的仪式，欢迎林冠

英的"归队"。同晚，林吉祥在马六甲举办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千

人宴上公开表示，希望在9月的党选后，他本身不必再出任党主席或秘

书长职，而是由其他领袖接任这两个职位。不过，林也说: "我还是

会站在党的最前线，扮演应有的角色，继续为民主权益斗争。" 1013翌

日， <<南洋商报》访问林吉祥，其宣布退位是否旨在为林冠英铺路，

借此向党领袖及党员传达讯息，林称这是"传媒的诠释" 0 
101427 日，

代秘书长M. 古拉在怡保向传媒宣布，他支持林冠英担任新任秘书

长。 1015同晚，宣传秘书刘天球在雪州行动党欢迎林冠英的"还民公

正"晚宴上，将林冠英恢复政治权利形容为"武士回归" (The Return 

1011. (南洋商报) , 2004年8月 24 日。

1012. 闰上柱。

1013. (南洋商报) , 2004年8月 26 日。

1014. {南洋商报} , 2004年8月 27 臼。

1015. (星洲日报> , 2004年8月 28 日。

of Jedi) ，刘氏称"林冠英是真正的马来西亚之子，他经炼火的洗礼后

更商壮地崛起。我们在行动党可以指望他来协助领导党以迈向高峰。

我们需要如林冠英那般有活力、勇敢及经过考验的领袖，来带领党面

对内外部的种种挑战"。 1016刘在该党一直是积极的拥林派，同邓章钦

在雪川、i行动党誓不两立。

其实，经林吉祥长年的威权领导和频密的派系倾扎后，到了该

党第十四大能接任秘书长一职的强势人选确实不多，舆论认为比较有

资格接棒的人选其实只有三名:一是行将卸任的代秘书长M. 古拉，

1957年生，比林冠英大三岁，印度裔，律师出身，他是在1997年安顺

补选报捷后才冒起的新人;二是副秘书长章瑛，她也是该党妇女组主

席暨纪律委员会主席，间是1957年生，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毕业，曾任

职太平华联独中及槟城消费人协会， 1990年大选前夕入党，任槟州行

动党总部研究助理， 1995年参加选举，她是槟州"丹绒第二役"惨败

下硕果仅存的唯一州议员， 1999年中选大山脚区国会议员， 2004年大

选在原区蝉联成功:二是该党组织秘书陈国伟，亦是1957年生，大学

先修班毕业， 1979年入党，曾任前副秘书长李霖泰政治秘书和社青团

总秘书， 1986年及1990年中选为吉隆坡新街场区国会议员， 1995年中

选蕉赖区国会议员， 1999年及2004年大选都成功在原区蝉联。除了陈

国伟的党龄较资深，古拉和章瑛都是在1990年代才入党的领袖，两人

的学历虽然都比陈高，但陈是草根性很强的领袖，基层力量稳实。如

果二人都争取出线，那么就必有一番竞争，反对"林氏王朝"的党内

外舆论也乐见其成。然三人有两项共同点:第一就是都在1957年出

生:第二就是他们都互相谦让，不约而同地支持林冠英接任秘书长。

8月 31 日，这次轮到章瑛在槟城表态，公开力挺林冠英接班:

我不认同"林氏王朝"这个说坷'因为"王朝"的意思是不需要

经过党内选举'就把领导棒子交给儿子'在行动党内'主席及私、书长

都必须经过复选，由最高理事连选出来。史何况林冠英是有条件及能

力'我们不能因为林冠英是林吉祥的儿子'就认为他不能当秘书长'

1016. 刘天球于2004年8月 27日假八打员再也所发表的演讲词。



这对他很不公平。......我也想创造历史，当一个女私、书长'可是这个

职位责任太大，我担心自己没办法胜任'也自问没有这个能力。 1017

同晚，陈国伟在霹雳州爱大华区 (Air Tawar) 的一场千人宴上两

度高问在场者: "你们认为林冠英是不是最恰当的秘书长人选? "结

果，现场出席者两度还以热烈的掌声，陈国伟高声向台下的林冠英暗

示说: "冠英，你听到了吗? "川8次日，陈接受传媒的专访，指"如

果林冠英顺利被推举为秘书长，卡巴星将是主席的不二人选"。 ω陈

还说: "卡巴星在党内资历丰富，对党忠诚，以及在社会上德高望

重，如果他从署理主席摞升为主席也是很正常之事，而非华裔不会成

为阻碍他的绊脚石。" 1020陈因伟对外界放话，其实都已经获得林吉祥

及卡巴星的首肯，和邓章钦过去的做法正好相反，所以不被视为违反

党纪。

2004年9月 4日上午十时正，大约五百名来自全马各地支部的代

表云集怡保怡东酒店，出席行动党的第十四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是

届党大的主题是"力守世俗民主·迎向全球挑战"。这是行动党在

2004年大选后重登国会第一大反对党地位后召开的党大，全党上下士

气高昂，加上前副首相安华南获释放，似有政治开放的预兆，社会普

遍关注行动党的新动向。但是，党内高层最关心的还是，林冠英能否

获得党大的明确支持，以顺利接任第五任秘书长。

党主席林吉祥在致欢迎词时说，目前正是他退位让贤，让新领导

层上任的良好时机。林强调: "我的退位让贤，并不意味放弃政治斗

争或退出马来西亚政坛，反而准备在党需要时，以其他身份出现，为

争取一个真正公正、民主的马来西亚目标而斗争。" 1021林吉祥在演讲

中也披露，他认为卡巴星是接任党主席职的最佳人选，但是最后的决

1017. {陪悴商报> , 2004年9月 1 日。

1018. (星洲日报) , 2004年9月 2 日。

1019. 同上注。

1020. 向上谊。

1021. {东方日报} , 2004年9月 5 日。

策交由中央领导层决定。 1022

林吉祥、卡巴星和林冠英到最后一刻似乎还对未来的权力布局

胸有成竹，但是党大改选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在票选二十名中

委的排行榜中，林吉祥竟然跌至第十四名，卡巴星第十名， "真命天

子"林冠英第十二名，邓章钦反而在林氏父子之前，位于第十一名。

就四人而言，是项成绩都刷新了记录。邓过去的得票一直都未曾超前

林氏父子，林吉祥和卡巴星更不曾跌出榜首五名之外，作为"准秘书

长"林冠英，却无法位居榜首前五名，其认受性确实可圈可点。对比

十三大的党选成绩，林吉祥和卡巴星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邓章钦则

排名第十九，而林冠英因最后一分钟宣布退选顶"失票"不少，跌至

二十一名，故不能作准。再对比十二大，即使党选前夕面对来势汹汹

的"倒林运动"，林冠英当年得票最高，卡巴星次之，林吉祥居第

四。

至于得票最高的前五名，按顺序是陈国伟、冯宝君、曹观友、

方贵伦和M. 古拉，他们都是该党的国会议员，虽然挺林，但属中庸

派。原任全国宣传秘书的刘天球，他是林冠英的心腹大将，因无法挤

入首二十名而宣告出局。排名第七的郭素沁对是次党选成绩表示痛

心，认为"一些代表的观点过于个人化，他们不珍惜及尊重高层领袖

的贡献" 0 1023得票第一的陈国伟则说， "改选反映出党内中生代抬

头，但解读中委排名先后及得票多寡，并不具实质意义，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能入选中委会，为党为人民做事" 0 1024话虽如此，林氏父子

其实对得票的多寡是耿耿于怀的，据邓章钦对笔者说，改选成绩宣布

后，他意外地在会场外看到卡巴屋和曾敏兴安慰神情黯然的林冠英。 1025

选出二十名中委后，随即举行各项党职的复选，林冠英以十九

票对一票获选出任秘书长，他对传媒说，那反对的一票是他自己投下

1022. 闭上注。

1023. {星洲日报} , 2004年9月 6 日。

1024. 向上注。

1025. 笔者对邓章钦所做的口头访问。雪兰我什l吧生市。 2004年12月 23 日。



的。 1师卡巴星如预期般取代引退的林吉祥扭任党主席，其署理主席

职由陈胜尧接替。得票超过林氏父子的邓章钦却依然不获分配任何党

职，仅保持一名普通中委身份。对此，林冠英解释说， "这是十九名

中委的一致决定" 0 1凹然而，林吉祥却很有"创意"地被委任担任一

个新职位:中央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 (Central Policy and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ssion Chairman) 。这是一个超越党章规定的"破

格"安排，该党职排名在政治教育局主任之后，普通中央委员之前。

有论者说，这是一个专为林吉祥"度身订制"的党职，并主导行动党

今后的政策走向，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阳对此，李万千特撰文说:

如果吉祥仍然以他的"新名义" '源源不绝地发文告以主导行动

党的政策，并继续掌控行动党候选人连选小组的实权，那么他的影响

力相信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029

其实，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执著的老牌社会党，哪一个派系在党

选中占了多数，就由该派系来主导党今后的政策走向，所以友中右各

派都要力争拟制党政策的主导权，林吉祥深谙个中道理。所以他退下

党主席后，还要"破格"搞一个"中央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来凸

显其地位的非凡性。加上林吉祥继续担任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反对党

领袖的重职，他的思考和政见，将具体化作行动党未来三至五年的政

策与策略。林冠英控制党务系统，林吉祥主导政策及策略，这才是林

氏父子影响行动党命运的最关键之处。

此外，林冠英在接棒后，即刻委任落选的派系人马加入中委会，

如将刘天球从宣传秘书调任国际与非政府事务秘书，这是一项最为人

话病之举。邓章钦遂在媒体上质问林冠英，为何不委任排名第二十一

的巫程豪，反而委任第二十三名的刘天球及第二十九名的王志坚出任

中央党职。王氏党龄其实只有两年，就受委执掌全国副财政一职。经

1026. (南洋商报) , 2004年9月 6 日。

1027. <东方日报) , 2004年9月 6 日。

1028. 向上注。

1029. 李万千: <林冠英国对多重考验) ，见〈自由媒体》电子版， 2004年9月 9 日。

邓章钦的公开批评后，林冠英在6日向媒体披露，他准备在8日召开的

首次新届中委会议上"破例"建议邀请党内的异议分子参加， "让他

们有机会扮演为党作出贡献的角色，同时，也可印证他们的看法或意

见是否可行" 0 1030林冠英还补充说:

对行动党而言，不阔的看法不表示对党不效忠;真正不效忠'是

不要让问题在党内寻求解决，而对外发表异议，准备做国阵的工具未

攻击行动党。……我准备接纳异议分子，不要让他们成为被边缘化的

人。 1031

邓章钦觉得这番话是冲着他来的，他回应新秘书长道:

林冠英提及有关异议分子的说法，已明显将党员以二分法，即分

为忠诚派和异议分子派'这肯定会对组织的团结，造成很大的破坏。

林冠英的破例宣布'足以证明林氏承认，党过去是不听取异议分子的

意见。……若要委任中委'应该以绩效、人选素质、对组织作出的贡

献'及大会代表表达的意愿作为考虑'而不是以忠诚或异议分子划

分'否则就永无宁日。 1032

在邓的舆论压力下，林冠英为表现泱泱大度，遂委任了两名"

议分子"参加中委会，他们是来自柔佛州的巫程豪和马六甲外i 的吴

良山，巫是挺邓派，吴则属沈同钦派。三人成为新中委会的"异议

派"。

从新的权力布局来看，十四大后的行动党，与其说是告别"林

吉祥时代"，毋宁说是进入"林氏父子共治时代"。原因是，一向不

理会具体党务操作的卡巴星出任党主席，不会对该党的革新运动带来

任何实质意义。卡巴星接替林吉祥的职位，除了是论资排辈，亦是为

新秘书长在中委会中保驾护航的安排，以应对"异议分子"的发难和

挑战。很肯定地，卡巴星仍将关注其专业律师业务，不会干预林冠英

如何治理党务。至于其他重要的中央党职，几乎全是由中庸之辈执

1030. (星1ÞH 日报) , 2004年9月 7 臼。

1031. 同上注。

1032. (累洲日报) , 2004年9月 8 日。



掌，他/她们肯定不希望今后该党再陷入大规模的党争旋涡之中，所

以他/她们会甘于"两个继续" :一是继续支持林吉样在阁会反对党

阵营中领导群伦;二是继续仰赖林吉祥一人的脑袋来思考该党的政策

及策略，毕竟这也是林氏一贯领导的两大强工页。应该说，或许除了工

名"异议分子"，其他中委成员未必会公开要求林吉祥收敛政治锋

芒，包括林日常频密的政治文告。除非林冠英认为真正要开拓属于自

己典范的新局，不愿再重复其父亲的旧框框，那么行动党才有望走出

一条彻底超脱林吉祥影子的新路，届时"两个继续"自然就会被扬

弃。笔者亦相信， "林氏父子共治时代"至少会维持到下…届全国大

选，这还背视林吉祥个人的政治动向及马来西亚宏观政治局势的演变

而定。

(十一)小结

透过上述七个个案的具体分析，笔者尝试提出林吉祥治党的十大要

素。为了方便概括，姑且以十个 "p" 化约之:专业(Professional) 、

进步 (Progressive) 、激情 (Passion) 、坚毅(Perseverance) 、务实

(Pragmatic) 、宣传 (Publicity)、支配 (Predominance) 、庇护 (Pa

tronage) 、肃反 (Purge) 和自负 (Pomposi可)。

前六个P是林吉祥在党内争取同僚和基层支持，以攀上权力最高

峰的正面要素。如林吉祥虽有法律专业资格，丑辩才超群，但却选择

走一条全职议员(专业政客)的道路，不似曾敏兴医生或卡巴星律师

那般，出任党高职后仍继续以行医和上庭作为谋生之道。应该说，林

毕生对累积个人财富不甚积极，反之对政治的投入十分执著，所以他

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心力来专治党务，对各个党务机关的运作异常熟

悉，对各个派系的动向了如指掌，这都是其他兼职的中央领袖所无法

匹比的。再则，林的社会民主政治观反对抱残守缺，要求改革进步，

不论是对国策还是党务，他都相信进步的观念。他将行动党看成是…

股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力量，所以强调党自身要不断革新，领袖自身要

不断学习。他在晚年亦认为自己有使命催生"新行动党"，而大力

扶持后进新秀来取代旧的班底。他惟恐行动党沦为"政治恐龙"，

以"不改革，就死亡"来鞭提守 IB势力，虽然此举有欠周延而遭致更

激烈的派系反扑，但林坚持进步的观念却是毋庸否认的。另，林吉祥

还有一种不畏牺牲，不怕坐牢的勇气和使命感，他甚至有"社会自

虐"倾向的性格，相信透过自己忍受政治惩罚或迫害，能感化更多的

人投入其斗争行列。这种政治激情在1990年代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反对

党领袖的重要人格特质。在群众眼中，坐牢似乎成为考验一个"政治

硬汉"的"必要之恶"。此外，林吉祥在大选时调兵遣将，也每每身

先士卒，他主动放弃"安全区"而选择到敌营冲锋陷阵，这确是他作

为党魁能折服其他派系领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彰显摒弃小我，成全

大我的领导风范。再则，林吉祥坚韧不拔的毅力也是令人惊叹的。同

他竞争的党内对手，失败后即使不被开除，也不愿卧薪尝胆，他们不

是跳槽他党或另立新党，就是自行退党，所以挑战林的各股势力无法

在党内持续壮大或结盟，构成一支比较健全恒久的派系队伍。而林吉

祥不论面对什么挑战，他都能坚持到底，遇强愈强，从不言弃。他虽

有多次提出呈辞的记录，但都不外是以退为进的权谋之计，最终他还

是牢牢控制着中央领导权。为了加强自己领导的认受性，林吉祥还需

要靠大选的显赫战绩来威慑其他派系对手，所以林在拟制竞选策略和

政策方面，大胆和务实两者兼俱。换言之，不利于扩大政治版图的策

略，即使再"政治正确"，林都不会采纳之。行动党之所以能克服其

他左翼政党中的盲动和国进主义，崛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林的

务实领导正是关键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林因是新闻界出身，对于直

传工作和舆论造势十分在行。他卅年来的所有公开演讲、政治声明和

国事评论，都事前自备好讲稿，发放给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或是传真到

报社总部，以避免讯息被扭曲或消息被遗漏。此外，林在三十年期

间，利用党机关出版的个人政治文集共二十九本，他的政见几乎就等

同于行动党的看法，这对于提升及巩固其个人的领导威望发挥巨大作

用，同时也给后人研究该党历史留下丰富的文献遗产，但这亦遮蔽了

其他领袖的政治锋芒和历史贡献。

如果说前六个P是林用作争取党内支持的积极要素，那么后四个



P则是林为巩固既有权力而行使的手段。林吉祥是支配欲很强的政治

领袖，他要求全党必须按其领导步伐来统一行动，不论是对意识形态

的诠释、对政策和路线的制定、对州领导层及大选候选人的任命和

调遣，都不允许出现挑战以他为党中央的举措。否则就是"党中有

党"， "吕中无党"，必须以党纪来整治之。林吉祥应对派系挑战之

道，还体现在交替使用"庇护"和"肃反"两面手法。那些在林跟中

不是直接针对其领导权，而仅仅是在州层次为争夺选举出线的派系倾

扎，只要林认为能收编己用，以牵制或平衡另一派势力的坐大，他都

会以分配"安全区"来作为安抚及招保州或地方势力的筹码，以备不

时之需，这也是林一直不愿将大选候选人的最终定夺权下放给州领

导层的原因之一。至于那些被视为要同林争夺中央控制权，而无法

以"安全区"来加以利诱的派系头目，或者那些被认为己遭国阵收买

的变节者，无论是否掌握具体证据，林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革职或开

除行动来一一肃清。

外间对林吉祥治党的另一批评是其过于自负的性格，导致他在处

理党内人事方面不善团结。林除了身段不够柔软，还处处提防同僚的

锋芒超越自己。倘用最形象化的比喻，即林吉祥犹似项羽而非刘邦，

他往往好同下属竞争，甚至爱在议会内外垄断所有政治议题的发言

权，以凸显自己的雄才大略。久而久之，林虽然成为各个领域 Cpo仆

folio) 的通才，但是其议会因队却无一人能称得上是某一个领域的专

家。再则，林吉祥对派系平衡的利益考虑经常凌驾于对是非黑白的责

任追究，导致赏罚不甚分明。那些真正对民主改革用心的同志，若无

法容忍林的刚俊自用，加上不习惯派系恶斗的政治生态，多半都会选

择离开行动党。一句话，林的自负导致他拙于调动志士能人的积极性

来为党所用，他不善于识人、用人来成就行动党的大业，导致该党被

批评为人才凋零，有人更指这是"林氏王朝"得以崛起的潜在原因。

以上十大治党要素，撇开道德及意识形态的判断，不啻为一个

组织首脑所具备的领导特征。林吉祥之所以能牢控行动党卅年，一次

又一次地在党争中挫败派系对手，上述十个P都相互发挥作用。倘若

指林吉祥纯粹是靠"支配

力，这无疑否定了林长年领导该党所起着的积极作用。同样，不加鉴

别地将林的治觉手法统统看成是正面的要素，也是忽视林的威权性格

对党内民主所带来的战害。无论如何，上述十个P的结合，造就了今

天我们所认识的林吉祥。他是活生生的反对党领袖，将他神话或妖魔

化都是不可取的。正因林吉祥是有血有肉的政治人物，其大半生的政

治领导呈现出许多人性的悖论:他既有为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奋斗的

理想性格，也有为林氏家族政治利益盘算的狭隘思想:他对多元民族

主义的路线很是清晰，但就选举市场的华人选票过多重视:他既有勇

气长年同国阵的政治霸权斗争，更有毅力同党内不同的派系挑战者周

旋;他向国阵政府不断发出严厉批评，但对党内派系不曾真正广开育

路:他对催生新行动党的"用"方面大刀阔斧，但对改革旧行动党

的"体"方面裹足不前:他对发展亚洲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做出贡

献，但对亚洲封建主义的家天下余毒却认识不足。这些都是人性的悖

论，不是简单一句"机会主义"就能概括得了的政治行为。

故此，要判断林吉祥的治觉功过，应该实事求是地按不同的历史

阶段及不同的历史事件来一一给予区别评价。简言之，林在1960年代

建党之初对缔建组织和强化宣传有方， 1970年代接任秘书长后对整顿

溃散的党务有力，且对平定吴福源叛党之乱有道，然对处理范俊登之

意识形态争执有过。 1980年代对平衡中、英文教育源流领袖之矛盾有

偏，但对选战布阵、周兵克敌、扩大版图有谋，故对打造行动党作为

国会最大反对党之基业有功。 1990年代对李霖泰退隐政坛的危机处理

有节，然对团结和安抚华教818派系有失。再则，林对推动党的结构性

改革力度有限，对整合党内老中青之间的代沟有误，这向他对栽培林

冠英接班的用心有私不无关系。总体而言，林吉祥治党是功大于过，

应给予六四开的评价。

"林吉祥就是行动党，行动党就是林吉祥"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

的产物，亦是各种历史条件相结合所衍生的现象，其中林吉祥之个人

性格固然发挥重大作用，但它同该党的组织结构、政治文化和竞争对

于也息息相关。那些指责"林吉祥独裁"的派系挑战者，每每将自己

的失败归咎于林治党手法的后四个p，而不愿承认自己在前六个P方面



确实不如林吉祥。笔者认为，唯有实事求是地加强前六个p，才有望透

过健康的派系竞争，赢取权力来改造那种过度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

并随之引进党内民主的新政治文化。一句话，要改造行动党，必须先

要超越林吉祥;要超越林吉祥，与其谴责林治党的后四个P之消极性，

毋宁学习林治党的前六个P之积极性。但真正穿透个中道理而又能加以

实践者又有多少呢?

第七章

民主行动党的议会斗争史略:

一个战略和战术的分析

(一)前吉

自 19世纪末国际工运分裂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就宪
政改良和暴力革命都分别持对立的态度。尤其是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

党，在积极开展的议会斗争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成为一股举足轻

重的左翼力量。故此，它们更坚定不移地走议会道路，坚信能"和平

长入社会主义"。共产党人批评它是"议会迷"，是"右倾机会主

义"，而社会民主党人却自我标榜为"议会社会主义"， m3它相信透

过宪政途径、渐进改良、迂回战术，反而比暴力革命更能体现社会主

义的价值，更能有效落实社会主义的目标。

所以，研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论研究地域位于西方或东方，

亦不论研究对象是在朝或在野，均避免不了考察其议会斗争的成效和

局限，以理解它是如何在体制内发挥作用。当然，在民主体制和政党

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学界就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表现在过

去半个世纪以来经己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并且成了政治学专业里有

关"选举研究" (election studies) 的重要一环。 1ω4比较政治学者更分

别从政党制度、选举参与行为、投票动机、投票取向、政纲分析、党

派连横等方方面面作出分析，其中有重制度的结构研究，有专对参与

者的行为分析，有偏政治过程的变项解释，动态和静态兼有，由此再

发展出五花八门的研究框架和解释路径，以致对发达国家的选举研究

1033. See 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ly Socialism: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Labour 

(London: Merlin, 1972). 

1034. See Samuel H. Barnes, Max Koase and et al,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伊ation in 

Five Westem Democracies (Bever1y Hills: Sage Publication, 1979). 



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道路之考析日愈精密和周延。 1035然而，在民

主体制相对落后的威权国家，其选举运作却充满了种种的限制、欺诈

和不公，导致研究在体制内斗争的东方社会民主党，也不能完全照搬

西方的自由模型 (liberal model) 。

需要强调的是，本篇的研究路径不是如政治学专业那般就某一些

政党或某一场选举的过程和结果作最化分析，所以称不上是严格意义

的"选举研究"。笔者着重的是，透过观察民主行动党曾参加过的九

届全囡大选和一些比较重要的补选，来剖析它所应用的选举战略和战

术，从而理解一个处于威权体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如何透过政

治能动者的"理性选择"或曰"有意向的行为"来谋求议会政治的突

围，所以这是一项属于质化的研究。再则，本章考析的范围，也不仅

仅局限在从议会宣布解散到投票成绩揭晓的那一段期间，而是观察行

动党人在奉行议会斗争的整个过程当中，包括平日在战略布局和战术

设定的构思与实践，如何向政敌、盟友及选民产生互动和攻防。换言

之，本篇研究的是"议会斗争史"而非"选举史"，更不是"选举研

究"，前者的范畴肯定比后两者广泛得多。

所谓战略，虽源于法定军事术语，但如今亦可以被当作通用名

词，一般泛指"指导战争的艺术和谋略"或简称"战争指导" (the 

conduct of war) 。西方的战略研究大师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Clausewitz )在其名著《战争论)) (On W:缸)第二篇(论战争理论) (On 

the Theory for War) 中所给的定义是:

战争指导包括战斗的计划和指导……于是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活

动'一种是个别战斗 (ba扰le) 本身的计划和执行;另一种是协调个别

战斗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战争 (war) 的目的。前者称为战术'后者

称为战略。 1036

1035. See Michael B. MacKuen , George Rabinowitz e巾， Electoral Democrac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2003); Mark N. Franklin, Christopher Wlezine eds , The 

Future of Election Studies (Oxford , Boston: Pergamon, 2002). 

1036. Carl von Clausewitz, On Jfár, trans by Micheal Howard and Peter Par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8. 

再则，研究及译介西方战略理论的台湾籍学者钮先钟，将克氏就

区别战略和战术的另一德语原文定义，翻译成:

战术为在战斗中使用军事力量的理论。战咯为使用战斗以达到战

争目的的理论。 1037

至于中国的战略和战术研究又称兵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春秋

末年的《孙子兵法》。齐人吴将孙武在其十三篇的首篇，亦是全书的

总纲一-(计篇)中就开宗明义地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

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夭，二日地，四日将，五

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脏，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

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

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夫未战而庙算胜

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脏'少算不脏，

而况于无算子!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o 1038 

〈计篇)被列为卷首，可见计算( calculation) 乃是孙子战略通

论的中心思想，因作战前的种种计划、分析、评估都必须以计算为基

础。换言之，不先对敌我双方的实力(孙子以道、天、地、将、法五

事来作标准)进行精密的计算和评估，就贸然出兵，那肯定是自取灭

亡的。这一观点在〈谋攻篇)中被进一步加以强调:

知j皮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月生一负;不知1皮，不

知己 ， -i是战必殆。 1039

一句话，精密的实力评估是用兵的前提，不论在战略或战术方

面，都要务求"知彼知己"，这是孙子定谋决策、用兵作战的基础。

故此，钮先钟认为，孙子重智，比较重视大战略 (grand strategy) ，包

1037. 克劳塞维茨: {论战争精华} ，钮先钟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 1996年) ，页

1100 

1038. 孙子: <孙子兵法·计篇) ，见钮先钟: {孙子三论}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3年) ，页285 。

1039. 网上书，页287。



括战争准备和计划在内，而克劳塞维茨则比较重视战术的层面，仅到

晚年才进入大战略的境界。 1040

概括而言，战略和战术的运用与发挥，其实是反映交战各方"实

力比拼"的水平。在知彼知己的情况下，靠"斗力"而明显处于弱

势的一方，更须强调靠"斗智"来取胜。而"斗智"则取决于"将

道" ( generalship )的优劣，也就是孙子在庙算时所称"将孰有能"的

问题。至于名将应具备什么条件，东西方的侧重点各有不阂。如克

劳塞维茨强调的是"勇敢" ( courage ) ，但孙子论将则恰好相反，

他把"智"列在第一位，而"勇"员。屈居第四(智、信、仁、勇、

)。故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具有不确定性，有时为了求胜，可以

不惜冒险一战，而孙子却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雨后求

胜"，即使是侥幸取胜，也还是"败兵"，实不可取。则可见东西文

化的迥异，对"将道"的评估亦有分歧。 1阳

对于议会政治，或者说依循议会路线来作政治斗争的左翼政党

而言，选举其实犹似…场不流血、非暴力的战争，故晚近在台湾媒体

有"选战"一词之说。既然选举好比一场战争，就必然涉及战争资源

的投入、上阵将领的任命、战场的选择、兵种及武器的应用、情报的

分析、兵营的纪律和作战后勤的管理等等。换言之，即是对战略和战

术的整体考虑和应用。倘换作当代议会政治的术语，选举，其实就是

一场有关候选人素质的优劣、助选人员的多寡、选区人口的结构、媒

体舆论的发挥、坊间民气的借用、外围组织的动员、物质金钱的投

入、政纲和议题的操弄等综合力量的大比拼，以决定各党的胜负荣

辱。

前述林林总总的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选举成绩，是决定

一个政党命运和国家前途之大事。所以，研究一个政党的选举战略战

术，是何其地重要，但前人的研究却恰恰不曾给予重视。

行动党自 1966年建党迄今，除了 1999年大选所赢获的国会席次首

1040. 

1041.铅先钟: {战略家}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页 1480

1042. 有关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论比较，请参考前书，页13于1500

度屈居回教党之下，三十八年来它一直都是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最大

的反对党，党魁林吉祥更担任阁会反对党领袖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从

历届大选的成绩而言，行动党曾有过辉煌战绩的岁月，也有过备受重

创的时刻，虽然它总是同执政无缘，但却从未放弃过议会路线。可以

这么说，行动党的议会斗争史是一部履战屡败，履败屡战的历史。

(工)开创与崛起期 (1966年-1969年)

行动党从1965年申请建党之初到 1969年大选前夕，曾先后参加

过五场补选:拉坑州议席(曾敏兴胜)、甘榜巴鲁州议席(邱衡福

败)、淡杯州议席(达因·依不拉欣败)、苦力口末北区国会议席(李

阿明败)及沙登外|议席(林吉祥败)。整体战绩虽然是一胜四负，但

是每一场补选都成功地将执政联盟获胜的多数票大大地拉低，成为马

来西亚政坛上一股备受瞩目的新兴反对力量。这其实可从两个角度来

理解，一是非马来人对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支持

并没有因马新分家而告终，反而继续技射到民主行动党身上;二是该

党坚持走议会路线，宣称要当一个"忠诚的反对党"，这一定位对比

宣布杯葛议会路线而逐渐走下坡的劳工党而言，行动党的崛起更显耀

目。

在 1960年代中下旬，马来西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样尖锐，

旦两大矛盾经常纠缠不清，很难区别开来。作为非共左翼且奉行多元

民族路线的行动觉，要同时争取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人民的支

持，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政治任务。因为华人认为巫统的民族同化

政策是要消灭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让华人成为无根的民族;而马来

人则认为华人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剥削落后土著的买办阶级和

中间商。"我们党要团结和聚集本国所有民族中的无产者在一个多

元民族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纲领上"，这是行动党中央委员会在

1968年3月 17日于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上所发出的呼吁。 m然而，一来

1043. "The Triple Declin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First Pa此y Congress 

ofthe DAP held at Setapak, Kuala Lumpur on 17 March, 1968. 



到具体的选举运作，它就必须有所取舍，否则就会两头不着岸。以务

实见称的行动党领导层，在拟定选举战略方面，就体现出先争取非马

来人支持，以巩固在城镇选区的基本力量之考虑。

1969年大选，是马新分家后的第一场全国大选。作为一个只有三

年党龄的行动党，它按地域实力和选举战略需要只提名竞逐西马半岛

一百零四个国会议席中的二十四席，以及二百八十二个州议席中的五

十七席，其中以华人城镇选区为主，对垒的主要是联盟中的马华公会

(下简称马华)候选人。是届选举，行动党提出的竞选宣言是《朝向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并列出三大目标:即争取"政治民

主"、 "社会和经济民主"及"文化民主"。对照林吉祥之前在沙登

补选时所宣布的纲领，这一次明显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字眼，反以

突出"民主"为主题。政治学者Vasil观察到，该党没有特别强调其社

会主义的色彩、政策和纲领， "因为行动党不相信这有助于赢得非马

来人选票" 0 1侧概括而言，该竞选宜言的核心内容是攻击联盟的种族

同化政策，并指责联盟在社会、经济和教育政策上存有种族偏差。

同 1964年大选的情况相比， 1969年大选前夕的马来西亚政局不仅

民族情绪高涨，社会气氛也异常紧张。自苏哈多上台结束了"马印对

抗"后，使得马来西亚华社与联盟之间那种同仇敌'院的感觉消退，而

再度将视线转回到切身的民族语文与教育问题。则如华社在1965年积

极透过"马来西亚华人注册社团总会筹备委员会"来发起…项争取华

文被列为官方语文地位的运动。当时的教总主席沈慕羽，也是马华青

年团团长，因积极领导全国社团签名运动而同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

发生激东冲突。 1966年 10月，马华中委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不能支

持华文为官方语文"以及开除沈慕羽之党籍。马华自诩代表华人的政

治认受性备受质疑，陈修信的领导威望也跌至谷底。

1967年 11月，联盟政府再次给行动党制造政治机遇，即教育部

宣布今后出国留学生必须考获剑桥文凭资格。这一新措施引起华社哗

1044. R.K. Vas i1,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1980), p. 170. 

1045. 王圄璋: (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 (吉隆坡:东方企业， 1998年) ，页970

然，惟恐华文独立中学毕业生从此再难以到台湾或其他国家深远。有

关措施遂让董教总萌起了创办独立大学 (Merdeka University，下简称

独大)的念头。 1968年4月，董教总召开独大发起人会议，公布《独大

宣言)) ，并发起一项为筹办独大的募款运动，形成一股波澜壮阔的群

众运动。环顾左右，行动党是率先表态支持独大创办的政党，然马华

中央却因独大欲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而表示反对。陈修信除了

训令马华党员一概不准参与独大筹委会中的任何职位，还出言不逊

指"独大办得成，铁树会开花"，此语一出，激起华社更大的抗议浪

潮。在独大问题上，马华中央阿华社背"道"而驰，大失民心。在广

大华人心目中，捍卫华文教育权益好比一面照妖镜，马华的妥协对比

行动党的刚毅，更燃起了他们政治求变的决心。

如果说李光耀在1964年大选还算顾及巫统的颜面，只专对付马

华，然马新分家后，行动党则转为左右开弓，对巫统的抨击也毫不留

手。该党将火力集中在社会经济 (social-economy) 问题上猛攻巫统

领导层，指它们没有进行根本的土地改革，没有为乡村马来人改善生

活，没有为马来学生提供现代化教育， "而是在马来人群中制造一小

撮的企业家、中间人与享福的名流" 0 1046换言之，行动党在争取马来

人的支持方面，比较倾向援引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理念，而不是高调

突出多元民族主义的纲领。然而该党对马华的抨击，则专注在社会文

化(social-cultural) 领域，尤指马华对巫统唯唯诺诺，丧失民族气节，

出卖民族权益，沦为"卖华公会"。

另一方面，行动党在开拓城镇非马来人选票时，也愿意间其他反

对党协商议席的分配，避免自相残杀。如1968年3月，行动党就和人民

进步党(下简称进步党)达成竞选谅解协议。 ω47翌年2月 21 日，行动党

再跟民政党取得了竞选默契。州三党之间的竞选战略是:民政党主攻

槟城，行动党专打雪兰载，而进步党则出击霹雳，兵分三路围剿联盟

1046. <文良港宣言> ，见向前书，页1640

1047.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代史论> ，见向前书，页59。

1048. Straits Tim时~ 22 February, 1969. 



(主要是马华)。唯一测不准的因素，是劳工党号召选民"坚决抵制

大选"，它不仅声称要揭穿联盟的"议会假民主"，还呼吁选民"拒
绝煽动种族情绪的行动党"。阳9

5月 10 日晚，投票成绩初步揭晓(东马沙、砂两州还未投票) , 

行动党赢得十三个国会议席，一跃而成为醋会最大反对党，在外i议席

方面也成功拿下三十一个席次。它在国会选举总共得票286， 606张，占

总投票率1 1. 9%强，战绩辉煌，令人刮目相看。至于其他反对党也表

现标青，如民政党赢得八个国会议席及二十六个州议席，并且夺得槟

城州政权，进步党则赢得四个国会议席和十二个州议席，回教党获得

十二个国会议席及四十个州议席，还继续执政吉兰丹州。整体而言，

因马所有反对党得票率的总相加是5 1. 4%强，且打破了联盟在国会的

三分二议席优势。反观联盟却受到重挫，虽然在西马赢得六十六个国

会席次，但是总得票率却只占48.4%强，除了丢失了槟域和古兰丹州

政权，在霹雳州及雪兰我州也无法赢得过半数来组织政府，使局面充
满了既微妙及紧张的变数。 1050作为联盟骨干的巫统，虽然在甘榜区面

对回教党的严峻挑战，但在角逐的六十七个国会议席当中，尚能保住

五十一席，而印度国大党竞选两席，输掉一席。然马华却是最大的输

家，它在城镇选区被华人选民所唾弃，其派出的二十三名囡会候选人

之中，只有十二人当选，如果不是巫统支持者的支撑，可能免不了兵
败如山倒。 1051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劳工党号召选民杯葛选举的运动也

宣告失败，因为投票率在西马高达72.9%，只是比1964年大选减低大
约5%而已。

1050. 在雪、霹两州，没有任何一党赢得超过半数议席，故联盟和行动党都努力拉拢民
政党和人民进步党组织联合政府。雨巫统对于行动党试图夺取这两个州政权是最为
戒心的。此外，根据雪州宪法规定，除非是马来人或回教徒，否则不能被委任为州
务大臣。但苏丹有权在必要时毋需依颠宪法行事。然而，很难想象在当时政局如此
紧张的情势下，苏丹会行使其权力来委任一名非马来人出任雪州扑!情大臣。具体分
析见R. K. Vasil,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泣， p.180.

105 1.萧侬钊: <熏温历届大选(三) :简述1969年大选> ，见《星洲日报} , 1982年
3月 28 日。

表7: 1969年大选西玛各政党所赢得的国州议席及国会选举得票率

政党 少H议!市 国会议席 国会得票率

联盟 167 66 48.4% 

民主行动党 31 13 13.7% 

泛马回教党 40 12 23.8% 

民政党 26 8 8.6% 

人民进步党 12 4 3.9% 

人民社会主义党 3 。 1.2% 

华人统一机构 。 。 0.1% 

独立候选人 3 。 0.3% 

资料来源:王国璋: ((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 ，页 1030

表8: 1969年大选行动党在西马各~\I'I参选与赢取的国外!议席之席次

州属 国会参选席次 国会赢得席次 州会参选席次 州、l会赢得痛次

槟城 3 3, 

霹雳 6 5 8 6 

彭亨 。 。 。

雪兰我 7 3 12 9 

森美兰 3 3 16 8 

马六甲 5 4 

柔佛 6 。 12 

总数 24 13 57 31 

资料来源:引自《民主行动党十五周年纪念特辑)) ，页590

表9: 1969年大选西马各政党在各个圳、11嚣所赢取的州议席之席次

川、!数: 联盟 行动党 民政党 人进党 入社党 回教党 独立

玻璃市 11执政 。 。 。 。 。

吉打 14执政 。 2 。 。 8 。

古兰丹 11 。 。 。 。 19执政 。

了加奴 13执政 。 。 。 。 11 。

槟城 4 3 16执政 。 。 。

霹雳 19 6 2 12 。 。

彭亨 20执政 。 l 。 2 。

雪兰我 14 9 4 。 。 。

森美兰 16执政 8 。 。 。 。 。

马六甲 15执政 4 。 。 。 。

菜佛 30执政 。 。 。 。

作者自制图表，数据根据Straits Times, 12 May, 1969. 



正当反对党在庆贺选举胜利之际，败选后的联盟心有不甘，加

兰我州和霹雳州新政府难产，巫统的极端派遂伺机纠众在吉隆

坡华人区持械攻击华人，结果引起两大民族互相砍杀，爆发了举国

震撼的 "5 • 13事件"。事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议会民主中止。以

敦·拉萨为首的"全国行动理事会" (N 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握

有全面的行政实权，东姑即告失势。行动党虽成为国会最大反对党，

但 "5-13事件"后一切政治活动被严禁，秘书长吴福源逃离出国，组

织秘书林吉祥则身陷囹圈，党务遂告全面停顿。

(三)整顿与发展期 (1970年一1978年)

"5-13事件"是马来西亚政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敦·拉萨的掌

权，标志着巫统告别了东姑在政治上的"协和民主" (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及经济上自由放任的政策，改以实施吏专制、更强i调哥马

来人利益的土著至上主义。其中推出的"扇家原贝则u

策"和"因家文化政策"都属于宏观的国家发展战略，特征是"透过

国家机关的各种修法手段和行政措施，正式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与族

群之间的不平等予以结构化。"阳这对于非马来人而言，无疑是打压

民族文化发展和限制经贸自由的民族歧视政策，比东姑年代更为专横

极端。

但是敦·拉萨的统治手段，倘以捍卫"马来民族国家"或者从巩

固马来人政权的战略角度而言，却是十分高明的。好比其制定的"新

经济政策"，就吸收了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打着"消除贫穷、重组

社会"的旗帜来对国家资源进行再分配，其实是通过大力推行公营事

业来重点扶持马来资产阶级，虽然一般的马来农民和渔民也确有受

惠:至于"国家文化政策"，则强调以土著文化及回教为中心， "其

他文化中适合及恰当之项目，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这是

敦·拉萨专为巫统在马来社会重新建立合法性和认受性的战略布局，

1052.王部暗: (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 ，页106-70

故有论者认为，此乃"以党治国"的手段。 1053尤有进者，敦@拉萨亦

在钳制宪赋公民自由权方面大刀阔斧，如1971年2月 23 日国会重开时，

联盟政府提呈《宪法(修正)法案)) ，禁止公众今后讨论四大"敏感

问题" :关于宪法中规定的国语、马来人特别地位、马来统治者的主

权及公民权等条文;以及取消议员在议会内的言论不受司法挑战的豁

免权。当年只有行动党和进步党的罔会议员投下反对票。其实，是项

修宪是巫统高层为应付反对党挑战的战术安排，因为副首相敦·依斯

迈于同年1月 15 日在新山向柔佛州联盟领袖说:

在1969年大选中'敏感问题一一国语以及马未人的特权等一一是

一般上造成联盟受挫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必须列入宪法内'

以便在以后的大选中，敏感问题不能受到反对党的质问。品把敏感问

题列入宪法，我们的伙伴党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将不会处于不利

的地位。 1054

行动党就是在前述的政治大环境下迎向 1970年代的艰巨挑战。一

来是经过 "5 • 13事件"的流血教训后，华人社会图谋政治求变的勇

气已经不再:二来是行动党面对政治体制上的钳制比1960年代更加严

格，几乎寸步难行。

在大选中被华人唾弃的马华，其总会长陈修信在遭受巫统高

层"半死不活" (neither dead nor alive) 的批评下，曾试图改革自强，

并决意要开放门户，吸引更多专业人士入党，以一洗马华为"头家政

党"的刻板现象。其实，对比陈修信的图强方案，敦·拉萨显得更有

胆略，他主张将联盟扩大为国民阵线(下简称国阵) ，以用作收编所

有反对党的势力。 1972年8月，巫统提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以稳定政

局、分享政权之说来诱使槟州的民政党政权、吉兰丹的回教党政权、

砂拉越的人联党政权及霹雳最强大的进步党势力统统并入国阵，从商

一劳永逸化解体制内的反对力量。当年唯独行动党和民政党的非主流

1053.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 1670

1054.引自林吉祥在1971年2月 23 日子国会重新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时，参与辩论。971年

宪法修正法案〉的讲词内容，见林吉祥: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页1760



派(以陈志勤为首，后成立社会正义党)拒绝被收编，坚守反对党的

岗位。

既然收编不成，敦·拉萨唯有从内部来进行颠覆，即以利诱手段

来收买行动党的自州议员。为了应对敦·拉萨的政治攻势，林吉祥不

得不从严治党，强化党纪对议员的制约和要求。然而，敦·拉萨的利

诱手段还是成功了一半，因为接二连三的议员跳槽行动确实让行动党

的元气大伤，原本十二名国会议员剩下九名，三十一名州议员则减少

到二十名。此外，吴福源同马华"密谈"东窗事发后，行动党的公共

形象亦受到打击。更不利的是，国阵的成立让行动党昔日的盟友，统

统转为时下的政敌。换言之，行动党不仅要对付马华和印度国大觉，

还要向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等在华人选区展开竞争。

1972年7月，敦·拉萨政府宣布废除地方议会选举，理由是作

为"小圈"，民选州级以下的地方政府是"无需和多余的"。对此，

林吉祥在阁会参与辩论时这么批评说:

马华了解到如果反对党'特别是民主行动党赢得大多数的自治

市、市议会和地方议会，它们将成为民主行动党建立史强大力量的

基地一一一导致联盟和马华在下次大选中'输掉史多的国会和州议会议

席。马华领袖知道如果马华党员和优偏要被委入自治市、市和地方议

会的话'唯一的方法是透过官委的后门而非氏选。 m

1973年7月 9日，政府进一步通过修宪将首都吉隆坡划为"联邦直

辖区"，不再属于雪兰我州政府的管辖范围，与此同时还废除了雪州

九个州议席，大约一百万的吉隆坡选民(主要是华人)自此被剥夺了

选举州政府的权利。经此釜底抽薪后，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选民结构

比例大大地被调整。林吉祥在国会反对此修宪案时曰:

很明显这是联盟政权用以阻止反对党在下届大选时夺取雪州政

权之阴谋。随着现在之宪法修正后，遏止城乡选区产生史大不平等

的条文已经被取消，同时在宪制上，选举委员会可以为j 定十多个乡

1055. 林吉祥: <地方政府应由人民选出> ，见同氏著: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页

25响60

村等于一个城市选区之范围，在各立法机关中，乡村代表可以大大地超

过城市代表。 1056

政治结构的制约日愈不利反对党人的斗争，林吉祥要率众突围则

更加要考验其领导智略。

1974年5月 28 日，即离解散国会前的两个月，敦·拉萨接受中国

总理周恩来邀请，到中国访问六天，并会见了毛泽东。 5月 31 日，两

国正式签署了《马中建交联合公报>> ，成为东合国家中第一个跟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紧接"马中建交"之后，敦·拉萨在6月 21 日

于吉隆坡举行第五届四教黯家外长会议，这是巫统在马来社会为提高

其回教形象的动作，且冲淡马来人对"马中建交"引起的不满情绪。

1057前述两大外交盛事过后，正是敦·拉萨解散国会以举行第四届大

选的最好时机。加上国阵已在6月 1 日正式获得了注册，共有十个成员

党，以"天平" CDacing) 作为各党统一的竞选标志。因会遂在31 日

解散， 8月4 日提名， 24 日投票。

是届大边，行动党共提名四十六人竞选阁会，一百二十一人竞选

州议会。除国阵候选人，跟行动党竞逐华人城镇选区的还有社会正义

党 CPEKEMAS，下简称社正党)。在陈志勤的领导下，社正党打出的

竞选主题是"否决国阵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

国阵的竞选主题，是呼吁选民给予敦·拉萨领导权的信任支持。

基于回教党与巫统已同属国阵，所以敦·拉萨对于巩固马来选票信心

十足，唯独在华社方面，马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需要面对行动党

的挑战。为了笼络华人民心， "请投天平)票，支持马中建交"成为

自阵在华人选区最突出的竞选议题。毛泽东同敦·拉萨揽子的大型画

板、海报、传单，充斥着全国各个角落，毛似乎成为国阵最佳的助选

员， "而较早的数个月前，任何人如果拥有毛主席的相片将立即在内

安法令下长期被拘"。 mB

1056. 林亩祥: <有关取消吉隆坡的选举权> ，见向上书，页1960

1057. 杨建成: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一…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一九五七

~一九七八)}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2年) ，页2910

1058.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代史论> ，页67。



行动党的竞选宣言，则是"暴露国民骗徒的国民阵线" CExpose 

The Nationa1 Fraud ofThe Nationa1 Front) ，呼吁选民支持"一个有原则

的政党"。它在"导言"就开宗明义地宣称， "1969-1974: 政治投

机主义与无赖的季节" : 

1974年的国民阵线是由 1969年的反对党联合阵线组成的。……有

一些反对党要反对党团结，以使他们能够中选史多的国会议员和州议

员'抬高他们参加国民阵线的身份。好像在1969年大选中'行动党协

助了民政党和林苍佑医生夺取了槟州政权，结果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背

叛人民而加入国民阵线。在霹雳州行动党亦协助了人民进步党与拿督

SP辛尼华沙甘赢取了四个国会议席和十二个州议席'结果又是眼巴巴

地看着他们背叛霹雳的人民'参加进联合政府里头。 1059

接着，该宣言的(甲〉部分列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

纲领，如主张在"有者"和"无者"之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入息、

减少阶级不平等，及打破外国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捏握等。具体的经

济诉求有:维持廉价的食物政策、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订立基本工资

法、修正反劳工的法令、实施累进税制、完整的就业政策及彻底的土

改。这些政见诉求的"左"调甚高，是为全民的下层阶级发声，基本

没有种族的分野。在(乙)部分提出"所有马来西亚人应享有教育平

等"，主张透过以下步骤来进行教育改革:停止不公正的马来西亚教

育文凭考试对马来文必须及格之要求，要求政府为贫穷子弟提供从小

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增加大学学额、允许设立私立大学、宪法保证

华文及淡米尔文小学不会变质、强制各学校实行母语教育及要求政府

承认新加坡南洋大学、台湾大学、印度大学、中东及印尼大学的学

位。至于(丙)项是关涉"基本人权"，要求恢复国、州议员在议会

讲话免受法律提控的传统议会特权、要求废除《内安法令》及《大专

法令》、停止钳制新闻自由。最后(丁)是反对贪污舞弊，要求国家

调查局成为一个独立，只向国会负责的机构。持平而论， 1974年行动

党大选宣言是一份没有种族色调的左翼纲领。

1059. 引自

1974年大边，是行动党前后受敌的一场突围战，不论是抨击国

阵或其他"反对党叛徒"，林吉祥的战略考虑，就是突出"行动党是

一个有原则、可信赖及勇敢无畏的反对党"，而非如社正党那般高

喊要"否决国阵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 0 8月 18 日，投票日的前一个

星期，林吉祥宣称形势越来越好，他在吉隆坡表示"求变之风吹遍

全国各地"，以致"我对预测行动党的选举表现比提名日时更为乐

观"， "只要人民不分散选票，我们夺取槟州和霹雳州政权的机会是

极好的"。阳。他由此高调地说:

诚如最新一期的《远东经济坪论》所才旨'社正党没有任何胜望，

这是行动党和国阵之争'如果人民不想国阵胜利'那么就必须投票给

行动党候选人，一祟都不要浪费给社正党或其他反对党和独立候选

人。因为分散选祟不只是浪费选票，还会协助国阵赢得史大的优势。 1061

其实，林吉祥又怎会不知道大多数华人还是对1969年大选因壮

大反对党所带来的"流血教训"心有余悸，所以要鼓动华人再次换政

府，应该说比登天还难。但是，林吉祥选举战略的高明之处就体现

在这里。他在竞选中途突然将选举目标提高，即使最终无助于"反

风"狂刮，但至少可以制造一种气势，即只有行动党对决国阵，而社

正党已告出局，让华人选民毋需浪费选票给没有胜望的社正党，而集

中所有反对国阵的选票投给行动党候选人。套用今天台湾选举的术

语，就是"弃保效应"，林吉祥早在1970年代就懂得这一战略。

在投票日当天，根据行动党的说法，数十万名有权投票的选民发

现他们的名字在选民册中被删除，这些被剥夺投票权的选民以行动党

的支持者为多。则2如在马六甲市区 C Kota Me1aka) 囡会选区，该区议

员林吉祥就揭露，有近一万人在选民册上找不到名字。 10638月 24 日晚，

1060.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at a Mid-General Election Press Conference on 18 August, 
1974 at Jalan Sultan. 

1061. lbi证

1062. <民主行动党1966嗣82年代史论> ，页66 。

1063.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DAP MP for Kota Melaka and State Assmeblyman for 



大选成绩揭晓，行动党赢获九个国会及二十三个州议会席次，而社正

党只赢得一因一州(陈志勤仅以六百六十六张多数票蝉联申洞囡会议

员) ，该党其他候选人全军覆没。由范俊登领军的霹雳州行动觉，更

赢得四囡十一州，大败加入国阵后的进步党。范在金宝区亲自擒下

SP辛尼华沙甘，自此进步党的势力在霹雳州江河日下，华人选区基

本是呈现行动党对金马华的两大党格局。由叶锦源负责起兵讨伐槟州

民政党却告出师不利。虽然叶事先扬言要夺取槟州政权，且亲自在丹

绒区上阵对垒林苍佑，但是叶在一场群众大会上因言行过火，公然撕

破囡阵印制的敦·拉萨和毛泽东握手的海报，还用脚践踏之，这引起

台下华人选民的极度反感，最终导致一败涂地，只赢得两个州议席。

另，吴福源的落选也让行动党人感到振奋， "这是给所有的政治投机

分子因个人理由而背叛人民的一个教训11" 。则4

当然， 1974年大选的最大赢家则非敦·拉萨莫属，他的大战略

(收编各大反对党成立国阵)和具体战术(利用毛泽东海报、要求选

民对他个人作信任投票)均运用得当，如虎添翼，所以国阵才能挟万

钧之势压倒反对党，得票率高达58%，创历届大选之记录。 1065它以一

百…十四席重夺国会三分之二的绝对支配权;而州议会方面共赢得二

百八十三席，在各个州属都以三分之二优势执政。反之，行动党共赢

得387 ， 863张选票，总得票率占 18.3%强，比上届大选还增加6%，再

次成为国会最大反对党，算是保存了基本实力。行动党的选后检讨意

见是: "现行的选举制度是完全不公平的。如果依照18.3%的得票率

看来，行动党理应获得二十八个席位而不是九席。在霹雳应占十五名

议员而不是十一名〈得票率35.62%) ;余者类推。" 1066 由此可见，

敦·拉萨在选举之前，就先利用选区划分的优势来制约反对党势力的

膨胀，在战略上是何其地高明。

1064. lnitial Press Statement by DAP Secretary General, Lim Kit Siang, on the 1974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 

1065. 萧依钊: <重温历届大选(凹) :简述1974年大选> ，见〈星讲:日报) , 1982年

3月 29 日。

1066. <黑主行动党1966-82年代史论> ，页670

表 10: 1974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痛次

州属 国会参选席次 国会赢取席次 州、!会参选席次 州会赢取席次

吉打 。 l 

槟城 7 。 22 2 

霹雳 14 4 34 11 

彭亨 2 。 4 。

雪兰我 6 20 

联邦直辖区 5 2 / / 
森美主 4 17 3 

马六甲 10 4 

柔佛 6 。 13 

总计 46 9 121 23 

资料来源:整理自《民主行动党归属年纪念特辑)) ，页660

表 11: 1974年大选行动党阁会与各州议会之得票总数与得票率

州属 国会得票总数 国会得票率 外i会得票总数 升l会得票率

吉打 9,450 8.6% 7, 680 4% 

槟城 51, 025 24.3% 50, 219 23.6% 

霹雳 144, 639 36.2% 149, 821 35.6% 

彭亨 11, 898 13.1% 7, 823 6.7% 

雪兰我 39, 638 19% 36, 518 16.2% 

联邦直辖区 24, 591 37.4% / / 
森美兰 27, 956 31.8% 30, 679 26.2% 

马六申 17, 664 15.5% 19, 832 18.6% 

柔佛 43, 002 20.6% 43, 930 21.7% 

总计 387, 863 18.3% 346, 502 15.6% 

资料来源:整理自《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辑)) ，页660

经 1974年大选后，其他反对党已告式微，行动党成为在宪制框架

内唯一给予国阵最强大挑战的反对党。故此，该党领袖接二连三地面

对政治迫害和打压。首当其冲的是面对《煽动法令》检控的范俊登。

接着，八打灵区国会议员胡更生也因煽动罪而被罚款两千元，剥夺参

政权利五年。 1976年11月 2日，该党"捍卫大马中华文化小组"的主席

陈国杰和秘书陈庆佳国会议员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罪名是"被



认作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协助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削他俩

在未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被扣留长达四年九个月才获释放。 1978年

4月 23 日，轮到林吉祥被逮捕，他在<< 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下被控

以五项罪名，因为林在国会内外揭露皇家马来西亚海军向瑞典购买

SPICA-M巡逻艇之价格及质疑其适宜性而触犯有关法令。在《火箭

报》上刊登这宗弊案的主编p. 巴都也同时遭到检控。如果罪名成立，

林吉祥面对的最高刑罚是监禁三十一年。面对国阵一连串的逮捕和检

控行动， 1978年上半年，行动党内弥漫着消极的气氛，甚至该党中央

曾传ili要检讨议会斗争的路线， "可能决定举行一个党员代表大会，

吁请代表杯葛来届大选，甚至于解散民主行动党"。川85月 1 日劳动

节，行动党中委召开紧急会议，就议会斗争路线进行深入讨论。会后

该党主席曾敏兴重申，行动党将献身于民主宪制斗争，同时宣布党在

即将来临的大选中，比原来的计划更广泛地参加大选。附

至于国阵方面的发展，随着1976年1月 14日敦·拉萨在英伦病逝，

胡先·翁 (Hussein Onn) 被推举为第三任马来西亚首相。胡先·翁独

排众议，选择了马哈迪医生 (Dr. Mahathir Mohammad) 任副阁授。

在胡先·翁掌权时代，巫统和回教党的合作关系也日益恶化。 1977年

11月，回教党被逐出国阵，重新当回反对党。

至于马华，在李三春的领导下，亦进行了一系列的党务改革。首

先，李大胆起用前劳工党领袖林建寿成立"马华工农组"，宣称"马

华不是资本家或受资本家控制的政党"， 1070以图跨越阶级地在华社开

拓新的票源。再则，为了应对"新经济政策"下巫统大肆扶持马来人

介入公营企业的趋势，李认为华人应该抛弃传统的家庭式经营观念，

而向现代化的大企业经营模式转型。他遂起用陈群JII成立"马华控股

有限公司"，集资三千万，推动马华进军企业界，以作示范。随即许

1067. 林吉祥: <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的陈庆使与陈国杰> ，见向民著: {马来西亚的

计时炸弹> ，页170。

1068.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代史论> ，页680

1069. 同上书，页680

1070. 页270。

多华人社团纷纷响应李三春的号召，组织企业公司或合作社来投资商

业活动，成为 1970年代下半叶的时尚风潮。 1975年马华党选后，李的

势力更加获得巩固，他进一步提出"马华五大计划"，即: (一)建

立总部新大厦; (二)推动马华控股有限公司; (三)成立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协会; (四〉展开广招党员运动:及(五)发展拉曼学院。阳

从上述五大计划可以看出，李三春确实有过人的领导魄力和战略智

，他的改革方略是要"左"、 "右"通吃，尤其是以社会主义

的"合作社"来搞资本主义的控股公司，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对比

敦·陈修信，受华文教育且基层出身的李三春无疑更晓得掌握华社心

理，或者说更懂得搞"华人政治"，故行动党要应对马华，肯定比昔

日艰难得多。

当然，李三春的领导也并非无懈可击，只要巫统的基本政策不

变，马华的妥协路线将继续给行动党发挥的空间。如 1975年正月，马

华教育局主任曾永森公布了《检讨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备忘录)) (下简

称《马华教育备忘录)) ) ，准备提交给以马哈迪为首的内阁教育委员

会。该份备忘录涉及华文教育的建议，与董教总所草拟并获得全马二

千四百多个华人文教团体盖章支持的《华团教育备忘录》之内容有原

则性的冲突。董教总指《马华教育备忘录》是接受《拉萨报告书》第

十二条的"最后目标"， m所以"马华领导层此次提里备忘录要使华

文小学变质是顺理成章的事" 0 1073 

1975年4月，马华在国会支持通过对华商十分不利的《工业协调

法令)) ，再次引起华社的哗然。该法令其实是"新经济政策"下的产

物，是透过限制华人的经贸自由来达到扶持马来企业家之目的。它规

定凡资本超过马币十万及拥有二十五名雇员或以上的制造业，必须强

制性让土著参股30%，并且还要聘请土著雇员。此外，部长有权决定

1071.有关"五大计划"具体讨论，请参考黄文斌: <李三春:时势英雄之得失功过> , 

见{可自良主编: {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一一政治篇:庄政与流变} (吉隆坡:马

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03年) ，页241-2470

1072. 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2760

1073. 向上注。



批准、拒绝、施以附加条件或撤销任何执照。简言之， <<工业协调法

令》对制造业(以华商经营为多)的创设、投资、生产及销售方面都

诸多钳制，不仅违反了经贸自由，侵蚀了法律给予非马来人平等经商

的权利，同时也给执行法令的官僚提供了贪污及滥用职权的机会。所

以，马华工商联合会率先发难，随即反对党和民间舆论也群起鞭挝马

华，要求马华向国阵建议撤销之。但是李三春并不准备妥协，这再次

给行动党抓到了痛击马华的有力把柄。

1978年1月 30日，另一项令马华高层感到头疼的烫手山芋又来了。

根据第二大马计划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70年到 1975年期间，马来

人入读高等学府的比率从39.7%提升到57.2%，而非马来人则从49.2%下

降到36.6%0 1074此外，在1977年，马来西亚五问固立大学的总入学人

数有五千九百五十二人，马来学生竟占了四千四百五十七人，华人学

生只有一千一百八十七人，印度学生为二百六十六人，其他民族为四

十二人。 m由此可见，在国阵偏袒马来人的政策下，其他民族被剥夺

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正逐年加剧。所以，严苛的局势发展让华

社再次萌起民间兴办大学的强烈意愿。但是，在 "5-13事件"后，联

盟于1971年制定了《大学与大学学院法令)) ，规定所有大专学府都必

须获得最高元首和国会的批准才能成立。 1974年独大有限公司申请成

立"独立学院"不成。四年后，董教总领导人趁选举年临近，希望动

员华团力量来为独大的创办需求突破口，所以便发起联署《独立大学

请愿书)) ，在获得四千二百二十八个华人社团的盖章签名后，决定向

最高元首提出上诉，希望能获得恩准以创办独大。林吉祥抓紧机遇，

特于1978年4月 7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出一项动议: "本院表达支持独立

大学有限公司所倡议之独立大学之创办计划"。林在国会发言曰:

独大的设立对国家发展是一项巨大的贡献。……拟议中的独大

不需要政府在财政上给予资助'因为独大是属于一间私立大学，由公

〈董总33年}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987年) ，页

556-7。

1075. 林吉祥: <独大是爱白人民欲协助发展及创造全民团结的马来西亚计划> ，见同

民著: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页2670

众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独大可以协助加强国家团结，因为它可以扫除

由"新经济政策"所造成其中一项最严重的偏差与不公平。事实上'

我要形容独大是马来西亚爱国者提出的计划'以实现协助与团结马未

西亚的目标。在其他国家，对于接纳如走的大学计划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独大己激起强烈反应'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一些人

为了要在政治上获得高官厚禄'不择手段地成为独大计划的敌人。这

是一项对公众的诚恳愿望与法律上的要求的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农

5见。 1076

在议会内，林吉祥的这项动议当然没有获得任何国阵议员的支

持。但在议会外，马华却必须向华社有所表态。民政党领袖迟迟不作

反应，也不盖章支持《独立大学请愿书》。

在独大问题上，行动党处于一个绝对有利的战略位置，它只需

力挺董教总的立场，在议会内外向马华童锤出击，而毋需如马华那般

要顾忌巫统的压力。在大选前夕，马华还必须面对《工业协调法令》

和《马华教育备忘录》两大课题的逆反浪潮，倘若无法有效化解之，

华人就会将选票投给行动党。既然局势发展对反对党有利，国阵唯有

再度从钳制制度方面下手。 1978年6月 5 日，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总长丹

斯里·哈聂夫 (Tan Sri Hanif) 发出警告说: "从现在起到8月 31 日为

止，全体警察要保持高度警惕，以预防6月 30日马共庆祝建党(按:应

指武装斗争)卅周年纪念而引起暴力事件的发生"。 lm警察总长的警

告随即就转为具体政策，政党群众大会被禁止举行。警方以保安理由

来为国阵服务，被林吉祥形容为行动党在双手被绑，嘴巴被封的极端

不利情况下登上擂台向国阵打肉搏战。 1阴

此外，行动党面对另一不利冲击，乃该党内证所产生的一连串恶

果。首先是范俊登的退党，让林吉祥感到失措。范同林吉祥交恶不是

因为被国阵利诱收编，也不是因为争取什么"安全区"不果，而是出

1076.向上书，页2680

1077.林吉祥: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页130

1078. 间上注。



于强烈抗议林吉祥在社会党国际为人民行动党的人权记录辩护。范俊

登在1978年5月 19日从印度给林吉祥寄来退党书，一一数落林吉祥的不

是。此事经传媒披露后，鉴于大选己近在咫尺，林不得不低调处理。

1978年元月，因涉及派系纠纷而被开除党籍的叶锦源，联同胡更

生成立社民党。他们准备在槟州同行动党打对台戏。国阵当然大肆利

用行动党的矛盾来怂恿它们自相残杀，以坐收渔利。所以，社民党的

注册申请在1978年6月，即大选前一个月获得了批准。社民党在竞选期

间，将范俊登的退党书大量复制和派发，极力挖苦林吉祥支持李光耀

侵犯人权。

话说回教党退出国阵后，胡先翁在1978年3月宣布率先举行古兰

丹州议会选举，作为全国大选的前哨战。巫统联合前丹州州务大臣莫

哈末·纳西 C Mohd N asir )所成立的泛马回教战线 CBERJASA) ，大

败阿斯里 CMohd Asri) 所领导的回教党。经此一役，胡先·翁信心大

振，决定提早一年举行全国大选(政府的任期是到1979年才届满)。

国会解散后，选举委员会宣布6月 21 日提名， 7丹 8 日投票。

基于是居大选不准再举行群众大会，行动党在其竞选宣言中，就

借此抨击囡阵所奉行的民主是徒有其名，而无实质内涵。林吉祥指责

罔阵是企图"以民主来摧毁民主"， lm并说 "1978年大选是一个没有

主题的大选"，因为"国家的重要政策和难题都被压制下来，每天马

来西亚人所读到的报章，悉数系国阵宣传组织中伤行动党领袖的虚构

谎言" 0 1080故此，林吉祥要突出的竞选主题是《拯救民主:否决囡阵

竖立一党专政的意图>> ，它强调"马来西亚需要一个强大和敢言的反

对党，以阻止国阵滥用权力"。削故林吉祥对外反复宣称行动党的竞

选目标在于"监督政府"而非"推翻政府"。 m2

在竞选运动期间，行动党充分利用独大课题、 《马华教育备忘

录》、大学种族配额制及《工业协调法令》等这些华人最关注的尖锐

1079.林吉祥: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页140

1080. 同上注。

1081.Cassette Text: Why the 1978 General Election is an election without issues. 

1082.杨建成: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页3310

议题来大肆抨击马华。此外，林吉祥和p .巳都在揭发"瑞典巡逻艇

弊案"而遭检控的宫司案，也被用作攻击国阵贪污和迫害反对党的例

子。另外更具悲情的例子，就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陈庆佳和

陈国杰两名"华教斗士"的坎坷命运，如陈庆佳女儿甫出世，他就被

投入扣留营:而陈国杰在坐牢期间不幸丧妻，这些血泪故事在坊问广

泛流传，确让闻者心酸落泪。

行动党在1978年大选共派出五十二名国会候选人及一百二十七名

州议席候选人，比1974年略多。至于调兵遣将方面，比较引起瞩目的

是林吉祥离开老巢马六甲市区，转战八打灵。这是因为该区前自会议

员胡更生己跳槽到社民党，故林必须亲自前来八打灵区守城。此外，

该党在霹雳州提名的马来候选人竟然还多过巫统，这是为了扭转行动

党是"华人沙文主义政党"的刻板形象。再则，行动党也首次派员

逐沙巴州的四个城镇区因会议席。最出人意表的是，陈国杰和陈庆

佳虽然身陷囹国，但行动党依旧提名俩人竞选。 7月 7日，即投票日前

夕，林吉祥在该党总部召开记者会，作最后一项催票性的宣布:

在许多问题中'最优先的应该是拟议中的独立大学'……当明天

人民投票时，他们也将投票决定，人民是否要独大在大马建立。我们

民主行动党，由伊始即全力和无条件的支持建立独大的计划，因为我

们相信，这对于大马的发展和团结将作出巨大贡献。关于此，我欲宣

布，若行动党获得筹组州政府，将捐献一块地供建立独大校园。 1083

很显然，行动党这一政见主要是说给华人选民听的，以凸显该党

和马华在民族教育的立场上是何其地南较北辙。

7月 8日开票结果，行动党取得佳绩，共赢得十六个国会议席和二

十五个州议席。国会总得票664.422张，占总投票率的19.1%，比上届

大选多出0.17%。尤其值得骄傲的是，该党的冯杰荣在沙巴州赢得首

府山打根区 CSandakan) 国会议席，李高在柔佛州赢得居盔区国会议

席，这无疑是突破了该党过往的选举记录。此外，在《内安法令》下

被扣留的陈国杰和陈庆佳竟也双双中选国会议员，前者更以33 ， 687张

1083. (新明日报) , 1978年7月 8 日。



多数票告捷，创下了马来西亚选举史上最高的多数票记录。行动党再

次成为国会第一大反对党，林吉祥成为国会下议院反对党领袖。林形

容"这是行动党最美好的时刻"。至于西马半岛的其他反对党，如社

正党、社民党、入社党皆全军覆灭，连陈志勤的继承人陈胜尧博士在

甲洞区都告失守。而退出国阵的回教党，表现也差强人意，它竞选席

八十八国会，只赢得区区五席。

表12: 1978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会之席次

州属 国会参选席次 国会赢取席次 H会参选席次 州会赢取席次

吉打 。 2 。

槟城 5 4 16 5 

霹雳 19 4 41 9 

彭亨 3 。 15 。

雪兰我 7 12 3 

联邦直辖区 4 3 / / 
森美兰 4 16 3 

马六甲 2 14 4 

柔佛 6 11 

t!、巴 2 / / 
总计 53 16 127 25 

资料来源: ((民主行动党 15周年纪念特辑)) ，页70 。

表 13: 1978年大选行动党国会与各州议会之得票总数与得票率

州属 阁会得票总数 国会得票率 州会得票总数 州会得票率

古打 2, 828 0.8% 5, 597 1.71% 

槟城 79, 918 27.3% 77,484 26.6% 

霹雳 200, 547 36.5% 195, 146 36.6% 

彭亨 16, 354 8.8% 22, 943 13% 

雪兰我 111, 050 30.1% 53, 711 16.4% 

联邦主辖这 101, 306 55% / / 
森美兰 41, 736 29.4% 45, 992 28.9% 

马六甲 34, 576 32.5% 39, 147 31.4% 

柔佛 64, 385 15.1% 64, 604 17.3% 

沙巳 11, 733 6.5% / / 
总计 664,433 19.1% 504, 624 19.9% 

资料来源: (<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辑)) ，页700

至于国阵方面，它在一百一十四个国会议席中总共拿下九十四

席，西马半岛尤以巫统表现最好，取得六十六席，马华十七席，民政

党囚席，印度国大党三席，人民进步党银羽而归，成为国阵中唯一没

有国会议席的成员党。然而，马华乃最大的选举输家，其参选国会的

二十八人中，有十一人败在行动党手上。其他胜出的十七人，总得票

只有廿万张，比行动党的十六名国会议员的总得票少约莫十八万张。

这是因为马华中选的国会选区都是马来选区，选民人数比华人城镇选

区少很多。这对于自词:代表华人的马华是一项很大的耻辱。另，行动

党共有四名印度领袖(卡巴星、 p .巴都、彼得·达逊和v. 大伟)中

选国会议员，比国阵中的印度国大党还多出一名。至于民政党最大的

损失，则是槟州两大国会堡垒区……丹绒 (T:叫ong) 和日落洞 (Jelu

tong) 被行动党的黄鸿杰和卡巴星攻陷。在外i议席方面，重组后的行

动党槟州委员会取得长足进步，从1974年大选的两席增加到五席，而

霹雳州取得九席，比上届大选少了两席。这说明范俊登的退党和叶锦

源领导的社民党未能对行动党构成威胁。此外，行动党在联邦直辖

区也表现标青，共赢得三席国会，得票率超过一半，为55%。整体来

说，行动党在华人城镇区获得的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行动党的胜利，却让该党领导人产生严重的吕障，以为

只要"反风"一刮，即使候选人素质参差不齐，地方服务记录差强人

意，党组织和竞选机关疲弱不堪， m能乘时因势，突围而出。这种并

非靠自我建设，而是依赖敌人犯错误来取胜的选举战略，和李三春的

大战略布局恰恰相反。马华是届大选的失败，只因在华教问题上失分

过多，而行动党的胜出，却不是靠自身组织的强感和候选人的精干所

致。对此，笔者不厌其烦地引《孙子兵法·形篇》来说明之: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脏，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

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脏'不能使敌之可脏。故曰:脏可知，而不

可为。 1084

意思是说，从前会用兵打战的人，总是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会

1084. <孙子兵法·形篇) ，页2880



被敌人战胜，然后捕捉战胜敌人的时机。不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操在

自己手中，能否战胜敌人则在于敌人是否让我有机可乘。所以，善于

打战的人，能够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却不能使敌人一定被我战

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胜利可以预知，但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去强

求。一句话，林吉祥的用兵战略和战术，一直忽略组织的自强，过于

依赖敌人的犯错。一旦敌人不再犯错，那么行动党就必败无疑。

(囚)成熟与高峰期 (1979年-1990年)

1978年大选，证实巫统在马来社会的势力固若金汤，即使回教党

退出国阵后也不足为患。既然如此，巫统当然毋需修正其治国方路，

故胡先·翁继续推行…贯以来偏袒马来人的政策，不对华社的抗议声

浪作丝毫妥协。至于在大选后势力剧增的行动党，让林吉祥显得踌躇

满志，马华和民政党的不济，加上其他"蚊子反对党"销声匿迹，林

吉祥作为一个强势反对党的领导人形象更加深入华人民心。为了进一

步拓宽行动党的政治版图，林吉祥认为该党应该有更大的战略目标。

1979年6月 24日，林吉祥在槟州行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

在1978年大选，槟川、υ、氏给予行动党强大的支持。如果我们在马

未西亚是实施一人一祟的制度，那么行动党早就接管槟州政府的政权

了!在未届的大选，行动党将认真尝试夺取槟州政权，同时将于最近

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以研究策划夺取槟州政权这项任务。阳

林吉祥随即宣布成立了一个以彼得·达逊为首的"八三年计划

委员会"。其实，在槟州行动党的派系斗争中，彼得·达逊一直是关

键人物。此君虽有点智略，被看成是林吉祥的重要谋臣，但他自视

，且对群众工作不屑参与，选区民生服务更是一塌糊涂，在华人

社会没有什么民望，故槟州行动党华人党员多数支持阵、毓书派系。

1980年 11月，因彭加兰哥打补选的失利，两大派系公开对峙，最终演

变成林吉祥开除"四人帮"的政治大风暴。 1086经此严重内证，行动党

1085. 日。

1086.详见第六章。

元气大伤， "八三年计划"一度被搁置，过后林吉祥虽重新启动之，

但是冲击力已大不如前。

宏观而言， 1980年代初的马来西亚华人其实对自身的处境感到忧

心忡忡。在国内，他们不断面对巫统马来同化政策的压迫，犹如"二

等公民"般处处受到制度性歧视:对外他们则担心所谓的"骨牌理

论"或将在东南亚诸国一一应验。当年越共的排华，苏共的扩张主

义，无疑给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增添更大的变数。尤其苏联特工渗透

马来高层社会及政府圈子，为了制造马来民族的猜疑，蓄意污蔑马来

西亚华人为中共的"第五纵队"。 1087在这么一种政治氛围下，非马

来人要循和平及法治途径来捍卫民主民权，往往会被看作是"反国

家"及"不效忠"之举。民族对抗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理性讨

论公共政策的空间根本就不存在。马来极端分子肆意挑战和侵蚀非马

来人权益的课题层出不穷，让非马来人对自己和下一代的前途信心尽

失。经济和文化条件许可的华人精英，一浪接一浪地移民到海外，即

使放弃马来西亚国籍也在所不惜。

然而，最令华社痛心疾首的，莫过于独大的寿终正寝。 1980年

9月 16 日，独大有限公司入禀法庭，起诉马来西亚政府，要求司法复

核，即"政府拒绝独大的创立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联邦宪法)) , 

同时不合理及不恰当地行使(( 1971年大学及大专法令》所赋予的决

定权"。该案件审讯了近两年，从高等法庭打到联邦法院，最终在

1982年7月 6日以四比一的多数票，正式宣判驳回独大有限公司的上

诉。独大败诉的理由是，根据(( 1971年大学及大学学院法令》注册成

立的任何大学，都属官方机构。所以书面判词这么写:

政府不可以合法的禁止或阻止独大教导华文及举办学习华文的

课程'不过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可以禁止独大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

1087. (八打灵宣言> ，见同前书，页 141。苏联特务渗透马来西亚政治高层最显著的例

子，就是马晗迪在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祀的前三天，其前政治秘书面迪·高

斯 (Siddiq Ghouse) 因充当苏联特务而在〈内安法令〉下被拘捕。马哈迪遂公开表

示. "西迪充当特务的事件显示外留政府企图在我国制造不稳定，间时也证明大马

受到其他国家的妒忌"。引自〈南洋商报} , 1981年7月 22 日。



吗?如果独大是一个公共机构'政府肯定可以这样做，不然华文就会

被用作官方用途。 1088

总检察长随即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发出一份证书，使到该判决

是最后的、结论性的，独大不得进一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马来西亚

华人争取自资创办独大的宏愿，从1968年力争到1982年，历尽艰辛，

百般折腾，最终被迫划上休止符，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史上最沉痛的一

页。五个月后，即 1982年 12月，照阵却在国会提出修改(( 1971年大学

及大专法令)) ，以便创办一所国际回教大学，它当然是属公共机构，

但却是用英文及阿拉伯文为教学媒介语。林吉祥批评指，马华领袖过

去因独大以华文及英文为教学媒介语而反对独大创办，如今却在国会

技票支持设立以英文及阿拉伯文为媒介语的国际回教大学。 1089国阵政

策之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华人的悲愤也就不难理解了。

1981年5月 15 日，胡先·翁以健康理由宣布即将辞卸首相及巫统

主席职位。经6丹巫统党选后，该党领导班底确定下来， 7月 16日马哈

边正式继承其职，且委任慕沙·希淡 CMusa Hitam) 为副阁授，马来

西亚遂开启了 "2M政府" C 即正副首相的名字都以M字开头)的时

代。马哈迪甫上台，就亲自解除东姑当权时代对其著作《马来人的困

境》的禁令，该书内容反映青年马哈迪的激进马来民族主义政治观。

根据马哈边自己披露， "5-13事件"后，其著作曾被敦·拉萨用作策

划和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参考。其实，在1960年代末，马哈迪和慕

沙都是巫统党内炮轰东姑最激烈的少壮派，前者被开除出党，后者被

革除副部长职。如今，两名华人社会眼中的"马来极端分子" CUltra

Malays) 登上国家权力的最高峰，华人的担忧和恐惧可想而知。很快

地， "2M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就出台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华文和淡

米尔文小学。

12月 30日，教育部长宣布，政府将在1982年试行及在1983年全面

实行"小学3M制"。在这项改革小学课程的新纲要下，华文小学只有

1088.盯自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415币6 。

1089.林吉祥: (I 8个月的回顾) (八打员再也:民主行动觉， 1983年) ，页25-6。

华文和数学课本是用华文编写，其他科院的有关教材一概使用马来文

编写。至于音乐课，在华文小学所教导的50%歌曲必须是马来歌曲，

另外50%是由马来歌曲翻译而成的华语歌曲。 1090 "3M制"对马来小

学而言，确是一项教育改革方案，所谓3M，即是要强化小学生对读

CMembaca) 、写 CMenulis) 和算 CMengira) 的基本能力之掌握。但

是，对于华文小学而言，其间化性质却不可等闲视之。 1982年元月，

是马来西亚华人最团结的时刻，董教总、马华、民政党和行动党采取

共同立场，一致反对 "3M制"。然而，这一跨越党派的团结局面却维

持不了多久。

1982年大选临近之际，董教总领导层提出所谓"三结合" C ß!P 
囡阵内的华人政党、反对党与华团的结合〉之说，希望尝试一项新的

策略，即透过派员参加执政党，进入政府体制内来捍卫华文教育权

益。当年参加民政党的华教人士，比较著名的有郭诛镇律师、许子根

博士、王添庆律师、江真诚博士及杨泉博士等人。董教总参政，其实

应该从晚近华文教育抗争的艰辛历程中来理解，它是在华人民族主义

驱使下，为试图突破昔日斗争模式的一项产物。今天看来有点天真幼

稚，空想成分甚童，也不排除有华教投机分子想伺机进士，但是当年

的倡导者却大义凛然，振振有辞。他们从独大创办不果，到《马哈i庭

教育报告书》、 ((1 981年社团修正法令》及 "3M制"接二连三的出

台，而总结出以下观点:

这场华教运动的长期经验一次再次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压力集

团'通过间接的方式未争取华人文化教育的合理权益，假手于采些政

党，经过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法取得理想的效果。所以，我们一致地

认为在现有华教运动不断发展的同时'应该尝试另辟一个直接争取的

政治途径，希望我们合理明确的观点，立场和要求，能够在政府的法

令与政策的制定期间，发挥直接和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决定走向

政党政治。 1091

1981年 12月 31 日。

1091. <华教人士集体加入民政党的联合声明) , 1982年3月 31 B ，转引自金杨编撰:

〈华教人士与政党政治} (吉隆坡:铁山泥出版社， 1983年) ，页38。



"三结合"的提出，最大的收益者当然非民政党莫属，因为董教

总精英的加盟，肯定大大地提升民政党在华人社会的认受性，尤其有

利于该党在槟州抵御行动党的政治攻势。对此，林吉祥表示悲伤，因

为"它已严重地损害了行动党十六年来在国会内外对华文教育、语文

和文化的斗争:且华教人士参加民政党，将被视作赞成政府的华文教

育政策。"阳

在华人社会和朝野政党就"三结合"展开热烈争论之际，之前那

种基于反对 "3M制"而呈现华社大团结的同仇敌'内已不复存在。另一

方面，马哈迪亦跟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 (ABIM) 主席安华商洽好，

即将安排他参加巫统，以用作对付回教党的有利筹码。附加上全球

经济不景气的预兆日益明显，再延迟举行大选未必对国阵有利。经过

对前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估量后，马哈边遂当机立断，宣布提平解散国

会(政府届满应该是1983年) ，并定于4月 7 日提名， 22臼投票。换言

之，竞选拉票运动只有十五天。群众大会依旧以保安理由而被禁止。

国阵提出的竞选宣言是《建设一个廉洁、有效率、可信赖的政

府)) ，要求选民给予马哈迪接棒九个月以来所展现的新人新政一个强

大的委托。李三春拟定的马华竞选主题是"马华下决心要寻求政治大

突破"，呼吁"华裔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给马华在政府里头有强大

和足够的政治代表权" 0 1094为了激励作战士气，李三春决定身先士

卒，到行动党的发源地一一芙蓉区提名参选，让华人选民不再看扁马

华领导人只会躲到马来选区参选，雨不敢在华人城镇区和行动党候选

人硬碰。民政党的重点是保住槟州政权，但随着董教总精英的加盟，

让该党有了新的宣传点子，那就是"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打进政

府，监督政府"，这口号其实是服膺董教总的"三结合"概念。事实

上， "三结合"不仅对民政党有利，也间接有助于国阵华基政党的整

体攻防战略。尤其在华人社会，董教总参加执政党，不仅让行动党无

1092.同上书，页400

1093.安华是在1982年3月 29日宣布参加巫统，即马哈迪宽布解散国会的同一天。

1094.钟天祥: (李三春·华教·马华) (雪兰载:人闰出版社， 1984年) ，页 1700

法再占有"为华教请命"的政治优势，还陷入同董教总对着干的不利

处境。昔日马华因得罪董教总所面对的华人逆反情绪， 1982年统统转

到行动党候选人身上。

位居不利形势的行动党， 1982年的竞选宣言凸显《马来西亚处于

建国路上的十字路口》。它指国阵的竞选主题，其实就是马哈边的重

要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之核心思想:

《马来人的困境》一书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如何克服马

来人的贫穷和落后问题'而马哈边医生说虽然该书被查禁，但却是制

定"新经济政策"的基础。第二部分是有待推行的建国方略。在《马

来人的困境》中，马哈边医生指马来人是这个国家的"合法拥有

者" ，而移民过来的非马来人则是"客人" ，直到他们放弃自己过去

的语言和文化而适当地被归化为止。此种建国哲学'如果被用作成为

2M政府在80和90年代制定政策的基础，那么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和文化上都会面对严重的后果，因

为它将完全和大马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之

理念背道而驰。鉴于马哈边医生和拿督慕沙将继续在1982年大选后出

任我国的正副首相，所以在4月 22 目的投票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可透过

选票明确地支持行动党，表示《马来人的困境》之建国方略是完全不

能被接受及不务实的，故不应该成为一个多元社会的马未西亚在80和

90年代的建国蓝图。 1095

接份竞选宣言避而不谈"夺取槟州政权"问题，同 1978年大选比

较，行动党这一届的选战策略很明显是转攻为守。其中一个主因，根

据该党副秘书长李霖泰的透露，是因为该党"面对缺乏可靠候选人问

题" 0 1制

至于在排阵方面，行动党在全马，包括沙、砂二州，共派出六

十二人角逐国会及一百二十九人攻打州议会议席。 1097为了整体的战

1096. (墨洲日报> , 1982年3月 25 日。

1097. <民主行动党1966-82年代史论) ，见阔前书，页730



略布局，该党有不少的中央领袖都被调离原区，到其他选区去攻城或

守土。其中最瞩目的两大战役，就是董教总的郭沫镇和许子根博士被

民政党安排到甲洞区和丹绒区竞选，而行动党则派出华教出身的陈胜

尧博士和陈庆佳出峦迎战。民政党让华教精英在这两区提名上阵，确

是十分高明的战略，一来它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本来就没有人愿意

去硬撼行动党:二来且让董教总人马出征，胜出固然最好，败阵也不

算太大损失:三来董教总必定为郭、许二人助选，其中免不了会同行

动党人针锋相对，那么国阵控制的传媒就不愁没有"负面新闻"报

导:四来董教总一旦倾巢而出，总动员全国华教人士到甲洞和丹绒来

摇旗呐喊，则林吉祥将被扰乱军心，自然无法兼顾全局，有利因阵逐

一击破:五来可以伺机抹黑林吉祥不顾民族大义，执意要破坏"三结

合"，不肯"让路"给华教人士"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可陷行动

党于不义。总而言之，董教总所谓争取华教权益的"三结合"，在大

选期间很巧妙地被国阵用作遏制行动党的新战略。竞选期间，马哈迪

向传媒说， "在政府里头的国阵成员党能够影响到政府的思想和政

策，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将来也可能发生" 0 1098由此观之，不能排

除当年马哈迪的战略布局，是要将社会上最激烈的体制外批判者统统

收编入政府体制内:在马来社会是招揽安华参加巫统，在华人社会就

是利用董教总反对 "3M制"下的产物一一"三结合"来顺水推舟，由

民政党来收编之。简言之，对付行动党是"以华制华"，对付回教党

则是"以华(安华)制回"。有关战略思考，其实如出一辙。值得一

提的是，安华在1982年大选，同样没有被马哈迪安排到"安全区"竞

选，反而要他到回教党的杏东埔区冲锋陷阵，让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

动掀起助选的浪潮，打乱因教党的阵脚。巫统和民政党的战略，何其

地相似。

至于林吉祥的个人动向，他在最后一刻宣布离开八打灵区，打

"收拾叛徒陈德泉"的旗帜，浩浩荡荡地班师回朝。自陈德泉跳槽

到马华，不断兴风作浪，成为李三春打击行动党的一张玉牌。加上陈

1098.金杨编撰: (华教人士与政党政治) ，页45 。

的媒体形象突出，口才绝佳，行动党要重夺马六甲市区，非靠林吉祥

亲自出马不可。林重返马六甲，虽然无可厚非，但亦成为马华攻击的

议题之一，指他是"政治逃兵"，只敢挑战不敢应战。事因在1978年

7月 13 日，林吉祥曾公开挑战李三春，促后者辞去背加末 (Segamat)

国会议员，然后和他到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来进行一场补选。林

吉祥甚至还列出八个国会选区，即丹绒区、怡保区、万里望区、新街

场区、吉隆坡市区、马六甲市区、八打灵区和芙蓉区，让李选择其

一， "以证明华人选择马华的政策还是行动党的政策"。 l阴没料到

这一激将法，竟然让李三春卧薪尝胆四年，静悄悄地积极作备战功夫

(即私下做了大量的选民搬迁工作)。在提名目前夕，李突然宣布接

受林的挑战，到行动党的发源地芙蓉区间林吉祥交锋。川。此动作确实

让马华士气高昂，不少选民更对李另眼相看，考虑给马华一个"政治

大突破"的机会。 1101然币，林吉祥最终还是决定由曾敏兴留守芙蓉迎

战李三春，他亲自返回马六甲市区"收拾叛徒陈德泉"，并说将自己

的政治命运交给马六甲人民来决定，一旦失败，就从此退出政坛。 1102

提名后选战开打，甲润和丹绒成为全国焦点，行动党和董教总

相互叫骂，双方在拉票过程中都有过火的举措。如骂郭诛镇是"反骨

仔

甚至喊出"打倒董教总"的口号; 1川1ω103ω3另一阵营则指"林古祥是巫统特

务"、 "分裂华人团结"、 "答应董教总不到甲涧及丹绒竞选而又临

时上阵提名"等等1叭总之烽火漫天、谣言四起、难以对证。有论者

1099. (南洋商报) , 1978年7月 14 日。

1100. 李三春之所以选择到芙蓉区竞选，因为该区是林宙祥所列出的八个选区中华人比

例最低的，只有60%，而马来人占了25%，印度人则是14%。换言之，芙蓉区的选

民种族比例结构最容易让马华取得"政治大突破"，因为大约三成以上的非华人选

票已经是国阵的囊中物。

1101.一般论者都忽略林吉祥在1978年大选后曾对李三春所发出的同类挑战，以为李三

春是在1982年大选提名前夕仓促地决定到芙蓉区提名。

1102. Asia Week, 23 April, 1982. 

1103. 金杨编撰: (华教人士与政党政治) ，页44。

1104. 同上书，页470



认为，华人政党的互相叫骂，意气争辩多过政策宣扬。 1105甲洞和丹绒

之役，已经不是行动党对垒国阵，而是演变成行动党向董教总之战，

以致双方在华人社会的形象均受到负面冲击，公信力大为降低，这不

啻是巫统和马华最乐见的局面。

4月 22日晚，西马选举成绩揭晓，行动党兵败如山倒，它在西马

半岛只赢得国会六席及州议会十二席。所幸在一周后(投票日期分开

举行) ，该党在东马多赢取三席国会(即古晋、诗巫和山打根) ，否

则林吉祥更加无地自容。身为秘书长的林氏，虽在马六甲市区击败陈

德泉，但在怡力州选区却不敌马华新人颜文龙。再者，代替林吉祥上

阵八打灵区的p .巴都亦阴沟里翻船，更让人惊讶的是，该党在霹雳

州(华教运动最蓬勃的一州〉原有的四个国会议席，在一夜之间居然

全军覆没，少'"议席也从上届大选的九席减至四席。另，马华总会长李

三春还以八百四十五张票之差，挫败行动党主席曾敏兴，攻下华人城

镇区芙蓉，取得"政治大突破"。马华在1982年大选可谓战绩辉煌，

它派出二十八人参选国会，共赢得二十四席，州议席方面更从上屈的

四十二席增加到本届的五十五席。至于民政党也赢得五席国会，甲洞

区虽输给陈胜尧，丹绒区却擒下陈庆佳。它在槟州的政权亦稳如泰

山，因槟外i行动党攻打二十席，十八席皆墨。至于回教党的表现也奇

差无比，派出浩大阵容竞选国会八十二席，仅赢得区区五席，州议会

只获十八席。反之巫统却在马来社会大唱丰收，它竞选国会七十二

席，拿下七十席，州议会更赢获一百九十六席。由此观之，马哈迪领

导的国阵赢得马来西亚国人的强大委托，在一百五十四席的国会里占

有一百二十二席，为总投票率的60.5%强，比1978年大选高出约3%。

而行动党在该届国会大选所获得选票共有815 ， 473张，占总投票率的

19.57%强，比上届大选稍为增加了0.47% 。

1105. 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 ，页443 。

表 14: 1982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州属 国会参选席次 国会赢取席次 州会参选席次 州会赢取席次

古打 4 。 6 。

槟城 8 2 20 2 

薛雳 13 。 27 4 

彭亨 5 。 15 

雪兰我 7 。 18 

联邦直辖区 5 3 / / 
森美兰 5 。 16 2 

马六甲 2 10 2 

柔佛 6 。 13 。

主j、巴 2 / / 
在jp拉越 5 2 / / 
吉兰丹 。 2 。

玻璃市 。 。 2 。

总计 63 9 129 12 

资料来源: ((民主行动党 15周年纪念特辑)) ，页73 。

林吉祥将行动党的大败归咎于三大因素:一是国阵严控传媒，让

反对党无法将政见传达给选民:二是国阵采用金钱政治:二是因阵利

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董教总的个别人士试图摧毁该党。 1106针

对第二点，林吉祥最耿耿于怀:

在我国的其他选区，马华和民政党亦歪曲大选运动的议题，散

播谣言说行动党在斗董教总，也就是反华文教育。由于它们本身的理

由，萤教总个别人士竟在全国人民中造成混乱。我可以说，此种情况

是行动党在马来西亚半岛失利的主因。相反地'在这次大选，因阵可

说是异常成功地利用了董教总的个别人士未攻击行动党，其成功超越

了 1974年大选国阵利用毛泽东主席的策略。 1川1ω0

诚如前文所述，行动党一贯的选举战略过度依赖"反风"，或

者说是等待政敌犯错误来让自己得利。倘若因阵不再犯错误，则行动

1106. 引自林吉祥于1982年4月 29日在八打灵交通工友大厦礼裳举行的八打灵国合选区

慰劳宴上所发表的讲词。

1107. 同前注。



党就无法占有任何选举优势。行动党平日不甚注重强化自身的组织和

操练竞选机关，对候选人的任命也没有真正严格要求，基层工作和民

生服务更是差强人意，它只突出"敢怒敢言"、 "揭发贪污

督政府

董教总参政，呼吁华人支持"三结合"，则行动党最有利的政治攻势

(如独大、 3M制)顿时如泥牛入海。林吉祥一贯善于调兵遣将、出

其不意、攻其不备，但这一切都必须依赖有利的政治大气候才能发挥

克敌制胜之效。而这种好用奇兵的战略，却没有具体的战术配备来支

援。换言之，林吉祥!陷阵易将的布局，多半是为了制造声势(或者说

是借"风"造势) ，但将才换了选区，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该

党在各个选区都严重缺乏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作战的后勤资源。所以

说，平日不搞组织建设，大选时唯有虚张声势，靠摆"空城计"来吓

唬敌人。这种选举战略， "反风"不起，怎能不败!

大选落幕后，林吉祥和董教总针对"三结合"的概念和实践，在

媒体展开一场长达一年余的大争论。其实因阵政府最希望这种意气之

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让行动党和董教总的积怨越来越深，以致日后

没有回头的余地。

大选过后约半年，即 1982年 10月 16 日，甲巴央区 CKepayang)

举行…场州议席补选。行动党对此战役十分重视，必须确保不能被国

阵攻陷城池。甲巴央原是行动党霹雳州前主席林子鹤的议席，后因派

系斗争而导致林氏辞职不干而悬空。处于内忧外患的行动党，申巴央

补选的胜负，无疑对该党整体的士气异常重要。再则，经过"三结

合"辩论大约半年有余，林吉祥能否成功说服华人选民转向，亦确是

一大考验。很凑巧地，行动党在补选期间，逮到了国阵的一大痛脚，

即是在10月 11 日，投票日的前五天，在一份由政府撰拟，让最高元首

在自会宣读的"施政御词"内容中，提及要将"一种民族、一种语

、一种文化"列作今后马来西亚建国的首要政策。林吉祥即刻推出

《甲巳央宣言》用作反击国阵，该宣言的部分内容如下:

甲巴央区选氏'代表持同样见解的大马人民'强烈反对国阵在

1980年的建国政策'即建立一个"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马未西

亚。.…..我们强烈谴责'尤其是马华，在1982年大选自诩取得"政治

大突破"后'同意及支持这一项"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建国政

策'它是完全侵犯了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氏族、多元语言、多元宗

教及多元文化的基础。 1108

《甲巴央宣言》犹如出师表，一经颁布，即刻有助于提高整体的

选战声势，让行动党再次取得"道"的制高点。开票结果，处于政治

低谷的行动党，其候选人刘德琦竟然以九千七百六十四张多数票凯旋

胜出，让国阵大为震惊，马哈边指这是因为"行动党乞求选民让该党

能生存下去"o 川9

至于2M政府的施政，自 1982年大选狂胜后，其"马来人至上"的

民族同化政策更日趋强硬，且如火如荼地在各个领域推进。再者，安

华自参加巫统后，获得马哈边的大力提携，仕途平步青云，先是任首

相署副部长，在1982年9月获选为巫青团团长，翌年6月更出任文化、

青年与体育部长。然雨，安华的政治魄力，在非马来人眼中，无疑是

让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和回教复兴主义的气焰火上加油。在"一种语

、一种文化"政策的主导下， 1980年代的马来西亚，发生了以下种

种压迫和歧视非马来人社会的事件。

如 1982年2月 2 日，安华宣布回教咨询局已完成回教法庭的条例

草案，非回教徒触犯幽会与通奸罪者，将在回教法下被处罚;山。同年

9月，砂州政府发出训令，要求所有的非马来人公务员要穿官方制服，

包括戴马来宋谷帽 CSongkok) ;川与此同时，雪州及联邦直辖区的华

人狮团亦接到政府通知， "除了华人新年期间或欢迎部长与副部长之

类的大人物的仪式上之外，舞狮将不获批准"，原因是"舞狮并不被

1108. Cited from "Kepayang Declaration" in Lim Kit Siang, Crisis of Identity (Petaling 

Jaya: DAP, 1986), p. 234. 

1109. Ibid, p. 233. 

1110. 林宙祥: {十八个月的回顾} ，页520

111 1.引自民主行动党《劳勿宜言) ，发布于1983年6月。



所有种族所接受" 0 1112 1983年开始，许多地方议会和县议会纷纷通过

招牌条例，规定招牌中的马来文字体必须大于华文字体，否则就要拆

卸，有些县议会还规定招牌要写上爪威文 CTulisan Jawi) ，有些县议

会员。对违规商家施行惩罚式的招牌收费。 1113向年7月 30日，安华拒绝接

纳十五华团所提呈的《国家文化备忘录)) ，他随即在8月上句子国会中

回答行动党国会议员的质询时说，国阵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吕标是"文

化同化"，故不会与多元文化政策的建议妥协。 11148月 18 日，巫统妇

女组大会通过议决，促请政府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期限从1990年

延长至U2000年; 1115 11 月间，在马六甲州行政议会，递过了一项征收

地税的议决，即今后用来养猪的地税比用来饲养其他畜生的地税高出

330%0 1116此外，在马来西亚电台及电视台上每日播放的"历史的回

顾"节吕(它是一个讲述国家历史的两分钟教育短片) ，内容完全不

曾提及华人与印度人参与建设马来西亚的历史事迹; 1117这种"去华人

化"及"去印度人化"的举措，还包括教育部在1983年的小学五年级

检定考试之历史试题中，否定了叶亚来开辟吉隆坡的历史贡献。 M至

于在推进回教化施政方面，安华更积极为马哈迪出谋献策，陆陆续续

地倡议和实施如回教大学、回教银行、回教保险、回教医院、回教退

休制度等。尤有甚者，政府也规定回教文明列为各个大学的必修科。 1119

1984年，教育部下令华文小学在集会及其他活动上必须使用马来文。 1120

最令马来西亚华人忿忿不平的是，自 1980年代开始，印尼非法移民在

1112. 林吉祥: <十八个月的回顾} ，页34。

1113. 同上书，页350

1114.1可上书，页420

1115.同上书，页450

1116. 间上书，页35 。

1117.罚上书，页1 。

1118. 有关检定考试的历史选择题为:是谁开辟吉隆坡?答案A:拉惹朱马阿 B:东姑古

了 c:拉惹阿都拉 D:拉惹鲁目。该事件是由教总、副主席陆庶谕所揭发，见〈建国

日报} , 1983年 10月 29 日。

1119. 林吉祥: <十八个月的回顾} ，页520

1120. 柯嘉逊: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1年) ，页

16。

马来西亚住上三个月到半年，据说就能领取到蓝色公民身份证，但是

马哈边却对那些试图登陆马来西亚东海岸的越南难民(不少是越南华

人) ，采取"见到便开枪射杀" C shoot to kill) 的强硬立场。 1121这种

双重标准的政策，对于华人而言，若非种族主义作祟，那是什么?

在"一种语言、一种文化"政策的强行实施下，非马来人，尤其

是华人的逆反心里可想而知。再说，行动党不仅将抨击的矛头对准巫

统，还大肆挖苦和鞭挝马华及民政党，尤指此乃支持李三春"政治大

突破"所换来的结果。 1983年6月，行动党在彭亨州劳勿区 CRaub)

州议席补选再度告捷，这是一个华人选民占71%的新村边区，行动党

的聂德志以一千八百四十六张多数票攻克国阵堡垒，挫败马华的蔡汉

钦。

五个月后，另一场引起举国瞩目的补选就在芙蓉嚣会选区上演。

这是因李三春突然宣布"引退"而悬空议席。李不愿交代"引退"的

内情，一时引起舆论诸多猜测。李曾在1982年大选时要求华人给予马

华一个"政治大突破"的机会，包括支持他攻克芙蓉区，拿下曾敏

兴，如今一年余，就撒手不干，让华人社会，尤其是芙蓉选民有受骗

的感觉。 1122

芙蓉补选让甫接棒的马华总会长拿督梁维洋仓惶失措，因为该党

在之前的两场补选已经被轰得阵乱旗靡。反观行动党则摩拳擦掌，准

备卷土重来，收复失地，甚至连社民党的范俊登也跃跃欲试。 1123行

动党宣布由曾敏兴上阵，而马华则派出郑丽敏应战，且打出"提高女

权"的旗帜，一来是凯制该区近49%的女性选票;二来是预计行动党

在攻击女性政敌时会有所收敛，火药味必大大减低，对执政党守城有

利。行动党也深谙此道，在选战开打时，尽量将议题集中在政策层

面，毋需针对候选人。

林吉祥不愧是竞选造势运动的能手，他从10月 30日开始直至投票

日前夕 11月 17 日为止，连续十八天发表了十八篇文章，主题为"十八

1121.林吉祥: <十八个月的回顾} ，页29-300

1122. 黄文斌: <李三春:时势英雄之得失功过> ，页256。

1123. <通报} , 1983年9月 21 日。



个月的回顾"，是总结李三春从1982年4月大选取得"政治大突破"以

来，直到芙蓉补选为止的十八个月之"政治黑暗期"， "提醒马来西

亚人民有关他们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权利，在这十八个月来

所遭到的侵蚀，比独立二十五年来所失去的还要快速与严重" 0 1124这

一天一揭发、一天一提醒的宣传造势运动，主题环绕在抨击国阵

的"一种语言、…种文化"政策，在华人社会引起很大的回响。 11 月

8日，林吉祥再来一招，就是在芙蓉公教中心设"芙蓉人民法庭"，公

审李三春违背对芙蓉人民所许下的诺言，林以芙蓉人民主控宫的身份

提出十大政治控诉。 1125 11 日，林吉祥在森州中华体育大会棠，召集一

项"土著金融抗议大会"，通过十项议决，来攻击国阵在二十五亿元

的土著金融丑闻所犯下的"滔天大罪"。 1126这一连串的造势动作，大

大地拉抬了行动党的胜选希望，将马华和国阵攻击得体无完肤。 11 月

19 日，曾敏兴以六千三百九十四张多数票重夺芙蓉选区，这已是自

1982年大选以来，行动党第二次在补选中挫败马华。

经芙蓉一役后，面对士气如虹的行动党，马华不仅找不到克敌之

道，反而还陷入了长达二十二个月的梁(维洋)陈(群川)两派的党

争。站在选举政治的角度而言，最大的得利者自然非行动党莫属，因

为两党的盛衰荣辱是此消彼长的。在同一时段里，让行动党势力得以

迅速回弹的因素，还包括马华陈派的多名大将涉及勾结巫统高层，共

谋"发展"马六甲三保山。

1984年，甲州首席部长拉欣·淡必仄 (Rahim Tamby Chik) 表示

要铲平和发展三保山，理由是"为照顾甲州的发展利益，惠顾华社及

甲州i人民"。阳这一宣布即刻引起华社的激烈反对。 1984年7月 11 日，

行动党决定发动全国性的"挽救三保山运动"。面对华社的抗议浪

潮，拉欣的态度依然强硬，他重申少'"政府的立场是"应该如何发展三

1124. 林吉祥: (十八个月的回顾) ，页670

1125. 间上书，页60-630

1126. 同上书，页64-66。

1127. (通报) , 1984年4月 10 日。

保山，而不是应不应该发展三保山" 0 1128 

7月 24 日， <<马来前锋报》发表社论，指"让此超过一百英亩的土

地搁置不理，是不合经济逻辑的" 0 1129当年马华陈派的领袖，如陈德

泉、黄炳火、江斯江等人，频频向青云亭(负责管理三保山的信托理

事会)软硬兼施，威迫利诱，且公开呼吁华人应该接受"发展"二保

山的计划，以免失去"发展主权"。陈群jll策划小组甚至草拟了一份

发展蓝图，在7月间以"华裔私人界"的名义提是给拉欣"参考"。 1m

林吉祥不断在传媒揭露"马华陈派勾结州政府献蓝图出卖华社利

益"， 1山并且在全国各地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运动，如在大小市镇张

贴海报、收集卅五万人的抗议签名、举办"千里保山行"、 "保山脚

踏车马拉松行"及"三保山机车接力赛"等等，有关挽救二保山的座

谈会和宴会更是不计其数，形成一股波澜壮阔的群众抗议运动，该党

领袖和许多党员更为此而遭到警方逮捕和检控。

11 月 29 日，拉欣宣布甲州政府决定向青云亭征收两百万元的地

税、拖欠地税及罚款，并威胁说如果青云亭不在一个月内缴付上述款

项，当局将没枚三保山。旧212月 7日，行动党决定发动"一人一元反对

两百万地税"基金来动员华社抗议拉欣的勒索式手段。应该说，行动

党积极"挽救三保山"同马华热衷"发展三保山"构成强烈的对比，

后者"失道寡助"，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至于民政党的林苍

佑，则不断强调三保山是"土地问题"，是"甲州事务"，故"甲州

以外的人不应卷入"。林苍佑还指责行动党发动"挽救三保山"运动

将引起更大的种族敏感，而"甲州政府有权去决定三保山命运" 0 1133 

一句话，三保山是一面照妖镜，折射出"三结合"根本是自欺欺人的

海市屡楼。到了这一地步，董教总不得不另谋出路，来应对局势的演

1128. (中留报) , 1984年7月 15 日。

1129. Utusan Melayu， 转引自〈通报}， 1984年7月 25 日。

1130. (南洋商报)， 1984年 10月 10 日。

113 1. (南洋商报) , 1984年 10月 12 臼。

1132. (南洋商报) , 1984年 11 月 30 日。

1133. (星洲日报) , 1984年8月 29 日。



变。

1985年 10月 12 日，董教总颁布了《马来西亚全国华园联合宣言》

(下简称《华团宣言)) ) ，获得了五千多个华人社团的盖章联署，以

廿七个领导机构及联合总会的名义发表。有论者形容，这既是一份华

族的民族宣言，也是一份具有相当色彩的民主人权宣言。 1134两个月

后， 12月 18 日， "华团民权委员会"宣告成立，董总主席林晃升提

出"两个阵线"的概念，算做是迂凹的自我否决了三年前那一套振

振有辞，但误导华社的"三结合"路线。 1986年初，他们进一步提

出"贯彻华团联合宣言第一阶段九大目标"，董教总的民族主义领导

人进阶成为民权主义的鼓动家，在思想、意识上算是一大进步。在大选

前夕的董教总领导人，又频频介入政治，这次不再联络执政党(证

明"打进国阵，纠正因阵"全然无效) ，币是试图拉拢各个反对党举

行"对话"，希望能催生一个"反对党联合阵线"。根据当年有份参

与其事的柯嘉逊在事后的说法:

我们一开始曾探讨加入人才土党的可能性'但他们的领袖却觉得我

们会涌入该党而改变它的"马来人政党 形象'所以认为这不是个好

主意。 1135

反而回教党对"反对党联合阵线"的概念最为热衷，它透过一

个所谓"华社咨询委员会" (Chinese Consultative Council，下简称

CCC) 来同"华团民权委员会"积极互动， 1136承诺将会废除马来人特

权，以及同意让华人与印度人在回教党的旗帜下参选。回教党最终联

同范俊登领导的社民党、人社党和新成立的国家主义党 (NASMA) , 

组成"反对党联合阵线"，而行动党则因反对自教党的"四教阁"纲

领而没有参加。其实在1980年代中旬，行动党和回教社会的关系也颇

1134.祝家华: <解构政治神话: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 (1985-1992)} (吉隆坡:华社

资料研究中心， 1994年) ，页 1530

1135. (南洋商报) , 1990年8月 28 日。

1136. CCC的三位重要成员是杨售贤、赖甲贵(马华元老)及钟连贤(民政党区会主
席)。他们的背景复杂，定位模糊，既非回教党的正式合法代表，亦不是一个被囚

教党所认可的羽翼。

为紧张，它除了积极反对巫统的回教化政策，该党律师也努力协助)

些东海岸的华裔家长，处理他们未成年女儿在父母不知情之下被诱拐

版依回教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有不少是发生在回教党势力强盛的古

兰丹州。

综观以上分析，到了 1986年大选前夕，行动党已经不需要靠参

加"反对党联合阵线"来寻求选举突围，一来是基于同回教党意识形

态的分歧:二来是同董教总领袖互信不足:二来是该党不只近年来在

捍卫华人权益上"得道多助"，它在揭露政府财经弊案方面也表现出

色，逐步赢得各个民族中产阶级的认同。在行动党的挖掘下， 1980年

代重大的弊案有土著金融丑闻、合众银行丑闻、公积金局股票丑闻、

马明哥购锡丑闻、马化控股丑闻等等，让2M政府自谓的"廉洁、有

效、可信赖"荡然无存。旧7另一方面，被誉为"华社救星"及"华社

经济奇才"的陈群川，在1986年 1 月 21 日因卷入新加坡新泛电 (Pan

EI)失信案而被新加坡商业活动调查局 (CAID) 逮捕，他共面对十五

项控状，等待5月 5 日在新加坡开庭审讯。一些马华党员和马青团员举

行示威，指责"林吉祥 4勾结'李光耀 4迫害'陈群)，，" 0 1138林吉祥

马上高调作出反驳，指这种转移视线的举措不即刻停止，行动党将全

面发动还击行动。陈群川的案件，引致马新两国的股票市场停止交易

开市后股市崩盘，人心惶惶。马华属下的合作社更发生挤捷，

当年响应李三春号召而"向大企业进军"的小股民更是叫苦连天，亏

损连连。闹到如斯田地的马华，可谓汗颜无地，卑概失色，一旦举行

大选，岂有不败的道理。故此，行动党更加不会考虑参加由回教党主

导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因为这无疑是给马华提供绝佳的翻身机

会，攻击行动党勾结回教党支持"回教圈"。其他"蚊子反对党"反

正输无可输，没什么战略好谈，所以不妨聚集起来并肩作战，希望大

选时有所收获，此乃孙子所曰: "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

7月 18 EI.马哈边宣布解散国会，选举委员会将7月 24 日定为提

1137. Gordon P. Means， λI[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3. 

1138. (星洲日报) , 1986年 1 月 24 日。



名日，投票日落在8月 2 日与3 日。 7月 20日，国阵颁布其竞选宣言一

一《维护人民权益是因阵传统)) C Barisan N asional : Tradisi Membela 

Rakyat) ，它强调需要一个超过三分之二阁会议席的政府来提供"团

结、繁荣与和谐"，确保"一个多元民族马来西亚的稳定"。 lm行动

党在同一天，提出《够了!不能再有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C Enough is 

Enough ! No More Two-Third Majority) 之竞选宣言，它这么宣示:

自独立29年以来，国阵和它的前身联盟均拥有三分之二'五分之

四甚至于在马来西亚的国会中占90%多数议席。……它只孕育出国阵

政府权力的自大狂，专制和藐祝国会，蹂躏各阶层马来西亚人争取一

个公平、公正和民主的马来西亚的合法权利和愿望。……马来西亚目

前面对多重危机:民主危机、特征(按:应译为身份认同)危机、信

心危机，甚至于合法性危机。所有这些危机可追溯一个共同的根源:

国阵掌握了超过三分之二国会多数议席。 1140

该宣言逐一指出国阵滥用国会三分二议席所犯下的十八项倒行逆

施，如加剧种族两极分化、推行回教化政策、通过多项压制民主人权

的法令、篡夺司法权力、涉及多宗金融丑闻、利用非法移民投票、不

公正地划分选区、经济管理不当、贫富日益悬殊等等。接着，行动党

承诺廿项政见，内容既有针对民族平等、文化多元，也有争取政治自

由、廉政建设和社会公正。 1141

值得留意的是，林吉祥在是届大选，将马六申市区交给刚出道的

儿子林冠英竞选，他选择北上槟城，到全马华人选民比例最高的丹绒

区 CTanjung) 披甲上阵，挑战寻求卫冕的许子根，正式启动旨在夺取

槟州政权的"丹绒之役"。

"丹绒之役"可谓行动党的大战略，作为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

反对党，为了要扩展政治影响、筹集更多的物质资源、培养更多的政

治人材，它就必须建立一个政治根据地。而马来西亚是联邦制国家，

1139.Gordon P. Means, op. cit, p. 185. 

1140.引自《民主行动党一九八六年竞选宜言} 0 

1141.同上注。

基于民族比例的结构性制约，行动党是很难执政全马来西亚的，所以

它必须物色一个最有可能在选区结构上取得突围的州1)寓，强攻下来作

为桥头堡，再逐步建设成一个社会民主模式的模范州。环顾马来西亚

十三3+1 ，唯独槟州的华人比例最高，故成为行动党锁定的战略目标。

如果"丹绒之役"大战略成功的话，逻辑上下一步就是以"槟州包围

中央"，如中共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台湾民进党"地方包围中

央"一样。

林吉祥无疑是"丹绒之役"的灵魂人物， 1980年代政治声望如日

方中的行动党秘书长，没有人敢小觑他的政治魅力和能力。林吉祥要

打胜这一场战，如何调兵遣将以发挥强而有力的政治攻势就成为重中

之重。而林调兵遣将的手法，很重视能否激起强烈的矛盾效应，包括

政敌的攻防、支持者的争论、选民的期待、媒体的报导。所以在战略

上林吉祥偏爱打"王者之战" Croyal ba仕le) ，从而让媒体聚焦在一两

场全国性最重大的战役，时时追踪，夭夭报导，这是竞选造势至为重

要的元素，以图"刮起反风"，吹遍全马各地。鉴于向一逻辑，林吉

祥也会要求该党各个州的领导人，复制这个战略模式，即在各州都会

有次一级的"王者之战"，让行动党的州最高领导人(有者也是中央

级强人)对垒留阵的州最高领导人(有时还会碰上敌方重量级的候选

人)。这种排阵法，需要很大的胆略和冒险精神，特别是为了要落实

该届大选所定下的目标 〈否决国阵三分二) ，就有必要采取猛烈的攻

势，而非守势:强人更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冲锋陷阵，否则政治版图

就无法开拓。再说， "王者之战"在战术层面上也是一种突破媒体封

锁的好方法，毕竟行动党资源有限，无法如国阵那般发动银弹攻势，

或动员外围组织拉票，所以宣传战是行动党的唯一强工页。而"王者之

战"肯定是制造媒体效应的最佳手段。

提名日当天，林吉祥在槟城丹绒发表出师表一一《丹绒之役:民

主的考验》。林宣称否决国阵三分二将带来袁大的政治变迁，第一是

让国阵更加谦卑、更加民主、更加负责、更加对选民有所交代:第二

是它将强化和鼓励民主的发展，带来一个更加有效的阁会、敢言的传



媒、独立的司法及百花齐放的公共意见。 1142 "所以我到槟州来竞选，

领导整个竞选运动，让槟州成为否决国阵三分二战役的前线州"。林

强调说:

"丹绒之役"不是我和许子根"个人的积怒之战"。这是一场

考验，到底丹绒和槟州的人民是否能担当起马来西亚政治改革的前

锋……党中央要我到丹绒未提名，就是要引起当地、槟州矛口全国人民

关注本届大选最重要的议题:以人民的民主权利未教训马哈边及国

阵'上一堂民主的课'即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而非主人。……行动党要

突出的，不是个人之争'而是要动员全国的人民未清楚地表达他们对

国阵的倒行逆施已经足够厌倦了。......如果硬要说1986年大选是一场

个人的冲突，那么就是林吉祥和马哈边的对垒。 1143

林吉祥除了参选丹绒国会议席，-tß提名竞逐甘榜哥南区 (Kam

pung Kolam) 1+[议席。这是为了确保一旦成功拿下槟州政权，林吉祥

可以出任新的首席部长。

为了遏制"反风"，因阵一开始就诉诸恐吓政治，如马哈迪声

称万一国阵失去三分二多数议席，他将不负责任何"后果"，这显然

是利用 "5 • 13事件"来威胁支持反对党的选民。民政党和董教总一

些高层领袖也发动攻势，如董教总的陈松生律师指"丹绒之役"是

林吉祥"为冲着董教总而来"，是"为赶尽杀绝民族精英而来"，

是"为呈现其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而来" 0 1144苏天明到丹绒区站台演讲

时说， "只有打倒林吉祥，董教总才能生存" 0 1145林苍佑则指林吉

祥的"丹绒之役"是为回教党夺取槟州政权铺路，是协助回教党在槟

川、!建立"回教州" 0 1146此外，亲国阵的华教人士更调动大量的助选人

1142. "Nomination Day Press Conference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in Tanjung, Penang, 

on 24 July, 1986", in Suara DAP, 1986 General Election BuUetin, p. 2. 

1143.Ibid, pp. 2-3. 

1144. 陈松生: <鱼与熊掌，何所取舍一…评丹绒战役) ，见〈通报·每周笔谈) , 

1986年7月 26 日。

1145. "Tung Chiao Chung Sending AτhousandMan ‘ Army"' , in Suara DAp, 1986 General 

Election Bulletin, Issue No. 3. 

1146. (光华日报) , 1986年7月 27 日。

员北上丹绒来支持许子根，最令人瞩白的"大动作"，莫过于霹雳州

董联会主席胡万锋在7月 29日于怡保精武体育馆举办"声讨林吉祥大

会"，结果即场引发行动党党员同华教人士的肢体冲突，拳来脚往，

场面失控，警方介入。 1147这一场阔剧，幕后的搞手还包括霹雳州人民

党人汤毅，他们称 "7 • 29事件"是一场行动党"流氓行为事件" 0 1148 

而行动党的刘德琦则认为这是华教人士主动挑衅，引起该党支持者情

绪失控所致。鉴于许子根选情告急，马哈i且不得不亲自到丹绒区来为

他拉票，他说"林吉祥大声叫喊我听不到，许子根阴声细气我听入

耳" 0 1阳面对国阵和华教界的凌厉攻势，林吉祥宣布如果他在丹绒败

选，就从此退出政坛:如果行动党组织槟州新政府，将由华人继续担

任首席部长。 115。

这不愧是一场"王者之战"，媒体报导铺天盖地，行动党演讲

会人山人海，因阵和董教总越发猛攻，林吉祥遇强愈强，越战越勇。

因林吉祥个人魅力所刮起的"反风"，行动党的组织弱点都被一一补

拙，而国阵的种种强项也只能拼个势均力敌。投票日前夕，林吉祥发

表《致大马选民的特别讯息)) ，提醒选民要"选党不选人"，因为这

是"政党和政策之争"，而"明天就是马哈边的审判日"， "最后，

我呼吁全体马来西亚选民要将1986年大选看成是我们一场争取平等、

公正、自由和大马…等公民的政治之战。" 1山

东西马两地投票结束后，选举成绩揭晓，在国会一百七十七个议

席当中，国阵共赢得一百四十八席。其中以巫统表现最佳，赢得八十

三席，马华大败，从上届的二十四席跌至十七席，民政党只有五席，

印度国大党有六席，其余席次都是靠沙巴和砂拉越国阵的其他成员党

赢得。基于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制度，国阵获得55.8%的得票率，但在

1147. 

1148.汤毅: <联系想起) ，见〈南洋商报} , 1987年7月 23 日。

1149.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Armenian St. on 30 July, 1986. 

1150.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a ceramah at Lim Jetty on 28 July, 1986. 

115 1. Special Election Message to Malaysian voters by Lim Kit Siang, issue in Tanjo吨，

Penang on 1 August, 1986. 



国会却占有83.6%的议席，否则其三分工的多数优势旱就被否决了。

反对党方面，行动党取得建党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它竟逐六十四个国

会选区，赢获二十四席:提名一百二十七个州议会选区，有二十七席

告捷。从选票方面计算，行动党获得968 ， 009张，得票率占20.3%强，

比马华、民政党和印度国大党的得票率总和还要高。换言之，行动党

赢获的支持度只仅次于巫统，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政党。林吉祥虽

在"丹绒之役"挫败许子根，然夺取槟州政权的目标未能成功，不过

槟州行动党的整体表现不错，从上届的两席额~升到十席，这全拜林吉

祥在丹绒区造势成功所致。至于肩负"回教囡"包袱的"反对党联合

阵线"则出师不利，回教党只赢得一席，其他"蚊子反对党"全军覆

没。在《华团宣言》下所催生的"民权委员会"，他们的主观愿望同

现实政治的差距甚远，加上董教总内部矛盾重重，一方提出"两个阵

线"的概念，大胆力挺回教党:另一方又为民政党站台助选，甚至

还"声讨林吉祥"，其思想之混乱和行动之矛盾，间接有助于国阵稳

坐江山。

林吉祥对1986年大选的评论是， "城市和乡村的马来西亚政治有

很明显的区分，巫统代表的是后者，行动党代表的是前者"。这证明

因家一半的人民，尤其是城市选民反对国阵的政策。"如果马哈迪是

民主的话，为了尊重人民的意愿，他应该检讨和改变国阵的政策，来

符合一半的选民之愿望。" 1152然而，马哈边却说，国阵的胜利证明

政府的施政没有问题，所以将不会有重大的政策转变。"不管是否理

解，人民应该全盘接受政府的政策"。 ω马华及民政党则表示，随着

行动党的大胜，将导致它们两党今后在国阵的决策影响力大为减低。

1152.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24 DAP MPs and 37 Assemblymen 

at Federal Hotel, Kuala Lumpur on 8 August, 1986. 

1153. {星洲自报} , 1986年8月 6 日。

表 15: 1986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州居 国会参选席次 国会赢取席次 州会参选席次 州会赢取席次

宙打 2 。 4 。

槟城 7 6 23 10 

霹雳 14 4 25 13 

彭亨 4 。 14 

雪兰我 5 2 18 5 

联邦直辖区 7 4 / / 
森美兰 5 2 13 4 

马六甲 3 8 3 

柔佛 7 。 10 

沙田 5 4 / / 
砂拉越 5 10 。

总计 64 24 127 37 

资料来源:整理自《行动党25年奋斗史)) ，页62 ， 640 

表16: 1986年大选西马主要朝野政觉得票张数、得票率与国会席次

政党 所得选票 得票率 国会议席

巫统 1, 474, 063张 31.60% 83席

民主行动党 968 , 009张 20.30% 24席

回教党 718 , 891张 15 .35% 1席

马华公会 589 , 289张 12.42% 17席

民政党 149, 644张 3.15% 5席

印度国大党 104, 701张 2.21% 6席

资料来源:整理自《行动党25年奋斗史)) ，页630

在 1986年大选赢得将近一百万选民支持的行动党，成为国会中最

有代表性的反对党，因为回教党只赢得一席。"行动党意识到我们的

责任不只是为城市选民仗义执言，也包括要为乡村的选民请命。今后

五年的其中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要尝试打入马来群众，使到行动党能

成为一个更加代表大马多元民族的政党。" 1154为此，林吉祥在10月

28 日，成功拉拢到社民党党主席阿末·诺 (Ahmad Nor) 加盟行动

党，并委任他担任副秘书长高职。阿末·诺在参加社民党之前，曾是

jjji---Il------d 

1154. Ibid 



马来西亚国家主义党的重要领袖，也是马来西亚公务文员职工会总会

CCUEPACS) 主席，是著名的马来工运界强人。

8月 17日，槟州行动党召开州委员会，人人精神抖擞，林吉祥规劝

该党要好好巩固这一基础，积极准备，以便在1990年发动"丹绒第一

役"。林指这是为了要打破"钟摆定律"，即大选这一届对反对党有

利，下…届将对执政党有利的来回钟摆现象。 1155

林吉祥作为党魁，其实深谙该党的选举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依

赖选民对国阵倒行逆施的反感，以及最后一分钟成功的选举造势。根

据过往的经验，行动党胜选后的"盛世"不会维持太久，一是派系内

证不断，自伤元气:二是因州议员的民生服务纪录不佳，自毁前程;

工旦国阵的高压和利诱接踵而至，难免会削弱行动党的整体士气。综

观昔日的历史教圳，林吉祥要如何把持这一有利的新局，确实费尽

心机。然而， "丹绒第二役"作为该党的大战略吕标是没有丝毫动

摇的。林吉祥要改善的反而是战术条件，所以在8月 19 日，他宣布设

立"行动党选区服务监督委员会"，直辖于该党中央委员会，由李霖

泰担任主席。林吉祥这么说:

李霖泰在选区服务方面是国会议员的典范……国阵的宣传家目前

正忙于在各个传媒分化我党领袖，其中一个最好炒作的议题就是指林

吉祥和李霖泰闲意见……他们卢称-/各国会议员应该专注在选区服务

抑或全国性课题是一道伪问题，因为民选代表应该两者兼顾。所以行

动党中央也设立另一个委员会未确保我党国州议员能提升他们在议会

内外的表现。旧6

然而， 19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局势，让行动党无暇从事战术改

良，前述的"行动党选区服务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因为马哈迫自

趋威权的施政，无疑给行动党提供大量的弹药。换言之，只要集中

火力抨击政府，在选民眼中，行动党就是尽忠职守地履行反对党的使

1155.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Peneng DAP State Committee Meeting on 17 August, 

1986. 

1156.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inaugura1 meeting of the DAP Constituency Service 

aod Monitoring Committee held at DAP PJ HQ 00 19 August, 1986. 

命。至于战术应如何提升，以便能更好地为战略服务，就无暇兼顾

了。如选区民生服务、培训政治干部、促销《火箭报》、招募计票和

监票人员，议员应如何加强地方社团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作等等，长期

以来都受到忽略。没有战术支援的战略，或者说，靠战略来掩饰战术

短缺，既是林吉祥的用兵强项，也是林吉祥行军最弱的一环。

1986年底，马来西亚掀起了"合作社大风暴"，这是因马华鼓

吹"政治企业化"下的产物一一存款合作社 C Deposit Taking Coope刷

刷ive) 发生财务丑闻，有二十四家的华资合作社被国家银行宣布冻结

财产，约莫五十八万存款人受到牵连，涉及款项有十五亿马币。犯上

刑事失信的马华领袖接二连三地银铛入狱，让马华的党威彻底扫地。

新总会长林良实在窘境下还要面对务边区 CGopeng) 补选，那是因为

前任总会长陈群} 11 于 1986年8月 26 日在新加坡被控商业失信案罪名成

立，入狱两年及罚款新币五十万。身系囹固的陈群川，中选后在半年

内无法到国会宣誓就职，故要悬空该议席以举行补选。

务边补选的提名日落在1987年5月 7 日， 5月 15 日举行投票。为了

一洗该党颓废的形象，马华领导层决定物色一位"白璧无瑕"的候选

人，给选民提供一种"清高"、 "新鲜"、 "廉洁"的新气息。因民

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陈祖排博士遂被推举为马华候选人，引起了一场

所谓"知识分子升官图"的大辩论。 1157马华在补选期间提出的政治论

述是: "行动党再多赢一席，也改变不了朝野的均势，然马华再受到

削弱，势必影响到它在内阁里的谈判能力。" 1158这是一种诉诸华人选

民同情心的宣传策略。

5月 7日，行动党决定派阴末·诺上阵，一来该党对赢取华人选票

1157. "知识分子升官圈"之大辩论，是起源于柯嘉逊博士1987年5月 12 日刊登在〈南

洋商报》的务边补选评论文章〈务边补选:知识分子升官团) ，该文指"小布尔乔

亚"的i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是十分暖昧的，他(指陈祖排)希望以精英分子的身份出

现并晋升到布尔乔亚阶级， "我们可以看到t知识分子摆出他们的博士学位、法学士

学位以及其他学术街头来要求在社会中有过分的特权和地位"。

1158. 见江锡中: <务边补选的政治意义) ，见〈南洋商报} , 1987年4月 5日;蔡维衍

?尊士: <表达心声，争取权益，请投陈祖排博士一票) ，见〈通报} , 1987年5月

10 日。



己胸有成竹;二来阿末·诺的社会威望和工运背景肯定有助于争取多

些马来选票;二来该党可以大力呼吁选民支持一名行动党的马来领袖

出任国会议员，让该党真正成为多元民族的政党，这不啻是一种还击

马华政治论述的宣传策略。林吉祥这么说:

在过去廿年来，有两大问题遏制着行动党成为一个真正多元氏族

的政党，第一是种族政治及我们的政敌有系统地下毒，形容行动党是

一个反马来人的政党;第二是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只集中在城市地区建

立政治根据地。所以我们在务边补选提名阿末·诺'就是尝试要寻求

马来西亚多元民族政治的史大突破……我知道马华已经准备指责行动

党"出卖华人"……行动党领导层在作出这一决定是意识到政治风险

的。我们不仅要说服人民'甚至包括要说服自己的党员。 1159

事关行动党务边支部因派系山头主义作祟而反对阿末·诺上阵，

支部党员在当地搞了一场示威抗议，践踏林吉祥相片，让党中央蒙

蒙。然而，林吉祥的考虑是，就让务边补选成为一场所谓"加强马华

代表华人"向"加强行动党代表多元民族"的两条政治路线之争。所

以，在务边支部的强烈抗议下，林吉祥还是坚持要阿末·诺上阵。

未开战，先内证，这是行动党在务边补选的…大致命伤，因为派

系问题而导致许多霹雳州领袖和务边区党员都蓄意怠工，没有积极投

入拉票工作。反观陈祖排，他找来大批华团、文化界和学术圈的朋友

到务边助选打气，马华务边补选行动室充斥着博士、硕士、艺术家、

文化人、大专生，他们纷纷成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助选团"、 "国

大教授助选团"、 "理大讲师助选团"、 "国大毕业生助选团"等

等。马华高调打"清廉先生牌"来试图清洗其"贪污党"的形象，让

行动党大受剌激。故此，行动党在竞选期间以人身攻击的手法，大肆

渲染陈祖排的负面家事(挖掘出陈氏十年前曾虐待前妻陈月明而导致

她走向自杀的绝路，行动党更找来陈的前岳母来佐证及大肆诛伐) , 

以为找到"清廉先生"的"道德瑕病"，就可以一举粉碎马华所编织

的"新形象"，甚至还能拉走地方上的妇女选票。

1159.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on Gopeng by心lection Nomination Day on 7 May, 1987. 

5月 15 日晚选举揭晓，陈祖排以一万二千六百一十八票中选，以四

千五百二十三张多数票击败阿末·诺，这项成绩证明朝野之间的基本

盘没有多少浮动，即使是派阿末·诺上阵，行动党同样无法争取到更

多马来选民的支持。旧。林吉祥下令负责补选的各级领袖都要向中央呈

交检讨报告，当年该党霹雳州主席刘德琦上书林吉祥曰:

我党失败，除近因外'也有远囚'近因是党内腐化分子，宁愿才高

死党，也不愿接受党决定的候选人'惟恐得罪知己朋友;远因是，我

党领导层，素质太差，尤其是第二层及第二层领袖，头脑空洞'无政

治远见，无理智分析能力，大多数还沉醉在1986年大选之胜利'无破

釜沉舟之决心，也不肯去改。反观马华'将务边补选看为生死战，而

行动党多认为是锦上添花，因此，我们失败了。 1161

由是观之，行动党无法在务边补选取得突破，除了选区结构因

素外，内部的组织和纪律问题往往也是关键所在。而行动党一直都无

法提升党员和领袖的政治素质，以及无法强化党组织和竞选机关的后

勤配备，这就是笔者所指的战术层面的积弊问题。然而，紧接下来的

政局发展，让行动党更加无瑕就战术层面的检讨，展开严正的纠偏工

作。巫统在1987年4月党选后，就分裂成AB两个阵营， A队以首相马哈

迪为首， B队则由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 (Tengku Razaleigh) 领导。

巫统激烈的派系斗争，行动党不幸地沦为代罪羔羊。

首先是巫统的大分裂，让行动党获得一些检举A队高层的"黑材

料"，那就是"南北大道私营化工程"的合约。林吉祥在国会不断挖

掘A队领袖涉及利益输送，对马哈边派系穷追猛打，不仅在全国各地的

高速大道组织了多场的示威抗议，林吉祥和卡巴星也以"代表马来西

亚公民"的身份入禀法庭，要求司法复核。 1987年10月，高庭宣判巫

统将从"南北大道私营化"工程中获利的表西证供成立，发出庭令阻

止有关合约的签署和中止有关工程，马友乃德公司决定上诉 o 1162这一

1160. <务边补选揭晓与陈沮排的考验> ，见《累讲18报·社论} , 1987年5月 18 日。

1161.刘德瑞: {务边补选检讨报告书} (内部文件)。

1162. 民主行动党编， {行动党25年奋斗史} ，页690



宗司法诉讼案让巫统A队对行动党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敛财的私营化计

划被林吉祥和卡巳屋所破坏。

第二宗事件是由巫统同化政策所引发的政治风暴。当年的教育部

长安华(属于马哈边的A队大将) ，在1987年8月间派遣了约两百名不

谙华文的马来教师到华文小学出任行政离职，这被董教总视作企图让

华小逐步变质的前奏。董教总公开要求教育部长收因此道行政命令，

但是安华坚持不肯退让，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结果在"全国十五华

团行动委员会"的主催下，行动党联同马华及民政党在10月 11 日

隆坡天后宫召开抗议大会，同声齐唱《团结就是力最>> ，并一致通过

议决，限定安华在10月 14日之前解决有关问题，否则就在全国各地的

华文小学举行罢课行动，史称"华小离职风波"。

新晋的巫青团团长纳吉 (N苟ib bin Tun Razak) 不甘示弱，在10月

17 日于吉隆坡苏来曼体育场举行了一场马来人大集会，会场上举起的

横幅标语，充满着煽情和杀戮的字眼，如"用华人的血来染红马来武

士刀

怕了华人"等等。 1163巫统总秘书山奴西也宣布即将在11 月 1 日的巫统

四十一周年党庆日，于吉隆坡默迪卡体育馆举行一场五十万人的大集

会，以显示"马来人大团结" 0 
1164 10月中下旬，首都吉隆坡的政治氛

围异常紧张，尤其华人市民都十分担忧会否再度重演 "5 • 13事件"。

10月 18日夜晚，一名被指"精神错乱"的马来军人阿当 (Adam) ，在

吉隆坡秋杰路乱枪扫射路人(一死二伤)和枪击加油站，翌日吉隆坡

的氛围紧绷到顶点，行动党和董教总部间意取消所有的会议和抗议集

会，然巫统还坚持要在 11 月 1 日举行五十万人大集会，以致华人家家

户户都开始回粮，还敦促家人夜间不要外出，仿佛一场民族冲突的大

风暴就迫在眉睫。 10月 27 日，马哈油援引《内安法令》展开"茅草行

动" (Operation Lahing) ，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六名被指"威胁国家

安全"的异议分子，计有反对党领袖、华教人士、学术人员、环保分

川63. Govemment White Paper: "Towards Pre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tabled in Parlia

ment on 23 March, 1988. 

1164. The Star, 26 October, 1987. 

子、工运领袖、基督教会神职人员及社运活跃分子等等，也包括一些

马华、民政党和巫统B队的领袖。此外，国阵政府也宣布查禁三家报

馆，即华文的《星洲日报》、英文的《星报》和马来文的《祖国报》

(Watan) 。在《茅草行动》中，被扣留的行动党领袖共有十六人(其

中十人是国会议员，四人是川、!议员) ，他们是林吉祥、卡巴墨、刘德

琦、 p .巴部、陈胜尧、 v. 大伟、林冠英、胡雪邦、黄生财、魏添

风、郭金福、宋新辉、沈间钦、姚克华、黄朱强及杨家切。六十天

后，除了前七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其他人皆获得释放。在这一段风声

鹤暖的岁月里，李霖泰临危受命，担任代秘书长，领导全党展开政治

救援工作。实力备受打击的行动觉，此时此刻又{可以有能力来进行战

术的改良工作。

"茅草行动"过后，巫统AB两队继续斗法，马哈迪使用的手段越

发诡诈，令拉沙里措手不及，包括成立排除B队人马的新巫统 (UMNO

Baru) ，革除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阴杏斯 (Tun Salleh Abas) ，因

为他负责审讯B队挑战新巫统合法性的宫司案，由此还牵连到另五名秉

公行事的大法官同样被终止职务。李霖泰认为， "这是马哈迪蓄意和

有计划安排的行动，在巫统党选案上诉前夕恐吓司法界"。仰马哈迪

随即委任"听话"的最高法院代院长阿都·哈密 (Abdul Hamid) 聆审

该案，结果B队被驳回上诉，新巫统得以继续活动，并承接了巫统的所

有党资产。这一场由巫统官司案所引伸出来的司法界大风暴，震撼国

际社会，充分显示马哈边的铁腕政治和权谋性格。

既然靠司法程序无法力撼马哈边，拉沙里决定转换战场。 8月

25 日，在新山 OohorBahru) 举行一场国会补选，由沙礼尔 (Shahr让)

对垒新巫统的马速 (Masud Abdul Rahman) ，透过民意考验来证实到

底何方受到人民(尤其是马来社会〉拥护。新山补选成为举国瞩目的

一场战役，连乘着轮椅的国父东姑也亲自上前线为沙礼尔打气。行动

党中央经审时度势后，决定"参战不参选"，从旁协助沙礼尔争取非

马来人的支持。林吉祥更从甘文了扣留营(按:马来西亚政府关押政

1165. {火箭报> , 1988年6月号，页1 。



治犯的营地)里，透过探监的女儿对外发出"反国阵·保民主"的号

召。对此，安华公开抨击说， "行动党支持沙礼尔是要加剧马来社会

的内乱"。 1166话虽如此，其实国阵是希望行动党派人参选的，因为这

可以分散沙礼尔的得粟，行动党当然没有中计。然而，左翼的人社党

坚持要派出阿都·拉萨 C Abdul Razak) 律师上阵。国阵在补选前夕

为了拉拢华人选票，特别批准了南方学院的开办申请:拨出土地给淡

杯培华小学，以及拨款十七万给新山区各间华小。 II67补选结果是沙礼

尔以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三张多数票胜出，人社党的候选人按柜金被没

收。经此一役，拉沙里阵营士气大振，他们决定要继续以辞职制造补

选的方式来向马哈油发出挑战。

1988年 10月 21 日，第二场国会补选在柔佛州巴力拉惹区 C Parit 

R苟a) 举行，新巫统仅以四百一十三票微差胜出。 1989年1月 28 日，第

二场国会补选落在吉隆坡的安邦再也区 CAmpang Jaya) ，由马华的翁

诗杰对垒拿督·哈仑 CHarun) ，后者虽属反马哈迪阵营，但他在华社

被视为是 "5 • 13事件"的罪魁祸首。这一场补选，拉沙里人马首次打

着46精神党 CPa向r Semangat 46) 的旗帜参选，不再使用独立人士的身

份。所谓"46精神"，意即要弘扬巫统在1946年建党时的民族主义精

神。行动党一开始对应否协助哈仑拉票有点左右为难，直到拉沙里的

政治伙伴菜益士·雅汀 CRais Yatim) 出席行动党的全国领袖会议，并

签署争取释放林吉祥的请愿书后，行动党在最后数天，才进入安邦再

也区举办"人民集会" 0 II68国阵由此伺机暗算46精神党，在马来区分

发一张哈仑和林吉祥同排并列的传单，指"马来人支持哈仑，就是支

持林吉祥代表华人来威胁马来人的政治力量" 0 II69此外，原本反对马

哈边的慕沙·希淡在投票前夕居然公开表示，他即将在2月 1 日加入新

巫统，让46精神党的选情顿时大跌， 1月 25日开粟，翁诗杰以四千余张

1166. (南洋商报) , 1988年8月 20 日。

1167. 陈庆佳: <新山之役:过去与将来> ，见《火箭报} , 1988年9/10月号，页8。

1168. 忱敬顺: <跳跃的星火> ，见〈火箭报)， 1989年 1月号，第22卷，页80

1169. 向上注。

多数票挫败哈仑。

简言之，从新山、巴力拉惹到安邦再也，拉沙里的实力明显由

盛传衰。世俗的马来政治是现实的，所谓由奢入简难，他身边的许多

战友纷纷向马哈迪阵营靠拢。拉沙里为了稳住阵脚，唯有在5月间同

回教党组织一个联盟，称"四教徒团结阵线" C Angkatan Perpaduan 

Ummah，简称APU或"四阵" ) ，从而在东海岸地区，特别是在拉

沙里势力最强盛的丹州作好部署，以图在来届大选推翻巫统的丹州政

权。

同年4月 19 日，林吉祥和林冠英获得当局"无条件释放"，他们

是"茅草行动"中最后获释的两名政治犯，一共被扣留了十八个月。

4月 24日，林吉祥返回其权力重镇槟城，如英雄凯旋归来般受到市民

热烈的欢迎。同晚在槟州华人大会堂举行一场政治座谈会，主题就

称"迈向丹绒第二役"，约一万人出席。 5月 13 日，彭亨州文冬 CBen

tong) 国会选区举行补选，行动党派出彭亨州主席聂德志迎战马华的

林亚礼。其实，文冬区的选民结构比例对行动党是一场苦战，只靠华

人票的支持，根本是无望胜出的。但是，行动党还有一些可用作突破

结构限制的积极因素，一是将刚获释的林吉祥标榜为"人民英雄"，

希望凭林的"高人气"来尽量拉抬华人的支持率:二是动员46精神党

的领袖前来助选，从而为行动党争取反新巫统的马来选票。

当然，因阵也不敢掉以轻心，它投下了大量的银弹给文冬选民，

用"发展牌"来对垒"民主牌"。此外，在补选过程中，马华署理

总会长李金狮为了要打击林吉祥的"人民英雄"形象，居然歪曲史

实，诬蔑林吉祥在 "5 • 13事件"时逃离出国，这反被林吉祥捉到靶

子，指李在"茅草行动"前夕逃到澳洲避难。行动党的宣传队马上以

漫画、布条、标语猛攻李金狮，指他是"李金猫"，还讽刺说李的口

头禅，应该将最后一句改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

就 4松'人"。在文冬补选的过程中，行动党造势运动的最高潮，莫

过于请来拉沙盟和林吉祥在文冬大会堂同台演讲，这是两党正式合

作的前奏。反对国阵的选民，都认为两线政治出现了曙光。其实，

1989年中旬的国际政治氛围也对马来西亚的民主改革有利，如苏共戈



尔巴乔夫的"改革"让全球瞩目，中国的民运也进行得如火如荼，香

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感染了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华人。这些外部因

素间接剌激起马来西亚舆论热烈讨论"两线制"的可行性。

吊诡的是，两大反对党巨头在文冬激起的政治效应，却是外散

型的，它对本身边区没有带来实质的影响。加上马华最后发动凌厉

的"四教国"攻势，指行动党通过46精神党"间接"勾结回教党，支

持成立四教国，让保守的华人选民有所顾忌。 5月 13 日，选举成绩揭

晓，马来票依然牢牢被"新巫统"所控制，且投票率出奇的高(有些

马来乡村竟然有100%的投票率) ;反之华人地区却因大量人口到外地

工作，没有返乡投票而拉低了投票率，只有五成多。结果林亚礼以八

千八百九十五张多数票挫败聂德志。根据行动党的统计，若同1986年

大选相比，有大约8%的华人选票转向支持马华。

然而，文冬败阵对行动党并非坏事，全国宣传秘书廖金华

说: "我们认为，行动党在文冬补选遭受严重挫折，好过在来届大选

中遭遇一连串类似文冬的失败。" 1170林吉祥在内部通告《秘书长心

语》中提醒该党领袖和党员， "除非大家能够吸取文冬补选的教训，

否则行动党将开始步入1982年大选惨败的覆辙" 0 1171看来林吉祥是准

备要借补选失利而整顿该党，因为接踵而至的政治使命和挑战越来越

，如党外人士对"两线制"的期待日益高涨，是否要与46精神党合

作;同回教党又应该维持什么关系:加上夺取槟州政权的"丹绒第二

役"也紧锣密鼓，更重要的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根本就无法在槟

州改朝换代。

7月 2日，林吉祥向该党全体国州议员发出咨询: "行动党应否在

来届大选中跟46精神党和/:或回教党合作? "他也要求议员们将这一

道问题带回到群众当中，以咨询人民的意见。 1172故整顿党的工作再次

1170. 廖金华: (检讨、整顿与更新> ，见〈火箭报·社论) , 1989年第23卷第2期，
页20

1171.罔上注。

1172. {火箭报} , 1989年第22卷第3期，页 1 。

被延缓下来，让位给"两线制"利弊的考虑。 8月 13 日，林吉祥在槟城

宣布，行动党决定要跟46精神党合作，只不过需要妥善处理同归教党

的关系。因为回教党与46精神党巳经组织了"回阵"，而行动党是不

愿参加"回阵"的，一来是因意识形态对峙，二来是避免正中马华和

员政党的下怀。

自 1990年2月 17日开始，行动党和46精神党在全马联办…系列的政

治座谈会，且提出了四大原则作为合作的基础，即挽救议会民主、恢

复基本人权、确保社经正义、缔造国民团结。 1173行动党公开表态力挺

拉沙里出任下一届首相，而46精神党也全力支持林吉祥任槟州的新首

席部长。马华和民政党其实最担忧林吉祥和拉沙里联手所带来的政治

冲击，因为他们中选的议席都是在马来人占多数的混合区，只要46精

神党拉走马来粟，他们就必败无疑。

8月 18 日，董教总决定派员参加行动党，以"壮大反对党，促成两

线制"。当年二十七位入党的华园领袖，包括董总主席林晃升、董总

执行秘书李万千及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柯嘉逊博士，他们在入党仪式上

集体宣布:

我们认为'国阵政权，特别是其主干巫统的一党坐大，是它近年

来'越来越滑向专制独裁、贪污腐化、及种族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即将来临的大选，由于46精神党的出现及反对党阵线雏形的确立'

打破国阵在国会内占三分二绝大多数席位的可能性'已经形成。只有

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人民的权利和意愿才能得到伸张，我国的

民主制度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1174

教总主席沈慕羽形容此举"象征一种民权的起义，一种民主的革

A、" 1175 
日口 。

华团人士参加行动党，让马华和民政党感到极大的威胁。反对党

1173. (迈向全民团结·实现自由平等> ，见〈火箭报·社论) , 1990年第23卷第3期，

页2。

1174. (星洲吕报) , 1990年8月 19 日。

1175. {星洲日报} , 1990年8月 21 日。



阵营斗志昂扬，民权运动士气如虹。 8月 25 日，槟州行动党秘书魏福是

宣布，来届大选只要槟州选民在每个选区，多投给行动党五百粟，就

能成功改朝换代。 1176

9月中下旬，行动党副秘书长李霖泰突然宣布"退出政坛"，让

行动党顿时措手不及，党内外有不少人相信这是马哈边打击反对党的

策略之一。林吉祥预测大选就近在咫尺，所以加快和其他反对党讨论

共同竞选纲领的细节和议席分配的问题。 10月4日，马哈迪宣布国会将

在翌日解散，接着选举委员会颁布11 日为提名日，投票日分两天，即

20日及21 日。

4日，马哈迪预先透露囡阵的竞选宣言一一《迈向和平稳定及繁

荣的马来西亚》。林吉祥在翌日表示，支持反对党不仅是为了和平、

稳定和繁荣，也包括自由和公正。 11 日上午，槟州行动党的廿名候选

人浩浩荡荡地分别前往各个提名站，正式拉开了"丹绒第二役"的帷

幕。什么人在什么区提名上阵，一直都是行动党的高度机密。然最后

一分钟揭血，林吉祥的排阵法让人大吃一惊，被认为是走险棋。林吉

祥除了在丹绒区国会提名，他也选择到巴当哥打 (Padang Kota) 州

选区提名，直接挑战卫冕的民政党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这一

场"王者之战"比上一届林吉祥挑战许子根引起更大的政治效应，其

他五名槟州行动党的重量级领导人如卡巴星、魏福星、陈庆佳、张德

发和林福成都被安排到敌营的堡垒区冲锋陷阵，再配合"改朝换代在

今朝"的竞选口号，辅以《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流行曲， "反风"迅

捷猛刮，声势浩大，锐不可挡。同晚，林吉祥在槟城举行第一场政治

座谈会，向选民介绍行动党的排阵法，他解释何谓"爱拼才会赢" : 

槟州行动党领袖全部走出我们的堡垒和安全区，到马华和民政党

的强区去挑战他们的强人……全是为了槟州和马来西亚人民的政治未

来。因为 10 月 21 日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机会让槟州和大马人

氏启动马来西亚的政治巨变。……万一我们的使命失败，行动党准备

在槟州和大马被彻底摧毁……就如我没有信心可以在巴当可打区打倒

1176. (南洋商报)， 1990年8月 25 日。

林苍佑'我们其他五位领袖离开安全区，去攻打氏政党和马华高层领

袖的堡垒区也是一样情况。……我们六人都一致认为，如果人民无法

认识和充分利用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来缔造槟州手口大马政治

的巨变，我们继续在安全区中选是毫无意义的。 1177

在座谈会中，林吉祥形容这是槟州行动党的"六壮士" (丁he

Magnificent Six) , "丹绒第二役"的成功机会是"此时或永不"

(Now or Never) 。他大胆地将"王者之战"再复制五场， {.卑使槟州

选民"求变"的积极性能充分被调动起来，一来可以囊括更多的媒体

报导，让"反风"吹遍全槟州:二来将"六壮士"所腾出的六个原属

该党的安全区让给新人"守土"，老将全去"攻城"，在战略上才有

望开疆扩界:三来为激起"此时或永不"的危机感，必须是靠"六壮

士"破釜沉舟才能获得选民的认同:最后是为一举撼倒敌营的六大强

人，将才的选择非"硬碰硬"不可，这就是林吉排阵的战略考虑。一

句话，就是"爱拼才会赢"。

至于为何"改朝换代"是"此时或永不"，林吉祥的解释是，随

着46精神党和巫统的分庭抗礼，只要12%的选民转向，国阵就会失去

三分二的国会议席，而20%的选民转向，就会出现新首相:此外，按

宪法规定， 1992年将会进行第四度的选区划分工作，如果国阵继续以

三分二优势掌权的话，那么就会更加乖离"一人一票"的原则，如槟

岛只剩下十五席(按:以华人选民为主) ，而威省将增加到二十一席

(按:以马来选民为主)， "结果人民将会越来越难依据他们的意愿

来选择州政府，只能以马哈边的决定来选出首席部长和州政府" 0 1178 

11 月 12 日，离投票日前八天，人民运动阵线 (Gagasan Rakyat , 

下简称人阵)宣告成立，它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成员

除了行动党和46精神党，还包括泛马印度人前进阵线 (AMIPF) 、马

来西亚统一党 (MSP) 及人民党。五个反对党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宣

1177.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first Tanjong 2 general elections ceramah held on 

Nomination Day on 11 October, 1990. 

1178. Ibid. 



，提出合作的五大基础，即是(…)挽救和恢复民主; C二)挽救

和恢复基本人权; C三)挠救和恢复司法公正和独立; C 囚)挽救和

恢复社会与经济领域的平等权利，以及反对所有形式的残暴、偏差和

滥用权力; C五)促进国民团结和各族之间的团结。 1179翌日，拉沙里

也代表五个反对党公布"人阵"的竞选宣言一一《挽救马来西亚》。

该宣言对十二个领域许下改革的承诺，涉及廉政建设、废除恶法、消

除贫穷、土地改革、保障工人、改善公共服务、吸引外资、调整税

制、废除大道收费、优质教育、福利社会及独立的外交政策等。

简言之，拉沙里的选举战略是，回阵在东海岸各州、!伏击巫统，

主要战场是马来甘榜选区:人阵员。在西海岸的马来选区及混合选区由

46精神觉上阵对垒巫统，而西海岸城镇区交由行动党来包抄马华、民

政党及印度国大党。一东一西，兵分两路，因阵不谈世俗，人阵高举

民主，一道夹击国阵，希望能突围而出。反对党的大团结，让彼此在

提名之前有了默契，促成了单挑国阵的格局，三角战或多角混战的局

面大大地减少。但最终"两线制"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霄视46精神

党的选举表现。

提名后选战开打，那是一场各大政党之党魁高度斗智的体现。

为了保住林苍佑，民政党除了大书特书这一名元老对槟州的贡献，也

指责林吉祥要铲除林苍佑，这跟上届大选林吉祥要铲除许子根一样，

都是为个人利益而没有为华人社会的利益考虑。林吉祥驳斥道，行动

党如斯排阵法是被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制度所迫出来的。"因林苍佑自

1969年大选上台后，二十一年来允许国阵先后两度划分选区，以致槟

岛人民(按:其实是指华人)的政治权利继续被蚕食。"川。所以，林

1179. 引自〈人民运动阵线联合宣言〉。

1180. 根据林吉祥的分析，在1969年大选时，民政党以反对党的姿态竞逐棋州，林苍{右

能拿下槟少1'1政权，担任首席部长，是因为当年槟岛有十四席(华人为主) ，威省只

有十席(马来人为主)。但是经过1974年的不公正选区划分盾，槟岛只有十二席丽

威省却有十五席。 1984年选区再划分，槟州州议会是由槟岛的十五席及威省的十

八席所构成。换言之，以华人为基础的反对党很难突破这种选运的结构性限制。请

参阅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fourth Tanjong 2 general election ceramah at Batu 
Lancang on 14 October, 1990. 

吉祥向选民说:

"丹绒第二役"不是我个人和林苍佑在巴当哥打区之争'而是槟

州人民挽救他们政治权利的最后一战'以决定他们能否根据自己的意

愿来选择首席部长和州政府。如果"丹绒第二役"失败的话'这将是

我政治生涯的结束。……首先，我将不会在大选后出任国会反对党领

袖'接着在今年抄的行动党党选中'我也不会再担任私、书长。……我

将自己全盘的政治未来交托在槟州人民的手中。 1181

林吉祥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押在"丹绒第二役"，这是一种破釜

沉舟的手法，不成功，便成仁。

为了抵消民政党的人身攻击，林吉祥指他跟林苍佑不存在任

何"个人私怨"，所以不会对林苍佑赶尽杀绝。为了展现诚意，行动

党承诺，若组织槟州政府，将委任落选的林苍佑出任槟州、i元首。这一

宣布极其有效地化解了民政党的"个人私怨说"。后市对林吉祥日愈

看好， <<爱拼才会赢》唱遍槟州街头巷尾，人人都说应该给行动党一

次执政的机会。

10月 15 日晚，以卡达山族为基础的沙巴团结党 CPBS) 突然宣

布离开国阵，参加入阵，让"反风"刮得更猛烈，马哈边形容此举

为"背后被插一刀"。川2这一倒戈，不仅让"反阵"一夜之间有把

握在东马多赢得十四个国会议席，也让西马的反对党受到鼓舞，尤其

是那些游离选民开始对人阵刮目相看，认为"两线制"并非海市屡

楼，只要临门一脚，就能让马来西亚政局变夭。林吉祥暗中吩咐沙巴

州行动党主席冯杰荣毋需全力迎战沙巴团结党，只是象征式打友谊赛

即可。拉沙里更决定要在18日和林吉祥一道飞往沙巴州会见团结党党

魁佐瑟·百林 CJoseph Pairin Kitingan) , f卑将造势运动推向另一个高

峰。

马哈边因国阵的形势吃紧雨开始使用狡诈的手段来竞选。 16 日，

他在新山宣布，如果国阵失去三分二议席，可能会导致 "5 • 13事

1181.向上液。

1182. (南洋商报} , 1990年10月 16 吕。



件"重演。 1183 19 日及20日，国阵在《马来前锋报》和《南洋商报》刊

登全版的恐吓性政治广告，版面描绘的是马来武士同葡萄牙舰队的作

战图， ((马来前锋报》的大标题是"支持(造反)带来沦亡" (SO

kong Membawa Rebah) ，而《南洋商报》的大标题则是"历史的回

顾"，图像虽一致，但两种文字传达给马来人和华人的政治意涵却各

有不同。对马来社会来说， 46精神党被影射为导致马六甲王朝亡国的

民族叛徒(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吴三桂) ，并将华人比喻为来犯的葡萄

牙舰队;然对华人社会而言， "历史的回顾"再也简单不过，那就是

指 "5 • 13事件"，警惕华人，当马来人面对威胁将会拼死反抗。林吉

祥形容: "在马来西亚的传媒史上，我想不到有任何的广告在意像和

视觉效果上会比它更具种族主义和煽动性了! "川4

新巫统的刁险和权诈到最后一刻可谓发挥到了极点，它在马来社

会广泛派发两份伪造的文件，一份是教宋保罗二世写给百林的信函，

恭贺他传教有功且鼓励他握毁回教，另一份是行动党的内部文件，指

该党的最终目标是要摧毁马来民族，傅使华人能够接管马来西亚及压

迫马来人。 1185这两份伪造文件在马来社会的杀伤力，相信远远不及马

哈迪在投票日前夕的最后一着，即将拉沙盟在18日访问沙巴州时头戴

卡达山族所送赠的传统民族帽子(有刺绣类似基督教十字架的符号〉

之相片，在马来传媒和自营电视台大肆炒作，将拉沙里抹黑成民族和

宗教叛徒，陷46精神党子不义。山6

21 日晚的开票结果，让所有热烈期待"两线制"的选民大失所

望。 46精神党果然兵败如山倒，它竟逐六十一个国会议席只赢得八

席，参选一百五十二个州议席只取得十九席，且这些议席主要都是集

中在吉兰丹川、I (共有七席国会和十四席州议会)。拉沙里个人虽然胜

选，但是该党其他重要领袖全都上演滑铁卢。反观新巫统虽然胜之不

1183. (南洋商报) , 1990年 10月 17 日。

1184. Lim Kit Siang, The Dirtiest General El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A必laysia (Petaling 

Jaya: Oreingroup, 1991), p. 9. 

1185. Ibid., p. 15. 

1186. /bid , p. 12. 

武，但该党依旧在马来社会维持绝对优势，它竞选八十六席阁会赢得

七十一席，角逐二百四十六个州议席拿下一百九十六席，成功率是

80%。沙巴团结党的倒戈竟然成为新巫统扭转干坤的棋子，一招就翻

盘，全赖马哈迪权宜计变的用兵之道。但是，新巫统在吉兰丹州也栽

了跟斗，十二名候选人全军皆墨，断送了这一个州政权给回阵(回教

党和46精神党的联合阵线)。至于回教党的表现则有明显进步，国会

从1986年大选的一席增加到本届七席，外i议席亦赢得二十二席。

而行动党在人辞中的战绩最佳，竞选五十四席国会，赢得二十

席，虽然比上届大选少了四席，但是这四席皆因沙巴团结党的倒戈而

白白地拱手相让。在外i议席方面，行动党提名七十八席，赢得四十四

席，是建党以来最好的纪录。然"丹绒第二役"却功败垂成，角逐二

十席只拿下十四席，仅差三席就能成功改朝换代。该党在槟州赢得的

议席比马华和民政党的相加还要多，但一旦加上巫统在威省赢得的十

二个马来议席，行动党就敌不过国阵，因为46精神党在槟州无法突

围，否则情况将大为改观。林吉祥在"王者之战"中以七百零六张多

数票，将盘踞在巴当哥打区二十一年之久的林苍佑击倒。林吉祥的丹

绒区图会议席也卫冕成功，多数票是一万七千四百六十九张。然而槟

州行动党的"六状士"却有两人败阵，那是卡巴星和魏福星，对于是

民政党的江真诚博士和许子根博士，两人都是1982年参加民政党的董

教总精英。

行动党在霹雳州也取得不俗的战绩，拿下四国十二州。该党砂拉

越州主席沈观仰在古晋区打倒人联党主席杨国斯:同时阿末·诺成为

行动党建党二十四年来的第一位马来国会议员。然而，该党也有一些

败选缺憾，如党主席曾敏兴在芙蓉区仅以七十七张票微差落败，而副

秘书长p .巴都在和丰区则以八百六十二张票输给印度国大党党魁三

美·威鲁。华团领袖如李万千和吴维湘在柔佛州也出师不利。整体而

言，该党算是维持了 1986年选举的实力，林吉祥称这是一场"没有欢

愉的胜利" 0 1187行动党在1990年大选获得985 ， 228张选票，得票率占

1187. Press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in Penang on 22 October, 1990. 



17.61 %强，它比上届大选略为逊色，原因是参加人阵后，它让出了十

个国会议席给46精神党候选人。倘从华人得票率来算，行动党获得超

过70%华人的支持，马华大约只获得华人选票的10%至20%0 1188至于人

阵中的人民党、泛印度人前进阵线均无法取得零的突破，沦为边缘化

的政治力量。

1990年大选，国阵虽然在国会赢得一百二十七席，但其得票率只

有5 1.95%。反对党阵营的得票率是45 .40%，然在国会中却只占有五十

二席，这反应出马来西亚的选区划分制度严重地违反"一人一票"的

原则。事实上，反对党只差七席就能打破国阵的三分二执政优势，可

见"两线制"的理念深入民心。如果不是马哈迪在最后一刻靠卑鄙狡

诈的手段陷害拉沙里，则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史很可能就掀开新的…

页。这说明了结构的基本市固然重要，但战略和战术运用对于一场选

战之胜负，其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

表17: 1990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II'I议席之席次

州属 醋会参选席次 国会赢取席次 州i会参选席次 州会赢取席次

吉打 。

古兰丹 。 。 。

丁加奴 。 。 。

槟城 7 6 20 14 

霹雳 11 4 16 13 

彭亨 2 。 7 

霄兰我 5 3 13 6 

联邦直辖区 4 4 / / 
森美兰 3 。 6 3 

马六甲 3 3 

柔佛 6 。 10 3 

沙巴 6 。 / / 
砂拉越 8 2 / / 
总计 54 20 78 44 

资料来源:整理自《行动党25年奋斗史)) ，页77 ， 780 

1188. 祝家华，同前书，页291 。

表 18: 1990年大选国阵和各个主要反对党选举成绩

政党 得票总数 所得席次 得票率

国阵 2, 983, 022 127 51.9% 

民主行动党 985, 228 20 17.61% 

46精神党 835,215 8 14.4% 

回教党 374,476 7 6.6% 

人民党 56, 642 。 1.0% 

泛印人进阵线 48,492 。 0.7% 

沙巴团结党 128,261 14 2.2% 

资料来源:整理、修正自祝家华: ((解构政治神话: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 1985-

1992) )) ，页2890

(五)困惑与重创期 (1991年-1999年)

1990年大选后有一些新动向值得我们留意。首先是成绩揭晓后

的第二天，林吉祥即刻献议由拉沙里任国会下议院反对党领袖，

是为兑现其"破釜沉舟"的竞选诺言:二来是为改变马来西亚的国会

政治生态，不再让保守阵营指马来西亚政治是"马来人在朝，华人在

野"的格局:二是为协助46精神党和人阵稳住阵脚，不会因选举失利

而作鸟兽散。然拉沙里却婉拒林吉祥的好意，他认为应该由赢得最

多席次的反对党之党魁来担任该职。马华则指行动党此举是等于放

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向46精神党叩头。

另，林吉祥在10月 23 日公开表示"准备和民政党在槟州组织联

合政府， {.卑使反映和满足大多数槟州人民的意愿"。然这一献议马上

被民政党全国主席林敬益所拒绝，林吉祥抨击"林敬益是为了要继续

在联邦政府里当部长，而全力支持由巫统领导和由巫统控制的槟州政

府"。川910月 25 日，许子根遂被推举成为槟少'"首席部长，但是另加设

一个新职位，由巫统槟州秘书依布拉欣·沙辖博士 (Dr. Ibrahim Saad) 

担任副首席部长，行政议会里巫统比民政党多出…名 i海员，州议会议

长也由巫统议员来出任。换言之， "丹绒第二役"虽发挥了加快槟州

1189.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a Tanjong 2 thanksgiving party of DAP states genera1 

election workers held at Komt町， Penang on 24 October, 1990. 



民政党领导层新陈代谢之客观效果，但是也让巫统在槟州的势力伺机

崛起，而行动党自此不断挖苦许子根是"巫统的倪倔"及"没有实权

的首席部长"。

至于内务方面，林吉祥在 10丹 24 日宣布辞去行动党秘书长一

职， "以负起选举受挫的全盘责任"。然林氏的呈辞最终在该党上

下的坚决挽留下而不得要领，这一次的辞职不果亦被国阵领袖讥笑

为"作戏"。一周后，林吉祥在丹绒区举行的大选慰劳会上，呼吁该

党全体领袖、党员和支持者再接再励，积极作好准备，以迈向"丹绒

第二役" : 

如果"丹绒第二役"要成功，我们要求的不只是人氏支持我们，

还要人民参加我们，不是为了行动党的目标和斗争'而是为了槟州和

大马人民的目标和斗争。只有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参与' "丹绒第二

役"才能抵消我们在"丹绒第二役"所面对的那种越来越不利的政治

环境和形势。 1190

什么是"丹绒第二役"所面对的"不利的政治环境和形势" ? 

林吉祥在 12月 5 日假国会参与辩论元首御词时说，国阵选举靠的是

3M，即金钱 CMoney) 、媒体 CMedia) 和政府机器 C government 

Machinery) ，来展开几乎是一面倒的不公正、肮脏和不诚实的竞选运

动。 1山林在国会这么警告马哈迪:

如果政府持续进行复仇式的运动，以惩罚、恶意和狭隘的政策来

歧视那48%反对国阵的选氏'那么这将出现马来西亚人对抗马来西亚

人的局面'以及造成国家最严重且最深刻的分裂'给大马人民带来极

大的痛苦。……如果国阵政府把自己当作只是那52%支持他的选民之

政府，那么它应该停止向那48%反对它的选民枉税。 1192

我们不晓得马哈边有否认真看待林吉祥的警告，但可以肯定的

1190.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thanksgiving party for election workers for the Tanjong, 
Padang Kota~ Pengkalan Kota and Kampong Kolam constituβncies held in Tanjong on 

300ctober, 1990. 

1191. Lim K达 Siar鸣， The Dirtiest General El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p. 6. 

1192. lbid, pp. 29-30. 

是，步入1991年的马来西亚政治，明显出现了"范型转移" C Para

digm Shi仕)。

马哈边为了应对那48%支持反对党的国人，或者说那80%力

挺"两线制"的华人而拟订新的战略构思。这一次他不再惩罚或教训

华人，反而是对华人"以德抱怨"，一改过去那套高压的民族同化

政策，以怀柔和安抚的手段来试图收编华人的"造反"意识。自阵

全新的大战略，就是在大选四个月后出台的"2020年宏愿" CVision 

2020) 。

1991年2月 28 日，马哈迪在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成立典礼上，

渎了一篇题为《马来西亚:迈向前路 "2020年宏愿")) C Malaysia: The 

Way Forward, Vision 2020) 的工作论文，内容扬言要在三十年内把马来

西亚建设成为先进工业化国家，并为此而列明了九项挑战，其中的第

一项和第二项挑战，其战略意义最明显不过。第一项挑战是:建立团

结、具有共同目标的马来西亚。国家和平、领土完整、族群融合、生

活和谐、充分合作，塑造忠于君固和为国献身的马来西亚族 CBangsa

Malaysia) 0 1193第二项挑战则是:塑造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通过协

商达致协议，以社群为取向的马来西亚民主模式，以作为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楷模。 1阳

马哈迪准备将 "2020年宏愿"奉为国阵的国家意识形态 CNational

Ideology) ，它被塑造成一个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期待用卅年的

光景，马来西亚能进入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达到年均收入每

人一万两千美元，以及达到国民生产总值 CGDP) 九百廿亿马币，即

1990年的八倍，意味着每十年要翻一番，或者每年的经济成长率至少

要达到7%。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建国大蓝图，成为马哈迪凝聚国

人共同奋斗的大目标或总路线。

1193. Cited from Mahathir Mahammad，节l'alaysia: The ~乎也~Forward， 阴性ion 2020': Work

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 Kuala 

Lumpl汀， 28 February, 1991.有关工作论文之中译版请参阅〈南洋商报} , 1991年3月

1 日。

1194. 向上注。



至于"马来西亚族"的理念和口号，对非马来人最有吸引力，

尤其是华人。道理很简单，华人其实打从心里最渴望的就是在马来西

亚落实民族平等，实现一个没有"土著"和"非土著"之分的社会

制度，所以从李光耀到林吉祥，两代人都高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旗帜，来作为抗拒"马来人支配"的替代纲领。如今马哈边很巧

妙地将敌对派的政治理念"偷天换曰"，化作"马来西亚族"，来争

取非马来人的支持。行动党顿时感到愕然，仿佛被釜底抽薪，道国阵

盗去了"道"。没有了鲜明的"道"，反对党就宛若古时举兵讨伐敌

人时拟不出"出师表"一样。这是行动党在1991年陷入迷茫的第一

步。

再则是"协商政治"的抬头，这是马哈边为遏制"两线制"理念

在华人社会扩张的手段。在舆论上，国阵领袖不断强调在多元民族的

社会里，凡敏感问题都应通过国阵成员党内部"协商"来解决纷争，

而不是靠壮大反对党来向政府公开"施压"。在行动上，国阵加大力

度扶持华人社团中的"协商派" (或曰"商贾派" )来进行"去政治

化" ( depoliticise) 的工作，意图将"施压派" (或曰"民权派" )全

面边缘化。 1991年 10月 17 日，马哈迪决定批准申请了长达九年的"马

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 (简称"堂联"，后改称"华总" )之注

册，这是他全面控制华团的重要一步。随着堂联的成立，原本由十三

个州的大会堂及董总和教总所组成的"全国十五华团领导机构"自动

解散，其属下四千多个会员组织一夜之间全归堂联管辖，马来西亚华

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遂告诞生。 12月 12日，堂联举行首届的总会长

选举，由亲国阵的商贸林玉静击败支持"民权起义"的校长沈慕羽

(九十八票对二十二票)。

另一方面，马哈边也提出了"以社群为取向的马来西亚民主模

式"，以反击西方国家对马来西亚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指手划脚，这跟

李光耀在1990年代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及"好政府"之说同出

辙， 1195都是"威权型发展主义国家"之领袖为合理化其不民主施政

1195. 见李光耀: (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 ，见《李光耀40年政论选} (新加坡:联

合早报， 1994年) ，页563-575 。

的意识形态辩辞。马哈迪利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不断向人民灌

输西方列强如何千方百计奴役第二世界，又如何妒忌亚洲新兴国家的

崛起，因此敦促国人要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强调社群利益至上，压

抑个人主义的流弊。一句话，这是一套反对西方自由主义论述的亚洲

式"文化霸权" (Cultural Hegemony) 。所谓"文化霸权"，是由意

大利共产党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8ci) 所提出。他认为一个统

治集团的至高无上性，是通过两种方式展现: "暴力的统治"与"思

想和道德的领导"。 "暴力的统治"是依赖国家拥有的全部镇压工

具，如军队、警察、行政机关和法庭等。至于"文化霸权"则是建立

在伦理、道德和世界观层次上的柔性权力 (80ft power) 0 "文化霸

权"在操纵控制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隐性且十分微妙的，它渗

透到人们"日常生活"里头的教育、传媒、艺文、宗教、娱乐等领域

而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生

活习惯，它把一套符合统治集团利益的世界观施予整个社会，并建立

有利于统治集团发展路线的社会驯从主义。 1196

马哈边"文化霸权"出台的外囚，其战略逻辑其实亦和爵际大

气候及区域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首先是1990年代进入"冷战后"时

代，左右意识形态的对峙让位给经济发展，随着马来亚共产党向马来

西亚政府在1989年 12月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不仅消除了武装威

胁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大大地促进了马中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中共曾

长年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当年中共正因"六四事件"而面对国际

社会的制裁，惟马哈迪独排众议，率先到访中国，加强两国经贸合

作，并废除国人到中国旅游、经商和升学的种种限制。国阵向中国表

示友好的动作，让马来西亚华人感到十分欣慰，盖他们都希望看到中

国能够稳定发展，欣欣向荣，不要如东欧共产国家那般分崩离析，这

1196.有关理论讨论的部分，请参阅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 iÌ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Press, 1971). 至于理论结合马来西

亚国情讨论的部分，请参阅曾庆豹: <与2020年共舞:新马来人与文化霸权} (吉

隆坡:华祉资料研究中心， 1996年) ;丘光耀: <第二条道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

选择批评 (1990-1995)} (八打灵再也:地球村网络有限公司， 1997年)。



是海外华人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自然流露，被权通达变的马哈边加

以充分利用。

再来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在1990年代初提出"文明冲突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指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不再是由左右意识形

态所引起，而是被各股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并指跟西方文明最大

的冲突对象是因教文明和儒家文明。 1197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首

脑，马哈迪乘机鼓吹"文明对话论"，尤其是副授安华更热衷于推行

这一运动，他广泛邀请了世界著名的回教和新儒家学者，到马来亚大

学进行回儒交融的学术活动。此时适逢中共在"六四事件"后需要拾

起儒家思想作为替代马列主义的新意识形态，马哈迪和安华作为现代

化回教国家的领袖，乘时因势地再拉近跟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此时此

刻的马哈边，亦开始在国际事务上提高声浪，有意扮演第二世界的代

言人，如指联合国被美国操控而沦为愧俑组织;揭露西方国家在波斯

尼亚人权问题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 1198反对英国传媒大亨梅锋收购香

港卫星电视集团以试图控制亚洲的新闻事业:马来西亚拒绝出席在美

国召开的第一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且倡议成立由中国

和日本来领导的"东亚经济共策会" (EAEC) 以协助东合国家减轻

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等等。 m这些不畏西方强权的形象，体现在一

句"亚洲可以说不"的强悍口号， mo经出口转内销后，大大地提升了

马来西亚人民对马哈边的评价。

在内政方面，尤其是在华人最为关注和执著的文教领域，马哈迪

和安华更是放下身段，以怀柔代替高压，一洗昔日马来极端民族主义

1197. See Samqel P. Huntington, The α'ash ofCiv必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町， 1996). 

1198.玛晗迪在第四十八届联合理大会上所作的声明， 1993年10月 1 日，见〈马来西亚总

理马哈蒂尔演讲集>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页90

1199. 马哈迪原本是倡导"东亚经济集团" (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 EAEG) , 

以抗衡被美国所操控的亚太经合组织，但最终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而将EAEG转为

EAEC，质变为一个没有实质执行力的区域论坛而已。

1200.马哈迪在1995年同日本自民党的极右眼石原慎太郎 (Ishihara， Shintarõ) 合著一本
政治论著，书名就是〈亚洲可以说不〉。

的作风。其中最典型的实例首推安华，他率先在华人公开场合讲一两

句华语，如 u叫f您忽好吗

不欲，勿施于入"、 "君子不计小人过"等，而博得华人社会如雷的

掌声。 1995年，安华在马来亚大学主持"四儒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开幕仪式上，用华语朗读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大学》中的若干

段落而被传为佳话，连受邀作报告的新儒家学者杜维明都说: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与全身都是政治细胞的李尤耀不同'我甚至

忘了安华是一名政治人物。 1201

巫统的各州州务大臣亦争相模仿安华，虽然他们的水平比较低，

但同样让华人另眼相看。州务大臣们的创意多发挥在挥春，当他们受

邀出席各州!华人大会堂的新春团拜聚会，在摄影记者的镜头前大笔一

挥，就以"发"、"旺

动作，押，成为翌日华文报章的"大新闻"。林吉祥对此的看法是:

在过去的大选中'马华及民政党的候选人需要靠马来选票来过

关，在来届大选'他们不只希望靠巫统的马来选票'还要靠巫统领袖

来捞取华人选票。这就是为何巫统领袖这么热衷于写中文书法……只

是没有一个巫统领袖敢写"吉祥"两个字。 1202

其实，华人数十年来备受巫统的同化政策之苦，巫统领袖突然

写挥春，试问这一刻华人怎能不喜出望外。再说，从1991年到 1995年

期间，国阵在政策上确是频频地向华人释出善意，如马哈迪亲自出席

并为堂联所举办的第十届"全国华人文化节"主持点燃圣火仪式:马

六甲州政府宣布放弃向青云亭追讨三保山所拖欠的两百万元地税:副

首相嘉化·杏杏指"华人也可以当首相" ;教育部批准华社开办第

一问华文大专学府…一南方学院:同时内政部也以不明确的态度"允

许"学生到中国大陆升学。此外，国阵也鼓励马来民族学习华文，如

嘉化·杏杏就将其孙子送到华文小学就读:政府还宣布在大专学府与

1201. (南洋商报> , 1995年12月 22 日。

1202.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Paya Terubong Branch DAP Chinese New Year Gathe-

ring on 11 F ebruary, 1995. 



公共服务机构为马来大学生与公务员开办华文课程。新闻部也不落人

后，表示将增加第二电视台的华文节目时间;教育部在1995年亦宣布

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 CSPM) 的华文科吕被列入申请进入政府大

学先修班的计分科自(过去华文只是附加科，考获的分数是不受承认

的)。再者，政府也开始选择性地拨款给一些华文独中和华文小学，

马哈边甚至赞扬华文独中为国家培训人力资源作出积极贡献等等，还

指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四个允许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地区之一，即除

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就是马来西亚。如何看待前述种种的小动

作和新措施对华人的影响，行动党的一份内部文件这么说:

华人的感觉也源自他们目前与 70年代及80年代的不同感觉。因

此，当国家再没有极端言论的泛滥，政府放松一些压力或没有进一步

施压的时候，华人即认为政府已变得较开明。 1203

对华人文教政策的放宽，其实对巫统高层丽言是无伤大体的，因

为它们真正在乎的是经济利益。对华人怀柔只是选举战略，巨的是要

在来届大选掐死"两线制"，以确保统治精英透过官商勾结和利益输

送所换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不被民主化的步伐打断或干扰。 1991年6月，

国阵宣布以"国家发展政策" C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NDP) 取

代实施了廿年之久的"新经济政策"，但"固打制"继续保留下去。

为了安抚华人，马哈迪在姿态上略有调整，他卒先带头抨击马来人过

度依赖"拐杖" C 即政府的优惠和津贴) ，呼吁马来人应该认真学习

从商之道，努力靠真本事创造财富。此外，他也鼓励华巫联营来开拓

更大的海外市场，特别是向中国进军。为此，马哈迪倡导成立"马中

友好协会"，亲自担任该会的"庇护者" C Penaung) ，以示为马来西

亚华离保驾护航，免受马来保守派的诬告。再者，马哈迪与安华也先

后率领工商界访问中国，掀起了赴华投资的热潮。 1995年上旬，安华

与中国副总理朱镑基成功达致在吉隆坡复办中国银行的协议，这些举

措都反映了巫统领袖的"开明"和"务实"。简言之，巫统期望的是

1203. 郭金福: (怎样看待小开放及争取大开放的宣传策略〉工作报告(内部文件) , 
民主行动党中央宣传局， 1994年，页 10

少一点华巫摩擦，多一点华巫合作。所以在经济问题上，巫统已经不

再如昔日那般高喊种族主义的论调，他们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华人的文

化渊源，来协助马来资产阶级到中国去寻觅更大的商机。

另，马哈边的战略转型亦要照顾到马来基层的心理承受压力，否

则就会给回教党和46精神党制造政治反扑的机会。 1991年 11月，马哈

迪在巫统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马来人"的口号和概念，来勉励马来

民族进行"思想革命" : 

一个拥有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文化'足以面对一切挑战，有能力

在没有援助下竞争'受良好教育、有如识、现代化、诚实、有纪律、

可信赖及有效率的民族。 1204

"新马来人"的论述，虽然在马来社会引起诸多争论和反弹，

但是非马来人却认为马来人已经在蜕变当中，逐步走向自信和开明的

康庄大道。 1993年巫统党选，以安华为首的少壮派组成了"宏愿队

伍"，他们就是打着"新马来人"的旗帜来挑战党内元老派，声势浩

大，锋芒逼人，让原本有意寻求蝉联署理主席的嘉化·杏杏，也不得

不卑躬退选，让位给安华。

安华出任副授后，对华人身段更软，手段更高，将罔阵的"文

化霸权"施展得淋漓尽致。再说， 1990年代开始的囡际经济大气候也

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有利。华巫印之间己鲜少因经济分配不均而公

开争吵。反对党也似乎迷失了方向， "两线制"更是无人问津。因为

人人都沉溺在经济腾飞的欢愉氛围当中，不断以追逐消费潜流来促进

经济成长，形成一片歌舞升平的美好盛世。政府也不断宣布各种大型

的基建工程上马，如砂外i杏贡水坝、新山"水上浮城

双子塔、吉隆坡塔、雪邦国际新机场、首都轻快铁等，还有许许多多

的大型商场霸市，形形色色的主题旅游公园，仿佛 "2020年宏愿"已

经落实在眼前。 1980年代的"忧患意识η 遂被1990年代的"祝福意

识"所取代，人人都祝福马来西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1204. 转引自李万千: <从新马来人到新华人> ，见《求事集:李万千文选( 1980-

2000)} (吉隆坡:东方企业， 2001 年) ，页 1380



反观行动党则处于政治守势。马华在 1991年抄对行动党"全面

宣战"，指吉兰丹州的华人在四阵的统治下，陷入"水深火热"之

中，因为回教党州政府推行了七十项回教化措施，侵犯了非因教徒的

权益。马华指这些恶果都是因行动党在1990年大选呼吁华人支持"两

线制"所种下的，所以林吉祥需要负起全盘的政治责任。 1205马华的

政治宣传虽然夸大其词，但是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施政也确实亦步

亦趋， 1992年4月，丹州政府更决定要通过《回教刑事法)) (Hukum 

Hudud) ，并宣称该法将同样施于非自教徒身上。马华和民政党当然不

会错失良机，它们大肆渲染《回教刑事法》来恐吓华人，而行动党被

指责"间接勾结"回教党， "回教国"也与"两线制"被划上等号。

1992年4月 28 日，人阵的注册获得批准，成员党有七个，即46精

神党、行动党、人民党、印度人民前进阵线、马来西亚统一党、哈民

党及印裔回教党(后两党是新申请加入的) ，由拉沙里任主席。据

护"两线制"的国人当然乐于看到人阵进一步获得巩固，他们对拉沙

里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坚持斗争，不要轻音放弃。然而，林吉祥

却对人阵给予冷处理，他还在观察拉沙里的动向。因为46精神党自

1990年大选后一颇不振，该党领袖有淡出政坛的，有出国深造的，还

有重归巫统的，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

1992年 12月秒，马哈迪决定在照会通过修宪，以撤销马来统治

者(苏丹)的刑事和民事罪行之豁免权，使皇室也必须受制于法律约

束。这是肇因于柔佛州苏丹在皇宫殴打一名钩球教练的事件被马来传

媒揭发后，巫统伺机借助民气来对付马来统治者，天天在传媒鞭拈和

数落皇室的不是，且启动了国会的修宪机制，引发一场削弱皇权的修

宪风云。有论者认为，这是以巫统为代表的马来新兴资产阶级的力

，同以马来统治者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互相角力。 1206然46精神党却

1205. 民主行动党中央宽传局: (丹外|回教化真真假假)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党，

1992年) ，页360

1206. 张永新: <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斗争一一论皇室事件与修宪问题) ，见赛·胡

先阿里、杨培根等合著: (修宪风云一一剖析社会新旧势力之争) (八打灵再也:

冲击社， 1993年) ，页112。

选择当"保皇党"。行动党则基于三项原则支持修宪: (一)没有统

治者是在法律之上，而享有触犯刑事和民事法的权力; (二)每一个

被皇室犯错行为侵犯的人士，都应能寻求赔偿及获得正义的伸张:及

(三)政府有责任维护法治，以及保护这个国家内每一个人的生命与

财产。 1207

基于《联邦宪法》第38条 (4) 规定， "未经统治者会议同意，不

得制定任何直接影响统治者特权、地位、荣誉或尊严的法律"，而马

哈迪准备绕过这一条文，不跟统治者协商就直接在国会提呈1993年修

宪案动议。换言之，国阵在修宪程序上已先违宪。故此，行动党在1月

18 日召开的特别阁会会议表决时投下弃权栗。行动党国会议员林冠英

说， "有关不公平的事件并不能以违宪的程序来作出纠正。非法的法

律不可以另一项不合法的法律来加以纠正" 0 1208再则，根据《联邦宪

法)) ，还有数项"加强保护"的条文是不能单靠国会三分工多数票通

过就可以否决的，必须先获得统治者的首肯才行。如宪法152条对各族

母语的保证，及对非马来人的公民权的保证。行动党的解释是:

身为曾宣誓"维护马来西亚宪法"的国会议员'我们必须凭良

知以确保宪法的完整性。……如果我们允许立下一个先例'即漠视

该"加强保护"之条文的特别地位而将它随意修改，则其他关系到华

文、淡米尔文的自由应用、教导和学习保障，及非马来人的公民权的

宪法保障之"加强保护"条文将来也极可能遭到破坏。 1209

这再次印证行动党的"议会社会主义"道路是尊崇法治精神的，

以违宪程序来修宪是危险的，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必须提醒掌握大多

数权力的执政党，否则此例一开，后患无穷。然而，行动党对修宪程

序的执著，却让华人社会感到费解，加上马华和民政党的反宣传，指

行动党身在人眸所以要迁就46精神党的立场，要讨好保守的马来人。

行动党所持的立场，很快就被证实是明智的。因为在上下议院通

1207. (星洲日报) , 1992年12月 18 日。

1208. (火箭报) , 1993年第26卷第 1期，页60

1209. 向上书，页2。



过后的宪法修正案，按宪法程序还得提交给最高元首御准，他有二十

天的时间考虑要否盖上国堡，否则就要将法案返回到国会重新检讨。

经过国阵和皇室的…段僵持后，双方终于在1993年2月 1 日达致协议，

旦发布联合声明， "统治者会议及政府已同意由最高元首降下把国会

已通过的((1993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 ))交回到国会下议院，以纳

入数项双方已同意的修正"。山。妥协出来的条文，就是"阎明统治者

若犯错，被特别法庭判监超过一天，就必须退位"。山13月 9日，国会

终于以合乎宪制的程序来通过修宪法案，行动党决定投票支持，唯独

46精神党缺席及回教党弃权。尔后， 46精神党更表示有必要时，将会

把修宪案带到法庭上挑战。 3月 23 日，最高元首正式御准并盖上国盔，

此修宪风云至此方告一段落。

对一般华人而言，他们不似马来民族那般对马来皇室抱有民族

情感，所以力挺马哈迪削弱苏丹皇权，而拉沙里在华人眼中沦为封建

势力的帮凶。让华人对拉沙里失望透顶的是，他为了政治求存，竟

然在1994年将党名改为"马来人46精神党" (Pa吗T Melayu Semangat 

46) ，决意走比巫统更狭隘的马来种族主义路线来争取马来保守选民

的支持。 1995年1月，拉沙里指责马来西亚华离赴中国投资经商是"不

效忠"国家，因为他们对中国存有"情意结"。山2相对于马哈迪成立

马中友好协会，鼓励华巫联霄，携手进牢中国市场，拉沙里在华人眼

中，就更显得落伍和反动了。简言之，在政治逆境中考验出拉沙里并

非有坚实立场的自由民主派，他只不过是巫统党内因掠夺财富而同马

哈边派系闹矛盾的马来资产阶级政客。

在马哈边"文化霸权"的笼罩下，行动党自身也宛如陷入迷阵

中，政治座谈会的出席率不再踊跃，谈论的议题难获选民共鸣，又面

对马华和民政党的猛烈攻击，行动党可谓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鉴于

此，林吉祥在1992年7月，决定推动为期一年的"挽救三保山十周年纪

1210. 

121 1.同上注。

1212. 转引自〈马华说政见:反阵为何不提共同宣亩> ，见〈南洋商报} , 1995年 1月

16 臼。

念运动"，希望有助于提升该党的士气和唤起民众对"施压政治"的

肯定。该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以廖金华为首的筹备委员会，在马六甲 1+1

行动党的充分协力下，重演了一幕又一幕当年的历史场景，如再次发

动"保山行" (步行三十三公里)、举办历史资料图片展、制作历史

录像片、编辉历史漫画册、举办座谈会等等。该党还在10月 17 日发表

了((1993年三保山宣言)) ，廖金华也作了一首诗(三保山叙事曲)在

大会上朗诵，最后…段的内容是:

我们今日追思历史

缅怀多灾多难的三保山

我们誓言:

历史的根不可断

文化的根要保住

二保山可保

民族的基本权益才可保

说马华恨马华

当日的狐狸竞摇身变外婆

但愿人民共记取:

保山精神要发扬

人民力量要伸张1213

当一个政党开始缅怀昔日的光辉历史，并希望能从中获取政治动

力，反映出它对眼前的局势是何其无奈和迷茫。

另一令林吉祥感到耽心的是，所谓的"钟摆论"会否在来届大

选重现，且力度会否更加猛烈。因为一连两届大选的"钟摆"所累积

的摧毁性力量，肯定将行动党摆至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为了减低这项

外在不利因素的冲击，林吉祥的应对之道有二:一是尽量跟人阵保持

距离，不积极推动共同"阵徽"的使用，保留"火箭党徽"来竞选，

以免被马来人46精神党拖累;二是指囡阵(尤其马华及民政党)对在

1213. 廖金华: <三保山叙事曲> ，见《火箭报> ，第26卷第4期， 1993年，页40



来届大选"摧毁"行动党表现得越来越自信狂傲， l到4这是诉诸选民

同情心理的哀兵战术，进而在战略上提出…套能反制国阵的宣传，那

就是将马哈i最近年来相对宽松的施政，说成是在行动党施压下所出现

的"小开放" : 

任何人将"小开放"看成是夭赐的'或者是因阵政府恩赐的'

或史糟地说成是马华和民政党的成就'那都是最大的谬误。"小开

放"是人民跟行动党在过去卅年来为了一个史公正和平等的马来西

亚…一一马未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一而长期进行政治斗争下的"极小

成就" 0 ……虽然我们欢迎近三年来的"小开放" '但是我们不能

忽略在过去卅年人民的权利己受到严重的蚕食，而这三年末的"小

开放"无法全面恢复我们失去的权利。......这就是为何行动党呼吁

争取"大开放" '因为人民和行动党不能满足于过往二年的"小开

放" 。 "大开放"不仅将汇聚全氏的诉求，未争取一个史加公正和平

等的马来西亚，即人人都能在马求西亚的阳尤下享有一视同仁的待

遇'同时也能设下一个衡量的指标'看看国阵的"小开放"跟人氏的

合法愿望到底相差多远。 1215

至于马哈迪实施"小开放"的导因，林吉祥将它向"钟摆论"相

挂钩:

巫统领导层直至 1990年大选，从未认真看待城市选民的意见，虽

然行动党在1969年、 1978年及1986年大选大胜，巫统也拒绝承诺会重

新检讨建国政策。这是因为巫统相信城市选氏的钟摆论，即城市选民

在支持行动党后，会在下届大选投向国阵'如同 1974年与 1982年大选

所证实般。 1990年大选不但打破钟摆论，也使巫统领导层觉悟到不能

轻视城市选氏。这促成1991年2月宣布 "2020年宏愿" '以及在经济和

教育的一些领域出现微小及有限度的开放。 1216

1214.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Seremban DAP Dinner on 20 December, 1994. 

1215.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when launching the Full Liberalisation campaign in Perak 

at a ceramah at the Tou Boo Kong Hall in Ipoh on 10 December, 1994. 

1216. 林吉祥: {迎战大选} (八打灵再也:民主行动觉， 1994年) ，页今5。

林吉祥认为，只有务实地先承认马哈边有"小开放"，然后才

能进一步给国阵制造难题，宣称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需要的

是"大开放"，所以选民应该继续支持行动党，从而给巫统施加更

大的制衡和监督压力，好让国家更快步向"大开放"的康庄大道。

然雨， "争取大开放"的战略，却在行动党中央引起激烈的争论。

柯嘉逊和李万千批评林吉祥的战略构思是"机会主义"及"尾巴主

义"的，因为:

身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无论如何有保留地向人民指出国

阵有"开放化" ，在政治上都是一项错误。在实质上'我们不同意此

种分析'因为我们强调国阵不曾有真正的开放。作为我们民主社会主

义政党的竞选主题'理应表明一个史仕的可替代国阵的选择'为了人

民的利益及暴露国阵浪费式的不当经营与威权统治。第二，从"小开

放到大开放"的逻辑中就已经假定了……既然国阵已经开始在开放化

了，只要我们加上一点压力他们就会完全开放!换句话说，这种政治

立场是十足的改良主义'也就是说民主行动党不必去代替国阵'成为

执政党了，而索性永远当反对党就行了。 1217

他们主张应该将马哈迪的政策形容为"假开放"，且倾向继续

与马来人46精神党合作，以维系人阵的生存和发展。但以林吉祥为马

首是瞻的党中央，决定要脱离人阵，并且越快脱离越好，因为来届大

选肯定是一场恶战，客观条件已经不似1990年大选那般拥有"改朝换

代"的强烈民意作后盾，如果硬要提出什么替代政府、替代政纲或两

线制，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基于林吉祥不赞向李、柯的看法，进而否决了由柯所起草的《改

革马来西亚》之竞选宜言，这份宣言的内容，用柯自己的话说， "指

出马来西亚国家的威权式统治、剥削而非所谓的开放" 0 1218行动党中

央随即敲定以"争取大开放"作为来届大选的竞选主题，这就是所谓

1217. 捋嘉逊著，陈嘉纶译: (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 1990一1995) ，页52-530

1218. 罔上书，页540



的"十大民主化纲领"。四

1月 24日晚，行动党中央正式议决退出人阵，纪录在案的反对者是

柯嘉逊和李万千，他们认为此举是机会主义的，只是为了要在"选举

中生存" 0 1220另一方面，随着大选建音的迫近，国阵开始炮轰"争取

大开放"，如马华指行动党所欲争取的大开放"是不计后果，没有节

制的大开放"，即使拖垮国家经济，破坏社会秩序和摧毁国民团结也

在所不惜。 1221林吉祥此时将"争取大开放"的论述继续延伸:

事实上'来届大选将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选举'因为

它将决定到底马来西亚会否朝向"大开放"抑或过去四年以来的"小

开放"将出现倒退。这就是为何行动党的"丹绒第二役"不仅对槟州

同时也对整个马来西亚很重要'因为它将成为推动马来西亚迈向"大

开放"的火车头，以确保过去四年的"小开放"不会出现逆转。 1222

林吉祥不愧为构思政治论述的能手，所有反击国阵的宣传战都

由他一手操盘的，但这也导致槟州行动党过度迷信和依赖林的政治

论述来打这一场夺权的选战。所以他们对"丹绒第三役"的部署，

并没有严正看待且充分准备，他们以为靠林吉祥在最后一分钟的"造

势"，掀反风、用奇兵、摆奇阵就能克敌制胜。反正1986年和 1990年

的"王者之战"均能成功拉下许子根和林苍佑，这一次依样画葫芦也

未尝不可以。

紧接着的2月是华人农历新年， 3月是马来人的开斋节。适逢

1995年的回历和农历重叠，华巫二族的新年十分接近，商界促销都打

出Gongxi Raya C 华人"恭喜"加上马来"新年" )的字眼，两大民

族普天同庆新年的气氛十分有利于大选。马哈迫于4月 6臼宣布解散自

会，选举委员会宣布15 日提名， 25 日及26日投票，拉票期限是十夭。

这一届的国会议席从一百八十席增加到一百九十二席，州议席从原有

1219. 

1220. 柯嘉逊，向上书，页的。

1221. <马华说政见:开放局面与行动党无关> ，见〈南洋商报} , 1995年3月 11 日。

1222.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Bagan DAP Chinese "New Year Gathering held in 

Butterworth on 9 February, 1995. 

的四百四十七席增加到四百九十八席，槟州的外!议席数目维持不变，

这是因为行动党在槟州议会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否决了选举委员

会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法。

选战尚未正式开打，董教总率先宣布对1995年大选表示中立，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及堂联则呼吁华人投票给国碎。再则，数十

名马来西亚华裔文艺界人士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全体华人踊跃支

持国畔，华文报章的专栏作家亦排队上电视为国阵宣传。如今正是马

哈迪验收其"文化霸权"的时刻，如果说昔日国阵打选战靠的是三个

MC即金钱、媒体和政府机器) ，那么 1995年大选可增加多一个M，

那就是"马哈池"本人。

是届大选，因阵提出的竞选宣言是"宏愿、公正、效率"，而行

动党的竞选主题则是"争取大开放:不让马来西亚沦为一党专政的国

家"。行动党提名国会五十席，州议会一百零三席，重点是聚焦在槟

州的"丹绒第三役"，它在槟州三十三个州议席当中，提名了二十六

名候选人，其中十名是马来人，他们都是由该党副主席阿末·诺透过

临时拉夫式而成立的所谓"马来人行动党" CDAP Mela归) ，他们打

出了"行动党是马来人的救星"之口号。除了阿末·诺外，其他九人

都是陌生的面孔。另一方面，沙巴团结党也到西马来扩展实力，它在

槟州政坛也插上一牌，派出前民政党强人许岳金上阵，但是不被看作

会对国阵成行动党带来威胁。

"丹绒第三役"的战略布局，基本上还是延用"王者之战"的模

式，故槟州行动党打出"有实权之首长" C Chief Minister with Power) 

和"吉祥需要您" CKit Siang Needs YOU) 两大竞选口号来造势，这

是"丹绒第二役委员会"主席魏福星的得意杰作。而林吉祥对魏氏使

用半人铁警 CRobocop) 作竞选花招事前居然毫不知惰，这反映槟州

行动党智囊团的运作是寡头的。此外，魏福星还发挥其创意，印制

了"试五年"、 "买一送一，火箭上台，锦华滚蛋"等海报来呼吁选

民支持推翻民政党。陈锦华是槟州市政局主席，施政不公，人缘极

差，公共形象远不及"好好先生"许子根，所以行动党将矛头对准

他，隔山打牛，希望能激起民怨，间接拖累许子根。



4月 15 日，林吉祥除了到丹绒区国会提名寻求蝉联，川、i议席选举他

果然到丹绒武雅区 CTanjong Bunga) 提名，对垒许子根，这是一个华

人占65.66%的选区，林吉祥自称胜算只有35%。他公开表示说:

我是抱着极不愿意的心情到丹绒式雅区挑战许子根博士的'但除

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因为选区的重新划分行动是那么的不公平'完

全没有顾及一人一祟的原则，如果行动党的丹绒二役要成功'以便组

成槟州政府，我们就得倾全力赢取每一个可能赢得的席位。 1223

然而，行动党智囊团就推翻民政党的"庙算"过于简单，他们

的自信来自对所提名竞逐的选区进行"统计学的分析"。根据章瑛的

说法， "所谓统计学即是以选民的种族结构来分析，行动党认为凡是

华裔选民居多的选区，尤其是华裔选民超过60%的选区，行动党都有

机会获胜" 0 1224根据该党的"庙算"，在"丹绒第二役"时攻下的

十四个议席当中，有十个是很有把握再度赢凹的，至于其他四席则要

靠派出较强的候选人。而他们相信只要林吉祥"反风"再起，就能再

攻克多三席，加上阿末·诺领军的马来候选人，倘能在一两个混合选

区成功突围，那么"变天"就不是天方夜谭。此外，统计法也让该党

发现槟州选民有所谓"国投火箭，外|投国阵"的倾向，只要能成功改

变这一投票倾向，呼吁选民手中的两票都集中起来，不要分开投，那

么"丹绒第二役"的胜望是存在的。换言之，靠人为十天造势的能动

性，再配合华人选民的基本结构，即使面对政治逆境，选情也未必是

那么悲观的。

靠统计学来作"庙算"，虽然也是一种算法，但是却算得太天

真，因为国阵也一样在做统计学的算法，他们不仅算得更精密，丑算

后还有更机密的对策，那就是在战术上靠"选民大搬家"，来克制林

吉祥的"王者之战"。所谓"选民大搬家"，又称作"幽灵选民"，

是国阵选举政治上司空见惯的克敌之术， 1982年李三春在芙蓉挫败曾

敏兴就是靠这一招。"丹绒之役"如今已是打到第二回，前两回都是

《逆风出战丹绒三} (槟域:章瑛自资出版， 1996年) ，页990

靠林吉祥的"王者之战"来取胜，人人都知道首席部长肯定是林吉祥

的挑战对象，国阵岂有不暗中设防的道理。光是许子根的丹绒武雅

区，从1991年到 1994年之间就登记了七千一百五十五名新选民，增长

率是44.8%，其中有一百四十九个住址往有五个以上的选民。理科大

学政治系学生陈广耀就以上有问题住址，挑选出七十四个进行沿门挨

户式的调查，结果发现有六十二个住址有"幽灵选民"，即登记名字

的选民并不住在这些住址。山5陈广耀认为，在丹绒武雅区的新增选民

中，至少有三千名是民政党搬入的支持者或党员。山6此外，民政党也

将"幽灵选民"搬入马章武莫区和武吉丁雅区，联同丹绒武雅区，这

三区都是行动党和民政党的兵家必争之地，且"丹绒第三役"要成功

是非胜不可的关键选区。 1227

结构上有了大改变，这是静悄悄的战术安排，外问无人知晓。接

着的比拼就是大选提名后公开的战略和战术攻防。国阵要制约行动党

十天的造势运动，确保"反风"刮不起来，率先就要加大钳制传媒的

力度，此外还要制造"假新闻"抹黑林吉祥，如马晗迪指"林吉祥挑

战警方逮捕他"、安华指"林吉祥要组织华人政府

导"插连行动党{候误选人曹观友的母亲也表示会支持囡阵、 《南洋离

报)) "报导"指林吉祥自称"连作梦都想当首席部长"等等。民政党

亦在全槟岛张贴"丹绒三口吉兰丹"的海报，指行动党执政将导致槟

州经济倒退到如古兰丹的地步。林敬益也调侃行动党"试五年"的口

号，他问选民是否同意将自己的女儿让给其他男人试五年才结婚。最

失策的要算是"半人铁警"，因为马哈迪在4月 16日伺机歪曲说:

林吉祥就是半人铁警，科幻的半人半机械人物'他所要的只是权

力。他要像那个机械人，拿一支枪到处去射杀那些不同意他的人。林

吉祥如果成为首席部长，槟城就完蛋了! 1228 

此外，针对行动党"有实权之首长"口号，许子根用卑微的口吻

1225. 

1226. 向上书，页530

1227. 同上书，页510

1228. <光华日报} , 1995年4月 17 日。



在华文报章刊登全版的政治广告: "亲爱的槟州选民:勿让我当无兵

司令……"，版面设计是将许的相片放在左上角，底下是十九名马华

和民政党华裔候选人的相片。意味着如果行动党候选人胜出，落选的

都是国阵的华裔候选人，反之巫统的势力不受影响，而他将沦为一名

华裔"无兵司令"，因为巫统的马来州议员都不会买民政党的帐。这

是一支迁回地诉诸种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广告，虽然在逻辑上许子根承

认他确是"没有实权的酋长"，但是华人选民一般都会同情许，认为

不该让他继续给巫统欺负下去。安华则对"有实权之首长"给予另一

种诠释，他指责行动党要组织的是一个华人政府，并"警告民主行动

党在槟城煽动华人的种族情绪是极危险的" ;ω故此，马哈边说有十

万个理由要逮捕林吉祥。这种宣传除了要打击阿末 • i若领导的马来候

选人阵营，也要在华人社会制造 "5-13事件"或将重临的紧张气氛，

让华人下意识地开始对"变天"的代价感到担忧。

另，国阵还展开经济恐吓，如马哈迪指任何政府的更换将会影响

发展; 1230安华警告选民一旦槟州政权落入行动党手中，就甭想、再取得

联邦政府对于槟州政府的支持，因为国阵不属与一个煽动种族问关系

紧张的政党合作。山槟州行动党很费劲地例举种种说法，如槟城独特

的地理环境、国阵领袖及其财团在槟城拥有大量的商业利益、槟城的

工业基础和前景、槟城的税收对中央政府的影响、槟城马来人的就业

前途等等来印证槟川、i兴衰的影响极大，是"一只杀不得的金鹅" 0 1232 

华人其实是很务实的，近四年来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人都丰衣足

食，歌舞升平，没有多少人认为值得冒险去"试五年"，加上马哈迪

的"文化霸权"经将华人的"造反意识"统统磨平，两线制又被马华

和民政党抹黑成是古兰丹"四教国"的到来，难怪这一次反风久久不

能刮起。连林吉祥走访选区同选民握手拉票时，也察觉到"王者之

1229. (光明日报) , 1994年4月 21 日。

1230. The New Straits Tim时" 10 April, 1995. 

1231.转引自Edmund Terence Gom昭著，五雷璋译: (1995年马来西亚大选报告与评
论) ，页570

1232. 引自〈槟州是金鹅，中央政府舍得杀掉吗? }政治传单。

战"引起华人的情绪反弹。但林的迎敌战略还是延用旧思路，他宣布

如果"丹绒第二役"失败，他将不会再战"丹绒第四役"。此话虽

出， "反风"还是不起，坊间开始有舆论传出，其实林、许两个人都

应该保住，只要在丹绒区国会议席支持林吉祥中选，他在国会还是可

以担任反对党领袖，为民请命;而槟州首席部长一职还是让民政党出

任，所以呼吁丹绒武雅州议席选民务必力挺许子根。

4月 25 日开粟， "丹绒第二役"兵败如山倒，从上屈的十四席输剩

一席，只有女候选人章瑛在杏都兰棒区 CBa蚀 Lancang) 以区区六十二

张票险胜，成为槟州行动党唯一的州议员。林吉祥以七千七百零三张

票在丹绒武雅区饮恨沙场，他宣布从此退出槟州政坛，意味着今后行

动党再也不会有"丹绒第四役"。这一战绩最让马华惊讶，因为该党

上届大选全军覆没，这一回提名九席，竟然悉数全胜。至于槟州国会

方面，行动党从原有的六席跌至三席，卡巴星在日落洞区 CJelutong)

只是以二百八十三票胜出，而p .巴都在杏眼区 CBagan) 的多数票只

有一百一十八张，林吉祥在丹绒国会也不算赢得漂亮，因为其多数裹

从上屈的一万七千四百六十九张剧减到六千八百九十五张而已。

行动党在全国也溃不成军，提名竞逐五十固和一百零三州，只

赢得九国十一州，许多强人纷纷落马，在霹雳州和雪州的原有国会选

区全部失守。该党在1995年大选的总得票率从原本的 17.61%下挫到

1 1.94%，这是一个惨烈的败局。反之国阵则大唱丰收，在一百九十

二席的国会下议院中赢得一百六十二席，川、|议席总数有三百九十四

席，自阵拿下三百二十九席，形成了一个占有议会六分之五议席的超

稳定政府。林良实最为神气，因为马华总共赢得一百个议席，即国会

二十席，州议会七十席。该党的总得票数是九十二万五千七百四十三

张，比素来最爱跟它竞争"华人代表性"的行动党还多出二十五万七

千二百七十张。民政党的表现也不裕，竞选十国二十七州，有七国二

十二州胜出。自此以后，行动党再也没有"安全区"可言，因为在华

人比例占80%以上的选区，马华和民政党同样能攻克下来。至于马来

人46精神党也败绩累累，它竟逐六十五国和一百二十二州，只赢得六

国十二州，但是它在回阵内同回教党合作，依然能在吉兰丹州组织联



合政府。回教党基本上维持原有实力，赢因七国三十二州，得票率是

7.3%。沙巴团结党在沙巴赢得八个国会议席，但是它企图将势力伸延

到西马还是无功而返。

表19: 1995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内!议席之席次
知i属 国会参选席次 国会赢取席次 州会参选席次 少1'1会赢取席次

吉打 。 。 5 。

槟城 8 3 26 

霹雳 11 。 19 

彭亨 2 。 7 

雪兰我 3 。 16 3 

联邦直辖区 6 4 / / 
森美兰 3 。 11 2 

马六甲 2 9 3 

柔佛 5 。 10 。

沙巴 4 。 / / 
砂拉越 6 / / 
总计 50 9 103 11 

资料整理自: Edmund Terence Gom昭著: ((1 995年马来西亚大选报告与评论)) ，页
63-40 

1995年大选惨败后，柯、李同林吉祥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最终更

导致分道扬镰。 m接着该党副秘书长p. 巴都国会议员病逝，宣传秘书

黄朱强的国会议员资格被法庭否决，另一名副秘书长沈观仰和组织秘

书郭金福则因健康和派系纠葛而先后辞去党职，转而从商，加上议员

人数大减直接影响行动党的收入，全国总部和槟州总部的财政状况抓

襟见肘，这可算是行动党最艰难困苦的时刻。

反观国阵在大选狂胜，没有了"改朝换代"的后顾之忧。 12月

7 日，教育部长将((1995年教育法案》提呈到阁会一读通过，这是一

个迟来的严冬。经董教总律师团仔细研究，认为该法案通过后，华教

和华校将面临以下的危机: (一) ((1 961年教育法令》的"最终目

标"将在((1995年教育法令》下推行; (二)约半数现有的华文小

学董事部将有被解散的危机; (三)华文独中统考将有被停办的危

丰几; (囚)华文独中不能采用董教总制定的课程和课本，必须采用政

府"统一课程"，独中生必须参加政府主办的"共同考试"; (五)

除非获得教育部长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创立或倡办高等学府，或为其

筹款，或捐献予这高等学府。山41996年正月， (( 1995年教育法案》、

((1 995年私立大专院校法案》及((1995年高等教育理事会法案》在没

有获得公众充分咨询和讨论的情况下，匆匆地在国会三读通过，行动

党只有九席，犹如膛臂挡车，反对无效。而董教总的社会动员能力已

今非昔比，一方面是社会条件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是马哈迪"文化霸

权"战略的奏效。时移势易，学者曾庆豹批评"华教运动"已经质变

为"华教工作"，丧失了"主动创造社会性的抗争策略"，所以董教

总在华社已被国阵边缘化了。 1235

至于马来人46精神党跟回教党，却在丹丹!联合政府中经常闹矛

盾，加上拉沙里众叛亲离，其领导的反对力量已山穷水尽。苟延残

喘的拉沙里唯有接受马哈迪的献议，以"马来人大团结"为由，在

1996年10月 3 日正式宣布解散马来人46精神党，重返巫统。回阵、人阵

和两线制统统进入历史博物馆。

1996年的经济发展势头依然被看好， 00阵不断投入大量的资源

在大型基建工程，如发射马来西亚首颗人造卫星"东亚卫星一号"，

兴建国泊双子星塔、武吉遮里国家体育中心、赛柏再也数码城及布特

拉再也政府行政中心等。 1997年全球兴起资讯工艺热，人人都争先恐

后地搭上网络列车。为了不让马来西亚落后于这一股资讯革命的新浪

潮，马哈边的确表现出前瞻的领导目光。根据马来西亚政治学者邱武

德的分析，马哈迪本人就是科技迷，他意识到掌握资讯工艺是未来

发展的关键之一。山6故此马哈迪在第七马来西亚计划中，已率先提

1234. 

1235. 有关对董教总的肚判，请参阅曾庆豹: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一一咀谈董、教总、

的边缘化> ，见〈南洋论坛> , 1996年4月 21 日。

1236. 邱武德著，王国暗、黄进发等译: (超越马哈迪:大马政治及其不平之鸣) (吉

隆坡:烧人氏事业有限公词， 2004年) ，页320



出"国家资讯工艺行动计划" (汀 National Action Plan) ，交由"国家

资讯工艺理事会" (N ational IT Council) 负责执行，目的是将"马来

西亚转型成为一个全球的资讯工艺中心以及晋升为一个资讯工艺富裕

的社会"。由是之故，马哈迪倡议要兴建一条宽十五公里，长五十公

里，从吉隆坡城中城(也CC) 一直伸延到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哆媒体

超级走廊" (MSC) 计划，并开出许多优惠的条件，以图吸引全球最

尖端的多媒体科技人才、资金和企业到马来西亚从事硬件和软件的研

发、生产、推广及教育工作。林吉祥身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就"国家

资讯工艺行动计划"的理念和实施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 1237行动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1997年4月 13 日议决推动一项称为"资讯工艺，

人人共亭" (IT For All) 的全国运动，确保国家大步跃进数码时代的

同时，社会不会因为资源配备的差别而出现"资讯富" (Information

rich) 和"资讯贫" ( Information幽poor) 的新鸿沟。 1238这是一个从社会

民主出发的政见，避免"多媒体超级走廊"沦为外资集团的自由贸易

区，而国人却无法享有实质的傅益。 m林吉祥不仅到全国各地巡回演

讲有关资讯工艺和"数码政治" (Digital Politics) 的课题，他也敦促

行动党领袖尽快学习和掌握资讯工艺。然而效果似乎不是很显著，这

甚至构成该党元老派的逆反情绪，情况如同小乡镇的华人选民那样，

他们似乎还跟不上时代步伐，总是喜欢昕行动党炮轰国阵搞种族歧

视、滥权舞弊等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说内容。

1997年5丹 17 日，行动党的M. 古拉律师在安颇区 (Teluk Intan) 

E会补选居然爆冷胜出，以二千九百一十六张多数票打败民政党的候

选人朱树灌医生。林吉祥形容这是"六级大地震"，还宣称"新行动

党"已告诞生，接着借此在各个州委员会的选举中扶持新生代接棒，

进一步引起元老派强烈的反弹。

1997年下旬，因印尼农民烧芭火耕而让邻国深受烟缰之苦，国阵

不仅没有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来进行交涉，反之还拒绝每日发放"空

1237. 

1238. Lim Kit Siang, lT for All (Petaling Jaya: DAP, 1997), p. 1. 

1239. lbid., p. 14. 

气污染数据" (Air Pollution Index) ，对环保和区域合作显得一筹莫

展。坊间有人批评这是两个马来政权的相互庇护，妄顾人民的健康。

林吉祥认为这是近年来难得一次的环保教育，尤其在…片"去政治

化"的社会氛围里，或许环保议题对于行动党争取新一代的选民认同

是新的突破口。然而， "数码政治"和"绿色政治"在传统行动党的

支持者当中，并非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的议题，同时能借此抨击国阵

的力度也不大，效果也不彰。 1997年5月，马哈迫出国休假两个月，

由安华出任代首相。此间安华搞了一场有关肃贪倡廉的舆论造势运

动，以酝酿新反贪污法案的出台，这过后被认为是针对马哈边派系的

动作。林吉祥充分利用传媒报导贪污议题的"小阳春"，成功召集了

一项"反贪污圆桌会议"，获得学界和非政府组织的踊跃响应，制定

了"反贪污十点纲领"，提出马来西亚应朝向建设一个"对贪污零度

容忍"的社会。

踏入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从泰株邃贬开始，席卷整个东

南亚，再扩及亚洲各个国家。马来西亚的经济备受重创，这是长期监

督不力的金融体系、过度炙热的非生产性投资(机)、浮滥放贷的朋

党资本主义和无疆界的全球资金流动各个因素并凑下所引发的经济危

机。至于被马哈油所诅咒的国际货币大炒家索罗斯 (George Soros) , 

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危机的外囚，他所犯击的都是那些经济基本要素欠

佳，依靠短期外资来撑起泡沫经济的国家之货币。而这一场金融风暴

之所以蔓延恶化，并且在各个亚洲国家的情况不一，很大程度上出自

于各国政府如何应对商人和国际社会对它们处理金融风暴的疑问。换

言之，这是信心危机的问题。林吉祥批评，马哈边不断将责任推给外

困的说法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这种"否定征候群" (Denial Syndrome) 巳导致我们的政策制定

者和规划者无视自己所犯上的错误和弱点，漠视推进政治、经济和金

融重大改革的迫切性。 1240

1240. 引自〈林吉祥给98年首次内阁会议的15点建议> ，见〈火箭报》革新号第 l期，

1998年3月，页230



哪一方面需要迫切的重大改革?林吉祥的建议是，政府必须先解

放传媒，让可靠的经济数据自由流通，以克服各种不利的谣言在坊间

流传，加重国人的信心危机。再来是马哈迪应该摒弃由达因 CDaim

Zainuddin) 所领导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 C N ationa1 Economic 

Action Counci1) ，因为前财政部长达因被外界广泛视为马来西亚朋党

资本主义的头子，没有人相信他的经济改革方案会以公共利益唯上。

反之，马哈边委任达因被看作是要制约身为财政部长的安华，这是巫

统内部权力斗争的布局，有人则说这是两派对克服经济危机所展开的

路线之争。 1241此外，行动党也强烈反对马来西亚公积金局 CEPF) 成

为巫统高层用作挽救其朋党财团的工具。再则，林吉祥建议内阁应对

中央银行和金融界进行透明化的改革，一方面有效地清理烂账:另一

方面给那些具生产性以及出口导向的企业发放贷款，以协助国家经济

更快复苏。林指政府所有的复苏经济的策略、计划和方案，如中小型

企业基金、国家高等教育基金、食品供应基金等，都应该一视同仁地

发放给有需要的国人，而不应该以种族、个人关系或政治联系作考

虑。行动党也建议政府应该加强稽查内部的浪费、挥霍、无效率、繁

文练节、滥权、贪污和各种不正之举，包括欢迎民间社会团体的监

督，从而为国民以身作则，竖立一个搏节、透明和廉正的典范。他同

时呼吁政府加紧打击黑市外劳，优先保障在金融风暴期间一百万失业

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利益。

继"绿色政治"和"数码政治"后，行动党因时制宜， 1998年2月

开始转而到各地巡回主办"经济危机座谈会"，还邀请多位专家学者

提出分析和建议，让面对"资讯赤字"的马来西亚社会，尤其是中小

型企业界得以及时了解经济时局的发展。林吉祥强调经济危机当前，

1241.有人认为安华比较倾向采取IMF的方案来处理马来西亚的经济危机，这被视为是认

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如安华在1997年提

里的1998年财政预算案，就是类似IMF路线的方案，实施效果向马哈迪的朋党利益有

冲突。故马晗迪独排众议，决定采纳比较"左"的手段，如管制货币，实施离境税，

这有点类似左翼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所倡议的"托宾税" (丁'obin Tax) ，欧洲社

会民主党虽认同但还不敢实施。然马哈迪采取"左"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右"的目

的，即挽救其家族和朋党财团的利益，免受IMF麓蔼治疗法之音。

朝野政党应该团结一致，共赴时艰， "虽然我们并非制造问题的一部

分，但却准备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如行动党支持马哈迪拒绝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lMF) 求援，山2反对美国一些众议员提呈要求马

哈迪下台的议案。这两大举措虽是从捍卫国家经济主权的角度出发，

但它却招来党内外的批评，有人甚至指"林吉祥变了"，变得支持马

哈迪，是为了要"交换"林冠英的诉讼案能最终无罪释放。

这是因为自 1998年4月开始，行动党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声援林

冠英运动"。山3这一场运动在华人社会掀起了怒吼，行动党重现昔

日雄风。 4月 26日，行动党在槟州举行"声援林冠英"大集会，人山

人海，群情汹涌，这是自 1995年大选惨败后鲜有的炙热场面，林吉祥

说这"恢复了他对槟州人民勇于求变的信心"， "我在等待适当的讯

号，以决定是否应该重返槟州政坛"。四为了引起更大的舆论关注，

林吉祥也广邀各类的非政府组织和专业团体，联办多场的圆桌会议，

并且成立"林冠英支援团"，搞"声英"演唱会、讲座、晚宴、义

卖、落发、绝食等等，不一而足。 5月 29日开始，政府动用警力进行干

预，为了反击国阵的镇压，林吉祥便联合其他反对党，如人民党、回

教党、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筹委会) , 6月 2 日于马六甲签署了《班

底昆杜宜言)) ，接着在8日于国会大厦宣布成立"正义、自由、民主及

良好施政理事会" , 22 日再联合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在吉隆坡联邦酒

店发布《吉隆坡宣言)) : 

马未西亚人民关注到政府及警方'因担心印尼苏哈多倒台及该国

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会蔓延到我国'可能导致总结出错误的教训，以遏

制公民自由权而非展开政治改革来缔建一个具活力的公民社会。.

1242. 林吉祥支持马哈迪不向IMF借贷的立场，在行动党内引韶广泛的讨论。反对者认

为，应该将IMF请进来，借"美国大鬼来打巫统小鬼"，以乘机一举铲除那些苟延

残喘的国阵崩党财团和裙带资本家。支持林吉祥的意见则认为"请鬼容易送鬼难"，

IMF那一套雷厉风行的震荡治疗法(如收紧银根、提高利率、增加税收的结构性改

革)会让无事的中小型企业也受到牵连，况且IMF-且人才三马来西亚，并购马来自

亚的银行、金融和企业后，无疑就是让美圄更容易控制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

1243. 详见第六章。

1244. {火箭报》革新号第3期， 1998年7月，页23-24。



政府的反应不应是当作有成千上万的国人上街示威和起义'因为马来

西亚人民的心智，经过四十年代建国历程经巳十分成熟。 1245

苏哈多倒台是马哈边的梦魔吗?外人无法知晓。然而…项不争

的事实是，印尼确是因为吞服了IMF的"重药"而让社会矛盾迅速激

化，结果引发波澜壮阔的学运和社运将苏哈多一举推翻。然而此时此

刻的安华，却内紧外弛，他不断被西方媒体吹捧成"亚洲自由派"的

明日之星，以衬托出西方世界所讨厌的"亚洲独裁者"马哈迪。这一

种境外媒体所玩弄的把戏，让马哈边越发狠批西方自由市场的教条

和"犹太人阴谋论"，他仿佛觉得安华就是IMF的代理人，正千方百

计要吉隆坡上演椰加达"变天"的那…幕。这些外力加上经济危机下

的资源紧缩，导致巫统内的朋党因分赃不平而加剧派系内证。马哈迪

在5月决定委任达囚重返内阁，出任特别任务部长，以削弱安华的财

政部长权力。巫统接着在6月举行党选，属安华派系的巫青团团长阿

末·查希 (Ahmad Zahid Hamidi) 鳖脚地以党内的"朋党主义"来向

马哈边开炮。为了反击指控，马哈迪毅然公布所有巫统高层获授私营

化合约的名单，安华的家族和派系也榜上有名。马哈边将巫青团团长

的发难看作是安华在幕后唆使。山6此时《安华不能当首相的五十个理

由》一书在巫统大会广泛流转，两派人马已经到了斗臭斗垮的地步。

其实马哈迪和安华的矛盾，并非源自于什么"经济民族

义"和"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交锋，也不是一个腐败暴君和一个清廉

改革家之斗争，而是两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和捍卫自身政治前途的生

死博弈。从两人的背景可以看出，马哈边不是反对市场经济的"左

派"，安华也不是IMF路线的信仰者。说穿了，两人都靠私营化工程

大肆敛财，两人都是马来西亚威权体制的建构者，只是风格上马哈迫

不及安华民粹，安华不及马哈迪霸气，如此而己。

1998年8月 25 日，林冠英的上诉案被联邦法院驳回，当天下午四

时半即被送往加影监牢服刑，刑期为十八个月。行动党随即在当晚假

1245. 向上书，页90

1246. The Star, 12 May, 2000. 

联邦法院外展开"还我公正，释放冠英" (Redeem Justice, Free Guan 

Eng) 的烛光守夜运动，一直维持到8月 31 日国庆节晚为止，期间参与

的人数在百人以下，党外人士主要是雪隆一带的非政府组织义工，马

来人甚少，气氛悲凉。然而，没人想到这一场政治运动在数天后竟峰

回路转。

8月 27日，支持安华的国家银行正副行长呈辞。 9丹 1 日，马哈迪宣

布实施货币管制政策，且将马币对美元的兑换率固定在3.8比 10 翌日，

马哈迪宣布革除安华的副首相及财政部长职。 9月 4 日，86.统最高理事

会议决将安华开除出党。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巨变，引起举国震惊，

尤其是马来社会，更无法相信"马哈迪钦定的接班人"会在一夜之间

被罢黯。

马哈迪随即通过"媒体审判"，揭露安华涉及"不正当的性行

为"，除了向多名女子有奸情，甚至还鸡奸其义弟和前司机。马哈i且

要人们相信，安华被开除不是因为同他政见相左，而是因为安华的道

德极度败坏，倘从回教教义出发，这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其

实，马哈边给安华套"鸡奸罪"也带有迁回的政治意涵，即暗指安华

不仅是向西方势力叩头，还染上同性恋这一最颓废的西方文化。这是

在穆斯林社会里置安华于死地的最有效手段。安华罢官后，决定反

击。 9月 8日他回到槟城老家，向选民和支持者发表改革宣言《杏东埔

宣言)) ，是为公开讨伐马哈迪的出师表。安华宣称自己是因为在体制

内坚持改革朋党主义、腐败和贪污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以《可兰经》

发誓绝对没有干下如马哈迪所指责的种种伤风败俗的恶行。

另一方面，行动党也在观察局势的演变，因为"还我公正，释放

冠英"的运动随着"安华事件"的爆发而开始获得马来人的同情。林

吉祥决定要将两人受到政治迫害的遭遇相挂钩，以横跨种族政治的屏

障，安华也想借助行动党的影响来为他争取华人社会的支持，因为他

深谙自己昔日的政治记录让华人对他很有保留。一句话，其实双方都

需要彼此的声援，以便矛头一致对准马哈边政权。

9月 20臼下午，安华率众从国家回教堂步行到独立广场，跟着就

举行大集会，约莫有五万人出席，绝大多数是马来人。安华在夫人



旺·阿兹莎 CWan Azizah) 的陪同下，站在国家回教堂的二楼，以麦

克风向群众喊话。安华非凡的群众魅力，让黑压压的人群瞬间沸腾起

来，他们高喊"烈火莫熄" C Reformasi )和"真主伟大"，痛斥马哈

边的种种倒行逆施。演讲过后，人潮开始散去，只有零星的马来青年

继续拉队到首相官邸，在外部举行示威，然遭到镇暴队强力驱散。同

晚，马哈迪以《内安法令》逮捕安华，蒙面的特警破门而入，持械将

安华掳走。山7此外，一些安华的人马也相继遭到警方扣留。九天后，

即9月 29日，安华被警察带上法庭提堂，露面时其右眼居然出现"黑

眼圈"，举世哗然。人人都在揣测警方是否滥用私刑，殴打前副首

相。"如果国家第二号领导人都能被警方如此对待，更何况普通老百

姓。" 1248然马哈边却说这是安华为了博取同情， "自己打自己"。马

哈迪主导的政治荒谬剧竞到如此地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马来西

亚警察总长拉欣·诺 CRahim Noor) 最终承认是他殴打安华的，并在

1999年正月7日辞职谢罪。

安华被捕并没有让"烈火莫熄"运动沉寂下来，反而"黑眼

圈"激起越来越多马来人的"街头反叛"。几乎每隔数天，吉隆坡

就会有小规模的街头示威，以愤怒的马来青年居多，问中有"烈火

莫熄"的搞手发号施令，亦有政治部的"专业挑拨者"蓄意捣坏公

物，如象征式地"焚烧垃圾桶"，让主流传媒报导，制造"吉隆坡暴

乱"的假新闻，以合理化镇暴队使用武力。同 "5 • 13事件"间隔卅

载，整整一代人不曾尝试过的催泪弹、水炮车、铁盾和警棍在1998年

下旬一一派上用场。唯一不同的是，昔日是马来军警镇压华人，今天

的镇压者和被镇压者都是马来人，大多数的华人和印度人在一旁观

望，好比这是一场"马来人的家事"。

11 月 2日开始，被外间普遍认为是由马哈边一手主导的司法审讯

正式开始。行动党署理主席卡巴星是安华的主要辩护律师。安华在庭

1247. {星洲日报) , 1998年9月 21 日。

1248. Pengarang Strategic Info Research Development, Lawan Tetap Lawan: Kisah R叼uan

gan Rakyat k[enun阳t Keadilan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 Research Development, 

2000), p. 16. 

上面对十项控状:五项渎职罪，五项鸡奸罪。出来指控安华的五个男

人，包括其前司机、义弟和讲稿撰写人，随后都宣称他们是在警方的

威胁下被迫作假供以诬陷安华。四9这不仅是一场高度政治化的审讯，

也是一场引起马来社会文化冲击的审讯。马晗迪透过法庭和主流媒

体，以掏粪式的手段指控和羞辱安华，如"鸡奸"、 "胚交"、 "手

淫

开盲及的禁忌，在1998年末却成为主流媒体封面夭夭出现的字眼。邱

武德认为，安华所受的羞辱因他家人的蒙羞而放大，并进而扩大为整

个社群的耻辱。换言之，一道应被尊重的文化底线被逾越了，其结果

就是道德不满酿成的政治反对。 m

"烈火莫熄"造就了马来人的"文化反叛"，它以各种各样的形

式向整个国家机器宣战。首先是对主流媒体的怀疑和抵制，这托福于

马哈迪积极推动资讯工艺而催生"网络起义" ; 1251讽刺马哈边的政治

漫画也应运而生:国家文学奖得主沙农·阿末 C Shahnon Ahmad) 亦书

写了讽刺小说《粪便@操你妈)) CSHIT@P此iMak) 。因教党党报《哈

拉卡)) C Harakah) 更是洛阳纸贵，从原有的六万五千份额~升到卅万份

以上，林林总总的政治报刊也一纸风行，马来人再也不相信《马来西

亚前锋报)) CUtusan Malaysia) 或《每日新闻)) CBerita Harian) 的报

导。他们反抗权威、挑战领袖、鄙视警察、质疑司法，总之对一切来

自官方的说法都采取"大拒绝"的态度，这是马哈迪始料不及的。

行动党、人民党和世俗的非政府组织数十年来所弘扬的民主人

权、新闻自由、三权分立、政治透明、开放社会及肃贪倡廉等政见，

向来在马来社会是无人问津的，因为这些都是长年被巫统所妖魔化的

价值观，不是要削弱"马来人特权"，就是为了要向西方帝国主义效

劳。然"安华事件"爆发后，马来人开始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好比

1919年中国人的"五四运动"那般。马来学生不仅在大学校园里造

1249. 邱武德: {超越马哈迪:大马政治及其不平之鸣} ，页1170

1250. 同上书，页 111-112。

1251.有关讨论"烈火莫熄"网站的专文，请参阅Ani1Ne忱。， "Reformasi on the Internet," 

in Communi伊leno. 58 (March-August, 2001): 14-18. 



反，也在首都街头上示威，更在网络上进行颠覆。大都会里的马来中

产阶级、甘榜田园中的乡亲父老，都一致谊咒政府残暴 CZa1im) ，都

异口同声要求公正 C Keadi1an) ，都大胆喊出"马哈迪下台" CUndur 

Mahathir) 。

为了让这一股要求政治改革的民气能持续保温，并且由街头政治

导入政党政治的框架，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在一些非政府组织人员的

协助下，先在1998年 12月成立了"社会公正运动" CADIL) ，后来

在1999年4月 4日再成立多元民族主义的国民公正党 C Parti KeADILan 

Nasional，下简称公正党) ，由旺·阿兹莎担任党主席，赞德拉博士任

署理主席，蔡添强是其中一名副主席。

1999年4月 14日，安华的第一回合的审讯案下判，五项舞弊渎职

罪名全部成立，每项控状判监六年，刑期从定罪当天算起，并同期执

行，史称"黑色十四日"。 "烈火莫熄"运动分子认为这是有"政治

阴谋"的判决，遂引发街头示威抗议的另一轮高潮。而公正党在建党

后，也将精力集中在筹备选举，开辟街头政治以外的第二条战线，积

极投入在回教党协调下所成立的认民公正运动理事会" CGE也K) 。

其实，回教党力图要将所有反对马哈边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统合起来，

成为一个跨越反对党、非政府机构、学运团体、妇女组织和宗教运动

的反国阵大联盟。而GERAK对选举政治的企图心是不言而喻的，它希

望借助"安华事件"所掀起的"烈火莫熄"来改变马来西亚朝野政党

的政治版图，这其实也是公正党所迫切需要的，行动党和人民党亦认

同这是一个政治变革的黄金契机。随着大选建音日益逼近， GERAK务

必要尽快解决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简言之，反对党团结的最大共识

是反对国阵的《内安法令)) C Intema1 Securi可 Act) ，反对党闹意见也

是为了ISA三个英文字母，即是因教党的"四教国议程" C Is1amic State 

Agenda) 。

当年对"回教国议程"感到担忧的只有行动党，也唯有它采取鲜

明的反对立场。除回教党， GERAK中的其他成员，如公正党和人民

党都不愿严正看待有关矛盾，甚至抱怨行动党总爱随着国阵华基政党

的"回教国"宣传起舞。至于在原则上反对神权政治的其他非政府组

织人员，包括那些拥护"烈火莫熄"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不论是

自由派回教徒、社会主义激进派或者华教人士，多半部渴望GERAK能

求同存异，矛头对外，对"回教囡议程"尽量淡而化之。为何同处一

个多元社会，迎战同一个政治霸权，间在一个"彩虹联盟"里，他们

同行动党的视域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根据笔者的观察，原因有五:一是他们的穆斯林身份，让他们

不便采取公开反对"回教国"的立场:二是他们出战的选区，主要是

马来人选区或者以马来人为主的混合选区， "回教圈议程"在攻击巫

统候选人时，不尽然是负面课题:二是他们日常的政治实践都是街头

政治、回教堂政治或马来甘榜政治，根本不会如行动党领袖那般，天

天面对华人的非议:四是它们要么不是蚊子党，就是新政党，在国会

中根本没有任何议席，一切从零出发，不像行动党那般有固定的选区

利益(或称选举基本盘)需要照顾:五是马来领袖无法真正穿透华人

选民的担忧和恐惧心理。而那些参加GERAK或公正党的华人，主要

都是政治新鲜人，有者是放洋回来的专业人士，有者是非政府组织的

头目，有者是本地大专的所谓学运分子，还有一些前劳工党的毛派分

子， "激进"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安华事件"将这些人集合在一

起，他们都迫不急待要推翻马哈迪。在他们眼中， "回教固，我们怕

什么? " 1252这一过于激进，或说过于乐观的观点，很快就同行动党的

选举战略发生矛盾。

1999年5月，行动党提出的选举目标是"否决国阵的国会三分工议

席" 0 1万3然对于GERAK而言，林吉祥的选战吕标定得太保守了，它们

要的是一举推翻国阵，所以私下对行动党冷嘲热讽。其实，即使要否

决国阵三分二，林省祥亦不认为是简单任务，故行动党也需要主动调

整自己的纲领，以免让马来人担忧，或者说减轻其他马来反对党的包

1252. 社会猫头鹰: <社会评论系列三:自教蹈，我们怕什么?} (八打灵再也:文运

企业， 1999年) ，页 10; 240 

1253. Press Statement by DAP Nationa1 Organising Secretary, Kerk Kim Hock in Petaling 

Jaya on 4 May, 1999. 



袱。这就是林在5月 10日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II" 的新说法。山4

然这一稀释"民族"强调"公正"以建立"一个新的马来西亚"观

点，也受到巫统的激烈围剿，白的是要污蔑GERAK中的马来反对党勾

结行动党，出卖马来人权益。

为了反击巫统的攻势，回教党主席法兹·诺 CFadzil Noor) 在5月

28召开的第四十五届四教党党员代表大会上说， "反对党当权后，不

会是由安华或林吉祥当首相" 0 1255这除了反映回教党对执政雄心勃

勃，也间接表露出该党想要主导反对党阵线的企图心。再则，回教党

也要让马来选民知道，新首相职还是由回教党领袖担任，所以不必担

心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翌日林吉祥回应道:

首先让我表明我的立场'我参政二十二年从未有过妥当首相的念

头。但这不意味着，我国的宪法是禁止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度人、卡

达山人或伊班人入主首相办公室。……无论如何'基于马未西亚目前

的政治现实'我恐怕无法在有生之年亲睹马来西亚华人、印度人、卡

达山人或伊班人皆可以出任首相。......至于"国阵在来届大选倘被推

翻，将由谁出任首相"的问题，反对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几个月末举行

的多次会议中都未曾讨论。山6

5月 30日，林吉祥在马六甲召开的行动党全国领袖大选备战会议上

称，推翻因阵应该分"两步走"，因为"我看不到在全国政权方面，

存有任何推翻国阵的现实可能性" : 

我相信反对党之间的全面合作，将能成功否决因阵三分二的国会

议席。但是如果反对党过于好高莺远'以为组成联盟就能一举推翻国

阵的话'那么可能反过来让国阵受惠、，导致可以预见将否决国阵三分

二的目标落空，因为选民将回过头来挽教国阵'避免它被推翻，而保

留了国阵三分二的霸权优势。……四教党领袖必须晓得，当他们宣称

1254. 详见第三章。

1255. Utusan MaJaysia, 29 May噎 1999.

1256. Media Com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9 Mày, 1999.盾转载于〈火箭报〉革新号第
5期， 1999年7月，页 160

要在来届大选推翻国阵'并假设回教党领袖将出任下届首相的职位，

即是肯定了回教国课题将成为未届大选的核心问题。这即是为何我建

议以"两步走"来达到推翻国阵的理想:先在来届大选否决国阵三分

二议席'尔后在接着的四至五年的大选才推翻国阵。 1257

从"回教国议程"引伸到"两步走"的选举战略，林吉祥的"务

实"和GERAK的"激进"分歧甚大。到了6月间，矛盾还无法解决，

林吉祥遂建议 "3+ 1公式"，即行动党虽不参加反对党阵线，但是同其

他三党保持默契，在大选上阵时以"一对一"挑战国碎，避免反对党

自相残杀。阳在反对党阵营出现分歧之际，马哈边发出凌厉的政治攻

势，他指"来届大选将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肮脏的一次大选"，因为

反对党受外国势力操控，用尽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以暴力颠覆国家

的自主权。四国阵亦大肆利用印尼"变天"所引致的一些失控和暴力

排华事件来恐吓马来西亚选民。 6月开始，国阵在全国各地的交通要道

旁都竖立起恐吓性政治宣传广告，文字是"外国势力插手破坏国家主

权"，图片是街头怒火焚烧被推翻的汽车。 8月 9日，马哈迪在一项马

六甲的集会上公开威胁说:

我们在 1969年无法赢得三分二议席'所以就发生骚乱。这清楚

地证明如果人民选择一个弱势政府'那么这个国家的和平将没有保

障。……我如果不将这一点告诉人氏'我就是失职。凶。

而马华、民政党和砂人联党在华人社会也全面攻击行动党"勾

结"回教党，支持"四教国"。它们用很简单、很形象化的语言来作

宣传，如指国阵被推翻后，马来西亚将沦为没有猪肉吃、没有酒喝、

没有祖先拜的回教固，还说女人要"包头"和夜间不能工作。此外，

云顶赌场、卡拉OK、女子理发店、万字票投注站等统统会被囚教党

下令关掉，整个马来西亚将变成如古兰丹那般封闭和落伍;更骇人昕

1257.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on DAP General Election Brainstorming Session in Melaka 

on 3。如1ay， 1999. 

1258. Media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4 June, 1999. 

1259. Utusan A企Jaysia， 7 June, 1999. 

1260. The Star, 10 Augus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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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总总的宣言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份文献，它获得全马各地大约两

千多个华团的联署支持，惟华总(前身是堂联〉及马华工商联合会总

会(下简称商联会)拒绝参与。这是董教总在大选前试图向国阵施压

的一个大动作，它在1995年大选时曾表示"中立"0 <<诉求》在"前

言"中指: "我们呼吁所有政党和来届政府支持与实践这些诉求" 0 1266 

8丹 17日，行动党率先表示支持，公正党和回教党随之也表态认同。马

华副总会长黄家定为了选举利益考虑，亦不得不在8月 19日宣布，该党

原则上认同《诉求)) 0 
12679月 14 日，马哈迪咆哮说， <<诉求》是"威胁

国阵政府"，他提醒"马华不必向国阵说项"，因为"国阵要的是人

民毫无条件的支持"。因89月 23 日，马华、民政党、砂人联党组成内阁

代表团，与华总及离联会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表示接纳《诉求)) 0 1269 

10丹 24日下午三时正，行动党、公正党、回教党和人民党在吉隆

坡联邦酒店召开大集会，正式发布替代阵线(下简称替阵)大选共同

《迈向一个公正的马来西亚)) ( Towards A Just Malaysia) 。它们不

使用反对党联合阵线，而是以替阵的名义来向马来西亚一千万名选民

推介这份宣言。除了行动党，其他三党是准备替代国阵上台组织新政

府的。由于时间仓促，因党还是保留自己的党徽来竞选，不似国阵那

样，十四个成员党在竞选时采用共同的标志。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的

马来西亚"，替阵宣言列明六大策略目标:强化国家经济、提高政府

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缔建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促进国民团结、建构一

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及恢复马来西亚在世界舞台的良好名誉和地位。 1270

为了不让国阵捉到靶子，替阵宣言没有提及"四教盟"和"马来西亚

人的马来西亚"字眼。翌日，巫统控制的马来传媒即刻炮轰回教党放

1266. 向上书，页20

1267. {南洋商报}， 1999年8月 19 日。

1268. (南洋商报) , 1999年9月 14 日; 9月 2080

1269. (星洲臼报)， 1999年9月 23 日。

1270. 引自替代阵线大选共同宣言〈迈向公正的马来西亚〉。

弃"回教国" 0 1271 

11 月 10 日，当隐会正审议"2000年财政预算案"到半途，马哈

迪突然宣布解散国会，选举委员会随即宣布 11 月 20 日提名， 29 日投

票，竞选拉票日只有区区九夭。根据林吉祥的看法，马哈迪匆匆解散

国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古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在11月上旬单方面宣

布"回教党准备接受来自行动党的非马来人出任首相，只要他符合替

阵所定下的条件"，让巫统逮到了良机。其实，替阵在闭门商讨新首

相人选时，已经达致共识要推举安华担任。聂阿兹的说法无疑是自找

麻烦，虽然他是就《联邦宪法》第43条款作出正确的诠释，但对马来

选民而言，却是"政治不正确"，所以招致巫统领袖排山倒海的攻

击，指回教党"听命于行动党"， "让马来人特权受到动摇"。

11 丹 14日，林吉祥宣布1999年大选将是行动党的"生死战"，因

为该党"参加替阵是自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林称，如果选民受到

国阵"四大杀手锅"的迷惑和误导，那么行动党必败无疑，他解释:

行动党如果孤军奋战'那么国阵的"四大杀手铜"对我们将无法

得逞'同时我们也可以预计会赢得二十到二十五个议席。但是参加替

阵'最好的成绩预计也只是赢得二十到二十五个议席。……如果我们

自私的话'只为了多赢十个议席'那么参加替阵的风险实在是太大'

太不值得了，因为我们或将面对史无前例的大挫败。然而，如果我们

相信这一局的大选，是否决国阵三分二议席的黄金机遇，那么为了恢

复民主'以及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 1272

1999年大选，替阵四个政党通过协商所分配到的参选席次是:

自教党六十三席，公正党六十席，行动党四十六席，人民党四席。

11月 20日，行动党提名四十六人角逐国会及八十八人角逐州议会。在

派出的国会候选人当中，有64%是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工程师

1271. Beri白 HaJ:町'， 250ctober， 1999; Utusan Malaysia, 25 October, 1999. 前者的封面头
条是"反对党宽富没有回教国" ;后者的标题则是"反对党摧介宣言没有提及回教

圆"。这是要打击回教党在马来社会的威信，指它出卖穆斯林权益给行动觉。

1272. Speech by Lim K.it Saing on the DAP National General Elections Conference on 14 

November, 1999. 



或大学毕业生，其中57%是新面孔，而女性则占了七名。 1273林吉祥重

返槟州参选，民政党预计林吉祥将发动"丹绒第四役"，再次挑战许

子根，但这一回林吉祥却弃"王者之战"的战略，出其不意地转战升

旗山国会选区及植物园州选区，对垒民政党总秘书谢宽泰和槟岛市政

局主席了福南。至于许子根的丹绒武雅区，则由黄康力低姿态上阵，

有媒体指这是一种"兵打士"的战术，让民政党无从指责行动党专

针对"华人唯一的首席部长"。许子根形容林吉祥的布阵是"代理

战"，其实是要"铲除其最得力的左右手，用兵之计根本是延续丹绒

之役"， m而林吉祥则表示"胜算不高，两个选区都可能会失利" 0 1275 

是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州总共提名七国十七州，寻求选民的支持，以

抗议国阵在槟州州议会和槟威市政周的"倒退式"领导，将"东方之

珠"搞成水患严重的"东方威尼斯"。林吉祥没有提出执政槟州的鸿

图，也没有发布槟州行动党的附加宜言，目的是不想、激起华人对"改

朝换代"的恐惧。党内有不少人都说，这是"静悄悄"的夺权行动，

只要华人票稳住，加上安华的"烈火英熄"从槟州杏东埔延烧开来，

马来选票因反巫统而力挺行动觉，民政党一个不小心，分分钟阴沟里

翻船。林吉祥似乎从"丹绒第二役"吸取了教训，低调或许在战略上

更为有利。故有舆论形容这是行动党"以守为攻"的战略。山6民政党

其实对林吉祥的新战略感到担忧，为了要抬高谢宽泰的胜算，林敬益

在23 日向升旗山选民宣布，如果谢打倒林吉祥，那么将受委担任副部

长。此外，林吉祥也接获选民通报，指升旗山区出现幽灵选民，林指

这两大不利因素是民政党的克敌之道。

竞选期间，因阵以大量的谎言对行动党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是

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暨八打灵再也北区国会候选人刘天球在其个人宣

传单张中，印有一幅他在社会党国际大会上同以色列工党领袖佩雷斯

C Shimon Peres) 的合照，被巫青团代团长希桑·慕丁 CHishammud唰

1273. Media Com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0 November, 1999. 

1274. (中留报) , 1999年 11月 21 日。

1275. 同上注。

1276. (南洋商报)， 1999年11月 21 日。

din) 扭曲成"行动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所以行动党反对回教

国" 0 1277再者， ((马来西亚前锋报》在 11 月 25 日的封面头条，刊登

"林冠英许诺行动党和反对党获胜，马来人特权将被废除"的假新

闻。 1278此外，马哈油也在27日利用行动党副秘书长阿都·姆禄 CAbdul

Muluk Daud) 所提供的"证据"，指行动党接受瑞典政府的经济援

助，来干预马来西亚内政。 1279这些谎言就是要恐吓马来选民，将

行动党抹黑成一个同以色列和外国势力勾结的政党，一旦获胜就会

废除"马来人特权"，同时回教党也因为昕命于行动党，所以放弃

了"回教国"纲领，出卖回教徒的权益。另一方面，马华和民政党在

华人社会却采取截然相反的宣传攻势，它们指行动党参加替阵，就是

直接"勾结"回教党，支持"回教国"，出卖华人的利益，让华人不

再有猪肉吃、没有酒喝、没有祖先拜、不能赌博、斩手斩脚等等。哈

油·阿旺之前在国会提呈的五项私人动议，包括((1999年管制和约束

非回教徒的宗教发展(联邦直辖区)法案)) ，果然被民政党主席林敬

益拿来大肆借题发挥， "我要林吉祥解释，他在这项问题的立场，华

社都担心投票给民主行动觉，就等于给回教党一个额外的选票，以实

现它们成立回教国的意愿" 0 1280 

然对替阵最为不利的宣传，是因阵在各大语文报章天天刊登数

页全版的恐吓性政治广告，如将"烈火莫熄"街头示威的照片放大，

要选民选择"安定还是暴乱" ;将国阵和回教党作比较，要选民选

择"进步还是倒退"，提醒选民"别赔掉我们的前途"。这些广告均

辅以各种暴动的照片，引起很大的视觉震撼效果。行动党各地的候

选人分别在21 日向警方报案，指国阵的政治广告涉嫌触犯《选举法

1277. (南洋商报) , 1999年 11 月 25 日。

1278. Utusan Malaysi泣， 25 November, 1999. 

1279. 网都姆禄是行动党资深的马来领袖，自 1960年代开始就参加行动觉，是一名作

家。他是因为在廖金华退出行动党后，不获党中央委派他竞选廖的士布爹囡会选区

而退党。他将行动党中央在1995年受瑞典社会民主党之邀到斯德哥尔么考察的"学

习之旅"，说成是"行动党接受外国政府经济援助"，然后将两党来佳的文件交给

马哈迪作"证据"。

1280. (星洲日报) , 1999年 11 月 20 日。



令》、 《煽动法令》及刑事毁谤，要求警方调查，因为"这些广告误

导选民，让选民在感到威胁的情况下无法自由投票"。 m1

另，行动党也认为马哈迪刻意利用中国总理朱镑基在11 月 22至

23 日的访马行程来为留阵造势，大打"中国牌"。林吉祥在22日忠告

朱错基应该慎言，以免被视为卷入马来西亚选举。四林的意见受到一

些人的批评，指他冒犯了中国领导人。国阵则说朱镑基的到访是"巧

合"，因为行程是很早就敲定的，朱络基访马后将赴马尼拉出席东盟

的9+3会议。而行动党在大选座谈会上，也将朱镑基和安华相提并论，

认为朱是中国很有胆识和魄力的改革家， "给我一百口棺材"被行动

党广泛引用，朱成为替阵的"改革符号"之…，故马哈边打"中国

牌"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另一方面，回教党于26日在丁加奴州宣布一份《与回教并进》的

附加竞选宣言，主张"确立以《可兰经》及《圣节11))言行法规为基础

的政府"，行动党被蒙在鼓里。马华和民政党如获至宝，将这一切归

咎于行动党出卖华人，回教党最后数天的背义妄行，让行动党章困在

华人选区。

29日晚选举成绩揭晓，行动党一败涂地，只赢得十国十一州。

虽然在国会方面比1995年大选多取一席，但是林吉祥、卡巴星和曾敏

兴三大巨头所角逐的国州议席却全部落败，林吉祥更是从政三十三年

以来首次被拒于国会殿堂之外。 1283至于槟州行动党"以守为攻"的

战略同样无功折返，角逐十七席只赢得一席(新人罗兴强〉。林吉祥

形容这是"灾难性的挫败"。简言之， 1995年支持国阵的华人选票，

在是届大选中没有因为新政局的变迁而回流到行动党一方， "烈火莫

熄"最终证明无法掀起华人"求变"的意志，即使行动党取得部分马

来选票的支持，还是无法成功突阁。

反之， "烈火英熄"的最大得利者是回教党，其势力在马来社

1281. (南洋离报>， 1999年 11 月 23 日。

1282. {里洲日报> , 1999年 11月 23 日。

1283. 林吉祥在升旗山因会选区以一百零四张票微差败给谢观泰;在植物国外l选区则以

三千余票输给了福离。

会迅捷膨胀，国会从原有的七席飘升到二十七席，取代行动党成为国

会最大反对党。再则，回教党在州议会选举也大有斩获，共拿下九十

八席，不仅保住吉兰丹，更夺得丁加奴州政权，同时在马哈边的故乡

吉打州也取得过半的国会议席和三分一的州议席，使到巫统的政治根

基受到强大的冲击。然公正党只赢得五国四川1 ，人民党全军覆没。它

们之前高喊改朝换代，如今证实只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那些积极为

它们摇旗呐喊的非政府组织和激进派，如今纷纷转口说公正党的党龄

只有七个月，取得如此成绩已算不错，他们也将公正党败选的责任，

归咎于行动党没有让出更多的混合选区给前者。山4这种说法被马来

西亚政治学者罗国华的统计分析所推翻，因为在西马半岛，以马来人

占了50%至65%的六十一个混合选区中，国阵拿下六十席，行动党只

赢一席，而公正党却全军覆没，它赢得的五个国会议席其实都是来自

马来人超过三分之二比例的选区。山5换言之，在混合选区中的非马

来人，尤其是华人都没有支持公正党，即使行动党让出更多的混合选

区给公正党，成绩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整体而言，替阵共获得四十二

个国会议席，沙巴团结党三席，距离否决国阵三分二的目标还欠十九

席。这证明林吉祥之前提出"两步走"的战略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无

奈从GERAK到替阵，那些头脑发热的激进分子都主张"一步登天"，

结果很吊诡地挽救了马哈边政权。这也就是《易经》中"阴极为

阳"、 "物极必反"的道理。

至于国阵的表现，它从1995年大选的一百六十二席减少到一百

四十八席(西马占了一百零二席) ，其中巫统的失败最为明显，它从

原有的八十八席减少到七十二席，马华只是从上屈的三十席掉了两

席，沙巴图阵的成员党从团结党手中夺回五席，其余的民政党、印度

国大党和砂拉越国阵各个成员党的表现基本维持不变。这是巫统党史

1284.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政治分析组编: (巫统的困境:第十届大选分析) (八打灵再

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2000年) ，页21 。

1285. Francis Loh Kok W;拙， "Post-NEP Politics in Malaysia: Ferment and Fragment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ustralia-Malaysia Confere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

versity, Canberra, 24-26 May, 2000, pp. 弘8.



上，首次出现巫统议员少过其他国阵议员的总和之势，即七十二对七

十六，宣告"巫统可以单独执政"的神话破灭。国阵的总得票率占

56.5%强，所获选票是3 ， 762， 949张，而替阵的总得票率是42.6%，选票

则有2， 681 ， 460张。巫统和回教党的势力是此消彼长的，公正党对巫统

的威胁不大。马来人在巫统的保守民族主义和回教党的保守回教政治

之间作选择，公正党的多元主义和人民党的社会主义，终究不是马来

政治的主流。若非华人选民保守，加上新登记的六十八万名选民能获

准投票的话，国阵的三分二优势可能就发发可危。

表20: 1999年大选行动党参选与赢取的国州议席之席次

州属 国会参选席次 E会赢取那次 州会参选席次 州会赢取席次

吉打 。 4 。

槟城 7 4 17 

霹雳 9 16 4 

彭亨 2 。 8 

雪兰我 4 。 16 

联邦直辖区 5 4 / / 
森美兰 2 。 10 。

马六甲 8 4 

柔佛 6 。 9 。

t!、巴 2 。 / / 
砂拉越 7 。 / / 
总计 46 10 88 11 

数据整理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政治分析组: ((巫统的困境:第十届大选分析)) ，页

50-51; 58-59 。

表21: 1999年大选替代阵线囚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成绩比较

政党 i 参选席次 赢取席次 选区内 所获选票 占全国总 占选这内

总选票 有效票% 有效票%

回教党 63 27 2138155 997816 15% 46.7% 

行动党 46 10 2000530 848040 12.7% 42.4% 

公正党 60 5 1952710 766614 11.5% 39.3% 

人民党 4 。 204664 68990 1% 33.7% 

总计 173 42 6296059 2681460 40.3% 42.6% 
资料来源: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政治分析组: ((巫统的困境:第十届大选分析)) ，页

530 

(六)反思与复兴期 (2000年迄今)

大选惨败后的行动党，党主席曾敏兴急流勇退，林吉祥改任党主

席，郭金福接棒成为第四任秘书长。 1286即使进不了国、州议事堂，

林吉祥仍然是全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然对选后的马来西亚新政局而

言，行动党被崛起的回教党边缘化乃是大势所趋。林吉祥的"国会反

对党领袖"一职被法兹诺取代事小，马来西亚的世俗化政体面对"回

教囡议程"的威胁事大，林吉祥在落选后的翌日指:

随着巫统的两个州政权和二十七个国会议席输给回教党，同时巫

统的许多议席是以微差多数祟险胜之后'巫统将在面对回教党的挑战

方面承受巨大的压力。为了重夺马来选票'巫统将和回教党相互竞争

推行史多的回教化政策。 1287

然副首相阿都拉·巴达戚 (Abdulah Badawi) 在12月 1 日正式否认

巫统将会走"回教激进主义" : 

华社可放心，巫统及罔阵仍然会坚持目前的温和及中庸的治国之

道'因为它符合大马国情。……巫统不会刻意为挽回马来人的支持'

落实史多回教化政策或措施'要化解回教党的威胁，可考虑其他策

咯。 1288

值得留意的是，李光耀在12月 14日接受亚洲CNBC卫星电视访问

时这么说:

马来西亚人民不可能选择回教原教旨主义'虽然回教党在最近的

大选中崛起……"危险"的是'回教党可能采取较世俗的策略，使该

党变成世俗巫统的替代'这才是问题所在 o 1289 

到底谁的说法比较接近客观事实，或许我们可以从新上任的丁

加奴州务大臣哈迪·阿旺所颁布的一系列"四教新政"中察出端倪。

1286. 有关 1999年大选后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职位更替，详见第六章。

1287.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30 Novmeber, 1999. 

1288. <南洋离报} , 1999年 12月 1 日。

1289. Agence France Presse, 13 December, 1999. 



12月 1 日开始，他下令撤销苏丹马末大桥的过路费、废除小商贩税

C Cukai Bakul) 、门牌税和评估税。此外，还给予公务员九十天产

假、丈夫陪产假七天，且公共部门实行五天工作制。另，晗迪·阿旺

也以身作则，除了拒绝支领州务大臣的房屋津贴，也不入主奢华的大

臣官邸，他还要求了州行政议会成员公布自己的财产，设立由前联邦

法院大法官敦·沙烈·阿杏期所领导的"冤情委员会" CHisbah，类

似西方民主国家的Ombudsman) 。这些回教新政获得丁州人民的欢

迎。

然雨，哈迪·阿旺也仓促地推出一些让非回教徒社会感到不安的

政策，如准备要向外i 内的非因教徒征收"特别税" CKh叮叮 Tax) 。这

是一项从非因教徒的商业活动净收入中抽取介于5%到10%的新税务，

征税层面概括所有的离业、农业、矿业和工业活动。根据宗教研究

学者陈金狮博士的看法， Khar碍是在中东一带实施于被征服群体的税

务，通常是用在土地方面的税收，被征服的族群被称作"次等人民"

CDhimmis) ，所以Kharaj的概念含有贬义，是向"次等人民"征收税

务之意。阳。"特别税"受到行动党的强烈反对，卡巴星声称， "若了

州政府执意推行，我们唯有把它带上法庭，起诉丁州政府"。然公正

党副主席蔡添强则认为"这是一个税收问题，而并不是一个只针对非

回教徒的问题"。阳这一项备受华社争议的政策，最终因为舆论压力

和法律问题而无法落实。

2000年元月，警方以《煽动法令》逮捕和检控卡巴星，其罪名是

在去年9月 10 日在庭上为安华辩护时揭露有高层涉及安华在狱中叩比

中毒"事件而触犯煽动罪。卡巴星说，他是共和联邦自家中第一

位困在法庭上发言而被提控的律师。 1292公正党人随即为纪念"黑色

14日"而筹办的大型示威活动，也遭到警方的强势镇压和拘捕。"司

法检控"和"大逮捕"无疑是因阵镇压替阵的策略之一。然而，最重

1290. (南洋商报> , 1999年12月 6 日。

1291.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资料组编: {了加奴州回教党执政之后……> (八打灵再也:

策略资料研究中心， 2000年) ，页740

1292. (中~报> , 2000年 1 月 14 日。

耍的还是回到政策层面的比较，回教党作为丹、丁两州的执政党，对

外被看成是替阵的"模范川、1" ，马来学者法力诺 CFarish A. Noor) 就

称，马来西亚选民可以有两个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选

择，即巫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回教党的伊斯兰模式。即

有人称这是马来人的"一国两制"。但华人和印度人难道只有这两个

选项吗?

哈迪·阿旺的"特别税"碰撞后，回教觉其实也在积极反思检

讨，要如何在扩马来西亚来政治版图的同时，争取到非马来人的支

持。一来是为推翻自阵，朝执政联邦政府的宏伟目标迈进:二来是为

了照顾替阵中其他成员党，特别是行动党的选举利益。然而要在两者

之间取得平衡，并非容易的事，因为回教党是以抨击巫统的世俗政策

(回教认为世俗是腐败的总根源)来攻入马来选区:而华人却是最害

怕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施政，他们宁愿要巫统的腐败资本主义，也不

要回教党廉洁的神权政治。

鉴于此，林吉祥决定为回教党和华人社会之间筑塔起一个"文

明对话"的平台，从而"消到囡阵为了毁谤替阵而制造出来的无根据

之恐慌"。 ω4从2000年头开始，行动党就跟回教党进行频密的"文

明对话"，除了行动党高层专程到丁加奴访问，也邀请哈迪·阿旺、

聂阿兹和其他回教党的中央领袖到雪兰我中华大会堂来同华社举行座

谈会，向华人介绍回教党州政府的施政和发展。林吉祥认为"文明对

话"是要达致以下两项目标:

(一)在大马促进宗教与宗教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谅解。回

教徒和非回教徒有必要互相了解'进而建立一项公正、自由、民主及

良好施政的共同原则;

(二) "政治回教" (Political Islam) 必须就公正、自由、民主

及良好施政建立起全面的承诺和兼容性。 1295

1293. 法力诺: <马来西亚1999年大选:政局之转移) ，见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政治分析
组: {巫统的困境:第十届大选分析> ，页32。

1294. 林吉祥: (替阵与国教国) (八打员再也:民主行功党， 2001年) ，页 140

1295. 同上书，页160



林吉祥确实用心良苦，他一方面鼓励华社应该多和回教党互动，

另一方面也致力于高举替阵《迈向公正的马来西亚》共同宣言(下简

称《替阵宣言)) )来作为"规范"回教党"政治回教"的蓝本。林吉

祥称"假使《替阵宣言》能进一步解除华人及非马来人对回教国的

恐惧，那么它才能成为获得大部分马来西亚各族人民支持的替代选

择"。肌除了公开举行"文明对话"，林吉祥私下也对回教党州政府

提出许多建议，如拨款给丹、丁两州的华文小学和淡米尔文小学:早

日批准被前任巫统州政府所拒绝的瓜拉丁加奴佛教会、天主教会和基

督教会提出修建会所的申请:在市议会和县议会中委任华裔议员来参

与决策等等。 1297换句话说， 2000年的林吉祥正尝试对行动党做一些李

光耀所认为"危险"的事。

持平而论，哈迪·阿旺在执政初期，确实展现了非凡的魄力，除

了一一实践林吉祥的建议，还大刀阔斧地按回教的公正原则来进行社

会改革。如清算前任政府官员所涉及的贪污滥权行径，并关闭州经济

发展局辖下亏损的所有子公司(这是前任巫统州政府敛财的工具) ; 

停止一切滥砍伐森林的发展计划及划一州内的伐木税:以公开和透明

的方式来处理投标和承包工程:通过石油税来发展农业，除了改善耕

作配备，也给予稻农100%的稻米津贴:推行无息贷款的回教银行制

度:恢复了州首府瓜拉丁加奴的"唐人街" (J alan Kampung Cina) , 

巫统执政时曾将它改称"万达街" (Jalan Bandar) ;废除巫统实施了

十年的"禁猪法令" (意味着华人可以重新辟建养猪场) ;协助华人

解决华人坟场被侵占问题:在地方基层成立"人民协商委员会"取代

之前的"乡村安全及发展委员会" ;在各村庄(包括华人村庄)成立

人民议会:每年拨款五十万元给丁州内的十间华文小学:设立"道德

学校"，规定州政府权限下的学校和学院学生都必须参加课程，以培

育他们的社会道德观:州内的民众会堂全部改为儿童辅导班;取消巫

统所铺张浪费的大型工程，包括一个耗资三亿元的体育中心和一亿四

1296. 同上书，页230

1297. 向上书，页8-90

千万元的回教堂。 m

与此间时，哈迪·阿旺也实施一些备受多元社会争议的回教原

教旨措施，这些干预世俗生活的措施经媒体报导后，大大地抵消了他

的社会改革家形象。如关闭州内所有的博彩投注站:禁止外!内非因教

徒公开饮酒，并管制川、!内售卖含酒精饮品的活动，如规定所有超级市

场、卡拉OK、酒廊、酒店和度假村都不准售酒，且强制华裔喜庆宴会

必须向市议会或县议会申请"饮胜执照"。此外，回教党也严打"罪

恶"的娱乐场所，如关闭搞色情活动的夜总会、卡拉OK、女子发廊

和桌球中心，但矫枉过正，连一些健康的娱乐场所也无法获得续牌。

以保护女性为由，吁请购物商场要区分男女柜台:以男女授授不亲为

由，要求实施男女理发厅分开，禁止举办水上运动、服装表演、嘉年

华会和演唱会等。再则，州政府也管制外来游客的衣着(如不准穿三

点式泳装)和行为举止〈不准公开喝酒) ;规定女子游泳赛必须在只

限女性观众在场的封闭馆内举行，且限制女运动员的衣着必须符合回

教规范等等。此外，回教党也拆除海滨沙滩的旅游宣传"偶像" (如

海龟、大虾和暴鱼) ;禁止马来皮影戏(被认为是传播泛灵论)。这

些因教化措施日后还变本加厉，暂且按下不表。而晗迪·阿旺自我辩

护说:

如果全球社会，包括我国都接纳人类所创迄的思想，不论是西方

的规则和法律'或是毛泽东所创设的共产主义。这些思想都获得国际

社会的认同和在全球实行'为何他们不能接受回教? 1299 

这些政策在非马来人眼中，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丹、丁两州以外的

西海岸城镇区的华人选民眼中，如同洪水猛兽。马华和民政党当然极

力加以"妖魔化"，说这不仅仅是因教党的政策，而是替阵的政策，

是行动党有份支持的政策。如果替阵执政的话，这些"回教外1" 的政

策将扩展到联邦政府的层次，马来西亚就成会为一个"回教国"。林

吉祥的"文明对话"和哈迪·阿旺所推行的那些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

1298.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资料组编: {丁加奴州回教党执政之后……} , 

1299. 同上书，页57。



改革计划，全被这些回教化措施的保守气息所掩盖。行动党内的反弹

声浪不绝于耳，但林吉祥依然坚持要和回教党互动下去。

4月 1 日，彭亨州桑岗区( Sanggang) 州议席举行补选，这是自

1999年大选后的第一场补选，由回教党对垒巫统。桑冈乃是马来人占

60%的混合选区，故替阵要攻下桑冈，华人票就变成关键少数。郭金

福宜称， "这是对行动党的组织可否破除马华和民政党政治谎言之能

力的一场测试" 0 
13003月 21 日提名过后，林吉祥、郭金福和行动党许多

国州议员全力协助回教党辅选，夜夜在桑冈华人区举办政治座谈会，

解释替阵的政策、回教党的公正施政，以及行动党参加替阵的民主使

命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揭穿马华的负面宣传。

至于打对台戏的马华，则由陈广才领军，他以哈油·阿旺三番

五次在国会提出的<< 1999年管制和约束非回教徒的宗教发展(联邦直

辖区)法案》为例，来攻击回教党奉行宗教极端主义，呼吁华人要拒

绝"糖衣毒药"。陈也指行动党支持四教党的"回教国"一旦实现，

华人将沦为"被压迫民族"。巫统则张挂马来布条恐吓回教徒，内容

是"行动党十四教党工粉碎回教"。因教党为了反击巫统，也四处张

挂"拒绝世俗主义"的布条，这反被马华利用来证实回教党原教旨主

义的本色，在华文媒体被大肆炒作。此外，为了争取马来选民的支

持，回教党竟然在3月 23 日颁令，将在古兰丹州强制回教妇女戴头巾，

连雇佣不戴头巾妇女的非回教徒雇主都会受到惩罚(营业执照不获更

新)。这些突如其来的新宣布，让行动党措手不及，马华当然如获至

宝。"头巾风波"成为补选最后数天争论不休的课题。

桑冈补选，对于华人选民而言，更像是行动党对垒马华，而非回

教党对垒巫统。 3月 30日晚，行动党还在桑冈华人区举办一场"文明

对话"，邀请哈迪·阿旺亲自前来澄清"头巾风波"和"男女分隔柜

台"的措施。 4月 1 日晚补选成绩揭晓，巫统竟然获得六千七百四十二

粟，回教党只得四千七百八十，多数票为一千九百六十二张，说明了

马来选票回流给巫统，导致回教党的表现比1999年大选还差，这是一

1300. Speech by Kerk Kim Hock in Bukit Mertajam, Penang on 12 March, 2000. 

个让替阵感到惊骇的选举结果。有两点令林吉祥十分不解:为何替阵

无法巩固马来人的支持:为何华人老是相信马华的谎言政治。 1301

回教党在桑冈败选后，其实也陷入两难:它一方面要尽量表现得

对非回教徒宽容，以不负替阵各党所望;另一方面又要同势力逐步回

稳的巫统周旋，而巫统正以回教化政策来步步进逼，期望在马来心脏

区收复失地。 1302回教党遂不得不以更原教旨的姿态来还击巫统是"假

神圣":林吉祥见状又频频以《替阵宣言》来要求回教党多一点"世

俗民主" 0 1303这几股互相拉扯的力量，日益让替阵四党显得极不耐

烦。公正党和人民党批评行动党不断渲染替阵内部的矛盾(即"回教

国" ) ;而行动党反指它们对"回教国"模棱两可，视若无睹;因教

党则怀疑到底华人是否真的害怕"回教国"，抑或行动党故弄玄虚，

夸大其词。

6丹 10 日，森美兰州的直落甘望区 (Teluk Kemang) 举行国会补

选。它是因阵的传统堡垒区，曾取得七连胜的战绩，故要攻陷直区

对替阵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务"。直区是典型的混合选区，马来人

占45 .44%，华人占33.23%，印度人员。占20.64%，行动党和公正党一

开始就委派候选人上阵问题产生小争执，后经过内部协商，行动党

愿意"让路" (give way) 而非"让出" (give in) 席位给公正党再

次竞逐。 1304行动党决定"让路"，主要是因为公正党在大选后一颇

不振， "烈火莫熄"奄奄一息，故该党有需要借参加补选来重振士

气。 5月 30 日提名，公正党派出全国宣传秘书罗斯兰·卡欣 (Ruslan

Kassim) 对垒国阵印度国大党的索池·纳登 (S. Sothinathan) 。罗斯兰

1301. Media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 April, 2000. 

1302. 有关分析请参阅詹运豪: <争夺马来人心脏地带> ，见〈南洋商报·南洋论坛} , 

2000年4丹 2 日;同氏著: <朝野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一一正视雪州议会审议的新回教

法> ，见〈南洋离报·南洋论坛> , 2000年4月 9 日。

1303. 林吉祥在同回教党举行的内部讨论会及多场的"文明对话会"上，都呼吁回教

党应该借鉴中东一些进步和开明的回教改革派思想家如Rachid AI-Ghannouchi及Ibn

Qayim AI-Jawziyah的观点，以证实回教党的"政治因教"在马来西亚是间民主、

人权、妇权、多元文化和现代性相容。具体讨论，请参阅林宙祥: (替阵与回教

国) ，页30-410

1304. (星洲日报) , 2000年5月 24 日。



参加公正党之前，曾是森州巫青团团长，在马来社会有一定知名度。

朝野之间的攻防除了围绕在印度因丘工友的最低工资、麦卡控

股股票丑闻、军警的福利等重大课题，最令国阵不安的，还是当地爆

发"日本脑炎" (立百病毒)的后遗症。养猪是华人传统企业，日本

脑炎肆患后(约莫一百人遇难) ，国阵对于屠宰猪只的赔偿、养猪场

的重新开放、 "立百病毒人道基金"的筹募和发放等问题，都因种族

主义作祟而引起当地猪农的极度不满。这些逆反情绪导致华人票流向

替阵， 6月 10日开票时，公正党虽败犹荣，因阵的多数票从大选时的九

千九百四十二张剧减到只有五千九百七十二张。除了印度人选票明显

力挺国阵，国阵在军警邮寄票中也大幅度滑落。这是一个比桑冈补选

进步的成绩， "烈火莫熄"顿时活跃起来。

为了遏制替阵势力在马来社会的回扬，巫统决定诉诸狭隘的马来

民族主义。 6月 22 日，英文《星报》刊登了马哈迪在埃及开罗向五百名

马来留学生的讲话内容:

只有马未人在各个领域努力奋发，包括教育、知识、技术和商

贸'那么"马来人特权" (Ketuanan Melayu) 才能获得保障。如果

马未人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乞丐'那么我们称自己是"主人" (Tuan) 

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时间成熟'马来人自己愿意接受非马来人担任首

相，那么我们无法阻止，这是马来人的选择;但是如果马来人自己沦

为弱者、贫穷、四处行乞'且可以被钱来收买而支持非马未人担任首

相，那么届时非马来人将执掌这个职务。……那么马来人将在自己的

国家沦为奴隶。 1305

林吉祥形容马哈边正撩拨马来民族主义情绪，以玩弄"恐吓政

治"，暗示非马来人将透过"贿赂"而成为"奴隶的主人"，更是对

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侮辱。 1306

7月 2日，马来西亚发生了离奇的"伊斯兰邪教盗劫军械"事件，

有十五名属"马来西亚澳玛乌纳内功兄弟会" (Persaudaraan I1mu 

1305. The Star, 22 June, 2000. 

1306. Media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2 June, 2000. 

Dalam AI-Ma'unah Malaysia) 的匪徒，伪装成军人，驱车长入宜力

( Grik) 军械库劫走大批军火，目的是以武力在马来西亚建立"回教

圈"。案发后他们胁持人质逃离，最终被政府军警围剿击毙。这一宗

让举国震惊的邪教案，成为巫统大肆利用来抹黑回教党的课题， m7而

回教党和公正党员6反指这是巫统自导自演的政治阴谋剧，用来嫁祸替

阵和恐吓人民。林吉祥承认，随着该案的爆发，国阵利用心理战术，

已成功地将替阵推向不利的位置。简言之，国阵就是要让非回教徒和

自由派穆斯林害怕"极端"、 "狂热"和涉及"恐怖主义"活动的回

教党。 1308

华人经此邪教案后，同替阵的关系更加疏远，让"烈火莫熄"运

动继续滞留在"马来人现象"，难以打开多元种族政治的新周。安华

在8月份开始的第二四合之审讯案，大多数华人都不闻不问。此时此

刻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气焰也越发高涨，在丹、丁两州频频进行严

打"歪风邪气"，卡拉OK、男女理发店一一遭殃，甚至还禁止女性回

教徒参加《可兰经》诵经比赛。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华人，处于"支

持国阵不甘心，支持替阵不放心"的两难之中。 1309

行动党各州对于"检讨"和回教党的合作关系，也明显出现两

种对立的意见，辩论激烈，党中央左右为难。既然如此，行动党为何

还要继续留在替阵，给马华制造污蔑自己的机会?根据笔者的观察，

关键在于林吉祥一直坚持不懈地要"改变"回教党。其实，在大选落

败后的林吉祥，希望为自己在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史树立新的丰碑，

所以他兴致勃勃地搞"文明对话"，务求替阵可持续运作下去，不会

因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市破局。然而，林吉祥的企图心却一直遭到回

教党的冷挫，行动党内部的反弹声浪亦不绝于耳。林吉祥形容这是替

阵的"计时炸弹"， "如果替阵企图漠视这些分歧或将之扫到地毯底

1307. 马晗迪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澳玛乌纳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因教党党员;接着茵

相署部长菜益斯·雅汀则说政府的白皮书将会揭露回教党同澳玛乌纳有组织联系的

真相;当找不到证据后，副内政部长再那·阿比汀又要求副教党交出党员名册来让

政府检查。

1308. Media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5 July, 2000. 

1309. <南洋商报} , 2000年8月 38 。



下，那么替阵将失去威信"。山。

眼见打击替阵的策略日益凑效，但是马哈边却操之过急，反而

弄巧成拙。这就是"宏愿学校"的出台和巫青团闹出所谓的"诉求风

波" 0 2000年8月上旬，教育部长丹斯里慕沙·莫晗末 (Tan Sri Musa 

Mohamad) 宣布即将在第七大马计划下，推出"宏愿学校"计划，以

七间开始试行。所谓"宏愿学校"的概念，就是将华文小学、马来小

学和淡米尔文小学建筑"在同一屋檐下"，共享基本的设施如礼堂、

草场、食堂、音乐室、资源活动中心等等，但各源流的小学拥有自己

的校舍。它是为了鼓励各族学童自小就同他族互动交流，促进民族亲

包容与谅解来达致国民团结的目标。然根据1995年由教育部征税

规划和研究组所提里的"宏愿、学校"计划书， "国语(马来语)作为

各源流学校一致的媒介语，是最主要的一环，而且必须逐步全面实

行"。董教总认为"宏愿学校"将导致华小逐步变质，故表示将全力

反对之。 1311然而，教育部长慕沙的立场异常强硬，绝不妥协，目的就

是要激起华人的对抗情绪来号召"马来人团结"在巫统的周围。

2000年8月 16日，适逢诉求工委会为《诉求》发布一周岁而搞了一

个小型的庆生会，不幸成为翌日《马来西亚前锋报》炒作"马来人特

权"的新材料，它以封面头条的方式，指责说:

去年在大选时定下十七项诉求的华团'配合推出整整一周年'今

日再重申他们为这项议程斗争的立场，包括力促取消各领域有关土著

与非土著的地位区别。其他诉求包括实施不以"马来人特权"为限的

重纽社会政策，及废除宏愿学校计划。 1312

8月 17 日，马哈迪在首相署接见马来人的社团代表时称，在捍

卫"马来人特权"的问题上，政府绝不作任何让步，因为马来人还

很弱。翌日，约两百名巫青团员在其副团长拿督阿都·阿兹 (Datuk

1310. Closing Speech by Lim Kit Siang at the DAP inter-pa位y， inter-political,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civilisational dialogue on "lslam and Democracy" held at Chin Woo Hall , lpoh 

on 12 August, 2000. 

131 1. (联合早报) , 2000年7月 27 日。

l3 12. ui仅lsafl MaJaysia, 17 Ogo毡， 2000.

Abdul Aziz Sheikh Fadzir) 的率领下，到雪兰我中华大会堂的诉求工委

会办公室提交抗议书。阿都·阿兹作风粗暴，大声叫嚣，除了限定诉

求工委会在一周内收回要求废除"马来人特权"的诉求，还要公开向

全体马来社会道歉。过后他还率领一众巫青团员要闯入雪华堂滋事。

根据传媒报导，当时整个场面非常混乱，许多巫青团员高喊"马来人

万岁"及"焚烧雪华堂"的口号，并高举横幅标语如"马来人=马来西

亚"、 "不要挑战马来人特权"、 "忘记历史的外来移民"等等。晗

都·阿兹甚至跳上雪华堂的门柱，不断破口大骂，历时约十五分钟。

示威的消息在隔日见报后，华社大为震怒，尤其巫青团恫言"焚

烧雪华堂"更是对华社尊严的莫大挑战。回教党的聂·阿兹说， "问

题的关键在于贫穷，不是什么特权问题，回教对待人民是从经济处

境而非种族角度出发，一个贫穷的华人跟一个贫穷的马来人是一样

的"。 m替阵的马来领袖力挺诉求工委会，对于巫统试图在马来社会

兴风作浪，起了很大的抵消作用。

8月 28 日，阿都·阿兹给诉求工委会发出最后通牒，再不公开道

歉，就必须面对后果。更出人意料的是，马哈迪在8月 30日发表马来西

亚四十二周年国庆献词时，居然将诉求工委会说成是共产党和澳玛乌

纳邪教组织:

民为马来人领导的政府看来表弱了'所以华人的极端分子就开始

提出非法的诉求未伤害马来人的感情。诉求工委会的行动好比过去的

共产党那般，想要在大马废除"马来人特权" ;在手段上'诉求工委

会则同涣玛乌纳一样，尝试伤害一些人的感情未挑起种族情绪。 1314

经"宏愿、学校"和"诉求风波"后，华人可谓怒火中烧，那种

在1970和80年代所经历的民族同化的压迫感似乎再次涌现。 11月间，

在马哈边的故乡吉打州，因一名印度国大党的州议员被谋杀而悬空议

席，鲁乃区 (Lunas) 补选遂成为华人准备狠狠教训马哈边的一场重要

战役。鲁乃为国阵的传统堡垒区， 1999年大选由行动党的印度裔领袖

1313. 转引自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刘天球文告， 2000年8月 18 日。

1314. The Star, 31 August, 2000. 



角逐，不幸以五千零六十张多数票落败。对于行动党而言，这是属于

该党的传统选区，故林吉祥向替阵最高理事会力荐该党的印度裔领袖

尼拉美甘 CNeelamekan) 上阵。然以蔡添强为首的公正党华人派系却

从中作梗，他们认为替阵派出公正党的马来候选人赛夫汀 C Saiffuddin 

Nasution) 的胜算将比行动党的尼拉美甘高，所以千方百计要行动党

再次"让路"。面对公正党的"拦路" C郭金福语) ，行动党的态度

十分坚决，理由有二:一是行动党在半年前举行的直落甘望补选时

曾"让路"给公正党，按"传统"直区也是行动党保留给印度裔候选

人的议席，然却让给公正党的马来人罗斯兰·卡欣上阵:二是鲁乃原

属行动党的传统选区，亦是朝野印度裔领袖对决的战场(即国阵一贯

都是将该区保留给印度国大党) ，倘若再让出鲁乃给公正党，不仅是

让出一个传统地盘，同时也让出印度人参选的机会。

鉴于林吉祥和郭金福绝不妥协，替阵最高理事会终于在11 月 18 日

敲定由尼拉美甘代表替阵出战。山5同日，蔡添强向公正党主席旺·阿

兹莎提出辞呈，表示"无法接受林吉祥以党为章，而非以民为寰的态

度"，蔡指"如果党高层放弃争取鲁乃补选出线权，包括他本身在内

的大批领袖都会因无法面对选民，被迫选择集体辞职以谢天下"。山6

面对蔡添强的辞职"要挟"，行动党认为这是"作秀"，但是替

阵最高理事会却对蔡的辞职施压就范，在20日召开的会议上居然推翻

了之前敲定由尼拉甘美上阵的议决。翌日，赛夫汀获替阵提名参与角

逐，对垒国阵印度国大党的安东尼·三美 C Anthony Samy) 。郭金福

在得到林吉祥的授意下，到报馆受访，形容行动党在替辞中被人"背

后插刀"， m提名日当天行动党领袖没有在鲁乃露面，并表示不会参

与助选。然公正党总秘书安华·达希 C Anwar Tahir) 却说， "即使行

动党高层领袖没助边，也不会影响替阵在鲁乃区补选的成绩"。阳

为何公正党的马来高层会如此自信?笔者认为，蔡添强给他们制

造了一个假象，即替阵毋需依赖行动党，也能争取到华社的支持。蔡

1315. {星洲日报} , 2000年 11月 19 日。

1316. 网上注。

1317. {星洲日报} , 2000年11月 23 臼。

的政治议程是，除非能证明公正党华人派系有实力取代行动党在华社

的地位，否则他们在公正党以至替阵将难有出头夭。鲁乃补选正是一

个绝佳机会，因为"宏愿学校"和"诉求风波"已经在客观上凝聚了

华人强烈的"反马哈迪"情绪，所以即使行动党不助边，蔡认为也不

会拉低华人的抗议票。其实，以蔡为首的公正党华人派系(包括其外

围)成分复杂，有前行动党的离异分子、有恨林吉祥入骨的前社会主

义阵线的"老左派"、有非政府组织人员，还有支持"烈火莫熄"的

大专青年等等。这些激进派华人都有边缘化行动党的企图心，尤其是

前行动党的离异分子，如黄永安、沈观仰、魏福星、张德发等，他们

都在幕后为蔡出谋献策。蔡添强遂打起"新文化"的旗号，公开摆出

要扬弃行动党"旧传统"的姿态。

而行动党中央在鲁乃补选中却陷入两难，因为基层和支持者明

显有不同声音，有人坚持行动党应该和公正党划清界限，故不应前往

鲁乃助选，以捍卫党和印度人的尊严:有人却催促行动党应该顾全大

局，协助替阵力抗国阵，以避免万一替阵落败，成为千夫所指。郭金

福倾向前者:而林吉祥则考虑、后者。

24日，教总副主席陆庭谕到鲁乃为公正党站台演讲，华人区的选

举气氛才稍有起色。换言之，蔡添强华人派系根本没有群众魅力，拉

抬不起华人区的选举气势。反观在马来甘榜区，阻教党的士气如虹，

丁州石油税、安华的第二四合判刑、 "回教国"等都是令巫统难以招

架的课题。再则，一些反对国阵的马来人也诉诸狭隘的宗教政治，以

移花接木的电脑技术，拼出国阵候选人安东尼·三美是梵帝岗教皇的

图样，宣称他要"基督化马来人"。山9马来人的政治就是充满着形

形色色的毁谤、抹黑和造谣，只要能打击政敌的手段，都无所不用其

1318. {南洋商报} , 2000年 11月 22 臼。

1319. 据悉在补选期间比较敏感的一种说法是，国阵印度国大党的外|议员祖·芬南边

(Joe Femandez) 被谋杀也是因为他在鲁乃涉及向回教徒传福音，所以马来社会不

欢迎印度裔的基督教政治人物。该宗谋杀案迄今尚未破案。支持替阵的马来人舍利

用电脑拼因来栽赃安东尼，也是为了激起马来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南回教党及公正

党领袖却否认这一指责。



极。

回教党于 1999年大选曾一举攻下吉打州三十六个州议席中的十

一席，致使国阵在鲁乃补选中面对可能被否决三分二的执政优势之压

力。故回教党派遣其十二名州议员和数名国会议员，深入鲁乃十九

个投票区领养马来甘榜，并在其中一户人家里借宿，渗透能力可见一

斑。 26日，基于华人票的动向不甚明朗，替阵的马来高层决定邀请林

吉祥前来助选。翌日，林吉祥决定应邀到鲁乃助选，但是郭金福却回

避之。 28日晚，林吉祥、章瑛、曹观友、邓章钦、陈国伟及刘天球等

人正式踏足鲁乃，演讲会吸引了数千人出席。这确是公正党华人所无

法匹敌的群众魅力。

29日为投票日，凌晨四时余，公正党就在各个通往鲁乃的要道驻

守，陆陆续续拦截了十二辆乘载约六百名被怀疑为"幽灵选民"的国

阵巴士。替阵和国阵都报警要求彻查，国阵指那六百人是拉票人员而

非"幽灵选民"。无论如何，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克敌高招，曾是巫统

领袖的公正党人都深谙国阵的肮脏招数，所以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展

开这一项"抓鬼行动"。持平而论，换作是行动党，就没有这一方面

的"功夫"。晚上选举成绩揭晓，公正党取得一万零五百一十一票，

而周阵得票九千九百八十一张，多数票为五百二十张。据分析，华人

选票邃降是因阵败北的主因。华人选票由 1999年支持国阵的70%降到

36%，巫裔选票则稍为增加至42%，而印裔选票支持国阵高达82% 。

鲁乃补选的告捷，让蔡添强等人意气风发，他们乐观地大势宣

传"鲁乃新政治"及"鲁乃效应"，除了证明他们坚持要行动党"让

路"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取代行动党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事。此时此刻，行动党高层进退维谷，因为鲁乃补选出现华人票回流

的现象，倘若这一效应持续到下届大选，特别是在混合选区，华人动

向将成为左右大周的关键少数，委实不可小觑。故行动党在鲁乃补选

后即刻宣布退出替阵是否过于仓促?退出替阵后面对"三角战"的胜

算又有多高?不退出替阵又会否被公正党边缘化?被马华和民政党诬

蔑?被回教党的"回教国"拖累?这些复杂的因素都因绕着行动觉，

尤其是林吉祥和郭金福对替阵明显持有不同的态度，以致党内人心更

加焦虑。

12月 16及 17 日，行动党在波德申召开一项领导层闭门会议，最

终议决以五项附带条件续留替阵，即是:替阵作决定时所持的协议原

则:各党之间的友好和尊重态度:选区的分配:印裔被边缘化的问

题:以及"回教国"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替阵无法解决上述五项问

题，行动党随时都可能作退出替阵的决定。 m

或许是鲁乃胜选冲昏头脑之故， 12月 3 日，哈迪·阿旺在庆祝丁州

政权成立一周年的集会上宣布， "四教党将致力使马来西亚全面落实

回教法律及刑法" 0 1321另一方面，巫统在败选后心有不甘，再次发动

舆论来打压诉求工委会。 12月 14日，巫统的外围组织……半岛马来学

生联合会 (GPMS) 恫言，若诉求工委会不收回《诉求>> ，那么它将提

出一百项马来人的诉求，以及发起一项十万马来人的大集会来作出反

击。马哈池一方面不断怂恿这些马来极端组织恐吓诉求工委会:另一

方面却安排民政党的署理主席郭沫镇劝告诉求工委会主席郭全强(也

是董总主席)低头妥协，避免种族关系激化。这一种软硬兼施的两面

手法终于在2001年 1 月 5 日得逞，郭全强和巫青团签署一项联合声明，

同意将七项敏感的诉求项目"搁置"。山2林吉祥形容这是"种族政治

敲诈勒索的胜利"。 m

另一方面，公正党华人圈子同行动党的关系日益交恶。有报章

以"争席挖角"四字来解释两党矛盾是最贴切不过了。 1324所谓"争

1320. {南洋商报> , 2000年 12月 18 日。

1321. (南洋商:t~) , 2000年12月 4 日。

1322. 诉求工委会同意"搁置"的七项"敏感"内容是: (一)扶弱政策的实施，应以

保护及提升社会弱势阶层为出发点。而且不分肤色、出身和宗教信仰; (工)采取

步骤，废除一切领域的"土著/非土著"区分; (三)必须公平及合理地分配土地

给极需耕地的各族农民; (四)废除"种族面打制"，代之以按能力分配的制度;

(五)废除大学收生阻打制; (六)我国各宗教在传播、发展、享用官方资源及媒

体报导方曲，应获公平对待;及(七)推行学生助学金与贷款制度，并不分种族地

按能力分配制度加以分配。见〈南洋商报) , 2001年 1 月 68 。

1323. Media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6 Jan, 2001. 

1324. {南洋商报〉在2001年2月 27日的封面头条就是"争席挖角引不满·替阵合作受

考验:行动党公正党交恶"。



席"，从直落甘望、鲁乃一直蔓延到即将举行的砂拉越州选举，两党

就"让路"和"拦路"一直争论不休:致于"挖角"，指的是一些前

行动党的离异分子因跳槽到公正党而引起双方骂战。那些被行动党指

具"争论性"的人物其实并非普通党员，而是在1998年涉及"倒林运

动"的派系头白，如张德发、魏福星和陈巨泉等，山5他们以"结社自

由"为名，抨击行动党的干预行动不符合民主原则，这一点确有说服

力，也获得舆论的普遍同情。四6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行动党国会议员吴

庆发还说， "肥水不流外人田"。吴是槟州行动党的非主流派，属张

德发派系人马，他形容"替阵各成员党犹如大家庭，因此这些前行动

党精英在退党后再加入公正觉，就好像换房间而已，大家仍然在同一

屋檐下组织成强大阵容，共同应付来届大选"。山7然行动党副秘书长

章瑛却反驳说:

如哥哥和妾子离去昏'这是哥哥和妻子的权利'过后，若弟弟要和

前搜子结婚'这也是弟弟的权利'只是做弟弟的，是否要考虑到可能

带给哥哥在道德伦理上的伤害。 1328

"嫂子换房间论"不仅涉及"道德伦理上的伤害"，更重要的

是，行动党不能允许那些因党争失败而脱党、退党，甚至是叛党的派

系头目，以"换房间"来"共同应付来届大选"。因为公正党吸收

他们，提供政治平台让他们继续活跃，大选临近时，就利用他们来向

行动党争夺议席。若林吉祥不遏制这个趋势，那么行动党内的派系

斗争将更加有恃无恐，人人都能以"换房间"来威胁党中央。一句

话， "挖角"跟"争席"其实是一体两面，是公正党华人对付行动党

的最佳利器。归根究底，行动党面对公正党华人"挖角争席"的焦

虑，还是源自于自身组织的疲弱和政治影响力的日渐衰竭，前者是长

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后者则是参加替阵后付出的代价，尤指在华人

1325. 有关"倒林运动"的具体过程和讨论，详见第六章。

1326. 潘永强: <行动党面临转型压力> ，见《星洲日报·言路) , 2001年 1月 28B 0 

1327. {南洋商报} , 2001年2月 27 日。

1328. (星洲日接) , 2001年3月 2 日。

政治方面。

既然无法阻止离异分子被"挖角"，也不愿同公正党华人在媒

体上就"争席"问题而继续要玩政治，行动党准备不惜一战来重振党

威，战场的选择不是全国大选，而是即将在2001年举行的砂州州议

会选举。 2000年 11 月 24日，在砂州行动党主席黄和联的力促下，以砂

州行动党享有自由权为由，宣布退出替阵。此举在党内外引起争议。

2001年3月 3 日，郭金福更宣布让砂州行动党州委会自行决定退出或继

续留在替阵，这无疑是宣告砂州行动党正式脱离替阵，以测试不受阻

教党"四教国"包袱、不受公正党华人"新政治"要挟的砂州行动

党，能否有更好的选举表现，从而作为行动党中央日后是否退出替阵

的参考指标。

另一方面，回教党在公正党和人民党"沉默"的怂恿底下 j 越来

越不懂得收敛其阻教原教旨主义的气焰。好比晗边·阿旺在5月份接受

雪州律师公会《会讯》专访时表示， "一旦以回教党为苦的联邦政府

上台，首要议程就是推行回教法律，这先从修改《联邦宪法》第四条

款开始着手，以确保那些跟国会所通过的法律有所抵触的回教法律能

占有优势地位，如对于触犯叛教罪者处以死刑"。 ω他也说， "在回

教法律统治下的马来西亚，任何违反宗教的行动将等同于违反国家的

行动，一旦罪名成立，将跟叛国罪一样被处以死刑" 0 1330接着6丹上旬

召开的回教党第四十七届代表大会，亦通过了一项议决，宣称"四教

党必须成为替阵的主导政党"。郭金福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替阵四党

都应该是平等的，尤其不能认同回教党在决定替阵未来方向与政策的

层面上发挥支配作用。 13316月 16日，在行动党的要求下，替阵四党高层

在吉隆坡举行一项闭门对话会，会上林吉祥坚持的论点是:

建立回教因是违反1999年替阵《共同宣言~ . ，且乖离替阵要维

护《联邦究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若要建立回教国， {联邦宪法〉就

1329. 转引自Lim Kit Siang, BA and Islamic State (Petaling Jaya: DAP, 2001), p. 92. 

1330. Ibid. 

133 1. (南洋商报) , 2001年6月 6 臼。



会被改得面目全非。气…..行动党重中，我们并非反回教，而是我们认

为回教国在一个多元种族及多元宗教的马来西亚，无法跟议会民主、

多元社会的权力分亭、人权与自由、妇女权利及社会容忍的价值观兼

容。 1332

遗憾的是，公正党和人民党却认为"回教国"不应成为替阵中

的一项课题，因为所有成员党都必须根据替阵的《共同宣言》来行

事，而该宣言并无提及要成立一个回教国。人民党主席赛·胡先甚至

说， "自教国"是西方帝国主义塑造出来抹黑回教世界的课题。林吉

祥认为对话会"令人感到极不满意" 0 
13336月 28 日，哈迪·哈旺在瓜拉

了加奴作出惊人宣布: "回教党在来届大选一旦执政，将肯定会在大

马成立自教圈。"他还说"最重要的是，回教党要获得建立回教国的

机会"， "如果行动党领袖能清楚理解回教圆的概念，我有信心他们

将会接受回教国" 0 1334林吉祥形容替阵已经来到了十字路口:

如果替阵各个成员党都无法发出一致的讯息'明确地向选民表

达"投替阵不等于投选回教国"的话'未届大选我们将史难于说服人

民。如此一来'目前替阵的模式将很难维持下去，因为它已经无法应

对国家当前的政治挑战。 1335

7月 2 日的《南洋商报》社论形容哈迪·阿旺的讲话"信心有余，

理性不足"， "把行动党逼进一条越来越窄的小巷"。山67月 9日，替

阵四党再次于吉隆坡举行会谈，经过激辩后还是无法就"四教盟"问

题取得共识，决定近期内择日再谈。林吉祥在考虑是否以另一种合作

模式，如 "3+1公式"来挑战圈阵。从档案文献可以觑得，行动党在整

个7月份的文告，都集中在交代1999年大选前夕参加替阵的原因和使

命。再则，林吉祥也将大选后同回教党二十二个月以来的"互动"记

1332. Lim Kit Siang, BA and Islamic State, p. 85. 

1333. Lim Kit Siang, BA and Islamic State, p. 93. 

1334. 这是晗迪·阿旺在2001年6月 28 日接受〈马新社〉专访时的说法，转引自Lim Kit 

Siang, BA and Islamic State, p. 88. 

1335. Lim Kit Siang, BA and Islamic State, p. 98. 

1336. <行动党另寻出路> ，见〈南洋商报) , 2001年7月 2 日。

录整理成三种语文的专书《替阵与四教国)) ，并赶在8月份出版，大有

总结过去廿二个月的经验教训以作好退出替阵的舆论准备。

公正党华人圈子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在此摘录一段公正党槟州华

人领袖谢嘉平律师在7月 25 日发表的意见:

…..到目前为止'回教国也只是回教党的一厢情愿的目标，并非

明天或下个星期就要拉行的政策'而且以我国的政治现实，就算回教

党真的执政了，它想实行回教国也还要大费一番周章。因此我们根本

没有必要急着表态，自乱阵脚 o 1337 

8月 7 日，替阵囚党再次开会讨论，惟还是无法解决矛盾。同晚，

行动党召开中委会，决定在即将于8月 18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党员代

表大会提出一项议案，内容是:

党大授权给新一局的中委会，在毋需再重新寻求党大的同意下'

且以最短的时间同回教党就"回教国"课题的争论，在必要的情况

下'作出所有必要的最终决定。 1338

8月 17日，行动党召开党大的前一天，树嘉逊公开批评"行动党一

再提出回教国的课题，以掩饰党内的弱点"。 m9这是马来西亚非政府

组织华人激进派的典型看法。翌日，秘书长郭金福向党大提出有关议

案，他希望代表们在进行全面的辩论时紧记以下三点:

(一)我们反对成立回教国的理由，因为我们的建党原则就是要

永远维持马来西亚为世俗民主的国家。

(二)跟国阵对抗，或甚至推翻国阵只能是手段'不能被当作

是目的。我们党斗争的目的'是实践我们的建党理念，即建立一个自

由、民主、公正、繁荣、世俗和团结的马来西亚。

(二)非回教徒反对成立回教国的理由，不只是局限于国阵在上

1337. 谢嘉平: <床前明月光，于是心慌慌> ，转载自〈自由媒体} , 2001年7月

25 日。

1338. Speech by Kerk Kim Hock at the 13th DAP Party National Congress at Federal Hotel 
in Kuala Lumpur on 18 August, 2001. 

1339. {南洋黯报} , 2001年8月 17 日。



届大选中所利用那些毫无根据的恐惧感。他们对回教国的反对和所秉

持的法理依据必须放尊重'因为他们不是基于反对回教，而是要落实

他们在国家中所应该享有的全面的公民权利。山。

郭tß说: "我国面对最大困难就是来自种族极端主义和宗教狂热

主义的双重危机，行动党必须阻止这两股反动势力抬头。" 1341 

党大代表们在两天内展开激辩，虽然反对"回教国"的立场一

致，但要否返出替阵却无法取得共识。党大结束后，行动党新任中委

邀约回教党进行最后一轮的两党谈判，回教党建议谈判日期订在9月

22 日。

9月 3 日，郭金福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说，行动党与回教党

的最后一轮谈判若再陷入僵局，那么行动党将有两个选择:一是与

替阵在大选议席分配上维持一对一的谅解，二是与替阵完全断绝关

系。脱"如果我们继续同回教党合作，下一届大选我们不只会输掉

更多议席，甚至失去二十五年来建立的声誉，到时我们要翻身是很难

了。" 13439月 10 日，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向传媒表示: "要不要实行

回教圈，就让回教党来决定，我个人并没有反对回教国的理念。"阳

当替阵正处于存亡关头的时刻，一个被指为同国际凹教恐怖主义

网络有联系的"马来西亚圣战组织" CKumpulan Mujaheedin Malaysia, 

简称KMM) 被警方在8月 3 日侦破，有八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包

括四教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的儿子轰·阿迪 CNik Adli) ，警方指他

是KMM的首脑。根据马来西亚警察总长诺连·迈 C N orian Mai) 的披

露， Kl\岛4曾到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还参加当地的"圣战" 0 1345马哈

迪在9月 3 日进一步指Kl\岛f跟印尼和菲律宾的恐怖组织有联系， "企图

1340. Speech by Kerk Kim Hock at the 13th DAP Party National Congress at Federal Hotel 

in Kuala Lumpur on 18 August, 2001. 

1341. lbid 

1342. <星洲日报) , 2001年9月 380

1343. 同上注。

1344. <星洲日报} , 2001年9丹 10 日。

1345. <星洲日报) , 2001年8月 3 日。

要在东南亚成立一个回教联盟区"。

当替阵的支持者还在怀疑KMM乃至一年前的澳玛乌纳"盗劫军

械案"是否为国阵自导自演来栽赃回教党的戏剧 C sendiwara) 时，突

然爆发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骑劫民航机，袭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

大楼的 "9 • 11事件"。恐怖袭击的骇人画茵通过全球电视网络直接进

入到家家户户的眼帘，震慑人心。马来西亚人民在一夜之间几乎都改

变了看法，认为马哈边打击KMM是有先见之明，不是"做戏"，他

们即刻联想到如果没有《内安法令》让警方可以先发制人的话，吉隆

坡国油双子塔也可能遭殃。在这么一种恐怖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下，

砂拉越囡阵即刻将州议会的选举主题转为"反恐"，人联党在各个华

人选区透过竖起大型广告牌，四处张挂布条和分派大量传单，呼吁选

民"追求和平"， "抗拒圣战、恐怖主义及暴乱"。

2001年9月 22日上午，行动党同回教党举行最后一轮的谈判，林吉

祥提出五点解决方案， m6然经过逾两句钟的讨论，最终还是无法取得

共识。同日下午行动党举行紧急中委会，共有十八名中委出席，在十

一人支持，两人反对，三人弃权的情况下，行动党作出退出替阵的历

史性决定。当年舆论毁誉参半，赞同者认为行动党应该坚持走自己的

路，反对者认为这或将削弱替阵的实力。哈迪·阿旺指"行动党将不

再获得马来人的同情，尽管它可能会得到一些华人选票，可是却没有

能力通过华社来进行政治改革" ; 1347聂·阿兹则称行动党退出替阵只

是对"回教囡"理解不够，而非回教党无法阐明"回教圈"的理念。 1348

马哈迪贝。指两党貌合神离， "不相称"的结合终究会决裂收场。 ω至

于公正党华人圈子及其外围组织，都纷纷批评说"行动党走回头

路

云。 9月 2幻7 日砂州州i选举成绩揭晓，反对党兵败如山倒，行动党提名十七

席，只赢得一席，公正党提名二十五席，全军覆没。

1346. 有关"五点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克第三章。

1347. <光明日报) , 2001年 10月 1 日。

1348. <南洋商报} , 2001年9月 24 日。

1349. 同上注。



概括而言， "9.11事件"的爆发，在马来西亚朝野政党之间产

生四种政治效应。第一是因教党加速激进化，如聂·阿兹指 "9 • 11事

件"是"真主的意旨" ;当美国空袭阿富汗时，回教党领袖宣称不反

对党员参与"圣战" 0 2002年7月 7日，哈迪·阿旺在未征询替阵另

外两党的情况下，于了州立法议会通过了《回教刑事法)) ，引起舆

论界一片的谴责声浪 o 13508月 22 日，公正党署理主席阿都拉曼·奥曼

(Abdul Rahman Othman) 公开表示该党接纳《回教刑事法)) 0 1351这一

种以回教党为马首是瞻的盲从态度，怂患了丹、了两川、!继续推出更多

强制规范国民生活的回教化政策，如游乐场内男女不能共游、旅行团

要男女分团、男女乘客在公共巴士要分开坐、泳池亦要按性别分男女

士也。再者，吉兰丹政府在9月也颁令禁止女性参与舞台歌唱与表演，只

有纯男性或孩童演出的节目才会获得批准。出2另，因教党推出《女性

穿着条例)) ，除了女性必须遵循，连广告牌及海报中的女郎也要"戴

上头巾和穿着保守" (ep海报中的女模特儿手臂和腿部必须遮蔽起

来)。对此，聂阿兹建议说， "女性穿长袍可以避免被强暴"。还有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两项例子:一是吉兰丹州属内的哥打杏鲁市议会指

示戏院必须开着灯播放电影，以免情侣做出有伤风化的动作;二是因

教党的妇女组领袖建议，实施回教法的一夫多妻制， "能解决现代女

性迟婚和嫁不出去的问题" 0 1353总之， "9.11事件"的爆发，让因教

党的政策日趋强硬，这是它自绝于非马来人、自由派回教徒及城市中

产阶级的路线选择。

第二是巫统借国际反恐大潮而迅速地调整战略步伐，以致从政治

论述到镇压手段都获得更大的认受性。如马哈迪在2001年9月 29 日子

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宣称"大马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回教圈" (仔动党称

之为 "929宣布" ) , 1354此举是为了取得遏制回教党的战略制高点，

1350. 

135 1. Malaysi注'kinÍ， 22 August, 2002. 

1352. 四教党法律顾问阿宋达依·尤汀说，有关禁令是为了杜绝该州青少年的道德腐

败。

l3 53. 转引自林雪白: <一夫多妻制的谬论) ，见〈光明日报} , 2003年7月 10 日。

一方面马哈边可向国内的马来人及国际回教社会宣示巫统也积极捍卫

回教价值观;另一方面亦让国内的非马来人认识到巫统是一股"中

庸"和"开明"的回教力量，所以相对于替阵，因阵更值得拥护。至

于马哈迪援引《内安法令》来镇压异议分子，也基于"反恐"的需要

而获得正当性。对于美国而言，虽然安华值得同情，但是其夫人领导

的公正党却跟回教党是盟友，雨田教党是支持阿富汗塔科班和澳沙

玛·拉登 (Osama bin Laden) 恐怖组织的原教旨主义政党，这一逻辑

让美国大大地改善同马来西亚的关系，无形中让马晗边的威权统治少

了一份国际舆论的压力。

第二是行动党因应巫统和回教党的战略调整，而更加突出其

捍卫"世俗民主"的政治反对路线，或者说开出一条马来西亚独特

的"第三条道路" 0 1355林吉祥其实在2001年12月访问英国时，曾提出

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思，那就是筹组一个新的世俗在野党联盟，邀请公

正党、人民党及进步的回教力量共同开创一个政治新局，力挽狂澜。

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未能获得落实，除了林吉祥的诚意和动机受到党

外人士的质疑， 1356党内的讨论也不够严肃。林吉祥返马后，没有进一

步推动这一议程，反而选择孤军奋战，开展"不要929运动"，力求捍

卫1957年马来西亚三大民族在取得独立之时所缔建的"社会契约"，

即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和世俗民主的政体，回教只属宫方宗教，

但马来西亚绝非回教因。为此，林吉祥还搬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

的"遗训"，东姑在八十岁大寿的宴会上曾呼吁马哈迪和国阵领导

层"勿将马来西亚变成回教圈"。 m其实，行动党提出捍卫"世俗民

"的诉求，用林吉祥的话来说，就是要在马来西亚"强化政治的中

间路线" 0 1358 

1355. 有关行动党"第二条道路"的意识形态分析，详见第三章。

l356. 李万千: <回教国:替阵的最大败笔) ，见《小辣椒} 2001年 1月号第 14照，页

80 

l357.有关林吉祥对"不要929 运动"的政治论述，请参阅林吉祥: (不要929) (八打

灵再也:民主行动觉， 2002年)。



第四是"烈火莫熄"运动的式微，原因除了马哈边以"反恐"来

大肆逮捕公正党人，温和派领袖也无力制约四教党越发激进的原教

旨主义气焰，导致替阵逐步沦为回阵，至少在非马来人眼中确是如

此。"烈火莫熄"遂成为了牺牲品，它再难以得到一般人的支持。再

则，公正党和人民党也以为透过两党合并(改称人民公正党) ，将能

壮大彼此力量，这不过是两党某些人物一厢情愿的看法。其实外间人

人都晓得， "为了继续生存，两党被迫合并，这是没有选择中的选

择"。山9无论如何，合并后的人民公正党依旧面对!日问题，它不似

回教党或行动党那般拥有一定的传统支持力量。它一方面缺乏如回教

党握有神权政治的"道"来作为凝聚和唤召支持者的精神武器;另一

方面它亦不愿如行动党那般高举"世俗民主"的鲜明旗帜来反对任何

模式的"回教国"。简言之导反对"政教合一"时它唯唯诺诺，支

持"政教分离"时它模棱两可，导致最终两头不着岸，这在在是人民

公正党自词:的"新政治"，在 "9 • 11事件"后逐步被边缘化的最大原

因。

2002年6月 22 日，马哈迪在巫统大会发表演说时，突然声泪俱下

地作出一项惊人宣布:即刻辞去巫统主席及国阵主席两大职位。反对

党阵营中不少人都认为，这是马哈边以马基雅威和式手段来巩固其

党内外的权力，然林吉祥却不以为然，他指"政治领袖经常也以人

性的一而来作出反应" 0 1360二天后，巫统秘书长卡立·耶谷 CKhalil

Yaakob) 做出宣布:马哈边将在2003年10月 31 日退休。换句话说，若

无任何意外的话，副首相暨巫统署理主席阿都拉将在十六个月后接任

为马来西亚的第五任首相。

"9 • 11事件"的连锁效应，加上马哈边预早宣布自己的退休，让

各党都在作选举战略的重新部署。 2003年1月 12日，行动党召开第十二

届全国代表会议，郭金福指国阵在来届大选将打出三张王牌:

"9 . 11事件"已使我国人氏感到不确定及害怕……国阵要求人民

1359. 郭清江: <华人永远是输家? > ，见〈星洲日报} , 2003年8月4日。

1360. Media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4 June, 2002. 

投票支持稳定及安全，而这是因阵玩弄"恐怖牌"的大好机会。因阵

也将玩弄"宗教牌" ，要求人氏支持"中庸的国阵"或"中庸的巫统

式回教国"……而最有效的王牌可能是"感恩牌" '即罔阵将呼吁人

民投票支持国阵'以显示他们感激马哈边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曰"

郭金福说， "行动党和人民必须向国阵政府发出清楚的政治讯

息，即我们要马来西亚永远作为民主世俗圈"。所以，行动党的选举

目标是要"重新成为阁会最大在野党" 0 1362 

其实反对党人都晓得，马哈迫退休后举行的大选， "阿都拉

牌"本身就是国阵最好的克敌之道。好比在2003年6月 2日，政府释放

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届满两年期限的公正党领袖，这被外界视为

是间都拉(他兼任内政部长，是否继续签发扣留令是其职权)接棒前

展现开明作风的一项动作，或者说是为稀释马来人对马哈迪霸权作风

的怨气。持平之论，阿都拉的"好好先生"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对马

来人而言，他不似马哈边那般作风强悍，姿态硬朗，手段残酷:对华

人而言，他不仅没有如安华早年那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言行记录，同时

也没有如达因那种财务丑闻累累的前科。一句话，阿都拉是很难让反

对党抓到痛脚的执政党首脑。

2003年 10月 31 日下午三时，马哈迪正式退休，翌日，向都拉接

任马来西亚第五任首相和巫统代主席的职务，马来西亚政治遂开启

了"阿都拉时代"。许多人对新首相都有一份或多或少的憧憬，包括

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都希望阿都拉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扬弃马哈

迪的强人政治。处于"政治蜜月期"的阿都拉，确也展现一些新风

范，如他甫上任就誓言要当"全民首相"、要求国阵领袖向他"讲真

话"、突击检查移民厅以打击官僚主义、敦促公共服务要"以人民

为导向"、提倡"与我共事，而非为我办事" C work with me, not for 

me) 及放权给反贪污局调查一些"高官达人"等，这些动作都获得舆

1361.引自郭金福于2003年1月 12臼在吉隆坡联邦酒店所举行的行动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

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词摘录。

1362. 同上注。



论的普遍赞颂，在民间掀起一股"阿都拉效应"。

此时此刻吕教党和行动党对阿都拉新政是采取两种全然不同的竞

争方式。如哈迪·阿旺在阿都拉上台两周后，就发布了回教党的《回

教国大蓝图)) ，文件志明"回教囡"的一个"明确特点"，就是"四

教法至上" (即否定了"宪法至上"的原则)。此外，它也阐明首

相、首席大法官和保安首长只限回教徒出任，这意味着马来西亚人的

宪赋公民权受到冲击，因为"四教国"将因民区分为回教徒和非因教

徒两大类，并由前者来统治后者。这一神权政体还不允许被批评，因

为该文件说明: "任何要指它不公正的企图，就相等于指上苍的旨意

不公正。这种选择其实是上苍的意思，并非因教党的选择。任何这方

面的争议，就等于挑战上苍的智慧。" 1363政教合一的恐怖，莫过于将

政党领袖的行为诠释成是阿拉真神的旨意。行动党当然大力反对《回

教国大蓝图)) ，而哈迪·阿旺则指"行动党反对回教因是因为没有机

会当首相"。时4回教党赶在大选前公布这一份文件，其选举战略的

意图是十分清晰的，就是要全力同巫统克逐保守马来选民的支持，非

马来人的感受和顾忌已经统统置诸高阁。在回教党眼中，替阵早就名

存实亡，公正党要附和这一强硬路线固然最好，即使要反对也无所顾

惜。由是可见，回教党为了要迫使巫统跟它展开"四教国"模式的竞

争，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一种"倒退" (retrogressive) 方向的竞

争，实不可取，不仅对民主政治是一项战害，对多元民族社会的和谐

也是一种打击。反观行动党开展的是"进步" (progressive) 方向的

竞争，如它逮到阿都拉要求国阵部长"讲真话"的机遇，就将之扩大

成"全民向首相讲真话运动"，再强调说首相要"昕真话"就必须先

尊重新闻自由，以及废除那些人民"讲真话"后将面对严惩的种种恶

法。而最迫切需耍向首相讲出的"真话"，就是反对"凹教囡

消"宏愿学校"、取消《ω2-4牛唰-3方案》、重开白小、释放安华、重新调

查柏华惹钢铁厂丑闻及不要垃圾焚化炉等等。 m

1363. 转引自林吉祥子2003年l1月 13

1364. <马新社} , 2003年 12月480

1365. (火箭报) , 2004年2-3月号，页1-2。

"丁〉

2004年3月 4日，阿都拉宣布解散国会，选举委员会将提名日定在

13 日，投票日为21 日，竞选拉票期只有区区七天半，是马来西亚选举

史上最短的一次。是届国会从原有的一百九十四席增加到二百一十九

席，州议会则从五百零四席增加到五百六十七席(惟砂州的六十二席

不在同期改选)。有论者分析，新增加的二十六个国会议席当中，有

近二十席是国阵的囊中之物。时6在"新首相效应"下，整体形势可说

对国阵十分有利，慕沙·希且指"在马哈迪卸下领导棒子后的今天，

所有的不利因素也随之而消失，安华课题以及公正党的影响力已不及

1999年之时" 0 1367 

2004年大选是郭金福任秘书长后首次挂帅、统领全军的一场选

举。随着阁会的解散，行动党和公正党不得不再坐下来就议席的分配

进行谈判。然人人最关心的还是，在1999年大选中意外落马的林吉祥

和卡巴星会否重返槟州竞选。事实上，经两届大选的连番重创后，槟

州行动党的人力、财力，乃至"豪情"都大不如前，不仅"夺权"的

口号不敢再提，连反击留阵的战略部署都毫无头绪，只能在一些地方

议题上针锋相对，难怪媒体指槟州的选战几近"假旗熄鼓"，没有激

情。阴雨郭金福的解释是:

行动党不再使用过去的高姿态和强硬的策咯来打这一场战;相反

的'这次却是哀兵上阵'向选民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一一国会不能没

有反对党。与丹绒之役不同的是，它不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夺取史

多的议席'加强反对党尤其是行动党的力量'所以选民不会有抗拒的

心理，这对行动党有利。 ω

3月 6 日，槟川、l、i行动党主席曹观友披露，林吉祥确定会移帅霹雳

州怡保东区。卡巴星也准备转战雪州八打灵再也北区，然却受到刘天

1366参考自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潘永强的分析，详见〈东方日报} , 2004年

3月 19 日。

1367. {星洲日报} , 2004年3月 1 日。

1368.潘友平: (槟州选战热不起来) ，见〈星洲日报·大选专辑} , 2004年3月 8 日。

1369. <星洲日报·大选专辑} , 2004年3月 8 日。



球派系的阻扰，最终不得不折返槟州武吉牛汝我区出征。林吉祥转战

怡保东区的战略考虑，就是要扶持以倪可汉为核心的霹雳州行动党团

队，因为在公正党和马华的两面夹击下，行动党很可能在近打谷被连

根拔起。 3月 10 日，林吉祥正式宣布将霹雳州列为槟州之后的第二个

前线州， "以近打谷的三国九州作为鼓动全民继续捍卫马来西亚是一

个世俗民主、回教是官方宗教但不是因教国的社会契约"。 lm林吉

祥亲自坐镇近打谷，的确拉抬了霹雳川、i行动党的作战气势，掀起了所

谓"近打谷旋风"。而公正党华人领袖李文材及其霹雳州派系人马，

则怒斥林吉祥刻意到怡保东区来争夺他们的地盘。

另，公正党的署理主席赛·胡先，一连三届在八打灵再也南区

被击败，早无心恋找雪州，希望能到回教党护荫下的吉兰丹州哥打杏

鲁国会"安全区"上阵，然却招致聂·阿兹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赛

的"社会主义背景"及"不够回教化"。 m公正党此时此刻终于尝到

了神权政治的味道，过去赛不断在替阵内为回教党辩护，就评行动党

专挑"回教国"矛盾，如今赛换得的代价竟是"感到被羞辱和深表失

望"om2聂·阿兹这一道闭门羹遂让所有支持公正党的"老左"感到

惊骇，但是为了替阵的大局着想，他们还是忍气吞声。

说实在，阿都拉唯一要提防的反对党，就是在马来乡区来势汹

汹的回教党，因为它盘据东北，窥视吉打和彭亨州政权，故巫统不能

允许回教党继续壮大，必须要作出大反攻，以收复失地。至于其他城

镇，反对党都处于挣扎求存的边缘，撇开一些蚊子党不谈，最脆弱的

首当是公正党。 m行动党唯一比公正党占有优势的条件，就是出师表

上的"道"比较鲜明， "反对回教国"比较能获得一般华人的支持。

3月 8 日，郭全强宣布董教总对大选保持中立，采取"关心政治、

超越政党"的立场。间都拉在五天后也作出善意回应:

我是敏锐的，而且也经常听取有关华教的问题……所以任何人想

1370. (星洲日报) , 2004年3月 11 日。

1371. Malaysi.注'idnJ; 11 March, 2004. 

1372.lbid. 

1373. 郑了贤: <这场选举，没有一方输得起) ，见〈星洲日报) , 2004年3月 4 日。

要提供意见，政府都准备听取。 m

相对与阿都拉的亲民姿态，哈迪·阿旺在提名前三天，发表了一

项原教旨气焰十足的政见:

回教党建议修改《联邦宪法~ ，因为目前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只

有回教徒可以出任首相，这显示没有充分体现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

圈。……首相的人选必须是一名回教徒，如果他是华人'就必须是一

名回教徒。 m

晗迪·阿旺的谈话，目的就是要证伪阿都拉所提出的"先进回

教" (Islam Hadhari) 理念，以争取保守派马来选民的支持。他还公

开说: "成立四教国的建议也只在州的竞选宣言中提出，而在全国性

的竞选宜言中不会提及此事。全国性的竞选宣言必须顾全替阵各成员

党的合作。" 1376此话一出，公正党的华裔候选人岂有不败的道理?尤

有进者，哈边·阿旺在3月 12日还讥讽林吉祥和卡巴星"好像过期的药

物"， "对最新局势起不了什么作用" 0 1377 

3月 13 日为提名日，行动党共提名四十四席固和一百零六席州，

因教党参选八十六席国二百六十二席州，公正党则角逐五十八席国一

百一十八席州。提名后国阵有十四席国及七席州不劳而获，回教党在

柔佛州有一席外!不劳而获。行动党与公正党也因谈判破裂而在多个华

人选区出现"三角混战"的局面。公正党罗志昌指行动党违反协议，

行动党郭金福则称根本没有达致协议。根据笔者理解，其实李文材最

后一分钟不到怡保东区"干扰"林吉祥，改为到务边区提名，而魏福

星也打消到武古牛汝我区提名对垒卡巴星的念头，不是什么两党协议

促成的局面，而是林吉祥打"安华牌"的同理心诉求奏效。林吉祥不

断在怡保说，卡巴星为安华当辩护律师， "付出无数心力，但公正党

竟然无视卡巴星这些牺牲，不但没有帮助卡巴崖，反而派人攻打武吉

1374. (星~+I 日报) , 2004年3月 14 日。

1375. (翠洲日报) , 2004年3月 11 日。

1376. 同上注。

1377. (星洲日报) , 2004年3月 13 日。



牛汝衰，立意要使卡巳星难以取胜"。川8另一方面，卡巴星也在槟城

宣称， "如果李文材坚持加入战围，将削弱林吉祥的胜丽"， "事实

，林吉祥也曾为身在固国的公正党精神领袖安华发动各项运动，为

安华的自由斗争" 0 1379据悉，安华最后一刻从狱中透过其律师发出指

示，不许公正党华人"干扰"林吉祥和卡巴崖，结果该党霹、槟两州

多名华人候选人在最后一分钟以弃战退逃来作无声抗议。

提名后，行动党随即颁布其大选宣言，主题是《与您同行，共

创未来》。它提出国家面临的两大挑战:…是捍卫民主及世俗固地

位，二是要求有意义的基本改变。它先是要求人民"阻止马来西亚步

上回教国的不归路"，强调"选民不需要在巫统式的回教国与四教党

式的回教国作一选择，而是要维持及延续独立宪法所制定的民主及世

俗体制"。另一方面，该宣言提醒， "大马人民不应被新首相阿都拉

的良好感觉效应所迷惑。虽然间都拉在上任首一百天后，拥有不错的

表现，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肃贪、建立有效率政府的努力中，他

似乎在孤军作战"。这一份宣言也提出十大诉求:反对回教民:扑灭

贪污、裙带和朋党关系:废除所有恶法:恢复司法独立及开放上议院

选举:工人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改善公共服务:改善社会治安:根

据人口需求增建华小和淡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及签署国际人权公

约。 1380

3月 14日，因阵推出其竞选宣言《迈向卓越、辉煌、昌盛的马来西

亚)) ，誓言继续塑造开明和现代化的回教:实践权力分享:维护国家

宪法:确保全民和平、繁荣与和睦:严谨的理财政策:拒绝贪污的文

化:改善公共服务的效率:反击各种形式的种族狭隘思想、极端及沙

文主义:奉行自由中立的外交政策等等。 1381其实国阵向来不靠竞选宣

言拉票，因为它最凌厉的武器，就是政治广告。

从3月 14 日开始，国阵在各大华文报章就刊登数页全版的政治广

1378. (奥洲日报)， 2004年3月 13 日。

1379. 向上注。

1380. 引自〈民主行动党2004年全国大选宣言一…与您同行·共创未来〉。

1381. (星洲日报) , 2004年3月 15 日。

告，根据内容，大致可区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国阵自我正面宣传的广

告，带有"阿都拉风格"，内容感性，措辞温和。第二类是马华自我

作正面宣传的广告，将国际动作名星杨紫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前中国总理朱错基都用作"模特儿"，主题计

有《走向全球化，开创新机运》、 《照亮华裔子弟的前途》、 《国阵

开明对待华教，大力资助华校发展》、 《增加中文电视节目，全赖国

阵开明政策》等等。第二类是以污蔑、抹黑和栽赃为手段的政治广

告，主要是马华在幕后操刀，它们利用一些|日相片(行动党在参加替

阵期间)和漫画来恐吓选民说: "回教党利用行动党分散华裔选票，

如果您投票给行动党，您将削弱国阵对抗回教党的力量。支持行动党

就等于支持四教国。"第二类政治广告也利用比较法，打出《您的抉

择决定您的将来)) ，它宣扬国阵领袖"思想开明进步" (相片是阿都

拉和胡锦涛握手) ，突出反对党领袖"思想、各走极端" (相片是林吉

祥和聂阿兹共餐) ;以及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横行" (相片是印

尼杏里岛被袭击后的满目疮姨〉对比"享有和平和稳定" (相片是马

来西亚国油双子塔的巍然屹立)。

以上三大类广告风格的不统一，反映出马华欲打击的对象和阿

都拉欲争取的对象之不一致。马华的宣传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抹

绿" (绿色代表回教党〉行动觉，川2试图以旧相片和!日新闻来混淆

视听，甚至还将回教党的政策、塔利班灭佛、恐怖主义横行统统都归

咎于被"回教党利用的行动党"。行动党领袖倪可汉遂针对国阵的政

治广告报警，刘天球则向选举委员会投报，要求彻查五点，即广告的

费用、传达错误新闻、没有得到当事人允许下刊登照片、欺骗及广告

牌的问题。刘指"国阵预料在大选结束前每份报纸刊登约五十版的广

告，费用大约是一亿元"，这显然已经违反选举委员会对国州议席候

选人所定下的开支上限， "国阵也需说清谁付该笔费用"。 lm

1382. 马华武吉免登区甚至印制"绿色火箭" !JJ处张挂，以鱼吕混珠的手段来传达"火

箭已变青，华人不放

138盯3. (星拙i 日报) , 2004年3月 16 日。



公正党在本届大选提出"第二条道路"的竞选宣言，它将自己定

位在"种族政治"和"宗教政治"之外的"多元民主政治"。按笔者

的看法，这一政治论述有剿窃行动党政治路线之嫌，旦显得有点一厢

情愿。因为在大多数非回教徒选民眼中，公正党是替阵中回教党"宗

教政治"的附庸，而不是独立于回教党之外的一股力量。再则，公正

党和回教党另一难以取信于民的做法，就是两党以替阵的框架推出共

同的竞选宣言《与新马来西亚同在:全民和谐)) ，内容虽没有声言

建立"回教国"，但是回教党在丹、丁两州又发布另外具有建立"四

教国"内容的州级附加宣言，到底要选民相信哪一份才是确实反映它

们政见的文献?它们唯一可以转移华人对"四教圈"视线的做法，就

是提出更吸引人的大议题，如回教党副主席拿督哈山·阿里 (Hasan

Ali)在3月 16 日宣布，回教党一旦成功执政，将在马来西亚成立一所

华文大学，专门研究华人文化。 1384但这被华人视为回教党蒙骗华人的

竞选花招，激不起任何严肃的讨论和关注。

其实选战开打到半途，公正党华人领袖在霹雳少'"深谙败局已定，

因为若以出席政治座谈会的群众人数，以及从支持者自掏腰包为属意

的反对党刊登政治广告这两方面作衡量指标的话，公正党完全无法跟

行动党匹敌。故此，蔡添强迁怒于林吉祥，指是林执意要打"三角

战"， "为了行动党的一己私利，要消灭公正党华裔"。 削他们决定

扯林吉祥后腿，来个玉石俱焚。 3月 17 日，在怡保东区突然冒起了一

个"公民之声"的非政府组织，号召选民投空白票或废票来"给林吉

祥一个教训11" 。根据行动党的调查所得， "公民之声"乃是由公正党

华人在幕后设立的{刷品组织。另一方面，国阵在近打谷也大军压阵，

非铲去林吉祥不可，不仅马华现任总会长黄家定和前任总会长林良

实，甚至首相阿都拉和前首相马哈迪也亲自到怡保为马华候选人汤华

昌拉栗。林吉祥在3月 18 日向传媒说，其胜算不断在往下掉，己低于

50%0 1386 

1384. 16 日。

1385. A也laysi注kinÍ， 19 March, 2004. 

1386. (星洲日报·大选专辑) , 2004年3月 19 日。

反观回教党却信心十足，晗边·阿旺扬言选后将邀请马华和巫

统组织联合政府，有人说这是马来政治文化的特质，因为马来选民不

会将票投给一个无能力组织政府的政党。华人政治则比较保守， "变

天"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梦魔，而非充满期待的憧憬，尤其当国阵

的"蓝天"变成回教党的"青天"，意味着哈边·阿旺当首相， ((回

教囡大蓝图》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是今后规范生活的准绳。故此，哈

边·阿旺在投票前夕表现得越胸有成竹，华人就越全力支持阿都拉。

3月 21 日为投票日，全国各地投票站出现大混乱，选民册错漏百

出，让选民大排长龙，怨声载道，不少人丧失投票资格。有些地区甚

至出现选票印错候选人所属政党的标志，不能不让反对党怀疑国阵是

否涉及舞弊。晚间开票， "新首相效应"果然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

了十分之九的国会议席，将所有反对党打得溃不成军。国阵在竞逐的

二百一十九个国会议席当中，拿下一百九十八席，尤其巫统的表现最

为出色，它参选一百一十七席，共赢得一百零九席，成功收复马来心

脏区的大部分失地。因阵在本届大选获得四百三十五万张选票，占总

投票率的63.8%强，在国会所获席次占90.4%。而由教党却成为最大

输家，它角逐八十六席，仅赢得七席(上届大选是二十七席) ，连哈

迪·阿旺的马江阁会议席也被巫统攻陷。公正党更是一败涂地，它角

逐五十九席，只有旺·阿兹莎成功卫冕杏东埔一席，其他候选人全军

覆没。相对来说，行动党算略有斩获，它参选四十四席，赢获十二

席，比上届大选多胜两席，重新成为国会下议院最大反对党。被讥

为"过期药物"的林吉祥和卡巴星双双胜出，但是郭金福却不幸在马

六甲市区的堡垒区败北。

至于州议会的选举结果，回教党丢失了大半壁江山，从原有的九

十八席输至二十六席，除了让巫统意夺丁加奴州政权(三十二席获得

二十八席) ，回教党在吉兰丹的势力也江河日下，从一七届的四十二席

跌至二十四席，勉强以三席微差组织政府。原本回教党满怀信心可以

长驱直入的古打、玻璃市、彭亨州也全部被巫统歼灭。公正党更输得

惨不忍睹，浩浩荡荡地参选一百二十四席，居然全军覆没。行动党竞

逐一百零四席，赢得十五席，比上届大选多出四席。面对如此惨烈的



败局，因教党最高理事会在3月 24日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一致议决"否定

大选成绩"，指"大选中出现舞弊、欺骗、滥权、违反法律和选举条

例等现象" ;川7而公正党亦在同日宣布"大选成绩难以令人接受及合

法性受质疑，而要求重新举行大选"。时8

表22: 2004年大选西马各主要政党表现比较
政党 参选席次 赢取席次 议席比率 全国得票率

国阵 219 202 90.41% 63.82% 

巫统 117 109 49.77% 65.07% 

马华 40 31 14.16% 15.47% 

离政党 12 10 4.57% 3.71% 

印度医大党 9 9 4.1 1% 3.1 9% 

回教党 84 7 3.20% 15.30% 

民主行动党 44 12 5.48% 9.93% 

人民公正党 59 0.46% 8.88% 

资料来源:整理自黄迸发，页270 川

2004年的选战成绩，说明在"后马哈边时代"，阿都拉凭"清

廉先生"所掀起的"新首相效应"，让国阵成功吸引到绝大多数中

间选民的支持，尤其是马来选票回流给巫统，更直接导致回教党惨

败。哈迪·附旺的原教旨主义气焰，不仅是构成回教党败选的

囚，甚至亦拖累了公正觉。至于行动党脱离替阵后以"守护世俗民

"为"道"，拒绝任何形式的"回教国"，这一政见到底是否其翻

身的要素，笔者不敢肯定。但是马华和民政党试图再以"抹绿"战术

来攻击行动党，则肯定不再有效。此外，林吉祥和卡巴星长年以来所

树立的反对党领袖形象，还是深获华人选民的认同， "华裔希望林吉

祥及卡巳星能重返国会，监督政府施政，同时表达华社的心声"， m。

这也是林吉祥在近打谷造势成功的客观条件。换言之，行动党的

1387. <累洲日报} , 2004年3月 25 目。

1388. 同上注。

1389. 黄迸发: <阿静拉大胜?行动党翻身?一一谨慎解读2004年选举结果> ，见潘永

强编: {旧政权新政府:马来西亚2004年大选与政治走向} (吉隆坡:大将出版

社， 2004年) ，页21-390

1390. 林友顺: <柔性诉求击退回教党> ，见〈亚洲周刊} , 2004年4月4日，页240

"道"和"将"在华人社会的政治认受性，无疑比公正党高得多，所

以有论者指选举成绩证明行动党始终是华社的老牌反对党，比公正党

更可以吸引华人票。 m

行动党从谷底回弹，重获华社的支持，退出替阵无疑是一大关

键，虽然它必须在短期内付出代价，即很难再如1999年大选那般，获

得反对国阵之马来选民的支持。然而，是次大选连回教党和公正党都

流失大最马来选票，故行动党的战略设定以稳着华人票源为先，再谋

定而后动也无可厚非。然而，有支持"烈火莫熄"的舆论声称，公正

党的惨败导致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出现倒退，即恢复到1980年代"马

来人在朝"对抗"华人在野"的格局。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符合客

观事实，因为选举成绩证实尚执政古兰丹州的回教党，还是马来选

区里最有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的反对力量，而这一股保守的甘榜

神权力量，绝对不容小觑，它肯定还有重新回潮的一天。光这一点

而言， "华人在野"的说法就站不住脚。所以比较贴切的，应该是

以"三国鼎立" (或"三分天下" )取代"华巫对垒"之概念框架，

来进行今后的战略和战术分析，即国阵的"蓝潮"、四教党的"绿

潮"和行动党的"红潮"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三分天下。

大选落幕后的第三天，林吉祥就公开建议，如果公正党认真看

待巩固马来西亚民主的三项目标及准备在大选后与回教党分道扬镰，

那么行动党准备与公正党进行合并。林所指的三项目标即是: (一)

恢复民主的有效性; (二)打造一个廉洁、公正、有效和可信赖的政

府; (三)捍卫马来西亚四十六年来的"社会契约"，即马来西亚是

以回教为官方宗教的世俗民主国，而非回教圈。 1392无奈林吉祥的建议

不仅受到公正党的冷遇，也面对行动党基层和支持者的反弹。蔡添强

指公正党不会离开替阵:依占和阿兹敏则称林吉祥提出"合并说"是

为转移人民对选举委员会不满的视线。公正党一些华人领袖和非政府

组织激进派也抨击林吉祥是要乘机"收购"、 "并吞"、 "美落"公

正党，有者更指行动党勾结巫统，黯算回教党和公正党。 3月29日，林

1391.林瑞源: <华裔选民选择明智> ，见〈黑洲日报) , 2004年3月 22 日。

1392. {星洲日报} , 2004年3月 25 日。



吉祥指"基于这些质疑他良好动机的反应"，他决定收回有关两党合

并的"个人建议" 0 1393 

(七)小结

通过行动党的议会斗争史略，我们可以得知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

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举步维艰。从制度层面来看，政治反对运

动长年面对重重的结构性制约:如民族认同分歧、神权政治干扰、阶

级矛盾不彰、选举制度不公、传媒报导偏袒、恶法层层罔拦、公民社

会怯弱、社会运动乏力、民智未(全)开等等，就这些结构层面的研

究，前人已经累积大量的文献，毋需本章赘言。然而，值得我们反思

的是，为何面对同样恶劣的环境，给予同样的历史条件，行动党却能

在众多反对党中脱颖而出，数十年来一直是国会中最大反对党，笔者

认为，这必须深入分析该党的战略和战术，才能理解行动党人的能动

性，如何克服前述的种种结构性制约，从而为马来西亚的宪制反对运

动，开出一条独特的"第二条道路"。

概括而言，行动党议会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有以下几个特征。首

先，林吉祥作为一党之党魁，他无疑是思考和设定选举战略的灵魂人

物。林行车以稳健和务实见称，对比早年的社阵和晚近的替阵领袖，

林吉祥打选战一向反对好高驾远，一步登天，这跟他准确把握华人集

体心理的识见不无关系。再则，林吉祥的选战布局十分重视巩固既有

基础，不轻易为了开拓新政治疆域而弃守故有领土，这尤其体现在行

动党前后两次参与反对党联合阵线的经验。简言之，一旦林吉祥洞察

到联合其他反对党作战居然是得不偿失(无论是政治纲领的妥协抑或

政治领土的收缩) ，则他绝不会任由行动党衰竭下去。两度的结盟，

前有马来人46精神党的保守化，后有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化，林吉祥

均选择及早分道扬镰，避免遭到对方的"骑劫"。由是可见，林吉祥

深谙统一战线之道，即联合是为了壮大自己，不是削弱自己，惟那些

左翼激进派却一直搞不通这么简单的道理，此乃智略上林吉祥比他们

1393. Media Conference Statement by Lim Kit Siang on 29 March, 2004. 

高明的地方。当然， "蚊子反对党"比行动党更热衷于参加反对党联

合阵线的另一理由，就是他们反正己输无可输，所以肆无忌惮地勇往

直前，甚至连出卖党魂都在所不惜。

诚如孙子论将有五点，即智、信、仁、勇、严。相对于那些"蚊

子反对党"及激进民主派领袖，林吉祥在"智"和"勇"两方面能做

到平衡兼俱，从不因头脑发热而冒进蛮干:也不因精打细算币裹足不

前。"信"亦是林吉祥"将道"的明显特征。行动党之所以能获得华

社支持，关键在于林吉祥、曾敏兴、卡巴星等核心领导人的战略定位

明确。在漫长的三十八年里，无论面对打压或收编，他们都执意要当

一个"忠诚反对党"，不会如其他投机和短视的反对党那般，为了

高官厚禄而出卖原则。诚然，这并非说明行动党甘愿、当"万年反对

党"，丽是它宁愿、靠自己的战略布局来夺得政权，如一连三届的"丹

绒之役"就是林吉祥构思和执行的夺权战略，虽然一直屡战履败，迄

今尚无法落实，而这必须从"严"方面来作出评析。

经笔者长年观察，林吉祥一贯重战略思考，轻战术考虑。这是

因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廿年期间，华社的民怨沸腾，间接怂恿

该党平臼毋需重视作战的后勤配备和战术提升，往往只靠最后一刻的

竞选造势就能过关斩将。在1990年代以前，因会一旦宣布解散，

的支持者和热心人会自动白发地涌到行动党各地支部，义务协助该党

候选人从事所有的竞选后勤工作，因此行动党领袖长年不认真看待组

织建设、基层培训、思想教育、筹集资金、招募党员等属于战术层面

的精密部署。试想想，倘若古时某国在开战前从不积极练兵，既不回

积粮草，也不饲养马驹，更不修建校道，只靠一二勇敢善战的将军冲

锋陷阵，能克敌制胜吗?然行动党的情况就是如此，许多囡州议员被

舆论批评为"文告议员"、 "睡觉议员"，大选提名前夕他们就"飞

象过河"，越州更易战场。万一不够候选人，行动党还可以临时拉

夫。他们当中，有者真是为林吉祥的攻城战略服务，也有人不敢在原

区寻求卫冕，还有少数更是为贪图社会功名。无论如何，他们都"迷

信"林吉祥在最后一分钟的造势，如"丹绒之役"般靠打"王者之

战"来掀起"反风"，进而一举攻克敌营。外间看来， "丹绒第一



役"打下良好基础， "丹绒第二役"再接再励， "丹绒第二役"应该

可以马到成功，故连国阵都侧目而视，不敢掉以轻心。然熟悉内部情

况者都晓得，这十年来槟州行动党从未认真检讨、改良和提升战术，

因为经验告诉他们， "丹绒第三役"只要战略应用得当，一样可以有

效克制敌人。然而，自 1991年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大战略出台

后，华人民怨已被收编，人人安于现状，林吉祥再摆空城计，自然就

输得一败涂地。换言之，没有扎实的战术支援，战略肯定无从发挥，

万一遇上政敌改变战略(如 "2020年宏愿"出台)及提升战术(如利

用"幽灵选民" ) ，则行动党更难逃惨败的厄运。就此而言，林吉祥

在战术层面的要求可谓不够"严"，如候选人的任命不够严格，组织

建设不够严密，夺权的计算方略不够严谨(如"丹绒第二役"仅靠简

单统计学) ，这是行动党议会斗争道路上最薄弱的环节，也是行动党

城池最容易让政敌攻破的空隙。

英国费边社平年的领导人碧翠丝·卫布 C Beautrice Webb) 曾

说: "改革不能光凭咆哮，而是需要精明实在的思考力。"时4行动

党的议会斗争史略，体现的正正是费边社会主义这种沉着、稳健、渐

进式的改良主义路线。总而言之，行动党近四十年的议会斗争史，是

大马独立后政治民主化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它有过辉煌的高峰期，

也有过遭到重创的时刻:无论是孤军奋战，还是参加反对党阵线，行

动党在战略上都绞尽脑汁，精打细算，务求取得政治突圈。该党最大

的选举成就，就是长年在国会维持最大反对党地位，然最大的选举局

限，就是和执政权力无缘。就此，笔者只能说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有

太多太多的制约，让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反对联盟/国阵统治的力量

都沦为"蚊子反对党"。从这个角度而言，能成为国会最大反对党的

行动党，其战略战术也就显得比其他反对力量来得卓越。一句话，行

动党的议会斗争总是和激进政治沾不上边，但也未曾向保守政治妥

协。它未来要如何周旋于神权政治和种族政治的左右夹击，无疑更需

要发挥高瞻的战略和精练的战术。

1394. 周梁楷: {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辨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 ，页590

第八章结论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百年历程，从来就不是被单一意识形态所
支配的一场政治运动。诚如英国著名的左翼学者托尼·怀特 CTony

Wright) 所曰: "社会主义史即是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 C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is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s) 0 1395左翼思潮的多元分

化，自 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在欧洲发祥以来就出现诸多争论。形形色

色的社会主义虽然都是以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贪婪、剥削及异化人

性的制度为自的，但是在为实现臣的所采纳的手段方面，却产生了严

重分歧。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来自两支实力最强大的左翼队伍，即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前者以马克思主义挂帅，主张暴力革命、无产

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后者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出发，坚持和平

改良、议会选举和党内民主制。无论是在实践或思想上的巨大鸿沟，

皆源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对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的

认识，以及对历史必然性的看法等问题出现难以调和的分歧，以至即

使有相同的历史渊源和相近的阶级基础，也无法更易彼此之间对使用

子弹 Cbullet) 和选票 Cballot) 的选择和坚持。

概括而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欧洲最发达

的工业化国家，透过组织工人和参与议会选举，工人阶级的势力取得

了长足的进展;而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密谋发动城市暴动的共产党人，

却率先在经济落后、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俄国成功推翻沙

皇，建立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自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社会民主

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从互相抨击和嘲讽，演变到公开决裂和势不

两立。 凹6两大阵营除了在现代化建设方面互相竞争，亦在区域地缘和

全球范围积极扩张政治影响力，如共产党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社会

民主党人在全球串联工运，苏联模式和莱茵模式较最了将近七十年。

1395. Tony Wright, Socialism: oJd and new(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 

1396.有关方面的讨论请参阅黄宗良、林勋健主编: <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Peter Gay, The Di1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切云 ChaJJenge to Marx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反对苏联"专政的社会主义"，遂将自己标

榜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它的"第二条道路"就是要纠偏资本主义

的"第一条道路"及克服斯大林主义的"第二条道路"之积弊，并以

自由、平等、团结互助及和平作为核心价值，辅以"四大民主观"，

这些思想原则载入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 ，成为社会党国际在战

后重建时所标榜的纲领和主张。

1989年东欧剧变，两年后苏联解体，除了中共、越共、古巴共

等少数老牌共产党没有弃守共产主义的旗帜(政策与路线大幅度调整

则另当别论) ，全球大多数的共产党人都陷入思想混乱和组织溃散的

窘境。 1397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更纷纷呈现"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势，

除了意识形态毅然改寒，也积极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及时搭上了西

欧"第三条道路"复兴的便车。

马来西亚的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建党之初就以"自由及民主

的社会主义"作为该党的意识形态， 1967年获准加入社会党国际，

1980年代林吉祥出任社会觉亚太局 C Asia-Pacific Socialist Organisa

tion) 副主席，堪称是亚洲一支不折不扣的老牌社会民主党。然而，

回首行动党近四十年的"第三条道路"，不论理念或实践，都是一条

相对灵活和自主的政治道路。它既不曾在欧洲1960和70年代的民主社

会主义"黄金时期"高举福利社会主义的大旗:也未在1980年代末爆

发"苏东波事件"时就匆匆宣布放弃社会主义的信仰; 1398更不见它

在1990年代中期当欧洲掀起"第二条道路"的热潮时，一窝峰地跟着

检讨不合时宜的党章条文和纲领。犹有甚者，作为一个以海外华人为

基础的左翼政党，当 1960年代中共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行动党却能"豁免"不受毛派极左思潮的渗透和干扰。 1399此外，作

1397. 马来亚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段国际形势最困班的时刻，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出森

林，并在1989年12月 2日在合艾同马来西亚警方及泰国政府签订三方和平协议。

1398.马来西亚人民社会主义党 (PSRM) 在赛·胡先的领导下，就宣布放弃"科学社会

主义"的信仰，将党名改回"人民党" (PRl\肘，即丢掉了社会主义S的称号。

1399. 反观泛马劳工党就深受中共文革的影响，由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转型为为一个毛

派社会主义党，从纲领到政策都是中共路线的翻版，它不仅肃清党内的费边社会主

义派系，还决定放弃议会道路，改为街头抗争。 1966年被社会党国际开除，后因极

左路线而自绝于群众，且受到联盟政府的强力镇压而寿终正寝。

为民主行动党前身的人民行动党，当李光耀在1990年代开始倡导儒

家式社群主义(或泛称"亚洲价值"观)来反击西方自由主义，民

主行动党也没有尾随人民行动党的步伐。前述种种特征，何止是超

越"左"与"右"这么简单。

若从宏观的历史结构来寻找答案，首先是马新多元民族的社会和

政治力量，对于国家建构 C nation building) 的基本面，自二战结束后

就产生极大的分歧，这一互不妥协的分歧，影响了行动党独特的"第

三条道路"。从第二及第二章的内容可以得知，以巫统为代表的"马

来民族一国家" C Malay nation-state) 同以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马

来西亚国家一民族" CMalaysian state-nation) 两大理念不断发生激烈

冲突。东姑主张独立后要建立一个"马来人支配"的马来民族国家:

而李光耀则致力打造一个跨种族樊篱，人人平等的多元国家民族。两

者之间的矛盾，不尽然只是民族主义观点的分歧，还包括左右意识形

态的对峙，即巫统是代表马来右派民族主义，人民行动党则属左派的

费边社会主义。遗憾的是，李光耀的民族和社会平等观，却屡遭巫统

领袖扭曲成是海外华人的大汉沙文主义企图在新马挑战"马来人特

权"，故右派的巫统在一般马来人眼中，俨然成为社会弱势民族(马

来人)的天然保护者。反而左派的人民行动党，被看作是为强势的新

马华人利益服务。阶级论述和民族主义纠缠不清，从独立前夕一直到

建因半个世纪以来，始终难以梳理清楚。不论喜欢不喜欢，朝野政党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混杂的政治结构中竞逐权力。再则，二战结束后，

从自治迈向独立的前夕，马新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同共产党人也针对日

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有着巨大的矛盾。人民行动党的李光

耀派系及日后庚续的民主行动党，同马共、人民行动党的林清祥派系

及新马两地的社会主义阵线，就"马来亚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手段"方

面，大体上出现两大分歧。一是它们对"马来西亚"概念的性质有迥

然不同的看法，马共一方坚决要粉碎这一属于西方新帝国主义的产

物:行动党则认为透过新马合并共组马来西亚不仅能应对共产党人的

挑战，亦有利于抗衡巫统"马来人支配"的强权。二是马共的暴力革

命路线同行动党的议会改良道路也针锋相对，后者声称在一个多元民



族的囡家，采用暴力来对付以巫统为主的联盟政权将进一步激化种族

矛盾，把原本就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局势推向万劫不复之地。

然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则听命于国际共运指挥，斗争策略先是抄袭中共

游击战争，后是仿效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以致摒弃议会民主，拿

起武器，转战森林。

当理解了前述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和路线争执后，马新分家后

的民主行动党，自然就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在"联盟政府的种族

性的右派"与"受外国鼓舞的反马来西亚的左派"之间的"第二条道

路"。闷。这跟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对于战后欧洲的"第二

条道路"之定位显然存有差别。第三章的分析证成了林吉祥的看法，

即欧洲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议程早已完成，它们的社会主义斗争，基本

上是在向一个民族和文化的范畴内就不同阶级的资源和权力进行再分

配，然在战后的马来(西)亚，一个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如斯多

元分化的国度，完全照搬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议程，就肯定会作茧自

缚。第四章进一步解释了行动党在制定政策时的特殊考虑，好比欧洲

社会民主党人最引以为荣的"福利国"，行动党就不敢奉为圭泉，因

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主要依靠华人社会的支持，而在"新经

济政策"的倒行逆施下，备受逼迫的华人是跨越阶级樊篱的。尤其是

自力更生的华人中小型企业，最害怕社会民主党的"三高政策" (高

薪酬、高税收、高福利) ，故行动党从未在"福利社会主义"于欧洲

取得巨大成就的"黄金时期"那郭学步，就是避免自绝于华人社会。

鉴于此惰，行动党热衷于追求"民族平等"更甚于"阶级平

等"。它选择性地突出"族裔民主"和"文化民主"，淡化"经济民

"和"社会民主"，同时后两项政纲的内容，亦比欧洲传统的社

会民主主义纲领要温和得多。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反对私营

化之余，该党不曾提出国有化/社会化作替代政见。反观巫统实施

的"新经济政策"，在捍卫"马来人特权"的名义下，透过"种族配

额制"，大搞其"种族计划经济"，给予马来民族大量的扶持和优

1400. <文良港宣言> ，见《民主行动党廿五周年纪念特刊} ，页161-20

惠，举凡经商、升学、就业、晋升、置业等方方面面都发放"消极福

利"，导致马来人养成过度依赖政府的"拐杖文化"，这一点连马哈

迪晚年都曾自我批评。由是观之，犯上所谓"英国病" (或曰"福利

懒汉症" )的不是支持中左派行动党的非马来人，反而是支持右派巫

统的马来人。所以，行动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如英国工党那般长

期肩负"福利国"的刚性包袱，也没有所谓"只讲权利不讲责任/义

务"的"消极福利"之积弊。反而是巫统自食恶果，今天马哈迪和阿

都拉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大潮，开始为那些习惯"毋需竞争"， "坐享

其成"的马来人之生存和竞争条件而忧心忡忡。故迫切需要政策更

新的首推是巫统，而不是行动觉，因为欧洲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毛

病一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行动党从来就没有沾上。这可真是

马来回亚政治的吊诡了。

再则，为了和巫统的种族主义施政针锋相对，行动党在建党之初

就主张各族应该享有"机会的平等"，而非靠"新经济政策"给马来

人制造"结果的平等"，强调搞"积极的福利" (即教育投资和人力

资源的培训〉而非"消极的福利" ;呼吁以"包容" ( inclusion) 意

识来塑造"一个国家" (one nation) ，取代"排斥" ( exclusion) 行

动，这些属于1997年英国新工党所倡议的"社会民主的更新"之核心

内容，行动党在197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虽然行动党是从民族平等的

角度出发，而新工党是为了自我克服"老左派"对"大政府"和"国

家积极干预"的迷思。借用布莱尔使用的术语， "第三条道路"极

端重视"教育、教育、教育"，即是对"可能性之再分配" (re

dis位ibution of possibilities ) ，目的是鼓励英国人民自力更生，提高就业

的技术水平和增强竞争条件，不要因"结构性失业"而依赖政府的救

济。至于行动党大力强调政府应重视教育投资，除了要在"新经济政

策"下为非马来人争取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华人向来有重视子女教

育的优良传统(俗语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 ，相

信也是行动党领袖在提出相关政策时，文化因素在背后发挥推波助澜

的作用。故晚近有不少社会学家，开始以文化因素来解释现代化、政

治民主化、战略、种族行为模式等等，都不啻为新的研究视角，值



得加以借鉴。 1401

换句话说，如果行动党盲从地高举欧洲福利社会主义的旗帜，对

经己享有各种"消极福利"的马来人非但没有吸引力，反之还会吓跑

华人，白白让保守派的马华公会和民政觉得利。再说，如果行动党突

出国有化，也不见得华人会给予支持，因为掌握国有企业的都是巫统

所扶持的马来权贵精英。倘若行动党走阶级斗争的路线，依托工会力

量来实施强硬的"反商"政策，华人工商界、城市中产阶级也不会投

行动党一票。这么一来，除非不搞议会斗争，否则行动党就非得在选

举市场中，寻得一个最能吸引大多数非马来选民支持的最大公约数，

那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就是行动党选择不做"阶级

党"，走向"全民党" ( catch-al1 pa向心的结构性原因。人人都晓得，

它的"全民党"概念很难获得马来人的支持，因为巫统在马来社会也

是跨越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要马来人的下层阶级支持行动党，几乎

是天方夜谭。至于那些毋需过多考虑选举得失的激进派，如一些左

翼"蚊子反对党"、非政府组织和左翼学者，高谈阶级斗争，充分彰

显左翼特征，不仅绝不妥协，还要抨击行动党是"机会主义

意转移阶级矛盾的视线"。然这些政党在历届大选都是一败涂地，唯

行动党能在众多反对党中…支独秀。"议会社会主义"跟"讲坛社会

主义"的明显区分也在于此。

如果说"全民党"是选举市场考虑下的产物，那么"群众党"

(mass pa均r) 则是在社团注册官的蓄意刁难下所促成的结果。其实，

蒂凡·那在1966年草拟民主行动党的党章时，原本是要将人民行动党

的"干部党"制度全盘移查过来，以用作防范共产党的颠覆和政治部

的渗透。然而，社团注册官(幕后是联盟政府)出于政治考虑而诸多

刁难，吕的不外是要拆除这一"廉垒"。结果蒂凡·那唯有放弃"干

部党"的构思来换取党的一纸注册证，但他却留有后着，就是将党章

条文写得十分严密，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式政党。第五章的分析，说

明了一个按"寡头统治铁律"运作的行动党中央，能直接干预各级组

1401.有关讨论请参阅晗瑞森、

2003年)。

(台北:联经，

织的人事和运作，以确保中央的意志和决定可以层层贯彻下去而不受

挑战。这虽然有助于维持全党上下的稳定和团结，但是其带来的负

面效应也不可小觑，如"复选制"和"委任制"不仅违反"党内民

主"的精神，也容易被最高领导人滥用来作派系之间的幕后权力交

易。更不幸的是，长年习惯了按寡头党章来竞逐权力的行动党人，会

不断复制和再生产集权的组织结构和塑造顺应集权领导的组织文化。

持平而论，这一套中央集权的组织架构，早年是因应外部严苛的政治

环境所催生的"生存之道"，但是日后却成为中央领袖牢控全党上

下，打压不同派系挑战的有利工具。所以，党内外的改革者都疾呼

要"党内民主"，要"权力下放"，才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笔

者再次强调， "集权"不等于"极权"，因为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不

允许行动党完全参照美式政党那一套"地方分权"的形式来运作。连

欧洲的许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迄今还是中央集权式政党，因为美式

政党只是选举机器，选举过后，党是不存在的。所以，行动党的组织

应转型成为美式政党，而是开放权利给党员代表大会"直选"党中央

主要领导职位，如全国主席、署理主席和秘书长，同时州党员代表大

会也按"直选"方式来选出州最高领导人。党选过后，一个认受性更

强的最高领导层，同样能领导一个强而有力的党中央，来执行党的路

线和政策。特别是在强人政治一去不复返的世代，靠共识和协商来管

理党，比靠纪律和侍服主义来控制党更为有效。

林吉祥的治党手法，长年以来均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争论。笔

者在第六章以行动党的"派系政治"为脉络，特选出七宗个案，来观

察林吉祥竞逐和巩固权力的过程。其实，林吉祥大半生的政治领导显

现出许多人性上的悖论，其治党的十大要素亦正反两面兼俱，不能简

单地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笔者认为，林吉祥长年作为一

个威权国皮里的最大反对党之党魁，其威权的领导手法不尽然是人

格特质使然，也包括来自国阵严苛的政治挑战一一如反复以逮捕、收

买、控告、分化、抹黑、诬蔑等手段围剿行动党，而造就出一个不能

不用威权手法来治党的林吉祥，否则行动党就无法在马来西亚政坛上

立足，更追论成为国会最大反对党。换言之，如果不是林吉祥，而是



吴福源、陈德泉、黄朱强等人坐上行动党秘书长的位子，又或者是由

李万千、柯嘉逊这些"左王" (他们的威权性格与林吉祥不追多让)

来把持行动党的第一把交椅，给予同样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行动

党在选战中能否有更好的成绩?行动党的党内民主能否勃然而兴?抑

或行动党沦为其中一个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无关痛痒的"蚊子反对

党" ?又或者行动党干脆参加国阵而成为巫统的权力附庸?笔者认

为，将行动党的威权文化全然归咎于林吉祥个人的威权性格，而没有

从马来西亚威权的政治结构中看出端倪，这种解释是有欠周延的，同

时也对林吉祥的评价不甚公平。一句话，林吉祥的威权性格虽然塑造

了行动党的威权文化，但是马来西亚威权的政治结构也反过来造就了

林吉祥的威权领导。

从第四章和第七章的分析中，我们也得知马来西亚威权的政治结

构，是如何顽强地制约反对党人的能动性，如国阵不断透过修宪和实

行种种恶法来钳制反对党势力的壮大，包括滥用《内安法令》逮捕反

对党人、钳制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干预司法的独立运作、废除地方

议会选举、划分选区时违反"…人一票"原则、利用"国当灵选民"投

票、贿选买票的金钱政治横行、看守政府滥用国家机关助选，以及禁

止举办群众大会等等，导致多党选举的"费厄泼赖" (fair play) 机

制受到严重的破坏。面对林林总总的不利制约，导致半个世纪以来的

反对运动，即使获得选民的踊跃支持，也很难苗壮成长(从总得票率

和所赢席次的不正常比例反映出来)。在履战履败的坎坷斗争中，行

动党却能长年对议会道路坚持不懈，严守"降下忠诚反对党"的岗

位，这唯有从该党领导层的政治信仰、语言背景、专业训练、人格特

质中找出答案b 简言之，行动党核心领袖的英文教育背景和法学训练

的专业，容易契合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道路，而不会醉心于

中共文革的极左路线，这同马共及劳工党领袖的华文教育背景和劳工

阶级出身的政治文化呈现强烈的对比。第一是劳工党人在议会道路上

一旦碰壁，就宣称"议会民主死亡"、号召"各级议员总辞职"，进

而转战街头和森林，遂给执政当局有更大的借口来进行疯狂镇压而寿

终正寝。反之，行动党一贯坚持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走宪政改良主

义的路线，虽然难以取得政治大突破，但至少能保存实力，减少无谓

牺牲，即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跟执政党打持久的推磨战。第

二是行动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扩大自由、实现平等"，而

非"为了平等，取消自由"。前者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道统的核心价

值，后者却是亚洲共产党人及"老左派"的社会主义观，这一狭隘的

理解在中共、越共、柬共等亚洲共产政权半个世纪以来对自由和人权

野蛮的侵犯记录中己得到印证，只是马共无缘在马来西亚执政，否则

其施政不会同周边囡家的共产党有太大分别。这当然是一个逻辑上

的假设，但是笔者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证实"老左派"确实对"平

等"的追求更甚于对"自由"的执著。如第七章的内容就记载了替阵

内的"老左派"为了打倒囡阵，不惜一切代价地盲目符合回教党的原

教旨主义气焰，不仅宣称"四教因，我们怡什么"，甚至到回教党推

出《回教刑事法》的那一刻，他们还是极力为回教党辩护，对神权

政治亦步亦趋地威胁公民自由权(包括非回教徒的宪赋权利、妇女

权利、世俗生活的权利…一如选择穿着、娱乐、喝酒等自由)视若无

睹，这就是"老左派"同行动党人在信守"自由"价值上的最大不间

之处。笔者认为，林吉祥领导行动党，坚持走渐进改良的议会道路，

并信守宪赋自由的价值来跟国阵周旋，与其说成是行动党"机会主

义"地继承了劳工党杯葛大选所遗留下来的政治空间，毋宁说是行动

党实事求是地开拓出一个问"老左派"全然不同的政治新局。

尤有甚者，研究行动党的选举战略和战术，特别是破译林吉

祥"将道"之强项和弱点，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能动性"是如何

竭尽所能地力求挣脱"结构性的制约"来牟取议会政治的突围。故

此，笔者借鉴纪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说明有关问题。如纪登斯认

为社会结构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基于结构具

有"使动性"和"制约性"，所以结构不仅消极地限制人的行动，而

且积极地使人的行动成为可能。好比在同样的社会结构和给定的历史

条件下，为何赛·胡先领导的人民党向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会走上不

间的道路:为何公正党会盲从回教党的原教旨主义，而行动党却能做

到是其是，非其非。这都充分说明了反对党人绝不是被动地听命于社



会结构或受制于外围环境，而是可以凭信念、斗志、热情、理性、战

略和战术等所汇集市成的"实践意识"来作出改变命运的选择，关键

在于人如何利用"结构的二重性"，即以结构的"使动性"来突破结

构的"制约性"。由是观之，林吉祥确实比替阵其他党的领袖要精明

得多，如f他也曾提出推翻国阵要分"两步走"、替阵必须拆去"回教

罔"这一"计时炸弹

以及行动党建议罔公正党合并等，这些主张都是为了突破马来西亚政

治结构对反对党人的顽强制约。

环顾前述所作的分析，马来西亚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孕

育出行动党灵活自主的"第二条道路"。应该说，马来西亚的"第一

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不是欧洲意义的"激进"和"保守"之

间的对峙，也不纯粹是"效率"和"平等"之争，而是一个民族和阶

级，宗教和世俗纠缠在一块的多面向构体(multi -faceted nexus) 。故

此，行动党将巫统所代表的"第一条道路"，看成是"打压民主的种

族政治" ;而对回教党所代表的"第二条道路"，视为是"威胁世俗

的神权政治"。若要走出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就必须世俗和

民主兼顾，平等和自由共生，多元主义和国家认同互补。

马来西亚的"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大题吕，本论文的研究只是撑

起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基于篇幅和个人能力所限，许多细节都无法处

理得当。倘若要全面理解行动党，尚有许多面向的研究可以继续深化

下去，如行动党的州级政治和地方政治、行动党的马来人领导、行动

党的印度人派系、行动党的妇女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务活动、行

动党在东马沙巴和砂拉越两州的政治史略、行动党在社会党国际的活

动记录、行动党对东南亚区域政治的参与、林吉祥的政治秘书集团、

爆发 "5 • 13事件"后戒严令下的行动党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

补充，从而建构一个整体的行动党图像。

行动党的"第二条道路"在马来西亚，是一面进步的旗帜，它

服膺议会斗争的道路，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作出极大的贡献;它奉

行多元民族政治，成为马来西亚抵御同化政策的中流砾柱:它追求社

会平等和经济正义，成为马来西亚弱势阶层的捍卫者:它信守政教分

离的世俗民主，成为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和自由价值的护航人。就

这四大方面而言，行动党堪称是大马民主发展史上"务实的理想主义

者"，亦是推动马来西亚现代化建设的一股进步力量。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第二条道路"是"全球第三条道路"的

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向一意识形态渊源，但它

在过去二十八年来的理论和实践，却充分体现出一个南方发展中国家

的政治特色。总结而言，马来西亚独特的历史背景、民族关系、政经

结构和文化元素，在在给一个依循议会民主道路的中左翼政党打上了

独特的马来西亚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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