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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大選 92 歲前總理改寫政治版圖
10 日，隨著馬來西亞第 14 屆全國
大選結束，92 歲前總理馬哈蒂爾帶領
的反對黨“希望聯盟”(希盟)取得 113
席簡單多數國會議席，在大選中勝出
，並終結“國民陣線”(國陣)長達 60 年
的執政。總理納吉布為何在對壘中敗
陣？馬來西亞的政治版圖又將如何被
改寫？

布個人帳戶。馬哈蒂爾指控納吉布貪
腐並干預司法調查，要求他下臺。
納吉布予以對此否認，並表示這
一消息的背後有政治陰謀。2016 年 1 月
，馬來西亞檢方宣佈，流入納吉布個
人銀行帳戶的 6.81 億美元源自沙烏地阿
拉伯王室饋贈，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
或貪腐，而且納吉布向沙特王室歸還
了其中 6.2 億美元。檢方沒有說明其餘
資金的去向，同時宣佈調查結束，不
會起訴納吉布。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報導稱，
納吉布在此次大選結果公佈後表示，
接受選舉成績，但強調沒有任何一方
奪得簡單多數議席，所以將交由最高
元首決定首相人選。

老驥伏櫪，馬哈蒂爾成最年長
民選領導人
馬哈蒂爾•穆罕默德生於 1925 年
12 月，家裡兄弟姐妹共 9 人，幼年家境
貧困。中學畢業後曾開過咖啡店，賣
過水果和手工藝品。馬哈蒂爾自幼勤
奮好學，1953 年獲得醫學學士學位。
1957 年他在家鄉吉打州開了一家私人
診所，在當地很有聲譽。
馬哈蒂爾 1946 年加入巫統，開始
政治生涯，並於 1981 年至 2003 年連續
擔任馬來西亞總理，是這個國家任職
時間最長的政府首腦。
馬哈蒂爾執政風格果斷、注重實
際，在他任內，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顯
著，貧困率大幅度降低。馬哈蒂爾把
馬來西亞發展成新興發展國家，被譽
為大馬“現代化之父”。
卸任總理後，馬哈蒂爾兩度退出
巫統，第一次是 2008 年巴達維任總理
時，當年以巫統為首的執政聯盟在國
會下院選舉中受到在野黨陣營的有力
挑戰，失去長期擁有的三分之二議席
多數優勢。2009 年納吉布接任巫統主
席及總理職位後，馬哈蒂爾重返巫統
。
2016 年年初，馬哈蒂爾第二次退
黨。他稱巫統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巫統
，而淪為支持和維護納吉布的政黨，

選前 PK，最後一分鐘的隔空對
決

讓他深感失望。馬哈蒂爾當時表示，
他不會自組政黨或加入其他黨派。
然而數月後，他就組建新黨，決
心與其他在野黨聯手，欲在 2018 年國
會選舉中擊敗納吉布領導的執政聯盟
。
今年 1 月 7 日，92 歲高齡的馬哈蒂
爾由在野黨聯盟推舉為總理人選。如
今，這名曾連任總理長達 22 年的政治
強人將再次執掌馬來西亞。

嚴峻考驗，納吉布為何慘敗？
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國陣)由巫
統、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馬
來西亞印度人國大黨等 13 個政黨組成
。

韓媒析朝美首腦會晤地
朝鮮展現誠意營造有利環境

自馬來西亞 1957 年獨立以來，以
巫統為核心的政黨聯盟一直連續執政
。然而，此次“國陣”的議席數從上
屆大選的 133 個銳減至 79 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7 日指
出，此次大選不僅是“國陣”和“希
盟”的競爭，也是國陣主席納吉布和
馬哈蒂爾的對壘。對於馬哈蒂爾來說
，本次大選可能是“最後一擲骰子”
，而對於納吉布而言，這也或將是他
整個政治生涯中所面臨的“最嚴峻考
驗”。
2015 年 7 月，美國《華爾街日報》
報導稱，近 7 億美元資金可能從納吉布
主導設立的國家投資基金“一個馬來
西亞發展公司”相關聯企業流入納吉

分析認為，朝方可能通過接受美方
提議，向世人展現朝鮮參加本次會談的
誠意，為成功舉辦朝美首腦會談營造有
利環境。
並且，新加坡一直與朝鮮保持良好
關係也是其成為會談地點的重要原因之
一。
報導指出，朝鮮與新加坡外交關係
的發展速度較快。朝鮮 1968 年在新加坡
成立商務代表處，1969 年將其升級為總
領事館，並於 1975 年設立大使館。
美國務卿蓬佩奧本月 8 日前往朝鮮
，最終敲定美朝領導人會晤的時間、地
點等事宜，並接回被朝鮮釋放的三名美
國公民。10 日淩晨，特朗普前往安德魯
斯空軍基地迎接被朝鮮釋放的三名美國
公民。

想要改變，大馬 60 年首迎政黨
輪替
專家指出，這是馬來西亞從 1957

熱點話題
在 2013 年的選舉中，華人選民衝
擊馬來西亞政治版圖的一幕仍然讓人
記憶猶新。當時由於 80%的華人轉向反
對黨，使得執政黨國陣僅過半數獲勝
。國陣長期壓倒性勝利的時代一去不
返。納吉布將此結果形容為“華人政
治海嘯”。
而此次大選，則是全民海嘯締造
了希望聯盟的勝利。這並非馬來人、
華人，抑或印裔的海嘯效應，而是全
民明確表達了他們的立場，協助希望
聯盟獲勝。
伊斯蘭黨自從離開希盟的“前身
”民聯後，表面上是個“獨立”的反
對黨，但實際上卻與巫統緊密合作。
這次大選伊黨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是
國陣(特別是巫統)的“保險”，即如國
陣、希盟與伊黨皆有上陣的選區，一
些選民如意欲放棄巫統，他們的選票
也未必會投給希盟，反而可能投給伊
黨。如此一來，希盟的選票就會被分
散，讓國陣漁翁得利。然而，此次大
選結果恰恰相反。

2018 諾獎文學獎
為何因性侵醜聞停頒？
當地時間 5 月 4 日，瑞典學院決
定，2018 年不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此
前，瑞典學院因處理法國攝影師尚克勞德•阿爾諾(Jean-Claude Arnault)
的性侵指控而備受抨擊，阿爾諾是瑞
典學院一名前院士的丈夫。

拉· 丹妮奧斯(Sara Danius)。

瑞典文學院於當地時間 10 月 5 日
宣佈，將 2017 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日
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自 1901 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已經
頒發給了百余位優秀作家，褒獎他們
“創作出富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
。2016 年的獲獎者是美國民謠藝術家
鮑勃· 狄倫。圖為瑞典文學院的常任
秘書長 Sara Danius 宣佈獲獎者。

因為院士都是終身職位，所以無
法請辭，但他們可以停止參加瑞典學
院的活動。

醜聞發酵致瑞典學院院士相繼
辭職
朝美首腦會談地點新加坡被公佈後
，受到外界關注。韓聯社 11 日分析稱，
朝方可能通過接受美方提議，向世人展
現朝鮮參加本次會談的誠意，為成功舉
辦朝美首腦會談營造有利環境。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 10 日上午
在社交媒體推特上表示，他與朝鮮最高
領導人金正恩的會晤定於 6 月 12 日在新
加坡舉行。這將是美朝領導人首次舉行
會晤。
韓聯社指出，雖然朝鮮此前一直希
望在板門店等地舉行會談，但最終做出
讓步。
分析稱，朝方可能認為與其和美方
把精力放在會談地點等細枝末節，不如
把著力點放在談判上，讓其取得良好成
果。

就在大選投票的前一天晚上，納
吉布和馬哈蒂爾還分別通過電視和社
交媒體發表特別演講，進行最後一分
鐘隔空對決，爭取選民支持。
納吉宣佈“國陣”一旦勝選，將
完全豁免 26 歲以下就業年輕人的所得
稅；把 5 月 14 及 15 日列為特別假期，
讓即將迎接齋戒月的伊斯蘭教徒有時
間和家人準備歡慶佳節。此外，今年
開齋節前後 5 天，豁免所有大道過路費
，以減輕民眾的負擔。
而馬哈蒂爾則大打“尊嚴牌”，
呼籲別為“小錢”放棄自己和國家的
尊嚴。他承諾在贏得選舉後，重振國
家經濟，讓馬來西亞人重拾尊嚴抬頭
做人。

年獨立開始到現在，第一次的政權更
替，肯定會有一小段時期的不確定性
，比如一些政府部門會換人，一些政
策需要改變，會有許多的不確定因素
，但是幾個月以後應該就穩下來了。
專家表示，馬哈蒂爾當過 22 年的
首相，不是第一次做首相的人，他當
首相的年代，馬來西亞取得經濟蓬勃
的發展。另一方面，“國陣”淪為在
野黨，未必會分裂，也很難分裂。
針對馬來西亞大選結果，新加坡
副總理尚達曼 10 日指出，馬來西亞選
民清楚表達了想要改變的意願，他祝
願馬國一切順利。

2017 年 11 月，18 名女子對法國
攝影師阿爾諾提出性侵和性騷擾指控
。據報導，一些指控發生在瑞典學院
的房產內。阿爾諾否認所有指控。
經投票表決後，瑞典學院拒絕從
院士名單中開除阿爾諾的妻子、詩人
和作家嘉塔莉娜· 費洛斯坦遜(Katarina Frostenson)。
阿爾諾也被指控 2006 年騷擾瑞典
王室的繼承人維多利亞公主，但阿爾
諾否認了該指控。
這起事件以及利益衝突、諾貝爾
文學獎獲得者名字洩露等指控導致瑞
典學院分裂，部分院士對學院內部分
人因“友誼”包庇費洛斯坦遜極度不
滿，引發一波辭職潮。辭職者包括費
洛斯坦遜及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長莎

瑞典學院的成員們公開互相攻擊
。 學 院 的 一 名 成 員 恩 達 爾 (Horace
Engdahl)稱一些辭職的成員是“輸不
起的人”，並形容丹妮奧斯是史上最
差的秘書長。

瑞典文學院於當地時間 10 月 5
日宣佈，將 2017 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
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自 1901 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已
經頒發給了百餘位優秀作家，褒獎他
們“創作出富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
”。2016 年的獲獎者是美國民謠藝術
家鮑勃· 狄倫。

院士人數“縮水” 影響文學
獎評選
根據規定，諾貝爾文學獎的投票
需要 12 名院士投票通過，新成員的加
入也需要由 12 名院士投票通過，而辭
職事件導致可參與投票的院士僅余 11
人。
該學院此前發表的一項聲明稱，
諾貝爾文學獎的聲譽被嚴重損害，並
承諾計畫恢復公眾信心。
瑞典廣播電臺文化記者(Mattias
Berg)稱：“這是瑞典學院有史以來的
最大危機。”有分析認為，潛在的獲
獎者難以接受仍在混亂中的學院頒發
的獎項。

Wästberg)此前表示，2018 年若不頒發
文學獎，那麼兩年的獎項都到 2019 年
10 月再公佈。
此前一名消息人士也認為，擱置
今年的獎項是恢復該組織聲望的唯一
方式。
諾貝爾獎得主在斯德哥爾摩皇家
科學院舉行新聞發佈會，他們分別獲
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化學獎以及物理
學獎。

哪些年份獎項曾停發？
導致今年頒獎暫停的原因比較特
殊，但也有一些年份，諾貝爾文學獎
並未頒出。
諾貝爾獎項總共有 7 次未頒發，
大多是在戰爭年份，儘管 1935 年被認
為沒有候選人夠格獲獎。
最近一次諾貝爾獎沒有頒獎是在
1943 年。
此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背景多
種多樣。過去獲得該獎的人士包括，
美國歌手鮑勃•狄倫(Bob Dylan)、中
國作家莫言、白俄羅斯作家、記者斯
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還包括奈及利亞作家、
詩人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哥
倫比亞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瑪律
克 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俄 羅
斯作家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
仁 尼 琴 (Alexandr Solzhenitsyn) 和 印 度
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等。

瑞 典 學 院 院 士 衛 斯 伯 格 (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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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床腳店
出售，有意者
5/10-5/31
請電

626-215-3689
Sushi Restaurant 1.1M,
sales $500,000 (just business), If buy with building
$1.6M
5/10-5/31
Teppayaki
Restaurant
800,000 sales $400,000
Branson, MO

Roy 785-760-3426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水
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大
5/10-8/2 P
小工程一條龍服務，二十年經
驗，免費估價，請電陳師傅

816-787-5098

餐館請人薪優
誠請炒鍋、打雜、
5/3-5/24

接電話各一名

日餐急售

密蘇里大學城，生意穩
定老店，月純利2萬，
5/17-6/7
一年回本，願教上手

573-424-6723
OVERLAND PARK 外
賣飱館，不設堂吃，
4/26 -5/17
生意二萬四仟，價錢
面議，查詢電話

913-951-6696 913-940-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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