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哈蒂爾歷年來多次將巫統內政治對手拉下馬，
無論是曾經炙手可熱的副首相安華還是在位首相巴
達維，都在權鬥中敗北，可是他這次藉貪污醜聞向
納吉布逼宮卻似乎不太奏效，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
國際研究學系教授凱斯（William Case）向本報直
言，馬哈蒂爾 「正輸掉這場戰鬥」 。他解釋，巫統
政治人才在馬哈蒂爾時代被收拾得所剩無幾，如今
缺乏可真正挑戰納吉布的政治對手。

執政時清異己致巫統缺人才

與安華或巴達維相比，納吉布在巫統的地位有顯
眼的家族印記。納吉布的父親拉扎克和姨丈胡先翁
是大馬第二任和第三任首相，表弟
希山慕丁（胡先翁兒子）是現任國
防部長。凱斯認同家族庇蔭有助納
吉布鞏固政治地位，不過他指出，
納吉布沒有迫切下台壓力的關鍵始
終在於巫統缺乏政治才俊，這從曾
為副首相的慕尤丁被踢走後沒有什
麼反撲能力可見一斑。

諷刺的是，這局面也許正是馬哈
蒂爾本人一手造成。凱斯指出，馬
哈蒂爾出任首相期間，建立起識別
潛在挑戰者的系統，從而預早出手

將他們趕出巫統。他說，馬哈蒂爾推倒巴達維時還
有納吉布這個選擇，但如今納吉布根本沒有類似對
手，難以照辦煮碗。

巫統反擊兒子官位動搖

有分析指出，馬哈蒂爾試圖拉倒納吉布，旨在將
兒子、吉打州務大臣慕克里（Mukhriz Mahathir）捧
上位，如今卻可能弄巧反拙，部分媒體傳出慕克里
或會被巫統領導層免去州務大臣之職。馬哈蒂爾對
此只稱，政治人物必須面對包括被革職在內的各種
挑戰，倘若兒子要被革職也沒辦法。

凱斯相信，馬哈蒂爾 「正輸掉這場戰鬥」 ，馬來
社群已不再那麼支持他，尤其是他
出席淨選盟集會後，更有可能被聯
想為親華裔，削弱在馬來裔心目中
的地位。

巫統高層顯然亦想牽動類似輿
論，中央委員達祖丁昨日表示，馬
哈蒂爾不應獲邀出席即將舉行的巫
統大會，否則會惹來黨友的負面觀
感， 「我們的鬥爭如今不同了，他
（馬哈蒂爾）被視為與反對派合
謀」 。

明報記者 周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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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為了重奪憲法及民主主義的重要時期，我也跟大家一起行動。

大馬示威散場 「倘遭無視將續辦」
副首相預告秋後算帳

淨選盟 4.0主要集會地點為吉隆坡獨立廣場一帶，
前晚通宵留守街頭的示威者一度減至約 5000人，但
天亮後人數陸續回升，現場再現黃海。大會整日安排
了穆斯林、基督教和天主教祈禱時間，參加者時而看
表演和聽演講，時而高歌喊 「乾淨」 、 「納吉布下
台」 等口號。 入夜後人數再增加，氣氛益顯熱鬧。
踏入晚上 9時後，獨立廣場舞台開始歌唱節目，集會
者亮起手機屏幕，場面壯觀。

首相：只有2萬人有少少不滿

淨選盟4.0主辦者瑪麗亞‧陳（Maria Chin）在結束
長達 34個小時集會前表示，總共有逾 30萬人參加，
共籌得 240萬令吉（446萬港元）捐款。警方則稱集
會參加者最多不超過 3萬。首相納吉布昨稱： 「我肯
定只有 2萬人有少少不滿，其餘馬來西亞國民都是支
持政府的。」 執政巫統高層扎馬尤努斯稱，將號召
100萬 「紅衫軍」 在10月10日舉行和平集會以顯示大
多數人民支持納吉布。

大馬前首相馬哈蒂爾連續第二日現身集會地點，稱
自己到來 「支持人民而不是淨選盟」 。他以菲律賓推
翻馬可斯獨裁統治的人民力量革命為例，說： 「如果
政府無視法律，就必須示威。這是最後途徑。」

副首相阿末扎希不點名諷刺馬哈蒂爾 「只在集會現
場現身 6分鐘」 ， 「無需大家費神關注」 。阿末扎希
昨又重申淨選盟 4.0集會為非法，稱警方一直監察全

國各地領袖和演講者，事後將按《和平集会法》等法
規採取行動。他說： 「我同意警察總長所講的 『敢做
就敢當』 ，不要指摘警察行動殘酷。」

指80%示威者屬華裔巫統高層促拘捕

巫統怡保東區區部主席阿茲安指淨選盟集會80％參
與者為華裔，促請政府展開拘捕行動， 「制止非法集
會及推翻領袖的不良文化」 。大馬外交部則指摘海外
大馬人參與在本港、上海、墨爾本、倫敦等逾 50個
城市舉行的集會， 「破壞國家在國際的形象」 。副外
長理查馬力甘稱當局正搜集海外集會者資料，將提交
執法部門採取法律行動。大馬政府事前以撤銷獎學金
威脅留學生不要參加集會。

國慶倒數改地點官批示威者破壞

這場針對納吉布 26億令吉貪污醜聞的集會規模浩
大，但參加的馬來人比過往幾次淨選盟集會顯著減
少。有參加集會的馬來人稱： 「馬來人或許不上街，
但不代表他們不惱怒納吉布，等着瞧下場大選吧。」
不過有專家指出，納吉布在巫統內部地位未受重大挑
戰，沒有迫切下台壓力（見另稿）。

大馬今天的國慶活動將如常舉行，但閱兵及巡遊委
員會主席奧斯曼昨抱怨，示威者堵塞慶典主場地獨立
廣場，令最後綵排、佈置器材等多達五成籌備工作無
法順利完成。 （綜合報道）

吉隆坡的淨選盟支持者昨日遊行後在酒店大堂的按摩椅
上休息。 （路透社）

馬來西亞持續了兩日的 「淨選盟4.0」 集會，
昨晚依諾於國慶前夕結束，大會特別勸籲集會
人士和平散去。當局因應集會更改國慶倒數慶
典場地，國慶籌備官員指摘示威者破壞 「一心
一意」 的國慶主題。組織者稱集會創下最多人
參加的紀錄，若今次沒有達到訴求，將繼續舉
辦集會，直到訴求被聽見。副首相兼內政大臣
阿末扎希則指集會非法，聲言警方將在事後採
取行動對付組織與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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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比例較小，但今次淨選盟示威也有穆斯林參與，圖為他們在集會期間禮拜。 （路透社） 示威者前晚在道路上留守過夜，不少人直接躺在地上睡覺。 （法新社）

馬哈蒂爾作繭自縛難撼納吉布

淨選盟集會第一天入夜後傳出有 13人飲用紙包
飲品後出現食物中毒症狀，6人情况嚴重送院。淨
選盟主席瑪麗亞‧陳指醫療團隊發現那些派給支持
者的飲品包裝上都有針孔，由不知名人士免費派給
他們，已向警方報案。她譴責事件，指 「這看似是
蓄意破壞，令人噁心！這關乎民眾性命」 。她又提
醒集會人士只應飲用官方義工派發的樽裝水。

大馬《東方日報》報道，其中一名婦女喝了兩盒
有問題的紙包裝水後嘔吐不止，被送往醫院急診部
治療。報道引述淨選盟醫療隊協調員陳源太指，另
有 7人有嘔吐、腹瀉及發燒症狀，包括兩名 10歲以
下兒童。有淨選盟義工指問題紙包飲品由一名孟加
拉男子搬來，貼上 「支持淨選盟4，請拿一盒」 的告
示，誤導不知情的遊行人士拿取。 （綜合報道）

飲加料免費飲品13示威者中毒

國際評論
大馬淨選盟發起示威抗議首相納吉布涉嫌貪腐，

要求他下台，號稱有 20萬民眾參加，連 90歲高齡
的前首相馬哈蒂爾也亮相聲援，引起一陣哄動。雖
然在政治鬥爭中，敵人的敵人往往被當成是 「朋
友」 ，但正如一些反對派人士所言，大馬今時今日
的腐敗問題，有部分就是源於馬哈蒂爾 20多年強權
統治扼殺了民主空間，將馬哈蒂爾視為 「同路
人」 ，恐怕只會損害這場運動的道德權威。

在位扼殺民主反對派難視同路人

過去數月，馬哈蒂爾不斷抨擊納吉布治國無方兼
捲入一馬發展公司貪腐醜聞，聲言大馬 「民主已
死」 ，然而說到扼殺民主和言論空間，馬哈蒂爾恐
怕才是真正的 「老前輩」 。1987年，馬哈蒂爾政府
展開了 「茅草行動」 ，大舉搜捕反對派黨員及社運
人士，英文《星報》、中文《星洲日報》及馬來文
報《祖國日報》均被勒令關閉。此外，馬哈蒂爾任
內還以 「報道對大馬不友善」 為由，將當時的《遠
東經濟評論》和《國際先驅論壇報》等列入黑名
單。馬哈蒂爾其中一名兒子還因為不滿《亞洲華爾
街日報》的裙帶主義報道指控，控告該報 「誹
謗」 。

馬哈蒂爾指控納吉布家族生活奢華腐敗，但當外
界質疑其兒子坐擁龐大財富時，馬哈蒂爾卻罔顧次
子Mokhzani躋身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的事實，否
認兒子是億萬富豪。有民間團體就懸紅希望國民能
提供馬哈蒂爾出任首相 22 年間貪腐斂財的資料證
據。在不少反對派眼中，馬哈蒂爾和納吉布不過是
一丘之貉。

聲援示威 被指為兒子鋪路拜相

一些評論分析便質疑，馬哈蒂爾大力想拉納吉布
下馬，是出於私心私利，其中一個說法，就是他想
讓其兒子、現任吉打州州務大臣慕克里（Mukhriz
bin Mahathir）上位，最終接掌相位。當然此說法帶
有陰謀論色彩，亦很難證明，但馬哈蒂爾不容別人
挑戰權威、偏離他所定下的國策路線，也是鐵一般
的事實。1986年，大馬深陷衰退危機，馬哈蒂爾跟
有 「大馬經濟之父」 之稱的內閣大臣東姑拉沙里就
因為處理經濟問題反目，並爆發激烈權鬥（最終東
姑拉沙里落敗）；1998年他將 「準繼承人」 副首相
安華攆走，除了涉及權鬥，原因之一還包括兩人在
應對金融風暴和經濟路線上迥異。

雖然馬哈蒂爾 2003 年辭任首相，但卻 「退而不
休」 堅持要當造王者，捍衛他廿年統治所奠下的國
家發展藍圖。馬哈蒂爾與繼承人巴達維最初雖相安
無事，但不久就開始對巴達維施政指指點點，在
2008年大選失利後更是火力全開，最終由他屬意的

納吉布於 2009年接任。未料 6年後馬哈蒂爾又將矛
頭指向納吉布，據大馬媒體的說法，馬哈蒂爾決定
逼宮的導火線，就是納吉布沒有守諾，在大馬領土
水域內興建星馬 「彎橋」 、落實馬哈蒂爾在任時承
諾的發展大計。

納吉布獲中央幹部力撐馬難逼宮

可是時移勢易，馬哈蒂爾在國民陣線和巫統的造
王能力，似乎已大不如前。事實上，馬哈蒂爾 「倒
納吉布」 攻勢超過一年，但一直未能真正撼動對
方，現時國陣和巫統內擁護納吉布的明顯是多數，
反而支持馬哈蒂爾的高層和內閣部長卻甚少，公開
要求納吉布交代 「一馬事件」 的副首相慕尤丁早前
也被免職。馬哈蒂爾據報本月中曾與同屬元老級的
東姑拉沙里洽商，同意拋開分歧聯手攆走納吉布，
某程度只反映了馬哈蒂爾 「倒納」 乏力，連昔日宿
敵也要找來幫忙。雖然馬哈蒂爾在國陣內仍獲得不
少草根擁護，但納吉布卻透過提供大量選舉資源，
成功贏得大多數中央和地方黨幹部力挺。馬哈蒂爾
要在國會發動不信任票去攆走納吉布，實是談何容
易。
筆者按：今天的文章是筆者為明報國際評論專欄

撰寫的最後一篇，感
謝讀者近兩年半來的
閱讀和賜教，後會有
期。

專制強人變「民主衛士」？馬哈蒂爾造王力不再
泰國警方昨日表示，前日拘捕的曼谷四面佛爆炸案

疑犯屬於一個販運人蛇集團，不排除是因當局打擊其
財路而犯案報復。疑犯持偽造土耳其護照，真正國籍
及姓名未明，泰國陸軍總司令烏東德說，由於疑犯拒
絕合作，調查未有進展。

疑犯目前由泰國軍方拘押，其所持土耳其護照令輿
論關注爆炸案會否與疆獨問題有關，但泰國警方發言
人普拉育昨稱，當局相信疑犯屬於一個向非法移民出
售假證件的集團， 「他們不滿意警方拘捕非法入境
者」 ，所以發動襲擊。普拉育稱，警方正追蹤逾千個
電話號碼及搜集DNA樣本以追緝疑犯同黨，並與多
個使館合作確認其身分。 （法新社/路透社）

泰警：爆炸犯涉人蛇集團

電 影 《 無 語 問 蒼 天 》
（Awakenings）原著作者、知名腦神
經學家薩克斯（Oliver Sacks，圖）昨
日（30 日）在紐約家中因癌症逝
世，享年 82 歲。薩克斯在英國出生
及學醫，後來到美國執業。他根據對
病人的觀察撰寫過多本暢銷著作，包括《錯把太太當
帽子的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及《色盲島》（The Island of the Colorblind）等
等。Awakenings 是他在 1973 年的作品，同名電影由
羅拔迪尼路與羅賓威廉斯主演，1991年獲最佳電影等
3項奧斯卡提名。 （紐約時報/BBC）

《無語問蒼天》原著作者病逝

一名女童昨參與示威。（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