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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5月9号，我们历尽了

几代人的努力，付出了无数

的汗水，终于在509这一天改朝换

代，把贪污腐败的国阵拉下台，并

且还在和平的情况下转移政权，期

间没有流过一滴血，堪称大马民主

史上的典范。

我们不妨比较国外的情况，一旦出

现政权更迭，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流

血冲突，输掉一方的支持者上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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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又或者发生军事政变，以各种

理由否定选举结果。这种情况在第

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远的不说，

说离我们最近的泰国吧。泰国在前

任国王继位以来，就发生过将近20

次政变，期间就有军方血腥镇压学

生抗议。在2014年，泰国军方不甩

各政党，不举行选举，军方领导人

干脆自封为首相。

记录大马历史上重要里程碑

此 外 ， 国 阵 统 治 国 家 长 达 6 0 多

年，巫统及其朋党有着千丝万缕，

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已经形成

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国阵的主要

领袖更涉及多宗丑闻，一旦失去政

权就意味着大难临头，因此，他们

将不惜一切手段都要阻止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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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皇室，军方和警队始终保持中

立，并没有助纣为虐倒向国阵，警

方更是在选举结果明朗化时，就派

人来保护敦马这个准首相，当时官

方还没有宣布最终结果。国阵眼看

大势已去，不得不乖乖交出政权，

国阵的支持者亦非常克制，并没有

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国阵一贯的技俩就是用513事件恐

吓选民，声称一旦政权更迭，就会

发生暴乱，“要稳定，不要乱”几

乎快成为马华的口头禅。有些家庭

甚至在大选前就会囤积食品，仿佛

会有什么大事似的。但是狼来了说

多，也会有失效的一天，国阵低估

了人民对贪污的忍耐，对求变的渴

望。恐吓牌终于在509这天彻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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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未来，政党轮替将成为“新常 

态”，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必须

经历和平的政权更迭。

509的成果来之不易，我国独立至

今不到70年，跟老牌的民主国家，

如英国，美国等比较，大马还算是

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我们的民主素

养可不比他们差。这天不仅记录了

大马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更见证

了大马国民素质的升华。这天注定

不平凡，注定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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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是 5 1 3 事 件 5 1 周

年，由于恰逢509两

周年，让人感慨万分，老一辈的

马来西亚人依旧记忆犹新，对当年

的惨况依然历历在目，永远都忘不

了。

根据官方的解释，513事件主要是

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原

因是在当时的各族间政治及经济能

力有很大的差异；然而部分华人认

火箭广场

从513到509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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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次事件是马来人针对华人所展

开的屠杀行为。这次血腥的种族冲

突导致了多人死亡和负伤；在华人
占多数的地区，华人死伤人数远高
于马来人。

整件事的导火索是马来西亚反对

势力在该年举行的1969年第三届全

国选举中获得50.9%的得票率，第

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民阵线之前 

身）。反对党在5月11日进入吉隆

坡庆祝胜利并且游行。一些巫统的

激进党员为之所触怒，举行反示

威。两派人马在街上擦枪走火，进

而导致日后的种族冲突。

冲突落幕后，国阵表面上极力淡

化513事件，但暗地里却非常巧妙

的运用此事作为恐吓人民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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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选情不妙时，就有意无意提及

当年的冲突，令不少有意投给反对

党的选民却步，只能臣服于国阵的

淫威。这张恐吓牌早期非常有效，

国阵足足用了40多年，过往战无不

胜。

种族恐吓牌彻底失效

然而，任何技俩用多了，也会有失
效的时候。恐吓牌在308大选时，

其效用就开始递减，国阵的3分之2

国会议席被否决，同时失去5个州的

统治权。直到509大选时，大马首

次实现政党轮替，并且还在和平的

情况下转移政权，期间没有流过一

滴血，堪称大马民主史上的典范。

509之夜是个非常和平的夜晚，

对于大选结果，自然是有人欢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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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愁，但值得庆幸的是双方的支持

者非常克制，没有重复当年的错

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皇室，军方和警队始终保持中立，

并没有助纣为虐倒向国阵。国阵眼

看大势已去，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政

权。恐吓牌终于在509这一夜彻底

失效。

从513到509，这不仅仅是一个时

代的变迁，也是马来西亚的进步，

种族关系虽然还称不上是大熔炉，

但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只会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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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纳吉

政府把投票日定在5月9日

星期三，虽然投票日属公共假期，

但前后两日却得继续上班，若计算

返乡与回程复工的日子，游子就得

牺牲两天的假期，回家投票道阻且

长。

民主故事 
509那些改变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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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阵为刁难游子回家投票可

谓算尽心机，但却也彻底激怒了世

界各地的大马人，掀起了我国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回家投票热潮，让

我们回顾马来西亚人如何用热血，

书写着一篇又一篇改变历史的民主

故事。

科技推进民主进程

就在宣布投票日不久，面子书就出

现一个 Jom Balik Undi (car pool) 的

社团，并在短时间内增加到3万余会

员，于是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开始

在里头配对，积极计划在509回家

投票。

然而，高手在民间，有热心民众

在里头观察到民众的踊跃，于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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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晚时间，直接开发了“UNDI 

509”Apps手机应用程序，为欲回

家投票的游子设立共车配对平台让

司机与乘客进行协调，无法估计以

上行动促成了多少人共车，但观其

在网络的热度已不言而喻。

 图:“UNDI 509”回家投票共车配对平台。

众筹交通费，助游子回家投票

此外，由12个华青团和隆雪华堂

妇女组联合发起“Undi Rabu”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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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筹集12

万令吉，所得款项用作赞助返乡的

工作人士、往返东马西马的学生以

及残疾人士回家投票的交通费。

而 远 在 台 湾 ， 也 有 2 位 大 马 留

学生张康乐与杨惠仪在众筹平台 

mystartr发起“首投族的力量——

让留台生返马投票”的活动，当

时留台返马的机票介于800令吉左

右，是笔不小的负担，最终他们成

功协助了不少留台学生回家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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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位大马留学生发起“首投族的量—— 
让留台生返马投票”的活动

邮寄选票姗姗来迟，海外大马人
发起接力送选票回国运动

许多海外选民在投票日前两天才收

到邮寄选票，有人担心选票无法及时

寄回国，开始自发组成小组，协助无

法回乡的游子把票带回家乡，于是一

箱箱邮寄选票，由志愿者充当快递从

澳洲、美国、德国以及台湾等地运回

国，最终成功投入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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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墨尔本收集海外选票的现场，其中一位
23岁的女生，原本只是帮五个人带选票，
但后来为了帮助更多人，在收集地点等了
整整12小时，带着装满选票的20公斤行
李，把希望带回吉隆坡。

有选民更因为时间太紧迫，找不到

回国途径，在接获选票后直奔机场

高举牌子，希望寻找飞往大马的乘

客，与时间赛跑将选票送回国。最

终，这股接力运动在投票日前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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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各大媒体和网路头条新闻，

更燃起了全国人的公民使命感。

众志成城，所有人一点一滴的热

血，最终汇集成全民海啸，成功推翻

腐败的纳吉政权，打破国阵的威权统

治，实现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让马

来西亚的民主进程跨出一大步。

可惜，希盟才执政两年，慕尤丁

与阿兹敏就为一己之私背叛投敌，

透过政变以非民主的方式夺权，剽

窃了马来西亚人得之不易的民主果

实。但是，这不代表过去所有人对

民主运动的牺牲及奉献，因此而前

功尽弃。

“过去，谈及政治，长辈告诉我们

的都是513，未来，面对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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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骄傲的告诉他们关于509

的故事。”

2020年5月9日，马来西亚人向全

世界证明，我们可以透过选票，以

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政权转移，成为

世界的民主典范，而其最大的意义

在于让这个国家的下一代，不会因

为恐惧而害怕改变，不会因为挫折

而失去希望。

感谢所有曾经在马来西亚民主进程

道路上奋斗的人们，未来，这个国

家的进步力量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和同行，才能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自

己的民主故事，继续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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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全国大选，希望联盟

成功终结国阵政府61年执

政，结束贪污腐败的时代。希盟执

政，对于贪官领袖可说是恶梦的到

来，各种贪污滥权的劲爆丑闻一一

爆出，到今时今日还在法庭面对审

讯。

国阵执政多年，在掌握资源和权力

的情况下打压在野党议员，让在野

党没有权力监督或追问政府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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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或贪污案件。最令人深刻的莫

过于震惊全球的一马丑闻案件，当

时由国阵委任的下议院议长在国会

上不允许在野党议员发问关于一马

丑闻案件，拒绝服从者通通被驱逐

国会。

最终纸包不住火，由于案件牵涉大

量资金，最终在在野党和独立媒体

穷追猛打下，一马案件公诸于世，

也导致国阵丢失执政权。

图:罗斯玛涉及砂拉越太阳能贿金案被控上
庭，纳吉陪伴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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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阿末扎希一共背负87条罪状，但他皆全
盘不认罪。 

贪官被控上庭

509变天可以达到警示官员的作

用。看到前首相纳吉等贪官一一被

控上法庭，对于每一位当权者来说

无疑是上了一场震撼课，过去或许

还可以一手遮天，胡作非为，想干

嘛就干嘛，但是政党轮替在未来，

可成为新常态，因此，他们试图贪

污时将会投鼠忌器，因为没有一个



21

政权将是长长久久的，贪污罪行也

会有被揭露的一天。

当然，国阵掌权多年，贪腐案件不

计其数，当面对质疑时，往往都会

释出 “Cash is King” 现金才是王

道的手段安抚人民或同僚。万万没

想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两

年前的今日投下一票，实现我国首

次政党轮替，终结贪腐的时代。

虽然杜绝贪污还有很漫长的路要

走，包括独立的反贪会、媒体自由

及在野党的监督等等。但是509的

变天，对当权者来说是一个警钟，

让他们在掌权时更加警惕，不敢再

胡作非为，也验证了政党轮替可以

有效打击贪腐，我们509的票并没

有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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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盟夺权不久后，就开始大量
的把前朝希盟政府委任的专

业人士和议员一一撤换，并委任国
盟后座议员和党领袖担任高职，以
稳定政权。令人担心的是国盟是否
会把前朝希盟政府所推出的惠民政
策延续下去。

国家基建公司（Prasarana）早前
宣布，因行动管制令导致My50及
My100 无限次乘搭公交月票的用

火箭广场

希盟超出21个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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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只需在5月前购买或更新月票

卡，就可获赠15天的免费公交乘

搭。让乘搭者，能够以同样的价钱

获得总共45天的公交的服务。

换言之，民众只需以100令吉购买

My100的月票就能在45天内无限乘

搭包括轻快铁、单轨火车、捷运、

快捷巴士、巴士及捷运接驳巴士。

至于My50则是50令吉的月票，可

以供民众在45天内无限乘搭巴士，

惟不包括快捷巴士。

这项计划在民众踊跃响应下获得正

面的回响，并在2019年为民众省下

4738万令吉，不仅如此，My100月

票卡有高达 11万名的活跃用户，而

My50也售出了3万3000张，让打工

族节省了不少的交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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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希盟也在各族佳节推出廉价机票。

交通部推出多项新措施

众所周知，My50及My100这项计

划是希盟政府竞选宣言之一也是由

前交通部长陆兆福推出，为了减轻

人民生活的负担以及鼓励人民乘搭

公共交通，舒缓市区交通阻塞。事

实证明，这项惠民的计划获得国盟

的肯定，并利用这项由希盟推出的

计划，让人民在疫情期间受惠。

希盟执政不到两年，交通部推出多

项新措施及落实反贪污计划，包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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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共交通月票、佳节期间降低机票

价格、解决单轨火车车厢不足、管制

电召车、考车自动化、销毁废弃车、

终止前朝不平等的合约等，解决国阵

执政60年所残留的局面。

由于国盟半途夺权，可能导致多项

筹备着的计划半途中断，包括饱受

争议的安全座椅计划、加重对酒驾

的刑罚、赔偿MH370遇难者家属和

推广公共交通月票至各州的计划胎

死腹中。

庆幸的是，希盟在21个月内的贡

献，对国家的交通发展带来不少的提

升，推出的政策和措施足以让人民继

续从中受惠，如今，交通部由马华总

会长魏家祥担任，希望他不会因为不

同阵营而中止这些利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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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联盟成员党领袖之间经常

为一些小事公然争吵，突显

了非民选执政联盟的脆弱和不稳，看

似随时瓦解，政府也有可能即将倒

台。

新冠危机爆发，让马来西亚迎来了

其中一个最具挑战的时期。虽然疫情

有缓和的迹象，但在疫苗研制成功和

希望联盟的新政与民主改革

文/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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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用前，我们仍要与新冠病毒打

持久战，面对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

然而，国民联盟的领袖无视人民公

共利益，彼此之间继续争权夺利。这

给予了希望联盟提醒，政府的职责在

于确保人民的福祉，以民为本、为

先。

我们要紧记，希望联盟民选政府之

所以撑不过半届，是因为种族政治的

两个极端大力拉扯，让中间路线无法

走稳。一些领袖并没有把人民的生活

与生计视为政府的主要议程，反而掉

入种族政治的陷阱当中。

两年前，马来西亚在全球民主倒退

和威权主义复辟的浪潮中，实现了历

史性的政党轮替，振奋与鼓舞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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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2018年5月9日，我们在不流

血的情况下改朝换代，且权力移交的

过程也相对顺利。其实这是我国首次

的政党轮替，也是从威权进入民主的

政权更替，所有期望与支持改变的人

们，理应携手一起建设和巩固我们的

民主制度，遏止威权势力回锅。

干净政府

我们必须以民为先。我们要告诉马

来西亚人民，电召车司机就是电召车

司机，不应有种族或宗教之分。无论

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不管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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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国民联盟或希望联盟，任何人民面

对失业，我们都必须伸出援手。

我们要成为拒绝贪腐的干净政府，

把施政的重点放在提供就业机会、体

面薪资、住所、温饱、医疗、公交、

教育和绿色环境等，确保人民能有尊

严地生活，还有生计获得保障。

当然，没有人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但我们必须确保政治是以政策议题为

导向，在后疫情时代尤为重要。

良好的政策，让我们得以带来改

变。种族与宗教政治是对手的拿手技

俩，我们千万别让自己受制于对手操

弄族群情绪的手段下。

我们还有许多马来西亚人民仍然追

求干净政府、民主制度、关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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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步改革，“希望联盟＋”（公正

党、诚信党、行动党，加上马哈迪派

系的土团党，以及民兴党）必须成为

他们的平台，带领一场绝地反扑的全

国民主运动。

民主转型

希望联盟能够在2018年大选胜出，

其中一大原因是全民参与、同侪互相

启发的竞选模式。政治领袖的角色，

只是作为候选人，以及透过影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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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提供策略方向。终结国阵霸权

的真正功臣，是勇敢和团结的马来

西亚人民。

不过在509改朝换代后，许多人投

完票便重返原来的生活，把民主建设

全交由政治人物处理。

有者以为政党轮替后，就有童话故

事般的结局，制度改革可以一夜完

成，为此不断炮轰新政府。有些则把

自己当成旁观者，抱着看戏的心态对

待政治发展。

同时，希望联盟政府尊重新闻自

由，不像国阵般钳制媒体。可惜，媒

体往往把报导的重点放在马哈迪与安

华之间的相位移交，忽略了民主转型

的过程。希望联盟领袖被迫面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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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的煽动性议题，把时间与精神消

耗在交棒争议。

马来西亚人民不分族群团结一致，

突破了选举制度不公的限制，成功

创造奇迹。我们无法让媒体聚焦在这

点，事实上人民如果可以联合起来，

民主还是有一丝希望。

大家必须知道，马来西亚的新兴民

主犹如一颗幼苗，要我们悉心照料才

会茁壮成长。

在希望联盟政府短暂的任期内，我

们也错过了培力公民社会的契机。支

持改革议程的公民社会，该做的不是

批判政府以示“中立”，而是学习政

府的治理过程，参与讨论与辩论，成

为民主建设的半个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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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希望联盟＋”重返执政，所
有人这回都理应参与建国的治理过
程，不能再把自己当成旁观者。政
府也要对外开放，推动与民共治，
毕竟政府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时
代已作古。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国家重建的大
业，所有想要让马来西亚更好的同
胞们就得一起参与。各党各派的马来
人、华人、印度人、伊班人和卡达山
人若能投入共同的全民运动，我们便
能更加强大，而现有的国民联盟政府
则会日益脆弱。

这是捍卫民主的正当斗争，守护人民
在2018年大选给予希望联盟的委托。

无论如何，认为慕尤丁国民联盟政
府很快就倒的人们，目前先要厘清几
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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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现实

第一，慕尤丁不会轻易放下政变夺

得的政权，会尽一切手段保住自己

的相位。不过，他在国会只掌握113

席，比简单多数仅仅多出一席，这股

不安甚至让他不敢召开国会。

第二，公正党与希望联盟叛徒阿兹

敏，目前不知何去何从。当下国家处

于危机时期，他并没有展露出领袖该

有的智力与能力，决策上也频频出

错。更糟的是，他的批评者还多于朋

友，已失去了马来西亚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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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会想尽办法，依偎着国民联

盟，确保自己的生存。

第三，即便巫统巨头一直向国民联

盟开炮，但巫统目前还是不会轻易结

束这段权宜的合作关系，除非他们能

确保自己在来届大选胜券在握，便会

策划闪电大选重掌权力。

巫统的弱点在于他们的内部不团

结，有各以纳吉、阿末扎希与希山

慕丁为首的派系，还有末哈山等不

属任何一边的人马，全党共分成四

个派系。

然而，纳吉、阿末扎希及前巨头东

姑安南，目前还在法庭面对贪污案审

讯。这些人是慕尤丁及所有执政者的

票房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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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伊斯兰党的领袖们正在享受

着当政府的风光与奢侈，他们预计不

会离开现有的联盟，继续靠拢巫统保

住一切。

除非伊党在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根基

被动摇，与巫统或土团党在议席分配

谈不拢，或是有关结盟影响到伊党在

东海岸的基本盘，否则我们很难看到

伊党会退出国民联盟。

第五，砂拉越政党联盟在2月29日

的关键时刻扮演了造王者，帮助国民

联盟获得组阁权。砂盟只在乎他们在

砂拉越的利益，在非必要的情况下，

都不会打破现状。

因此，想要重燃509希望之火的人

们，千万不能再抱着吃爆米花看戏的

心态，而是要化消极为积极。



“希望联盟＋”的所有政党必须携

手合作，一起赢回人民的支持。

五党领袖马哈迪、安华、沙菲益、

林冠英及末沙布必须以同一阵营的姿

态给予人民信心，愿意相信我们有机

会重返执政。我们的国会议员必须团

结起来，巩固我们的结盟。

最重要的在于，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希望联盟已经吸取了教训，未来将会

更谦卑地与人民一起履行民主改革，

在后疫情时代推动新政造福人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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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党轮替两周年，509的
那个夜晚，全国人民都守在荧

幕前，屏息凝视着不断更新的大选消
息，等到希望联盟确定以简单多数执
政后，内心的激动与街道上的狂欢，
都成为了这一代人难忘的集体回忆。

然而，509只是改革的起点，希望
联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都是新兵，第
一次上任县市议员及村长，从过去批
评的角色，转为参与决策位置，大家
必须边做边学，摸石头过河，并在政
策中贯彻我们的理念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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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民众专心听着大选讲座。

过去，面对不同价值与观念时，我

们习惯批判与冲撞，但我们知道作为

政府，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自己独

立完成，许多事物必须与不同的部门

及官员合作，遇见不同主张者，要懂

得沟通说服，重要的是把事请谈成，

做好。

执政地方政府让希盟获益匪浅，并

发现其实不少问题都能在短时间内

改善，譬如非法市集、巴刹环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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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又或是因为照明/道路设计不

佳，造成车祸频发的路段，而处理好

以上问题，往往能更直接地改善民众

生活，让民众有机会比较希盟与国阵

的执政表现。

从现场勘查，召集跨部门的官员协

商，到申请拨款、检视招标程序和监

督承包商，最后验收工程项目，每一

个环节都是学习机会，让过往无从得

知的资讯与知识都摊在阳光下，化成

无价的执政经验。

 

图:林吉祥准备上台演讲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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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已经很努力了，这个
世界没有变好，怎么办？”

虽然，喜来登政变让许多希望联盟

的支持者唏嘘，感叹政客的自私与权

欲典当了一代人的付出与努力，似乎

两年前的期盼只能换来沮丧，但民主

改革本来就是场漫长的远航，我们不

仅要争一时，更要争千秋。

509让希望联盟拥有无比珍贵的执

政经验，未来无论在制衡执政党，或

监督政府，将更加精准和专业，成

为更强大的在野党，继续改变这个国

家，而下一次执政，我们也将以这21

个月的执政经验继续扬帆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