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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救國原諒馬哈蒂爾 平民身份支持施政

安華獲全面特赦 不急接棒
雞姦罪成入獄的馬來西亞前副總理
安華，昨日終於獲最高元首蘇丹莫哈
末五世全面特赦，即時獲釋。作為公
正黨實權領袖、也是執政「希望聯
盟」精神領袖之一的安華，在重獲自
由後的首場記者會上表示，希盟勝出
大選後，大馬已進入全新的「黃金時
代」，他將以平民身份支持總理馬哈
蒂爾施政。被問到是否真的能夠原諒
這位昔日政敵，安華重申原諒馬哈蒂
爾是為了拯救國家，他接下來會把部
分時間用於海外講學，不會催促馬哈
蒂爾交棒。

安華昨日早上獲得特赦後，在家人和律師
陪同下離開接受治療醫院，他面帶微笑

向支持者揮手示意，之後坐車前往國家皇宮覲
見最高元首，並與馬哈蒂爾見面。不少大馬民
眾對於安華獲釋感到非常激動，公正黨一名議
員形容，安華獲釋是所有馬來西亞人的大日
子，「就像曼德拉獲得自由時，南非人歡呼慶
祝那樣」。

洗刷所有罪名 大馬首例

雙雄並立 或致內部緊張
馬哈蒂爾前日表明，他最長可能在位一至兩
年，即使卸任仍將在幕後扮演一定角色，並表
示安華獲釋後仍需先取得國會席位，才可能入
閣。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分析員阿里認
為，安華獲釋後將與馬哈蒂爾形成雙雄並立局
面，可能在新政府內部造成緊張，不過他對今
後形勢表示樂觀，相信兩人會找到方法在過渡
期內共處合作，「兩人之間可能發生衝突，但
聯盟內官員和馬來西亞人民的冀望，足以對他
們構成制衡。」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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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莫哈末五世（左二）宣佈特赦安華。

法新社

■安華表示已與馬哈蒂爾冰釋前嫌。

縱橫政壇40載3度入獄 安華戲劇人生再出發
70 歲的安華縱橫馬來西亞政壇
40 年 ， 大 半 生 經 歷 多 次 大 起 大
落，他年輕時曾是旗幟鮮明的民
族主義與伊斯蘭復興主義學生領
袖，後來卻出人意表地加入執政
巫統，成為大馬史上最年輕副總
理，一度被視為強人總理馬哈蒂
爾的接班人。然而師徒未幾反
目，安華一夜盡失所有，兩度身
陷囹圄，在反對派陣營打滾 10 多
年，安華最終竟與馬哈蒂爾上演
一幕「大和解」。昨日獲得全面
特赦後，安華的戲劇人生又再展
開新一頁，不過分析認為他今後
的處境，仍然掌握在馬哈蒂爾手
中。

安華早於 1970 年代已經嶄露頭
角，他曾因為領導學生運動抗議
鄉村貧窮和饑荒問題被捕，入獄
20 個月，並擔任多個伊斯蘭組織
或機構的領導人，雖然處處與政
府作對，卻漸漸得到馬哈蒂爾賞
識。1982 年大選前，安華應馬哈
蒂爾之邀加入巫統，此舉雖令安
華的支持者大跌眼鏡，但他卻自
此平步青雲，當選國會議員並先
後出任多個部長職位，並於 1993
年成為副總理。
隨着共事日久，安華與馬哈蒂
爾漸漸因為巫統內部貪腐問題出
現分歧，應對 1998 年亞洲金融風
暴的手法更成為兩人關係決裂的

山義正表示，日本今年 1 月與 2 月經歷
大雪天氣，新鮮食品及能源價格上
漲，導致可支配收入減少，拖累個人
消費，因此雖然首季個人入息按年大
升2.1%，創2003年以來最大升幅，但
期內個人消費仍然持平。

美保護主義勢削弱增長
部分經濟師預期，未來日本經濟即
使能夠恢復增長，增幅也會較此前放

緩。美國總統特朗普連串貿易保護主
義政策可能影響日本對美出口，中美
貿易爭端也可能在供應鏈方面波及日
本。
日本經濟產業相茂木敏充昨日表
示，上季經濟收縮只是暫時性，當局
對經濟溫和復甦的看法並無改變，並
預期私人企業需求增加將有助經濟回
復增長。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fb 首季刪 5.83 億假賬號

深陷用戶資料外洩醜聞及被指散
播假新聞的社交網站 facebook(fb)，前
日公佈「社群守則執行初步報
告」，宣佈今年頭 3 個月內關閉了
5.83 億個假賬號，並移除了 8.37 億則
垃圾訊息，刪除或警告近 3,000 萬篇
涉及色情、暴力、恐怖主義宣傳或
仇恨言論內容的帖文。不過 fb 承認
目 前 活 躍 用 戶 中 ， 仍 有 多 達 3% 至

4%是假賬號。
fb 表示，第一季百分百成功偵測垃
圾訊息，並透過人工智能技術，刪除
340 萬條暴力影像，較前一季多 3 倍，
其中 85.6%案例都是還未接獲用戶舉
報便能自動偵測。此外，受惠於相片
辨識技術進步，fb 期內對 190 萬則恐
怖主義宣傳帖文採取行動，按季增長
73%，且幾乎所有相關內容都在接獲

舉報前就處理。然而 fb 承認比較難透
過自動化措施取締仇恨言論，原因是
種族歧視或「恐同」等言論往往會被
受害者轉載，難以由系統分別。
另外，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
(FBI)據報正以違反選舉法規定為由，
調查涉嫌挪用 fb 用戶數據的英國數據
分析公司「劍橋分析」。
■法新社/路透社

導火線。1998年9月，馬哈蒂爾突
然以涉嫌洩露國家機密、貪污和
雞姦等 10 項罪名宣佈解除安華職
務，安華翌年被判監，2004 年出
獄後一度淡出，其後重返政壇，
領導反對派在 2008 年及 2013 年大
選取得佳績，但與此同時安華卻
再面對雞姦指控，並因罪成在
2015年再次被收監。
安華再次被囚後，反對派一度
陷入群龍無首局面，但早已引退
多時的馬哈蒂爾此時竟然復出，
並宣佈與安華聯手，最終兩人合
力贏得大選，亦為安華的政途帶
來新開始。
■法新社/美國廣播公司

「情色」內容曝光
新數碼技術破解《安妮日記》

日首季經濟負增長0.6%
終止28 年升勢

日本內閣府昨日公佈，受商業投資
及個人消費疲弱影響，首季經濟按季
收縮0.2%，換算成年率則收縮0.6%，
是自 2015 年第四季以來首次，標誌着
日本 28 年來最長的經濟增長趨勢告
終。消息對於近期深陷連串醜聞的首
相安倍晉三而言，無疑是另一次沉重
打擊，不過分析對日本經濟前景仍然
審慎樂觀，相信跌幅不會持續。
SMBC 日興證券首席市場經濟師丸

路透社

■支持者等候安華到場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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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最多
兩日流走 億外資

70 歲的安華原定下月 8 日出獄，根據規定，
罪犯在馬來西亞即使獲得特赦，出獄後仍必須
等待 5 年才能參政，不過這次安華是獲得最高
元首的全面特赦，即可完全洗刷之前的罪名，
法律上可被視為與平常人一樣未曾犯罪，因此
可以即時參政。這次也是馬來西亞政治史上首
宗全面特赦個案。
安華下午回家後召開記者會，他表示過去
20 年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只要能獲得人民支
持，他所受痛苦、侮辱都沒有任何關係。安華
又表示，會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支持馬哈蒂爾與
妻子、候任副總理旺阿茲莎施政，包括組閣等
事務。
針對他與馬哈蒂爾的多年恩仇，安華表示，
很多人問他是否真誠原諒馬哈蒂爾，也有人問
他為何要與馬哈蒂爾合作，「他們甚至當面問
我：是否真的能原諒他，我的回答是為了拯救
國家，我選擇原諒。」安華表示自己與馬哈蒂
爾共事多年，明白對方深切關懷馬來西亞及其
人民，有必要展開新的合作關係，推翻前總理
納吉布政府根深蒂固的貪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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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交易所數據顯示，大馬股票市
場在大選後首兩個交易日內，共錄得約
15.2 億令吉(約 30 億港元)外資流出，是
2013 年 8 月以來最大規模資金外流。分析
認為，新政府的不確定性是外資撤出的主
因。
數據顯示，大馬股市在大選結束後首兩
個交易日，即本周一和周二，分別錄得
6.83 億和 8.37 億令吉(約 13.5 億和 15.6 億
港元)外資淨流出。相反，大馬國內機構
投資者與散戶持續流入股市，兩日分別淨
買入近 9 億和 6.2 億令吉(約 17.8 億和 12.3
億港元)。
分析認為，新政府的不確定性令部分外
國投資者暫時離場，或待新政府上台百日
後再作決定，不過大馬投資者普遍對新政
府上台看法正面，對不確定性的憂慮較
少，因此敢於入市。
■彭博通訊社

▲安妮
◀《安妮日
記》被覆蓋
的兩頁被
破解。
網上圖片

被視為猶太人受納粹迫害象徵的《安妮
日記》，多年來一直有兩頁因為被人覆
蓋，無法辨讀，但保存日記的「安妮之
家」與荷蘭戰爭、猶太人屠殺和種族屠殺
研究所利用最新數碼技術，最近成功破解
這兩頁文字，而且結果頗為出人意表。安
妮原來在這兩頁當中，分別寫下 4 則色情
笑話，以及她對性的看法，顯示她也有身
為一般女孩的一面，當中的寫作手法也顯
示安妮的作家才能開始萌芽。

遮蓋塗改體現少女心

《安妮日記》的原版日記本每隔 10 年
才會解封檢查，2016 年解封期間，研究
人員發現第 78 頁和第 79 頁被褐色紙張黏
貼覆蓋，頁面字跡被重重塗抹，無法辨
識。研究人員表示，安妮經常重讀並修改

日記，故極有可能是她本人將這兩頁覆
蓋。
兩頁內容寫於1942年9月28日，當時13
歲的安妮提到一般女孩約在14歲月經來潮，
「這是她可與男性發生關係的象徵，但不要
在婚前這樣做」。另一段則提及賣淫：「正
常的男人都好女色，那些女人會在街上勾引
他們，然後他們會走在一起。巴黎有些大房
子專門作這個用途，爸爸也去過。」
研究者指出，安妮寫下文字後塗改遮蓋，
正是青春期細微心理變化的真實體現。「安
妮之家」館長利奧波德更指出，兩頁重點不
在於內容，而在於反映了安妮漸漸懂得以文
學手法寫作，包括創作一個虛擬角色，好讓
她更容易地表達對敏感題材的看法。「這些
文字會讓人們和這個小女孩、和作家安妮感
覺更近。」
■《衛報》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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