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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煽動種族仇恨 候選人拉票陷兩難

印尼「反華潮」撼動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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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將於本周三舉行總統大選，
儘管華人佔當地整體選民人數不足
2%，但由於選情仍然緊湊，加上財
力雄厚，華人的影響仍不容忽視。
不過，印尼強硬保守的伊斯蘭教團
體多年來對華人一直心存不滿，近
年印尼宗教保守勢力更有復起之
常謹慎，避免得罪保守派，陷於兩
難局面。
尼逾 1.92 億名合資格選民中，華人比
例少於 2%，雖然人數不多，但不少華
人家境富裕，能向候選人提供龐大競選資
金，無論是總統維多多還是其主要競選對
手、前軍方領袖普拉博沃，均被指有意拉攏
華裔商人支持。

印

「華人財富來自穆斯林血汗」
不過，印尼很多穆斯林勞工認為，華人財
富來自穆斯林的血汗，但他們未能分享經濟
成果，故對華人心存怨恨。前總統蘇哈托執
政期間，印尼曾多次出現排華事件，當局更
禁止慶祝中國傳統節日元宵節，國民亦不得
在公眾地方說華語，直至蘇哈托 1998 年下
台後才解禁。印尼種族關係此後一度緩和，
政府更把農曆新年列為法定假期。

■在馬來西亞的印尼人等候提
早投票時表現興奮。
早投票時表現興奮
。 法新社

在港印尼人踴躍投票
印尼大選海外投票早於上周已
經在個別地區開始，印尼駐香港
總領事館亦於昨日在灣仔、元朗
及尖沙咀設立票站，供 18 萬合資
格在港印尼選民提前投票，由於
投票人數眾多，部分選民需要排
隊超過 3 小時才能投票，領事館亦
決定將票站關閉時間由原定的晚
上7時延至晚上9時。
雖然昨日本港整天落雨，但未
有影響印尼僑民的投票意慾，在
尖沙咀會堂的票站，投票人龍一
度沿彌敦道、山林道排至柯士甸
道，居港印傭 Sutati 表示，她支持
現任總統維多多，更特地向僱主

借來白色衣服前往投票，「因為
我最喜歡的總統維多多常穿白色
衣服。」在港工作的印傭需要先
向僱主或中介索回護照，方可到
票站投票。
新加坡的提前投票亦於昨日舉
行，部分印尼人早於票站開放前
兩小時已經排隊，開始投票後亦
出現過千人人龍。排頭位的 62 歲
選民 Lany 在新加坡的銀行工作，
她認為今次選舉對印尼未來至為
重要。首次合資格投票的 17 歲學
生塞繆爾則希望新政府可改善基
建及教育制度，使學生不需到海
外留學。
■綜合報道

雅加達前華裔省長成階下囚
印尼反華浪潮近年死灰復燃，政治風險諮
詢公司歐亞集團去年發表報告指出，印尼愈
來愈多穆斯林認為自己是「經濟及政治不公
義的受害者」，具華裔血統的雅加達前省長
鍾萬學更於 2016 年捲入褻瀆《可蘭經》風
波，不但導致他連任失敗，更被判入獄，今
年1月才獲釋。

維多多拍檔助保穆斯林票源
號召反鍾萬學示威的「伊斯蘭防衛者陣
線」曾提出，撤回對少數族裔的保護措施。
在宗教保守派團體施壓下，向來提倡種族多
元的維多多為保穆斯林票源，只好選擇伊斯
蘭宗教學者理事會主席馬魯夫為競選拍檔，
鍾萬學出獄後亦保持低調，未有公開為昔日
盟友維多多助選。
曾被視為維多多競選拍檔熱門人選的憲法
專家馬弗德指出，現時印尼候選人大多炒作
種族、宗教和身份認同等議題，以此為選舉
策略，他形容這已成為「疾病」，呼籲各候
選人致力消除緊張關係，而非煽動敵意，
「選舉已經成為不同派系支持者、不同宗教
教徒、不同種族和部落之間的爭拗，我們須
在它感染整個國家前遏制下去」。
■綜合報道

新政府或推嚴格伊斯蘭法

近年印尼宗教保守思想抬頭，
總統維多多儘管大幅改善印尼經
濟，但仍不時有保守派批評他不
夠虔誠。彭博通訊社分析指出，
宗教正成為印尼重大政治議題，
維多多更面臨「伊斯蘭身份危
機」，估計無論他能否連任，來
屆政府的宗教政策勢必收緊，甚
至可能效法另一東南亞伊斯蘭國
家汶萊，推出嚴格的伊斯蘭法
律。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東
南亞政治研究員康奈利表示，印
尼過去 20 年的宗教思想正趨向
保守，對女性衣着的管制亦增
多，部分團體近年更積極推動在
全國推行伊斯蘭教法。
諮詢公司鮑爾集團亞洲印尼地
區總經理拉梅奇指出，隨着印尼
社會宗教保守主義情緒升溫，在
野黨經常在社交網站和競選集
會，質疑維多多的宗教信仰。維
多多在大選中，邀請伊斯蘭教士
馬魯夫擔任競選拍檔，預料若他
順利連任，馬魯夫將在新政府發
揮影響力，把中產的保守聲音帶
進新政府。
■彭博通訊社

華裔候選人堅信選民政策先行
到在選舉中，個人理念、透明度
及公平等價值，較種族或宗教更
為重要。
相較於經歷了 1965 年排華的上
一代，新一代印尼華裔所受歧視
始終較少，亦較傾向於認同自己
是印尼人，專研華裔社群的學者
廖建裕指，雖然投身政治的年輕
華裔仍佔少數，但他們在政界的
前景愈來愈樂觀。今年不少年輕
華裔候選人均強調會為所有印尼
人服務，拉近與主流意見距離，
如獅子航空創辦人的 22 歲兒子達
文，便提出希望為外來勞工爭取
權益。
■綜合報道

隨着民族主義及保守派伊斯蘭
勢力崛起，近年印尼社會對穆斯
林以外族群的包容程度每況愈
下，在這個氣氛中，不少印尼華
裔仍然積極參加各級議會選舉，
相信選民會根據政策主張而非種
族來投票。
33 歲的艾琳代表大印尼行動黨
於巴布亞省出選，她認為印尼人
仍然相信「團結多元文化」的理
念，因此努力以有建設性及實際
方式表達意見，提出合理政策的
同時避免冒犯他人。
印尼鬥爭民主黨則派出 37 歲的
徐精禧於雅加達出選，他同樣提

 !

現總統民調領先
選前 日「冷靜期」

勢，使候選人向華人拉票時顯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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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昨日起進入為期 3 日選
舉前冷靜期，不得再進行任何
競選活動。現任總統維多多及
大印尼行動黨候選人普拉博沃
的陣營，前晚舉行最後一次電
視辯論及造勢晚會。
今屆大選將有近1.93億合資
格選民，總統及各級議會選舉
候選人數多達24.5萬人，堪稱
全球最大規模單日選舉。民調
顯示維多多支持度達 55.7%，
超過當選門檻，亦領先普拉博
沃約16.9個百分點，但由於仍
有一成受訪者未決定投票取
向，加上部分選民亦不排除在
最後關頭改變主意，意味維多
多仍未可以穩操勝券。
維多多前日於雅加達舉行最
後一場造勢大會，超過10萬名
支持者到場，他承諾落實大型
基建、改善教育制度，對於不
斷有假新聞抹黑他反伊斯蘭
教，維多多前日再重申，多元
主義在印尼沒有商榷餘地。普
拉博沃陣營則承諾創造就業機
會、提高生活水平。
維多多與普拉博沃在2014年
交手時，維多多以些微差距勝
出，分析擔心若出現同一狀況
會觸發普拉博沃支持者示威，
加劇局勢緊張。 ■綜合報道

■維多多與支持
者自拍。
者自拍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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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底」吸保守選票
維多多討好穆斯林



 






 





 
   
4) 1
 % 

1+1

575

136

2,207



 


 


 

17,610
 


 % %
  "











!
% 
!"



 "
% 
% 
 


  







% %
 " 



-




 
 




印尼保守派穆斯林近年
的影響力日增，過去主張
世俗化政策的總統維多多
亦改變策略，不但任命伊
斯蘭教士馬魯夫為競選拍
檔，更多次親身上陣，前
往全國最保守的西爪哇省
拉票。自由派選民則批
評，維多多全面倒向穆斯
林，可能損害印尼宗教多
元的形象。
西 爪 哇 省 人 口 達 3,250
萬，相當於選民總數的
17%，但維多多在上屆大
選時，於當地得票率大敗
予對手普拉博沃 20 個百分
點。維多多這次不敢再對
西爪哇省掉以輕心，連日
動員數以千計義工深入村
莊，逐家逐戶拍門宣傳，
強調他並非反伊斯蘭教。
維多多亦多次探訪伊斯
蘭教經學院，並向校方提
供援助和職業技能培訓，

讓學生完成宗教課程後更
易就業。另外，維多多競
選期間多次與家人一同亮
相，討好支持傳統家庭價
值的保守派，並與離婚的
普拉博沃形成對比。
最新民調顯示，維多多
在西爪哇省支持度為
42%，比去年 9 月上升 3 個
百分點，只落後普拉博沃
5 個百分點。新加坡顧問
公司 Control Risks 高級分
析師蘇卡索諾形容，維多
多已汲取上屆大選的教
訓，但憂慮選舉打開印尼
宗教政治的缺口，將使今
後宗教政策變得民粹。
伊斯蘭教士哈利姆則拒
絕對維多多賣賬，批評他
任內曾拘捕強硬派教士，
對穆斯林損害甚大，又稱
維多多並非軍方出身，背
景無法令人放心。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