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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的一场政治海啸可说是我国重大的政治分水岭，国阵政府除了未能收回吉兰丹州的

政权，在一夜之间还痛失另外了4个州：吉打、霹雳、槟榔屿和雪兰莪的执政权。而我们学运

的四位学长，郑立慷，颜贝倪，沈志勤以及王敬文都当上了YB。这一期，我们特地邀请了备

受尊敬的学运学长YB郑立慷进行专访，主要是想了解他当上YB后的点点滴滴及对一些课题的

看法与立场。他是2003/2004的学运国内事务处秘书，与学运分子站在学生运动的最前线，

如今是霹雳州迪蔗区(Teja)的州议员。“战友”变政府，这是学长们大选后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这一次我们是在甘文丁的“废除内安法令烛光集会”与他会面的。立慷学长除了名

字前面加了YB两个字之外，没有任何改变。他还是那么爱搞笑，一副笑脸盈盈样子。当天，

我们“成功”访问了他一些问题： 

 

1。当初为什么参与学生运动？。当初为什么参与学生运动？。当初为什么参与学生运动？。当初为什么参与学生运动？    

当初是因为机缘巧合参与了学运组织。当时大学一年级，刚好

发生白小事件，便自己一个人参与了他们的其中一个活动 – 

“一步一步救白小”。从那时开始，认识了一些学运的朋友，

觉得他们做的东西非常有意义，便自然而然的参与了学运。  

 

2。参与学生运动后，对某些课题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参与学生运动后，对某些课题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参与学生运动后，对某些课题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参与学生运动后，对某些课题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影响你之后参与组织的性质？有没有影响你之后参与组织的性质？有没有影响你之后参与组织的性质？有没有影响你之后参与组织的性质？    

参与学运后，的确改变了我对许多事情的刻

板印象，比如之前我认为很多问题都是因为

种族不平等而导致的；然而，由于参与学

运，让我有机会学习更全面地分析，发现种

族问题只是政客的炒作，是一个“虚假”的

命题。这样的看法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之

后参与的组织都不以种族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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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 组织青年与学生的群众运动，以激发青年 

   与学生共同奋斗追求正义，改革民主 

   法律制度，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 推动青年与学生直接关心社会，了解社会， 

   继而参与社会。 

• 提升及捍卫人权，并使之在社会上普遍化。 

• 学运非常强调需提高学生们对

于自己权利的意识，以及对于

某些人权课题的掌握,所以已

经连续8年举办了人权营人权营人权营人权营，透

过这个活动让大家能够更加了

解本身的权利，以及策划如何

继续推动人权运动。 

  

• 学运也出版学运报及学运网站学运报及学运网站学运报及学运网站学运报及学运网站

，以提供正确的资讯予大众，

使他们能够对于社会上发生的

新鲜课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学运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

析一些课题给大众了解，务求

提高他们的意识，并且慢慢培

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 整体来说，学运一直努力地举

办许多的活动来提高大众的社

会醒觉，并极力争取民主及平

等。最终目的很简单，就是要

建立美好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 建立一个民主与公建立一个民主与公建立一个民主与公建立一个民主与公

平的社会平的社会平的社会平的社会    

• 反对滥权，霸权，反对滥权，霸权，反对滥权，霸权，反对滥权，霸权，    

            独裁及贪污的政府独裁及贪污的政府独裁及贪污的政府独裁及贪污的政府    

• 反对朋党裙带风气反对朋党裙带风气反对朋党裙带风气反对朋党裙带风气

及不均匀的经济分及不均匀的经济分及不均匀的经济分及不均匀的经济分

配配配配    

• 争取言论，结社及争取言论，结社及争取言论，结社及争取言论，结社及    

                社会自由社会自由社会自由社会自由    

 编委会：编委会：编委会：编委会：    

俊南，志杰，夙惠，嘉俊俊南，志杰，夙惠，嘉俊俊南，志杰，夙惠，嘉俊俊南，志杰，夙惠，嘉俊    

维盛，汉维，维新，毅晶维盛，汉维，维新，毅晶维盛，汉维，维新，毅晶维盛，汉维，维新，毅晶

蕙卉，翠琳，皓崴，蕙卉，翠琳，皓崴，蕙卉，翠琳，皓崴，蕙卉，翠琳，皓崴，贵玲贵玲贵玲贵玲     

• 在1998年，一群学生为了推动社会醒觉，

传播改革理想，因此组织各大专学院的学

生力量，成立了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

运动（学运）。学运自创办以来，一直都

在努力提高大众的醒觉提高大众的醒觉提高大众的醒觉提高大众的醒觉，尤其是学生与青

年。学运也致力于结合学生的力量，争取争取争取争取

学生的权利学生的权利学生的权利学生的权利。 

 

• 在校园内，学运组织了一些校内团体如前

进阵线，在校园课题上，为学生争取福利

，同时，也带动学生走出校园，以行动关

心社会问题 

 

• 学运也会时常配合其他的学生团体如大专

生团结阵线Solidaliti Mahasiswa Malay-

sia(SMM)等一起推动有关社会与大专生

的议题，其中议题包括反战，大专法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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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觉得自己与没有参与学生运动的大专。觉得自己与没有参与学生运动的大专。觉得自己与没有参与学生运动的大专。觉得自己与没有参与学生运动的大专

生有何不同？生有何不同？生有何不同？生有何不同？ 

见到的人和事比其他人多，心胸比没有参

加学生运动的大专生广阔。另外，发现自

己比其他人更早认识真实的社会。 

  

4444。参与学生运动让你学到了什么？毕业。参与学生运动让你学到了什么？毕业。参与学生运动让你学到了什么？毕业。参与学生运动让你学到了什么？毕业

后在职场上有没有帮助？后在职场上有没有帮助？后在职场上有没有帮助？后在职场上有没有帮助？ 

参与运动后，发现自己的许多不足，这是

我在学运中最大的收获，也是自己与其他

没有参与运动的朋友的最大差别。毕业

后，我一直都在人权组织工作，从事社会

运动，直到去年参加政党为止。提前认识

社会和掌握分析社会的能力，对我的工作

有莫大的帮助。 

  

5555。为什么参选？会带些什么学生议程？。为什么参选？会带些什么学生议程？。为什么参选？会带些什么学生议程？。为什么参选？会带些什么学生议程？    

参选是希望能够通过参与议会，带出大家

一直以来希望看到的改革议程。也希望通

过亲身参与，了解议会操作，并提出更全

面的替代方案以让更多人能够参与政策的

制订。会倡导废除大专法令，制造更多空

间给青年，但前提是学生和青年团体必须

积极推动。除了学生议程，所有议题都会

以维护人权和弱势群体为基础。 

  

6666。针对高教部要修改大专法令，你有什。针对高教部要修改大专法令，你有什。针对高教部要修改大专法令，你有什。针对高教部要修改大专法令，你有什

么看法？有什么配合行动？么看法？有什么配合行动？么看法？有什么配合行动？么看法？有什么配合行动？    

我认为最重要是学生群体的看法。高教部

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类似的言论，学生团

体不论支持或反对，都应该积极表态，并

争取进入决策体系。如果受影响最深的群

体没有积极争取，我能够有什么配合行

动？ 

    

 

 

 

 

7。你认为近几年。你认为近几年。你认为近几年。你认为近几年

的学生运动与早期的学生运动与早期的学生运动与早期的学生运动与早期

的有何不同？无论的有何不同？无论的有何不同？无论的有何不同？无论

是学生的参与度或是学生的参与度或是学生的参与度或是学生的参与度或

性质方面。性质方面。性质方面。性质方面。    

如果比较70年代的

学运，近期的学生

运动只集中在学生

权利的争取，甚至

在一些事件上，更

需要社会人士声援。然而，我认为我们不

能归咎大专生，因为如果自己的权利也无

法争取的话，如何为其他人争取权益？目

前，学生运动缺乏领航人，似乎没有人能

够扮演带领学运（整个学生运动）的角

色。而学生运动也趋向非政府组织的操作

模式，与早期的群众路线渐行渐远。种种

因素，加上客观环境的转变（70年代大专

生普遍来自中下阶层），学生的活跃程度

必定比不上早期的学生运动。 

  

8。在你看来，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普遍上对。在你看来，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普遍上对。在你看来，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普遍上对。在你看来，现在的学生是不是普遍上对

时事冷感，漠不关心？有什么解决方案？时事冷感，漠不关心？有什么解决方案？时事冷感，漠不关心？有什么解决方案？时事冷感，漠不关心？有什么解决方案？    

是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学生运动的

领导必须更有竞争力（competent），与社

会环境、教育制度、反动势力、保守势力

等竞争。这场竞争是残酷的成王败寇，竞

争力强者胜，没有捷径可抄。 

  

9。你对未来的学生运动有什么展望？你有。你对未来的学生运动有什么展望？你有。你对未来的学生运动有什么展望？你有。你对未来的学生运动有什么展望？你有

什么话想对学运分子说？什么话想对学运分子说？什么话想对学运分子说？什么话想对学运分子说？    

308大选后，学运面临另外一个挑战，但也

是一个机会。因为这次的大选成绩对社运

团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白小、皇冠

城、万绕高压电缆等社运团体都能够很好

地利用这个契机，解决缠绕社区数年之久

的问题。学运应该以他们为借镜，厘清组

织的方向，好好地利用这个契机为年轻的

朋友打开空间，并扩大学运的组织。 

贵玲，蕙卉 

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

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

，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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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大马青年状况现今大马青年状况现今大马青年状况现今大马青年状况    

在经过3月8日的大选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局面，

可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这次的大选中，许多重量

级的人物都落选了，同时也冒出了许多年轻议员。

虽然如此，大马的青年，仍然被标签为政治冷感，

而且多表现在不去投票。有些青年只停留在讨论政

治的关心层面，而拒绝付出行动去参与投票。年轻

人为何会患上这样的政治冷感症？对此，现今的年

轻人大都抱着“事不关己，切莫多理”的心态。现

在的年轻人已经习惯比较安稳的生活，倾向务实主

义，例如为买个名牌物品而制订奋斗日程。政治对

他们来说，是黑暗、肮脏的，感觉上离他们太远

了。此外，也有不少的年轻人对政治冷感的原因，

是因为对我国政治状况感到失望。在一个国阵霸权

的情况下，手脚处处受到压制，而使他们对政治感

到心灰意冷。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也

并不完全就是现代年轻人的错。其实这个问题是整

个大环境所造成的。青年从以前的直接走上街头示

威，而开始被打压， 到后来的教育制度，

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慢慢地就

形成了这一种现象。 错，并

不全然在于现代青年，而是在

于这个社会，这个制度，这个

环境。 

为什么要去了解我国政治为什么要去了解我国政治为什么要去了解我国政治为什么要去了解我国政治    

 我国的青年为什么应该去了解，或参与政

治呢？或许，大家都对“参与”政治的理解是一

定要要参与政党去助选，或去竞选。但是对于现

在大都数的年轻人的状况，这对他们来说是太勉

强了。我们只求年轻人肯去投票，肯去了解我国

政治情况所带来的经济和教育的效果就已经是一

个突破。现在的年轻人不满意之处往往是对周边

的生活现状不满，以及个人的失意。他们应该把

格局放大，看清这些不满意的源头，正是政治大

环境的恶化导致经济不景气，而影响了他们的利

益。所以，年轻人是有权利选择“统治”自己和

分配资源的人选。参与公民政治，也是一个很好

的管道。不要小看自己手上的一张票，因为它能

作出很大的改变。 

 其实我国大多数的青年都有一个错误的观

念，就是社会，政治与他们无关。其实没有任何

一个人能够 与这个社会撇开关系， 因为社

会根本就是由人民组成的。很多

人只是想要努力赚钱，然后    

 享福就足够了。但是其实他

们往往忽略他们与社会的直

接关系。没有人能够与社会

脱节。就算是赚钱，享福，

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

只是自私地只为自己着

想，却没想过他们也有责任帮 

        助其他人。 
所扮演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    

身为一个公民，每个人都应扮演监

督政府的角色， 这就是公民责任。 首先，

“世非太平，人性故不能尽善”，我们知道每一个

人都有私心，所以有可能会发生舞弊事件。这时我

们就需要有人在旁监督， 以减少舞弊事件的发生。

在马来西亚，监督政府的任务显得格外重要。当政

府因个人或一小撮人的利益而侵犯大众的权利时，

公民尤其是青年就应该站出来捍卫大众的利益。 

 

管道管道管道管道    

现今的媒体已经慢慢趋向开放的情况。在大选之

后，平面媒体开始有了转变，那就是人民联盟的新

闻，从以前的很少，到现在的大幅度增加。所以，

现在已经比较少出现只能得到单方面资讯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好的管道让大家了解大马政治。除了国

内新闻，很多资深时事评论人的专栏也时常发表自

己对国家政治时事的意见。然而，我们必须自行思

考以及判断这些意见，这样才能促进我们的独立思

考以及批判精神。大专生活多姿多彩，参加活动可

以增广见闻，因为大学的学会与中学的学会不同，

以华文学会为例，大学的华文学会除了推广中华文

化，也会鼓励大专生关注和了解社会。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在马来西亚， 种族政治由英国殖民时代就开

始了。当时的英殖民地采用分化了三大种族的

政治模式。马来西亚独立之后， 巫统继续维

持种族政治，并直接地阻止了国民团结。政府

也透过学校的课程来误导学生关于种族政治的

课题。这种政策与制度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思考

模式，让大家习惯了各种种族标签和歧视，并

使之合理化。然而，这次的大选成绩，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打破种族政治，进而建立一个多元

族群的政治阵线。此时，也是年轻人大展身手

的时候了。虽然国阵政府仍然手握中央执政

权，但这次的政局改变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年轻

人为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而斗争，也掀起了大

马走向民主的新一页。 

       
308后 

青年怎么走？ 

皓崴 ，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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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内安法令烛光集会已在6月7日于太平甘文丁扣

留营外举办。这次集会大约有1000位多元种族的人士出

席支持废除内安法令。他们每人手持点燃的蜡烛在晚上

8点从邻近的太平技术中学（SM Teknik Taiping）开始

时步行大约4公里直到9点结束，并且在霹雳太平的甘文

丁扣留营外举行了和平的守夜集会。 
  

 这次烛光集会由废除内安法令联盟举办。带领这

次和平集会的废除内安法令联盟主席赛依布拉欣也高声

抨击内安法令为一项残暴不仁的法律，它剥夺了马来西

亚人通过法庭上自我辩护的基本权利且侵犯了马来西亚人的基本人权。他也呼吁政府立即废除

恶名昭彰的1960年内安法令，并且释放扣留营内的所有被扣留人，而这个扣留营必须马上关

闭。 
 

 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支持举办反内安法令烛光集会。共有10位来自学

运的成员参与此集会。当晚学运负责带领大家唱废除内安法令的歌。 
 

 在南北大道的甘文丁和章吉遮令（Changkat Jering）收费站之间，也就是我们一路往

甘文丁扣留营的路上，警察都设立起路障，检查通行的车辆。然而，这些障碍并不阻扰群众蜂

拥而至，他们开车、搭乘巴士、骑摩多车，甚至徒步到集会地点。赛依布拉欣是被警方限制十

五分钟内解散集会。所以，只是有三个人有机会给予致词，包括赛依布拉欣，诺莱拉和沙米

拉. 诺莱拉的丈夫已被扣留了七年，然而至今却还不知道释放时间。沙米拉的丈夫山吉古玛因

被控“外国间谍”，如今她的丈夫已经瘫痪并因情况严重被送入幸福医院了。 
 

 除此之外，霹雳和雪州政府也支持反内安法令烛光集会并给予反内安法令人士的帮忙。

霹雳政府准备场地，而雪州政府准备巴士带他们去太平。反内安法令烛光集会最后在和平的情

况下结束，而蜡烛则放在路旁象征着新的希望。 
 

 不过要记住的是，这场斗争是还未结束的，我们非常希望内安法令扣留者能早日得到自

由。 

    
    

反内安法令烛光集会  

Hidup! Hidup! Hidup Rakyat! 

Tutup! Tutup! Tutup Kemta*! 

Bebas! Bebas! Bebas Tahanan! 

Mansuh! Mansuh! Mansuh ISA! 

*Kem Tahanan Kamunting  

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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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一个夜晚，我问我的学长，大学是什

么？ 

他说，大学就是一个让你认识全国各地精英的地

方，让你考取文凭的地方，还有，它是一个很大

的地方。 
 

然后，我问我的同学，大学是什么？ 

他说，大学是让你找到另外一半的地方，一旦你

错过了，你就很难在外面找到你的幸福，大学也是一个你不必要穿制服上课的地方，他更加是

你未来的奠基石，最后，他还提醒说，大学也是个拥有很多陷阱的地方，一旦不小心你触犯

了，你的前途就暗淡无光，所以在大学千万要小心，不要乱乱来。 
 

后来，我找到了一本书，我再问大学到底是什么？ 

书说，大学是一个让你体验民主自由的国度，享受自由开放的空间，更是你尽情发挥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在这地方，你会找到你的未来。 
 

2008年的一个夜晚，我还在思考到底大学是是什么？ 

突然，我发觉大学是封闭限制的国度，是制造罐头的工厂，是压制创意思考的空间，是压缩思

维发展的地方，最可怕的是每一位大学校长都有一柄枪，那柄枪不但指着每一位大学生，而且

它还随时随地会以校长的喜好发射，学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地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涯。 
 

我再想，到底大学是什么？ 

我不停地问，为什么大学会是这样的呢？大学不是应该自由民主的么？大学不是应该是一个能

让我们自由发表看法、自由参加团体、自由与朋友聚集，甚至自由选择上学服装的吗？为什么

大学是会变成这样的呢？ 
 

这时，我突然想起德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t）。他认

为，“教授和学生都是为了学术而在大学”，“学术自由”的保障是“教学自由”和“学习自

由”。大学存在的最高价值与使命是“为了探求真理，发现与认识真理。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

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 
 

但是，高教部长说大学是一个让你专心读书的地方，不是让你质疑校方、政府的地方。 
 

所以，到底什么是大学？理想中的大学有在何方？是不是理想中的大学就是拥有浪漫的景色、

清澈见底的湖泊的地方，还是理想中的大学就是一个让你自由自地追求真理、无拘无束地服务

社会的美好空间呢？ 

看完后，朋友！你的答案又是什么？ 
 

郑屹强 

毕业于2008年，博大外文系中文组 

目前于隆雪华青助理秘书 

大学理想图大学理想图大学理想图大学理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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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

才开始

注 意

到，原

来我国

政府为

了发展

国家，

宁愿牺

牲掉不少的人民居住场所，而其中一个就

是Kg. Chubadak。它是由一群来自苏门答

腊的人民在1858年建立的村庄。由于大家

都是来Chubadak，所以这村庄的名字也就

自然地被命名为Kg.Chubadak。这地方早期

获得了政府的承认，所以也合法地申请了

水电，学校，回教堂等的设备，可是在

1993年时发展商却把村民们当成是非法居

民。之后此事被带到法庭上，最后法庭也

宣判该土地是属于村民的，而发展商也需

要给予赔偿金予当地居民。虽说如此，但

是发展商却一直逃避给予赔偿金，结果此

事一拖再拖，许多村民至今也还没有得到

该赔偿。 

 当地村民理应是土地开拓者，即当

初是由一些贵族邀请过来帮忙开发森林，

并把该片森林发展成为城市的辟荒者，而

政府也合法地建设了一些基本设施。怎知

当该土地发展成为吉隆坡一带的黄金地之

后，政府却倒过来不承认他们的身份，反

而诬赖他们为非法居民，就直接把土地卖

给发展商了。当地村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利

被侵略，所以就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但是当儿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村

民很不团结，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愿意站出

来捍卫自己的家园。村里的人分成几批，

一批人不敢反抗恶势力，一批人是倾向恶

势力的，而另外一批人是勇敢地站出来捍

卫自己权利的人。  

 我们选择在这个地方做社区活动，

是因为该地村民的人权被侵犯。我们自从

去年十二月开始就每个月会过去办一次活

动。近期恰好遇到大专的假期，所以就办 

 

了这个为期两天两夜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分成两

个部分，一个是内部培训，另一部分就是准备些

活动给当地的村民们。 

首先有的活动是内部培训，就是让大家来

谈谈什么是社区，什么是社区服务，什么是人

权，为什么会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等。这活动主

要是要让大家厘清一些社区的基本概念。接下来

的活动是我们与村民讨论大家在未来的日子能够

怎么继续维护他们的权利，以及与青年们交流以

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住所发生的问题，最后当然

是少不了给孩童们准备一些游戏… 

 整个活动结束后，我们觉得这次的活动最

成功的地方就是当地有一些醒觉青年与我们约好

了时间再详细地谈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才能怎

么把这里的青年与村民团结起来，继续维护自己

的权利。 

 这里也可以谈谈我参与了这个活动后的感

想吧！首先想提一提我们的住宿，我们被三个不

同的养父母领养也就是说我们的住宿，食物都会

有他们为我们准备。很喜欢晚上与他们相处的时

间，而且可以听到很多他们的经历，也让我开了

眼界…接下来就是这里的小朋友，他们是多么的

天真，多么的可爱，与城市小孩显然不同。也许

这就是不同的环境会塑造不同的性格吧！不过个

人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小孩，因为我相信小孩本

来就应该是这样，不该有太多的限制。 

 这里待了两天两夜我虽然无法真正的了解

他们的想法，可是至少我懂了这地方是长什么样

的，至少有一两个村民我是认识的，至少我体验

过什么是乡村生活。这足以让我人生当中多了一

个回忆，多了一个与朋友们分享的故事，提醒了

我不公平的事

真的发生着，

大专生的地位

在一个平民百

姓的心目中还

是很高的。所

以我怎么能辜

负他们呢？ 

毅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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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兰丹是一个很落后，穷困的州属吗？吉兰丹华人是不是没有猪肉吃？大家都一直觉

得吉兰丹的人超级可怜，尤其是华人。为什么呢？原因可能是大家都觉得吉兰丹是在回教党

的执政下，所以当地所有居民都必须遵守回教教规。你是否曾经想过，事实真的是是这样的

吗？ 

 

 终于，学运(DEMA)在机会难逢下有幸筹办了

与州政府交流的一个吉兰丹探索之旅，并邀各大专

生一起参与考察该地方。然而该活动也获得大家的

响应，参与者还包括博大，理打，马大，国大,北

大，拉大和新纪元的学生。学运办这个活动主要是

想让参与者了解吉兰丹生活状况和民生问题。哗，

我终于有机会去那儿了。当天晚上九点半，我们大

伙儿大约四十人浩浩荡荡从八打灵再也往吉兰丹出

发。长达九个多小时的车程的确有点累人。但对于

探索吉兰丹，我们的确满怀期待。 

   

 在半睡半醒的状况下，终于到达这个目的地

-吉兰丹的中华独中（左图）。我们有幸地邀请到这间独中的老师暨理大校友-Kathy充当我

们的导游，并在我们到达时已经在那儿等待我们的到来。首先，她向我们解释了当天的行

程。在我们各自分了小组后，就到Siti Khadijah巴刹与当地居民交流。对于为什么非回教

徒会在大选时把手上的票投给回教党和对当地的生活状况蛮好奇。根据一个当地居民述说他

们都满意回教党执政了18年，生活一直都很安宁，甚至比其他州属生活更好。虽然当地华人

只有4%，但当地华人根本就没被视为二等居民，因为这里也很重视其它种族文化庆典。而且

大多数居民都通晓当地的方言。然而,我们也从一个商场员工中知道他的月入才三百零吉，

试问真的能够维持生活吗？无可否认，在这里的花费会

比大城市来的低。不过试问在现今社会，三百块月入的

生活真的足够吗？ 

   

 在一路上的考察中，我们都有在华人巴刹发觉这

里是有卖猪肉（右图），而且还是公开卖。这里的猪肉

档甚至还跟巴士站和德士站为邻，而回教徒都见惯不怪

了。况且,这里还是全马唯一公开贩卖猪肉的巴刹。而酒

呢？也都能在茶餐室店买得到。原来谣言都是假的！ 

   

 这里没有赌博场所，但娱乐场所如：撞球，卡啦ok,保龄球场和戏院都能在KB Mall内

找得到。不过，年轻人却说这里的娱乐是皮影戏，dikir barat(马来民间歌曲)等等的传统

游戏，真的是这样吗？根据一个当地华团-陈升顿服务中心的代表李海州先生说道这里还有

非法夜总会和色情场所呢！很难想象，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一个保守的州属，也有这些场所！ 

““““吉兰丹之旅，与你有约”吉兰丹之旅，与你有约”吉兰丹之旅，与你有约”吉兰丹之旅，与你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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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考察中，我们发觉一些特别的事项。Sunsilk广告中的女主角竟然戴着头巾拍

洗发水广告，有趣吧？那在吉兰丹男女需要隔开的情况是否存在呢？然而，我们都在一间叫

Mydin的商场看到男女分开排队的牌子，但是却发觉当地居民并没有根据牌子的指示进行男女

分开排队的方式。当我们到达州务大臣的官邸向州议会副议长-Mohamad Zaki Ibrahim（左下

图）询问这事件时，他却说州政府不会强迫居民，但是会鼓励居民这么做。原因是州政府想灌

输居民正确的道德观念，而不是当地政府思想落后。 

 从与州政府的交谈当中，也提到吉兰丹是一个福利州。州

政府都会为六十岁以上的乐龄人士购买保险和提供两千五百零吉

的帛金给逝世的乐龄人士。此外，也提供单亲妈妈协助金和帮助

减轻面对经济状况的居民。在教育方面，州政府每年也会拨款给

独中做为教育经费, 并帮独中生付SPM的报考费。此外，州政府

也会尽量提供场地及赞助经费给学生办活动。对于州政府给予独

中的福利也获得当地华人的好评。 

 

不过，在治安方面，有警察说道这里治安不太好，原因是这里出

现很多扒手和瘾君子，并要我们小心照顾自己的物品。据知这里

靠近泰国边界，有很多白粉走私犯罪问题出现。但是比起其它州

属，这里平静多了。 

 

吉兰丹不像大城市那么繁华先进，但无可否认这里却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所以这里的

人也比人较有人情味。虽然哥打巴鲁被列为回教城，但这里的佛庙并不会因此而被毁灭。这里

也有许许多多的佛庙，如：东南亚最大的坐佛，站佛,高度也是东南亚級的，东南亚最长的睡

佛。 

 

 从这次旅途中，以前对吉兰丹的看

法，也改观了。我发觉外界对吉兰丹的负面

传闻的确间接影响了外州人对吉兰丹的看

法。当然这都是执政政府利用媒体散播的片

面之词，真实的状况还是需要自己去了解和

证实。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机会大家应到

这里实地考察，因为事实胜于一

切。 

Motto: Berserah kepada Tuhan Kerajaan Kelantan  

夙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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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计划分享实习计划分享实习计划分享实习计划分享    好不容易

熬过了考

试，盼到

了两个多

月的假

期，对我

而言真是

一件美好

的事。当时曾经计划在假期

进修，或打工赚钱， 或多陪

家人，或回归那些悠闲写意

的日子。所以当我做出参与

假期实习计划的抉择时， 是

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的，因

为这意昧着我之前的计划通

通都泡汤了。 此外，我还挣

扎于父母不舍的眼神中。爸

爸妈妈，对不起！我总是不

能多陪你们。  

 

 其实学运所举办的假

期实习计划与一般校系必须

参与的实习计划是不同的。

校系所提供的实习计划主要

是与所读的科系有关的。但

是学运所举办的实习计划却

不同，它提供一个让参与者

在非政府组织（简称NGO）

实习的机会。该计划提供一

个平台让参与者接触人权课

题， 以及让参与者直接体

验与感受一些社会问题，并

了解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及如

何解决问题一起解决。 

 

除了在非政府组织实

习，该计划也提供了其他的

学习空间予参与者。学运会

策划一系列的活动来培训参

与者，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提

高参与者的社会意识，并直

接让参与者亲身体验。唯有

透过亲身体验与理论结合，

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成长。

唯有最直接地接触到草根人

民，被剥削的人民，才能更      

加激发人民争取的信念。  

 

 那么，又是什么让我

选择了参加学运的假期实习

计划呢？我只能很简单地回

答“去学习”。至于学些什

么，其实我在最初真的答不

出一个所以然来。还好我只

是用了“去学习”这三个

字， 说服了我自己，也说服

了我父母，一个人毅然住进

了拥挤的学运家，开始了在

一个被称为Empower的非政

府组织工作的日子。  

 

  据了解，Empower是

一个以关注被边缘化的人为

主的组织。它主要提倡人权

及女权。踏进Empower的办

公室， 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

种压迫感迎面而来的感觉，

而是有很像回到家里的那种

舒适感。 那里的员工都很亲

切及热情，让我很快便能适

应这个对我而言全然陌生的

环境。  

 

 我被委派的第一件伟

大兼神圣的任务就是 —整理

被搁置了一段时间无人整

理，也无暇整理的图书馆的

藏书。我拿着厚厚的列有书

记编号的名单一本一本检

查，一本一本打勾，再一本

一本排回书架上。虽然有时

候颇累人的，但是我并不认

为辛苦，因为在整理书籍之

余我可以顺便翻翻有兴趣的

书，流连于书香之地。学

习，其实可以是无时无刻

的。另外，我也负责搜索所

有国会议员及雪州议员的资

料并把它们输入电脑。这个 

   差事虽然有点无趣，因为我

不喜欢也不习惯长时间呆在电

脑面前。但是我也知道这些资

料是很重要的，所以一点也不

敢马虎  

 

 在这里工作最感恩的还

是这里的人总是毫不吝啬的把

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也很喜欢

跟我们分享对于一些课题的认

识和看法。若有讲座或学习之

类的活动他们便会比我还要着

急地安排我出席，有时候我想

他们想要我学习到的，很可能

比我想要得到的还要多呢， 哈

哈。也因此，我有幸出席了一

些让我受益良多的活动，例如

有关地方议会的讲座，世界特

赦组织的年度报告发表会等

等，让我对某些课题有了更深

一层的了解，而不是只是皮毛

的认识。我发现当我对一些课

题有了了解时，对那些课题的

解剖与分析会变得不一样。当

你认识了何谓人权时，你才会

发现你原来生活在一个人权被

剥削的世界。  

 

 虽然，在Empower工作

的日子还不算长，可是却教会

了我更关注人权及女权，尤其

在进行社区活动时，心里有无

限的感慨。成长与生活在舒逸

环境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

有许多不幸的人在离我们不远

的角落生活着，而他们，有些

甚至无法掏出钱填饱肚子。 



DEMA Newsletter 学运报 

1 11 11 11 1     

今天我们受教育，我们学英

文数学，好像是很理所当然

的。有些人每天跷课；有些

人花很多的钱去上没完没了

的补习班；有些人因为懒惰

而不交作业，我们有没有想

过，还有一些也很想学懂

ABC的人，连受教育的机会

也没有， 或即使有机会到

正规学校去上课，也因为家

庭环境的关系，无法专注在

课业上。幸福的你，有没有

想过这些需要被帮助的

人？    

 

 接着，在学运家学到

的就更多了。跟那么多的人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你学到

的，是如何跟大家好好相

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

一样，我们就是在学习如何

跟许许多多跟你不一样的人

相处，就像两个齿轮，总是

要一凹一凸才能转动。 

在学运家，那种一家人的感觉

是强烈的， 一起洗衣煮饭，

办活动讨论，开会熬夜， 

我想这一切往后都是值得回味

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

的朋友是与你其他身边的朋友

有异的，因为学运的朋友，有

着跟你最接近的想法，是最能

够跟你讨论不同课题的人。因

此，跟他们在一起谈天时，是

相当有满足感的。   

 

学运举办的各种各样的

活动如：吉兰丹之旅，培训，

反内安法令和平集会等等，开

拓了我的视野，看到了很多不 

 

 学运自成立以来，从不间断地要求废除大专法令。2008 年4月

28日，学运与其他大约十个大专生组织，如马来西亚大专生团结阵线（SMM）、半岛回教学生联盟

（GAMIS）、青年与学生联盟（GAMP）、马大及回教大学法律学会等组成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

（GMMA）。 

 

 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认为，大专法令的成立具有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压学生运动

的蓬勃发展。因此，该联盟要求废除大专法令的立场非常明确。政府应该废除大专法令，然后成

立保障学生权利、学术自由、校园民主及行政透明化的大学。 

 

 1971年3月18日，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简称大专法令）诞生了，目的是为了管制和削弱学

生组织。在这项法令实施以后，大专生们深深的感受到该项法令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力。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参与政治的权利等等基本人权都为联邦宪法所保障。然而大专法令违背宪法精

神、剥夺了大专生的这一些基本权利。大专法令也被批评授于大学校长太大的权力，导致滥权的

发生。 

                                                “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
“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
“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
“大专生废除大专法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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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人，不同的事。我不隐瞒

假期实习计划开始以来，我都

很忙，但是那一种忙，却是让

人感到充实的忙，而不是失去

方向的那一种“茫”。你只会

感到自己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

确，你更确定自己需要做的是

什么。 

 

 我可以坦言， 我不后悔

参加了这个假期实习计划。  

*备注： 

今年的学运实习计划已经来到

第四个年头了。每年的实习计

划 都会在5-6月的假期进行。 

参与者有机会到各非政府组织

如Suaram, Empower, 学运, 

隆雪花堂，Merdeka Review, 

Tenaganita，Komas.  

除此之外，学运也会策划一系

列的活动如Kelantan trip , 

社区服务 ，学运营等。 



大专生与燃油涨价”全国巡回校园讲座大专生与燃油涨价”全国巡回校园讲座大专生与燃油涨价”全国巡回校园讲座大专生与燃油涨价”全国巡回校园讲座 

日期：7月，8月 

地点：博大，马大，北大，理大，工大 

      新纪元学院等等(有待决定) 

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    
学运联络人学运联络人学运联络人学运联络人：：：：    

组织秘书    : 黄思敏 012-4202264 

国内事务秘书: 黄勇进 012-3770626 

国际事务秘书: 王泽钦 012-7583779 

 

博大协调员  : 李松荣 012-6359440 

理大协调员  : 叶兴隆 017-6637669 

工大协调员  : 李龙辉 016-5583657 

北大协调员  : 洪本祥 017-4272267 

国大联络人  : 郑夙惠 017-2126887 

立碑师范大学协调员 : 郭史光宏 012-7331580 

拉曼大学理工学院协调员: 卓振宏012-7893280 

学运第学运第学运第学运第9届会员大会届会员大会届会员大会届会员大会 

日期：9/8/08，10/8/08 

地点：新纪元学院 

全体会员被邀请出席一年一度的会员

大会。会员大会里将汇报学运一年里

的活动总结和新届领导层改选。 

 

 废除大专法令大专生联盟在2008年5月8日到国会分派备忘录和废除大专法令徽章给于朝野国

会议员，以唤起国会议员对此事的关注，并在国会提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该废除大专法令

联盟一行15人与当天早上抵达国会派发徽章给国会议员，并获得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把徽章挂在

胸襟上。 

 6月13日，该联盟也举办了一场大专法令研讨会，目的是探讨大专法令与大专生的利害关系，

以让大专生更了解大专法令的弊病。当天的活动分成4个部分，即学术自由与大专法令、宪法与大专

法令、学生权利与大专法令，最后由学生呈现替代大专法令的大学法。当天的活动也成功邀请了具

权威性的教授和律师成为主讲人。 

 

 该联盟日后还会再去国会寻求国会议员联名签署废除大

专法令的备忘录以示支持。除此之外，该联盟也将巡回各大专

举办讲座，以提高大专生对大专法令的认识与醒觉。同时，该

联盟也会派发传单给大专生， 以便能够把资讯传达给更多的

大专生知道。 

 

 大专法令不只不合理，也不符合法律精神。若只是由一

些人争取废除大专法令，一定很难达到成功。然而如果大家一

起站出来对大专法令说“不”，废除大专法令，还学生自由将

是指日可待之事。 

 
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