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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之子當選總統 
菲律濱民主未來難料

黃瑞黎

上週六，小費迪南德•馬科斯與家人在一場競選集會上，支持他的上千萬選民對國家未
能解決公民基本需求感到失望。		 	 	 	 	 	 				<Getty>

與曾為菲律濱獨裁者的父親同名的小費

迪南德•馬科斯看來已經在週一的國家總統

選舉中穩操勝券，得票率很高，這預示著一

個曾經被迫流亡的家族將高調回歸，但也令

人深深質疑東南亞資格最老的民主國家的未

來。

1986年，馬科斯家族被「人民力量」

起義趕下台，數以百萬計的菲律濱人聯合起

來譴責極度濫用職權和猖獗的腐敗行為，數

十億美元被從國庫竊取，變成馬科斯家族的

個人財富。

但五年後，小馬科斯和母親回到菲律

濱。他開始努力恢復家族的名聲，並為自己

的政治影響力鋪路，在2010年以參議員身份

進入國家政壇之前，他在省一級贏得了關鍵

的領導人職位。

週一，這些努力得到了回報，馬科斯

即將贏得菲律濱總統競選，其優勢是自科拉

順•亞謹諾在馬科斯之父下台後當選以來最

大的。

星期二早些時候已經統計了超過90%的

選票，結果顯示馬科斯獲得了2880萬票，是

最接近他的競選者、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

的兩倍多。

上千萬選民支持現年64歲的馬科斯，他

們對本國的民主制度及其未能解決公民基本

需求這一現狀感到失望。在菲律濱，貧困普

遍存在，不平等還在加劇，腐敗依然猖獗。

馬科斯的反對者擔心，作為總統，馬科

斯只會加深即將離任的領導人羅德里戈•杜

特地奉行的那種有罪不罰的文化。杜特地執

政期間曾幫助馬科斯捲土重來。

馬科斯曾表示，他將努力保護杜特地不

受國際法庭訴訟。許多人預計，馬科斯會試

圖撤銷對其家人的調查和起訴。

民意調查機構表示，馬科斯的支持率與

杜特地的支持者直接相關。馬科斯因兒時的

綽號「蒙蒙」而廣為人知，支持者們在他身

上看到了杜特地的一絲影子，後者的強人統

治在菲律濱仍然廣受歡迎。

杜特地支持者中的許多人之所以支持馬

科斯，是因為杜特地的女兒莎拉•杜特地是

馬科斯的競選搭檔，競選副總統之位。她預

計將獲勝，得票數接近2900萬，是排名第二

的參議員弗朗西斯•潘吉南的三倍多，後者

是羅貝禮道的競選搭檔。

但到晚上7點投票結束時，全國各地都報

導了令人擔憂的違規行為：投票機故障，備

份機器不足，有人抱怨選民登記名單有遺漏

以及選票被篡改。

不過，馬科斯週二早間的領先優勢非

常大，以至於他的勝利似乎幾乎是不可避免

的。正式計票於週二開始，預計將持續數

日。

週二早些時候，羅貝禮道沒有承認失

敗，但承認「我們的隊伍中出現了真正的沮

喪感」。

「我們沒有失敗，」她在家鄉米骨地

區向支持者保證。「我們才剛剛開始。一條

大道已經敞開，它不會關閉。一場運動誕生

了，它不會隨著計票結束而消亡。」

但馬科斯的勝利很可能導致菲律濱的民

主進一步遭到侵蝕，在杜特地領導下，菲國

的民主慣例已經被摧毀或削弱。馬科斯承諾

保護杜特地，不讓他因殘暴的毒品戰爭奪走

數以千計生命而遭到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很

多人擔心，有權勢者逍遙法外的局面只會加

劇。

「就我個人而言，我很震驚，」菲律濱

大學迪里曼分校政治學助理教授索爾•伊格

萊西亞斯說。「從杜特地總統開始，菲律濱

倒退到獨裁統治，人們希望逆轉這一進程的

希望破滅了。」

週一深夜，馬科斯的競選總部外舉行了

自發的慶祝活動。30多年前，大批菲律濱人

曾在這裡和平集會，抗議他的父親。支持者

唱著戒嚴期間的讚歌，揮舞著菲律濱國旗，

高喊：「蒙蒙，莎拉！」

「這結束了我們自1986年以來36年的苦

難，」66歲的支持者讓•迪亞茲說。「我高

興極了。這就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

週一晚上，正式計票開始之前，馬科斯

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敦促他們保持耐心。

「一切還沒有結束，」他說。「讓我們

繼續關注我們的選票。如果我幸運的話，我

希望能得到你們無盡的幫助與信任。」

馬科斯曾多次表示，他不會為父親留下

的政治遺產道歉。馬科斯的父親1989年在夏

威夷流亡期間去世，他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重

塑老馬科斯的獨裁統治的形象，將它描繪為

一個發展的時代。

但在許多菲律濱人心目中，馬科斯這個

名字仍然臭名昭著。許多人認為這家人是貪

婪和奢侈的象徵，政府指控他們從國庫掠奪

了多達100億美元。「人民力量」革命被視為

許多其他民主運動羽翼未豐的國家的典範。

馬尼拉拉剎大學的政治學副教授克利

奧•安妮卡利巴欣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

極其令人失望的。」

馬科斯開始在一個分裂的國家主政後將

面臨一系列挑戰。他以團結為競選綱領，向

選民承諾，他將「為他們再次出人頭地助上

一臂之力」。不過，他的許多政策建議仍然

讓人難以信服，而且他迴避了大多數新聞媒

體，也躲開了幾乎所有的辯論。

在羅貝禮道一方，成千上萬的選民挨家

挨戶地為她助選，其中很多是年輕人，在他

們看來，她是一位能夠帶來變革的領導人。

最終，他們對抗的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家

族，擅長拉幫結派，規避任何形式的問責。

馬科斯家族1991年結束流亡返回菲律濱

後，繼續在北部的家族大本營北伊羅戈省建

立自己的勢力範圍。馬科斯92歲的母親伊美

黛•馬科斯曾兩次競選總統，但均未成功。

馬科斯曾擔任北伊羅戈省副省長、省長

和眾議員。2010年，他當選為參議員，踏上

國家政治舞台。他在2016年競選副總統，以

26萬票出頭的微弱劣勢輸給了羅貝禮道。

馬科斯深受年輕人的歡迎，他們說，喜

歡看他在YouTube上的影片——在與家人參加

的遊戲節目環節中，他看上去是一個很酷的

家長。一項調查顯示，在18歲至24歲的菲律

濱人中，每10人就有7人希望他成為總統。菲

國的教科書掩蓋了馬科斯時代的暴行。

「我認為他能解決所有問題，」21歲的

學生舍琳•尼科爾•里韋拉說，她正在慶祝

馬科斯的勝利。「偷錢的不是他，是他爸。

他不應該因為父親的罪過而受到刁難。」

批評人士擔心，馬科斯會向法院施壓，

推翻針對他自己和母親的刑事定罪以及家人

的未決案件。1995年，馬科斯因稅務相關問

題被判處最高三年監禁，但兩年後，他的判

決在上訴中被推翻，儘管他的定罪仍然記錄

在案。2018年，他的母親創建私人基金會來

隱藏她無法解釋的財富，因此被判處最高11

年監禁。她交付了保釋金，最高法院仍在複

審她的上訴。

另外，政府仍要求馬科斯家族支付至

少39億美元的遺產稅，馬科斯斥之為「假新

聞」。

杜特地是馬科斯家族的盟友，為馬科斯

家族的東山再起鋪平了道路。2016年，他不

顧民眾的抗議，允許馬科斯家族將老馬科斯

的遺骸遷至菲律濱的國家公墓。

而且直到莎拉•杜特地出人意料地宣布

她將競選副總統而非總統，馬科斯才在民調

中大幅領先。

菲律濱大學迪利曼校區的政治學教授阿

里斯•阿魯蓋說，馬科斯家族和杜特地家族

的聯盟「有效地形成了一個王朝卡特爾」。

「 菲 律 濱 正 越 來 越 多 地 走 向 選 舉 獨

裁，」他說，這種制度可能會在未來幾十年

選出「另一個杜特地，另一個馬科斯」。

（原載紐約時報）

菲前獨裁者之子小馬科斯
靠社交媒體帶家族重掌權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身為菲律濱前獨

裁統治者之子，小馬科斯雖然曾想成為太空

人，卻因為「從小人們就告訴我也要當總

統」，最終仍走上政壇，並靠社交媒體改寫

歷史，帶領家族重返馬拉坎南宮。

菲律濱前天舉行總統大選，根據選舉署

非官方即時計票結果，小馬科斯和副手、杜

特地長女莎拉得票數遙遙領先，可望在強人

總統杜特地下台後接棒，成為下屆菲律濱正

副總統。

現年64歲的小馬科斯年僅8歲時，父親

就入主總統府，可說從小在馬科斯光環下長

大。

5月9日前，在搜尋網站打出Marcos，出

現的是馬科斯的名字。但隨著小馬科斯可

望當選，如今搜尋Marcos，出現的已是小馬

科斯本人。菲國媒體2015年曾報導，馬科斯

1965年角逐總統寶座時，小馬科斯就在描述

父親生平的傳記電影「命運所繪」（Iginuhit 

ng Tadhana）中扮演自己，甚至說出預言式的

台詞：「我是小馬科斯。我長大以後，想成

為一位政治家。」小馬科斯說，馬科斯1968

年赴美國是訪問，聯邦參議員井上建（Daniel 

Inouye）當時問他，到美國想做什麼。小馬科

斯回答：「我想參觀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NASA）。」

之後，小馬科斯被帶到佛羅里達州參觀

甘迺迪太空中心。他表示：「我驚嘆不已。

那真的是我的興趣，我的夢想。」

不過，小馬科斯說，他從未跟父親意見

分歧，「因為無論如何他總是對的」。馬科

斯要求他參加演講比賽，以練習成為一位優

秀的演說家。

他表示：「沒有人會讓我忘記我是我父

親的兒子。當我還小時，人們總是告訴我，

你也要成為總統。」

終其一生，小馬科斯似乎都走在家族鋪

好的道路上。馬科斯統治菲律濱的21年間，

小馬科斯被送到英國就讀寄宿學校，隨後進

入牛津大學就讀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系，

又赴美就讀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

雖然他並未取得這兩所學校的學位，小

馬科斯於23歲返回菲律濱擔任北伊羅戈省副

省長，走上政治之路。

菲國民眾發動「人民力量革命」推翻

馬科斯時，28歲的小馬科斯已當上北伊羅戈

省長，後來隨著父母流亡夏威夷。直到馬科

斯1989年過世，時任總統科拉順•亞謹諾於

1991年准許馬科斯家族返菲後，小馬科斯隔

年又選上眾議員。

身為馬科斯獨子，小馬科斯在背負家族

原罪的同時，歷任省長、眾議員、參議員，

幾乎從未離開政治舞台，並逐步朝總統大位

邁進。雖然小馬科斯於2016年角逐副總統寶

座時，以些微差距敗給現任副總統羅貝禮

道，但新聞網站Rappler報導，早在2014年，

由馬科斯和杜特地粉絲專頁和相關團體構成

的網路，已經在社交媒體展開輿論戰。

報導指出，截至2019年9月5日，Rappler

的資料庫追蹤到360多個專頁和280多個團體

在社交媒體支持馬科斯長女艾米、小馬科

斯、馬科斯和前第一夫人伊美黛等馬科斯家

族成員。

除了透過社交媒體將馬科斯戒嚴時期

美化為菲律濱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並

粉飾迫害政治受難者和家族貪汙歷史，馬科

斯與杜特地家族結盟，以及推翻馬科斯政權

後，菲律濱歷任政府未能真正改善民生、造

福人民，都是馬科斯家族得以捲土重來的原

因。另一方面，菲律濱政商家族關係盤根錯

節，即將成為第一夫人的小馬科斯妻子露意

絲來自菲國著名的亞蘭尼沓家族，小馬科斯

之妹艾琳也嫁給亞蘭尼沓家族成員。馬科斯

家族能東山再起，政商姻親關係功不可沒。

小馬科斯將入主馬拉干鄢宮的同時，長

子桑德羅也當選下屆眾議員，家族政治勢力

持續紮根。但小馬科斯在選戰期間除了大談

團結，並未端出實際的政策牛肉，如何帶領

菲律濱走上疫後經濟復甦，有待時間給出答

案。

小馬科斯執政面臨三重挑戰
新華社記者閆潔 劉鍇

菲律濱媒體10日公佈的初步

統計結果顯示，菲律濱聯邦黨候

選人費迪南德•羅穆亞爾德斯•

馬科斯（小馬科斯）贏得9日舉行

的總統選舉。正式選舉結果有待

菲選舉署確認。小馬科斯是菲律

濱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的兒

子，從政經歷比較豐富。分析人

士認為，小馬科斯就職後將面臨

團結民心、提振經濟和處理對外

關係三重挑戰。

優勢明顯
對 9 6 % 選 票 的 計 票 結 果 顯

示，小馬科斯已獲得超過3000萬張

選票，得票率超過50%，以簡單多

數領先主要競爭對手、現任副總

統麗妮•羅貝禮道，贏得總統選

舉；小馬科斯的競選搭檔、菲律

濱現任總統羅德里戈•杜特地的長女、納卯

市市長莎拉•杜特地—加彪也以超過半數的

得票率戰勝對手，贏得副總統競選。

小馬科斯9日深夜發表視頻講話宣佈獲

勝，並對支持者表示感謝。羅貝禮道10日凌

晨承認落敗，呼籲支持者接受選舉結果。

分析人士指出，小馬科斯獲勝優勢較

為明顯，延續了他宣佈參選以來在民調中大

幅領先的勢頭。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獲得了菲

律濱國內多個政黨、政治人物、社會團體等

勢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社交媒體

上有較強號召力和動員力，影響了不少菲律

濱年輕人，而這一群體約佔菲合格選民的一

半。菲律濱金磚國家政策研究會研究員安

娜•馬林博格——黃（音）說，多數菲律濱

人希望新一屆政府延續現政府政策，在他們

看來，小馬科斯是能夠團結民心、應對當前

多重挑戰的合適人選。

三重挑戰
此次競選期間，小馬科斯在內政方面承

諾創造就業崗位、吸引外國投資、改善農業

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等，在外交方面主張堅

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選舉結果得到最終確認後，小馬科斯

將於6月30日正式就任菲律濱總統。分析人

士指出，在菲民眾期待加快經濟復蘇的背景

下，他執政後將面臨三重挑戰。

一是彌合分歧、團結民心。菲律濱媒體

和分析人士認為，這次選舉中出現的分化和

對立有可能在選舉結束後延續，如何引導各

方凝聚共識、彌合分歧、聚焦亟待解決的社

會經濟議題，將是小馬科斯政府面臨的首要

挑戰。

二是應對疫情、提振經濟。菲律濱疫

情近期有所緩解，但菲衛生部先前警告，如

果民眾在選舉活動期間疏於防範，疫情可能

在選舉結束後反彈。菲智庫人民參政權研究

中心政策研究負責人博比•圖阿松說，新政

府需要在遏制疫情的同時，有效提振經濟，

創造就業崗位，應對國內燃料和食品價格高

企、政府財政承壓等挑戰。菲國家統計局近

期發佈的數據顯示，菲全國23.7%的人口仍

生活在貧困中，失業率今年2月雖然回落至

6.4%，但仍高於疫情暴發前水平。

三是處理對外關係。分析人士指出，當

前國際格局加速演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增

加，菲律濱在複雜局勢中如何繼續堅持獨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把國家安全主導權掌握在

自己手中，將是對小馬科斯政府的考驗。

5月10日，在萬達俞央市，聯邦黨候選人費迪南德·
羅穆亞爾德斯·馬科斯的支持者在初步統計結果公佈後慶
祝。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