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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大幅領先 
諾貝爾獎得主：菲媒危在旦夕

圖為小馬科斯今年2月在競選集會上。	 	 	 	 <新華社>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總統大選初步結

果，候選人馬科斯壓倒性領先。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黎薩說，馬科斯選前就操控社交媒

體，迴避傳統媒體監督，菲律濱媒體的未來

恐怕將危在旦夕。

菲律濱週一舉行總統大選，根據選舉

署非正式即時計票結果，目前開出逾98%選

票，前獨裁統治者馬科斯獨子馬科斯拿下逾

3100萬票，可望勝出。

大選前一天下午，新聞網站Rappler執行

長黎薩接受外媒專訪。她表示，這場大選對

菲律濱非常重要，因為選舉結果將反映假訊

息改變現實世界的力量、它如何影響選民投

票行為，還有菲律濱是否將失去民主的制衡

力量。

黎薩和俄羅斯獨立報「新報」總編輯穆

拉托夫去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黎薩成為首

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菲律濱人。

黎薩2年前曾談到獲獎後，世人是否更

關注社交媒體假訊息，並採取行動打擊假訊

息，黎薩說，現在做的遠遠不夠。

她表示，假訊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

的挑戰。台灣瞭解這一點」。某些情況下，

散佈假訊息的行動是對抗民主國家公民的資

訊戰。

黎薩說，社交媒體、他們的商業模式及

想要獲得更多利潤的趨向，與獨裁者想運用

這些平台控制民意和獲得權力的意圖不謀而

合，使獨裁者能對社交媒體進行「隱形的操

控」。

她表示，社交媒體現在散佈的謊言比事

實更多且更快，這是有問題的。

黎薩舉例，因為網軍在社交媒體散佈假

訊息，「現在菲律濱人相信，馬科斯在瑞士

的帳戶存在（馬科斯時期所斂聚）黃金，他

一旦勝選，就會還給他們」。

針對外界批評，馬科斯曾否認在社交媒

體運用網軍散佈假訊息或美化馬科斯家族形

象。

黎薩長期監督報導杜特地政府掃毒戰，

2年多來遭發佈10次逮捕令，並有多宗案件

纏身。對于馬科斯若入主總統府，Rappler是

否可能遭關站。黎薩說：「任何事都有可

能。」

她表示：「我希望我是錯的，但諷刺的

是，馬科斯家族成員36年後又重新掌權。這

前所未聞。」

黎薩說，確實兒子不必為父親的作為

負責，但馬科斯選戰期間迴避參與辯論、拒

絕答覆記者難以回應的問題，甚至妖魔化媒

體，這顯然不是一位開放且歡迎獨立媒體監

督的領導者所為。

她表示，馬科斯無疑認為不必仰賴傳

統媒體，靠社交媒體更有助于勝選。「當你

有自己的媒體時，為什麼還要回應棘手的問

題？這就是現在的情況。他跟影音部落客一

起活動，這更有利他宣傳。」

黎薩說：「這不是記者所為。你需要回

應棘手的問題。如果你正競選一個國家最高

的職位，你必須做好準備。」但馬科斯競選

期間依賴自己的社交媒體團隊，迴避傳統媒

體監督。

針對菲律濱媒體的未來，黎薩說：「我

們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我們的未來危在旦

夕。」

她表示，馬科斯當選後，「我們的工作

可能變得非常困難。我們也看到一些例子，

像是俄羅斯的記者只能選擇離開，或是柬埔

寨，我的朋友也離開了」。

黎薩說，無論哪種情況，民主都無法存

續。因此，「這是一場爭取民主、新聞自由

和我們權利的存亡之戰」。

諾獎得主致小馬：
別只顧權力 盼為人民著想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總統大選初步統

計，馬科斯壓倒性領先。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黎薩說，想告訴下任總統，別專注于鞏固權

力，希望能為人民著想、縮小貧富差距，讓

菲律濱擁有競爭優勢。

總統大選告一段落，根據選舉署非正式

即時計票，目前開出逾98%選票，前獨裁統

治者馬科斯獨子馬科斯拿下逾3100萬票，可

望勝出。

黎薩現任新聞網站Rappler執行長。她8日

接受外媒專訪，談到想告訴下屆總統的話。

黎薩說，這個世界剛從新冠疫情復甦，經濟

受封城措施蹂躪重創，在這些方面，下屆菲

國總統面臨挑戰。

她表示，過去6年，杜特地政府專注于鞏

固權力，希望下任總統別再這樣。「如果我

們能開始為人民、未來著想，考慮如何改善

教育、社會安全、縮小貧富差距、瞭解科技

帶來的衝擊，那就太好了，這樣菲律濱才能

擁有競爭優勢。」

對外關係方面，黎薩說，杜特地2016年

上任後訪問中國，並在未先告知菲國外交部

的情況下宣佈，馬尼拉將一改親美立場，轉

向與北京和俄羅斯友好，這是俄羅斯首度躍

上菲媒體頭條。

她表示，美國已針對馬科斯時期統治向

馬科斯家族究責，這是否將影響菲美關係，

以及馬科斯當選後，與北京、卸任的杜特地

和杜特地建立的官僚政治維持怎樣的關係，

這是後續觀察重點。但馬科斯競選期間大談

團結，對這些問題幾乎沒有著墨，因此暫時

還難以判斷。

馬科斯1月接受dzRH廣播電台訪問時

說，馬科斯家族「跟美國沒這麼好的過去經

驗與外交政策無關」，不會被涵蓋在處理外

交政策的考慮範圍。

馬科斯說，不贊同將世界劃分為超級大

國勢力範圍的舊冷戰思維。「我們必須制定

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們認為什麼符合國家利

益。」

馬科斯時期遭政治迫害的受難者及家屬

於1987年向美國夏威夷地方法院提起集體訴

訟，陪審團于1992年認定馬科斯和他的繼承

人嚴重侵犯人權。夏威夷法院于1995年判給

約1萬名受難者12億美元補償性賠償金和7.76

億美元懲戒性賠償金。

美國上訴法院于2012年認定馬科斯和前

第一夫人伊美黛違反禁令耗散馬科斯遺產，

判定他們藐視法庭。馬科斯若踏上美國國

土，可能被逮捕。

黎薩和俄羅斯獨立報「新報」總編輯穆

拉托夫去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黎薩成為首

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菲律濱人。

身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黎薩說，在現

今世界情勢下，「台灣瞭解自己的角色，也

瞭解其中的利害關係。在這層意義上，我們

一直關注你們怎麼做。但香港已經成為一個

警世故事」。

對于一般民眾，黎薩建議：「離開社交

媒體。對任何令你氣憤、仇恨或鼓勵對抗的

事情持懷疑態度。」

針對世界首富馬斯克正收購社群平台

推特，並自稱「自由言論的絕對論者」，黎

薩引述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圖圖大

主教說：「如果你在不公義的情形下保持中

立，你已經選擇站在壓迫者那一邊。」

她表示，這些科技巨頭必須瞭解他們的

影響力，以及他們正如何顛覆世界。因為在

許多方面，「他們的言論自由理念讓權力進

入並操控我們的思想」。

黎薩說：「我們需要保護。這不是言論

自由問題。」

馬科斯家族「新時代」
菲中關係會有何變化？
菲律濱的政治變動

會對該地區的力量平衡

產生不大的影響。杜特

地的許多外交政策將在

新總統小馬科斯執政後

延續下去。中菲合作將

加強，但我們必須為可

能出現的新障礙做好準

備。

在5月9日的大選中

已故菲律濱前總統費迪

南德‧馬科斯之子小馬

科斯獲得的選票比自己

的主要競爭對手、現任

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

高出一倍多。這是在計

算了97.5%以上的選票

後週二下午選舉委員會公佈的初步數據。該

委員會還報告說，選民投票率可能高于2016

年（當年超過80%）。 

現任總統的長女莎拉‧杜特地——加彪

與菲律濱副總統選舉中最接近的候選人之間

的差距甚至更大——超過三倍。 

最終選舉結果將于月底公佈。自週一

晚上在他的家鄉北伊羅戈省巴塔克市投票以

來，小費迪南德‧馬科斯在他的第一次公

開演講中感謝了自己的支持者。他說，他們

「在過去六個月裡幫助他度過了這段漫長而

有時非常艱難的旅程」。 

預計他最終將獲得超過一半的普選票，

並成為幾十年來第一位贏得絕對多數的總統

候選人。這一切都標誌著馬科斯政治家族在

缺席30多年後再次自信而絕對地重返菲律濱

的領導層。64歲的小費迪南德‧馬科斯將成

為菲律濱第17任總統。他父親長達20年的統

治于1986年結束。之後軍事精英支持的一場

內亂迫使老馬科斯從菲律濱逃到夏威夷，並

在那裡去世。 

小馬科斯可能會與菲律濱的兩個主要合

作夥伴美國和中國重啟雙邊關係。

與此同時，許多人認為他對中國的友

好程度超過了他在選舉中最接近的對手麗

妮‧羅貝禮道。對美國而言，與菲律濱建立

密切的軍事關係對自己應對中國影響力上升

的地區戰略至關重要。故美國肯定會竭力來

加強這些關係，並加劇菲律濱與中國在南海

的領土爭端。而美菲關係也因人權問題而複

雜化，這可能會使小馬科斯更接近北京。他

支持與中國就領土問題進行談判，但他在這

個問題上的靈活性可能會受到公眾立場的限

制。公眾希望看到對中國採取比羅德裡戈‧

杜特地更務實但更強硬的路線。 

中國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員陳相秒在接

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小馬科斯

將如何重新調整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尚不清

楚，但菲律濱的外交政策不會發生重大調整

和變化。 

陳相秒說：「菲律濱作為發展中國家，

在整個地區力量平衡中的角色不是至關重

要，不過其與美國合作的程度有可能會影響

到未來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和地區力量的平

衡。目前來看，小馬科斯本人更加傾向于務

實的執政理念，國內議題或將是優先的關注

對象，特別是有可能延續杜特地政府的相關

政策。從這一角度來看，總體上菲律濱的對

外政策不會有太大的調整和變化，包括中菲

關係應該也會是有一個比較平穩的過渡，以

務實合作為主線。雖然南海等問題確實會對

中菲關係產生一定影響，但是基本能夠得到

較好的管控。我認為菲律濱此次總統的更

迭，對于整個地區力量的平衡和國際關係的

影響都會比較平和。」 

羅德裡戈‧杜特地的務實精神為推進與

中國的經濟和投資合作提供了可能。與此同

時，由于在菲律濱投資的高風險，許多已簽

署的聯合項目實施協議仍停留在紙面上。這

些問題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決，陳相秒專家

認為，需要各方做出妥協。 

陳相秒專家接著說：「杜特地時期中菲

基建投資和民生領域的合作進展很快，但是

也面臨一些問題，比如菲律濱國內不同群體

會有不同的意見。不過這都是正常現象，因

為兩國在經貿合作的過程中，永遠會觸及到

部分集團的利益，也會涉及到一些領域比較

敏感的問題，比如勞工等。當然也不排除西

方一些非政府組織在背後運作的可能性。 

我認為中菲之間在經貿基建投資領域

的障礙短期內不太容易消除，也不是說政府

領導層的更迭就能輕易發生扭轉，而是需要

雙方不斷地磨合。總體來看，兩國合作的前

景應該是會越來越好，因為雙邊投資合作日

趨密切，橋樑等涉及民生領域的基建合作也

會越來越多得到菲律濱民眾的認可。我們可

以看到，小馬科斯在競選期間主打的延續杜

特地政府政策的許多路線都得到了國內多數

人的支持。從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杜特地執

政成果的認可。所以未來中菲間的合作會磨

合得越來越好，障礙越來越少。當然，在合

作的過程中可能還會出現新的障礙需要共同

努力解決，對此我們要理性看待並做好準

備。」 

麗妮‧羅貝禮道是1986年推翻老馬科斯

的運動的繼承人。在競選期間她不接受小馬

科斯的觀點，後者稱自己父親的統治年代是

和平與繁榮的標誌，而1986年的起義只不過

是有影響力的少數人組織的政變。 

儘管小馬科斯獲得了壓倒性多數的勝

利以及麗妮‧羅貝禮道的慘敗，但她仍敦促

自己的支持者繼續為揭露馬科斯政治家族的

真相而戰，直到下一次選舉。可見，小馬科

斯很可能在自己的總統任期內不斷遇到像麗

妮‧羅貝禮道這樣的強大政治對手。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小馬科斯正在慶祝勝選。馬家被指犯下大規模違反人權事件
並盜取國庫超過100億美元。	 	 	 							<路透社>

小馬如何處理與美中關係受矚目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週一登場的菲律濱

總統大選，據路透社報道，菲律濱選務當局

週一（5月9日）深夜公佈的非正式實時計票

結果顯示，已故獨裁者馬科斯的獨子——小

馬科斯已經拿下足夠票數，篤定當選。

對95%以上選票的非正式計票結果顯

示，小馬科斯已取得超過三分之二票數的絕

對領先優勢。已開出的66.1%選票中，小馬科

斯獲得了2170萬張選票，比現任副總統林麗

妮的1030萬張選票多了一倍多。小馬科斯預

料將取代現任總統杜特地。正式結果可能要

等到這個月晚些時候才出爐。

今 年 6 4 歲 的 小 馬 科 斯 ， 暱 稱 為 「 濛

濛」。他的父親馬科斯是被推翻的已故獨裁

者馬科斯，其在菲律濱的20年統治，最終以

公眾反抗和其家族的流亡告終。如今，小馬

科斯頂著父親之名，讓馬科斯家族在36年後

「班師回朝」。

競選中，小馬科斯以人民團結為口號，

成功爭取到許多選民的支持，但是觀察人士

指出，許多菲律濱人仍記得他的父親馬科斯

犯下的侵害人權的暴行及對國家財富的掠

奪，而小馬科斯極力迴避這些問題將難以使

他成為國家團結的凝聚者和領導者。

人權工作者仙齊斯早些時候告訴美聯

社：「如果他們獲勝，歷史可能會重演。」 

她認為小馬科斯與薩拉的正副總統競選組合

若勝利，代表歷史走回老路。

另外，小馬科斯將從現任總統杜特地

手中接過現政府遺留的巨大包袱，包括遭新

冠病毒大流行病所削弱的經濟、更深刻的貧

困、更廣泛的失業、暴漲的石油和汽油價格

所引發的惡性通脹、持續了幾十年的叛亂以

及嚴重的政治分裂。

對外界來說，《紐約時報》稱，本次

選舉被稱為菲律濱幾十年來最重要的選舉。

這場選舉將塑造菲律濱「十分脆弱的民主方

向，並改變其與美中的關係」。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也認為，

大選過後菲律濱可能調整與美國和中國這兩

個大國的關係，將改變亞洲的力量平衡。報

道稱，自杜特地上台之後，菲律濱便走上了

一條對華友好的道路，與長期外交夥伴美國

的關係也不再像此前那麼親密。報道引述美

國外交學會東南亞事務高級研究員柯蘭齊克

的話稱：「美國肯定會投入大量精力與菲律

濱新領導人建立關係。對美國來說，菲律濱

有著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

與此同時，新加坡《聯合早報》表示，

小馬科斯會否或多大程度上複製杜特地的親

中政策尚不清楚，但有跡象顯示，在處理南

海問題上，小馬科斯的態度會類似杜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