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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国内政坛
暗流涌动，数方势力不断在
网络媒体进行攻讦，对特定
人物抹黑指责。甚至发展到
向国家警察、肃贪局或执法
部门举报，引起全国民众关
注。

《呼声网》(Suara.com)于 7
日报道，关于钟万学（Basuki
Tjahja Purnama/BTP)及甘查尔
(Ganjar Pranowo)被告上肃贪
局 (KPK)一事，斗争民主党
PDIP 总 书 记 哈 斯 多 (Hasto
Kristiyanto):“我们获得的信
号指出，这事离不开2024年
总统选举所引发的各类政治
动向。”“接近选举年，有某方
面乘机散播政治传言。”有某
一方是坐不住了！

哈斯多表示党部对党员
干部涉嫌贪污被举报并不护
短，从未曾对执法部门插手
干预。他慎重表示：“肃贪
局、检察部门及国家警察必
须采取行动，法院必须根据
实情作出公正及客观的实质
性判决，那是PDIP所推动及
遵行的。”国家宪法是至高
的，必须维护。

自称来自所谓“反腐国
民轴心主席团”(PNPK)的马

萨尔迪(Adhie Massardi)以涉
嫌“电子居民证”贪污的罪名
将甘查尔告到肃贪局。另
外，钟万学(BTP)也一并被提
告，他认为 BTP 数年前被控

“贪腐”的案件，并没有被前
任肃贪局长认真立案调查。

马萨尔迪列举了BTP涉
嫌贪污的七宗案件，包括购
买 Sumber Waras 医院、雅加
达海湾人造岛准证、购买珍
卡棱 (Cengkareng)及 BMW 空
地案、非预算 (non-budgeter)
经费、贫民区迁移补贴等。
他认为证据确凿，肃贪局应
该能很快解决BTP的案子。

《罗盘网》(KOMPAS.com)
于 11 日 称 ，UIN Syarif Hi-
dayatullah大学政治研究员阿
迪(Adi Prayitno)认为多数民
众会把BTP及甘查尔被告上
肃贪局是政治谋算。“民众想
知道举报者的动机，因为那
些都是民众认为已查清的旧
案，如今为何又翻上来重
炒？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舆论认为这是故意在损毁
及抹黑相关人士的清誉。”

举报方 PNPK 的主事马
萨尔迪与马尔万(Marwan Ba-

tubara)除了举报 BTP 及甘查
尔，还夸口也将佐科总统的
男 儿 吉 帕 兰 (Gibran Raka-
buming)与盖尚(Kaesang Pan-
garep)告上肃贪局。专家分
析，被举报的都是国内政治
明星，譬如甘查尔，在 2024
年总统提名候选人的民意调
查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而
BTP和吉帕兰则被PDIP筹备
提名为 2024 年雅京省长候
选人。而 PNPK 主事人物的
背景一查就明，显然与反对
阵营大有关系。

评论认为，每个公民都
有向肃贪局举报贪污案的权
利，然而，PNPK 选择性地举
报，令人质疑，“人们不禁要
问，为何只针对 PDIP 的干
部，别的却没有？若是要翻
查未审判的旧案，其他的案
件比比皆是，为什么仅是挑
出这几人的旧案呢？”

《共和网》(REPUBLIKA.
CO)于 10 日称，雅加达国家
大学(UNJ)讲师巴特仑(Ube-
dilah Badrun)将总统的两名
男儿——吉帕兰与盖尚告上
肃贪局，他俩涉嫌贪污及洗
钱(TPPU)，因为与一家PT SM

的大型企业有秘密交易，牵
涉到贪污及裙带关系(KKN)
的行为。巴特仑说明，PT SM
的子公司于 2015 年被控违
法烧芭，被环境部处以7,9兆
(triliun)印尼盾的罚款，但后
来最高法院(MA)却只以判罚
780亿(miliar)印尼盾结案。

巴特仑推测这其中有
KKN 因素存在，PT SM 高层
的子女与吉帕兰与盖尚有密
切的关系，因为有风险投资
企业汇来高达993亿盾的投
资款，在相近的日子里分两
次汇入。他认为：“自从那次
交易，总统的儿子能以眩目
的 920 亿盾，买下一家大型
企业的股份。”他质疑一个刚
创业的年轻人能拥有巨大的
资金，这当然与“总统儿子”
的身份有关系。他表示已将
相关的证据交到肃贪局的民
众申诉科(Dumas)，希望肃贪
局依法严格处理。何况，在
数个月前，PT SM 企业的高
层还被政府指派，荣任印尼
驻南韩大使。

《点滴网》(detik.Com)于
11 日针对近日的政治议题，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资料中

心(PPDPT)的档案对巴特仑
的背景作出简述：巴特仑于
2003年在印尼大学获得硕士
学位，在雅加达国家大学
(UNJ)任社会学讲师，以政治
分析员著称。他倾向于宗教
路线的政党，获得福利公正
党的信任。曾于 2020 年发
表 政 论 ，认 为 帕 拉 波 沃
(Prabowo Subianto) 可 以 取 代
马鲁阿敏(Ma'ruf Amin)的副
总统一职，引起了各方的激
烈争议。

巴特仑以蛛丝马迹就对
吉帕兰与盖尚以贪污举报，
他说：“所以我推测，自从那

次 PT SM 事件后，吉帕兰与
盖尚能以920亿盾购入大型
企业的股权，这为我们带来
大问号，刚出道的年轻人若
非依仗‘总统儿子’的身份能
获得如此巨大资金吗？我们
要求肃贪局调查让事件明朗
化，若出于案件的需要，也可
以传唤总统对事态进行说
明。”

我们相信广大民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不会被假象所
迷惑；相信执法部门的公正
严明，不会让贪腐逍遥法外；
相信佐科总统的睿智远见，
不会让寻衅者诡计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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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

伊斯万多·古那万·哈多诺：
华人身份的”悲欢离合”

伊斯万多·古那万·哈

多诺（Iswanto Gunawan Harto-
no）于 1972 年 12 月 6 日出
生在中爪哇的普沃勒佐。
他 的 中 文 名 叫 丘 清 焕
（Khoe Tjing Whan），在家中
四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
其 父 黄 传 汉（Oei Thwan
Han），又名罕多约·维佐约
（Handojo Widjojo），其 母 丘
英兰（Khoe Ing Lan），后更名
为英德亚妮·哈多诺（Indri-
ani Hartono）。

他父母在房子前面摆
卖蜡染布，后来改建成店
铺。1965 年后，与大多数

印尼华人家庭一样，他们依
然将华文姓名当作正式的
家庭姓氏，但他们的出生证
上已不再出现华文名字了。

他认为，他华文名字中
的“焕（Whan)”字很有可能
是他父亲给他起“土著”名
字 伊 斯 万 多（Is-wan-to）的
依据。不过，由于在爪哇历
法上他的生日与父亲的生
日是同一天，他在很小的时
候就被舅舅收养。从此，他
便跟母亲姓“丘”，而不是
随父亲姓“黄”。

在伊斯万多一家人的

日常生活中，荷兰、印尼和
爪哇文化信仰融合其中。
他的奶奶和母亲都不会说
中文，但他们讲起爪哇语、
印尼语和荷兰语来却头头
是道。奶奶和母亲信奉爪
哇融合主义（Sikretisme），遵
循爪哇祭祀仪式，如在房子
周 围 或 十 字 路 口 摆 放 祭
品。而他的父亲实际上是
个土生华人，因为父亲的祖
父 娶 了 一 位 爪 哇 女 子 为
妻。后来，自从全家人皈依
天主教后，他们在家里便不
再供奉祖先牌位，而这本是

华人文化的主要仪式。
2010 年，伊斯万多在老

式打字机和纸上创作了单版
画作《我爱普拉姆胜过爱尼
采》。2010 年，这个作品与
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三
宝垄画廊举办的《看这个人》
的展览上展出。在这一系列
黑白单版画作品中，伊斯万
多创作了普拉姆迪亚·阿南
达·杜 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穿着编号为641 号T 恤
的形象，这个数字是政治囚
犯的官方编号。

在这个系列的画作中，
还出现了一把镰刀、鸡、蛋和
油灯的形象。镰刀是在流放
地——布鲁岛的囚犯们用来
开荒的，鸡和蛋是用来交换

纸张用于写作，而油灯则是
这位大作家在狱中写作时唯
一的照明工具。我们知道，
普拉姆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关
押狱中（1965 年至1979 年），
他 首 次 使 用“Hoakiao（华
侨）”这一术语来称呼海外华
裔 。 普 拉 姆 是 人 民 文 协
（Lekra）的关键人物，这个机
构与印尼共在意识形态上有
相似之处。1965 年政治事
件后，这两个团体均遭到取
缔。伊斯万多十分崇拜普拉
姆。对他来说，“65 年事件
是一系列针对华裔的政治歧
视中重要事件之一。”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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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信（伊万·萨吉多）

美国政府在2021年12月
6日宣布对中国北京冬奥会进
行外交抵制，也就是说不派遣
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参与，但
运动员仍将参加比赛。理由
是中国持续对少数种族“迫
害”，特别是对新疆的“种族灭
绝”行为。接着两日后澳大利
亚紧随美国宣布将对北京奥
运会急性外交抵制。同样的
英国和加拿大之后也宣布外
交抵制冬奥。奥运会自标榜
希腊文明高度重视均衡发展
的人文精神以来，不仅是体育
界的盛会，也是国力的延
伸。 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它
往往带有强烈的宣传和政治
色彩。

冷战时期美国抵制奥运
会时，中国和44 个国家一起
退出 1980 年的莫斯科奥运
会，是为了抗议苏联入侵阿富
汗。 中国派出18名运动员参
加了在美国费城举行的自由
钟精英赛。被称为莫斯科主
赛事的“替代方案”，或称“奥
林匹克抵制运动会”。 在冷
战针锋相对的情况下，苏联及
其盟国也不派运动员参加
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夏季
奥运会。

四十年后，中国成为被抵

制的对象，只是没有达到冷战
时期抵制的规模，也没有达到
非常严重的程度。 尤其是韩
国和法国等其他美国盟友不
参与外交抵制。

但此举标志着自冷战结
束以来一直持续到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和 2014 年俄罗斯索
契冬奥会的全球对奥运会的
缓和局面已经结束。 专家表
示，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中
国对此作出激烈回应，指责抵
制国家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并
称将“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
代价”。 外交观察人员说，如
果紧张局势没有消退，中国官
员可能会考虑为 2028 年洛杉
矶夏季奥运会采取类似举措
或其他惩罚措施。

观察这一事件，拜登总统
真正想要展示的是什么？ 作
者试图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
度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从 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现
实主义思想恰恰适合分析美
国总统的政治偏向。现实主
义视角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
权力和战争。 古希腊修昔底
德（Thucydides）、文艺复兴时
期的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
斯(Thomas Hobbes)和马基雅
维利(Machiavelli)，是这一理论
的代表人物。霍布斯说，国家
将永远处于警惕状态，这种状
态永远不会安全，因为一个国
家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
所以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国
家要想获得权力，就必须与其
他国家竞争，即使它会引起冲
突甚至战争。 这样做是因为
现实主义是一种竞争性和冲
突性的国际政治观点。

中国近年来在各个领域
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进
步与中国对世界许多国家和
国际组织采取的各种战略和
做法分不开。中国引起了世
界许多国家的关注，成功地展

示了自己不可低估的国家形
象。中国的努力和战略包括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投
资非洲国家和中美洲政府较
少关注的拉美国家，向许多国
家提供贷款，改善与世界各国
的合作关系，向冲突国家派遣
维和队，为联合国和平行动提
供财政援助。中国的努力已
经成功地使一些国家开始依
赖中国。

习近平时代提出了“一带
一路”倡议，这是对数百个世
纪前成功连接亚欧贸易路线
的丝绸之路的一种更新形
式。“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陆上
和海上的道路建设项目，预计
覆盖70个国家甚至更多或世
界2/3的国家。众所周知，这
个项目看起来会让许多国家
更容易进行跨大陆贸易，并为
相关国家带来很多好处。更
深层的解释，这个项目当然会
让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
位更加强大，甚至不仅仅是在
经济领域，也使中国崛起成为
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
和作用的大国。中国也开始
注重增强军事实力，以此来平
衡其经济实力和国防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现
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
中国所采取的各种努力和战
略都是现实主义命题的形式，
即权力斗争的概念。 摩根索
(Morgenthau)认为，如果国家指
标和能力集中在经济和军事
两个方面，就可以说是强大或
占主导地位的。 这样一来，
如果这两个方面是中国当前
的重点，那么中国非常注重硬
实力或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
确保国家生存和安全的工具，
同时中国也注重合作、人权、
福利等软实力方面，但在权力
争夺中，硬实力的倾向非常明
显。

中国进行的权力斗争也

与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自助概
念非常相似。事实上，由于国
际结构是无政府主义的，它要
求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
能够通过谋权或争夺权力来
避免国际竞争。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努力将其拥有的权力
最大化，以获得更多的权力，
使中国能够面对来自其他参
与者的各种威胁。冷战虽然
和平结束，但最终也让美国成
为了一个以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主导许多国家的超级大
国。此外，美国巨大的军事和
经济实力也使其成为冷战结
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
超级大国，让许多国家感到美
国作为一个随时可以毁灭其
他国家的大国存在的威胁。
但事实上，世界形势开始趋于
稳定有序，这也成为各国探索
和发展自身优势来作为生存
方式的契机。 中国，现在是
一个新的大国，开始逐渐顶替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
位。 在进攻性结构现实主义
中，国家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追求霸权地位的能力。中
国通过努力和强力的战略正
日益的使其进一步影响美国
的霸权地位。

在“一带一路”倡议成功
的支持下，预计其他国家对中
国的主导地位和依赖度将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开始
受到中国立场威胁的美国，目
前正忙着与中国的贸易战，美
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
关税，中国以各种新政策予以
回应。这证明中国已经能够
成为美国的对手。如果用现
实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
情况被认为是双方实力相等
或相当的强强对决，因此产生
的结果是双方在这场比赛中
获胜的概率是50:50 。从这样
的逻辑思维开始，这种情况被

认为是一种力量平衡的状态。
美国的抵制是国际无政

府状态的镜子
国际秩序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非常动态地运行，其影响至今
仍能感受到。一个国家在国
际舞台上的政治态度自然是
随着各国国家利益的变化而
变化的。包括美国通过对中
国及其竞争对手的外交政策
所做的事情。例如，美国一直
对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耶路撒
冷地位的决议行使否决权。
美国看起来如此傲慢，尽管他
实际上是被诟病的。

在此背景下，美国坚持国
际无政府状态的概念，即国家
不存在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主
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打着国家
利益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幌
子为所欲为。按照现实主义
学派的思想家汉斯·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的说法，
国际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的，这
意味着每个国家行为者都有
可能相互引发冲突甚至战争，
因为没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权
力，并且拥有判断偏差的权
利。

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也赞同这一观点，他提
到国际政治是一种没有政府
的政治。与此同时，John J.
Mearsheimer 称其为“没有政
府凌驾于政府之上”。

美式幼稚行为造就权力
平衡理论

联合国是自由主义学派
的一种体现形式，这一观点受
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 自由
主义认为，要实现世界和平，
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和集体
行动。 印尼国父苏加诺将称
其集中在一个“共同体的合作
协 议 ”（ gotong royong）的 概
念。虽然联合国不是世界政
府的一种形式，但它是国家之

间政治的代表。 笔者认为，
拜登政权下的美国外交政策
或霸权及其国际无政府主义
的态度不会改变。美国政府
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世界领
袖，使他们继续在国际舞台上
大显身手。 这就是所谓的平
衡，是权力在国家之间分配的
条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称霸
其他国家。

从上述各种解释可以得
出结论，现实主义观点强调国
家行为者的行动和行为受到
无政府国际结构的强烈影
响。这使得国家行为者作为
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试图
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力量和权
力或为权力而斗争。这种权
力斗争只不过是国家努力在
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生存并保
护自己免受其他行为者的威
胁或抢夺的一种形式。当在
进攻性结构现实主义中，国家
被要求使用自己最大的权利
来追求霸权地位时，就会出现
这种对权力的追求。这一假
设可以从中国崛起成为超级
大国并与美国竞争的现象中
看出，这与本文用来分析这一
现象的进攻性结构现实主义
的视角息息相关。

中国制定的战略和努力
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
力量的形式，使其成为一个新
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使
世界目前处于两个大国主宰
世界的两极局面。这已成为
一种平衡或权力平衡的状态，
两个超级大国能够控制和抵
御来自双方威胁。因此，这种
情况被认为是结构现实主义
的稳定状态，与20世纪的冷
战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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