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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แบบการอยู่ร่วมกั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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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aysia is a multicultural country where Malays and Chinese show
a symbiotic state. However, 50 years ago, an ethnic conflict break the peacefu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 and Chinese, which is the ethnic riots of May 13,
199. May 13th incident caused the Malays and Chinese to be frightened and
even caused cognitive bias between them. These two communities kept each
other a safety distance, but today, the new generation reform a new ethnic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the social media. Interactive between Malays and
Chinese is different from their grandparents. This study conduct depth
interview among young generation of Malays and Chinese, and also the
survivor of May 13, to explores their views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hanges of eth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ld and new gener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May 13 fix into an “imbalance spiral” since government control
media and audience “heard” those scary stories. However, this phenomenon
broke due to new media and the selective exposure by audience. Besides,
“communication shock” occurs when young generation receive message that
against stereotype, where this bring the reconstructs of cognitive to other
ethnic.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hock; Imbalance Spiral; Ethnic Communication;
Symbiosi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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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休克与失衡螺旋：马来西亚新生代族群交往的传
播断层及其认知重构——以 5·13 族群暴动事件为例
王钶媃1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江苏 210093，中国
电子邮件：carolong@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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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各族之间和平共处，呈现一种共生状
态，但要论最具代表性的族群冲突事件，非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族群暴动莫
属。5·13 事件今年进入了 50 周年，半个世纪前，5·13 事件令马来人与华
人闻风丧胆，甚至造成彼此之间的认知偏见，让两族彼此保持安全距离，而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80 后开始的新生代因新媒体崛起，互动场域转换到网络
社会而不再被 5·13 事件的“恐惧心锚”所影响。本文以深度访谈的方式访
问了马来西亚新生代马来人与华人，探索媒介化社会语境下，新的族群关系
产生的变化。研究发现，历史记忆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陷入“失衡的螺旋”
的 5·13 事件因受众自选接触而得以打破，而新生代在获取有别于既定印象
的观念时，也产生了短暂的文化休克现象，呈现出“传播休克”反应，即好
奇有趣、焦虑疑惑、尝试了解、选择接受。这一过程重构了新生代的他族认
知。

关键词：传播休克；失衡螺旋；马来西亚族群交往；513 事件

1

[作者简介] 王钶媃（1989-），女，马来西亚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大众传播与媒介管
理，在读博士。

80

ปีที่ 12 ฉบับที่ 2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2562

วารสารจีนศึกษ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กษตรศาสตร์
走在马来西亚的街头，问问任何一位当地人，你对马来人和华人的印象
是什么？一般上，马来人会说，华人有钱但骄傲，而华人会认为，马来人善
良但懒惰。这种既定印象是笔者身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听到大的
论述。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马来西亚属于多文化的社会结构，而族群
问题一直是敏感而迫切的。历史上的族群关系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二战前
英国殖民统治下，把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分而治之而刻意区隔了族群；接
着是国家独立后，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 1969 年 5 月 13 日非常严
重的族群冲突；在 513 事件后，拉萨政府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帮助马来人改善
经济地位；最后是马哈迪政府推行了新发展政策解除华人经商的限制，因而
缓解了两族之间的矛盾。这四个阶段的族群关系一直是动荡而复杂的。马来
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既容易被政客煽动，也容易被媒体报道影响，进而挑
起一系列的族群冲突事件。然而这一切在 10 年前，即 2008 年开始变得不一
样，新媒体崛起导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
乃至去年 509 全国大选前后，新生代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交往已经产生
了变化，不但影响了既定印象与认知偏见，也让族群关系经历了划时代变迁。
本文以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族群冲突事件 5·13 为例，比较媒介化社会语
境下新旧族群关系，并探索新媒体下新生代对族群认知的重构。

一、研究背景
（一）媒介化社会下的族群关系变迁
在 2008 年，马来西亚出现了一种新景象。80 后开始的新生代藉着新媒
体渠道共同表达了政治诉求与社会关心，彼此不分族群而聚集到了一起。当
时，反对党利用了面子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成功掀起了政治反风，导致中
央政府在 3 月 8 号的全国大选中，失去了 5 个州属的统治权，这件事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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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政治海啸。10 年后，即 2018 年 5 月 9 日，马来西亚实现了有史以来第
一次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希望联盟成功入主布城，把执政了 60 年的国阵给
赶下台。509 改朝换代的前后，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新生代对于国族认同与族群身份有了新认知，这一切有赖于新媒体崛起，
是媒介化社会导致族群关系产生巨大改变。新生代马来人与华人在网络社会
因其缺场交往而衍生出一套新的族群交往模式。
（二）族群关系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一直是东南亚研究的热门课题。在过去，大多数研究
脉络注重在宏观视角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课题为主，其后，人类学方法中
微观视角的相关研究才逐渐获得重视。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方面，基本分为
三个主流范式：其一，侨乡社会与文化研究，强调海外华人的文化属性，侧
重侨乡情怀、宗亲社会关系、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转换，以及在居住国的文
1

化适应与融合的相关研究 ；其二，海外华人网络与经济研究，重视华人的社
会网络及其经济影响力，以及海外与中国的跨国经商研究等；其三，国际移
民的困境与流动人口研究，从居住国法律与政策探讨华人的公民权益与生存
2

问题、都市现代化的人口流动，以及移民二代的相关研究等 。陈志明教授曾

1

2013 年 12 月 8 日在广西民族大学举办的“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
者讨论了四个主题的研究领域，包括：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侨乡文化研究、华侨华人
社会与文化研究，以及国际移民、归难侨研究。其中有三位马来西亚学者在“华侨华人社会与文
化研究”领域中发表了文章。参见：王森林：《“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八桂侨刊》[J]，2013 年 12 月第 4 期，第 77 页。
2
于 2012 年 11 月 19-20 日在五邑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
有关“国际移民理论、政策、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议题探讨中，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学者 Diana
wong 以回族流动到马来西亚的案例，探讨了穆斯林流动性与中国新移民问题，她尤其强调宗教
在回族穆斯林的流动决策和流动模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提出了移民的侨乡流动模式与宗
教流动模式。参见：刘进、姚婷：《比较视野下的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第二届“国际移民与
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J]，2012 年 12 月第 4 期，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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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族群关系的理论模式 ，此关系模式较全面展现了海外华人族群关系的概
况，尤其历史沉淀的重要因素，但基于马来西亚特殊的多元社会结构中其族
群关系是更为复杂而动态的，并且随着时代语境的改变，因此族群关系的变
化必须从宏观视角与历史脉络出发，进一步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族际交往。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的主要范式是宏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经济政
策为主线，并运用历史梳理与历史比较为主要研究方法。由此看来，运用质
化研究方法，结合微观视角探讨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将能开辟新的思路。同时
不能忽略网络时代的时空概念，尤其线上线下不同的族际交往模式给予里本
研究启发性思路。从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成为了族群
误解的主因。为此，多方学者从历史脉络、政治与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解析
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然而，在 2008 年纳吉政府面临的 308 政治海啸却是
一个分水岭。学者们没有对此作太多的系统探讨。如今，距离 2008 年已经
10 年过去，经历过 2018 年 5 月 9 日全国大选，有史以来第一次改朝换代，
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又因政局改变而产生了变化，其中，社交媒体也起着决
定性作用。
简单来说，学者们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的结论分两个阶段，20 世纪
的研究认为，族群关系看似和谐，其实矛盾不断且非常脆弱，容易被煽动；
但从 21 世纪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属于“共生
状态”，各族群因利益与资源分配而形成了合作形式，甚至为了整体利益而
1

陈志明教授提出的交往模式包含六项要素：第一，族群关系可以用族群间的社会经济竞争本质
加以解释；第二，政治因素对我们理解族群关系至为重要，尤其是种族性政治历程，即社会经济
不平等及文化现象如何沿着族群路线动员，以及族群关系在政治竞争上如何被动员起来；第三，
族群关系亦受可视为政治历程的部分而加以研究之思想所影响，即这些思想如何被动员以影响其
他族群的地位和命运；第四，族群关系的研究应当注重阶级的因素在族群间的竞争和竞争的持续；
第五，族群关系必须从历史的范畴去看，以便理解历史的发展如何影响今天的族群关系；第六，
族群关系也必须从全球经济及国际政治的范畴去看。参见陈志明：《华裔与族群关系的研究——
从若干族群的经济理论谈起》[A]，《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C]，第 69 期，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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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族群的阶级利益（周星，1993）。因此，在政治层面，马来人与华人之
间的族际关系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质化研究方法，深入民间探索马来人
与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互动与网络社会交往，从中了解长者的交往模式与新
媒体时代下，即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族群互动及其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了解日常交往中，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接触、
沟通、相处、交流的发生动机及其过程，尤其当上层利益集团建构的族群矛
盾和冲突如何在日常生活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第二，在媒介现代化下
缺场交往中，新生代族群关系与上代族群关系有何层次和维度异同，尤其如
今和平盛世下被温养的新生代对族群冲突的看法，及其族群认知因受到历史
记忆不同的影响程度，将如何形塑新的族际交往模式？第三，在媒介现代化
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群关系经历了变迁，关系变化中两代人的族际交往其异
同显示出怎样的族际交往“平衡点”，以达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共
生”状态？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质化研究方法进行。笔者从 2016 年 10 月开
始持续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展开。
调查过程中以吉隆坡的马来人与华人为研究对象，其重点从两族之间的相处
交往出发，探讨其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同时辅之以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访
谈案例，从而更为全面地调查两族日常交往的规律。因此本研究将以多点民
族志的方法进行深入访谈，围绕族际交往这一主题展开调查，并以滚雪球的
方式寻找访谈者。这里提到的深度访谈法是质化研究中的无结构访谈方式，
即一种半控制或无控制的访谈，其访谈基础是一组深度访谈的主题，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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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问题。为了确保个案的典型性与普遍性，本研究将进行长达两年半
的参与观察与多次的访谈与追问，而无结构访谈与参与观察的主题将围绕在
513 事件与族群线上线下的不同交往。考虑到研究目的，本文抽选出 5·13
事件幸存者吴振通、70 后的 KS、90 后华裔新生代小源，以及 00 后的马来少
年 Ahmad 的为主要访谈对象，并从他们过去的切身经历与生活感受，代际之
间不同的族群互动与沟通方式，进而窥探媒介化语境下两代族际交往的异同。

三、5·13 族群冲突事件
50 年前的 5 月 13 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族
群冲突事件。半个世纪过去了，作为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具影响力的族群暴
动事件，5·13 事件不仅仅揭示了是族群矛盾的本质，它同时也是马来西亚
马来人与华人相处的缩影，更是一个族群文化差异的象征符号。5·13 本身
代表的不只展示了族群关系从和谐走向冲突的具体过程，它更体现出传播媒
介对族群关系的指标和催化作用。在 1969 年，那个只有传统媒体的年代，
媒体的铺垫作用具有强大影响力，政府透过对媒体的限制和利用，成功引导
受众对族群冲突事件的理解，以及对他族的认知偏差。50 年后的今天，新媒
体崛起，受众也不再是 50 年前感受过“戒严”恐惧和愤怒的华人与马来人。
新一代华人与马来人的相处模式已全然不同，这不只是媒体化社会语境下交
往空间转变而导致族群交往出现了变化，它其实也象征随着媒介使用的变迁，
历史事件引起的族群认知偏差也得以被重新教育。此外，因为 5.13 事件而
推出的“新经济政策”，也因为 2018 年 5 月 9 日全国大选改朝换代，马来
西亚实现第一次的政权轮替，打着民主旗号的希望联盟新政府，其经济部长
阿兹敏表示要修改这个以特定族群利益为主的歧视性政策。50 年前后，同一
件历史故事，同一项经济政策，其展现的族群矛盾与歧视得以缓解，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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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交往的防线。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仿佛有一道隐形的墙，阻碍了两族深入
交往，笔者从小就耳濡目染，听到长辈常常会说，“不要去挑战马来人的底
线，不然 5.13 事件就会重演，很可怕的！我们会像印尼排华那样经历华人
大屠杀！”
马来西亚社会学者柯嘉逊在十年前点出了阴谋论，声称 5·13 事件是巫
统新兴官僚资产阶级所精心策划的政变，而诸多学者也纷纷认同 5·13 事件
并不单纯，比如黄进发认为当初引起 5·13 事件爆发的官方论述，即华人政
党胜选在街上游行示威而触怒马来人的说法并不成立，这场“华人海啸”其
实是“政治海啸”但却被上层政治精英和媒体可以蒙蔽了民众。来到今天，
这件族群暴乱事件仍未真相大白，主要是因为时任国阵政府援引了《官方机
密法令》导致国家档案和官方文件都无法被公开查阅，学者直至半个世纪后
的今天，依然无法获取相关数据和资料来进行相关研究。今年是 513 事件迈
入 50 年的纪念，身为“5·13 系列活动工委会”主席的陈亚才透过媒体呼吁
政府解除机密法令，让学者获得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并将 50 周年主题定为
“解惑”，希望解除迷惑与困惑，解除这个事件曾经带给马来西亚人的阴影、
恐惧、不安和狂妄。在 2019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早上 9 点，陈亚才与 513
罹难者的家属、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邓章钦等上百人出席了位于雪兰莪州双溪
毛糯 513 墓园举行的公祭仪式。主办方甚至邀请了六大宗教团体，包括伊斯
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兴都教的代表在现场进行宗教仪式。
笔者所在的 Astro 中文新闻组也被邀请前往采访，《八点最热报》记者团队
因此去了一趟墓园。结束公祭仪式后，513 事件幸存者，65 岁的吴振通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当时年仅 15 岁的自己如何从 2 楼楼梯跳下来逃生的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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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前的那个下午，5 点开始，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平常很忙，但
突然在 5 点之后没有人，整个市场都没有人，奇怪今天什么事情哦，人都跑
去哪里？隔壁村一名印度同胞就跑过来跟我父亲讲，uncle 你今天最好早点
关店，等下会有事情发生。我当时是亲耳听到那个印度同胞这样跟我父亲讲
的，因为我是在我父亲旁边，所以我很肯定他是这样跟我父亲讲的！于是我
父亲就关店并收拾东西，其实通常我们是晚上 10 点才关门的，但那天就早
关门了，关门之后就在店里吃饭。我们的店是铁门来的，门锁起来我们就在
里面吃饭，然后 6 点多的时候，那些人（挑衅者）就开始丢东西。当时我们
很怕，全都跑去楼上，当时店里面有二三十个人，因为那个店是租的，店主
就住在楼上，所以我们全部就跑去楼上，过后他们（挑衅者）就放火烧
（店），我们就大乱，因为浓烟滚滚，当时应该接近晚上 7 点了。我的一个
外甥才刚满月，他母亲抱着他，他的哥哥啊一家人都很乱，我当时可以逃生，
我就（从二楼）跳下来并躲在垄沟里。直到后来镇暴队来了，他说他是警察，
我和姐姐就爬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就我们楼上那些人，用楼梯救他们下
来，我们家就…牺牲了 8 个人…我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因为当时已经不会怕
了，只有要逃的求生意念，他（挑衅者）来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我
们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们明明跟他无仇无恨的嘛，关键是那个动机，为
什么要杀我们，我们一直以来也要求和平的嘛，为什么要这样？其实现在道
歉也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这一万八千两百五十天，我不能够忘记，很多长
辈都叫我忘记，但是我不能够忘记，因为它就在脑海里面，每一天每一刻它
就是在脑海里面没有办法忘记！不是 20 年而是 50 年，一万八千两百五十天，
那个阴影还是在那边，那时候怎样（从二楼）跳下来，我还是历历在目！这
么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个阴影埋在心里面，不知道要跟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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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通的故事让人心酸，公祭仪式现场也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吉安透过麦
克风朗诵诗歌，内容与 5·13 事件相关，旁边还有音乐人吹箫伴奏，气氛悲
伤。公祭出席者多位罹难者家属，他们在墓碑上献花，甚至有出席者表示，
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死在哪里，但看到有这个活动他就坚持出席一定要来看
看。公祭仪式的出席者全都是华人，没有马来人，在这起事件中，华人自称
是受害者的华人，是愤怒的马来人赶尽杀绝，队华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但在
马来人的眼中却并非如此。小源是 90 后，他是少有跟马来人混得非常好的
华人，从小在马来甘榜长大的他操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而且还有马来人会
大感亲切的地道口音。“我跟马来朋友之间没有什么禁忌的，513 事件也可
以谈，但我很惊讶的是，他们的长辈说，513 事件是华人先开始挑事的！而
我的长辈又告诉我，是马来人先来杀华人的！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样，我也
不知道。我是独中生，从小受华文教育，独中生就是别人眼中很华人主义的
一群人，我本来也很讨厌马来人，但有一次，政府派了一位马来老师来独中，
她告诉我们全班同学，513 事件不是一个禁忌，反而是应该被拿出来讨论的，
而且华人也不应该是被谴责的一方，从此之后我就改观了。”诚然，80 后
90 后华人分为三种，一种是华人主义很重，从小没什么机会接触马来人的华
人群体尤其是独中生（全中文教育的独立中学的学生），而笔者虽然在华文
型国立中学求学，但平常也没什么马来朋友，我们这一类华人群体通常对马
来人保持警惕、抵抗与认知偏差，认为马来人懒惰且不够聪明；第二种是在
马来甘榜长大，在底层社会中与马来人有较多交往机会的华人社群，小源虽
然是独中生，但因为从小在马来甘榜长大，较为熟悉马来人文化，能操一口
流利马来语并愿意主动跟马来人交朋友；第三种则是上流精英社会中接受高
等教育，以英文为日常用语，不重视中文作为母语的华人社群，华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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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称之为 Banana，意思是外面黄皮肤，里面却是白色内涵的香蕉，这是华人
社会用来嘲讽对方“身为华人却不懂中文”的歧视用词。
本文提及两个例子的用意，是为了比较老一辈的族群关系与新生代的族
群交往。同样是 5·13 事件，但身为遇难者的吴振通和 90 后的小源就是两
个典型个案。即便不是 5·13 事件的经历者，在 50 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
大家对 513 事件都保持着愤怒、紧张、疑惑、悲伤的负面情绪，他们相信
513 事件是一场屠杀与权谋而华人无辜遭殃。至于 30 岁以上的受访者则是表
现出不信任，他们不相信事情如官方所说的论述，甚至不相信长辈口诉的事
实，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听回来的，是想象出来的白色恐怖，但政府成
功了并以此控制族群关系来达到政治目的和相关利益。而 30 岁以下的 90 后
00 后，他们普遍不关心。按照小源的说法就是“事不关己，即不劳心，513
事件关我们什么事？我们都没经历过啊，对我和马来朋友来说这甚至都不是
什么禁忌或敏感话题，可以在大庭广众下高谈阔论，长辈很敏感可能是因为
他们经历过吧，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也不在乎什么 513 不 513 的。”
从小源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面对马来西亚族群暴乱事件，新生代几乎是无
感的！进行深度采访期间，笔者发现老一辈的族群互动和新生代的族际交往
是截然不同的，而这当中媒介起到了关键作用，分别是新媒体的出现，以及
传播的断层导致代际之间出现交往差异。
说回 513 事件，在电视台进行田野调查的笔者，另一个身份是新闻工作
者，这段期间笔者发现，中文报馆基本上只会走个形式，报道过 513 公祭仪
式或简单梳理 513 事件，仅此而已，但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却做了中文、
马来文和英文的三语系列报道。在第一篇文章“5·13 暴乱：笼罩大马半个
世纪的阴影”中就梳理了当初 513 事件发生经过，并贴上了很多当时的报章
截图，以及历史照片，包括反对党胜选后在街上游行的图片。另外，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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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其文章标题包括“513 半世纪：我的故事”并分为五个故事来叙述，
包括“我的故事 1：‘放开他们！杀我’的怒吼”、“我的故事 2：救人与
抵上太阳穴的枪”、“我的故事 3：甘榜巴鲁的莫欣和金源”、“我的故事
4：他的手就这样被砍下”、“我的故事 5：若我都忘记，谁来记得？”。同
时也有“民调显示，多数人要理事课本纳入 513 事件”以及“如何走出黑暗
史，迈向和解共生？”这些文章都用耸动而画面感强烈的字眼来作为标题，
不难看出围绕 513 事件的关键词分别是暴力血腥、生死存亡、族群关系、一
生伤痛与心理阴影。当中除了莫欣和金源的跨族群情谊是正面的，其余都充
满着悲伤与痛苦。故事叙事手法强烈而触动人心，但又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
里？有！但却是关注 513 事件的长辈居多。

四、新生代族群交往的传播断层
（一）传播休克：传播断层中新生代对历史记忆无感
泽利泽列下记忆侵蚀（cannibalization）的四个阶段（Zelizer, B.，
2011），分别是淡化（minimalization）、替换（substitution）、取代
（displacement）和灌输（transportation），并认为这个过程将导致记忆
的不确定性，致使媒体曲解信息并颠倒黑白。政治介入历史事件是有迹可循
的，官方数据模糊了死伤人数，传统媒体淡化了受害者的心情写照与真实的
血腥暴力，然后利益集团因政治目的再以族群冲会造成国家不安宁为理由，
成立了国家行动安全理事会。替换了记忆后再以新的记忆碎片来取代，以维
护族群和谐与国民团结为由实施“新经济政策”并灌输给下一代。而口传的
版本就绘声绘影得多，华人长者大多淡化了华裔凶徒进入戏院杀马来人的部
分，重点强调马来人烧店，在华人杂货店纵火的事迹，还将这段故事都讲给
儿子和孙子听。马来人长者也一样，“从小我父母就告诉我，是华人先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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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为了保护自己才反抗的，但是当小源跟我说，他父母告诉他，是马来
人先胡乱杀人时，我真的很意外也很惊讶！后来就想，那当然啊，谁会说自
己错呢？肯定都是对方错！所以我可以理解小源听到的故事版本，可是你也
不能否认我听到的版本，你无法证明我的是错的，你的才是对的！可是我还
是很好奇，所以就一直问问题，问了小源很多问题，他也很耐心的跟我解答，
过程中也反问我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接着我…我后来倒是蛮能接受的，
哈哈哈！嗯，就觉得虽然听到的版本不同，但或许都是事情的片面，我们就
把这个拼图拼起来，那大概就是真相的全貌的。最后我已经不再纠结，毕竟
513 也不怎么管我的事，现在我们（马来人与华人）私下相处都挺好的呀，
没什么话题不能聊，没什么禁忌不能碰触，小源是个好人，我们是好朋
友！”Ahmad 是典型的 00 后新马来人，思想开放，为人也开朗健谈。有趣的
是，他描述自己获知 5·13 事件有不同故事版本的过程，进入了类似“文化
1

休克” 四种阶段的表现，分别是蜜月期、过渡期、调整期与融入期，最后进
入文化适应。跟文化休克的长时间适应过程有所不同的是，Ahmad 是在短时
间内经历了四种反应，即好奇有趣、焦虑疑惑、尝试了解、选择接受。诚然
Ahmad 是受到了文化冲击，也是一种文化震惊，在英文 Cultural Shock 的
Shock 是休克与震惊的双关语。Ahmad 在受到文化冲击后的四种反应对照文
化休克四种阶段近乎雷同，但时间更短，适应能力更强，接受度也更高。他
先是对同一时间的不同理解感到有趣，这个蜜月期让他对 5·13 事件的不同
故事版本产生好奇，但追问之下发现很多认知上的偏差，这让 Ahmad 感到焦
虑不安，接着就摆出不信任的姿态表示质疑，可是在跟小源讨论的过程中他
1

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 1958 年由美国人类学家 Kalvero Oberg 提出的一个概念，指
当一个人进入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会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迷
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泛指一个人处于一种社会性隔离，而产生焦虑与抑郁的心里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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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新调整了状态，找到一套方法来说服自己“不同版本也可以被理解的，
因为大家都会过错归咎在他人身上”，最后他选择接受，并认为“哦我知道
了，就这这样吧，反正也不影响我跟小源的交往相处，我们仍是好兄弟”。
这个过程可能维持几天乃至几周，甚至可以短至你在麦当劳吃汉堡的一个下
午就能全都经历一遍。这跟如今的媒介化社会语境的速食与碎片化、新媒体
下的个人主义等特性有关。但除了表现出文化休克的反应，最大的问题还在
于传播的断层与新生代的无感，这才是一种“传播休克”。
前面提及的《当今大马》5·13 事件系列报道，其新闻链接在面子书上
一度流行开来，但很快就被淹没，很多人是为了转发而转发。新闻组里的
Patrick 原本的本科专业是会计师，但毕业后毅然加入新闻组，他说，自己
从三年级开始就看报纸了，对新闻非常热爱，“转发 5·13 事件的新闻帖我
觉得很有意义啊，年轻人就应该多了解并且懂得这件族群暴乱事件。为什么
我们现在族群会冲突，就是因为彼此不了解！”然而，像 Patrick 那样常常
看报纸，主动了解时事的年轻人并不多，受访者当中几乎所有 90 后 00 后都
没有兴趣。采访期间，笔者发现新生代分成两类，一种是完全没兴趣，不会
转发，就是一副“哦，5·13 事件啊，我知道，so？虽然我懂这段历史很重
要，但我没什么兴趣想知道，知道与否都不影响我的生活”，另一种则是像
Roy 那样，“哦我觉得 513 事件是很应该被正视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
转发了呀，我看过这则新闻的内容，我转发之后就会让其他朋友看见”，
Roy 的语气是平静中带点兴奋和自豪，但我忍不住再问，其实你没把文章完
整看完吧？转发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做能显得自己有文化、比较高尚？Roy 马
上否认，“没有啦！我当然有看完好不好”，但从表情与肢体动作上，我已
经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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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95 后和 00 后等新生代普遍上并不关心 5·13 事件。他们没经
历过 5·13，即便了解过，除了觉得自己族群“受欺负”而感到愤慨之外，
并无太多感觉。而 80 后 90 后诸如笔者，从小听长辈提起过，并对 5·13 事
件有了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认定是马来人杀华人，而马来人也同样认为是
华人先挑衅。媒介记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真相并不重要，人们只愿意相信
自己想知道的真相。老一辈以“亲眼看见”和“听回来”而想象这段历史事
件，卡在中间的 70 后 80 后 90 后则是从长辈口中知道了 5·13 事件，多少
有着一些族群内部的悲壮情绪，但来到 95 后 00 后等新生代，5·13 事件已
经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小源说到“我们真的不关心，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趣和好玩，你看我们玩最多的是 instagram 和面
子书，旅行美食美女奢侈品，这些生活品味才是我们热爱的。513 太沉重了，
并非我们不关心族群啊，只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要轻松一点啊，fun 一点，
我们比较关心个人。”另一位从事新闻行业已经超过 40 年，在组里我们都
称之为“老板”的 Q 先生就跟我说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以前我们会说有
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那时候搞革命，全副身家都寄回去中国给家人或资
助改革事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但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搞个人主义，只关心自己的照片获得多少个赞、
多少个转发，谁还来这一套有国才有家？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没有经
历过战争，不懂什么是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他们是幸福而安稳的一代，我
很欣慰，可是这也让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和族群大事。”社会变迁，新媒体崛
起，新生的交往场域出现了翻地复的变化，过去我们会区分日常与网络社会
的双重身份，但对新生代来说，网络社会就是真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缺场
交往就是日常互动。老一辈的族群关系与新生代的族群交往俨然不同，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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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从双重身份变成多重身份同存共生，媒介环境的转变
影响着马来西亚族群关系。
除了媒介场域转变促使交往空间不同而形成新旧两种族群交往，在上述
的历史事件 5·13 族群暴乱中可以发现，历史记忆的传播过程已经出现断裂，
50 年前因政治介入，传统媒体不被允许报道，只能靠人际传播的口耳相传，
营造“听回来”的“想象的”族群冲突。这 50 年来，5·13 是个禁忌数字，
是个敏感话题，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只能用“他”来形容，不能说
出名字一样忌讳。这种散播恐惧的“心锚”是政治利益集团的手段，但更诡
异的是，这也是族群之间维持和睦共处的相处之道，马来人和华人会下意识
的、有默契的保持“安全距离”。50 年后，学校历史课本依然绝口不提
5·13 事件。新媒体崛起，跳脱政府监管“圆形监狱”的网络世界是一片言
论自由的新天地，加上近十年来民主和公民意识逐渐抬头，这时“失衡的螺
旋”出现了，网络报道自觉做了 513 事件系列报道，而且还是三语版本，试
图打破语言障碍让各族人民了解这段历史。然而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初衷却
也是最大的困境，媒体想让新生代了解 513 这段历史，但显然 90 后 00 后 10
后都兴致缺缺，他们除了有趣和好玩之外，对族群历史不感兴趣，对文化认
同与族群身份的建构已经有别于上一代。新旧族群关系之间像是出现了断层，
或者这么说，历史事件的媒介记忆产生了“传播的断层”，新生代一方面不
再受到“利益集团建构的族群关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发展出
属于网络世界中的族群缺场交往，他们更专注于生活文化而非历史记忆。新
生代的族群身份也很难用历史记忆来建构，他们对国族身份有着较强烈的认
同感，更愿意宣扬自己是“马来西亚人”而非“马来人”或“华人”。笔者
根据访谈资料并借鉴了文化休克，归纳出“传播休克”概念，这种现象主要
是媒介化语境造成历史记忆的传播断层，而当个体获取与认知中不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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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产生四种反应，即好奇有趣、焦虑生疑、尝试了解和选择接受，这个过
程是快速而短暂的，最后个体即便收到了文化冲击也表现出丝毫不甚在意的
表现，对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依然保持最初的态度。

（二）失衡螺旋：自选接触陷失衡漩涡及其平衡报道
半个世纪前后的 513 事件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即媒介场域转变后新旧传
播方式及其对族群关系造成的影响。政治传播学当中有个仍在研究中的理论
学说是对照“沉默的螺旋”的，即“失衡的螺旋”（spiral of imbalance）
（赵心树、冯继峰，2017,494），这个理论假设民主制度需要平衡的信息，
然而平衡传播的理想状态并非常态，反而因为诸多原因造成了结构性失衡，
比如利益集团利用媒体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企图借偏颇报道影响民众，
造成群体内信息流的失衡。另一方面，弱势群体也会以受害者身份自居并以
传播作为“弱者的武器”，同时媒体也可能对特定群体，比如边缘群体不了
解或又偏见而造成传播内容失衡。失衡的内容可以区分为议题的选择、报道
的对象、事实的选择以及评论的选择。传播系统是动态且周而复始的复杂系
统，不但在某个时间点上对某个单元的失衡，甚至还会造成另一个单元在下
一个时间点的失衡，如此无限循环，形成“失衡的螺旋”。失衡螺旋有两个
内涵，其一是顾名思义，失衡报道后继续无限循环，最后真相已经不重要，
人们陷入漩涡里，只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5·13 事件正是如此！其二是
学者假设民主制度需要平衡，正因为受众无法自己筛选信息，所以现今社会
的媒体更有责任精心挑选，为人民提供简短的、真实的、高质量的、易于理
解的、平衡的信息（赵心树，2012），赵心树还将这个平衡制度，即由法律
规章和道德规范构成的行为规范，称为游戏规则，并认为规则中一个关键的
法律规定就是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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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做了一系列的 5·13 事件报道，企图要打破平衡。
然而问题来了，即便网络社会的言论自由度增加，但在网络传播中，网民选
择信息和信息渠道的能力和意愿大大强于传播媒体的受众，这种自选接触
（selective exposure）（Jang, S.M.，2013）效应加强了失衡的螺旋。人
们沉浸并深陷在自己所愿意看到和相信的片面事实。“沉默的螺旋”是传播
学经典理论，“失衡的螺旋”可视为是沉默的螺旋的一个极大扩展，反过来
说，沉默的螺旋可算是失衡螺旋一个极小的特例。50 年前，5·13 事件遭到
失衡报道，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失衡螺旋”；50 年后，沉浸了半个世纪
的 5·13 事件开始被检视，在媒介化语境和民主进程提升赋予言论自由开放
条件下，民众更有接触真相的可能。自选接触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无论
5·13 事件的新闻报道在当时失衡多么严重，但人民还是通过直接经验和人
际传播尔部分了解到事情并非如此，这就像是起了一道牵制作用的保险闸，
不管政治人物多么努力煽动和渲染种族情绪，但最后还是因为民众想了解真
相而打破了禁忌，逃出“失衡的螺旋”，人民从社会经验以及前辈的口中得
知 513 只是听来的族群清洗，随着时间流逝，5·13 所带来的恐惧也慢慢被
冲淡。40 多岁的 KS 没有经历过 5.13 族群暴动，他出生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年，
而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是马来人占了 76.22%的吉打，“我是个很好奇的人，搬
来吉隆坡都几十年咯，当初还特地去 Chow Kit 闲逛，然后在茶餐室看到那
些 uncle 我就跟他们闲聊啊，交谈过程中我就发现到，咦，怎么大家都是听
说的，他们跟你讲到天花乱坠，anzua anzua（福建话‘怎样怎样’意思是
讲得生动且夸张，仿佛身入其境），其实都是听来的”。
笔者后来再访问了一对 60 岁的华裔老夫妇，他们来自雪兰莪州马来乡
村，“哇当时候真的很恐怖，吉隆坡那边，马来人一看到华人就杀，我的二
弟那时候就是躲在杂货店，肚子饿也不敢跑出去吃东西，足足一个礼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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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陪白开水，他还说啊，华人一探头试图在窗口张望，马来人就会乱枪扫
射！”听到阿姨这么说，我忍不住问，哦是二弟听到的吗？阿姨急忙否认并
提高声调，“没有没有！是他亲眼看到的，然后他告诉我的！”几乎没有例
外，所有受访者口中所谓的恐怖屠杀画面，都是“听回来的”，那些暴力和
血腥也都是“想象出来的”，但在当时，这些听来的恐怖杀人事件，让华人
连上街都不敢，甚至探出窗口的勇气都没有，华人言行举止受到了强烈的镇
压恐吓。比起第一代经历过 5·13 事件的长者，第二第三代即 70 后 80 后 90
后会以更全面和批判的角度去质疑 5·13 事件“听回来的、想象出来的”白
色恐怖。马来西亚在 2018 年 5 月 9 日经历了改朝换代，国家历史上第一次
实现了政党轮替，是民主进程的一次大跃进。作为最能代表马来人和华人族
群冲突，且是两族禁忌话题的 513 事件，在 50 年后的今天不再那么禁忌和
“不可说”，变天后媒体也能报道 513 事件了，而且不受限的网络媒体甚至
做起了专题报道。
但与此同时，自选接触会因个体的背景和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而产生选
择偏向，就像《当今大马》遭受到批评与攻击，从民众的两极化反应中可以
发现部分人士仍质疑报道不中立，选择相信他们想知道的，认为报馆做出了
偏颇报道。在 2019 年 5 月 16 日，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发表了一段声明，
表示 5·13 专题报道同时收获了赞许和批评声音，有人称赞媒体有揭开禁忌
课题的勇气，但也有人认为报道偏颇并误导了民众，甚至恶意流传做专题报
道的记者的照片。《当今大马》强调，他们制作 5·13 专题的动机是因为今
年适逢 50 周年，并认为回顾历史的文章是必要的，社会不能避而不谈这段
历史，反而应该怀疑真相补充这份空缺。同时，他们也希望年轻时代还有机
会认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甚至还有特别点到，为了尽量
避免种族偏激，报社也确保这个专题小组的成员是来自于不同族群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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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年轻一代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甚至缺乏了解，但却同样承担
着历史的沉重，这个专题所设定的目标群体是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其专题小
组多数成员也都不到 35 岁。至于被读者质疑报道中为何没有特定族群受害
或事受挑衅的事情没有纳入其中，这份声明提出了例子，他们在专题页面讲
到了手持武器的华裔暴徒闯入戏院杀害马来人，点出华裔挑衅马来社群触发
5·13 冲突，但与此同时，报道也记载目击者形容华裔住家被纵火，以及暴
徒杀害两名乘车经过的华裔男子等等，甚至标记这件事记载于国家行动理事
会的报告。为什么专题系列报道不但没引起新生代的共鸣，就连老一辈都不
认同？如果说议程设置是传播者的心理，那么框架理论就是接受者的认知，
受众往往会将自己已有的认知、价值观和世界观用于处理新闻讯息。新闻媒
体有过选择或排除，以及强调或轻描淡写来突出社会事件的某一方面，促使
手中激活记忆中的响应基模（schema）以作为判断依据，让受众对事件的理
解趋同于新闻报道对该事件的诠释（Price V. & Tewksbury,D.，1997），
当新闻中隐藏的框架与受众记忆中的基模越吻合，两者间的相适就越高，框
架效应越大。但相反的，如果是一件某群体相信已久的历史事件，当媒体报
道不符合预期也不符合历史记忆时，受众会产生抗拒心理，这也是一种自选
接触。
综上所述，5·13 事件是马来人与华人冲突的起点，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族群冲突事件。普遍相信，5·13 事件死伤人数超越官方数据，并认为当时
的政府和传统媒体企图掩盖事情真相。基于媒体受制于政府，5·13 事件传
播渠道改为口耳相传，并因此造成“听回来”的想象中的族群清洗，老一辈
人对此耿耿于怀，并在今年 50 周年进行公祭仪式，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纷纷
呼吁政府解除《机密法令》让相关 5·13 得以公开查阅，还原事实。以
5·13 事件为例，媒介化社会对历史记忆冲击很大，致使新生代难以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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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产生共鸣，继而建立文化身份认同。事实上，老一辈与新生代对于 513
事件有着不同的阐释与感受，长者遍布悲情意识，希望能得到一个答案，而
新生代除了因父母对选择性传播而产生认知偏差之外，他们被告知有别于既
定印象的事情真相时，还会表现出“传播休克”，短时间内经历四种反应，
从好奇有趣，到抗拒生疑，再到试图了解，最后接受并表现出对历史事件与
文化认同的无所谓。5·13 事件至今已经历半个世纪，50 年前因利益集团控
制传统媒体而产生失衡报道，这个“失衡螺旋”维持了 50 年，如今网络社
会言论自由开放而出现了“平衡报道”的反机制，但同时也因为自选接触而
让受众产生了选择性了解报道并再次陷入“失衡螺旋”。

五、进一步讨论
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源自于 2008 年 3 月 8 日全国大选后族群关系的变化，
事实上，2018 年的马来西亚变天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 2008 年“政
治海啸”打下了基础，最后成功实现政党轮替，严格来说，这是一场长达十
年的民主革命，同时媒介化社会更在当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回顾历史，马来
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就是一部权力争夺史，族群政治因权力博弈而
产生，基本上不可能逃脱权力的牢笼，马来西亚也绝无可能挣脱族群政治的
治理方式。然而，媒介化社会席卷全球并将改变马来西亚社会结构，当新生
代把网络社会的缺场交往当成日常实践，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时，网络
空间的族群关系不再片面和虚拟，也让原本中央集权化的族群关系因为传播
的断层而出现权力去中心化的可能。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根深蒂固，要连根
拔起让它消失根本不可能，但网络社会空间的时空因素却能打破，因为网络
上的权力斗争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政府不再是单向传播，其时空延伸允许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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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认知上做出纠正与再建构，同时时空压缩也来进了族群关系，即便是碎片
化交往但至少马来人与华人更容易接触彼此，互动程度也变得更频密。
今年 2019 年，5·13 族群暴动事件迈入 50 周年，非政府组织与网络媒
体大肆宣传 5·13 事件并不可怕，企图让民众拜托这件事带来的“恐惧心
锚”，这也是安全线的牵制机制，老一辈的华人仍不敢逾越，50 岁以上的受
访者每每谈及 5·13 事件都依然表现愤慨与生气，大骂 5·13 事件是场阴谋
论，华人说是马来人胡乱屠杀，马来人说是华人先开始才发生族群冲突，而
30 岁以下的受访者则是表现出不在乎。传播学中有个经典理论是沉默的螺旋，
但与此对照的“失衡的螺旋”（spiral of imbalance）强调，民主制度需
要平衡的信息。赵心树将这个制度，即由法律规章和道德规范构成的行为规
范，称为游戏规则，并认为规则中一个关键的法律规定就是言论自由。在马
来西亚族群关系中，言论自由被限制了，传统媒体也被政府掌控在手上，但
自从 2008 年的大选开始，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言论自由相对开放。失衡
的内容基本上分为三种，即议题的选择、报道的对象以及事实的选择，而失
衡的螺旋理论主张，传播系统是一个动态并且周而复始的复杂系统，某个时
间点上的某个单元的失衡会造成另一个单元的失衡并无限循环。除了自由度
增加，有学者也认为，在网络传播中，网民选择信息和信息渠道的能力和意
愿大大强于传播媒体的受众，这种自选接触（selective exposure）效应加
强了失衡的螺旋。安全线的根本性包含了媒体刻意建构的受众情绪设置，但
安全线是复杂而流动的，当媒介空间转变到网络社会，受众的自由度增加造
成了自主性更高的自选接触造，让沉默的螺线走向失衡的螺旋。失衡的螺线
就是安全线的一道牵制机制，能将走向极端的事拉回到正轨，重新检视，让
族群关系达到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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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13 事件的传播过程来看，50 年前，政府限制媒体刊登相关新闻，
但却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让受众“听到”很多恐怖谣言并产生想象中的恐惧心
锚。50 年后，网络媒体《当今大马》为 513 事件做了系列报道收获褒贬不一
的评价，非政府组织也隔空向政府喊话，要求解除《机密法令》让政府机密
文件得以瘫在阳光下，让学者研究 513 事件。然而，效应不大，在面子书上
分享新闻链接的是第三代华人与马来人，即 80 后 90 后，但新生代尤其 00
后等受众根本表现得事不关己，这中间出现了传播的断层。当第三代跟第四
代新生代进行日常族群交往，并谈及敏感和族群与宗教课题时，最常被谈论
到的是华文教育、伊斯兰教议题和 5·13 事件。采访小源时笔者印象深刻，
他是少数能跟马来人玩得很开的华人。他说，当纳吉担任首相期间给独立中
学捐过钱，当时马来朋友以为政府一直都资助华文教育，只是以前媒体没报
道，并且好奇，政府都这么仁至义尽了为什么华人还不满足呢？小源向马来
朋友解释，说独立中学都是靠着华社自己出钱出力才能生存的，那次政府拨
款是唯一一次，这让马来朋友万分震惊，一开始不太能接受，向小源问东问
西，后来明白以后慢慢适应，并恍然大悟，愿意理解为什么华人坚持华文教
育且对政府教育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反抗。
由此可见，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出现了传播的断层，两族因传播渠道的选
择，比如各族会选择母语媒体为主要接受信息的管道而对他族产生认知偏见，
即便网络社会更具备自选接触的自由，但仍出现族群性的选择偏向，而当双
方在日常交流中就统一议题展开讨论并因此斩获新的、完全不同于认知的信
息时，会变现出类似文化休克的过程：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最后适应
了这个文化差异的观念。本文认为，这是一种“传播休克”，因为传播断层
而产生的文化休克反应。明明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同属一样的社会结构，
但却因为传播过程中符号上时间的延与空间的异，其符号能指的任意性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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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的能指”，并因此出现族群间的传播断层，比如语言上的不同而翻译
失误或媒体选择性报道，马来人和华人就这样出现了误会和矛盾，族群情绪
遭煽动，导向了族群冲突。

六、结语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因媒介化社会而产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
在马来西亚独特的语境下，媒介即关系。老一辈马来人与华人因为曾经历
5·13 族群暴乱事件而产生了刻板印象，对异族产生强烈的抗拒感与距离感，
就像中间隔着一道安全线，但这种看似客气实则警惕的关系在 21 世纪因新
媒体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80 后开始的新生代从日常互动，转而向网络社
会进行缺场交往。然而因为传播的断层，导致新生代在接受有别于以往认知
偏差的观念时，出现短暂的文化休克，即“传播休克”。另外，以 5·13 族
群冲突事件为例，这个曾经陷入“失衡的螺旋”的白色恐怖，都是“听回来
的”，在当时政府限制了媒体，而民间口耳相传的情况下营造出来的“族群
清洗”恐惧感，导致华人不敢随便挑起马来人的神经，而马来人也会跟华人
保持安全距离。事隔 50 年，这个“失衡的螺旋”被打破了，网络社会的时
空属性以及受众的自选接触，让受众开始质疑事件的真实性。然而却也因为
受众的情绪设置于自选接触，所以即便网络媒体做出一系列的 5·13 事件报
道仍会备受质疑。马来西亚族群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但这种共生状态在新媒
体出现后产生了代际间不同的族群交往。总的来说，历史记忆出现了传播断
层，过去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失衡螺旋在半个世纪后因自选接触而得以打破，
但也因自选接触，新生代身上出现的短暂文化休克得以迅速修补，成为一种
“传播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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