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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开始实施的行动管制令（MCO），旨在遏制 Covid-19 在全国的蔓

延，对我国产生了一些涟漪效应。这个影响概括了从经济到工作保障和社会问题。由

于行动限制下和许多学校，企业和工作场所的关闭，马来西亚各个阶层都受到了冲

击。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马来西亚，而是世界其它的国家都在发生。各国应用了不同

的术语，例如封城，隔离，阻断措施。本文章探讨了 MCO 引起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

建议。 

该研究源自对因 Covid-19 的影响而引起的社会问题的理解的需要。大流行和流行病爆

发已经影响了政治，根深蒂固的种族和经济歧视，影响了人际关系等观念，已在《流

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中广泛讨论。斯诺登（Snowden）在他的书中写道：“流行病不是随机发作

的事件，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肆虐社会。相反，每个社会都会产生自己的特定漏洞。研

究他们就是要了解社会的结构，生活水平和政治重点。”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了

解马来西亚社会的结构及其脆弱性，以期寻求补救措施以改善整个社会。 

本文章将在探讨每种提及的影响的短期和长期建议之前，着重强调 Covid-19 对马来西

亚社会社区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收集的数据和统计数据是来自新闻文章，研究论文，

媒体声明和案例研究的集合。但是，由于在撰写本文时仍在进行大流行，因此本文章

了解到缺乏可用数据的局限性，从而限制了分析范围。大流行消失后，社会和心理问

题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这将影响研究最后部分提出

的以下建议。本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探索 Covid-19 对马来西亚社会的更多

心理和社会影响，并在那时提供更完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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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边缘化群体的贫困 

MCO 影响到每个人，包括少数类别的群体在内。在许多团体中，LGBTQ +社区和无家

可归的人最有可能遭受重创，因为他们经常落入为保护本国公民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

的缝隙之间。过去几周的经济刺激方案并未迎合那些无家可归或非正规劳动者的需

求。因此，非政府组织已加紧填补政府未能考虑和提供的空缺。据报道，2020 年 3 月

28 日，在 MCO 实施的第一阶段的十天后，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Senior 

Minister 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不允许非政府组织直接向公众运送食物，而是

需要先将食物运送到每个地区的福利部中心。这是为了确保 MCO 期间的行动减少，并

保护 NGO 成员。但是，此举遭到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许多需要粮食支持

的人生活在社会边缘，而且通常对当局甚至是陌生面孔保持警惕。政府并没有考虑少

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需求，而只是考虑到这些人即使在绝望时也定会想到与当局接

触，这是理想主义的想法。 SEED 和 Yayasan Chow Kit 的创始人都相信，只有获得

LGBTQ +和无家可归者社群的信任，他们才会愿意向福利部寻求免费食物和帮助。简而

言之，向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伸出援手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粮食短缺可能导致

这些群体的恐慌。 

由于马来西亚过时的法律和保守的文化，以及有关性别的一些政治讨论，马来西亚对

LGBTQ +群体的接受程度仍然很低也不足为奇了。但是，LGBTQ +社区仍然存在于本

国，尽管并未对外宣称其性取向。它们是马来西亚社会的次要但有效的组成部分。不

幸的是，由于对 LGBTQ +群体怀有敌意态度，因此稳定的就业机会和被社会完全接受

并不常见。一般而言，马来西亚的 LGBTQ +社区被描绘成受“邪恶的”西方文化的影

响，并且通常伴随着维护东方传统价值观的警告。但是，正是因为对 LGBTQ +社群存

有误解，才大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他们的仇恨，歧视和排斥。毫不奇怪，这些人被社

会所规避，通常遭受失业或只能领得临时工作。当劳动力市场出现雇用歧视时，而导

致他们往性行业中找到工作也很普遍。跨性别者权利组织“正义姐妹”（Justice For 

Sisters）的创始人尼莎·阿尤布（Nisha Ayub）报告说，过去进行的调查显示，将近

60％的跨性别者从事性交易，因为他们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人权观察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 group) 2014 年的一份报告还指出，马来西亚是拥有全球针对

LGBTQ +人群的最具歧视性的法律之一。如果将这种暴力和仇恨直接针对 LGBTQ +社

群，那么其中许多人也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随后无家可归。对他们来说，这将使到他们

更容易沦为毒品滥用和精神疾病的牺牲品，因为被社会拒之门外会给人的心理健康带

来压力。 

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INSAP）与 Seed NGO 的代表联系，该代表帮助了包括 LGBTQ 

+和穷人在内的这些边缘群体。虽然政府取消了对非政府组织提供食物的禁止令，但该

代表说，他们面临一些限制，例如只允许发送干粮，必须申请进行某些事情等等。根

据他们的说法，申请过程也无济于事，他们提出了申请，几天后没有收到任何更新。

这种官僚主义给努力养活自己的群体带来了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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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在 MCO 之前的 3 月 1 日至 17 日，妇女援助组织（WAO）每天平均收到 10.5 个热线电

话和 WhatsApp 查询。自 MCO 开始以来，即 3 月 18 日至 31 日，WAO 平均每天收到

12 条热线电话和 WhatsApp 查询。换句话说，总体而言，自 MCO 开始以来，WAO 热

线电话和 WhatsApp 的查询量增加了约 14％。 

INSAP 与 WAO 代表联系，他们表示一些求生者被警方告知，他们只有在 MCO 之后才

能获得政府的帮助。这是他们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当局没澄清也尚不清楚在此期间

的求生者将如何访问服务，或者例如，获得临时保护令的过程是什么。幸运的是，

D11，即是大马皇家警察（PDRM）的单位，负责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反应灵敏，乐于

助人。 

在此关头，至关重要的是将不同机构召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协调对家庭暴力的

应对。至于安全屋通路，这还不清楚，后勤工作也不确定。 D11 的詹妮·翁（Jenny 

Ong）在当今大马（Malaysia Kini）上发表声明说，警察仍在救援中，这很棒，但是如

果能从政府明确的指示得到通知会更有帮助。 

目前，受害者仍可以举报警察。对于临时保护令（IPO），通常该命令由法院发布。 

WAO 与福利部门或马来西亚福利局（JKM）联系，以澄清既然法院关闭后如何发行

IPO。 JKM 表示，JKM 官员将与法院联系以取得命令。但是，非政府组织不确定在多大

程度上实行这种做法。 

 

离婚率上升 

在检疫期间，除了出外购基本必需品外，一家人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有自由到

外面的机会。与家人呆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或导致脆弱的家

庭破裂。简而言之，管制令会加剧本来就不健康的关系，并导致离婚率上升。在刚解

除封城令的中国，全国各地的离婚激增，因为夫妻俩意识到他们不想与现有伴侣度过

余生。西安和达州的地方政府报告，3 月初的离婚申请数量创历史新高，导致政府部

门积压。迪拜，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也报告了婚姻危机。他们的类似经历表明，隔离

暴露了先前因沟通不良而导致的婚姻问题。尽管马来西亚离婚率尚未上升，但其他国

家的经历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首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马来西亚

的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很高。 2018 年，年龄在 15 至 64 岁之间的人的识字率为

94.85％，而 65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识字率为 75.46％。 

 

Source: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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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率一直在增加。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第 4

季度，加入劳动力场中的女性人数比同年第三季度增加了 32,369 人。截至 2019 年，

女性占劳动力的 39.2％。随着妇女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并且识字率更高，人们期望她们

更加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这导致女性们对不幸福的婚姻或不合作的配偶

的容忍度降低。隔离期间，诸如家务，育儿和金钱之类的婚姻课题被夫妻之前放大

了，因为夫妻必须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才能使家庭团结在一起。当一个人无法坚持

到底时，另一个人将很难应付房屋的责任。加上更高的财务安全性和更高的识字率，

伴侣很可能不会容忍无助的配偶。看到其他国家的例子后，马来西亚应谨慎行事，在

解除 MCO 之后，为离婚浪潮做好准备。 

 

MCO 期间的厌女症与妇女权益 

在其他国家看到离婚案件增加之后，政府可能会将离婚视为行动制后引起的可能性社

会问题。但是，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KPWKM）最近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宣传在线海报后遭到抨击，因为其要求其妻子在禁闭期间不要唠叨。它还

鼓励妇女在家中工作时打扮和化妆，并建议妇女在与丈夫相处困难时要使用类似多啦

A 梦的声音。尽管此举旨在促进家庭关系并减少家庭冲突，但却在网上引发了批评，

即是批评政府推崇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据《路透社》报道，所有妇女行动协会（All 

Wome’s Action Society）的负责人尼莎·萨瓦纳亚甘姆（Nisha Sabanayagam）称，这些

海报“对男人和女人都极为屈尊”，并且“延续了父权制的概念”。我们欢迎看到非

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在管制期间加倍提出建议来解决似乎堆积的国内问题。管制

期间的故社会问题兴起，看见了马来西亚一直未能适当解决过去的问题。 

 

老人面对的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定义，到 2018 年，马来西亚预计将在今年或 2020 年成为老

龄化社会，届时总人口的 7％将达到 65 岁及以上。这意味着年轻一代有责任照顾老年

人。据此，我们可以估计会有很多老人独自生活或与另一位老人（夫妇）一起生活。

截至 2017 年，马来西亚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约为 200 万，占总人口的 6.3％。 

甚至在 MCO 之前，我国已经有老年人被忽视或虐待的案例或者父母被遗弃或生活在恶

劣的环境中，这些都还没包括计算到在老人院报告的虐待案例。目前尚不清楚在马来

西亚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数量。 

鉴于 MCO，老年人面临的一些挑战是： 

 努力独自出去购买食物或必需品 

 无法让孩子来探望他们以及帮助 

 与社交媒体的联系减少，有可能错过重要信息 

 无法在网上购买商品，但 MCO 期间关闭了常规商店 

 存在与高龄有关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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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施 MCO 时，一些超市公司通过分配早期时间段来优先考虑老年客户。虽然应该对

此表示赞赏，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老一辈的福祉。我们还需要记住，根据全球

统计数据，老年人是最容易感染冠状病毒的人群。 

 

单亲家庭 

在 MCO 期间，单亲父母也有自己的困扰。虽然那些在家工作的人无需担心照顾孩子的

问题并能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但问题出在单亲父母需要外出购买必需品的时候，

孩子会没人看顾。尽管确实有送货服务，但许多杂货店送货服务都在努力应付需求。

例如，在 Tesco Malaysia 社交媒体页面上，许多人们抱怨缺乏位子以及公司在最后一

刻取消了订单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同时，由于 MCO 而失去了收入来源的单身父母的

情况更糟，因为他们没有伴侣可以在困难时期依靠。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该国有

620, 389 名单身母亲。这个数字在 2010 年增加到 831,860，占人口的 2.9％。 

 

对儿童的影响 

根据年龄段，儿童对压力的反应可能有所不同。随着学校的关闭，无法见朋友，没有

社交活动，不能出去玩耍或不能看见在外的家人生活，肯定会影响任何孩子的心理健

康。 

根据《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报道，年幼孩子的父母可能会发现自

己孩子有固执或退缩的倾向，例如更多的浴室意外事故或拇指吮吸等寻求舒适的行

为。日常的改变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更加困难，大一点的孩子的父母应应该会看见孩

子的情绪波动和烦躁。对于他们而言，社会疏离是个困难的方法。 

负责辛辛那提儿童医院（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初级保健综合行为健康服务的

心理学家雷切尔·赫伯斯特（Rachel Herbst）说，他们正在承受周围成年人的压力，

而且焦虑症比任何病毒都具有更大的传染性，孩子们将吸收这种病毒。先前被诊断出

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儿童的父母可能会发现这种大流行病尤其具有挑战性。鼓励采

取保护措施的方法（如经常洗手和消毒）会招致焦虑，这无济于事。为了安全起见，

这些措施都有一种强迫症的成分。 

根据统计部的数据，2017 年，马来西亚 3200 万人口中有近 30％的年龄在 18 岁以

下，男孩的数量略高于女孩。今年，18 岁以下儿童的构成为 29.4％，占目前人口的

940 万。 5 岁以下儿童的比例为总人口的 8.2％，男孩的数量比女孩多 140 万至 130

万。因此，有了这些数字，对于政府和社区来说，在大流行期间重视儿童的福祉非常

重要。 

 

文化变迁 

由于病毒的严重性，大流行可能会永久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外向型人很可能会创伤

因为无法参加社交活动，结识新朋友还有很多活动不得不被取消。虽然更擅长社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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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使用科技进行交流的群体可能受到的打击不那么严重，但那些偏爱老式社交方式

的社群可能会遭受一段时间的折磨。 

以前很普遍且通常是指定性的庆祝活动，例如家庭聚会，婚礼和生日，可能会减少。

这可能是会让年纪较大的人感到沮丧的原因。 

旅游限制也将使人们感到被囚禁或无助。由于旅行还涉及商务旅行或学习旅行等问

题，因此从长远来看，许多人将不得不修改计划，直到情况恢复正常。 

 

全球范围的仇恨言论和种族歧视 

在危机时期，由于人们承受着压力和不确定性，情绪和紧张情绪往往会高涨。种族歧

视在冠状病毒爆发时高度的出现，随着大流行的爆发，仇恨言论和种族虐待的形式现

在浮出公众的台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境内报道了头几项种族歧视的公开记录，

其中是武汉和湖北省的公民受其它公民的歧视。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

（World Journal）报道了几起事件，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出生地时，在 Covid-19 崛起

期间，来自武汉和湖北的人感到不受欢迎。几个国家也对中国游客实施了旅行限制，

他们甚至签署请愿来禁止中国游客，甚至拒绝他们进入商店并被拒之门外。恐惧症很

快就演变成其他偏见，例如仇外心理，人们会针对东亚和东南亚血统的人露出暴力和

种族歧视。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在 4 月 5 日报道说，自从冠状病毒病例上升以

来，诸如“kung’flu”和 #WuhanVirus 的标签等种族主义术语一直在传播开来。在同一

篇文章中，自 3 月底以来，在美国建立的反对仇恨言论的报告论坛记录了 1,100 多起

反亚洲情绪案件。在美国，具有亚裔血统并在公共场合咳嗽已成为许多亚裔美国人的

危险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iumph）在 3 月 16 日进一步将 Covid-19 称为中

国病毒，“美国将大力支持特别受中国病毒影响的那些行业，例如航空公司和其他行

业”。他的推文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批评称该病毒为中国病毒的言论本身不恰当，世

界各地的亚洲人都面临着对族裔的仇恨浪潮。 

2 月 24 日，一名新加坡学生在伦敦市中心的牛津街遭到袭击，原因是他是亚洲人。据

报道，他的袭击者说，他们“本国不想要冠状病毒”。但是，当有大量新案件被报道

与伊斯兰聚会有关时，针对中国人的情绪转向了针对穆斯林的浪潮。伊朗和印度在

Covid-19 案件中激增，这是由于伊斯兰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导致了伊斯兰反应浪潮和

社群紧张局势的成因。据报道，在印度，伊斯兰教士伊利亚斯·沙拉夫丁（Ilyas 

Sharafuddin）指出，病毒的爆发“是上苍对中国的惩罚，因为它虐待了维吾尔族穆斯

林(Uighur Muslim)”，并补充说历史表明反对伊斯兰教的人“被阿拉摧毁”。 3 月中旬

该病毒开始在欧洲和美国传播时，对亚裔后裔的敌对行动并未停止。当第二波病毒在

亚洲达到顶峰时，白种人和非洲族裔的人在亚洲感到不受欢迎，国家新闻报道此案主

要涉及海外游客。仇外心理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些事件并不是异常现象，因为全世界

的历史上都存在种族歧视。它们加剧了社会中潜在的不信任和种族偏见，引发了该国

某些种族的替罪羊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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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但是却没有摆脱种族紧张的压力。除了马来西亚历史

上 513 事件外，国内很少发生种族暴力。然而，随着 Covid-19 突袭本国并自 3 月 18

日成为 MCO 的那一天起，马来西亚人开始在线上呈现了焦虑和愤怒的一面。许多网民

使用了针对种族的冒犯性语言，并且与新闻中报道的若干政治和公共事件相关的仇恨

言论有所增加，例如臭名昭著的禁忌聚会（tabligh gathering）和宣布 MCO 的消

息，如图 1 所示。其他社交平台显示，随着 Covid-19 案件数量的增加，针对马来穆斯

林和非马来人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也随之增长。在实施 MCO 之前的一段时间

内，马来西亚还经历了政治动荡，第七届总理敦马哈迪（Tun Dr Mahathir Mohamed）

卸任，第八届首相丹斯里慕尤丁（Tan Sri Muhyddin Yassin）宣誓就职。这些事件在网

上引起了种族歧视的言论和评论的高峰，如图 2 所示。 

 

自从马来西亚第二次 Covid-19 浪潮以来，Twitter 上的种族言论类型 

 

 

(Fig. 1, Source: The Centre) 

 

(Fig. 2, Source: Th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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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种族相比，对马来穆斯林的冒犯和仇恨言论最高，其次是对华人然后是印度人

的仇恨言论。 在大多数情况下，马来西亚收集令人不安的推文的调查报告称，种族歧

视性评论与该国 Covid-19 案件数量增加的新闻报道有关。 反对马来穆斯林的大多数仇

恨言论都与禁忌事件及其参加者的报告有关，并将其标记为“愚蠢”，“自大”和

“固执”（见图 3）。 

反马来人言论的分类 

（Fig 3, Source: The Centre） 

当地报纸还发表了有关宗教，种族和病毒传播的舆论文章。 对华人也有类似的仇恨言

论，特别是当有报道称华裔心脏病专科医生在公园里慢跑违抗管制令时。 在有关他与

执法人员吵架的录像带传播后，此事件加剧了种族仇恨。 恐慌性的购买和食用野外动

物也是对华人的批评的一部分。 对伊斯兰教，马来穆斯林和最高元首的侮辱进一步加

剧了针对华裔的仇恨言论，如下图 4 所示。 

 

反华言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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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Source: The Centre） 

在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还揭示了马来西亚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最近查明了发现有

1,580 例病例的源头是砂拉越古晋的一名妇女，该妇女曾到过意大利，但返回时未透露

任何信息，因此导致该病毒传播，感染了 37 人，造成 5 人死亡。 针对案例 1,580 的仇

恨言论包括有关她的经济状况以前往意大利旅行的能力，导致她被感染并随后在她重

返工作岗位时传染其员工的评论。 B40 和 M40 工人承受的压力激起了他们对那些有能

力出国旅游的人们的愤怒，并且还批评他们无视卫生部关于推迟不必要的旅游并诚实

对待其旅行路线的建议。 

难民和外国劳工 

 

在 MCO 实施后，本国成千上万的难民正面临困境。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随着

MCO 的延长，他们担心自己付不起房租，这可能导致他们被房东驱逐出家。非政府组

织 Refugee for Refugees（RFTR）的创始人海蒂·夸（Heidy Quah）说，更令人震惊的

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们进行社会疏远。通常最多有 15 名难民被挤在一间小小

的单位内。 

该非政府组织接到该社群的求救电话，说他们没有食物养家糊口。此外，他们也没有

肥皂和洗手液，同时也没有冰箱来存放新鲜食品。其他也在努力帮助这种情况的非政

府组织包括 Tenaganita，Dapur Jalanan 和 Liga Rakyat Demokratik。 

缅甸罗兴亚人权组织马来西亚（Myanmar Ethnic Rohingya Organisation Malaysia）主席

扎法尔·艾哈迈德·阿卜杜勒·加尼(Zafar Ahmad Abdul Ghani)说，他的社群失去了收

入来源，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每日工资生存。截至上个月底，在马来西亚难民署登

记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有 178,980 人。缅甸共有 154,080 人，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

叙利亚，阿富汗，斯里兰卡，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则有 24, 900 人。 

对于外劳，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表示，照

顾他们的责任落在他们各自的使馆。该声明指的是在 MCO 增强后居住在印度清真寺路

（Jalan Masjid India）的雪兰莪大厦和马来大厦的外国人。他说，如果任何外国居民需

要获得必需品，他们可以通过在运营中心派遣人员帮助获得必需品来向经营场所内的

运营者提出要求，但他们必须自己付费并支付费用和从特定区域收集这些物品。 

 

社会影响最终说明 

 

大流行已经揭示了马来西亚的许多脆弱性。鉴于本国的和平与稳定需要所有种族和宗

教的合作，因此种族歧视具有讽刺意味。然后，马来西亚面临着一个即将成为老龄化

社会的问题，该社会需要依靠其年轻人，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稳定增长所需的平衡。

随着学校关闭和社会隔离的开展，儿童也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家庭暴力受害者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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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虐待配偶的威胁，无法立即寻求帮助和治疗。最终，已经生活在贫困中的边缘化群

体将受到最沉重的打击，因为施加的行动管制令时间越长，他们失去的收入来源就越

多。 

 

心理影响 

抑郁与心理健康 

处理 MCO 带来的各种压力 - 例如收入损失，大流行恐惧，过多地阅读媒体或假新闻，

丧失行动自由，压力或担心食物或必需品不足（例如在超市排长队等） ）会给许多人

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具体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文化

养育，以前的经历等几个因素。这里的问题是；马来西亚是否准备好应对由大流行引

起的精神健康问题的新景象？ 

 

焦虑加剧 

管制令在本国实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焦虑，躁动，抑郁和其他形式的精神健康问题

预计将打击马来西亚人。尽管在大流行，对 Covid-19 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等危机时刻感

到压力，担心和焦虑是很常见的，但政府的下一个决定却无济于事。可以预料，有些

公民会受到正面的心理影响，例如改善与家人的关系，而另一些公民则可能受到负面

的心理影响，包括感到无助，孤独或沮丧。世卫组织发布的“ Covid-19 爆发期间的心

理健康和心理考虑因素”认识到突发的突发事件和不断不断的新闻报道可能会对一个

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马来西亚卫生部还发现到在管制令期间可能会影响公众

的心理健康，并为需要心理健康支持和热线服务以抗击社区日益严重的焦虑症的患者

提出鉴定。 

《 2015 年全国健康和发病率调查》（The National Health and Morbidity Survey 2015）

报告说，大约 30％的马来西亚人患有精神疾病。尽管这一比例很高，但与其他发达国

家相比，马来西亚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来帮助心理健康患者。马来西亚社

会仍然遭受耻辱感，将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与精神错乱联系在一起，因为为精神病

患者建造的头几个庇护所也收容了精神错乱。随着本国各大学开始设立精神病学部

门，马来西亚认为其精神病医生的数量将会增加，这将为医学界做出贡献。但是，精

神科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世卫组织建议各国的精神科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为

1：10000，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必须至少拥有 3000 名或更多受过训练且合格的精神科医

生，才能达到理想的比例。为了达到 WHO 的比例，卫生部鼓励更多的人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接受皇家精神病学院（MRCPsych）资格的培训。尽管此举可以期望更多的

医生从事精神病学研究，但在精神病学方面也存在失衡因为国内精神科医生的分布不

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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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生与人口的比率低 

根据马来亚大学对马来西亚精神科医生的比例和分布进行的一项研究，毫不出奇的，

在全国范围内，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与人口比例仍然很低，仅占总人口的不到 1％。精

神科医生人数最多的州也被认为是该国的城市地区，例如吉隆坡 W.P.布城，霹雳州和

槟城岛。比率最低的州是彭亨，吉打和沙巴。这些被认为是落后的地区，其发展也较

慢，失业率较高。统计数据显示，到 2018 年，马来西亚每 100,000 人口中精神科医生

的比例仅为 1.27，远低于 WHO 的建议。随着精神健康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健康估计》报告了生活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大量抑郁症

患者，马来西亚需要研究其努力，以促使更多合格的精神病医生来治疗精神分症。此

外，在国内可能也有许多被漏报的问题，国内精神病医生的严重短缺将导致等候时间

长，门诊心理保健质量低以及对后续治疗和未来治疗的依从性差，导致治疗延误。未

得到治疗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导致药物滥用的自杀率，失业和无家可归现象上升，继

而将心理疾病患者推向社会边缘。 

精神保健专业人员的短缺是一个问题，因为由于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对遭受这种疾

病折磨的人的假设，它将滋生就业歧视。已经进行了定性研究，发现患有精神疾病的

候选人更难被雇用，并且如果发现雇员患有精神疾病，则通常面临“冷落”。由于存

在污名，许多员工选择不向雇主和同事透露自己的条件，但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长期解

决方案。员工还遭受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健康状况，例如抑郁和焦虑，尤其是在当前快

节奏和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中。过度劳累和压力大可能会伤及员工，但不幸的是，与

身体健康相比，职业精神健康仍然没有得到雇主和公众的关注或支持。 

 

心理影响最后说明 

随着形势的发展，MCO 可能会对社区产生更大的涟漪影响，但是政府需要担当领导角

色，以指导人们如何应对迅速发生的社会变革。为了防止犯罪的爆发，必须满足基本

的需要，这将给国家带来更多的不稳定。这种犯罪不仅与绝望中的企图盗窃或抢劫有

关，还与精神压力（如家庭虐待，种族侮辱和本文中提到的其他问题）导致的犯罪有

关。因此，如果政府希望在 MCO 之后重新站起来，就必须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社会建议 

对于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 

政府需要认识到，尽管 MCO 旨在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但它不应以某些无法负担六周

检疫期，无法工作和领取工资的社区为代价。必须与已经赢得边缘化社区信任的 NGO

合作，因为 NGO 更加了解 MCO 对这些社区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有关提

供食物和分发卫生用品的讨论。同时，政策制定者和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讨论如何最好

地向这些人群传播有关政府措施的信息，因为他们可能不容易获得手机和互联网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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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接触外，政府还可以研究与 LGBTQ +社区和无家可

归者聚集的地区的餐馆接触的可能性，以与他们合作提供即时熟食。对于愿意与非政

府组织和政府合作为人民服务的餐馆，可以推出奖励措施，而获得了这些人信任的非

政府组织可以驻扎在餐馆，以鼓励弱势群体去与他们接触。然后，也可以在同意与非

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的驻点或药房分发卫生工具包，并采用类似的激励措施提供基本

卫生产品，例如肥皂和口罩。 

 

对于家庭暴力受害者 

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需要明确概述在 MCO 期间获得紧急保护令和临时保护令的过

程。同样，政府似乎在 JKM 官员身上担负起责任，从与贫困有关的问题到家庭暴力和

福利，应有尽有。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官员，目前的官员已竭尽全力了。该部还应

将住房服务列为基本服务。 WAO 建议，向家庭的现金资助不能到达家庭暴力的受害

者，他们要么无法获得家庭资金，要么仍在离婚阶段。 

 

 

 

 

离婚和婚姻问题 

在检疫期间，除少数刑事还押案件外，马来西亚所有法院都关闭。这就产生了一个问

题，即涉及儿童福利的离婚案件不能立即在法庭上审理。但是，新加坡等其他邻国并

未完全关闭法院，并允许进行审理。马来西亚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以找出涉及家庭，

儿童和暴力的法律领域，以及涉及日常维护问题的法律领域，这些法律领域被认为是

紧急的，可以继续进行。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关系不友善，失败的关系对伴

侣和孩子都有害。 

可以采取一些短期措施来防止离婚率上升，一些非政府组织已经提出了相对有用的措

施，以帮助被困在家中寻求离婚的妇女。马来西亚回教律师协会（PGSM）现在为在线

穆斯林提供免费的伊斯兰教义咨询，涉及与离婚，子女抚养和抚养权有关的家庭冲

突。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寻求伴侣的疗法，以解决婚姻中的困难。马来西亚已经越来

越多人能接受寻求精神病治疗的人，并且由于公众认识到精神健康是会影响一个人日

常生活的有效疾病，人们对精神病人的异样眼光也有所减少。对于配偶和所涉家庭而

言，离婚都不是理想的情况。研究表明，离婚家庭的孩子比非离婚家庭的孩子更有可

能出现行为问题。如果有争议的离婚可能导致经济问题，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可

能发生变化。除此之外，需要在管制令期中支付善养费的配偶也在寻求法律途径，以

减少维持的费或根据工作损失，减薪或无薪假重新谈判条款。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

组织和政府正在采取的短期措施相对有用，但政府需要承认这一问题是真实的，并为

在不久的将来案件激增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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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老人 

G25（25 杰出马来人组织）说，在购买杂货时应允许老年人成对出门，因为有些人可

能需要协助，无论是开车还是搬运杂货。政府需要鼓励社区和邻居互相照顾，如果社

区中有人认识需要帮助的老人，则需要通过电话与 JKM 取得联系。由于 MCO 的目的

是防止病毒传播，因此除非邻居采取绝对的预防措施，否则邻居有可能接触受影响的

老人。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政府在 MCO 期间就社区如何合作和相互支持提供指导。

政府还应动员医疗队去看望老人，以确保他们的健康得到照顾，例如确保他们拥有防

止他们外出所需的所有药物。 

 

援助单亲父母 

政府需要针对收入低于一定范围的单亲父母采取措施，以减轻负担。例如，雪兰莪州

政府宣布，收入低于 2500 令吉的单身母亲和 18 岁以下的孩子有资格获得援助。但

是，这种援助仅适用于穆斯林妇女。诸如送货等后勤服务人员也应优先考虑单身父

母，因为单身父母在离开家时有困难，而又不能让孩子无人看管。在同一件事上，政

府应鼓励公司鼓励单亲父母在家工作，这样他们就不必再为育儿而烦恼了。 

 

帮助儿童应对 

政府应与儿童心理学家合作，向公众提供有关如何向儿童解释事情以及如何确保充分

利用他们在家中度过的时间而不会感到被监禁压力的建议。一些家庭通过在家玩游戏

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而发挥了创造力。但是，由于每个家庭都不相同，因此需要就如

何克服障碍进行公开讨论。 

 

减少仇恨言论和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一直是一个从未完全消除的社会问题，但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压力加剧了歧

视。由于信息错误，不确定性和恐惧，社会陷入了仇外行为，成为其他种族的替罪

羊。尽管这很不幸，但马来西亚人在实施 MCO 时诉诸于举报和进攻性宣泄也就不足为

奇了。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这种仇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社交媒体，并且是沮丧

而令人反感的宣泄。但是，政府和公众需要意识到，国内的言论自由不会自动转化为

针对不同种族的仇恨或侮辱性言论。 

短期措施需要国家领导人的坚定领导，而我们的立法者和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榜样。 

SUHAKAM 在 2020 年 4 月 3 日发表的最近声明中提醒马来西亚政府“它与公民之间存

在信托关系”，歧视使本国无法实现其公民的平等，无论其种族和肤色如何。换句话

说，马来西亚政府需要记住，它与公民之间存在信任关系。该声明还提到该病毒的爆

发，加剧了马来西亚的种族歧视现象。公众承受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应成为仇

恨言论和种族歧视繁荣和威胁该国和平的借口。同时，有意利用种族恐惧的人也必须

得到及时处理。随着恐惧和焦虑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人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情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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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对不同种族的种族仇恨。现在该是马来西亚承认仇恨言论和种族歧视在该国历史

上已成定局的时候了，需要系统地，按比例地加以解决。当局在对待旨在煽动特定群

体之间的愤怒和仇恨的信息时，必须保持清晰和一致。马来西亚领导人需要加紧努

力，提醒公众马来西亚是一个属于其公民的多种族国家，该病毒将感染任何人，无论

种族，宗教或肤色如何。从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将防止仇恨言论升级为种族之间的暴

力冲突。取消 MCO 后，决策者将不得不集中精力于长期措施，以消除社会上的种族歧

视。 

对于长期措施，马来西亚将很好地反思其决定撤销对《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批

准，以向公众表明政府在促进该国种族平等方面正认真对待，并努力消除针对种族的

仇恨言论。虽然签署条约并不会自动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但这是向公众展示政

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的一步，因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要求签署国修

改或通过法律，以创造，分享，或支持仇恨言论。 《马来西亚宪法》第 10 条保障其

公民享有不受政府限制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因此，马来西亚没

有专门针对仇恨言论的法律，但可以根据 1948 年的《煽动叛乱法》找到其中的某些内

容。但是，煽动叛乱法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有争议。因此，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维持和平与和谐的能力，因此决策者必须研究制定针对仇恨言论

的具体法律。虽然《刑法典》第 298A 条规定，基于宗教煽动不和谐，不团结和仇恨

是犯罪，但可以进一步加强这一法律规定，包括煽动种族仇恨和劝阻。 

法律必须确保言论自由虽然具有建设性，但必须承认针对少数群体，种族，宗教和性

别的仇恨言论所造成的痛苦。最后，马来西亚可以寻求效仿其他已经制定具体法律以

解决仇恨言论的国家。例如，联合王国执行了《 2006 年种族和宗教仇恨法》，将基于

种族和宗教的理由煽动对他人的仇恨定为犯罪。需要谴责种族歧视性仇恨言论，而那

些表现仇恨言论的人则必须说明自己在网上或线下的行为。谴责仇恨言论并非违背言

论自由的概念，而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的完整性，以至于它不被用作煽动社会暴力的

工具。 

 

向外来劳工和难民伸出援手 

政府不应对本国的外国劳工和难民采取轻率的态度。外国劳工之在此，是由于私人公

司的需求，他们要么无法让当地人为他们工作，要么不想雇用当地人，因为他们认为

吸引外国人更有利可图。这些劳工已经没有受到当地人及其雇主的良好对待。国际特

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 2010 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外国工人在马来

西亚面临的虐待，例如每天 12 小时或更长时间，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遭受雇主的

身体和语言虐待，以及没有收到应许的工资国家。 

如果马来西亚政府继续说对这些人的福祉不负责任，则各自国家可以考虑禁止其公民

在马来西亚工作。当一名印尼女佣在马来西亚被谋杀时，便发生了这样的例子。 

仅仅因为国籍而不能照顾别人也会给马来西亚带来社会问题。由于绝望，这些人将转

向犯罪以养活自己。政府必须坚持人道主义立场，至少要提供基本食品和必需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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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坚持要求他们向各自的使馆寻求帮助。帮助他们还将防止病毒在社区中进一步传

播。 

 

心理建议 

抑郁症，焦虑症和心理健康 

行动管制令影响有关的精神健康作斗争的短期措施可以更多地集中于发生于 MCO 期间

的压力和焦虑症状。例如，人们担心 MCO 期间的减薪和失业。尽管政府已推出经济救

济计划以帮助缓解该问题，但应向公众提供认识到焦虑，抑郁和压力症状的途径，以

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应努力确保马来西亚人口有更多的自我保健资源，促进心

理健康，提高心理健康素养和预防精神疾病。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心理健康网站，移动

应用程序，帮助热线和智能，以缓解本国少数的心理健康从业者，以帮助公众度过这

些艰难时期。然后，政府还应考虑对 SOCSO 实施心理健康保险，以使患有心理健康的

员工得到社会保护。精神健康素养率的提高和在保险计划中实施精神健康覆盖率有望

帮助克服或减少受 MCO 影响的人数。 

长期措施需要政府，医学委员会和媒体共同努力，以提高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工作者

和公众对这一领域迫切需求的认识。首先，精神疾病可以产生长期影响。因此，在立

法中应采取更多措施保护那些因 MCO 引起的精神疾病的人。不可否认，马来西亚存在

着精神健康者的就业歧视。应采用基于反歧视法律的更大立法平等性，以使雇主受权

为因精神健康问题从 MCO 归国的工人提供合理的住宿条件。尽管《残疾人法案》（第

685 号法案）确实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了保护，但它仅限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

对精神疾病程度较轻的患者则无济于事。该法令没有意识到，除精神病和精神疾病

外，大多数患者没有严重残疾，可以接受早期治疗和适当的支持。这些患者仍然能够

维持生产性和有意义的生活，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此外，政府需要在解除 MCO 之后确

保他们有足够的人力，以继续为那些因检疫而受到心理影响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 

从更广泛和持续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增加马来西亚精神科医生的

数量来解决此问题，因为政策会影响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需要精神病专业人员的帮

助。政府可以推行激励措施和计划，鼓励精神科医生与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例如

心理学家和咨询师）紧密合作，为患者提供其他形式的治疗方法，并增加公众的使用

机会。医学本科生还应在其医学课程中接受精神病学培训，例如使精神病学成为所有

学生的基本必修课，并在整个学位课程中提供更多可选科目。然后，当医学生准备好

接受临床培训时，他们的部分动手培训也应该针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对现实生

活中的患者进行更多的临床经验和动手训练后，医学生将更有能力处理各种情况并认

识到精神疾病，以向精神科医生提供建议或参考，以防止延误治疗。还必须通过公共

政策方法解决对精神卫生患者的就业歧视。政府可以在头几个阶段实施“授权”方法

（或配额制），以确保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仍然能够找到工作。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