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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选民 不够政治成熟?
热点新闻
洪艺菁 杨丹旭 杨漾 靳忻

大

选的硝烟即将燃起!
年轻一代的选民有怎
样的心声i
《我报》近日在莱佛士
坊!针对年轻白领进行了一项
街访!了解他们对大选的期
许、他们心目中理想候选人的
素质!以及他们在来届大选中
最关心哪些课题。
66名上班族参与了这项街
访!他们都是新加坡公民!分
21至25岁、26至30岁和31至
35岁3组。
《我报》邀请学者来解读
年轻选民的心声!也找来了
2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P65
X在新加坡独立后出生z新加
坡人!分享他们的观点。
angyc@sph.com.sg
yangdx@sph.com.sg
yangyang@sph.com.sg

年轻选民对大
选 不 感 到 兴
奋!是因为政党不够
积极吸引他们吗i或
是年轻人对所有政党
都感到失望i又或是
当前各政党的议题都
不是他们所关注的i
年轻选民并不是
真的“不在乎”!而
是你提出的议题是否
“切中要害”。

问题4ž最关注候选人的什么素质„
街访结果ž

街访结果ž

27%

候选人的人品
候选人的口才
候选人是否亲切
候选人代表的政党
肯定不会投行动党一票

街访结果ž

总体ž62.1%的年轻选民不为大选感到兴奋‰只有37.9%有兴奋的
感觉n无论曾否投票'比例都类似˜。

52%

候选人提出的政策

问题2ž你预测执政党总得票率是多少„

21至25岁X68.2%不兴奋ë31.8%兴奋
26至30岁X62.5%不兴奋ë37.5%兴奋
31至35岁X55.0%不兴奋ë45.0%兴奋

46%认为执政党会赢得超过70%选票
39%认为得票率介于60%至70%
15%认为得票率会少过60%
总体ž多数受访者都猜测执政党在来届大选的支持率'会比上届
大选的66.6%来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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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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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ž这些年龄层的国人平日都
为工作和生活忙碌"没时间去
深入评估政治人物的表现。
我觉得"政治意识的形成
一朝一夕的事"大多国
并不是一朝一夕
人可能等到年纪较成熟"生活
更稳定后"才会去关注国家大
事。我不认为这样的现象令人
担忧"因为年轻人对所发生的
国家大事依然有一定的了解"

虽然不深入。
蝉联。当大选
蔡ž执政党肯定蝉联
结果完全在意料之内"就很难
激发人们的兴趣。
李ž本地年轻人在小学、中学
和高中时期都很少接触政治"
自然觉得很疏离"认为政治与
自己无关。年轻人的政治冷感
现象令人担忧。
许ž年轻选民对大选不感到兴
奋"是因为政党不够积极吸引
年轻人吗ø或是年轻人环视本
地政坛"对所有政党都感到失
望ø又或是当前各政党的议题
都不是年轻人所关注的ø
年轻选民并不是真的“不
在乎”"而是你提出的议题是
切中要害”。
否“切中要害
张ž当反对党开始举行群众大
会时"年轻选民的热忱相信会
越来越高。

陈ž新加坡在近年发生的金融
海啸中表现稳定"我认为这让
国人对执政党有更多信心。
李ž选举条例的变化"也许让
反对党更容易展开议席争夺。
吴ž住屋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
的民怨"以及反对党候选人素
质提高"都会导致执政党的支
持率下跌。
许ž部分国人希望国会里有更
多反对党代表"以确保观点更
多元化、有人问政并监督政府
的表现。
不过"多数国人的政治倾
向依然不明确。
IPS在2006年大选后展开一
项民意调查"访问981名新加坡
公民"企图了解不同年龄层的
政治倾向。
当时年龄介于21至29岁的
国人当中"保守派ãconserva-

候选人的人品

候选人是否亲切
候选人代表的政党
肯定不会投反对党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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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什么情况下会投反对票n可以选超过一项˜„

70%

只有当参选的反对党候选人比目前的行动党议员好

分析ž

吴ž政治的启蒙由生活开始。
刚念完书、正在念书或当兵的
年轻人"还没接触到社会压
力"很多人跟父母住"生活费
上涨也对他们没有直接影响"
自然也不太关注大选和政治。
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就
会感叹为什么房子那么贵ë已
成家立业的人就直接感受到生
活费原来那么贵。
到了这个阶段"才会开始
关注到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力。

候选人提出的政策

候选人的口才

不满现有的某项政策

分析ž

评价反对党候选人时'最重视的素质是n只能选一项˜

评价行动党候选人时'最重视的素质是n只能选一项˜

分析者X
南洋理工大学ãNTUe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ãRSISe副教授张家菘博士ã简称张e
新加坡国立大学ãNUSe社会科学系教授蔡明发博士ã简称蔡e
政策研究院ãIPSe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ã简称许e
新加坡管理大学ãSMUe法律系助理教授李振达ã简称李e
国民团结党ãNSPe秘书长吴明盛ã40岁"商人"简称吴e
人民行动党ãPAPe青年团荷兰Z武吉知马区部主席陈佩玲ã27岁"商业咨询顾问"简称陈e

问题1ž对大选感到兴奋吗?

B7

对当前整体生活素质不满

tivee和主张本地政坛应该更
多元化ãpluraliste的分别占
24.8%和30.4%"却有高达44.9%
属于举棋不定ãswinge的一
群"举棋不定者是各年龄层当
中最高的。
独立后出生的另一群人是
当时30至39岁的国人"他们有
40%举棋不定"排第2。相比之
下"独立前出生的国人"35.7%
举棋不定。

不满某位行动党候选人
只要是反对党"无论素质如何都会支持
只要参选的反对党候选人素质还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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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我的字典 HELPDESK
一朝一夕 yī zhāo yī xī: Overnight
蝉联 chán lián: To win a title or
competition again
切中要害 qiè zhòng yào hài: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务实 wù shí: Pragmatic

总体ž年轻选民在决定是否投票给一个候选人时'最关注他们提出的政策和人品。在选择是否投票给反对党时'多数年轻选民表示'参选的反对党候选人必须比目前
的行动党议员好'才会投票给反对党。年轻选民也似乎不太在意候选人口才的好坏。

许林珠博士

分析ž

问题3ž你最关注什么课题„
街访结果ž

分析ž

3大年龄层最关注的5大课题ã按先后e

张ž归属感、言论自由都与经
济息息相关。
2年前经济不景气时"芳
林公园的演说角落曾变得很热
闹"为什么ø因为雷曼迷你债
券ãLehman Minibondse拖累
了很多人。如果衣食住行等基
本生计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
就会要言论自由。

21至25岁ž

26至30岁ž

31至35岁ž

1. 生活费

1. 生活费

1. 生活费

2. 是否买得起组屋

2. 经济增长

2. 医药费

3. 医药费ë公共交通政策ë经
济增长ã并列e

3. 是否买得起组屋

3. 经济增长

4. 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4. 教育政策

5. 外来人才涌入

4. 就业率和是否能找到工作ë
教育政策ë是否买得起组屋ë
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ë言论自
由ã并列e

5. 是否买得起车

5. 公共交通政策
总体ž3大年龄层最关注的都是切身的生活课题。

吴ž这显示出选民的政治成熟
度还不够"更关心的是自身的
基本需求。
事实上"政治体系、政策

和民生问题都是环环相扣的"
但选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许ž与其按年龄来分析"选民
的经济社会背景ã如收入、教
育程度、住宅、社会背景等e
也许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
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人"
务实"
即使很年轻"也会比较务实
关注柴米油盐课题。
但是"如果你是出生有钱
人家或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你
也许就更关注政府的责任制、
国会是否存在不同观点等。

蔡ž这显示新加坡人很信任政
府"因为他们所重视的“政
策”和“人品”"正是执政党
一向强调的候选人素质。难
怪有人会说“新加坡没有政
治”"因为在本地“说服能
力”是没有用的。
政客按理能靠口才来改变
人们的立场"但口才在新加坡
却不重要。
陈ž候选人一旦当选"将会在
国会代表人民发言。人们对政
党的政策先有了基本信任后"
才会去关心个别候选人的作风
或魅力"我觉得这是个正面的
现象。整体上"我觉得新加坡

选民是明智的"不会抱着玩玩
的心态去投票。
吴ž在现阶段"每一个人"包
括我"都不认为我们能取代行
动党政府。最重要的是反对党
候选人是否具有问政能力"对
各个政策有没有深入的了解"
能不能问有深度、尖锐的问
题"有效地指出政策的弊端。
好的候选人应该有服务大
众的热忱"要把政治当做公共
服务"而不是自我炫耀或赚钱
的平台。
李ž行动党执政这么多年"政
绩显著"人们会假设他们的政
策不会有大问题"一些人的着

重点自然会转移到别的地方"
比如候选人的品行。但反对党
没有执政经验"人们自然想知
道他们能够提出怎样的政策。
随着来届大选出现更多单
选区"选民相信会更注重个别
候选人的人品"代表哪个党反
而变得没这么重要。
许žã除了这些素质e年纪相
仿的候选人是否更能吸引年轻
选民ø这很难说。
年纪大的候选人比较老
练"懂得以不同方式与不同群
体沟通。年轻一代也许不够体
贴"无法体恤那些和他们不同
出身背景的人。

问题5ž你认为什么时候会举行大选„
街访结果ž
27%人猜今年6月ë17%猜3月ë9%猜7月。
总体ž过半的受访者猜测'来届大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举行。

分析ž
李ž大选会尽量避免与今年8月
的总统选举“撞期”"我想应
该会在6月至8月间举行"学校
假期期间的可能性较大。
张ž最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举
行"但在财政预算案之后"因
为预算案是政府向民众展示当

局体恤人民的最佳时机。
吴ž近几届大选都不在6月举
行。6月很多人要放假"玩乐的
氛围比较重"人们较不会关注
大选。我估计最早是4月"最有
可能是5月"不然可能在8月总
统选举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