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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2009年大陸多省教育部門規劃未來大學招生除了以「高考」成績

篩選學生外，還將列入高中學業水平成績及綜合素質評價。然而，

綜合素質評價的公平性備受質疑，如何使制度更具公信力，各方

關注。 

█2009年底大陸當代藝術圈最熱門的話題是「中國當代藝術院」的

成立，引發當代藝術家是否被「招安」的討論；大陸青春文學代

表人物之一韓寒獲選為亞洲週刊2009年度風雲人物。 

█2009年10月8-10日，新華社在北京舉辦「世界媒體高峰會」。本

次峰會由新華社與時代華納集團、英國BBC、美聯社、路透社、日

本共同社等全球 8大知名媒體發起，參加的廣播、電視、報紙、

網路等媒體多達 170多家，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更親臨致詞，顯

見大陸對在全球媒體界發聲充滿企圖心，期望能藉此提升其國際

影響力。 

█2009年 10月 14-18日，以大陸為主題國的第 61屆法蘭克福書展

在德國舉行，大陸亦派出龐大官方代表團前往參展。大陸原欲藉

此向世界展示其「軟實力」，卻因主辦單位邀請大陸異議人士出席

書展，陷入了言論自由議題的尷尬，毀譽參半。 

 

一、高層文化 
◆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及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將納入大學招生參據  

每年 6月上旬大陸舉行「高考」(即臺灣所稱的大學入學考試)堪稱大陸的盛事。據報導，

2009 年參加高考的考生就突破 1 千萬人，在「一胎化」每個孩子都是寶，及父母

希望子女考上「好」大學光耀門楣的觀念下，考大學已經成為每個學生的人生大

事。因此，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一直受到高度矚目，大陸教育單位在 2004年、2007

年先後實施修訂高中課程內容、以多次考試取代單次高考等方式，試圖提出更具

公平性的高校(指大學)招生辦法，避免「一試定終生」的缺點。 

2008年 1月 7日大陸教育部發布「關於普通高中新課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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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建立和完善對普通高中學生的綜合評價制度，並逐步

納入高校招生選拔評價體系。各地要加快建設在國家指導下由各省組織實施的普

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和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切實做到可信可用… … 為高校招

生選拔提供參考依據的作用」(大陸教育部網站，2008.1.7)。意即，未來大陸高校招生除了

憑高考成績外，還需將學生在高中期間的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和綜合素質評價納入

評比，在教育部的授權下，各省需組織專責單位就學業水平考試與綜合素質評價

的考評內容與方式做出具體規劃。 

2009年已有多省訂出「學業水平考試」、「綜合素質評價」的內容，各省略有

不同，簡言之，綜合素質評價指的是德智體群美等高中平時成績。以遼寧省為例，

係包含高中 3 年各學科成績，以及道德品質、公民素養、學習能力、合作交流、

運動與健康、審美與表現等 6 項「基本素養」(旺報，2009.11.5)。北京市則編印綜合素

質評價手冊，內容包括班主任評語、體質與健康、學業修習記錄、研究性學習記

錄、個性評價等 5 大類(北京日報，2009.11.28)。江蘇省則列出更具體的評價內容如下(大陸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9.12.23)： 

（一）道德品質：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遵守法

紀、誠實守信、維護公德、關心集體、保護環境。 

（二）公民素養：自信、自尊、自強、自律、勤奮、對個人行為負責；積極

參加公益活動、具有社會責任感。 

（三）學習能力：有學習的願望與興趣，能運用各種學習方式來提高學習水

平；能夠完成規定的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的實驗操作；具有初步的研究與創

新能力等。 

（四）交流與合作：能與他人一起確立目標並努力實現目標，尊重並理解他

人觀點與處境，能評價和約束自己的行為；能綜合運用各種交流和溝通的方法進

行合作。 

（五）運動與健康：熱愛體育運動，養成體育鍛鍊的習慣，具備鍛鍊健身的

能力，一定的運動技能和強健的體魄，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六）審美與表現：能感受並欣賞生活、自然、藝術和科學中的美，具有健

康的審美情趣；積極參加藝術活動，用多種方式進行藝術表現。 

至於學業水平考試，各省實施方式不同，但相同點是「考試次數增加」。以江



 

 51 

蘇省為例，把大學聯考拆成兩次考，語文、外語、數學 3 科跟著 6 月的全國性考

試，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技術等 7 科是 4 月上旬江蘇省單獨

舉辦，俗稱「小高考」。上海市又大不相同，據 2009年 10月底推出的新政策規定，

10門考試在高中 3年分批考完：高一考兩科，高二考 4科，高三考 4科，同一科

目每年只舉辦 1次考試，全部由上海市單獨命題 (旺報，2009.11.5)。 

 

◆綜合素質評價主觀性強，公平性受質疑  

2009 年山東省臨沂師範學院試辦將綜合素質評價列入招生依據，竟有十幾位

學生因為「綜合素質評價低」而被退檔(簡言之指不被錄取)，遞補上的是其他「綜合素質

評價高」的學生。這樣的考試結果引起許多關注，例如這十幾位退檔生的權利是

否能得到救濟？學校是否公開綜合素質的內容、標準及運作過程等（南方日報，

2009.8.31）？這些問題如果無法釐清，如何使考生及家長心服。 

外界對於綜合素質評價納入大學招生錄取指標有諸多質疑，農村教師便表示，

高考改革應該顧及城鄉教育環境的差異，城市孩子從小就學鋼琴、學古箏，農村

孩子直到高一才接觸一點簡單的樂理知識。如果高考比這些，我們哪裡競爭得過？

在農村中、小學，體育器材缺乏，音樂、美術課等基本教學工具也很不足，有些

學校唯一的體育器材是跳繩，有些學校有腳踏風琴卻沒人會用。學習環境資源不

足，這些農村孩子的德智體群美綜合成績如何與城市孩子比較 (江西日報，2009.11.10)？

即便在城市中，還是有示範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差異，在一個不公平的平臺上進行

綜合素質評價，就難言公平了(新華網，2009.8.31) 。 

有評論者更直言，相對於英、美等國家有較完整的大學申請錄取機制，大陸現

階段的社會觀念和監督機制尚無法讓學生及家長對綜合素質評價產生信心。學生

素質的培養需多元化，這樣的思考固然正確，但也要考量孩子的承受能力，儘管

綜合素質不是才藝比拼，但大部分學生的品德在老師的評價下差異不會太大，反

倒是多拿些課外獎項證明會更快取得高分。而為了獲獎，學生和家長要投入多少？

每個家庭的經濟能力有差異，特別是農村家庭，他們不見得負擔得起孩子學校教

育以外的費用。將綜合素質納入大學招生參考，不是不可行，而是需慎重，先在

一定範圍內試行摸索經驗(人民日報，2009.9.9)，再評估可行性會比短時間內全面實行來

得審慎(預計 2013年全面實施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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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綜合素質評價主觀性太強，多數考生和家長對其可行性、客觀性都表示擔

憂。因此，綜合素質評價在大多數省份還處於「空轉」階段，並未與大學招生錄

取實質掛鉤(汕頭日報，2009.12.14)。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羅潔就表示，綜合素質評價

不會與高考掛鉤，大學錄取學生應有自主權決定是否參考綜合素質評價(北京青年報，

2009.11.19)。足見有些地區對這項新制係採保留態度。根據前述大陸教育部發布的「指

導意見」看來，未來大陸大學招生採「高考」加「綜合素質評價」及「學業水平

考試」應是既定的大原則，然而如何使制度更完善更具公信力，使學生、家長、

學校都能對制度產生信心，將是有待努力的方向。 

 

二、通俗文化 
◆成立中國當代藝術院，引發當代藝術家對「招安」話題的討論 

大陸官方在 1949 年為確立「當代文學」規範而設置「中國作家協會」，在 60

年後，為研究「當代藝術」而成立「中國當代藝術院（CAAC）」。號稱建國以來首次

成立的專門研究當代藝術的學術創作機構，隸屬於大陸唯一的國家級綜合性藝術

科研機構— 中國藝術研究院。2009 年 11 月 13 日於北京成立當天，有大陸文化部

副部長王文章、文化司司長董偉、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為、中國國家畫院院

長楊曉陽等重要貴賓出席，中國當代藝術院院長由現任四川美術院院長羅中立擔

任，畫家葉永青為該院藝術總監，現場院長羅中立宣布首批受聘於中國當代藝術

院的 19名藝術家名單，包括徐冰、許江、周春芽、隋建國、韋爾申、蔡國強、王

廣義、汪建偉、張曉剛、王功新、林天苗、岳敏君、展望、方力鈞、劉小東、曾

梵志、馮夢波、宋冬及邱志傑等（典藏今藝術，2009.12.8）。 

引起討論的是，當天著名藝術家陳丹青亦應邀出席，並說了幾句關於「招安」

的話(他巧妙地提醒那些「特立獨行」、「不按常理出牌」的原屬體制外的藝術家：「不管怎麼樣，都不要把自己的銳氣滅

掉，不要讓自己慢慢變鈍了」)，受到藝術圈廣泛關注，而此時四川成都一家報紙又說中國

當代藝術研究院的成員號稱「院士」(實際上官方說法是「研究員」)的烏龍（成都商報，2009.11.12），

因為院士在大陸境內是受到尊崇的頭銜，如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代

表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貢獻，而受國人敬仰。而「招安」的話題從藝術家任教藝術

學院為體制服務，到擔任國家重大活動創意導演的議論，這次中國當代藝術院士

的成立又引發另一波熱烈討論（藝術家，2009.12，頁 21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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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派認為這是官方介入大陸當代藝術發展的舉措，是政府資源和民間野生

的當代藝術（藝術家方力鈞稱當代藝術是野生的）有溝通及合作的可能，有助當代藝術的研

究及發展，如策展人呂澎認為：「國家資源從此開始有部分合理分配，新的價值

觀開始有了合法地位」（呂澎的部落格，http://blog.artintern.net/lvpeng，2009.11.25）；激烈派的則主

張當代藝術的「獨立性」、「批判性」，認為這是藝術家投降官方、靠攏國家意識

形態的諂媚之舉，如藝評家朱其直言：「當代藝術的『被招安』近日終於達到一

個高潮，即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四大天王成為當代藝術院士，這無異於宣布

從此『跟黨走』，『當代藝術』這個詞越來越像 30 年代『國防文學』概念，越來

越像一個統戰概念」（朱其的部落格，http://blog.sina.com.cn/zhuqi，2009.11.16）。且諷刺的是，2008

年 12月召開的全國美術家協會代表大會還在其工作報告上，指責政治波普（pop art）

和玩世現實主義對大陸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 1年的時間，那些歪曲大陸形象的

藝術家已經成為官方藝術機構的重要成員（呂澎的部落格，http://blog.artintern.net/lvpeng，

2009.11.25）。 

按照該院藝術總監葉永青說法，中國當代藝術院的工作是開展學術項目，梳

理、出版大陸當代藝術發展史和成果，舉辦真正有代表性的大陸當代藝術大展，

獲聘藝術家不會像在傳統畫院那樣上班，也不會發工資、分房（成都商報，2009.11.12）。

依據藝評家周文翰的觀察，目前這個研究院僅僅是個虛設機構，看不出長期及實

際的運作，而藝術家不管出於何種目的接受聘書，也看不出有何利益可圖，或許

該院的官方代表性和實力被誇大了，值得觀察的反而是大陸官方期待開發當代藝

術的正面價值，並企圖向外輸出大陸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可行性，畢竟當代藝術都

是十分個人化的，雖和全球化資本交易有關，但是想透過當代藝術傳達某種「健

康的」或是「國族意識形態的」之類的價值觀，恐怕就只會陷入社會主義現實藝

術家的樣板藝術了（藝術家，2009.12，頁 219）。 

 

◆青春文學作家韓寒獲選亞洲週刊 2009年度風雲人物  

   生於 1982 年的韓寒在 2000 年以第一部小說三重門正式登上文壇，至今三重

門銷量已達 203萬冊，是大陸近 20年來銷量最大的文學類作品。2009年底，韓寒

被評為亞洲週刊年度風雲人物、新世紀週刊年度風雲人物、南方週末年度人物。

從 2006至 2009年，他在個人博客（部落格、網誌）所發表的文章，至今累積流覽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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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億次，是全球點擊總量最高的博客（深圳特區報，2010.1.10）。韓寒出生於上海，是職業

賽車手、小說家、網路作家，並涉足音樂創作。韓寒在 17歲獲得作文大獎，但因

期末考試 7 科不及格而留級，引發大陸關於素質教育政策及「學校應當培養全才

還是專才」等教育問題的討論。 

欣賞韓寒的人說他是下一個魯迅(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語)，不以為然的人說他是「全『中

國』最不務正業的作家」（揚子晚報，2009.12.15），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當

今文壇，青春文學、網路文學和傳統文學三足鼎立的結構穩固清晰，而韓寒的作

品被列為青春文學之ㄧ，有其代表性。雖然青春文學常被批評「內容雷同、多是

青春傷懷」、「速食」特徵明顯、缺乏思想內涵等，但主流文學界對這些青春文學

作家給予越來越多的認同，如著名作家莫言曾公開對這些青春文學作家表示關注

而且欣賞：「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偉大的作家，我們仿彿感覺自己掌握真理，但這種

真理並不是絕對的，尤其是文學上的真理，彈性很大，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變化，

所以，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生活，因此每個時代必須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每個

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讀者」。 

    不過韓寒被選為亞洲週刊的年度人物並不是因為暢銷作家身分，而是他說真

話、不理權威、在公共事務上有勇於批判的公民知識份子精神而獲選。據報導，

他在 2008年北京奧運一系列事件中(申奧抵制家樂福)，在其博客上力排眾議，勸告他的

讀者不要去家樂福遊行集會，「這不是真正的愛國」，他的言論因為有巨大的輿論

影響力，甚至影響事件最終處理結果，藝術家艾未未亦欣賞他的勇敢和行動力，

正如週刊標題所言，他展示了大陸青春公民的能量和大陸公民社會的希望，他的

動向或許也將引領著大陸年輕的一代（亞洲週刊，2010.1.3，頁 21-24）。 

 
三、大眾傳播 
◆世界媒體高峰會的召開 

2009 年 10 月 8-10 日，號稱「媒體奧林匹克」的世界媒體高峰會在北京盛大

舉行。峰會以「合作、應對、共贏、發展」為主題，由新聞集團、時代華納集團、

英國 BBC、美聯社、路透社、日本共同社、Google與新華社等世界知名的媒體集

團與通訊社共同發起，全球 70個國家和地區的 135家主流媒體和機構以及大陸境

內 40多家媒體的負責人亦共襄盛舉（新華社，200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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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表現對峰會的重視，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臨致詞，他表示支持大陸媒

體與外國媒體在新聞傳播、業務發展等方面加強交流、深化合作，也承諾將「繼

續推動政務公開，加強信息發布，保障外國新聞機構和記者合法權益，為外國媒

體在華從事採訪報導業務提供便利」，這是大陸最高領導人首次對境外媒體的採訪

權益做出公開承諾（中國時報，2009.10.10）。由於近年發生多起境外媒體與大陸當局產生

摩擦事件，令其國際形象受損，所以胡的講話可視為大陸加強對外宣傳政策的一

部分，對外媒作出積極開放的姿態（香港經濟日報，2009.10.10）。 

在峰會閉幕時，通過了「世界媒體峰會共同宣言」，認為會議提供了有效的交

流平臺，取得了積極成果（新華社，2009.10.11）。然而，避談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議題，

卻使得所謂的媒體峰會格外諷刺，甚至質疑大陸市場是否可以真正對外國媒體開

放。出席峰會的 BBC中文總監李文即表示，開放大陸市場的根本問題在於政治體

制，如果這一體制沒有改變，境外媒體要完全進入大陸市場將是不切實際的，大

陸政府為此作出的任何承諾都很難真正兌現（BBC中文網，2009.10.10）。 

為加強對外宣傳，爭取國際話語權，大陸政府近年來刻意打造傳媒「航母」，

陸續投入 450 億元人民幣，以加強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及人民日報等中央級媒體

的實力（明報，20091010）。而這次峰會的舉辦，正與大陸在推進的國家形象提升戰略一

脈相承（聯合報，2009.10.10）。未來數年，大陸計畫投資數十億美元發展媒體和娛樂產業，

同時將放鬆行業監管，盼打造能與 CNN等國際巨擘一爭長短的媒體帝國，這也正

是峰會執行主席、新華社社長李從軍一再宣稱的「打造『中國』CNN」（中央社，2009.10.8）。

對此，前美國廣播公司記者羅禮賢認為，大陸需要相稱的媒體機器來配合大陸日

益提升的國力與地位，希望藉此改善海外形象，以軟實力而非軍事力量贏得國際

友誼（經濟日報，2009.10.10）。 

然而，在 10 月 21 日由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的「世界媒體自由排行榜」中，

大陸名列倒數第 8，媒體自由度僅接近古巴、緬甸和伊朗，無疑是峰會熱鬧落幕後

的最大諷刺。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系教授李金銓直言，如果沒有新聞自由的話，大

陸的新聞節目即便到了西方國家也是沒有用的，因為它的可信度太低了（BBC中文網，

2009.10.21）。 

看來，即使大陸砸下鉅資打造出媒體帝國，但若要真正提升大陸的國際影響

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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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書展所呈現的大陸形象  

2009 年 10 月 14-18 日，世界規模最大的圖書博覽會法蘭克福書展在德國舉

行，並首度選定大陸作為主題國。由於今年是中共建政 60周年，大陸將之視為「世

界知識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欲藉此向世界展示其文化實力。然而，法蘭克福書

展一向以捍衛言論自由自居，與大陸的新聞出版審查、打壓異議人士等作為不免

扞格，是以尷尬場面一再上演。 

首先是 9月 12日「中國與世界- 感受與現實」討論會的退場事件。主辦單位原

本邀請大陸異議作家戴晴與流亡詩人貝嶺參加該場討論會，一度因為大陸壓力而撤

銷，最後因德國輿論群起攻之，終得讓兩人與會。結果在戴晴發言時，大陸官方代

表團的大部分成員竟退場抗議，直到兩人發言完畢後才再度返回（中央社，2009.9.14）。 

書展主席布斯雖為更改討論會議程而向大陸方面致歉，卻也對外發表一封公開

信，強調不會為言論自由做任何妥協，並稱本次書展將呈現出「獨立的」、「另外的」

大陸（中央社，2009.9.17）。因此，不但德國總理梅克爾在開幕式上當面對大陸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呼籲大陸要容許政治、經濟和言論自由（自由亞洲之聲，2009.10.16），流亡美國的世

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等異議人士也受邀出席相關活動（中央社，2009.10.18），德國筆

會的展臺更不斷播放有關大陸獄中作家和記者的影片，並發放印有劉曉波及其他獄

中作家照片和名稱的手提袋，國際特赦組織還在書展中心的走廊上貼出反對箝制言

論的圖畫，畫面是一個被膠布封住嘴的人像（法國廣播電臺，2009.10.18）。 

由於大陸施壓，臺灣的參展名稱也從「臺灣館」（Taiwan）改為「臺灣出版人館」

（Taiwan Publishers），而大陸更在其國家館內設置「臺灣地區圖書專區」，展出上百本科

技和生活實用類的圖書，只是每本書封面都被貼上「本書中任何違反『一個中國

原則』的立場和內容詞句一律不予承認」的中、英文標籤（中央社，2009.10.14）。其實展

出的書籍早經挑選，多是藝術、裝潢類書刊，卻也要加註「一中原則」，以免除萬

一發生的政治責任，實與大陸亟欲誇示的文明和氣質大相逕庭（聯合報，2009.10.16）。 

與每個環節都經過縝密籌劃的北京奧運不同，法蘭克福書展彰顯的是崛起的大

陸較混亂且含糊不清的面向，一個還會因為內部聲音不協調感到極度不自在、卻

已開始渴望能在思想領域與西方強權抗衡的國家（自由時報，2009.10.20）。相對於官方試

圖打造的光輝形象，這樣的大陸無疑是較為真實的。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