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謀職壓力大，面臨畢業即可能失業的難題

下，許多大四生認為「學習已不再重要，找工作更要緊」。中共

中央教育單位 12月 8日召開全國性會議研商如何因應日益嚴重的

大學生就業問題。 
█2005年中國大陸文化貿易（文化內容的進出口）隨著中共經濟貿易成長有

大幅增長，且為落實及配合對外擴展，邁向國際化及全球化，一

系列相關鼓勵民營、外資進駐的法令政策相繼修訂頒布，此外若

干電視傳媒、網際網路事件的發燒，讓大眾生活起了不少漣漪。 
█根據中共制定推展數位電視的規劃時程，現階段進度仍未達預期

目標。惟 2005年確較以往有積極成效，目前中國大陸市場數位電

視用戶規模約達 682萬戶，其中 2005年新增用戶為 560萬戶，與

2004年相比增長率高達 459%。 

 

 

一、高層文化 
◆2005年全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突破330萬人，適逢社會高失業率，大
學生求職漸形困難，中共中央教育單位高度重視輔導就業課題 

2005 年 12 月 8 日中共教育部黨組書記、教育部部長周濟在「2006 年全國普

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會議」中(中國大陸的「普通高校畢業生」即指大學畢業生)指出，2005年全

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人數達 338萬人，較 2004年增加 20.7%。預估 2006年全中國

大陸大學畢業生達 413萬人，「十一五」（指 2006年至 2010年）期間全中國大陸將有 2,500

萬以上大學畢業生需要就業。為緩和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日益嚴重的就業問題，

周濟在會中強調要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引導和

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中國教育報，2005.1.2.1版)，試圖以優惠配套措施，

引導大學畢業生往西部、基層農村就業，疏解求職人口湧向城市，而基層卻人才

缺乏的供需失衡現象。 

據媒體指出，2005年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招聘會較往年提早，在 10月長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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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徵才單位就積極在大學召開宣講會、招聘會，各大學也對畢業生提前進行就

業指導和諮詢服務，較中共官方指定期限，整整提前 1 個多月。由於大學畢業生

逐年增多，徵才單位挑選人才的空間加大，有些單位對畢業生的學歷要求竟遠超

過職位本身所需。不少大學畢業生抱怨，現在的用人單位挑選畢業生更加嚴格，

甚至苛刻(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2005.12.23)。 

據中共官方指出，為了確保 2005 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不低於 2004 年同期水

平，中共教育部在 2005年 5月間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大學院校發布「教育部

辦公廳關於做好 2005年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重點工作的通知」，列出 7項當前亟

需做好的重點工作，分別為(摘自中國教育在線網站，http://www.cer.net/article/20050517/，2005.5.17)： 

1.進一步加強畢業生就業工作領導，落實工作責任制，一級抓一級，確保各級完成

今年的就業工作目標。 

2.加強就業資訊服務。在畢業生離校前的幾個月，各大學要收集徵才資訊，積極推

薦畢業生，舉辦各種形式的招聘活動，尤其是網路招聘部分。 

3.透過多種新聞媒體廣泛宣導中共官方對於畢業生就業和創業的各項協助，幫助畢

業生了解官方政策。 

4.2005 年內，所有大學院校都要依照「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普通高校畢業生就

業指導服務機構及隊伍建設的幾點意見」要求，落實就業指導服務的「機構到

位」、「人員到位」、「經費到位」的標準。 

5.鼓勵畢業生下基層。2005 年中共教育部直屬高校要積極展開為前往艱苦地區、

艱苦行業就業的畢業生提供獎助或代償助學貸款。 

6.加強就業統計和督察工作。主管部門和大學應確實統計畢業生就業專項調查、杜

絕作假現象（教育部長周濟指出，學校要帶頭誠信，就業率杜絕造假！對畢業生就業率連續 3 年下降的省市，將

暫停其新設本科院校，停止審批高職院校。引自人民日報，2005.12.9）。 

7.給予貧困畢業生提供就業服務、就業推薦等。 

 

●大學文憑將不再是謀職萬靈丹 

中國大陸部分學者認為，近幾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問題，已成為不

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據統計，2000年中國大陸各類大學畢業生的待業人數為 30萬

人左右，2003年超過 52萬人，2004年則增至 69萬人。何以近幾年來，大學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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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求職的萬靈丹？專家認為，首先，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在經過 20多年的發

展和近幾年的連續擴大招生(1998年的 108萬人，急遽上升至 2004年的 420萬)，畢業生人數激增，

人力資源逐漸由賣方市場過渡到買方市場。其次，中國大陸正面臨「城鎮新增勞

動力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以及此一就業、再

就業及勞動力轉移「三碰頭」的局面，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單位向來是接收大學

畢業生的主要管道，但隨著機構組織精簡，對大學畢業生需求也大為減少。另外，

大學教育體制改革不夠靈活，盲目開設熱門課目，導致專業趨同現象嚴重，供給

嚴重大於需求。而大學教育普遍只重視知識灌輸，輕忽實習操作與創新能力的培

養（摘自童曉明、黃秀華，「淺談如何做好大學生就業工作」，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新聞網，http://news.zucc.edu.cn/，

2005.10.31），使得用人單位需耗費龐大的人力培訓成本，有些大學畢業生熬不過培訓

階段，就決定另謀他職。 

儘管中共官方祭出多項優惠措施，吸引大學畢業生投入西部、基層農村服務，

但是，地方財政不若大城市富裕，無法配合中共中央所要求的優惠方案(例如無法提供

合理薪資)，以致於大學畢業生視「下鄉」為畏途。此外，城鄉發展差距過大，農村基

礎建設不足，大學生在校所學的專長，到了貧瘠的基層農村完全派不上用場，甚

至因而產生對環境適應不良，提前離職的案例所在多有。而對於好不容易才「跳

出農門」的大學畢業生而言，重返農村服務，多少將承受家屬親友們期待落空的

眼光。 

在社會價值觀與地方發展落差的雙重壓力之下，中共中央主管單位所祭出「下

鄉」服務誘因能否獲得大學畢業生的青睞，進而緩和日益加劇的大學生就業問題，

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二、通俗文化 

◆2005年中國大陸文化事件回顧 
●中國大陸文化體制改革－若干文化新法施行 

2005 年，中國大陸文化體制改革啟動，一些具關鍵性政策法律相繼發布，包

括「關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的若干稅收政策問題的

通知」、「關於加強文化產品進口管理的辦法」、「關於文化領域引進外資的若

干意見」等。這些措施被稱為「文化新政」，因立法意旨在於積極推動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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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電影資本市場上，已經形成了「國資奮起、外資搶灘、民營居上」三足鼎

立局面，對電影發展打下基礎。無獨有偶，「中國百年電影盛典」－紀念中國電

影誕生 100周年，於 12月 2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2005年國產電影突

破 260部，電影票房等綜合收入突破 40億元，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數量創下新高，

前景似乎一片看好 (新華社，2005.12.29) 。 但盜版問題的嚴重，卻成為影響電影市場的

隱憂 (中國時報，2006.1.8) 。 

此外，一系列扶持、規範、引導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的「新政」也引起廣

泛關注，從頒布「國務院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修訂「營

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到「關於鼓勵發展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意見」，鼓勵社會資

本以個體、獨資、合夥、股份等形式投資興辦民營文藝表演團體 (中共文化部，2005.10.6， 

http://www.ccnt.gov.cn) 。中共官員提及當局希通過政策法規等槓桿，鼓勵文化企業通過

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運作方式走向世界(新華社，2005.10.3)。上海現代人劇社社長張余指

出：「這對民營演出團體來說無疑是個天大的喜訊」，而以「喜劇三部曲」在上

海走紅的陳佩斯也評道：「這政策早該下來了，將來民營才是具有市場競爭的主

體」 (文化發展論壇，2005.10.6，http:// ccmedu.com) 。只是鼓勵社會民間資本進入市場後帶來的

多元競爭，相對於國營團體獨享特權所帶來的不平等現象(文化發展論壇，2005.11.30， 

http://ccmedu.com)，對現有文化事業及傳統藝術文化產生的衝擊，亦值關注 (新華社，2006.1.6)。 

 

●巴金逝世－一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殞落 

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大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巴金因病於 2005年 10月 17日在

上海逝世，享年 101 歲。巴金一生創作與翻譯甚鉅，如「激流三部曲」、「愛情

三部曲」等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學具影響力的作品。幾十年來，巴金在中國大陸

民眾心中如一盞長明燈，他的逝世讓無數人為失去「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而唏

噓 (新華社，2005.12.29) 。 

巴金生平著譯約 1,300萬字，他自己最喜歡的小說是「家」和「寒夜」。1930

年代，他的作品對於批判舊社會與封建家庭，曾有摧枯拉朽的作用，無形中助長

青年人「反現實」的心態。他在文革之後復出，舊作也曾風行，他為悼念亡妻所

寫的「懷念蕭珊」一文，情深意切，比他早年的小說更為動人，年輕讀者們讀後，

深切理解文革暴亂之可怕。此外，巴金生前一再呼籲設立文革博物館，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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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惜始終未獲中共當局回應，中共表面上大肆表揚巴金，但對他在文

革時期吃的苦，和他一心一意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一字不提 (世界日報，

2005.12.29)。 

 

●國學復興－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化 

2005 年 5 月 29 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宣布成立國學院；9 月 28 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等主辦首屆「2005全球聯合祭孔」活動在世界各地舉行；11月 19日，

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辦「乾元國學教室」等…。中國大陸有人認為 2005年可稱為「國

學元年」，亦有人認為，現時所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本質上離「國學」真正的

復興還很遠，對到底什麼是「國學」、什麼是現在需要重新學習和發揚的，還存

在爭論 (新華社，2005.12.29)。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國學」復興的背後，存在著中共當局向世界各地推展

中國文化的政治意圖，2005年 10月 1日，由中共文化部和美國甘迺迪表演藝術中

心合作舉辦的「中國文化節」，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揭幕，這次活動被紐約時報和

華盛頓郵報稱之為「藝術中心歷史上最大膽、投入最多的國際文化合作項目，其

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新華社，2005.10.3)。中國大陸各地藝術團組、旅美華人藝術家及

美籍華人藝術團組共 900多人參加演出和展覽展示活動 (新華社，2005.10.3) 。其文化官

員於會場上發表演說，稱計畫在今後 5到 10年內，於 20至 25個國家設立中國文

化中心 (新華社，2005.10.4)。 

 

●「芙蓉姐姐」報導－網路文化蓬勃發展 

2005 年初，一個網名叫「芙蓉姐姐」的女性網民，一夜成名，並伴隨網路一

直火爆至年中，其一路走高的行情持續到 9 月被更為火爆的「超級女聲」壓過。

她成名的訣竅是幾年來不斷地在某高校 BBS上張貼自己的生活照，同時配圖發表

大量抒情文字 (新華社，2005.12.29)。這則網路傳奇，使得普通百姓有機會在眾人面前赤

裸裸展露自我，不用在乎別人的冷諷熱嘲，順便還賺眾人目光，滿足自娛娛人的

快感 (文化發展論壇，2005網路文化十大熱點，http://ccmedu.com)。 

另外，「2005 年或許可以被看成是中國大陸的博客元年」，一位知名博客這

樣說。博客，英文名為 Blog（臺灣稱為「部落格」），通常由一個網頁構成，內容多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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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靈光一現的思想片段的記錄，目前已成為許多人在網路上表達自己思想和感受

的常用方式。2005年 9月 26日，新浪網發起「中國首屆博客大賽」，分析人士認

為，這將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大陸博客水平的提高，也吸引更多普通讀者關注博客，

使原本僅限於小群體的博客走向千家萬戶，形成一股新的社群 (新華社，2005.10.29)。中

國大陸最大的博客網站－「博客網」總裁方興東在接受採訪時認為，「博客」這

種形式使網民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生產者」，短短兩年時間，「博

客網」已擁有 220萬註冊用戶 (新華社，2005.10.3)。 

但是並非網路文化在中國大陸完全不受桎梏，中國大陸網民由 2005 年 10 月

中開始，再度無法瀏覽和登入著名的自由百科全書維基百科網站（Wikipedia），雖然

在中國大陸的維基義工，透過各主要 ISP，提交檔案要求解封維基百科，但仍未見

中共當局有任何解封的跡象，因為對中共而言，維基百科比很多網站來得危險－

它標榜中立客觀，容納各種不同的聲音。中國大陸網民如果能在網路上，接觸個

別敏感歷史事件（如抗日戰爭、六四、國共內戰等）之非官方觀點，肯定對中共控制人民思想

能力有所影響 (信報，2005.11.1)。 

 

●「超女」爆紅及韓劇「大長今」的轟動 

2005 年，湖南衛視鋒頭出盡，其製造的「超級女聲」節目席捲中國大陸。首

先是讓許多少男少女瘋狂地報名，隨後是更為瘋狂的舉國關注。超女還將一個源

自於網路遊戲的英文詞彙（PK）變成為當年最火的字眼。「超女」是當年度人們談

論最多的文化事件，不屑者有，撻伐者有，捧場者也有，這是一場普通百姓的狂

歡，這場狂歡讓中國大陸許多電視策劃人洗了一遍腦子，中國大陸電視傳媒也全

面進入娛樂時代。不過，「超女」恐怕也是最大的一個泡沫，因為這種移植自外

國節目形式的節目，在外國早已消亡 (新華社，2005.12.29)。 

其次，湖南衛視播放的韓國電視連續劇「大長今」，一舉開創了韓國電視劇

在中國大陸收視的紀錄，「韓」流東漸之兇猛再次讓人驚訝。對於韓國影視劇通

常表現的東家長西家短、婆媳戰爭、童話一樣的愛情，促使中國大陸電視人也開

了竅，編劇、導演的平民視角意識大大增強，「激情燃燒的歲月」、「空鏡子」、

「亮劍」等優秀劇目的推出，使中國大陸電視劇逐漸恢復信心 (新華社，200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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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眾傳播 

◆中國大陸數位電視推展現況 

●數位電視的規劃政策 

根據 2001 年 11 月中共國家廣電總局所發布的「廣播影視科技『十五』計劃

和 2010年遠景規劃」，中共正式開始將數位電視之推行目標，定位在其國家廣電

政策發展項目中。具體目標分別為：2003年全面推廣有線數位電視、到 2005年有

線數位電視用戶超過 3,000萬戶；2005年開始無線數位電視、2008年全面推廣；

2010年全面實行數位電視；2015年停止模擬廣播電視的播出（中共國家廣電總局網站）。 

2003年 6月，中共國家廣電總局發布「我國有線電視向數位化過渡時間表」，

宣布採取分階段（分為 2005年、2008年、2010年及 2015年 4個階段）、分區域（除北京、天津、上海、重

慶 4個直轄市外，分東部、中部、西部 3個地區）、分區分片整體平移方式完成數位化電視的過渡

（中共國家廣電總局網站）。 

 

●數位電視「3步走」策略 

以傳輸條件區分，數位電視主要有 3 種型態：一是以有線網路為傳輸介質的

有線數位電視；二是透過直播衛星進行傳輸的衛星數位電視；三是以地區無線電

波形式傳輸的無線數位電視。中共國家廣電總局根據不同的發展情況與條件，制

定數位電視「3步走」策略（中國電視市場報告，2004.05，p.255）。 

第 1步是從 2003年開始全面啟動有線數位電視。中國大陸現有 3.35億的電視

用戶，其中約有 1 億多為有線電視用戶，大多分佈在經濟較發達的城鎮地區，居

民收入較高，對廣播電視需求較大，加上城鎮有線電視網已基本具備了傳送數位

節目的條件，只要在用戶電視機上安裝「機頂盒」（即「數位機上盒」），即可實現有線

電視數位化。因此，中國大陸決定以有線數位電視為數位電視發展的第 1步（荷蘭、

大陸與臺灣之數位有線電視發展模式，劉幼俐，2005.12，p.589）。 

第 2步是從 2005年開展衛星直播業務，並開始試播無線數位電視。由於中共

官方尚未核准衛星直播，衛星直播實驗仍停留在「村村通廣播電視」的範圍，因

此數位電視衛星直播是中國大陸數位電視發展的第 2 步。然因中共一直以來禁止

一般民眾安裝及接收直播衛星電視節目，1993 年並頒布了「衛星電視廣播無線接

收設施管理規定」，明文規定「個人禁止自行接收衛星電視」，因此截至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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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尚未完成此一階段目標。中共國家廣電總局科技司副司長王聯在「2005 中

國數位電視產業高峰論壇」上表示，目前除正對直播衛星政策進行調整修訂，亦

將對此階段目標進程修改為於「2006 年開始無線數位電視廣播試驗、開展數位衛

星直播電視業務」（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5.09.8）。 

第 3步是 2008年全面發展無線數位電視。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無線數位電視標

準尚未確定，且農村和偏遠地區主要仍為無線方式接受廣播電視，因此將數位電

視發展預留較長的準備期。除了在 2005年開始播出無線數位電視，亦期望在 2008

年利用奧運會電視轉播的機會，全面推廣無線數位電視（中國電視市場報告，2004.05，p.255）。 

 

●數位電視的推展現況 

從 2003 年開始，中國大陸先後有 49 個地區開展有線數位電視試點工作。雖

然中共國家廣電總局將 2004年定為「數位電視年」和「產業發展年」，然卻未達

預期目標，反而是 2005年成為中國大陸數位電視產業進展快速的 1年。 

原本中共規劃要在 2004年要將其境內數位電視用戶發展到 1,000萬戶，然實

際上根據中共官方統計數位，截至 2004年底全中國大陸數位電視機上盒用戶僅為

40多萬戶，倘若根據中國大陸權威調查機構賽迪顧問的統計則更只有 16.8萬戶。

為解決此一困境，中共國家廣電總局根據青島試點成功的經驗，將「青島模式」

做為推動範本。所謂「青島模式」即以小區為單位，在推行數位節目的同時全部

停止輸送原來的模擬信號（臺灣稱為「類比訊號」），為了使用戶能平穩過渡到「數位時

代」，每戶可免費獲贈 1台機上盒，每戶只需為此每月多付 10元人民幣。「青島

模式」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資，機上盒是免費贈送給用戶（機頂盒成本每個約為人民幣 500元），

而此項資金則是由政府、營運商和網絡商 3方共同出資墊付（「2005數位電視行業研究報告」，

2005.02.03，pchome網站）。 

目前青島、佛山、杭州等城區用戶的有線電視數位化整體轉換已經完成；深

圳計劃在 2006 年初完成；大連、太原、綿陽等地整體轉換用戶數量均已超過 10

萬戶；除了廣東之外，重慶、天津、廣西、湖南、遼寧等地區也已經開始進行整

體轉換工作（「玩轉數位之 10大懸念」，2006.1.9，中國經濟網）。截至 2005年底，中國大陸市場

數位電視用戶規模預估約達到 682萬戶，其中 2005年新增用戶為 560萬戶，與 2004

年相比增長率約 459%（「數位電視產業將進入規範與統一運營時代」，2005.12.12，中國電子行業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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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賽迪顧問發布的報告，未來 5年中國大陸數位電視用戶將達到 22,796萬戶；

而於 2006年開展的數位衛星直播業務，因為可以滿足看不到有線電視的全中國大

陸 2/3 家庭需求，預計到 2010 年用戶可望達到 6,000 萬戶（新華社，2005.12.19）。透過

此信息化、本地化、個性化服務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整體轉換工作，普通有線電

視家庭即可透過機上盒及電視機，享有廣播電視、文化娛樂、信息服務等多媒體

信息服務（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5.9.2）。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