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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發布「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自

2006 年開始，省級以上黨政機關招考公務員，以具有基層工作經

驗的大學畢業生為優先錄取考量。 

█「超級女聲」－中國大陸今夏最熱門的社會話題。 

█中共頒布「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雖有限度

開放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然仍嚴格禁止非公有資本設立經營

通訊社、報刊、出版社、廣播電視等新聞傳播媒體。 

 

 

一、高層文化 
◆發布「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鼓勵大

學畢業生至西部等偏遠農村鄉鎮服務 
提供多項就業優惠，吸引大學生下鄉服務 

2005年 6月 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

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通知(中國大陸所稱的「高校畢業生」即指大學畢業

生)。「意見」揭示其目的(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網站)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推

進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加速全面發展小康社會。「意見」指出，鼓勵大

學畢業生前往基層服務，一方面可以緩和目前大學生畢業生找不到合適工作的難

題，同時，可以填補大西部等偏遠基層地區及農村人才嚴重不足的缺口，有利於

促進城鄉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利於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鞏固中共的執政

地位。 

「意見」提供多項就業優惠作為誘因，以吸引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前往偏遠村

落、基層單位服務，包括： 

1.戶口流動優惠：到西部縣以下基層單位和艱苦邊遠地區就業的大學生，實行

來去自由的政策，戶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據本人意願遷往西部地區和艱苦偏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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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工作滿 5 年以上的，根據本人意願可以流動到原籍或除了直轄市以外的其他

地區工作，凡被單位接收任用的，接收單位所在地區應准予落戶。 

2.由政府提供代償助學貸款優惠：對於大學生畢業後自願前往艱苦地區、艱苦

行業工作，服務達到一定年限的學生，其在校期間的國家助學貸款本息由國家代

為償還。 

3.提供大學畢業生前往基層創業優惠：對於大學畢業生從事個體經營者，除了

國家限制的行業外，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註冊之日起 3 年內免繳登記類、管

理類和證照類的各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地方財政條件許可的地區，可透過財政和

社會管道籌募「高校畢業生創業資金」。對於大學畢業生以從事自由職業、短期職

業、個體經營等方式靈活就業者，各級政府要提供必要的人事勞動保障代理服務，

在戶籍管理、勞動關係形式、社會保險繳納和保險關係接續等方面提供保障。 

4.逐步實行省級以上黨政機關從具有 2 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的大學畢業生中

錄取公務員：自 2006年開始，省級以上黨政機關招考公務員，其錄取具有 2年以

上基層工作經歷的大學畢業生比例不得低於 1/3。對於錄取至省級以上黨政機關，

但沒有基層工作經歷的大學生，應有計劃地安排到縣以下基層單位工作 1-2年。 

 

擴大選調大學畢業生前往農村鄉鎮等基層單位服務，並以農村教育、醫療衛生、

現代農業技術推廣為重點項目 

「意見」指出(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網站)，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每

年都要選拔一定數量的應屆優秀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以充實農村鄉鎮城市街

道等基層單位人才。自 2005年起連續 5年，每年招募 2萬名左右的大學畢業生，

安排至鄉鎮支援教育、農業、醫療和扶貧工作，時間為期 2-3年，工作期間給予一

定的生活補貼。前往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醫療衛生機構和農技推廣服務機構工

作的大學生，其生活補貼由財政部門安排專項經費予以支付。服務期滿後，可進

入市場自由擇業，報考公務員者可採加分優惠，優先錄用。 

 
◆「擴大選調大學生下鄉服務」幾項有待思考的問題 

1.收入多寡為畢業生就業首要考量：據部分實地下鄉服務的大學生表示，「如

果對比當地的工資水平，我們的工資不算低，但是為村子裡辦事情，很多時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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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自己墊錢。再說，我們的家又不在當地，開銷要更多，現在的工資根本不

夠花」。河南大學實用心理學教師李小玉認為，工資待遇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會動

搖學生投入工作的積極性，畢竟，他們不是志願者，而是已經參加工作，要養家

糊口的人(中央電視臺網站，2005.8.2) 。 

2.急欲「跳出農門」的心理：據中國大陸媒體訪問結果發現，許多大學生無法

面對城市與農村的待遇落差、環境落差所造成的心理落差，覺得「下鄉」之後將

無顏面對寄厚望予己的親友。這種落差心理尤以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為甚。家居城

市的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工作可能是「對口支援」、「扶貧幫困」；但對好不容易

「跳出農門」的大學畢業生重返家鄉服務，就會被視為「沒能耐」(解放日報，2005.7.16)。

這些世俗的既定偏見，對於大學生下鄉就業形成壓力。 

3.能否發揮專長所學：不少下鄉的大學生幹部反映，下鄉工作的困難度和壓力

極高。尤其部分大學生和農村原本就沒有專業關聯，當初憑著高學歷的光環下鄉，

對於農村工作欠缺心理和知識準備。且農村急需實用的農業生產技術以改善農作

收成，而這些只有一腔熱情，尚缺農業實務與學理知識的大學生，似乎無法發揮

功能(中央電視臺網站，2005.8.2)，甚至造成大學教育資源的浪費。甚至有些偏遠地區地方

主管根本不支持這些大學生的看法，因而面臨孤掌難鳴的難題，最後只好選擇離

開。 

前述問題反映出中共官方發布的「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

意見」並未提出具體的配套措施因應大學生下鄉服務可能遭遇的困難。在官方所

提供的下鄉就業優惠與大學生就業偏好存有極大落差的情況下，政策落實的困難

度將因而升高，而其間可能伴隨而來的人才不適任，導致高等教育資源浪費的問

題恐將無法避免。 

 

二、通俗文化 
◆「超級女聲」－中國大陸今夏最熱門的社會話題 
一場滿足平民自我表達和感情宣洩的「超女」造星秀 

2005 年的夏天，當你走在中國大陸街頭，可能會有一群女生衝向你，不是為

了搭訕，只是拜託你用手機傳簡訊支持哪位參賽者，這就是風靡中國大陸、吸引

億萬電視觀眾收看的「超級女聲」。所謂「超級女聲」（簡稱超女）就是「大眾歌星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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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賽」，其主角不是主持人，不是明星，不是社會成功人士，而是普通民眾，最初

報名階段被稱為「海選」，任何女性，不分地域、戶籍、種族、年齡、學歷、財富

多寡、社會地位高下，均可報名參加，然後，依照規則進入一場場淘汰賽，最後

進入決賽（PK賽），全民是裁判，結果和名次由觀眾用手機短信投票決定。中國大陸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把超女看作是一場美學民選的預演︰「超級女聲以拇指投票（手

機投票）的模式開了文化民選的先河，在選擇超女的進程中，中國大陸民眾捲入了選

擇和投票的狂歡，其狀況之熱烈，前所未有，猶如一場盛大的遊戲」(德國之聲廣播電臺

網站，2005.8.30)。 

據報導統計，這個節目創造了一系列中國大陸娛樂節目的天文數字︰全國報名

參賽人數達 15萬，比賽期間，每周有 2,000萬觀眾密切關注，到比賽結束，有 4、

5億人次收看 (大紀元網站，2005.8.29) 。這場造星運動的狂飆，被認為滿足了小人物自我

表達和感情宣洩的願望，香港著名心理治療專家說：「與其說大家崇拜著超女，不

如說大家早已潛意識裡變身成了超女，臺上的超女只不過是用來陪襯自我變身的

暗喜，再加上自己有機會投票，催夢成真的心態便更狂熱，這具有集體塑造一個

偶像誕生的快感」(新華社，2005.8.27)。超女造星秀的靈感來源於美國「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的娛樂節目，該節目就是一個大眾文化顛覆道統菁英市場的節目，華人孔慶祥

透過此節目走紅全美，他的一炮而紅不是因為唱得好，而是因為唱得太爛，爛到

被評審趕下臺，但美國人居然大叫喜歡(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5.8.30)。 

 

一場歌唱節目、一群瘋狂粉絲追逐、一種文化現象 

這場歌唱節目，藉助於媒體及網路的放大作用，產生一大批瘋狂追逐的觀眾和

粉絲（fans），進入 3強的李宇春、周筆暢和張靚影，3人的粉絲們對偶像的狂熱遠非

其他娛樂明星的追星族所能比擬。這些粉絲們給自己起名叫「玉米」、「筆迷」和

「涼粉」，給自己的偶像寄去幾千束鮮花和千奇百怪的禮物，為自己偶像拉票，狂

熱的不止是年輕一代，中年粉絲也十分瘋狂。據報導，超女們從酒店搬到別墅後，

一群中年粉絲隨後入住，包下酒店之超女住過的所有房間，不讓服務生打掃房間，

一進去就開始翻找超女留下的東西。超女評委描述對這種自發狂熱的親身感受︰

「這個節目的確沒法去掌控，因為關注它的人實在太多了，每次我走近湖南臺所

在的廣電大廈，還有幾公尺距離，就已經看見成千上萬的粉絲們圍在道路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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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景象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比如人數最多的「玉米」身穿統一的黃色上衣，列著

方隊，就像古羅馬開過來的『黃色玉米兵團』，還高喊口號『玉米不怕累』，那種

沸騰的場面只能用瘋狂來形容……」 (大紀元網站，2005.8.28)。 

文化社會學家王寧提及，超女給大眾提供了一種人人皆可成功的幻想，具有平

民化的特色，體現了民主意識，給普通百姓一個表達心聲的機會。觀眾看得越來

越投入，把所有感情都傾注在自己所支持的超女身上，從而轉變為一種不自覺的

崇拜。超女給大眾帶來無限的快樂，滿足人們追求文化偶像的心理，現代人越來

越需要偶像來填補精神的空虛，以前人們崇拜政治偶像，而現下文化偶像大受追

捧 (南方日報，2005.9.24 ) 。北京網路評論家劉曉波認為超女除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

會意義，也具顛覆中共中央電視視壟斷地位和御用菁英的文化霸權的意義，超女

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許虛幻盛世的娛樂化表達，而不允許重重危機的批判性表

達的獨裁秩序中，中國大陸人心中積蓄了諸多無法公開傾吐的壘塊，超女在無形

中就變成了一條「忘憂河」，透過娛樂狂歡來宣洩和遺忘胸中壘塊 (大紀元網站，2005.8.28)。 

 

「超女」的轟動引發對於中國大陸民主投票和開放社會的遐想 

在這次的造星運動中，中國大陸民眾以手機短訊投票方式決定偶像的誕生，

中國大陸新聞學家喻國明認為，這蘊含著一種市民社會所具有的民主精神：「一方

面，現下的中國大陸人已經接受具有普世價值的遊戲規則（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

在現實生活中，中國大陸人又很少有機會用投票模式進行選擇，而超女的遊戲規

則為中國大陸人在生活中踐行普世價值規則提供一種可能性，民主參與的衝動透

過選擇超女的模式釋放出來」(大紀元網站，2005.8.24)；媒體評論道，這是中國大陸人民

第一次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偶像能否留在臺上，第一次痛快地以自己的意志表達出

「想投給誰就投給誰」的意願，超女現象為「中國第一次民主經驗」(星島日報，2005.10.6 )。 

時代週刊亞洲版也將超女李宇春提名為「亞洲英雄」，該雜誌認為該比賽優勝

者由觀眾自行挑選，是一種民主運作，在中國大陸相當不易，而李宇春現象在中

國大陸帶來的震撼，包括她滿不在乎的個性態度和雙性的裝扮演出，也挑戰中國

大陸的傳統規範(聯合知識庫，2005.10.07)；南方都市報社論更充分肯定該節目的成功：「今

年沒有什麼比超女更吸引來自各個階層億萬觀眾，超女勝出的不止是其中某位超

級女聲，還有一個開放的社會，超女魅力並不在於政治正確，而在於它為人們帶

 61



來快樂與希望」(中央社，2005.8.29) 。超女使我們看到，當今社會趣味的最高立法權發

生了轉移。對於什麼是真善美，菁英已沒有了決定權，真正的決定權在市場、在

民意，老百姓的個人好惡不可小視 (南方日報，2005.9.24 )。 

 

負面報導引發爭議，超女及超男節目遭北京當局喝停 

超女現象熱力持續延燒，然而這一場歌唱節目所帶來的，在中國大陸保守衛

道人士眼中卻是相當不同的看法：有人批評，這種少女運動式的超級遊戲，並非

女生夢想舞臺，其背後根本是商家設計出的狂賺鈔票詭詐平臺，是以數千萬計天

真盲目的女生們為賺錢工具；更甚者有，助長社會浮躁風氣，滋長女生投機心理，

張揚「讀書無用論」，誤導畸形心態、危及女生身心健康等等，還傳出該節目「評

委黑幕、選手被包養」等負面新聞 (中國時報，2005.10.17) 。 

相對於民間如火如荼的熱烈討論，中共官方態度是不理睬，人民日報對此不

報導也不評論。亦有學者指出：超女的影響，只不過是為大眾的公共記憶又增添

了一道符號而已，超女僅是一種潮流，人們身在其中，無法逃脫其中，不關注的

話，聊天時你就有可能被排除在外，於是很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去看，超女對大眾

的影響並不像想像中大，它不過是娛樂、消遣的一部分 (南方日報，2005.9.24) 。 

 儘管如此，中共於 9月 26日發布「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規定」，加強對新

聞網站、網路留言板與發送手機簡訊的管理，不能不令人聯想兩者之間時間點的

巧合。因為隨著網路發達和手機功能多樣化之後，中共在新聞管制上日感力不從

心，尤其是最近 1 年來，中國大陸發生數起聚眾包圍政府機構的消息，就是透過

手機簡訊或網路新聞傳布到中國大陸各地，引發更多民眾的關懷甚或附近城市民

眾的聲援、參與，帶給中共極大的威脅。去年，四川省萬源縣因徵收土地興建水

利站，引發逾五萬民眾包圍縣政府抗爭的重大社會案件，即是透過手機簡訊傳布

到附近的城鎮，使得中共必須派出武警鎮壓，最後在中共中央派員出面疏導並懲

處了相關人員後才落幕(青年日報，2005.9.27)。美國的社會學人劉曉竹即指出，明年超女

節目的停辦和原先規劃超男節目的腰斬，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商業運作問題，因為

超女是一個新現象，它有一種抗拒中央指示精神的味道，有一種老百姓自己凝聚

人心士氣的趨勢，這讓中共領導人非常憂心，因為現下是「超級女聲」，下一次可

能就是「自由之聲」，再下一次可能就是一種百姓訴求，這樣搞下去以後，對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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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意識型態的管理都是威脅 (大紀元網站，2005.10.13)。 

 

超女－通俗文化的暢銷商品 

有人說，超女的成功是在於它釋放了中國大陸平民百姓的社會情緒；也有人

說超女改變了道統電視節目的娛樂消費模式；還有人說超女現象是低俗文化的表

現，一時間，對超級女聲的討論本身也成為一種現象 (新華社，2005.8.27) 。另值得一提

的是，這場奇蹟式的造星運動，掀起全中國大陸 4-5億觀眾熱潮的娛樂大戲，經濟

價值(超女經濟)已被無限擴大，這場結合媒體商業的行銷，背後操縱者是一個叫孫雋

的上海人，其成功的互動行銷策略被看做 2005 年整合行銷的經典範例 (中央通訊社，

2005.8.29) 。 

在中國大陸從來沒有一項大眾娛樂活動，受到過如此大規模和高規格的廣泛

關注─從都市報到威權媒體，從學說話的小娃到中年的「玉米迷」，從娛樂記者到

專家學者。無疑地，「超級女聲」已經成為中國大陸通俗娛樂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

開端，可以想像，若干年後，談論「超女」2字，就會像談論「知青」、「萬元戶」、

「農民工」、「白領」、「SOHO 一族」等詞語一樣，成為歸納一個年代顯著特徵的

關鍵詞 (南方日報，2005.9.24) 。 

 

三、大眾傳播 

◆頒布「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仍禁止非公有資

本設立經營通訊社、報刊、出版社、廣播電視等新聞傳播媒體 

頒布「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 

根據中共統計數字顯示，2004 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的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增長

52%，為城鎮居民所有消費支出項目之首，文化娛樂消費總量約達 7,000億元人民

幣；據預測，至 2015年，全球文化傳媒娛樂產業將以年均 7.3%的速度增長，中國

大陸則將以年均 14.2%的速度增長（解放日報，2005.10.08）。為蓬勃文化產業領域之發展，

中共國務院繼今年年初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的若干決定」後，再於 8月 8日頒布「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

對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區分為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等不同項目，進一

步引導和規範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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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 

「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規範之內容（新華網，

2005.08.08）重點包括： 

1.明確表示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的領域包括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所、

博物館和展覽館、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藝術教育與培訓、文化藝術中介、

旅遊文化服務、文化娛樂、藝術品經營、動漫書和網絡遊戲、廣告、電影電視劇

製作發行、廣播影視技術開發運用、電影院和電影院線、農村電影放映、書報分

銷、音像製品分銷、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等。 

2.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從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出口業務；鼓勵和支持非公

有資本參與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所等國有文化單位的公司制改建，非公有資本

可以控股。 

3.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出版物印刷、可錄類光盤生產、只讀類光盤複製等文化

行業和領域。 

4.非公有資本可投資參股國有文化企業的領域項目包括：出版印刷、發行、新

聞出版單位的廣告、發行，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音樂、科技、體育、娛樂方面的

節目製作，電影製作發行放映。惟仍須經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批准，且限制上述文

化企業國有資本必須控股 51%以上。 

5.非公有資本可建設和經營有線電視接入網，參與有線電視接收端數字化改

造，然仍限制從事上述業務的文化企業國有資本須控股 51%以上，且須經有關行

政主管部門批准。非公有資本只能控股從事有線電視接入網社區部分業務的企業。 

6.非公有資本開辦戶外、樓宇內、交通工具內、店堂等顯示屏廣告業務，僅可

在符合條件的賓館飯店內提供廣播電視視頻節目點播服務，且仍須經有關行政主

管部門批准。有關部門並且要「嚴格資質認定，明確經營範圍，加強日常監管」。 

7.嚴格限制非公有資本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通訊社、報刊社、出版社、廣播電

臺（站）、電視臺（站）、廣播電視發射臺（站）、轉播臺（站）、廣播電視衛星、衛星上行

站和收轉站、微波站、監測臺（站）、有線電視傳輸骨幹網等；不得利用信息網絡開

展視聽節目服務以及新聞網站等業務；不得經營報刊版面、廣播電視頻率頻道和

時段檔目；不得從事書報刊、影視片、音像製品等文化產品進口業務；不得進入

國有文物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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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據該「決定」，由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明確訂定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投資的產業目錄。 

   

仍嚴格禁止非公有資本設立經營通訊社、報刊、出版社、廣播電視等新聞傳播

媒體 

  中共雖對外宣稱藉此引導非公有制文化企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事實上

此一「決定」對於非公有資本進入多數文化產業領域的投資比例仍多所限制，且

對非公有資本充斥著不公平的對待。例如「決定」明確規範非公有資本只限於對

表演和演出相關文化產品享有控股權，卻不能擁有對文化產品的生產權，可見非

公有資本只能幫助國有資本作大作強和提高競爭力而已（新華網，2005.08.09）。 

  「決定」中明確規範嚴格禁止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所涉範圍，包括了

通訊社、報刊、出版社、廣播電視等新聞及大眾傳播媒體領域。由此可見，只要

涉及到中共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工具，即必須嚴格予以規範與管理，也就

是所謂「國家必須控制『正確地輿論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