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王坤生、張麗卿、段有芳 

 

▉中國大陸全面推行「一費制」，以遏止教育亂收費。 

▉暢銷書中國農民調查揭露大陸農民貧困生活事實，已遭中共當局

列為禁書。 

▉2004年10月，中國農民調查獲頒德國「尤利西斯報導文學藝術獎」

首獎殊榮。 

▉大陸戲劇節目仍褪不去為政治服務的沉重任務。 

 
一、高層文化 
◆中國大陸全面推行「一費制」以遏止教育亂收費 
●中共公辦義務教育今年秋季開學全面推行「一費制」 
今年 9 月秋季新學年開始，中國大陸所有省份的公辦義務教育都推行「一費

制」，另高校收費標準亦繼續保持穩定，不得設立新的項目（新華社，2004.7.14）。 

所謂「一費制」指在嚴格核定雜費、課本費和作業本費標準的基礎上，由省

政府確定一個收費總額，然後一次性統一向學生收取。「一費制」規定，9年義務

教育由各級政府負責，學校不收學費，可收取適當的雜費，並代收課本費。中共

教育部稱此舉是中國大陸義務教育的一項重大改革，從制度上遏制長期以來怨聲

載道的教育收費問題。教育部部長周濟表示，各地將透過聽證等形式，做到「一

費制」公開、公正、透明，同時嚴加整治教育部門內確實存在的不正之風（新華社，

2004.9.2）。 

在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推行「一費制」，是今年中共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的重

中之重。3月中旬，經國務院批准，有關部門聯合下發了「關於在全國義務教育階

段學校推行『一費制』收費辦法的意見」，今年上半年，中共治理教育亂收費工

作，各地共檢查 3萬 9千多個收費單位，查處亂收費金額 3.57億（新華社，2004.9.2）。 

 

●教育亂收費被稱為中共教育久治不癒的「頑疾」 

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日前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價格舉報 6 大熱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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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收費連續 3年高居榜首。依據中共教育部資料顯示，2003年全國有近 3千人因

教育亂收費問題受到查處，其中 395名校長被撤換，查處亂收費用達 8.53億元，

清退違規收費 6.39億（中國商報，2004.9.21）。 

大陸的中、小學號稱是「九年義務教育」，所謂義務也者，應該有兩重意義：

一是教育經費由政府承擔，學生免費入學，學校只能收取少許的雜費；二是及齡

兒童和青少年有受教育的義務，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他受教育的權利。但，

若從這兩項的基本原則來看大陸現有的義務教育，顯然是不及格的。中共政府自

1995 年開始關注中、小學亂收費的問題，先後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但經

10 年的整治似乎收效甚微，各地亂收費的問題愈演愈烈，收費項目五花八門，例

如：選修課報名費、旁聽費、健康諮詢測試費、晚自習費、資料費、補考費、電

影費、體檢費、防疫費、保險費、活動費、校服費等等，無所不有（新華社，2004.9.2）。 

據保守估算，從 1994年到 2003年 ，「亂收費」從學生家長口袋裡搜刮了 2,000

多億元人民幣（金融時報，2004.9.9）。社會科學院的一位陳姓研究員說：內地在校生有 3

億多人，平均每人多收 1元錢，就是 3億元，相當於 1.2萬個農民一年的收入（新華

社，2004.9.2）。 

教育亂收費之所以大行其道，教育部長周濟坦承，一是教育投入嚴重不足，

一些學校負責人為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行或擴大學校規模，採取違規收費的方式；

二是教育合理收費和亂收費的界限模糊；三是教育內部的腐敗問題。 

 

●高學費政策導致悲劇一再重演 

大陸遼寧省遼陽市的農民孫守軍，因供養不起兒子唸大學，覺得對不起兒子，

服毒自殺。孫守軍並非大陸第一例因沒錢供孩子上大學「自殺謝罪」的父親，去

年陝西也有同樣的例子。近年來，大陸因沒錢供孩子上大學出現「父母自殺」、

「少女賣身」、「父母賣腎或賣器官」的悲劇故事一再重演，大陸媒體曾以「血

淚大學」為標題，暗諷大陸教育當局的高學費政策殺人（聯合報，2004.9.9）。 

目前大陸公立重點大學學費約在 5 千到 1 萬元人民幣，比 1989 年增加 25 到

50倍之多，而大陸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只增長 4倍，大學學費漲幅約 10倍於居民收

入的增長，沒錢讓孩子讀大學或傾家蕩產讓孩子讀大學的情形，成為大陸社會普

遍的現象。大陸學費到底有多貴？據中共官方統計，去年大陸農民人均收入 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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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城鎮居民則為 8千 5百元，也就是說，大學一年學費為大陸農民一年收入的 2

到 3 倍，一年收入不到 3 千元的農民家庭，即使是全家一年不吃不喝，也無法負

擔子女大學學費。 

上述收費標準還是公立知名大學收費，如果是民辦大學或一般性大學的收費

更高、情況更亂。為了解決窮人上不起大學問題，中共政府推出助學貸款方案，

美其名為對貧困生的「綠色通道」，實際上是愈窮的學生愈貸不到款，一些學校

或銀行以還貸率不高，設置了各種障礙，使學生獲貸率低，去年廣西一所師範學

院開辦助學貸款，卻沒有一名學生獲得貸款（聯合報，2004.9.9）。 

 

●教育界的權錢交易之根源為教育資源配置失衡 

教育界人士普遍認為，大陸教育資源配置失衡是「亂收費」的主要根源。城

鄉之間、地區之間教育發展水平相差很大，在同一地區內的學校之間，在師資、

辦學條件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別，由於優質教育資源缺乏，很多父母為了讓孩子

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不惜血本，這種旺盛的教育需求是滋生亂收費的土壤，如高達

幾萬甚至 10幾萬元的「擇校費」，就是一些擁有優質資源的學校從家長口袋裡掏

錢的名目（新華社，2004.9.2）。 

據一份調查資料顯示，連首善之區的北京市就有超過 50.8％的家長交過這種

所謂「擇校費」的不樂之捐。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教育資源不足，導致很多辦校者

認為，學費收得多，對辦好教育是良性循環，「教育產業化」是大陸教育發展必

由之路。但也有更多的學者認為，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屬社會福利的一種，

不能與「產業化」相提並論，如果將之「產業化」，則是以營利為目的，就完全

違背了教育的宗旨，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也必然短視近利。更何況，沒有公平

的教育制度，使大多數的青少年處於次教育和失去教育機會的環境中，自小就感

受到社會的不公平，對其人格的發展亦造成很大的影響。 

 

二、通俗文化 
◆暢銷書中國農民調查揭露大陸農民貧困生活事實，已遭中共當局列

為禁書 
由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乙書，於 2004年元月正式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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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作者歷時 3年，走遍安徽省 50個縣的農村，將其收集的資

料、文獻，及針對地方、中央官員、學者專家所做的採訪，以報導文學的文體，

進行系統而詳實的陳述，反映當前大陸農民真實生活的困境，這其中包括揭發數

起驚動中央的涉農案件、披露農民遭地方官員欺壓、強制課以重稅的種種事實，

最後作者語重心長的指出造成當前中國大陸農民生活困境的最根本原因。 

中國農民調查乙書共分為 12章，第一至第四章係以一連串弊案為核心，以真

實個案道出農民在沉重稅賦壓迫下生活的痛苦、帶領上訪抗爭的農民竟遭地方官

吏的虐害致死等事件。第五至第八章，則是針對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制定了所謂

減稅政策與措施，何以無法貫徹到農村的問題，進行多面向的調查與研析。第九

至第十二章，則是作者訪問農業問題專家及農業稅費改革學者，綜合作者深刻的

觀察，表達其對大陸「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憂心，直言其問題所在。該書堪

稱為大陸廣大貧窮的農民發聲。 

中國農民調查才出版 1 個月就發行超過 10 萬冊 （ 中 時 報 系 資 料 庫 ，

http://www.gcinfobank.com.tw,2004.2.16）。但 2個月後，北京方面接連發出 3波禁書令，這其中

包括針對中國農民調查的查禁。不過，官方開鍘下禁書令，民間照樣有辦法取得

該書全文，除了盜版書，網路版的中國農民調查同樣滿足讀者的求知欲。據媒體

報導，今(2004)年 3月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從大陸各地進京的代表，幾乎人手一

本農民調查(中央通訊社社訊，2004.10.11)。 

作者陳桂棣先生，安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1986 年開始

從事創作。其作品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當代」文學獎等。吳春

桃(筆名春桃)女士，湖南人，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創作包括小說、散文、報告文

學、電視劇等領域，曾獲「當代」文學獎(中國農民調查作者簡介)。陳氏夫婦回憶撰寫這

本書的緣起，主要是受到湖北省監利縣黨委書記李昌平於 2000年 3月 2日寫信給

當時的中共總理朱鎔基，提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 3 句話，

首次將中國大陸的「三農」問題直接傳達給高層。陳桂棣夫婦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於是決定以實際的訪查結果詮釋李昌平的這 3句話，讓決策者看看中國大陸的「三

農」問題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中央通訊社社訊，2004.10.7)。 

在書中作者直言：「今天中國還不到歌舞昇平的地步，我們還有許多困難的地

方和困難的群眾。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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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看，也以為全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中國

是一個農業大國，13 億人口就有 9 億農民，可是長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

狀態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並不清楚。為什麼有愈來愈多的農民，放棄了曾

經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受屈辱歧視，

也要湧進各地城市。我們看到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了『民工潮』，一次

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 10多年的一道奇景」。 

陳桂棣夫婦舉出實例，外界很難想像，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江南，在不通

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白際鄉。在那裡，人們的農業生產仍停留在刀耕

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平均收入只有 700元人民幣，月收入僅有 58元人民幣。

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房頂還是樹皮蓋的。

因為貧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中國農民調查）。 

而農民對大陸當局的無奈可從書中引述的幾段順口溜看出端倪：「催糧催性

命，防火防盜防幹部」，「7隻手，8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這大辦，那大

辦，都是農民血與汗」，「吹牛皮，扯大蛋，村糊鄉，鄉糊縣，一直糊到國務院；

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中國農民調查）。 

 

◆ 中國農民調查獲頒德國「尤利西斯報導文學藝術獎」首獎殊榮 
中國農民調查問市後，引起各界高度關注，網路上的討論更是熱絡，大陸作家

也陸續對該書提出評論。例如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主任蔣巍說，上世紀 80年代，

中國大陸報告文學界曾提出「干預社會、干預生活」的口號。中國農民調查關注

事實，關注弱勢群體，是一個信號，顯示大陸「敢於說真話」的報告文學又掀起

高潮。知名評論家趙華表示，無視於 9 億農民艱難的生存狀態，是媒體的恥辱，

作家藝術的恥辱。中國農民調查的分量，就在於它是大陸農村的一份病理學報告，

涉及 9 億個沉默的生命 (中國時報資料庫，http://www.Gcinfobank.com.tw，2004.2.2) 。中國社會科學

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文學評論雜誌社社長包明德表示，中國農民調查可稱為

當今中國「三農」問題的黃皮書（中國思維網，http://www.chinathink.net）。 

2004年 10月，全球著名的（德國）國際文化季刊 Lettre International(國際文學雜誌社)，

將其主辦的「尤利西斯報導文學獎」(目的在獎勵全球最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品)首獎殊榮頒給中國

農民調查(中央日報，2004.10.5)。國際文學雜誌社主編博布里克談及該書獲獎的原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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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本書展現了一種真誠，試圖說明真相。我們頒獎給中國農民調查乙書，

是因為該書作者揭露了連大眾傳媒都視而不見的問題。不被他人所左右，敢於揭

露問題真相，這樣的工作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調查研究。當然作者為寫此書所展現

的勇氣十分重要，沒有勇氣是不可能發掘出這些令人讀後感到悲傷的事實」(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2004.10.5)。 

儘管各界給予中國農民調查陳氏夫婦高度的評價，成為支持他們日後繼續執

筆發掘問題的力量。但為了凸顯「三農」問題的嚴重性，陳氏夫婦在書中引用了

許多當事人的真實姓名，這還包括現任的官員、幹部等。其中阜陽市政協副主席

張西德因不滿作者揭發其魚肉農民的惡行，竟向法院控告陳氏夫婦「誹謗」。由

於這項官司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提出訴訟者又是政府高官，因此已經引起輿論

高度關注，而受到中共官方的管制，當地媒體卻不能報導(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

2004.8.24)。陳桂棣夫婦擔心法院能否做出公正的裁決，也希望獲獎能有助於打贏官司。 

中國大陸「三農」問題的解決，誠如陳桂棣、吳春桃所述，解決問題的大幕

才正在拉開。中國大陸的政府官員應該要居安思危，要有憂患意識，要面對問題

才能解決問題（中央通訊社社訊，2004.10.7）。 

 

三、大眾傳播 
大陸戲劇節目仍褪不去為政治服務的沉重任務 
雖然大陸影視媒體基本上皆已邁向自負盈虧的商業運作摸式，但在中共當局

仍視媒體為黨的喉舌角色架構下，最具商業走向的影視節目仍無法擺脫為政治服

務的命運，不時需製播一批以政治服務為目的的主旋律大戲，如今年 7月至 10月

大陸就製播了多齣具政治服務功能的歷史大戲。 

●電視部分 

（一）《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該劇為 36集歷史大戲，於 7月 7日晚在中共中

央電視臺第一頻道黃金時段播出。該劇由本地演員劉德凱飾演劉銘傳 ，大

陸女演員斯琴高娃飾演慈禧太后。據悉該劇在沒有宣傳炒作的前提下，收

視率仍達到 12％。 

中共國務院臺辦發言人張銘清對這部電視劇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臺

灣首任巡撫劉銘傳》，通過對劉銘傳形象的塑造，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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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印證了 2 百多年前兩岸同胞為了把臺

灣寶島保衛好、建設好、發展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乃至寶貴的生命。過

去兩岸同胞為了保臺、建臺做出了重大貢獻，今天我們也絕不能容忍「臺

獨」分裂勢力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新華社 ，2004.7.23)。 

（二）《茶馬古道》：該劇為大陸電視劇史上第一部以多民族人物形象為主體的

連續劇，9月 3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開機儀式。故事內容在講述 1942年抗

日戰爭時期日軍切斷了所有通往中國戰區的通道，在民族危難關頭，一條

貫穿滇、川、藏直達中印邊境的茶馬古道成為運送援華物資的唯一地面通

道。電視劇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通過漢族、藏族、白族、回族、彝族、

納西族、僳僳族、普米族、珞巴族等 9 個民族人物的生活和命運，歌頌民

族團結和愛國主義精神 (新華社 ，2004.9.3)。 

（三）《情緣》：該劇為 20 集大型電視紀錄片﹐於 10 月 1 日起在福建東南電視

臺首播。以閩臺淵源為主線，以海峽兩岸人民共同認知的民俗、人物、民

間信仰為題材，將閩臺歷史淵源與兩岸故事結合，再現千百年來閩臺兩地

一脈相連的血脈關係。它是繼《閩港情》、《閩澳情》之後，由福建省文

化經濟交流中心、福建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福建省閩臺交流協會、福建

省廣播電視集團所聯合拍攝的大型系列電視片。該片拍攝歷時 2 年多，攝

製組跨越海峽，採訪 1百餘位臺灣和福建鄉親，紀錄下他們所講述的故事。

《情緣》在福建東南電視臺播出後，還將在中央電視臺和海外電視媒體播

出，並將製作成光碟，擴大該片的影響 (新華社 ，2004.9.27)。 

（四）《滄海百年》：該劇為 36集大型歷史劇，於 10月 15日起在中共中央電視

臺第一頻道黃金時段播出，該劇內容旨在敘述 1683年清政府統一臺灣后，

大陸百姓移居臺灣墾荒形成高潮，乾隆 53年這些墾民造反，帶頭造反的人

是林爽文，理由是戰死也比餓死強，他殺貪官、開倉分糧，乾隆為此事頒

發了臺灣 60年免稅的上諭。該劇以臺灣霧峰林家的事跡為主要線索，表現

從林爽文農民起義，到西元 1885年臺灣建省近一百年本土歷史，除了表現

林家的家族命運史，也折射了大陸移居臺灣的墾民一百年間的墾荒史、創

業史 (中央電視臺網站 ，200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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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部分 

（一）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的系列影片：今年 8 月中旬前後，大陸為了紀念鄧小

平百年誕辰，電影界隆重推出 3部以鄧小平的豐功偉績為主題的重點影片。

其中，有表現鄧小平歷史功績和人格魅力的大型文獻紀錄片《小平，您好》﹔

有融合青春片浪漫唯美風格，講述青少年時期的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的

歷程故事片《我的法蘭西歲月》﹔還有以情節曲折的驚險片樣式，講述青

年鄧小平在險峻的環境下，開展地下工作的獨特經歷的故事片《鄧小

平‧1928》 (中國新聞社，2004.07.21) 。 

（二）紀念「國慶」55 周年大戲《張思德》：今年大陸國慶恰逢毛澤東的「為人

民服務」發表 60周年﹐中共電影局爰推出重點影片《張思德》。張思德，

是毛澤東身邊的一名普通警衛，在陝北安塞縣燒炭時因炭窯崩塌而犧牲，

時年 29歲，毛澤東為紀念他而做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沒想到這句話

成了激勵幾代共產黨人的箴言。該片以現代黑白片形式和新穎的電影語言

刻畫張思德的銀幕形象，據悉片中沒有豪言壯語和矯情，也沒有千軍萬馬

的恢宏場面。導演尹力表示：現在的電影已經無法依靠行政運作掙錢了，

主旋律影片也要走商業化道路，做好宣傳和發行。他說，要用視聽、記憶、

情緒等藝術手段去調動觀眾。 

   這部電影投資了1,200萬人民幣，宣傳費用就佔了 300萬，比一般商業片高

很多，發行該片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則預言其票房目標要過億 (新華社，

200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