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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大陸高考加分頻傳疑似舞弊案件，媒體抨擊高考加分政策已淪為

部分地區權貴子弟特權。學者呼籲高考加分應透明化，檢討縮小

加分項目及分數，高考招生應採「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

取」。 

■「文化藍皮書：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由大陸文化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文化產業創新

與發展研究基地共同編寫完成，於 5月初公告發布，報告指出大

陸文化產業正面臨發展模式中的結構轉型，需警惕泡沫化危機。 

■2010年 6月 3日，大陸文化部發布「網絡遊戲管理暫行辦法」，

是為大陸第 1部專門針對網路遊戲進行管理和規範的部門規章，

並將於8月1日正式實施。 

■根據文化部日前所發布的「2009年中國網絡遊戲市場白皮書」，

2009年大陸網路遊戲的市場規模已經達到258億元（人民幣，以下同），

而且還有持續增長的趨勢，該辦法將對市場產生何種影響，尚待

進一步的觀察。 

 
一、高層文化 

u大陸媒體抨擊高考加分已淪為權貴子弟特權 

大陸高考（即我方所稱的大學入學考試）競爭激烈，以 2009 年為例，參加考試的考生

約有 1,020萬人，錄取人數約 629萬人，錄取率為 62％（東北新聞網，2009.6.3），考生分

數 1分之差，排名可能差距數百人。因此，面對高考，考生及家長無不戰戰兢兢，

對於考前加分的機會更是積極爭取。最近，大陸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公布 1 份 2010

年普通高校（即我方所稱的大學）招生加分考生名單，臺州一中有 4名考生獲得最高加分

20 分，理由是這些學生曾在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上得過獎項。這項名單公布

後立即引起外界質疑，指出這 4 名學生家長分別是中學校長、地區科技局局長、

市信訪局副局長、街道黨委書記（新聞晚報，2010.6.17），其中數位就是主管當地教育、

科技的官員，懷疑整個事件根本是為權貴子弟所設的比賽，目的在爭取高考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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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臺州一中畢業生表示，在校期間根本不知道學校有組織科技創新小組，更遑論

參加比賽。雖然事件至今沒有具體證據顯示有舞弊情形，但已經引起考生與家長

的關切，媒體也把近年高考加分弊案一併提出討論。例如 2009年 5月，民眾檢舉

紹興一中參加航海模型加分測試的學生多來自權貴家庭，只需繳交培訓費即可獲

獎；2009 年 6 月，重慶市發生考生假造少數民族身分加分，經調查後裁定違規；

2010 年 1 月，在廈門舉行的國際馬拉松比賽發生集體舞弊事件，排名前 100 名的

選手中約有 30人被取消成績和名次（中國新聞社，2010.6.4；廣州日報，2010.4.17），大陸媒體直

言高考加分淪為「特權俱樂部」已非新聞（青島日報，2010.6.18）。 

大陸的高考加分制度大約在 1987年 4月，國家教育委員會頒布「普通高等學

校招生暫行條例」後才有系統化的規範。自此之後，3好學生（思想品德好、學習好、身體

好）、優秀學生幹部、學科競賽獲獎者、華僑、港澳臺學生、烈士子女、榮立 2 等

功以上的退役軍人、報考農林、地質等特殊院校者，乃至「實踐經驗豐富的優秀

青年及有特殊貢獻的公民」都可享有加分優惠（光明日報，2010.5.13）。但高考加分政策

執行後在各地卻發展出種類繁多的加分項目，據報導指出，大陸教育部所規定可

加分的項目只有 14種，但全大陸各省（區、市）卻發展出近 200種加分規定（青島日報，

2010.4.28）。由於衍生的加分名目繁多，加上近來加分醜聞頻傳，引起外界批評聲浪，

認為有些地方教育部門為特權分子量身訂作各種名目的競賽以利加分，一般家庭

及清寒子弟根本沒機會參加競賽。2010 年 4 月，大陸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亦對外表

示，對近年高考加分政策實施中存在的不合理甚至腐敗現象，必須認真清理，努

力消除政出多門、項目繁雜等現象，逐步減少獎勵性加分項目，增加公開透明度（光

明日報，2010.5.13）。可見大陸高考加分浮濫的現象已經不只是耳語傳言。 

 

u教育界呼籲檢討高考加分政策執行弊端 

歸納高考加分的弊端大致可分為兩大項，一是加分項目過於混亂，提供有心人

士造假舞弊的機會。二是加分過程不夠透明化，黑箱作業嚴重，不受公評與監督。

部分大陸學者認為，改善問題的第 1 步是對於有爭議的加分項目逐一審核，例如

現在有些地區，只要考生是家中的獨生子女就可加分，居住在大城市的少數民族

子女也可加分，這些都有必要重新檢討。第二，應縮小加分範圍，目前加 20分的

作法應縮減為加不超過 5分（光明日報，2010.5.13）。大陸學者熊丙奇認為，從長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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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項目應該納入學生多元評價體系，採取「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

取」，而多元評價體系的高校自主招生，將是未來高考改革的必經之路。所謂多元

評價，係指設定多個評價學生的指標，對每個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然後綜合評

價學生，這樣就可以減少目前直接加分對高考成績的重大影響，如同美國大學的

評價制度，包含 16個大項指標，涉及中學課程成績、社區服務活動、專長等多元

因素（北京青年報，2010.4.28）。 

近來，已經有部分省份著手檢討高考加分制度，例如山東省自 2010年起，全

面取消省內制訂的照顧性加分政策。重慶市自 2009年起，取消市級 3好學生、優

秀學生幹部的加分，2010 年繼續調整，將考生最高加分從 20 分降至 10 分，考生

享受多項照顧時不得累加；取消「科技之星創新大賽獲 1 等獎者」、「邊遠地區漢

族考生」、「散居少數民族考生」等照顧項目。安徽省從 2010年開始，省級優秀學

生不再享有加分和免試保送，並縮小加分範圍（新京報，2010.6.5）。不過，整體看來，

如此的修正幅度仍缺乏效率和整體性，各省區對考生加分的步調、標準不一，將

使得高考加分的公平性將持續受到質疑。 

 

二、通俗文化 
◆公告發布「文化藍皮書：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 

「文化藍皮書：2010 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由大陸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

院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共同編寫完成，

2010 年 5 月由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聯合公告發布。該報告

指出，2009年大陸文化產業國內外市場規模約 8,000億元（城鄉居民家庭文化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

約 6,076億元，政府公共財政文化消費支出約 1,096億元，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約 700億元），已達到 GDP 40％的水

平，2009年堪稱是文化產業發展的「轉型之年」（北京商報，2010.5.10）。其中值得關注的是，

數位化和網路化等新媒體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已漸成為文化產業的主角，數位內容

作為重點文化產業的發展地位正式確立，出版、廣電、網路通訊等行動行業亦越來越

成為大陸發展方式文化產業轉型和整體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亮點（新華社，2010.5.6）。 

報告指出，在 3G 概念的推動下，大陸手機上網用戶已達到 2.33 億人，占整

體上網用戶的 60.8％，手機上網已成為大陸網際網路用戶的主流，而有線電視使

用者約為 1.74億戶，比 2008年增長 6.10％。其中數位電視使用者達 6,199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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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大陸有線廣播電視使用者的 35.63％，比 2008 年增長 36.94％，這是自 2006

年大陸發展數位電視使用以來增幅最大的一年，而大陸電影國產的數量在 2009年

達到 456部，僅次於印度、美國兩大電影生產國，成為世界第 3（工商時報，2010.5.9）。 

 

◆「文化藍皮書」報告內容對大陸文化產業發展有高度評價，但亦指

出大陸文化產業仍屬於「戰略性短缺」產業 

   據藍皮書統計分析，教育消費、新媒體消費、旅遊消費、演出市場和電影市

場消費成為 2009年大陸居民文化消費 4大熱點，以電影消費為例，2009年大陸電

影生產超過 450 部，其中 1/3 進入全國院線大銀幕放映，加上全年發行放映各類

型進口片 50部，在大陸放映市場發行放映的新片超過 200部，是近年來新片上市

最多的一個年份。儘管市場前景看好，但藍皮書也警告說，大陸文化產業的一些

領域目前已存在泡沫化趨勢，比如各地政府對於創意產業園區的投資衝動與熱

潮，文化產業似成為各地方政府政績的一劑膏藥，只看投入，不看效益與產出，

已直接導致相關文化產業出現泡沫化的虛假繁榮（大陸文化部亦於 7 月初發布通知，要求各級文

化行政部門要加強對文化產業園區、基地布局的統籌規劃，堅持標準、突出特色、提高水平，促進各種資源合理配置和產

業分工。中國新聞網，2010.5.6；2010.7.9）。 

另報告認為，目前做大、做強一批文化企業，承擔起引領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

使命，已成為大陸各地方文化體制改革的共同追求，但如果過度依賴「做大」國有

文化企業，而不是進一步開放市場，不僅無法擺脫原有的行政壟斷，還可能形成新

的市場壟斷，且目前大陸國家資本從文化產業競爭性領域的退出（即國有事業轉企改制為國有

企業）還很不充分，造成有些行業領域民營文化資本尚未允許進入，有些行業領域雖

有民間資金進入但是發展不足，反而不利文化產業發展，未來應盡快形成一個多種

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合理格局（人民日報，2010.5.7）。整體而言，大陸文化產業發展雖然已進

入國家戰略性產業發展的新階段，但相關產業政策的配套仍未到位。 

 

三、大眾傳播  

◆大陸文化部發布「網絡遊戲管理暫行辦法」 

2010年 6月 22日，文化部舉行了「網絡遊戲管理暫行辦法」（簡稱「辦法」，以下同）

的新聞通氣會，說明該辦法制定的緣由、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相關概念及適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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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具體的制度安排等。據介紹，「辦法」首次系統地對網路遊戲的娛樂內容、市

場主體、經營活動、運營行為、管理監督和法律責任做出明確規定，共計 6 章 39

條（中新社，2010.6.22）。 

根據文化部在 2010年發布的「2009年中國網絡遊戲市場白皮書」，2009年大

陸網路遊戲的市場規模已經達到 258 億元人民幣，持續增長的態勢自不待言，但

在繁榮的發展下，也出現了青少年網路遊戲成癮、廠商忽視遊戲用戶權益等問題，

爰有制定「辦法」之議（新華社，2010.1.18）。 

然而，在「辦法」推出之後，大陸網路遊戲市場占有率第 1（25.3％）的騰訊，股

價竟然應聲下挫，一般認為這反映出投資人對「辦法」可能使大陸網絡遊戲市場

放緩而感到憂心，導致騰訊股價下跌（香港經濟日報，2010.6.24）。事實上，根據權威調查

機構易觀國際公布的資料，2010年第 1季大陸網路遊戲市場收入規模雖仍達 78億

元人民幣，但與 2009 年第 4 季相比，卻僅增長 4.1％，是兩年以來首次出現連續

兩季增幅放緩，顯見市場增長神話已受到考驗（經濟一週，2010.6.19）。 

不過，任何行業都會由增長期逐漸走到成熟期，網路遊戲的獲利趨緩應可視

為自然現象，但「辦法」所代表的政策走向，為何會引發立即的市場恐慌？ 

 

◆實名制的正式要求  

「辦法」推出後，最引人注目的是實名註冊的條款（第 21 條）。網路實名制在大

陸一向充滿爭議，贊成者認為此種制度可使網民對自己的網路言論負責，減少網

路亂象，反對者則指責該制度侵犯隱私，妨害言論自由。實則網路的匿名特性正

是它的魅力之一，因為可以使用虛擬身分在網路活動，提供了網民一定程度的發

表意見自由。但這種「百花齊放」的可能途徑，對一向管控傳媒以達到「和諧」

表象的大陸當局來說，簡直如坐針氈，是以要求上網實名註冊成為大陸管理網路

的重要工作。 

不過，實名註冊規定在網路遊戲的層面來說，因屬於對未成年人保護的一環，

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正當性。實際上，為了對未成年人玩網路遊戲進行善意管理，

自 2007年 7月起，多數廠商已響應主管部門的要求，陸續開始使用「防沉迷系統」

以限制未成年人玩遊戲的時間。具體的操作方式是讓玩家提供身份證、姓名等資

料，由遊戲運營商交給公安部門核對，若資料正確且玩家滿 18歲，則不納入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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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反之，就將受到防沉迷系統的管理（信息時報，2010.6.23）。 

而「辦法」的實名制規定更臻完善，具體執行架構包括 3 個系統：一是註冊

系統，由玩家使用有效的身份證件實名註冊；二是查詢系統，可以查詢玩家所玩

的遊戲和在線情況；第三是認證系統，與公安部門配合對註冊信息進行認證。可

以說，實名制是「辦法」中諸多條款規定的核心前置要件。如對於未成年人進行

遊戲時，對不適合的遊戲及遊戲時間的限制；用戶憑真實註冊身份在與網路遊戲

企業發生糾紛時進行維權等，都需建立在實名制的基礎上（每日經濟新聞網站，2010.6.23）。 

針對網路遊戲的實名制，盛大、騰訊和網易等傳統網路遊戲公司回應稱前期

都已經逐步完成了實名註冊的準備，並已經開始大範圍實施，因此影響不大（南方日

報，2010.6.23）。 

但實名制是否能發揮保護未成年人的作用亦受到質疑。據了解，目前大陸公

安部能提供給網路遊戲運營商鑒定用戶是否應被劃分到防沉迷系統的數據，僅僅

只是用以註冊的身份證與姓名之真實性，無法判定該用戶是否盜用他人資料。此

外，在百度點擊查詢「身份證號碼大全」時，也有多達 570 萬條查詢訊息、近萬

條身份證訊息可以免費提供給用戶註冊。其實網路遊戲實名制雖然可以通過行政

手段推廣，但在真正的監管上卻很難實現。韓國作為率先推行網路實名制的少數

國家之一，從宣布實施網路實名制第 1天起，就出現了 40多家網站出售成年人的

身份證訊息，並且至今這些網站依然在源源不斷地給韓國未成年用戶提供服務。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網路遊戲實名制依舊很難達到當局預期的效果（中國新聞社，

2010.6.23）。 

 

◆門檻規定可能引發市場重整 

除了實名註冊外，「辦法」另一個受到討論的重點是進入市場的門檻規定。「辦

法」第 6 條規定，從事網路遊戲上網運營、網路遊戲虛擬貨幣發行和交易服務等

網路遊戲經營活動的單位，應當具備「不低於 1,000萬元的註冊資金」，並取得「網

絡文化經營許可證」。 

對騰訊、盛大等市占率屬一屬二，甚至還有股票上市的網路遊戲公司而言，

1,000萬元的門檻當然不算什麼，但對近兩年來發展迅速的網頁遊戲來講，就未必

如此。根據大陸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中國網頁遊戲市場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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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遊戲分為社交網頁遊戲、大型網頁遊戲、單機網頁遊戲等 3 種，相對於傳統

的網路遊戲，網頁遊戲的介面顯得單純，進入門檻也較低，主要營運商屬於中小

企業，截至 2010年 4月，用戶規模已達 1.05億（中國網頁遊戲市場研究報告，2010.5.27）。 

「辦法」將網頁遊戲及手機遊戲都納入了管理範圍，預期會使一些資金實力

不足的中、小型遊戲運營商受到打擊。業內人士認為，「辦法」執行後將加快網頁

遊戲行業內的兼併潮（新聞晚報，2010.6.23），也將淘汰同質化和粗製濫造的產品（新華社，

2010.6.24）。  

總之，「辦法」的實施將對大陸網路遊戲產業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究竟會達到

什麼程度，或者會被帶到何種方向，還需要時間來觀察。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