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社會
¢埃及政變引發了大陸網民群體對民主制度激烈爭論，眾多支持西
方民主的網民，或將成為大陸推動民主制度的重要力量。
¢新疆強化安保措施應對烏魯木齊騷亂4週年可能的亂局，與官媒
所稱「越是反恐，越是能凝聚社會團結」的理想尚遠。
¢北京等大陸北方地區空氣污染嚴重，既影響居民健康也讓外國遊
客卻步。未來5年北京全社會將投資近兆之人民幣治理空污，然
而若缺乏公民力量的進一步參與和監督，整治恐只有短期效果。
¢大陸H7N9禽流感持續有新病例傳出，且出現首例人傳人的高可
能性，研究人員均未排除H7N9禽流感疫情有爆發大流行的可能
性，呼籲各方均應嚴加防範。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相繼發文規劃協助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說
明相關工作規劃之成效有限，因此必須持續辦理各項就業活動，
使高校畢業生就業之嚴峻情勢得到應有的舒緩。
¢雖然積極鼓勵設立養老機構，但因養老機構存在不少缺失，使大
陸老人安養問題仍面臨重大危機。

一、社會矛盾
u 埃及政變引發了大陸網民對民主制度的激烈爭論
埃及日前再次發生政變，大陸「新華網」發表題為「埃及局勢動盪挖了『西
方民主』牆角」的網評，批評「某些西方國家總喜歡在全世界搞『民主輸出』，
其本質是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入侵」。同時，「人民日報」、「文匯報」等也紛
紛發表文章，批評「西式民主」是導致埃及政治動盪、經濟衰退和民眾不滿的主
要原因（BBC

中文網，2013.7.13）。官方媒體的分析得到大陸不少網民的贊同，但也引

起眾多網民的反駁和激烈的爭議，就有網民指出「困難是暫時的，前途是光明的，
堅持走民主路！」、「民主不是沒有代價，但專制獨裁的惡果更甚」（BBC 中文網，
2013.7.13）可見儘管大陸官方媒體大力批評西方民主，仍有眾多網民仍嚮往民主制

度，此或將成為大陸推動民主制度的重要力量。

u 新疆強化安保措施應對烏魯木齊騷亂 4 週年可能的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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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在 2009 年 7 月 5 日，發生「7·5 事件」，導致 197 人死亡，1,700
人受傷。就在 7·5 烏魯木齊騷亂 4 週年前夕的 6 月 26 日及 28 日，分別在吐魯番
以及和田兩地連續發生暴力事件。據海外維吾爾組織表示，和田市暴力襲擊案件
發生後，當地已有近 70 人被抓，全疆清真寺被武警控制（自由亞洲之聲，2013.6.28）。
就在 7 月 5 日烏魯木齊騷亂 4 週年之際，新疆實施了自 2009 年以來最嚴格的安
保措施，除了加派軍警巡邏之外，並派遣 50 名正廳級官員前往境內「50 個敵社
情複雜的重點鄉鎮」加強維穩，「人民日報」也在 7 月 5 日發表題為「反恐愈堅
決，社會愈團結」的社論聲稱：「堅決反恐，是人心所向」（BBC 中文網，2013.7.5）。
儘管官媒稱「越是反恐，越是能凝聚社會團結」，然而官方每年必須在「7·5 事
件」週年之際，大陣仗強化安保措施應對可能的亂局，似乎距反恐可凝聚社會團
結的理想尚遠。

二、安全監管
u 北京等大陸北方地區空氣污染嚴重，既影響居民健康也讓外國遊
客卻步
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7 月 11 日，公佈「節能減排形勢嚴峻產業發展
潛力巨大」報告，披露今年上半年受霧霾影響區域包括華北平原、黃淮、江淮、
江漢、江南、華南北部等地區，受影響面積約佔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受影響人
口約六億。環保部長周生賢並自嘲表示，自己所屬部門是「世界四大尷尬部門之
一」（BBC

中文網，2013.7.11）。空氣污染嚴重，已經對大陸居民健康造成影響，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大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教授發表研究報
告，認為大陸北方燒煤引起的嚴重空氣污染除將導致人均壽命減少至少 5.5 年
（BBC 中文網，2013.7.10）。儘管大陸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劉志全反駁，上述

結論缺乏實證，有失偏頗（BBC

中文網，2013.7.10），不過空氣污染卻對外國遊客前往

大陸北方觀光造成影響。
根據大陸國家旅遊局發佈數據顯示，2013 年上半年外國訪客（含商務及居住）比
去年同期下降了 5%；北京市旅遊局的數據顯示，外國遊客前往北京旅遊，比去
年同期更下降 15%（BBC 中文網，2013.8.13）。北京市多所中小學校在 8 月 29 日空氣嚴
重日，照常舉辦了室外運動會，導致學生健康受到影響，更引發不少家長抗議（BBC
中文網，2013.9.29）。面對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北京市政府近期宣佈，將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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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入 2,000 億到 3,000 億人民幣治理首都的大氣污染，而全社會投資則將接近
1 兆元。然而環境專家指出在環境治理中，若缺乏公民力量的進一步參與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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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府在環境污染問題上的坦誠度和透明度就無法確保（BBC

中文網，2013.9.24）。

可見大陸政府若只想要投入資金改善空氣污染，其結果會像「綠色奧運」期間北
京的藍天數短暫增加，很快又會被「霧霾」天氣所吞噬。

u 大陸 H7N9 禽流感仍持續有新病例發現，各方應嚴防爆發大流行
的可能性
大陸衛生部門證實一名河北老婦感染 H7N9 禽流感，使確診病例自今年 3 月
底發現首例，至 7 月 21 日止已增至 133 例（BBC 中文網，2013.7.21）。其中在 6 月底前，
確診病例有 43 人死亡，85 人康復，分佈於 10 省市的 40 個地市（中國網 2013.7.10）。
大陸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研究員陳化蘭博士及其研究團隊，在美國「科
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指出，H7N9 對禽類無致病能力，但侵入人體併發生突變
後，對哺乳動物的致病能力與水平傳播能力得到明顯增強；香港大學病毒學專家
管軼也曾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看法，認為 H7N9 透過飛沫傳播的可能仍低，不
過也強調不能排除 H7N9 進一步進化後，引起流感大爆發的可能性（BBC

中文網，

2013.7.21）。

另外香港和北京的研究人員 6 月底也在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論文警告，
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有可能在秋天再次爆發（BBC 中文網，2013.7.21）。江蘇省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員祁賢與急性傳染病防治所副所長鮑昌俊等，聯合在
「英國醫學雜誌」發表的報告指出，當地一名女子於 3 月份在照顧其罹病父親後
兩人均告不治，因雙方病毒基因幾乎完全吻合，確定女兒被父親感染，此係人傳
人可能性高的首例（BBC 中文網，2013.8.7）。倫敦衛生與熱帶醫藥學院講師拉奇博士表
示，若開始看到 H7N9 更長鏈條的人傳人，即一個人傳染給另一人後，繼而傳染
更多人，就值得擔憂（BBC 中文網，2013.8.7）。由於研究人員均未排除 H7N9 禽流感疫
情有爆發大流行的可能性，各方均應嚴加防範。

u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相繼發文規劃協助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
繼大陸國務院辦公廳 5 月 16 日印發「關於做好 2013 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
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大陸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2013.5.17），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相應提
出「關於實施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畫的通知」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2013.5.29），該部

7 月發出「關於開展 2013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夏季網路招聘月活動

的通知」，規劃在 8 月份舉辦活動協助離校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找工作（人力資源
社會保障部，2013.7.16）。此外，該部於

8 月又發出「關於開展第二批高校畢業生就業

見習國家級示範單位遴選工作的通知」，擴大就業見習規模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18

2013.8.1）；另根據「關於開展

2013 年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專項活動的通知」，發

文要求所屬於 9 月在全國組織開展「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月」活動（人力資源
社會保障部，2013.8.8），以及在

10 月份開展「全國高校畢業生秋季網路招聘月活動」，

以協助更多高校畢業生儘早實現就業（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2013.9.12）。凡此似顯示相關
就業工作規劃成效有限，須持續辦理各項就業活動，使高校畢業生就業之嚴峻情
勢得到應有的紓緩。

三、人口老化
u 養老機構存在不少缺失，使老人安養問題仍存在重大危機
大陸國務院於 5 月 20 日公布「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的通知」
（大陸民政部，2013.5.20），民政部為了讓老年人口得到應有的照顧，於

6 月 27 日通過

「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降低設立門檻，規定床位數在 10 張以上，即可設
立養老機構（大陸民政部，2013.6.27），並於 7 月 2、3 日在北京舉行全國老齡工作會議，
強調要「在推進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上抓出成果，在強化基層老齡工作上務求
實效。」（中國社會報，2013.7.4），然而 7 月 26 日卻發生黑龍江海倫市養老院火警事
件，造成住院安養之 11 位老人的死亡，火災主要原因在於管理失職和被稱為模
範的集中供養模式，市民政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王文和、副局長張守林，養老院院
長李克志、副院長李岩 4 人均因此遭到免職（新浪網，2013.7.29）。此外，根據記者調
查發現北京市屬的第一社會福利院，係標準的養老院，有 1100 張床位，每年最
多只有 60 人退床，在現有 1 萬多人排隊情況下，預訂一個床位至少要等 166 年
（新浪網，2013.9.26）。顯見雖然大陸官方積極鼓勵設立養老機構，但是老人安養問題

仍存在重大危機。

四、少數民族
u 大陸當局透過多方措施，保護甘肅省肅南縣少數民族裕固族語言
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現代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改變著傳統的生活方式，
一些少數民族文化頻臨失傳的危險，大陸當局正採取多種手段拯救文化的「活化
石」。其中裕固族作為大陸人口較少的民族，只有 1.1 萬人，主要聚居在祁連山
北麓、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肅肅南縣。由於只有語言無文字，裕固族的文化一直以
來是通過「口口相傳」傳承，很難進行保存（新華社，2013.9.21）。
大陸當局為搶救與保護當地少數民族語言，於今（2013）年 8 月初由甘肅省肅
南裕固族自治縣教育體育局主辦，首屆裕固族文化進校園師資培訓班，為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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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天共有 36 位教師參加，透過由該縣裕固文化研究員講解裕固族的歷史演變、
文化知識及語言學常識等方式，希望能進一步保存裕固族語言與文化。同時，甘
肅省肅南縣多個中小學也開設雙語課程，延長裕固語言學習課程時間，幼稚園也
嘗試通過開發幼兒教材、適齡讀物及多種豐富有趣的互動方式開展雙語教學（中
國新聞社，2013.8.3）。

另外，多媒體技術也成為拯救裕固族頻臨失傳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為了將
這個人口稀少民族的傳統文化保存下來，甘肅省肅南縣近十年來共走訪數百戶牧
民家庭進行調查，重點對裕固族口述文學、民歌、語言等文化遺產及傳承人進行
攝像、錄音、紀錄等初步摸底調查工作。此外，大陸文化部還將裕固族語言列入
「少數民族瀕危語言保護工程」（按為搶救與保護少數民族語言，大陸國務院辦公廳於去年 7 月 12 日通
過的「少數民族事業『十二五』規劃」便明確提出「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搶救與保護工程」，以科學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
字，完成 20 種少數民族瀕危語言的調查工作，出版「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保護叢書」），裕固族民歌、服

飾、婚俗被列入大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中國新華社，2013.9.21）。
從這些政策措施顯示，大陸當局目前對少數民族瀕危民族文化的保護力度不
斷加大，主要是希望就大陸在現代化和都市化的進程中，透過相關的保護與搶救
措施，將瀕危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存下來，惟如何在發展與保護其中取得平
衡，則是下一步所面臨的新課題。

u 大陸當局持續強化推動對西藏少數民族發展政策，惟其人權問題
仍舊引發外界質疑
大陸當局為強化對西藏少數民族之治理，於「十八大」後，提出「治國必治
邊、治邊先穩藏」重要戰略思想，進一步強調藏區工作的重要性。為此大陸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則於今（2013）年 8 月 1 日至 6 日赴西藏進行調
研，並提出要求「依法治藏、長期建藏」，及指稱發展是解決西藏所有問題的根
本和關鍵，要著力辦好一些群眾迫切需要的大事實事，使各族群共享改革發展成
果（香港文匯報，2013.8.8）。
此外，為進一步推展西藏發展，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民委主任王正偉、
國家民委副主任羅黎明也於 8 月 14 日主持會議，在西藏林芝市召開大陸全國民
委系統對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會議，研究部署大陸全國民委系統對口支援西
藏、新疆工作，期望推動西藏、新疆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推進西藏、新疆跨
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西藏之聲網站，201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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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大陸當局極力藉由對內各種措施來改善對西藏治理情形，但外界
對於大陸當局關於少數民族的權益維護，仍不斷提出質疑與介入，例如大陸與美
國於 7 月 30 日至 31 日在大陸雲南昆明進行的第 18 輪年度人權對話，便針對大
陸與美國兩國在法治、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勞工權益、少數民族權益及其他人
權問題展開討論（英國

BBC 廣播電臺網站，2013.7.27；美國之音網站，2013.7.30）。另外，美國與大

陸於 7 月 11 日在華府落幕的第 5 輪「戰略暨經濟對話」，在有關網路安全及人
權等敏感議題，仍是針鋒相對，特別是人權部分，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
便表示希望中方重視邊疆及少數民族人權，並批評中方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權紀
錄。然而，對此大陸國務委員楊潔箎則回應表示，「中國大陸在人權上取得了重
大進步，在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也享受著前所未有
的自由與人權」。他並敦促美國尊重彼此內政，希望美國改善自身的人權問題（世
界日報，2013.7.13；旺報，2013.7.13；中央通訊社，2013.7.12）。

從西藏地區少數民族發展推動情形顯示，大陸當局希望藉由各種政策措施，
促使邊疆地區能達到穩定或因而產生防微杜漸效果以避免邊疆地區動亂，以鞏固
其統治之正當性，惟卻常在推動發展過程中，僅重發展而忽略少數民族實質權
益，而引發外界對於其人權維護不足的質疑和關注。
（戴東清主稿；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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