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2006年3月5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中宣布，將在2年內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逐

步擴大提供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教科書、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稱其為

中國大陸教育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馬列思想因不利資本主義市場發展已漸被中國大陸揚棄，儒家所崇

揚的尊重威權、對統治階層順服等傳統觀，正適合中共一黨專制政

權的道德建立。中共寄望以孔子為首的儒家思想能填補中國大陸漸

趨資本化社會所造成的價值體系空缺，成為中共對外宣揚國家品

牌，表達和平崛起及和諧社會理念的文化核心。 

▓中國大陸新聞出版產業發展透過企業化改制獲得實質進展，呈現活

躍增長，報刊業躋身中國大陸發展最快行業之一，年銷售額達300

多億元人民幣。中國大陸部落格市場發展迅速，部落格數量達到

1,600萬，部落格托管網站已超過500個。上海市實施「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辦法，限制網路語言使用。 

 
 
一、高層文化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布農村義務教育重大措施 
今(2006)年 3月 5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進行

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未來的教育工作，將加強義務教育執行，特別是農村義務

教育的部分，從 2006年開始，以兩年的時間，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

雜費。逐步擴大對貧困家庭學生提供免費教科書、補助寄宿生生活費，並稱此項

措施為中國大陸教育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新華網，2006.3.27；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中央電視臺國際互聯網站，2006.3.5)。據了解，這項政策倘能落實，將嘉惠中國大陸農村地區

約 1.6億名學齡兒童(佔全國近 2億中小學生的 80％)，預計官方 5年內將投入 2,182億元人民

幣執行(騰訊新聞，http://news.qq.com/a/，2006.3.5；文匯報，2006.3.6)。 

據 3月 14日批准的中國大陸「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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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加速發展農村義務教育」列為發展農村、培養「新型」農民的要項，未來

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將按照各級責任、中央地方共同分擔，把農村義務教育全面

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建構農村義務育經費的保障機制（人民日報，2006.3.17）。 

溫家寶這項政策宣布，對中國大陸農村基礎教育推動而言，堪稱是重大改革，

顯示長期以來，中共官方抱持「人民教育人民辦」，把義務教育辦學的責任推給

社會和人民的舊思維，將朝「義務教育國家辦」的方向修正，以解決義務教育無

法在基層農村落實，城鄉居民受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 

 

◆中國大陸「義務教育法」適用於農村的矛盾 
1986 年中國大陸實施的「義務教育法」中規定，將對中、小學生提供「免收

學費」的 9 年制義務教育。不過，由於缺乏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義務教育政策

在多數貧困農村地區很難徹底執行，有些學校甚至巧立名目，多收取書本費、雜

費等等，這些費用的加總竟然高於學費，子女的就學開支，成為農民們沉重的家

庭經濟負擔(任紋儀，大紀元網站，2006.3.26)。 

據湖南省長沙市委副書記、市長譚仲池今年在「兩會」期間發布的「關於農村

義務教育公共投入問題及對策思考」調查報告顯示，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相對滯

後，造成農民接受教育的權利受到損害，貧困地區農民子女失學嚴重，統計得知，

中國大陸農村每年大約有 110 萬名學童不能入學，有的農村中、小學失學率高達

30％(新華網，2006.3.27)。南京大學社會系張玉林教授在其著作－「2004 中國教育不平

等藍皮書」中統計，從 1986年「義務教育法」發布至 2000年的 15年間，中國大

陸有 1.5億左右的農民子女未能完成初中教育 (鳳凰網，2005.11.8) 。 

有評論者認為，中國大陸於 1986年發布的「義務教育法」與貧困農村的實際

情況存在嚴重的矛盾：首先是城鄉教育經費分擔的不公平。城市推行 9 年義務教

育，基本上由政府承擔教育費用，而農村的 9 年義務教育，其費用則絕大部分由

農民自己承擔。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課題組的調查

結果，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中，鄉鎮一級的負擔竟高達 78％左右，縣財政負擔約 9

％，省負擔約 11％，中央財政只負擔 2％(中安網新聞中心，2005.1.18) 。在「義務教育法」

中只規定各級政府的共同責任，沒有對每一級政府的責任做出具體的規定，但實

際上是把財政負擔推給最薄弱的一環－鄉鎮政府，而鄉鎮政府又將負擔推給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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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弱勢的農民。這與現代國家，由社會全體共同承擔義務教育費用的作法顯然背

道而馳 (梁京，大紀元網站，2001.7.21；李成貴，中國農村經濟，頁 15，2003.11) 。 

因此，為了維持家庭基本生活，多數農民不得不犠牲孩子的就學機會，有的家

長則寧可讓子女長途跋涉，前往鄰近國家，如緬甸、越南等學費較低廉的華語學

校就學。 

其次，中共官方限制農村學生到城市裡受教育的不公平。據估計，中國大陸已

有上億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勞動市場，但這些農民並不能取得城市的戶口，根據

中共政府規定，來自農村的未成年子女，不能和城市學童享有同等的教育權，漸

漸的，城鄉子女受教權的不公平，拉大了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生活品質落差，農村

子女無法透過教育提升競爭力脫離貧窮。 

第 3，農民沒有參與監督和管理農村教育的權力。在許多農村地區，「義務教

育」成了地方官僚用以剝削農民勞力的方便藉口，例如，興建與教育並不相干的

工程、引介大量不適任的人參與農村義務教育等(梁京，大紀元網站，2001.7.21)，農民要反

抗，還可能遭到地方官僚反控阻礙「義務教育法」的執行。 

 

◆農村流傳「新讀書無用論」 
2004年 2月 17日中國青年報報導，安徽省多處農村出現「讀書無用，打工有

理」的風氣，「新讀書無用論」影響日益嚴重。2006年 3月 17日中國教育報報導，

「新讀書無用論」正在湖北省部分農村悄悄蔓延，中、小學輟學現象頻繁。在今(2006)

年「兩會」上，有與會代表指出，當前的「讀書無用論」已成為貧困家庭，尤其

是農村地區相當普遍的觀念。農民子弟讀書莫不希望能上大學，如果考不上大學，

讀書根本無用(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學校硬體普遍不如城市完備，農村學生考上高中的困難度相當高)，就算

農村的孩子順利考上大學，其付出的學習成本(如學費)在短期內也未必能回收(根據中共

「全國政協」委員、青海省政協副主席鮑義志指出，近年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徵是收費大幅上漲。大學生

平均學費已從 1995年的 800元人民幣，上漲到 2004年的 5,000元人民幣；供養 1個大學生，需要 1個城鎮居民 4.2年的純

收入，1個農民 13.6年的純收入。中國經濟時報，2006.3.22)，任何一個家庭「供養大學生越多，其家

庭就越貧窮」，這種「高投入、無回報」，以及近年來大學生謀職困難等因素，

助長了農村「新讀書無用論」的擴大。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是中共官方推行教育政令極具代表性的

 48



口號，然而，自 1986年「義務教育法」發布至今近 20年，9年義務教育仍無法在

中國大陸普及，相反的，由於教育資源投入的失衡，以及偏差的「教育產業化」

概念，提高了平民百姓接受公平教育的門檻，尤其是農村地區。溫家寶此次在「兩

會」上對於農村義務教育改革的重視，是官方教育政策的重要突破，也是中國大

陸廣大農村地區(中國大陸人口約 13億人，農村人口約 9億人)能否藉由公平的「教育」機會，全

面提升人力素質、改善生活品質、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的契機。 

 

二、通俗文化 
◆ 和諧社會-中共期望孔子儒家思想帶領文化道德價值 
八榮八恥－中共樹立社會新道德標準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於 3 月 4 日（值「兩會」期間）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倡導八榮

八恥的新道德概念。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盧漢龍說：「樹立社會

主義榮辱觀，是自上世紀 80年代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

講道德，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活動以來，在精神文

明領域由官方發動的，規模最大、範圍最廣、影響最深的社會道德建設運動」(新華

社，2006.4.6）。 

在「兩會」過後的 1個月間，榮辱觀成為中共各地官員講話中的「熱門詞彙」，

儘管對八榮八恥的詮釋不一，但為落實八榮八恥，地方單位莫不絞盡腦汁，山東

濟南市把此一道德教育細化為 100 個細節，大到自覺維護國家尊嚴、勇於揭露危

害國家安全與利益的行為，小到不在人民幣上亂寫亂畫、拾金不昧、義務捐血等，

涵蓋社會生活各個面向(人民日報，2006.3.29）。在上海市徐家匯 1個要價超過 2萬元的小

區入口，看板欄已換上「八榮八恥」的內容。除口號外，還有音樂會著裝禮儀、

體育比賽文明觀眾須知、保護生態環境等，榮辱觀教育已被列入各級學校的必修

課，由「八榮八恥」改編的歌曲也在學子口中傳唱 (新華社，2006.4.5）。 

中共官方輿論大力讚揚八榮八恥，稱是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的治國方略(大

紀元時報，2006.3.31），但也有評論人士指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社會貧富差距極端

兩極，可以 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下的世界來形容－「這是 1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

壞的時代」，在官方無力改變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社會不公平現象時，只好用道

德約束力量來合理化現有的不公平，而重建道德價值觀的過程中，恢復傳統、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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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本土文化有非常現實的功用性，馬列思想是外來意識型態的移植，宗教信仰又

難以掌控，儒家思想從個人修身之知榮辱、有恥且格，到講究階級統治、王道思

想及和諧社會的理念，對內除可以穩定政權統治，對外又可營造「中國和平崛起」

的宣傳表相，這或許正是「孔子符碼」又再度為中共所重視的重要因素(Newsweek，

2006.3.20）。 

 

漢語學習熱潮並未相對帶動中國大陸年輕人學習重視傳統文化價值 

    據統計，全球把漢語當作外語來學習的人口已經超過 1 億，截至目前，全世

界已開設 42所孔子學院，而中共計劃在未來幾年讓這個數字擴大到 100所(新華社，

2006.2.24)。學者研究指出，英語是 70 多國家的官方語，120 多個國家的主要第 2 外

語，英語在全球的地位靠的不只是殖民時代，更重要的是它作為生產近代文明內

容載體的功能(亞洲週刊，2006.1.29，頁 5)。而隨中國大陸近年向外開拓文化產業，漢語正

成為全球最具擴展性的語種，目前約有 3,000多萬海外學生學習漢語，超過 100個

國家在其學校內開設漢語課程，美國國務卿萊斯女士在 1 場演講中對其外交同仁

表示，外交官必須掌握中文等外語，否則難以升遷(大公報，2006.1.26)。 

然而中國大陸社會現代生活節奏快速，文化產品種類豐富，加上電視網路等

媒體的快速發展，時下年輕人反深受西方文明吸引，漢語學習似有每況愈下的趨

勢，「菌男霉女」、「醬紫」，這些看不懂的詞句是時下中國大陸青少年最流行

的通俗語言，尤其借助網路語言的傳播，甚至被當成正統漢語，出現在學生文章

中，而儒家思想對年輕人產生的影響，反不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西方價值觀

影響來得深遠(新華社，2006.4.10)。且隨著國際化的趨勢，英語反被置於一個至高無上的

地位，無論入大學、考研究生、博士甚至公務員都需通過英語考試，社會已形成

「重英語輕漢語」的風氣(東方日報，2006.1.20)。「漢語熱」應是中國大陸經貿活力的延

伸效應，學習漢語、說中文在國際外交界似蔚然成風，但如何提升漢語、維護中

華傳統文化、充實中文的內涵，才是未來漢語能否和英語並駕齊驅的重要關鍵。 

 

宣揚國家品牌以對外表達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及和諧世界理念 

在西方人眼裡，孔子的再度崛起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甚至有人把孔子

早先所提出的「大同世界」理想，等同今天「全球化」實踐的預言(新華社，200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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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亦不否認以中國傳統節慶對外促銷文化產業商品最具賣相，看中國歌舞、賞

花燈流轉、聽爆竹聲聲、觀龍獅賀歲，已是西方瞭解中國的重要渠道。自今（2006）

年 1 月起，「2006 中國在倫敦」、雅加達「中國文化周」、埃及開羅大學「中國

之夜」、第 2 屆巴黎中國電影節、義大利「中華文化展示活動」和柏林中德大型

文化交流活動等，讓人目不暇接，「文化年」活動已成為中共對外交往的國家品

牌。數據顯示，僅在去年，經文化部審批或辦理的對外文化交流項目就有 1,119個，

除廣設孔子學院推廣漢語教學外，另在世界各地加緊建立中國文化中心(人民日報海外

版，2006.3.31) 。 

中共對外文化交流之軟性戰略運用，除展現國力、宣揚國威，期與國際社會

並駕齊驅外，並藉文化產業的推動，帶動相關商業、觀光產業的成長與發展，中

共官員對文化經濟成長率仍有很高的期待。中國大陸學者亦指出，發展文化產業

是提升城市競爭軟實力的制高點，同時也是中國大陸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區域協

調發展的重要內容(新華社，2006.1.7)，文化在中國大陸執政者的眼中，還承載更高的政

治戰略目的。 

    

三、大眾傳播 
◆報刊業躋身中國大陸發展最快行業，年銷售逾 300億元 
    報刊業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中國大陸現有期刊約 9,500

種，出版報紙約 1,900種，報刊年銷售額達 300多億元人民幣。目前中國大陸出版

日報約 1,000 種，日報佔報紙總量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20％上升到目前的 50％左

右。據世界報業協會統計，2004 年全球日報出版總量為 6,580 種，中國大陸出版

的日報數量位居世界首位，佔全球日報出版總量的 14.5％。結構上，中國大陸報

業逐漸形成了以黨報為主體的多樣化報業結構。同時，晚報都市類、生活服務類

報紙快速發展，數量佔中國大陸報紙總數量的 14.8％，成為拉動報紙出版業增長

的重要力量(新華社，2006.3.26)。隨著新聞事業的快速發展，新聞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到

2005年，中國大陸正式持有新聞記者證的有 15萬餘人，98％以上擁有大專以上學

歷，新聞從業人員達 70多萬（上海青年報，2006.3.28）。 

圖書出版方面，2004年中國大陸 573家出版社共出版了近 21萬種圖書，總印

數超過 64億冊，總銷售 156億冊，總銷售金額達 1,131億元人民幣。同年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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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製品 15,000多種、超過 2億盒（張），錄像製品近 19種、3.6億盒（張）。 

媒體認為新聞出版業的發展呈現增長的趨勢是由於企業化改制獲得實質性進

展，自 2004年 4月 5日批准中國大陸出版集團改制為中國大陸出版集團公司後，

中共新聞出版總署陸續批准組建了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重慶出版社出版集團、貴

州出版集團公司、天津出版集團、甘肅讀者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等五家集團（公司）。 

  報業部分在跨地區、跨媒體經營邁出實質性步伐，北京青年報報社、廣州日

報報業集團與上海文廣傳媒集團合辦了第一財經日報，上海解放日報報業集團與

成都日報報業集團合辦了每日財經。中國大陸 39家報業集團創辦的報紙佔報紙總

量的 17％，這些集團的經濟效益好，推行集約化經營戰略，影響力不斷提升（新華

社，2006.1.2）。 

  同時，列入改革試點的新華書店轉制和股份制改造，四川、福建新華發行集

團已完成國有資產授權；上海、四川、浙江、江蘇、遼寧新華發行集團已完成整

體轉制，正積極籌備上市。 

    另一方面，民營和外資亦成為重要組成部分。民營書業實力不斷增強，昆明

新知圖書城有限責任公司等購書中心經營面積超過 1 萬平方公尺，在市場競爭中

嶄露頭角。四川新華文軒連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百聯世紀圖書有限公司、北京連邦

軟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7家有社會資本參與的企業獲得全中國大陸連鎖總發行權。2004

年亞馬遜公司收購卓越網百分之百的股權，構成最大 1 宗出版業外資投資案（中新社，

2006.3.24）。 

    不過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所長郝振省針對出版產業集團化的現象，也特別強

調，在謀劃改革的過程中，不能簡單地把集團化就看成是改革的惟一模式，改革

可以搞集團，但改革不等於集團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創新體制。沒有體制

的創新，單純去追求集團化，那只是簡單的捆綁和「撮大堆」，實際效果也不會

好（多維新聞，2006.3.24）。 

 

◆ 中國大陸部落格託管網站已超過 500個 
根據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委託重慶電腦報社開展的 2005 至 2006 年度中國

大陸 IT品牌調查報告，中國大陸一些部落格託管網站一改專業性強的面孔，紛紛

定位在娛樂休閒、社會生活、情感婚姻、教育學習等方面，受到更多網民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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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作者的青睞。 
  2005 年中國大陸部落格市場發展迅速。據中國大陸互聯網協會交流與發展中

心日前發佈的「2005－2006中國互聯網產業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大陸部

落格數量達到 1,600 萬（新華社，2006.3.8）。以往的部落格託管網站多數受到專業人士

和職業網路寫手的青睞，離普通網民的距離很遠。隨著新浪、網易、天涯等門戶

網站、互動社區紛紛開設部落格業務，普通網民不需要很多網路知識，也不需要

做過多網頁設計，只要選取現成的模板就可以快速簡易建立自己的部落格。這種

服務模式很受歡迎，調查顯示，這類部落格託管網站 2005年都獲得了快速發展，

2006年的市場前景也很為業內人士看好。 

  調查顯示，大部分部落格作者都使用部落格託管網站提供的便捷服務建立自

己的部落格站點，其中「博客（部落格）中國」從定位高科技知識的網站轉向生活娛

樂、教育學習等綜合化方向，獲得了 48.89％的關注度，在此次調查中成為消費者

首選部落格網站。以娛樂休閒、情感主題為主的「中國博客（部落格）」在此次調查

中獲得 18.19％的關注度，比 2004年的 17.79％的關注度略有增長，名列第二。「MSN 

Space」部落格託管網站向網民提供照片、播放列表、訪問控制、即時消息和電子

郵件共享等服務，也很吸引網民，在 2005年度消費者調查中，「MSN Space」獲

得了 15.16％的關注度，名列第 3。定位於生活、感情、學習等方面的「BlogBus」

此次也獲得 3.72％的關注度，名列第 4（新華社，2006.3.28）。 

 

◆中國大陸首部限制網路語言使用的地方性法規開始施行 
   根據2006年 3月 1日起開始生效的「上海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

語言文字法』辦法」，國家機關公文、教科書和新聞報導中將不得使用不符合現

代漢語詞彙和語法規範的網路語言。這也是首部將規範網路語言行為寫入法律的

地方性法規（新華社，2006.3.1）。 

  這部包含限制網路語言使用的地方性法規，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王耀

羲解釋說，漢語文出版物種類眾多，包括期刊、圖書、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等，

期刊、圖書這類出版物針對其讀者群使用一些網路語言是可以的。但是，教科書

作為一種特殊的出版物，對語言文字使用有示範和規範的重要作用，應當對其使

用網路語言作出禁止性規定。此外，新聞報導對社會影響大，也應當對其使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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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語言作出限制性規定。因此，「辦法」規定新聞報導除客觀需要外，不得使用

不符合現代漢語詞彙和語法規範的網路語彙。 

在日常對話和寫作中頻頻使用網路語言，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中已成風尚，

但是許多教師和家長對許多未成年人的作文裡也大量出現網路語言，感到無法容

忍，他們擔心長此以往，未來的中國大陸民眾將無法再寫出詩一般的語句。 

    上海立法限制網路語言「泛濫」，不只停留在文字層面。根據規定，教育行

政管理部門負責對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語言文字使用進行管理和監督；廣播影

視、新聞出版和信息產業等行政管理部門，則負責對廣播、電視、報刊和網路等

媒體以及中文信息技術產品中的語言文字使用進行管理和監督。同時，上海各級

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還建立起監測工作網路，對各類媒體、公共場所用語、用字

進行監測，並將監測結果向社會公示。上海市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朱蕾說：

「層出不窮的網路語言，我們不能一概否定」。她舉例說，版主、主頁、鏈接、

下載、上傳等詞彙都源自網路，但符合現代漢語詞彙、語法規範和漢語造詞規律，

充滿時代氣息，這樣的詞語不妨大膽使用；而 「：P（吐舌頭笑）」、「7456（氣死我了）」

等使用數字和符號的詞，雖在部分年輕人中流行，但還是應該把它限制在網路生

活之內。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