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葉非比 

 

■建黨 80 週年，江澤民深入闡釋「三個代表」，為「十六大」載

入黨綱鋪路。 

■江暗示接納私營企業主入黨。意識形態轉折引發黨內左右路線

激辯。 

■輿論界活躍思想再起，大陸當局發動近年來最大規模整肅，政

治氣氛緊縮。 

■中組部長曾慶紅主導社會危機調查報告，深刻揭露群體衝突事

件深重。需「遏制」「改革」雙管齊下。 

■社會治安「嚴打」運動超出實際範圍，成為內外清洗敵對勢力

之政治運動。 

■省部級領導接班部署年底完成，中共中央推出以政治思想、黨

風廉政為主軸的幹部培訓計畫。 

■「六四」12 週年前夕「天安門密件」中文版問世。大陸當局全

力防堵，決議「六四」永不翻案。 

 

 

2001年4至6月大陸整體政治情勢波濤湧現。中共中央大張旗鼓籌劃建黨80

週年慶祝活動。「三個代表」學習運動席捲各地，塑造江歷史地位，鞏固共黨權

位合法性。「十六大」接班爭逐日趨激烈，強硬派向江發難；江、李、朱人馬爭

取擠進政治局；胡錦濤、曾慶紅操弄省部級領導換屆，勢均力敵。大陸當局全力

嚴打黑社會、法輪功、種族分離分子、異議人士，大規模整頓報刊、逮捕旅外學

人，顯示危機及不安感深重。 

以下謹從大陸政情穩定及不穩定兩面因素簡析大陸政治情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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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情穩定的正面（有利）因素 
 

一、建黨80週年，江澤民揭示新時代黨建方向 

◆積極部署系列慶祝活動 

    7月 1日為中共建黨 80週年，中共中央年初即下達文件預為部署。期能藉以

鞏固共黨統治地位，喚起公眾支持。5月 10日召開「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部

署廣電媒體大力宣傳共黨功績，著眼黨史、改革開放及黨建理論(頌揚「三個偉大」—中

國共產黨偉大、社會主義偉大、改革開放偉大)。並責成黨報發表系列文章闡釋江澤民「三個代

表」理論(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1.5.11)。江澤民於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分赴安徽、江

西考察(舉行「三個代表」之基層黨建工作座談會)，胡錦濤於 5 月上旬、6 月中旬分赴浙江、

新疆考察，談話重點集中在黨建工作，包括改進領導方法、黨的作風、落實理論

路線方針政策、為民服務等。 

6 月以來各項慶祝造勢活動鋪天蓋地展開，全國各界舉行紀念座談會，主軸

圍繞歌頌共黨事功及「三個代表」。至 7 月 1 日於北京召開「紀念中國共產黨成

立 80 週年大會」達到最高潮。對江澤民而言，此係確立其思想學說傳承毛、鄧

歷史地位之重大機會，並為主導「十六大」權力再分配，延續個人權力厚植基礎，

故全面積極部署。 

 

◆奠立「三個代表」思想指導地位  

   江澤民於紀念大會發表 80分鐘，2萬 2千字之重要談話。回顧 80年來共黨奮

鬥業績，揭示「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國家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發展」3 大

任務。其中大篇幅闡釋「三個代表」(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

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稱係在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理論、制度和科

技創新，奪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的根本要求。為貫徹「三個代

表」須做到「五個必須」(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民主集中制及

黨內民主；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及專業化；黨要黨管原則及從嚴治黨方針) (新華社，2001.7.1)。 

    江特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應把自覺為黨的路線綱領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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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外界

普遍認為此一宣示顯示中共邇來爭議之私營企業主入黨有鬆綁跡象(可能於「十六大」

明載入黨章)，符合「黨始終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之訴求，為意識形態之重大轉折，

資產階級的新理論包裝，以務實態度擴大執政基礎(The Washington Post, 2001.7.2；法國國

際廣播電臺，2001.7.3)。 

胡錦濤指出江講話係「加強黨建的綱領性文件」(新華社，2001.7.2)，「社科院院

長」李鐵映則稱係「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新華社，2001.7.3)。目前掀起全國性之

學習高潮，「江學說」初步奠立。綜觀江講話進一步闡釋「三個代表」具體內涵，

為 2002年秋「十六大」翻修黨綱鋪路。據悉「十六大」前將推出「江澤民論述」，

自上年下半年起由曾慶紅負責，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總執行(唐文成，「中南海敲

定內外新決策，十六大推出江澤民論述」，鏡報月刊，2001.6，pp.18-20)。江除欲塑造其歷史定位外，

為因應內外局勢之劇烈變化，亟思從淡化階級屬性、強調文化、群眾及生產力凸

顯理論獨創性，為黨的執政力量確保長久政權穩固的利基與合法性。「黨建」為

現今迄「十六大」至為重要之工作，中共已宣佈今秋「十五屆六中全會」將以黨

的作風建設工作為會議主題(新華社，2001.7.5)。 

 

◆ 「政改」 論述浮現，尚無明確內涵 

    江澤民前述談話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論及民主集中制

及黨內民主、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及人民團體的職能作用、改革幹部選拔

程序、進一步打擊腐敗，加強黨內、法律、群眾之監督機制等。惟亦強調堅決抵

制西方多黨制及三權鼎立等政治模式。中共體察「經改」開放加速「政改」之緊

迫性，現行體制弊端亦不利執政地位的鞏固。自上年 10 月「十五屆五中全會」

宣示積極推動政治改革以來，不斷釋放「政改」訊息。據悉中共高層有意在「十

六大」前，對「政改」議題及內涵進行更多調研及磋商，以獲周密的部署和充分

的理論準備，建構黨內外廣泛支持之「政改」方案，列入「十六大」政治報告(香

港信報，2001.6.8，p.9)。 

    4月間江澤民表示，推進「政改」應遵循有利黨的領導、保持黨和國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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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黨內民主、政局能否穩定、保持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分步驟有序進行等原

則，對該敏感議題可研究討論，然要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注意內外有別(本會資料，

2001.6)。而體制內有關「政改」倡議逐漸浮現，1月間中組部長曾慶紅提出「以擴

大民主為改革方向」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江澤民視為「政改」之重要關鍵與突

破口，進行黨內民主之新選擇。2 月「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潘岳

提出「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報告，指出中共應轉型為執政黨，以社會

的方式治理社會，包括培養中產階級、推進基層自治、完善現代政治體制架構、

建立權力監督平衡機制(聯合報，2001.7.5.，p.13)。江澤民要求傳閱該報告。分析家認

為潘圖使中共轉型成右翼新威權主義政黨，藉現代治理手段延續共黨統治生命，

以設法延緩大陸真正民主化的時程(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1.5.17)。 

 

二、省部級接班架構大抵建立，幹部培訓加緊進行 

◆ 省部級領導換屆部署預定年底完成 

    「十六大」距今年餘，中共高層為確保權力交班之順利和穩定，已大範圍進

行全面人事更替準備，省部級領導換屆腳步加快。自上年底迄今已有 15 個省級

行政區出現領導幹部異動(最近一次為雲南省長換人)，胡錦濤代表之「團派」人馬及曾慶

紅代表之「太子黨」、「上海幫」紛紛到位；「人事部」、「司法部」、「科技部」、「國

家經貿委」首長更動(「任期未滿，屆齡即退」政策)。由於地方領導人將成為「十六大」

代表及中央委員，據悉中組部出於加速培養年輕幹部的考慮，已確定今年年底前

大致全面完成省部領導班子換班，以預為部署繼任人選進入中委名單。部分未達

65歲退休年齡，但已超過 62歲之現任省長及部長，將於年底前提早離任(特殊部門

如「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的部長例外處理。香港明報，2001.5.26，p.13)。據悉 7、8 月間北戴

河會議將初步確定「十六大」中央委員名單，並規劃政治局委員名單(唐文成，「中南

海敲定內外新決策，十六大推出江澤民論述」，鏡報月刊，2001.6，pp.18-20)。 

 

◆ 加強幹部培訓，擇優選才 

    中組部對領導幹部擬定嚴謹培訓計畫，期培養彼等堅定之政治素質(以忠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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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代表」作為政治正確性之主要鑒別)、抵禦風險及掌握全局能力，奠定高級權力機構控制層

面的組織基礎。3月下發「2001至 2005年全國幹部教育培訓規劃」，建立縣以上

領導幹部進修計畫，理論學習考核制度及專業技術人員培訓(本會資料，2001.3)。今年

以來新提拔之副省部級幹部已達百餘名，自 5月下旬開始分批於北戴河進行為期

一個月的培訓，目標係強化其政治素質、領導水準及廉潔自律能力(香港明報，

2001.5.28，p.A12)。5月中旬召開「全國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會議」。曾慶紅表示應將人

才開發戰略擺在基礎性建設的地位；胡錦濤指出對幹部隊伍的理論素養、知識水

平、業務本領和領導能力要有新高要求，以面對新形勢及新任務(新華社，2001.5.14；

5.16)。 

    中共中央自上年 6月頒佈綱領性文件「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以來，

加強推動競爭機制、任前公示、幹部考核、幹部交流(輪調制)、幹部監督、能上能

下等政策。5月間中組部派出 6個檢查組，對「國家計委」等 12部門貫徹執行「黨

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情況進行監督檢查(此為上年底對「教育部」等 6 個部委

檢查以之第二波行動。新華社，2001.5.21)。中組部指出自上年 7月至今一年來，各地公開選

拔的幹部超過 1萬 3千人，其中廳局級幹部 412人，而通過競爭上崗擔任領導職

務的幹部多達 11萬 3千人(新華社，2001.7.3 )。目前廣東省已施行副處級以上幹部全

員競爭上崗，局以上領導幹部則通過考試向全社會選拔。「人事部長」張學忠指

出，本年下半年將開展制定「十五」人才規劃，會同中組部起草公務員法草案、

制定出臺加強人事工作紀律、加強人才市場管理等重要文件(中新社，2001.6.28)。 

    在高層人事方面，據悉中共高層已對溫家寶(現任「國務院副總理」)未來出任「總

理」達成初步共識。中組部 6月間分別向廣東、四川等地派出調查組，就廣東省

委書記李長春、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人選乙

事進行調研，結果提供中南海作為是否晉升之參考(香港明報，2001.6.8，p.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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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情穩定的負面（不利）因素 
 
一、江權威遭受挑戰，接班競逐加溫 

◆ 黨內路線之爭升高 

4月 1日爆發「中」美軍機擦撞事件，最初協商期間中共向美方釋出彼此矛

盾的訊息。西方觀察家指出高層權鬥從中發酵，不同領導人欲讓事態朝不同方向

發展，溫和、強硬派持續拉鋸(時代雜誌網站 www.time.com，2001.4.11)。惟江澤民在軍方及

保守人士抨擊渠應付布希政府過於軟弱的巨大壓力下，仍設法掌控全局，安撫軍

方並控制民族主義情緒，避免「中」美對抗升高(中國時報，2001.4.15，p.11)。在邁向「十

六大」的權力佈局中，舉足輕重的軍方成為牽制力量，據悉江藉東山島龐大規模

之軍演拉攏與軍方關係(Wall Street Journal, 2001.6.4)。 

自上年中江提出「三個代表」以來，左派批評持續升高。質疑「代表廣大人

民利益」係走向社會民主黨，「代表先進生產力」係走向復辟資本主義路線。最

近傳統左派理論刊物真理的追求第五期以 7篇文章，35頁版面猛烈抨擊中共吸收

「新資產階級」入黨的作法及對私營經濟發展的鼓勵(新猷，「中共大變革，要變全民黨」，亞

洲週刊，2001.7.9-7.15，pp.44-45)。「七一」談話後關於企業家入黨問題引發更尖銳之激辯。

「左王」鄧力群(前中宣部長)強烈抨擊指出有人想改變黨的顏色，從黨旗上去掉鐮

刀、鐵鎚，換上電腦、衛星，為共黨演變為社會民主黨鋪平了道路(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2001.7.5)。渠並誓言絕不准許江修改黨章(中央日報，2001.7.10，p.7)。而「新左派」學者

亦群起反彈，認為中共向新資產階級靠攏，忽視為數龐大的底層工農人民，並無

助局勢穩定(Los Angeles Times, 2001.7.3)。 

被視為新興保守勢力代言人之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太子黨背景)， 6月間發表

「共產黨如何『領導』資產階級」報告，指出若允許新生資本家入黨，大陸將陷

入長期社會動亂和經濟衰退。該報告獲李鵬、尉健行等人的支持，李鵬並批轉到

中央委員層級的官員。顯示李系向江澤民、胡錦濤施壓的訊號(香港經濟日報，2001.6.13，

p.A13)。代表黨內開明派的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5 月下旬受訪指出民主建設關乎

黨的生死存亡，並列舉家長制、任免欽定制、任期變相終身制、以集體領導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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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專斷等不民主的表現。渠疾呼黨內民主，反映北京「新民主運動」的力量，

盼江勿戀棧權位，儘速開展「政改」(中央日報，2001.6.5)。黨內左右路線交攻升溫恐

衝擊接班形勢，後續發展深值關注。 

 

◆權力卡位日趨白熱化 

    「十六大」權力分布係不同利益集團間的鬥爭，江澤民欲維護黨的團結和各

派政治力量的均衡，預計 7、8 月間北戴河會議對相關人事安排有另一波交鋒。

其中胡錦濤與曾慶紅之接班角力最為複雜。一般咸認胡應可順利出任總書記，惟

江澤民極力厚植曾之實力，上年「十五屆五中全會」未能如願使渠遞補成為政治

局委員，據悉今秋「十六屆六中全會」將予以扶正出線，為「十六大」可能晉升

政治局常委作準備(HK Mail, 2001.7.6)。胡、曾刻致力安插己系人馬出任省、部一級把

手，目前勢均力敵。新近上任的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即從上海調任，為曾一手主

導。中組部下設「『十六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提名的協調與意見聽取彙報小組」，

曾已掌控代表之組成及資格審查大權(夏文思，「中共決議六四永不翻案」，開放雜誌，2001.6，

pp.11-13)。 

    有關李鵬戀棧權位之傳聞不斷。月前港媒傳出「十六大」高層初步名單，李

鵬出任「國家主席」，與先前一般預測渠淡出不符。可能係李鵬一系人馬擔憂天

安門密件對其不利，藉維持局勢穩定為名尋找留任藉口(中央日報，2001.6.8，p.7)。5月

間港媒披露其親信「人大副委員長」姜春雲於山東省委書記任內爆發用人弊端，

黨內派系似欲藉以打擊李鵬對「十六大」的人事部局（「李鵬庇護姜春雲、梁廣大」，開放雜誌，

2001.6.，pp.18-21；中國時報，2001.6.11，p.11）。惟李鵬仍積極透過其心腹羅幹培養政法系統

人脈，並積極爭取羅未來擔任中紀委書記。 

邇來朱鎔基致力推動「經改」及加入世貿組織部署工作，由於改革頻遭掣肘，

成效不如預期，聲勢明顯較前削弱。6月上旬朱宣佈請辭已任 17年的清大經濟管

理學院院長乙職，且表明「以後不再回來」，引發外界政治聯想。分析家認為可

能欲間接對江、李傳遞訊息，盼至「十六大」時均能交棒(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1.6.8)。朱力主溫家寶繼任「總理」，惟外界原預測渠離任後將回到清大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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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宣示使渠未來動向引發揣測。 

    「政協主席」李瑞環為最孚民望且具改革思維的高層領導，渠強調開放公眾

參與政治、容忍社會多元化、共黨訴求應更廣泛、給予非共人士(包含民主黨派)更大

空間等，對「法輪功」組織立場較溫和，與江不同調。天安門密件中並揭露渠為

鄧小平真正屬意之傳人。由於年齡優勢，「十六大」應可留任政治局常委，並接

任「人大委員長」。惟自本年初以來 3 度傳出將於「十六大」退休，分析家認為

係「以退為進」(CNN，2001.6.26)。渠經一再婉拒後，終於同意接任十屆「人大」、「政

協」會議籌備領導小組組長(陸非，「『十六大』李瑞環是否出局？」，動向，2001.6.，p.30-31)，近於

媒體曝光率甚高。5 月下旬李親信向遠東經濟評論表示，除非江澤民同意於「十

六大」退下，否則李也不願退。實則年初李於內部會議中已表示與江同進退的立

場，並稱身體強健，仍願為黨國服務(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1.05.31)。言下之意

似在對江施壓。未來倘渠留任政治局常委，以其資歷將發揮支配作用，並平衡江、

胡之影響力。惟有關接班變數仍多。 

 

二、社會不安擴散，幹群矛盾升高 

◆黨內高層調查報告直指社會危機警訊 

    大陸各地逐漸蔓延的群體衝突事件引發中共高層高度關注。中組部長曾慶紅

領導之研究小組經過數月之調研，於 5月底發表 308頁之「2000至 2001年中國

調查報告：新情勢下人民群眾矛盾的研究」，由中共中央編譯局出版。其內容之

坦白深刻令外界驚訝，一般咸認涉及未來高層人事更替中改革取向之擘劃。 

    該報告措詞強烈，指出由於經濟、種族及宗教衝突引起的集體示威及群眾事

件正日益擴增，幹群關係不僅緊張，爆發衝突之頻率愈來愈高且具對抗性(大型示威

人數動輒上萬)。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及官員貪腐為民眾普遍不滿政府的原因，而貧富

差距之嚴重性已達「警戒線」邊緣。未來隨著加入世貿組織之對外開放可能帶來

更多群眾衝突事件，需加強警戒，防堵串連，「遏制」及「改革」雙管齊下。如

加速黨及政府改革，包括法制、社會主義民主、經濟發展及稅制的公平性、社會

保障及以「體制創新」推動思想工作(New York Times, 2001.6.3)。據經濟學人雜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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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前遭遇的政經挑戰較過去任一時期皆更複雜，目前之選擇為以改革之名放

鬆政治控制，或坐視其權威遭到挑戰，控制力持續弱化(“As China Changes”，The Economist，

2001.6.30-7.6，p.9)。 

 

◆治安惡化，騷亂頻仍，「嚴打」行動範圍擴散 

每年一度之「全國治安工作會議」於 4月初召開，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尋

常地全員出席，顯示維護穩定工作面臨嚴峻挑戰，及中共高層領導的深重不安情

緒(石家莊爆炸案為重大警訊)。會議部署大規模的 3 個月「嚴打整治鬥爭」，對象為黑幫

集團、重大暴力及竊盜犯等。要求武警公安加緊防範「突發事件」，並加強各地

之聯繫通報網。江澤民指出社會治安不僅為社會問題，亦係關乎社會政治穩定與

共黨執政地位鞏固的重大政治問題 (秋子，「社會治安升為重大政治問題」，廣角鏡月刊，

2001.6.16-7,15，pp.20-22)。渠強調「四項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體察思想政治問題嚴

重，已不利社會治安之整頓。 

「嚴打」運動迄今，繫獄及死刑人數大幅攀升，民眾拒捕造成大批公安死傷

(據悉至 6 月底已有 40 名民警死亡，1,600 餘人受傷。香港明報，2001.6.28)。大陸當局(中央政法委、中組部及

「公安部」)鑑於公安隊伍大量涉及腐敗及黑社會案件(已查獲 10 餘名縣級以上公安局長涉嫌與當地

黑社會關係密切)，6 月初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市、縣公安局第一把手，不得由本地

提拔安排，並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公安負責官員交流制度(香港明報，2001.6.11，p.A14)。

跡象顯示「嚴打」運動範圍已自黑社會擴散至種族分離分子、工運分子、異議人

士(「六四」12 週年迫近 )、特務份子(美籍華裔學者)、地下教會、非法網吧和抗稅農民等，

儼然成為大張旗鼓的政治運動(北京政壇流傳嚴打係「打 3 個半」：法輪功、民運人士、特務、半遮半掩打

黨內不同意見者)。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於「政協」常委會議中指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

素大量存在，除掃除敗壞治安因素外，將續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民族分裂勢力

及法輪功組織等(中新社，20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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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輿論界異聲再起，大陸當局強力嚴控 

◆開展近年來最大規模媒體整肅 

    隨著「十六大」腳步臨近，大陸知識界思想轉趨活躍，就政體、治制轉型及

經濟發展前景等開展辯論。中共高層原有意就衝擊範圍內允許社會一定程度之

「政改」等討論聲浪出現，惟對記者大膽報導(特別是小型報刊)及思想活躍的程度深

感震驚，擔憂思想混亂不利穩定，爰亟思控制，宣傳口徑更加左轉。大陸當局自

5月迄今整頓 10餘份與當局方針不合，有「政治問題」的平面媒體，撤換編輯、

記者、勒令停刊或吊銷執照。包括四川蜀報、商務早報、南京經濟早報、鄭州大

河報、廣西商報、湖南書屋、湖北當代名流、廣東羊城晚報旗下的新聞週刊等(美

國之音 2001.6.28；中央日報，2001.7.2，p.9)。極具影響力銷售達 130萬份的南方周末由於勇

於揭露貪腐治安黑幕，多名主管及編輯遭中宣部整肅(導火線為對芳林小學、石家莊爆炸案的

報導)，更引起矚目。 

    6 月下旬中宣部發出內部通報，提出內部文件不要公佈、不要組織跨區域的

研討活動、抓人多報，殺人少報等 8 項要求(香港明報，2001.6.28，p.A14)。繼之中宣部

及「新聞出版署」發表紅頭文件(約 2 千字)，要求於「十六大」前嚴控出版業，有

錯誤傾向者將永久關閉。嚴禁發表猜測領導人變動、呼籲「十六大」施行「政改」、

多黨制、違反 4項基本原則、違反黨和國家政策、包含軍事及其他國家機密、淫

穢、暴力、威脅社會穩定、違反少數民族政策及編造等的報導。對重大貪腐、犯

罪案及重大天災人禍則由新華社統一發稿。江澤民要求下發至所有出版物，促其

切實遵守(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1.6.27，p.1)。7月 1日中宣部開始推動「馬克思主

義新聞觀」的教育運動，要求各地千餘名記者及編輯分 3個月教育學習，加強認

識共黨在媒體中的作用，及正確把握輿論導向的能力。期滿考試不合格者將強迫

下崗(中國時報，2001.6.19，p.11)。7月 3日「國營媒體暨出版品管理局」召開全國會議，

統一思想及傳達政策方針(路透社，2001.7.3)。 

    另一方面大陸當局刻加強監控網際網路之言論尺度，大規模封殺民間及個人

網站。繼「互連網站從事登載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後，

於 5月底成立屬於國家級的網路自律組織「中國互聯網協會」(中央日報，2001.5.22，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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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認為大陸當局嚴控媒體輿論之行動，顯示正面臨執政以來最嚴峻之考

驗及內外交困的危機(The Washington Post, 2001.7.2)。實則「十六大」前政治敏感期強

硬路線之抬頭，造成輿論監督倒退，反而不利前瞻改革方案之擘劃與推動。 

 

◆ 加緊監控逮捕知識分子 

    4月下旬 4名知識份子(記者徐偉、工程師靳海科、張彥華、楊子力)因成立「新青年學會」，

於網際網路中討論「政改」、農村民主及貧富差距等問題，遭「國安部」以「顛

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起訴(中央日報，2001.5.22，P.9)。上年底以來大陸當局大肆逮捕

旅外華人學者(至 4 月達到高峰)，包括高瞻(7 月 24 日被判間諜罪 10 年徒刑)、覃光廣(7 月 24 日被判

間諜罪 10 年徒刑)、李少民(7 月 14 日北京申奧成功翌日被判間諜罪成立，並予驅逐出境)、徐澤榮、劉亞

平、吳建明(高、覃、劉持美國綠卡，李、吳為美國公民，徐為香港居民)。此舉背景係嚴防「西化、

分化」敵對勢力、天安門密件問世引發之洩密問題、對旅外學人可能與國內知識

分子裡應外合「殺雞儆猴」。亦顯示內部保守勢力之抬頭，強硬派正藉以打擊改

革派，國安系統並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經濟學者何清漣以揭露貪腐隱患之「現代化的陷阱」乙書聲名大噪(1998 年出版，

江澤民心腹前「社科院副院長」劉吉作序)，其後因直言批評，遭中宣部施壓調職減薪。5月初

廣東羊城晚報旗下的新聞週刊刊登何清漣專訪「我的聲音是獨立的」，大陸當局

認為嚴重違反新聞宣傳紀律而嚴厲整肅該刊，並對何點名批評。渠深感處境危

殆，於 6 月間出走美國(New York Times, 2001.7.3)。該一事件顯示當局對知識界控制不

斷加劇，自由派知識分子言論空間再度緊縮。 

 

四、「六四」12週年風聲鶴唳 

◆ 大陸當局全力防堵天安門密件效應擴大 

    天安門密件英文版元月間出版後，中共於2月間緊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主軸之一即重提「六四」定性，統一口徑，決議永不翻案，繼採取嚴密對策慎防

該書之不良影響。4月15日中文版中國「六四」真相問世，中共中央下發文件，

要求全體黨員幹部不准購買、傳閱、自網路下載，各地海關、公安、安全部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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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查緝截堵入境(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1.4.16)。5月14日中 共中央轉發「江澤民同志和

其他領導人關於要加深對1989年春夏政治動亂事件的認識」，江指出黨內野心家

要藉「六四」事件搞風波，有想為「六四」翻案者要嚴處(羅冰，「江澤民禁黨內重評『六四』」，

爭鳴，2001.6，pp.6-8)。由於該書引發海內外對「六四」事件之重新關注，在「六四」

12週年前夕，大陸當局更加謹慎加強保安監控措施，加強看管趙紫陽、鮑彤(趙之

秘書)，大範圍拘捕異議人士，結合反法輪功鬥爭，部署時程提早，層面更廣。中

央政法委發出「關於作好『六四』期間安全穩定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強化「講

穩定就是講政治，保安全就是保中心」的認識，並嚴控人車進京(本會資料，2001.6)。

6月 4日天安門密件作者張良於港媒發表「毋忘『六四』免蹈覆轍」專文，重申

期藉該書迫使政府平反「六四」，動搖李鵬地位，最終有利改革力量之推動(香港信

報，2001.6.4，p.20)。 

 

◆ 異議人士持續串連活動 

    在大陸當局嚴密鎮壓，領導人均已繫獄情況下，異議人士難以開展有組織之

抗爭行動，力量零星。惟仍盼藉「六四」12週年串連發聲。大陸公安採取預防性

釘哨，警告異議人士屆時不得出門，不得參加任何紀念「六四」的活動。各地均

有人遭拘留，知名人士任畹町遭到 24 小時監控。丁子霖聯合 111 位「六四」受

難者家屬發表公開信「天安門母親的話」，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速回應控告

李鵬案，盼當局重新審議「六四」，反對鎮壓民間異議活動，保障公民言論、出

版、信仰、新聞網路的自由(自由亞洲廣播電臺，2001.6.3)。海外則發起各項紀念活動，

港支聯及紐約民運人士舉行燭光晚會。令人矚目者，50餘名海外民運人士於「六

四」12 週年前夕於紐西蘭發表「奧克蘭宣言」，盼凝聚成統一的、有高度協同作

戰能力的政治反對實體，將於本年 12月 20 日發佈組織合併細節(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2001.6.3)。預示新融合力量之再生，後續影響頗值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