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研判報告 
 
壹、政治 
                                               葉非比 

 

 

      ▓江澤民提出之「三個代表」成為新時期黨建指導綱領，奠定「江

思想」核心內容。黨內對江固權延任企圖頻生爭論。 

■ 中共召開建政以來第一次「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期能以

工作針對性、實效性及主動性因應社會經濟嚴峻情勢。 

■ 中共加快部署 2002 年「十六大」人事框架，據悉今夏北戴河

會議將以跨世紀領導班子建設為重要議題。 

■ 江澤民開展意識形態領域「三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反西方議會政制意識及反邪教迷信宣傳。   

■ 自由派學者李慎之、劉軍寧、樊鋼、茅于軾續遭重點批判，北

京學術圈氣氛嚴峻。 

▓大陸社會不安情勢持續高昇。大陸當局嚴防爆炸性、震盪性、

全局性危機熱點影響政局穩定。 

 

 

2000年4至6月大陸整體政治情勢波濤洶湧。江澤民政治路線更趨保守，積

極推動「思想政治工作」成為跨世紀黨建要務，以「三個代表」作為核心理論，

亟思肆應大陸內、外政經變化造成之衝擊，鞏固共黨執政基石。自由主義知識分

子續遭點名批判，「新反右運動」隱然成形，積極消除黨內「腐化、西化、分化、

私有化」思想傾向。「六四」11週年前後大陸當局嚴密監控異議人士及其他團體

藉機生事，慎防局面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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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奠立思想體系，塑造權力獨尊地位 

◆提出「三個代表」，「江理論」正式奠基 

     2000年2月江澤民於廣東考察時首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忠實代表」。5月間於浙江、江蘇、上海考察時正式強調以「三個代表」加強黨

建，稱係「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要求據以推進黨的思想、政治、

組織和作風建設。該論述被人民日報描述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

的偉大綱領」，並於5月23日中組部正式下發通知，一場學習運動已於大陸黨、

政、軍各界如火如荼展開。 

     據悉「三個代表」首先由江幕僚王滬寧(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整理其系列有關「三

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講話所得，於1月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確立，由曾慶紅

(中組部長)幕後推動。欲塑造成為「江澤民思想」重要核心內容，在鄧小平「一個

中心、兩個基本點」基礎上，創立第三代領導核心專屬黨建理論，以為 2002年

「十六大」權力傳承鋪路。用意在於：(1)嗣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及發展市場

經濟的衝擊，試圖化解「形左實右」政經體制扞格之矛盾(「先進社會生產力」指資本家及

官僚資本，「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2) 全面改造共黨體質，切實加強共

黨執政基礎，由「革命黨」色彩朝「全民黨」色彩轉化(中國時報，2000.7.5，p.14) (3)

以理論武器攻克「提高領導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兩大

歷史性課題(中新社，2000.5.26)；(4)落實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兩手抓，兩

手都要硬」方針，抵禦國內外敵對勢力「西化」和「分化」圖謀(新華社，2000.7.2)；

(5)持續以強化組織控制及思想箝制維繫專政統治，作為面對信仰動搖、組織渙

散、思想蛻變，求取改革、發展、穩定均衡關係的重要處方。 

 

◆胡錦濤全力鼓吹「三個代表」，確立第三、四代思想組織交班路線 

    目前宣傳機器已全面啟動，逐步將「江澤民思想」與「毛澤東思想」、「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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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理論」並列，稱「三個代表」為馬克斯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為一項緊迫的

現實任務，亦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試圖將其影響力無限延伸，在此一過程中

江之超級領導核心歷史地位將日益凸顯。而江澤民文選亦預定於本年下半年出版

(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0.6.2)。值得注意者，預定為江接班人之胡錦濤自年初以來已掌

管黨建、宣傳、組織和部分軍隊工作。於各場合大力鼓吹「三個代表」，指出將

成為今秋「十五屆五中全會」主題思想(羅冰，「江澤民自樹『江澤民思想』」，爭鳴，2000.5，pp.12-14)。

胡對「鄧理論」及「江思想」關係的闡釋表明，第四代領導認可該一思想路線，

對「十六大」前思想組織交班之準備為極重要之環節(辛容，「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的

內情」，鏡報月刊，2000.6，pp.22-23)。預期7、8月間北戴河會議將進一步部署具體落實措

施。亦將成為「十六大」的中心指導，並藉以延續江之政治生命，其後續發展值

得密切關注。 

 

二、積極加強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 

◆召開建政以來第一次「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上年 9月中共中央即正式下達「關於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

見」，明確要求將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列為當前全黨帶全局性、戰略性重

大而緊迫的任務。4月初北京各大媒體披露江澤民於元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議

上有關「從思想和制度上從嚴治黨」之重要講話。同時於頭版刊登「思想政治工

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批判意識形態領域之錯誤觀點(包括鼓吹

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多元化、私有化、歪曲黨史等)，可視為第四代領導人落實思想、組織整合的

明顯信號 (辛容，「中共強化意識形態的內裡乾坤」，鏡報月刊，2000.5，pp.22-23)。皆顯示中共已將強

化思想政治工作列為當前黨建工作之重心。 

    6月28至29日中共中央召開建政以來的首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除學習

貫徹江澤民歷來相關重要講話外，並總結交流各地思想政治工作經驗，面對新情

況提出工作部署(新華社，2000.6.28)。江澤民提出4點因應方策：(1)緊密結合社會主

義改革建設與國際形勢變化之實際，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之說服力和戰鬥力；(2)

緊密結合幹部群眾在思想認識及工作生活中產生之新問題，突出信念教育，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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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凝聚力；(3)緊密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要求，加強社會主義道德教育；

(4)緊密結合社會精神文化生活新發展，探索有效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之感

召力和滲透力(中新社，2000.6.28)。其談話集中在新形勢之工作針對性、實效性、主

動性，期能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至新高水平。人民日報社論指出該講話係一篇具有

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之馬克思主義重要文獻(人民日報，2000.7.1)。 

 

◆加強推行縣級「三講教育」，亦為本年黨建工作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近兩年來大力推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之「三講」教育，年初

以來已進行到縣級，並展開「回頭看」鞏固整改成果。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已分

赴各縣深入調查，對幹部進行教育講話。江澤民提出應深入基層傾聽意見，解決

群眾反應強烈的問題。胡錦濤指示工作重點在於提高幹部思想政治水平，增強黨

性、發動群眾，開門整風、切實發揮「巡視組」作用、建立和落實責任制，確保

高質量完成任務 (本會資料，2000.5)。4月間中共中央「三講」教育聯繫會辦公室發出

通知，要求縣市領導幹部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並自群眾意見中反思自身黨性黨風

問題，及思想作風上之不足和差距(新華社，2000.4.25)。 

    由於體認到前一段三講工作成效不彰，流於程序化，與黨內思想路線不明確

有關。未來將以前述「三個代表」作為推動「三講」工作的重要指導原則。5月

間於長沙召開「三講」教育聯繫會，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張全景明白指

出「要以『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導『三講』教育，以『三講』教育的實際效

果促進『三個代表』要求的落實」(新華社，2000.5.22)。 

  

◆緊縮意識形態，提出「三反」 

    中共中央將思想政治工作與宣傳工作並列為本年重大任務，認為影響政局穩

定、人心思變、黨和人民關係。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對宣傳、新聞、

出版戰線工作的領導，強化陣地意識」。江澤民提出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三

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反西方議會政制意識及反邪教迷信宣傳。中宣部、

「國務院新聞辦」以降的 50多個調查組已赴各地展開抓反工作，並羅列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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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調查、處理或自我檢查的意識形態部門(包括「文化部」下屬的 3 個局、「社科院」所屬兩

份週刊、廣東省委宣傳部等)，預定以半年時間整頓(羅冰，「江搞『三反』鎖死輿論」，爭鳴，2000.5.，

pp.15-17)。中宣部並召開「全國理論工作座談會」，揭櫫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香港信報，

2000.5.4)。預計隨後將進行較大範圍之輿論、宣傳調整與組織調整。 

 

三、配合「十六大」時程安排人事框架，加快培養選拔年輕

幹部 

◆逐步調整黨政領導班子 

    中共中央在保持政治穩定、肆應內外局勢變化的情況下，年初以來加快步伐

為 2002年「十六大」人事框架展開前期部署。由胡錦濤主持，曾慶紅負責組織

實施。預定年內完成省一級黨政第一把手的調整(年初至今已調整更換 6 個省的黨政領導，目前

共已調整近半之省市區黨政領導)，明年集中安排中央的人事(唐文成，「江澤民的交班思路」，鏡報月刊，

2000.6，pp.18-20)。據悉今夏北戴河會議將以跨世紀領導班子建設為重要議題，為秋

天十五屆五中全會預作準備。將逐步部署拔擢年輕官員進入政治局，某些年齡不

大但聲望操守有問題之政治局委員將出局(香港明報，2000.7.3)。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國家法律尚不健全狀況下，對黨的官員調整除依法律

外，另須確立更嚴格的思想行動衡量標準。3月底江澤民針對新屆黨政班子成員

之條件指出，須堅持高度組織原則、馬克思主義黨性，在政治局核心層及省部級

領導班子核心層絕不能出問題，需警惕黨內機會主義者，新自由化代表人物以各

種政治面目出現(羅冰，「高層爭議下屆核心班子」，動向，2000.4，pp.6-8)。據悉胡錦濤、曾慶紅

刻依照中常委所訂選拔官員之新標準，對即將升任省、地級官員之預備隊人員進

行詳細考察。胡、曾二人於人事部署中之較勁過程，頗值觀察。 

 

◆促進幹部隊伍年輕化，召開全國黨校會議 

江澤民前於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加快培養選拔年輕幹部，造就大批能跨世紀

擔任重任的領導人才。據此，4月下旬中組部召開「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

座談會」。胡錦濤指出要更新用人觀念，拓寬用人渠道，從戰略和全局角度看待

 15



培養選拔接班人問題，按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和才德兼備原則

(貫徹執行黨的路線的實績，能否經受重大政治鬥爭風浪及名利權色的考驗)及時起用、大膽提拔群眾公認

的優秀年輕幹部。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幹部交流工作力度，實行領導職務能上能下

制度(新華社，2000.4.27)。 

6月7至9日於中央黨校召開「全國黨校工作會議」，旨在學習貫徹「中共中

央關於面向21世紀加強和改進黨校工作的決定」，並確立「三個代表」為新世紀

黨校工作的指導方針(上次會議為 1994 年召開，重點圍繞學習鄧理論，吸收市場經濟新知)。胡錦濤指

出黨校教育是全國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培訓輪訓的主渠道，今後將縣(市)委書記納入

中央黨校輪訓培訓範圍，並將中青年後備幹部培訓列為工作重點。江澤民於閉幕

式表示，中國的社會主義能否鞏固發展，於激烈之國際競爭中強盛不衰，關鍵要

看中共能否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領導人才；全黨應從該一政治高度認識培養

中青年領導幹部的重大意義。渠並特別提出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素質、黨性修

養、開闊視野、戰略思維能力的重要性(新華社，2000.6.9)。 

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儲備幹部制度和加快領導幹部隊伍年輕化的決

定」，要點包括：(1)自本年下半年起，廳局以下官員離任年限將縮短2至3年(廳

局級由 60 歲調為 58 歲，縣處級由 58 歲調為 55 歲，科級由 55 歲調為 52 歲。離任非指退休，係轉任輔助性之工作)；

(2)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年齡結構，原則上超過 55歲不晉升省部級，超過 50歲不

晉升廳局級，超過45歲不晉升縣處級，超過40歲不晉升科級(香港明報，2000.7.4，p.A13)。 

從上述行動觀之，大陸當局高度重視新一代領導班子的培植。然目前幹部隊

伍存在許多問題，主要包括政策學習不夠、理解不深、把握不準、執行不嚴、理

念動搖、重大原則是非不分、漠視組織紀律、腐化墮落等變質現象。大陸當局將

改進重點著力於推動各項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考核制度、權責分開、任職交流、競爭上崗、公

示制、公選制、任期制等)，仍難解決整體結構性的問題。其內部刊物亦坦承即使在人事

制度本身，亦存在能上不能下、考核標準不具體、任用透明度不高、對領導幹部

尤其是第一把手缺乏有效監督、用人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履禁不止等困境(本會資

料，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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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政情穩定的負面（不利）因素 
 
一、對江澤民抓權及接班爭議浮現 

    關於江自樹「江澤民思想」的意圖，中央政治局內外始終有嚴重分歧。隨著

江固權動作日益明顯，反對江搞個人崇拜之聲浪日益高漲。論者指出鄧小平理論

係經過實踐證明，今後若干年仍為黨的工作指導理論，並應予以充實、提高；現

在提出江思想與之並列並不恰當。亦有針對「三個代表」批評指出，「中國先進

社會生產力」超過 50%在私人企業手裡，經濟全球化及網際網路業腐蝕共黨影響

力；「中國先進文化」主要由人民自發創造、保存與追尋，共黨常扮演壓制角色(禁

書、關閉出版社等)；而黨內貪腐橫生，更不能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Washington Post, 2000.7.1)。喬石(前「人大委員長」)指出鄧理論沒有過時，當前問題並非缺

乏思想指導，而是缺乏對法制建設及以法治國的關鍵性、緊迫性、重要性的認識。

李瑞環(「人大委員長」)則表示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指示和意見作為黨的指導，

今後建設和治國思想，是不成熟、不科學的 (羅冰，「江澤民自樹『江澤民思想』」，爭鳴，2000.5，

pp.12-14)。 

該場擁江派及反江派之論戰拉鋸持續高昇，關注焦點在「十六大」權力交班

的過程。據悉目前黨內意見概分為3派：一派希望江再任一屆總書記，胡錦濤任

「國家主席」，朱鎔基再任一屆「總理」，以使傳、幫、交過程更加穩健。一派認

為新一代領導已能駕馭鄧後大陸局勢，處理內、外政經事件，江朱皆退下，由胡

實質成為核心第四代領導。一派認為江再任一屆總書記，另設副總書記兼任「國

家主席」，朱則任政治局常委兼「政協主席」，退居二線輔助(羅冰，「高層爭議下屆核心班

子」，動向，2000.4，pp.6-8)。李鵬、尉健行等人則頻發出擁江言論，認為實踐證明江核

心深受擁護和信賴，交班要有一個實踐考察的過程，須根據黨情、國情、國際及

國內敵對勢力等多方面因素決定。至於朱鎔基去留問題，渠曾於3月間九屆三次

「人大」會議閉幕記者招待會上披露只做一任「總理」之心聲(重大改革成效不如預期，

保守派如李鵬之不斷掣肘，皆為倦勤之因)。據悉黨內高層不以為然，認為政治局對下屆黨政

領導班子人選尚未決定，此一表態會造成今後工作部署和決策上之被動(據報導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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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領導幹部強烈支持朱連任。Hong Kong Mail，2000.6.2 )。 

5月間香港南華早報傳出江澤民向黨內高幹透露2002年擬不再續任總書記(惟

將續任「國家主席」半年，至 2003 年 3 月屆滿)，以落實領導年輕化及改革，呼籲領導階層支持

胡錦濤接班。惟暗示或將續任中央軍委主席(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2.5.4)。分析家

認為倘胡錦濤政治地位不斷鞏固加強，可視為江欲退出連任總書記的重要信號。

目前論斷江之動向言之過早，惟倘渠採取「鄧小平模式」續任三軍統帥，則其實

質影響力仍將左右未來若干年大陸政局走向。 

 

二、社會不安狀況持續升高 

大陸社會不安情勢持續發酵。據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統計，1999年

共發生11萬餘件各類型未經批准的遊行、示威、集會活動(比前一年增加 70%，平均一天發

生近 300 起)。發生的各類事件中有98.5%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所轉化。

特徵包括有組織、有目標地佔據黨政機關、採用暴力行徑者大幅上升，帶有明顯

政治傾向或目的，有境外敵對勢力策動，對政治社會穩定帶來干擾日趨嚴重(岳山，

「社會狀況惡化的驚人數字」，爭鳴，2000.2，pp.23-24)。該一嚴峻情況至2000年仍持續，據報導

大陸當局將本年定為「事件整頓年」，針對法輪功之餘波蕩漾徹底整頓全國宗教

組織，今後並將對其他組織採取嚴格批審，限制發展(法國廣播電臺，2000.4.25)。 

大陸當局對此憂心忡忡，急謀因應。據悉4月下旬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

省市黨、政、「人大」領導幹部電話會議。胡錦濤發表「全面貫徹、落實中央精

神，切實保障社會政治穩定」講話，披露當前社會政局10大「爆炸性、震盪性、

全局性」危機熱點：(1)某些地區、部門黨政領導和群眾關係緊張，矛盾有激化

的危機；(2)黨政領導幹部腐敗濫權情況未收斂，黨內外對此有強烈反彈；(3)職

工失業、下崗情況惡化(據專家估計，大陸 3 億 5 千萬勞工至少有 8 千萬失業，若再加上本年規劃 1150 萬下

崗，情況更難控制)，對社會不滿和抗拒，極易引發多地區、全局性的大動亂；(4)社會

經濟收入兩極差距擴大，引起社會抗拒，今後若干年皆難改變；(5)地方主義、

本位主義日益膨脹，經濟上已演變成人民間敵視衝突；(6)社會法制建設脆弱，

法制無法公平體現而造成問題，引發連鎖反響；(7)西方政制、民主、人權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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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之影響性與煽動性，已在社會上有所反映；(8)社會宗教勢力擴展，對社會

制度及群眾思想帶來改變；(9)邊疆民族分裂勢力日漸升級，以武裝暴力作出反

響；(10)部份地區、學校、單位黨組織名存實亡，幹部隊伍喪失革命理念，不能

在突發事件中發揮作用(關捷，「胡錦濤列舉 10 大危機熱點—政局危機可能隨時爆發」，動向，2000.5，

pp.18-19)。胡特別指出無論大小事件，倘處理不當，皆恐將引發局部性，甚至全局

性的社會政局動盪。5月底江澤民針對北大抗議女學生遇害之學潮，發表「社會

穩定始終是黨的首要工作」講話，提出要防「學潮」、「工潮」、「轉業及復員軍人

鬧事」造成大規模動亂之「三防」(羅冰，「江澤民的『三防』」，動向，2000.6，pp.9-11)。 

    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5月初公佈之1999/2000年戰略調查報告指出，

大陸正面臨內政、外交各項問題之焦灼情勢，經改已進入「持續改革」和「社會

安定」的臨界點(中國時報，2000.5.4，p.14)。對中共領導層而言，早已注意到社會治安

及穩定問題逐年惡化，最擔心者係一般社會問題激化成政治議題，進而威脅社會

政治穩定。面臨上述日趨複雜之變局迄無良策，只能開出「全面加強思想政治工

作」之壓制處方。例如腐敗之遏制本為法律問題，中共高層將之視為道德問題，

轉而視為思想問題，以該手段全力防堵。隨著加入世貿組織、「國企」崩解等之

衝擊，未來能否有效控制局勢實為一大隱憂。 

 

三、知識界自由化風潮再起，江澤民全力壓制 

大陸知識界思想言論自由風潮自1998年底大陸當局政策左轉後(「穩定壓倒一切」)

趨於沈寂。然鑒於政改滯後經改之結構性矛盾已嚴重左右改革發展全局，近半年

來體制內外有識之士(據悉甚至包含朱鎔基、李瑞環)政改倡議再次浮上檯面。 

前「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曾任周恩來秘書、趙紫陽及鄧小平顧問)於上年「十．一」

期間撰成「風雨倉黃五十年」，尖銳批評江澤民堅持毛、鄧專制主義路線，力陳

應速推動政改、議會民主、開放黨禁。該文經網際網路傳播後，於北京政、學界

引起震動(李與何家棟合著中國的道路元月間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知識界熱烈迴響)。據悉江澤民大為

震怒，批示「應與中央保持一致」，並下令封殺李於大陸報刊發表文章。中宣部

半月談刊物(內部版)於本年3月10日不點名地批判「某些黨員幹部公開對黨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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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發表反對意見，詆毀黨的領導人物，在意識形態領域造成了惡劣影響」(開放

雜誌，2000.5，p.14)。 

而頗為活躍的「社科院」青壯政治學者劉軍寧，本年初遭乙名自稱北大研

究生密函檢舉其於演講中宣揚個人主義，批評社會主義及集體主義(「散佈西方腐朽思

想、散佈違反改革開放政策、違反 4 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觀點」)。該函引起江澤民重視，指示應注意

教育「方向」問題，並由胡錦濤授意於 3月 29日光明日報全文刊登，並加「編

者按」稱「對涉及政治原則、政治方向的問題，須旗幟鮮明，絕不能給錯誤的言

論提供傳播陣地」(其後該報登出一系列論思想政治工作專文。「反右風聲急，亦幻亦真」，亞洲週刊，

2O000.4.10-4.16，pp.18-20)。劉本人則於 3月初遭「社科院」辭退，發行其著作之出版

社遭勒令撰寫自我檢討報告(The New York Times,2000.5.8, p.A1)。 

至於經濟學者樊鋼(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前「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為朱鎔基新經

濟智囊，甚受重用)及茅于軾(中國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因提出較前進之市場經濟及私有化理論遭

點名批判。二人專著騙來的體制改革及誰阻礙了財富月前由廣東經濟出版社出

版，皆認為大陸系列經濟困境係體制改革不徹底所致。 

針對大陸當局之批判，樊鋼對其處境謹慎回應以「這裡面有誤會，有被誤

傳的東西」，並表示其工作並無問題。茅于軾及劉軍寧則表示將繼續發表看法，

茅認為過去 20年間有過好幾次類似的運動，最後也沒有阻止改革的潮流。許多

知識分子為改革盡力獻策，當局似乎分不清好壞，恣意指責(英國廣播電臺，2000.4.23)。 

     該一批判行動影響所及，學術機構及校園進行各項政治整頓。3月27日「社

科院」展開院、所二級黨委之政治思想學習，院長李鐵映若有所指地指出「資產

階級自由化再次在院內尋找市場，以各種政治面目表現，矛頭針對黨的基本路

線、方針、政策」(動向，2000.4，p.22)。中宣部下令各大學勿邀請「親西方」學者前

往演說(乙份黨內文件顯示講座應保留予值得信賴的馬克斯主義學者。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4.19)，

而北大、清大及人民大學等分別提出若干自由派學者名單列入「重點觀察」，北

大教授則接獲禁止於課堂上談論政治多元化及私有化的通知。 

大陸當局進一步緊縮對知識界控制之舉動引起海內外觀察家震驚。「反資產

階級自由化」口號甚囂塵上，若干人士甚至認為一場「新反右運動」已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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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於 1957 年發動「反右運動」，1981-1989 展開 4 次反自由化行動)。對江澤民而言，渠意在全力遏

制一場呼之欲出的要求政改風暴與自由化傾向。首要考量為共黨政權的穩定及個

人權位的鞏固，視黨內外有關政改之呼籲「破壞安定團結」。據悉呼籲政改不遺

餘力的「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趙紫陽班底)被江視為黨內新自由化作風之眼中釘，

於「三講」運動中遭點名批判，其職權已遭削空 (田於 2 月中旬提出請辭，政治局未同意，惟

決議於其剩下任其內可以健康原因請假休息。羅冰，「田紀雲被排擠出局」，動向，2000.4，pp.9-11)。「政協委員

長」李瑞環亦常發表與中央不一致之政改言論(如開放報禁和多黨制等)，5月下旬於黨內

壓力下作了「自我批評」和「自我認識」(黎自京，「李瑞環另類言論挨批」，動向，2000.6，pp.15-17)。

江一方面藉反右行動轉移公眾對當局無力處理貪腐、失業之注意力，另方面爭取

黨內保守派大老(如宋平等)之支持，為未來可能之繼續抓權鋪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4.19)。由於政改內涵與「十六大」權力再分配相聯結，在第四代逐步接班過

程中，更須堅決確立黨的思想組織路線，以政治意志消除黨內「腐化、西化、分

化、私有化」之思想傾向。 

    另一方面，「新左派」及狂熱民族主義者藉機發動反經改、反西方圍堵大陸

之宣傳陣線。黨內以「左王」鄧力群為首的極左保守勢力聲稱要反對「新資產階

級」剝削工、農，敦促群眾及幹部「準備新的階級鬥爭」。江因而陷入兩難情勢，

謹慎尋求左、右兩派之平衡，擔心「反右」太過予左派發揮空間，不利經改進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5.6)。 

    大陸當局反自由化行動的規模與深度是否擴大，仍有待觀察。持不同意見學

者認為，大陸面臨改革開放與加入世貿組織的大趨勢，人民民主意識提升，社會

矛盾激化，最終不可能採取逆流而行之自傷行動。況且目前大陸思想界有關政治

改革、經濟自由、批判社會弊端之言論仍屢屢不絕，老一輩及青壯一代獨立自由

精神學者透過多元媒介廣為傳布其主張(胡績偉、李銳、杜潤生、于光遠、吳江、王元化、朱厚澤、

張曙光、錢理群、余杰、秦暉等)，此與毛、鄧時代的肅殺反右環境早已不同。進行政改為

大陸當局終將面對、不可迴避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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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四」11週年，異議份子零星抗爭 

大陸當局高度警戒，在清明節、「六四」11週年來臨之際全面升高對異議人士

之監控。自5月初起將異議人士列入「嚴打」對象；要求全國高校注意學生情緒，

禁止學生舉行大規模集會，防止敵對勢力破壞(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5.27)。迄6

月初北京警已方大規模突擊抓獲 1,300餘名「三無」外地人員(無居留證、無收入、無工

作)；「公安部」並要求各地公安嚴格限制網路瀏覽或貼出「反動」信息。 

    在此肅殺局勢下，大陸異議人士並無大規模串連活動，乃透過發表公開信之

方式要求當局平反，如劉曉波(民運領袖)、鮑彤(趙紫陽秘書)、遼寧、安徽、浙江等異

議人士。「中國民主黨」創建人王有才則於獄中絕食 24小時以示紀念。5月 24

日百餘位受難者家屬(丁子霖為首)聯名致函江澤民等領導，要求就「六四」事件展開

對話；同時再度聯名敦促「最高人民檢察院」答覆其上年(「六四」10 週年)控告李鵬

之法律責任歸屬(法國廣播電臺，2000.6.6)。大陸知名網站「天網尋人」負責人黃琦因登

載有關「六四」消息，遭成都公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正式拘留(自由

亞洲廣播電臺，2000.6.7)。北大兩名學生於禮堂燃燭悼念，哲學系研究生江志林則於校

園張貼要求平反之大字報，已遭軟禁調查(法國廣播電臺，2000.6.5、6.8)。 

     據「公安部」6月6日發佈消息，本年大陸共59個城市發生悼念「六四」

11週年活動計252宗，其中以散發傳單、投寄郵件、在公園或室內集會者最多，

公安部門為此拘留、傳訊了 110餘人(「『六四』悼念活動逾 200 宗」，動向，2000.6，p.25)。「外

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再次強調「六四」為一場政治風波，嚴重破壞社會穩定及社

會秩序，大陸當局除依法採取斷然措施加以解決外，別無選擇(法國廣播電臺，2000.5.31)。 

   在其他抗爭活動方面，「中國民主黨」於 4月上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譴

責中共違反人權狀況決議案前夕，傳真該委員會乙份聲明，指控大陸當局不遵守

國際人權準則、不同意公民結社自由和獲得司法程序的權利。並要求聲援繫獄之

領導人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加拿大廣播電臺，2000.4.6)。該決議案未獲通過的後一

日，大陸知名異議份子，「中國腐敗行為觀察」負責人安均(上年 7 月被逮捕)遭當局以

「煽動顛覆罪」判刑4年。6月9日上海23名異議人士聯名致函上海市長，抗議

當局以刑事罪名（包括殺人、偷竊、販毒、販賣黃色書刊、嫖妓等）對異議人士定罪(法國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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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6.13)。整體而言由於大陸當局的嚴密監控，視為造成政治社會不穩定的「敵對

勢力」，異議人士活動空間急遽緊縮，於可見時期內恐難有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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