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社會
 中國這一年的變化巨大，從阿里，騰訊，拚多多，美團被罰鉅款，螞蟻上
市喊停，滴滴下架，補教業整改，接著演藝人員，到澳門博彩業，地產商
、網路遊戲商等行業接連被批評整頓，一連串針對民企的監管和整頓措施
之後，「共同富裕」成為合理化緊縮措施的藉口。

 習近平的社會治理方向，令人聯想到毛時代的「整風運動」，扼殺社會批
判精神、獨立思考及創新創意文化，目的在進行意識形態改造、清理政商
關係，確保政治忠誠。

 中共百年黨慶之下，習試圖走出「蘇共魔咒」，從緊縮人權到戰狼外交，刻
意抵制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政策。

 中共強調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要求少數民族服從黨的領導。
 中共因應美撤軍阿富汗，展開行動防範疆獨勢力擴大。
 習近平訪西藏凸顯全面掌控；蒙藏政府一把手人事異動或隱含中央整頓本
土勢力考量。

一、 百年黨慶：中國到底怎麼了
(一）延安整風之勢重現中國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100歲的生日；作為人類歷史上最「長壽」的
政黨的領導人，習選擇在北京天安門城樓發表萬人演說，似乎有意模仿毛澤東在
1949年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建國演講，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中國
別無選擇，一定繼續要在這個老牌共產黨領導下，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邁進」
。要能夠受邀站在城樓前「恭賀」百年黨慶並不容易，估計有精挑細選
的七萬名各界代表受邀出席，其中能夠與總書記一同站在城樓上的人物，更是別
具象徵意義，包括今年「七一勛章」
（中共售予黨員最高榮譽等級榮譽）的獲獎者，例如
被官媒為捧為「粉紅女權」代言人、但飽受中國年輕女性質疑的張桂梅校長；即
將爆出鉅額債務醜聞、但當時仍被視為愛國商人第一人的中國恒大集團主席許家
印；以及被自己病人攻擊受傷、卻誓言「永遠不原諒」對方的眼科醫生陶勇。這
些人都是習主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具有中國特色人權發展觀」下的樣
版人物，從他們毀譽參半的真實人生、到接受不容任何懷疑地國家級榮譽的這一
個歷程，看得出來斑斑點點國家機器斧鑿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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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桂梅、許家印、陶勇等人相比顯然更為傑出、至少過去更受各界吹捧的
一群中國社會領袖，他們在中共百年黨慶前遭受的不幸命運，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從去年10月中共依照「反壟斷法」對美團壟斷行為作出行政處罰後，眾多過去
被官媒吹捧的「獨角獸企業」領袖、IT巨人、互聯網英雄、新創典範等成功企業
紛紛突然由紅轉黑，受到政府與官媒鋪天蓋地的追擊；
「共同富裕」一詞成為追殺
富人的代名詞，企業主人人自危，紛紛踴躍捐款上億人民幣，甚至有超過一年營
業額作為慈善之用，期望能安然度過這個不安的轉變期，過去那個邀請資本家入
黨的中國共產黨，好像突然變臉成毛澤東時代中那個「鬥地主」的中國共產黨。
在「共同富裕」政策推出同時，還有一系列社會文化的新政，例如禁止「娘
炮」等所謂「畸形審美觀」
、將補習班限制為非營利機構、規範青少年每天只能使
用40分鐘抖音及只有假日可玩1小時網路遊戲等等，用「昨是今非」一詞已經難以
形容今日中國社會氛圍的巨大轉變，從一般手機使用者到大企業伺服器的擁有者
，人人都可能是這一波沒有名字政治運動的目標，更不用說現在許多遭殃的人都
是有權有勢有關係的「黨內特殊群體」，雖然這個現象目前仍算不上是文革再現，
但管到每一個思想與個人作風的這種企圖，的確會讓人感覺1942年「延安整風」
中，「整學風（國際主義）、整黨風（宗派主義）、整文風（黨八股）」之勢重現中國，而
且這一次目標是每一個人。到底進入下一個百年的黨要什麼？習又要的是什麼？

(二）整學風：清算專業人士的國際主義
延安整風除了確立「文藝服務政治」、「批評與自我批評」、「領袖至上、集體
至上、個人渺小」1 等等中共重要的治理傳統之外，更重要的歷史意義在於毛澤東
利用這個運動，清算與排除了受蘇聯與共產國際指導的黨內領導人，從而確立了
毛一人在黨內的權力地位，自此中國共產黨堅定採取毛所主張「結合中國特色」
的「主觀主義」路線，例如毛「人定勝天」土法煉鋼拼經濟的大躍進運動，取代
偏好以審度國內外客觀情勢來做決定的理性主義路線，這樣的主觀主義路線，一
直到留學蘇聯的「國際派」鄧小平重新掌握權力，才用「黑貓白貓論」這樣的實
用主義態度，把知識分子強調的理性客觀重新帶回中國的治國方略之上。
綜觀習近年的社會治理方向，與毛時代的「主觀主義」態度不謀而合，近幾
年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社會打壓，從打擊家庭教會、維權律師、網路公知、非政
府組織、到近期新創與互聯網產業，都能以習是在企圖扭轉這樣的國際（普世）主
義路線路線來理解，在農村中完成學業的習，在擔任領導人之後，擔憂如果個人、
1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2000 年，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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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或是企業中繼續存在批判精神、獨立思考、以及創新創意的企圖與文化，這
樣的自由主義氛圍可能不僅僅對於建立其個人獨裁有威脅，更對中共下一個百年
基業有害！因此他正在試圖以更毛式、更具「延安精神」
、更「中國」特色的路線
加以取代。
范冰冰、趙薇與吳亦凡這樣的知名藝人長期為黨國宣傳機器服務，在出演主
旋律大戲時，同時為自己掙得幾個億存款或是買個法國酒莊，這在過去國際主義
路線下是「青年文明號」
、
「為祖國爭光」
，如有逃漏稅等不法之情事，一般理性主
義考量之下，多半可以論功過行獎懲，更不用說有正常行政與法律的工具可以使
用，但在習治理的新標準下就是「劣跡藝人」
，必須要全面封殺以正視聽！這就類
似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動用整個黨機器的力量對付一個年輕小幹部王實味，毀其
名聲之外還偷偷下令加以處以極刑，令其曝屍荒野。因為王實味嚴詞批判中國共
產黨當時存在的等級制度，代表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繼承五四運動中的批判、自
由與獨立思考精神，是中國與西方啟蒙運動呼應的國際主義路線，只要黨內這樣
的國際啟蒙運動精神還在，就不可能有後來毛個人獨裁的黨天下的未來！2
當然中國早已是黨天下，不需要異心之人曝屍荒野也能達到其政治目的，這
些藝人名人也並非社會良心之流。所以更重要的是，這些「整風」不是針對個人
的法律或政治行動，而是對整個行業的一種意識形態改造與精神「洗禮」
，南京大
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在其備受國際讚揚的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
剖析共產黨人成為共產黨人的關鍵，就是要透過不斷的彼此鬥爭與自我批判，以
創造一種集體的贖罪感，而黨員在這樣的贖罪感之下才會對最高領袖的任何決定
絕對服從、甚至在萬般折磨下仍然感激涕零。高華記載一生追隨毛澤東的左翼女
作家丁玲，才華洋溢的她獲得共產國際世界中的文學殿堂「史達林文學獎」的榮
譽，在延安整風中她也堅定地跟隨毛的路線，建政之後更在宣傳部胡喬木之下掌
管文藝工作喉舌「文藝報」的工作。但這樣的忠誠的黨員，卻被毛澤東親自下令
打為「大右派」
、
「反黨集團」
（1955－1956）
，遭受殘酷的批鬥與勞改，因為毛認為丁
這樣人心中的「自由主義」仍然很強，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明星意識」
，使得最高
領導人決定要用打擊丁玲這樣的名人，讓所有具有類似條件與心態的文化人，不
論他們有沒有為黨國工作，都再次感受到他們身為獨立思考文化人的「原罪」
，都
知道自己需要「被批判」，都應該接受「改造」，都需再一次對黨「將功贖罪」。3
「理想是怎樣失去的？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讀後」，
「二十一世紀」2001 年 6 月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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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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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些整頓藝文影視界的新聞幕後，更值得觀察的是這些名人受到打擊之
後，黨國是否大肆宣傳她（他）們接受這個「洗禮」的消息，「原罪」論是否正隨
著「劣跡藝人」的處理再次在中國大陸藝文界出現，而她們接受「改造」與「贖
罪」的過程也是否為黨國所接受。目前的跡象來看，黨國正在努力宣傳這個「洗
禮」過程是毫無疑問的，目前 10 月微博才出現一份據稱是官方部門公布，以「全
渠道封殺問題藝人」為題的文件包含 25 位劣跡藝人名單，分為政治問題、違法亂
紀、失德失範等三部分，其中趙薇被歸為政治問題受懲處第一位。4
有兩個跡象顯示這可能是一個大規模改造過程中的一部份。第一是大陸各地
出現一種稱為「全巿文藝工作者藝風藝德專題培訓班」
、即所謂「藝德班」
，明星、
主播、電視台主管都必須前往上課，例如明星唐嫣自我批判不夠政治覺醒，要更
「永遠跟黨走，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用我的表演服務所有的觀眾，為社會傳播
真善美」
；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東方衛視的控股公司）副總裁王磊卿，則發言自陳
影視圈的「原罪」：「深感當前對於娛樂圈流量至上、飯圈亂象、違法失德等文娛
領域突出問題的綜合治理切中要害、正當其時、很有必要」。5
第二是 2021 年 2 月，中共官方透過「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演出行業演
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
，列明「劣跡藝人」根據違反從業規範情節輕重及危害
程度，分別實施 1 年、3 年、5 年和永久等不同程度的冷凍期，等於是明文化「改
造」的條件與流程。例如該文件規定，
「劣跡藝人」可以在抵制期限屆滿前 3 個月
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可繼續從事演出活動。6最符合這個條件的是明星范冰冰，
她因「逃稅」被秘密監禁消失月餘，並被下令禁止一切活動，據聞繳完 8.8 億天價
罰款之後獲得許可復出，在經歷三年冷凍逐漸回到主流媒體，這說明「現代丁玲」
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後重新出發是可能的。第一步是她在 2018 年 10 月刊登道
歉信「批判與自我批判」
，對於自己遭受非法監禁之事隻字不提，並依數上繳罰款，
並在二手平臺拍賣自己的名牌衣物與男友李晨送的豪華訂婚禮物，展現自己「悔
過向善」的決心。
演藝人員收到要傳遞正能量的指令是很明確的，所以范冰冰自我改造的第二
步，就是更改微博社交平臺帳號為「愛里的心公益項目發起人」
，跟著自己募款的
愛國醫療團對去西藏「服務」、捐款 1000 萬人民幣給心臟病童基金會、以及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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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守護者百城行動」等等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並順利在出事後一年之內，
拿下了鳳凰網的年度公益影響力明星、以及搜狐的年度公益人物兩大網路媒體的
肯定。但黨國並沒有輕易認同這些在網路上用藏區小朋友的公益照，以及自己因
為高山症打點滴的病床照的這些買人氣舉動，央視旗下的媒體仍在抵制這位明
星，不時傳出對於范在悔過期、仍然在網路平臺與國外影視節目中賺錢的批評與
不滿，這顯示一位一直穩定擁有 6000 萬網路粉絲的中國超級明星，要完全回到主
流螢光幕可能仍需要更多的時間，或是繳交更多的「正面貢獻」。7

(三）整黨風：清理政企關係與「根紅苗正」
藝人趙薇被列為政治問題第一名的原因，據傳與其夫婿跟馬雲的關係有關，
雖然這些傳聞有待證實，但中國商界、政界、演藝圈之間「權、錢、人」的複雜
糾葛早已經不是新聞，太子黨與紅二代坐擁自己投資的明星以及她們的「影視工
作室」
，是過去不可言說的公開秘密。8「朝中有人」是中國大陸藝文與影視界的常
態，因此如果說自由主義思想與個人主義作風是「整風」運動明說的敵人，是打
擊丁玲與趙薇之輩的藉口，宗派主義（黨內派系）就是這個運動在幕後最大的目標：
一個藝文界明星、一個企業界鉅子要對付自然容易，但是否能扳倒他們背後的黨
內勢力，或防止這些勢力結合反對最高領導人，才是這個政治運動是否對最高領
導人有用的關鍵。打擊丁玲是意指其背後的黨內的「泛國際派」
、與那些有知識分
子背景的黨內幹部；他們在鄧小平、劉少奇等留學菁英的帶領之下，在經歷一連
串政治經濟措施的失敗之後，越來越不尊重毛的權威。今日打擊劣跡藝人背後的
黨內目標是誰呢？
官媒自己批露的消息中就顯示，趙薇名下共關聯 14 家企業，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9 年 9 月，20 多年來布局影視、文娛、投資、科技等多個領域，目前被凍結的
股權金額合計僅為 1860 萬人民幣，但網傳趙薇、黃有龍夫婦在 2014 年以每股 1.6
港幣的低價，買下逾 19.3 億股阿里影業 9.18%的股份，一躍成為公司第二大股東，
2015 年 5 月利用阿里影業大漲的機會，趙薇夫婦的持股帳面盈利達到 44 億港元，
一個月內套現獲利近 10 億港元。類似這樣的故事，都是透過人民日報系統的媒體
與記者露出，似乎暗示背後牽涉馬雲的「阿里系」
，以及其馬雲背後江志成（江澤民
之孫）的博裕資本，才是趙薇政治問題真正的原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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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薇與江澤民的「國師」王林以及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淮合照的老照片，暗示此案
可能與習要打擊江系的「上海幫」有關。10
習的目標可能不像媒體描述的這樣單純，就像今年 9 月成立的北京證交所，
不可能單純是為了打擊江派地盤上的海證交所而成立。11 江澤民代表的「上海幫」
內也有包含習的「之江新軍」成員，北京地區同會有上海區域出身幹部的蹤影，
企業家生意做滿長江南北，到底誰是習派、誰是江派的人？長期觀察中共菁英政
治的學者已經發現，以單純的派系互鬥去理解中共的路線鬥爭有其侷限性。12 例
如同樣與習出現在百年黨慶城樓上的，還有近年屢傳陷入巨額債務問題的恒大集
團許家印，他在年初陷入鉅額債務傳聞時，媒體都形容他是「上海幫」的成員、
是「江派」、大家等著看「習會怎麼宰恆大」，理由僅僅是許家印曾任有「香港富
豪俱樂部」之稱的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董事，因此與香港富豪的緊密連結，而
江派的前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家族的曾慶淮則曾任中共文化部駐香港特別巡視
員，因此兩人關係匪淺。13 但黨齡超過 35 年的許家印，成為能夠登上城樓的唯一
一位企業家，市場紛紛傳言「許家印過關了」
，恒大股票與債劵早盤立刻走升，致
本文截稿之時，中共既沒有「宰」、也仍沒有「放棄」恒大。
許家印出生在周口太康縣高賢鎮聚台崗村，大學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到
國營鋼鐵廠擔任基層勞工，是根正苗紅的農村子弟、工人家庭；他的父親是許賢
高，是中共建黨初期的「老革命」、當過抗日部隊騎兵連的連長，職位雖然不高，
但他的工農兵資歷已經給許家印可以做為一個「紅色資本家」的極大優勢，14 許
能夠成為第 12 屆、第 13 屆全國政協常委（2013-2023），證明他是習進入權力核心之
後「欽點」的企業界代表，既然他是值得最高領導人信任的，他的失敗極可能會
被視為習路線的失敗，而他的社會影響力、尤其是在商業界的影響力，更是習必
須去持續利用的。

「趙薇消失的真正謎底被揭」
，
「看中國」，2021 年 9 月 12 日，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1/09/12/983493.html
11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74189
12
寇健文，
「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
，何思因、陳德昇、耿曙主編，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
成果（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 12 月）
，頁 79~83。
13
負債 8 兆 許家印與江派關係緊密 習近平會怎麼宰恆大？「自由時報」，2021 年 7 月 23 日，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13928
14
黃麗玲，「中共定調出手救恒大？市場人士傾向相信中國會躲過雷曼時刻」，
「美國之音」，2021
年 9 月 24 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Beijing-deleveraging-campaign-is-the-last-draw-of-Evergrande-s-debt-cris
is-20210924/6243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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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習對於其他企業家們的處理態度，可能與他對影視明星與打電玩
青少年的邏輯一致：比起賺不賺錢、用不用功、努不努力，習關注的更是他們是
否「作風端正」
、
「根紅苗正」
、
「又紅又專」
。用整風的語言來說，也就是要考核他
們的學風（受到多少外界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汙染？）、黨風（與代表黨的正統精神的紅色家
族們、例如紅二代、關聯夠深嗎？）、文風（他們說對黨國效忠會不會只是「黨八股」？這個人
可以真正影響多少人對於黨的正面看法？）。像阿里巴巴的馬雲（父親為浙江曲藝家）、騰訊

的馬化騰（父親為海南港務局低階官員）、滴滴出行的程維（父親山西鉛縣基層公務員） 等
成功企業家，雖然在外界眼中是國之重寶、天之驕子，但從習看重的紅色族譜來
看等級太低，不具備革命的血緣與情操，也因此其繼承的價值觀必然跟習所期待
的大有距離。
簡而言之，他們個人的成就雖然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有用」(useful)，但同時因
為無法被利用來證明最高領導人的價值觀或政策是正確的，他們也是可以隨時被
拋棄的 (dispensable)。因此雖然情況條件不同，他們必須被黨風重新「洗禮」（企業
中設立黨支部）
、被黨國重新改造（反壟斷調查）
、被要求向國家發展的做出更大貢獻（共
同富裕）。

(四）整文風：反「躺平」
、禁低級紅、與抵制「新思維」
萬人之上的獨裁者除了害怕潛在的篡位者之外，最擔心的就是權臣欺上瞞
下，講假話、用假資料、以假效忠掩蓋失敗的施政，最後導致君王被憤怒的民眾
所吞噬。習對於「整文風」（批「黨八股」，即幹部的作假文化）的重視由來已久，當他
還是儲君之時，2010 年 5 月 16 日就在「求是」雜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之名發表重要文章，標題「努力克服不良文風

積極

倡導優良文風」
。文中痛批官員幹部長期以來的「長、空、假」文風，但卻又高度
讚揚從毛鄧江胡四代中央領導人代代都極其重視「改進學風和文風」
，15 這顯示習
刻意從黨內傳統尋找改革動力，迴避啟蒙傳統批假打假所推崇的批判主義與理性
主義途徑，因為後兩者顯然與「境外敵對勢力」喜好的媒體自由與言論自由太為
相關，是「國際主義」逆流之下的反動勢力。
自此習執政 11 年以來，這個「整文風」之勢在 2021 年最為明顯，人民食衣
住行育樂每一個層面都受到這個新氣象波及：手機上必備 AAP 服務商的阿里、騰
訊、拚多多、美團被處巨額罰款，小市民的錢莊螞蟻金服上市喊停，然後連出門
叫計程車一定要用的滴滴出行也被下架調查；學生與上班族進修必去的補習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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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aboluowang.com/2010/0603/168509.html.
7

在是非營利機構不能賺錢；接著藝人明星、澳門賭場業、網路遊戲商等行業接連
被批評整頓，這些林林總總的事件看似無關，好像只是黨管天下的毛病犯了，又
好像被海外媒體稱為是「文革再現」的跡象，無論理由為何，對於原本已經受創
於疫情、水災、缺電之苦的中國經濟可說是雪上加霜，這些行業都是中國新經濟
的翹處，無論是股價或雇用人數都對維持整體 GDP 成長具有極大的貢獻，許多人
都在納悶：打擊面這麼廣，有必要嗎？
在這樣肅殺的氣氛之下，強調「不想跪著，又不能站著，只好躺著」的「躺
平主義」成為 2021 年的熱門關鍵字，一位網友的這一句話「希望成為一個與世無
爭的無用之人，也許這樣就徹底安全」
，貼切地反映了社會上的氛圍。16 但這個看
起來非常平靜、非常「沒有事」的躺平運動，卻被黨視為是一種無言的抗議、是
一種「病毒」，批評者認為躺平是一種拒絕配合體制的「不合作運動」；甚至在某
些積極的愛國者看來，躺平本身也具有「高級黑」的反諷效果，因為權力者所推
崇的學習或勞動模範，在這些躺平者的面前被戳破真相，一個人如果沒有背景、
沒有好出身、沒有關係，就算學歷再好、工作再努力、甚至就算有妻有房有車也
小有成就，但最終還是「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17
躺平不行，積極地做歌功頌德的「小粉紅」是否就太平了呢？9 月各省市出現
限電危機時，許多網紅與專家紛紛在網上發言解釋限電是為了限制產能過度膨
脹，
「國家在下一盤大棋」
，稱發電缺煤是「一場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爭奪戰」
、並
上綱到中美競爭層面，說限電是「一場國與國之間的金融戰」
、這個策略可以「對
外輸出通脹」
，但沒想到這些擁護祖國利益、為國家說好話的人被央視直接批評為
「低級紅」，認為這粉紅是在為自己的流量與點擊率「有熱點必蹭」，而非國家的
利益所發聲。18
高級紅或低級黑的問題在於，沒有真心誠意的為黨國的奉獻精神，這些行為
仍然都是自利的、都是「個人主義」
，尤其這些高級紅或低級黑事蹟會被官員幹部
拿來當作工作成效的證據，這些訊息背後也可能有黨政軍企等派系的利益在其後

「躺平」一詞來自 2021 年 4 月 17 日「百度貼吧」的短文「躺平即是正義」
，但類似的概念如「佛
系」
、
「摸魚學」等早已流行在年輕一輩人之間，而連這一種不惹事的態度近來也引來官媒的圍剿。
「不准耍廢！「躺平主義」風靡中國，為何遭中共迅速圍剿？」
，
「聯合新聞網」，2021 年 6 月 28
日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11/5563135。
17
胡溫時代「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在 2010 年 1 月 13 日發表題為「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
的文章，後被網友（包含官媒）大量引用為「圍觀就是力量」來鼓吹網路轉貼與評論。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2/27/content_3470031.htm
18
大限電是「國家佈局」？中國官媒「央視」打臉嗆「低級紅」，
「自由時報」，2021 年 9 月 30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68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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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波助瀾，也就是這些高級紅或低級黑等同於助長了「黨八股」的作假文化，如
果輿論市場都充斥著這些「黨八股」的聲音，長期下來會讓在上位者無法獲得真
實民意的反應，無法預先對於民怨做出恰當的準備，進而錯失預防「黑天鵝」事
件的可能。
威權體制會對民心向背如此關心，除了毛澤東強調槍桿子與筆桿子之外，必
須要有「統一戰線」的這一個教導之外，蘇聯解體之前社會治理失敗的深刻教訓，
是習等中共高層所不能遺忘的。89 年劇變之前，蘇聯社會發生了幾件當時看似無
傷帝國元氣的「小事」
，卻牽連到了整體民眾對於蘇共領導能力的信心：1986 車諾
比核災顯露整體環境治理的失敗，民眾每天都感受得到嚴重空氣與水污染；1988
蘇聯開始撤出阿富汗，鉅額的戰爭負債以及街上就看得到的傷殘的退伍軍人，提
醒民眾國際共產革命的夢想已經成為過去；而 1988 年 2 月在亞塞拜然共和國發生
的「蘇姆蓋特大屠殺」事件，則挑起了共和國敏感的族群政治神經，而對這次危
機的反應遲緩，更削弱了軍隊對於中央統治的信心。最終 1989 年經濟危機所帶來
的排隊領物資長龍，削減了所有人對政府可以扭轉這個劣勢的耐心，皆下來都是
大家所熟知的歷史了。
蘇共領袖戈巴契夫總書記並非對於這些問題毫無準備，他和蘇共也為「黨八
股」以及其所造成的經濟與內政問題焦頭爛額，他的「新思維」(New Thinking) 政
策順應民意，意圖開放民眾的監督制衡對抗僵化的體系，要尊重人權、強調公開
性和多元化，追求一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並採取外交上的收縮政策，放
棄對東歐的干預以及跟美國的軍備競賽，19 但可能也是這個新思維，加速了蘇共
最終的垮臺。
習是在 2011 年，也就是 1991 年蘇聯解體 20 週年的氣氛下被選為儲君，老人
們賦予習的重任，就是要試圖走出這個「蘇共魔咒」，習現在的每一個治國作為，
從緊縮人權到戰狼外交，顯然就是刻意在每一原則上與「新思維」背道而馳。這
就是習「整風」走毛時代的復古而非創新路線的重要心理緣由，而現在大規模限
電顯示，中共正在面對「車諾比」級的環境與產業治理問題；對香港的失敗可能
導致「蘇姆蓋特」等級的統治信心危機；雖然中國沒有阿富汗問題，但西藏、新
疆以及臺灣問題對於中共國際形象的傷害，只有比阿富汗大而沒有更小；而「藝
德班」、禁對嘴、打「飯圈」、限制青少年玩遊戲時間等等措施，更令人聯想到當
年蘇共禁止西方牛仔褲、搖滾樂、嬉皮等「頹廢文化」的政策，可以說這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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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olloway, “Gorbachev's New Thinking", Foreign Affairs, vol.68 no.1 (1988): 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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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正在面臨著一個中國共產黨的「1989 時刻」。

(五）集體主義的精神觀
藝人為自己掙錢買豪宅還是酒莊，途徑合不合法還是次要，但不優先為黨國
服務，就是搞個人主義、搞英雄主義，是延安精神所不容許的；抖音限制青少年
每天只能使用 40 分鐘是一樣的集體主義邏輯，理由並非網路沉迷罪大惡極，而是
當人們在網路花太多時間，為的必然是自己的娛樂而非集體的利益，這也是個人
主義的體現；從另一角度看，個人主義的提高就是「反對集體主義」
、也就等於傷
害黨的延安精神！毛澤東當年批判丁玲的材料，就是她在 1927 年寫的得獎作品「莎
菲女士的日記」
。用今日的話來說，莎菲女士的罪過就是跟想要跟范冰冰與趙薇一
樣，有自己獨立的人生，想要交高富帥的男朋友，想要自己尋找人生的意義。這
樣的解放精神是啟蒙主義的、也可以是馬克思的、但絕對不是毛澤東的。尤其莎
菲女士對自己的興趣高於政治的這一點，給了黨國痛下殺手最好的藉口。
世界該如何理解這個習的「整風運動」呢？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中國專家
Kerry Brown，算是西方對中國長期友善的學者之一，但他在「中國的世界：中國
要什麼」(China's World: What Does China Want？2017) 一書中，很清楚地剖析習的最終目
標：雖然中共並不打算像蘇共一樣赤化全世界，但中共對於要世界變得對中國更
「忠誠」(loyalty)、對中國更「有用」(useful) 的慾望一樣強烈。熟悉歷史的人都不
該忘記延安整風的教訓，最高領導人不論是批判一個人的私德還是他的作風，傳
達的都是要進一步確保政治忠誠的訊息；這個人站的位子對不對、有沒有與最高
領導人利益一致、有沒有對最高領導人強化集體忠誠的目標「有用」
，才是這一些
批判個人作風的關鍵，思想本身或個人作風的好壞，都只是鬥爭的手段與藉口而
已。這個集體主義的精神觀，是毛澤東掌握中國共產黨之後奉行不渝的主張，也
是給自己人、也是給全世界的「生日禮物」，而要不要收下這個「禮物」，就是自
由民主社會最需要回答的問題。

二、 少數民族
(一） 中共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求少數民族服從中央
領導，持續打壓新疆少數民族，歐美籲加強對北京施壓
習近平執政後，對待少數民族、宗教事務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關寺
抓僧毀經改語言」，並自豪在新疆「棋盤式、網格式」的管理模式奏效，「五年來
沒有發生任何暴力恐怖事件」
，而意欲推廣到所有少數民族自治區域與境內各地(中
國新聞網，2021.7.5)。
10

今(2021)年中共為慶祝百年黨慶，更全力壓制少數民族並且宣傳其民族政策成
就等作為。例如 7 月 10 日，中共關閉青海省西寧的東關清真古寺，拆除了圓頂及
宣禮塔(大紀元，2021.7.19)。8 月 6 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對 170 多名維吾爾人參加
開齋節祈禱進行審訊(自由亞洲電臺，2021.8.6)。
另外，今年 6 月 24 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
人權的偉大實踐」白皮書，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人權保障」一節，強調「鑄
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始終保持國家完整統一」
，公開宣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
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都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級
地方政權，都必須服從中央統一領導」
。8 月 12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光輝篇章」白皮書，其中包括總體談論少數
民族而沒提新疆的「少數民族權益保障進一步完善」篇章，重彈 6 月 24 日白皮書
的論調。
9 月 26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疆的人口發展」白皮書，其中特別談
到，新疆人口總量由 1949 年的 433.34 萬人增長到 2020 年的 2585.23 萬人，維吾
爾族等少數民族人口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以新疆維吾爾族為例，人口
總量從 1953 年的 360.76 萬人增長到 2020 年 1162.43 萬人，與新疆人口發展的趨
勢基本一致。似在回應國際社會對新疆「種族滅絕」的質疑。
但就在 9 月 1 日，英國紐卡索大學舉辦新疆種族滅絕首次大規模研討會，學
者說，近年來預估約有 100 多萬人被迫進入新疆再教育營，受害者大多為維吾爾
族。中國大陸當局被指控施加強迫勞動與酷刑、系統化控制生育、抹煞維吾爾族
的文化與宗教認同。中國大陸官員則否認種族滅絕與侵犯人權指控，稱再教育營
是職業訓練中心，教導中文和職業技能等。該研討會指出，美國政府及英國、比
利時、荷蘭與加拿大國會都已經宣告，北京對維吾爾族實施的政策，等同犯下種
族滅絕與侵犯人權罪行。美國也採取制裁措施，禁止新疆生產的棉花與番茄進口，
切斷與強迫勞動相關的公司經貿往來，英國和歐盟也對相關的中共官員制裁，呼
籲國際社會應加強對北京施壓(中央社，2021.9.1)。

(二） 中共召開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構建「中華民族共
同體」，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在 2021 年 8 月 27 至 28 日於北京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該會議
係從戰略和全域高度對民族工作作出部署的重要會議。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分別
於 1992 年、1999 年、2005 年、2014 年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
，此次是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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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次、亦是習近平第 2 次召開該項會議(新華網，2021.8.28)。
本文歸納，本次會議所要宣達的重點只有五項：1.黨的民族工作是中國特色解
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2.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等理念，是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
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
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則。中華文化是主幹，各民族文化是枝葉。4.逐步實現各民族
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納入幹部教育、黨員教
育、國民教育體系，落實社會宣傳教育。5.持續肅清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思想流毒，
及加強國際反恐合作(新華網，2021.8.28)。
據中共官媒與專家的分析，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與過去不同之處有 9
項：1.首次提出要「肅清流毒」。2.首次提到反恐問題。3.中華民族在 2014 年會議
的通稿裡出現 7 次，而這次會議的通稿裡則出現了 41 次。4.「民族團結」在 2014
年會議的通稿裡出現 20 次，而這次會議的通稿裡只出現 3 次。5.民族地區在 2014
年會議的通稿裡出現 24 次，而這次會議的通稿裡只出現 7 次。6.2014 年通稿的第
一段是：「多民族是我國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國發展的一大有利因素」，這次會議
的第一段是：「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7.2014
年會議強調要把著力點放在社區，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這
次會議通稿則要求逐步實現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
方位嵌入。8.本次會議強調要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再把民族團結作為民族工作
的重點。對民族幹部的要求，把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提到了首位，用「鑄牢中
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取代了「維護民族團結」。9.中國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的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都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擁有
的地方。弱化所謂「民族地區」和城市民族工作，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題中之
意(新華網、北京青年報，2021.8.28)。
綜合看來，習近平的少數民族政策取向，的確是中共建國以來最強硬的表述，
不只不像毛澤東至少還宣傳「民族團結」的統戰主張，習近平甚至還公開強調「中
華民族共同體」等變相的「大漢沙文主義」思想，完全推翻或禁止中國大陸於 2011
年所出現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大辯論的開明主張。
「中華民族」一詞就是變相的「大漢沙文主義」
，因民族主義的基本定義是「主
張一個民族應該成立一個國家」
，但所謂的「中華民族」包括了漢滿蒙回藏苗瑤等
至少 52 個大民族以上，一是外國人無法理解中共對「中華民族」的涵義界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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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它背離民族的定義，在蘇聯與美國這叫愛國主義不是民族主義；二是，即便它
叫「中華民族」
，為什麼是漢族說了算？而且是漢文、漢語與漢文化要完全的嵌入
其他民族文化？而不是他族文化嵌入漢族文化？

(三）因應美國撤軍阿富汗， 防 範 疆 獨 組 織 勢 力 擴 大 ，中共展開相
應政軍行動
911 事件後，中共一直指控「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等疆獨組織與蓋達（Al
Qaeda）、塔利班相互勾結，20 年來其國內宣傳也不斷醜化疆獨、蓋達與塔利班。
以至於當美國撤軍阿富汗後，中共與塔利班政權接觸，中共官方媒體開始藉由報
導阿富汗陷入混亂醜化美國形象和外交政策、美化塔利班，聲稱塔利班武裝人員
進入喀布爾市區，是為了「保障民眾安全，維護社會秩序」，「人民日報」的微博
帳號也轉發中央電視臺影片「60 秒瞭解塔利班是什麼組織」
，此舉引發中國網友強
烈反彈，質疑「為什麼絕口不提恐怖主義？」、「會活割人頭斬首的是好料？」更
有人直指中共官媒「給塔利班洗白是最沒有人性的行為」
，相關官媒因而刪除網路
貼文(人民日報、多維新聞網，2021.8.18)。
無論如何，中國高度重視美國撤軍阿富汗後，新復國的塔利班政權，是否會
引發中亞周邊國家的恐怖活動，因而連動到新疆甚或中國大陸內地。畢竟，藉由
美軍鎮守阿富汗的 20 年來，中共當局陸續累積投資巴基斯坦至少 2,500 億美金，
「一
帶一路」投資在中亞五國的金額也超過 100 億美金（這兩個金額是筆者依各項資料推
估），僅從經濟的角度而言，實在禁不起這樣的損失。

此非空穴來風，2021 年 7 月 26 日聯合國安理會轄下的「聯合國分析支持暨制
裁監測小組」
（the UN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發表報告指出，
「東
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與蓋達組織結盟，並且與伊斯蘭極端組織「阿拉聖戰團」
（Jamaat Ansarullah）
、
「獨一聖戰組織」
（Katiba al-Tawhid wal-Jihad）關係密切。報告指出，

美軍撤出阿富汗對當地局勢帶來極大的變動。由於阿富汗直接與新疆接壤，中國
甚為擔心疆獨組織在阿富汗壯大。許多維吾爾人為了逃避中國的迫害，逃到阿富
汗等地區，如今已經發展出武裝團體。報告指出，此際控制阿富汗許多地區的塔
利班組織向中共保證，不會接待來自新疆的武裝份子以及蓋達組織和其他激進團
體(美國之音、多維新聞網，2021.7.27)。
更重要的是，今年 4 月，巴基斯坦奎達市一家豪華酒店發生爆炸，導致多人
死亡。當時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農融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正下榻該酒店(聯合新聞網，
2021.8.21)。7

月 14 日中國大陸工程人員在巴基斯坦遇襲造成至少 9 死 22 傷，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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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與巴國內政部長阿邁德緊急通話時稱，這是「針對
中國在巴人員的恐怖襲擊」，公安部已派出刑事偵查技術專家赴巴協助開展調查，
希中巴共同查明真相，盡快破案，找出真兇，嚴懲幕後組織者和相關人員(中新社，
2021.7.17)。媒體一般認為，這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所為。巴基斯坦外長指稱，經

調查這是一起由印度和阿富汗情報機構支持的自殺式炸彈襲擊，但印度否認這項
指控(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21.8.14)。
8 月 20 日，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發生針對中國大陸人士的自殺炸彈攻
擊，導致 2 名兒童死亡、3 人受傷。巴基斯坦民族主義分離勢力「俾路支解放軍」
（BLA）坦承發動這次攻擊，聲稱襲擊造成

6 名中國公民和 3 名保安死亡，而中共

和巴基斯坦當局則聲稱只有 1 名中國公民受傷，2 名兒童死亡（俾路支解放軍聲稱 2
名兒童是被巴基斯坦軍隊射擊的霰彈殺傷）。這是近

1 個多月來巴基斯坦二度發生針對陸

方的攻擊事件。俾路支解放軍多次警告北京當局，不要再借「中巴經濟走廊」之
名，搶佔俾路支省的自然資源和土地(自由亞洲電臺，2021.8.21；中通社，2021.9.2)。
阿富汗塔利班赴陸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時，北京似乎擴大追責範圍，中共外
交部長王毅要求塔利班徹底切斷其與東突的關係，並在阿富汗對其採取行動，因
為「東突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
。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但該聲明似乎是一
次警告，暗示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權後，北京承認塔利班政府的條件是什麼。北京
仍持續關注東突問題，認為塔利班掌權後阿富汗可能會出現動盪局勢，東突勢力
也許會藉機滋生蔓延，成長為中國大陸的心腹大患。塔利班曾保證會管控東突威
脅，但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到底有多相信塔利班的這一保證(中時新聞網、自由亞洲電臺，
2021.9.2)。

對此，中共展開一連串外交與軍事預防行動，主要有以下 6 項：
1.中、俄寧夏軍演：8 月 9 日至 13 日在中國大陸西北部舉行的中俄聯合軍事演習代
號為「西部·聯合-2021」
，但雙方官方發布的新聞照片顯示，事實上 8 月初已經進行
實地預備演習。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約 1.3 萬名陸軍和空軍官兵動用超過 400 件武器
和軍事技術裝備聯合參演(中國大陸首次投入包括中共空軍的殲 20 匿蹤戰機和 11 式輪式突擊
砲等最先進的主戰武器，首次讓俄軍成建制使用中方武器進行演習。中俄雙方表示，演習旨在進一
步展示雙方打擊恐怖主義勢力、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決心和能力。美國之音，2021.8.14)。

2.中共與塔吉克聯合反恐演習：8 月 18 日，中共公安部和塔吉克內務部在塔吉克首
都杜桑貝（Dushanbe）舉辦「反恐協作-2021」聯合反恐演習。中共公安部長趙克志
致函給塔吉克內務部長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強調中塔「全面戰略夥伴」應對反
恐威脅之決心(信函表示，中國大陸和塔吉克是「全面戰略夥伴」，兩國執法部門在反恐等領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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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富有成效的合作，但地區反恐形勢「不容樂觀」，指演習提升兩國反恐力量協同作戰戰備水準，
演練反恐實戰技能，展示中塔雙方反恐決心，應對兩國面臨恐怖威脅。中央社，2021.8.19)。

3.西藏增兵與「共同命運-2021」軍演：8 月 26 日，中共國防部發布相關文字和影
片指出，中國大陸西藏軍區所屬 10 多個旅團近日在海拔 4500 米的雪域高原圍繞高
原山地聯合立體作戰，開展「雪域使命-2021」多兵種全時、全域、全要素跨晝夜
實兵實彈演習，展示維護中國邊境和西藏穩定之決心(「環球時報」（英文版）等中共官
媒進行報導時指出，軍演顯示共軍在高原聯合作戰能力及維護中國邊境和西藏穩定的決心，環球時
報、多維新聞網，2021.8.26)。

4.國際維和實兵演習：9 月 6 至 15 日，中共國防部發布中共軍隊將在河南的陸軍確
山合同戰術訓練基地首次舉辦「共同命運-2021」國際維和實兵演習。巴基斯坦、
蒙古、泰國等國軍隊派人參加演習。這次演習旨在響應聯合國「為維和而行動」倡
議，推動維和出兵國間務實合作，共同提升維和待命部隊執行任務能力 (新華網，
2021.9.30)。

5.上合組織會議：9 月 17 日，習近平在北京以視訊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
首理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特別提出共護安全穩定，率先提出打擊
「三股勢力」，堅決遏制毒品走私、網路犯罪、跨國有組織犯罪蔓延勢頭，聯合舉
辦反恐演習和邊防行動，積極宣導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構築起守護地區
和平安寧的銅牆鐵壁(事實上，今年 3 月 19 日，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理事會在烏茲別克斯
坦首都塔什干宣布，上合組織成員國主管機關今年將舉辦「帕比-反恐-2021」聯合反恐演習，會議
批准「關於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理事會向元首理事會匯報地區反恐怖機構 2020 年工作的
報告」、審議「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 2019 年至 2021 年合作綱
要」2020 年度執行情況，人民網，2021.9.18、新華網，2021.3.19)。

6.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議：9 月 8 日，中國大陸、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烏茲別
克與土庫曼舉行阿富汗鄰國外長視訊會議。會後，六方外長發布 16 條「聯合聲明」
，
強調軍事手段不能解決阿富汗問題，由「阿人主導、阿人所有」建立一個阿富汗各
民族參與的包容性政治架構十分重要。此外，阿富汗鄰國外長會將由各國輪流主
辦，設立阿富汗問題特使定期會晤機制，協商具體工作。另重申「伊斯蘭國」
、
「基
地」組織、「東伊運」、「巴基斯坦塔利班」、「俾路支解放軍」、「真主軍」及其他恐
怖組織不能在阿富汗領土上立足(新華網，2021.9.10)。

三、蒙藏情勢
（一）習近平訪察西藏凸顯全面掌控，治藏政策未見鬆動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7月21日至23日赴西藏調研，此為其繼1998年（時任福建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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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書記）、2011年（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後，第三度訪察當地。此次習除造訪哲蚌寺

、布達拉宮等重要宗教據點，凸顯中共治藏70年對西藏政教的全面掌控，同時取
道鄰近中印邊界、6月25日甫通車的拉林鐵路，並視察駐藏解放軍，刻意向外界展
現強邊穩藏意象。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在拉薩
舉行之西藏和平解放70週年活動，強調堅持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不
斷促進民眾對中共的認同，「挫敗達賴集團和境外敵對勢力的分裂破壞活動」。
復以本季仍續有中共打壓西藏事例，如關閉藏語學校、拘捕藏人等，顯示中共治
藏政策立場未有鬆動（美國之音，2021.7.22；新華社，2021.7.24、2021.8.19；自由亞洲電臺，
2021.8.11）。

（二）西藏流亡政府改組和談機構，促藏中復談及達賴訪中
西藏流亡政府於1998年設立「藏中和談籌備小組」，負責藏中對話相關事務
，惟成員分散各處、各有工作職務。為強化整頓和談事務，爰自8月13日起正式解
散該任務編組，改由西藏流亡政府司政邊巴次仁及核心官員（包括安全部秘書長
、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內閣政務秘書長、西藏政策與研究中心主任達瓦才仁，
以及前達賴喇嘛特使等）另組常設機構－「策略規劃小組」，負責蒐整、分析、
彙報相關議題訊息，及制定和談行動計畫（西藏之聲，2021.8.17）。
邊巴次仁表示，過去「藏中和談籌備小組」與中共代表的正式、非正式接觸
至少10次，然2008年之後中方卻片面決定停止接觸。新一屆西藏流亡政府將積極
推動藏中復談，並希促成達賴喇嘛訪五臺山等目標；倘北京表達和談意願，將請
示達賴喇嘛任命和談代表。惟邊巴次仁8月下旬赴中印對峙前沿拉達克慰問藏人，
媒體分析此恐增加北京反感，更加排拒與之接觸（自由亞洲電臺，2021.8.24；多維新聞
網，2021.8.29）。

（三）美方與西藏流亡政府官員互動，續關切西藏人權問題
7月28日，美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新德里會晤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仲
瓊歐珠，該次會晤係繼2016年達賴喇嘛在華盛頓會見時任總統的歐巴馬以來，雙
方領導高層睽違已久之再度接觸。7月30日，西藏流亡政府司政邊巴次仁與美國國
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代理助卿Lisa Peterson等人舉行視訊會議，雙方就藏中
問題的解決、流亡藏人社區所面臨之挑戰等議題進行交流。另布林肯在東協區域
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會議中，亦對中共侵犯西藏人權表達嚴正關切（美國之
音，2021.7.28；西藏之聲，2021.8.2；蘋果新聞網，2021.8.7）。

（四）王莉霞取代布小林接掌內蒙，嚴金海接替齊扎拉任西藏政府一把手，或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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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中共整頓本土勢力之考量
今年9月9日，王莉霞當選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10月8日
決定任命嚴金海為副主席並代理主席。綜合媒體分析認為，王莉霞雖為蒙古族，
惟卻非內蒙土生土長，嚴金海亦長期任職青海，上揭人事布局似反映中共在民族
自治區愈傾向安插非本土出生的官員（如西藏自治區主席齊扎拉為出生於雲南中甸的藏族
官員，寧夏自治區主席咸輝則是出生於甘肅定西的回族官員），以防範主政者過度涉入當地

少數民族利益。至於布小林提前去職，外界推測健康狀況或為原因之一，亦有分
析指其辭職宣告內蒙結束祖孫三代執政，隱含中共整頓本土勢力之目的（世界日報
，2021.8.5；東方日報，2021.8.12；中新社，2021.9.9）。

（本章第一節由王韻撰稿；少數民族由董立文撰稿；蒙藏情勢由港澳蒙藏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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