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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樂際與遭廢棄的「反腐敗」

被查，2016年略減少至 57人，

2017 年 則 大 幅 下 滑 至 40 人，

2018年更進一步跌至 26人。而

2019年初至今，已有 16名省部

級（含副職）官員被查，按此「節

奏」應該不至於大幅超越前一年

數字。

而從被查官員級別上來說，

中共十八大後落馬正國級 1人
（即周永康），副國級 5人（蘇

榮、令計劃、孫政才、徐才厚、

郭伯雄），正部級 20人。而中共

十九大後落馬官員的相對級別來

說較低，最高級別為副國級的楊

晶（國務委員兼秘書長），正部

級兩年來被查的僅中宣部副部長

魯煒、發改委副主任努爾．白克

力、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原陝

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原雲南省委

書記秦光榮以及原證監會主席劉

士余 5人。

趙樂際沉悶的背後

官方導顯示，中共在十八大

後一次一次的中央巡視，都是外

界關注的熱點，中央巡視組根據

線索拿下了不少高官，但中共

十九大後，中共巡視定位為所謂

的「政治巡視」。

據中共說法，政治巡視實際

上是從意識形態入手，要求下邊

事事與中共黨中央一致，更著重

其整黨保黨的功能而非單純的反

腐，這說明當局的反腐性質上已

經發生變異。

近兩年當局通報落馬的官員

中，有好幾個被特意強調偷看了

境外反動書刊，有些是涉及所謂

反黨言論，這種將意識形態整肅

「反腐敗」已偃旗息鼓  趙樂際低調打醬油  當局只能讓官場一爛了之

數字說明「反腐」消退

中共中紀委近期通報拿下了

四個副部級「老虎」，包括河南省

副省長徐光、安徽省高級法院前

院長張堅、河北省副省長李謙，

海口市委書記張琦，他們分別在 8
月 24 日、25 日、27 日 和 9 月 6
日被查。這個時間正是當局定下

要開始建政 70週年活動「維穩」

的敏感點，故此連打四「虎」未免

就有應節造勢之嫌。

但現時當局拿下貪官的分量

已經很難再像以往那樣引發轟動。

似乎從某一時間節點開始，人們已

經逐漸失去對中共反腐風暴的亢

奮情緒。事實似乎也印證了「為甚

麼」。這個時間點是中共十九大，

一個已被多方分析認為是中共各派

系一次妥協性政治交易的會議，特

別是此後，習近平拿下江澤民和曾

慶紅的傳聞基本消失。

數字可以為我們勾劃出一個

反腐消退的線條：

根據官方數字，迄今為止，

在中共十八大後落馬的 271名部

級（含副部級）以上高官以及

副軍級以上軍銜將領中，分布在

2017年的僅 1人，分布在 2013
年的 13人，最高潮時期的 2014
年、2015年分別有 60人、64人

混入反腐，在反腐的同時增加打

壓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部分內容，

無疑與上屆中紀委的呼應民意的

反腐不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趙樂際從強勢反腐

的王岐山手中接棒，以其資歷和

實力，從一開始就定位「刀口向

下」，除了打了幾個王岐山交下

的省部級「老虎」（有些還是主動

投案的，如：秦光榮、劉士余），

就是花大力氣在陝西捉拿自己當

年的舊部，他們多是因為秦嶺別

墅事件中冒犯了習近平。這在官

場人士來看都是極其難堪的事。

在過去一年多的官媒公開報導

中，趙樂際也沒有被給出一個很

權威的報導位置。

即便在近日中共建政 70週年

前應節打幾個「老虎」，也只是副

部級，並且派系色彩不明。

趙樂際反腐如此低調沉悶，

一方面證實中共是反腐越反越

腐，反而無法控制官場怠政流

行，當局已對反腐失去信心和耐

心。另一方面，去年以來，美中

貿易戰開打、中國經濟不景氣，

國內民怨在高壓嚴控下如火山待

爆，香港更發生從反對《逃犯條

例》修訂到要求實現高度自治的示

威，在內憂外患之下，中共頻發

聲要防範「顏色革命」。

如此看來，顯然現當局在反

腐這方面已無心作戰，並且無暇

顧及，除了口頭上說保持高壓態

勢，日常逮些層出不窮的中下

層貪官，不時打幾個無關時局的

「虎」應付了事，事實上唯有放任

官場一爛了之。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當了近

兩年習近平的「打虎將」的中紀委

書記趙樂際，現在是甚麼狀態？中

共的所謂反腐又陷入甚麼難堪之

境？分析一下一目了然。

現任中紀委書記趙樂際在權力格局中處於劣勢。（Getty Images）

十六大報告起草人論證英國起源於湖南
【看中國訊】中共十六大報告

的起草人之一、湖南大學法學院

原院長杜鋼建曾發表關於「英漢

同源」的觀點，即英國人和英語

的淵源都在中國，被網友罵其厚

顏無恥，鼓吹妄語。

近日，四川省社科院院長向

寶雲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

院 2019級新生開學典禮上致辭，

希望同學們「大力弘揚追求真理、

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而不是投

機取巧，譁眾取寵，像有的『專

家』論證『英國人和英語起源於湖

南』，淪為笑談。」

據媒體此前報導，2019年 3
月 20日，杜鋼建教授在北京一次

會議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不但英語來自華夏古漢語，英國

人也來自大湘西」。

杜鋼建表示：「中國歷史上就

有一個英國，距離現在約有 5000
年，它的名字來源於《山海經》中

一個叫英山的地方。」

杜鋼建認為，在先夏時期，

堯、舜、禹的大法官叫皋陶，他的

後代被分封在英山，也就是今天

的湖北英縣，這就是英國人祖先

生活的地方。並舉例說英語單詞

「shop」，發音就是漢語「商鋪」的

發音；英語中的「yellow」，用漢語

說就是「葉落」，秋天葉子黃了，

不就是葉落了嗎？不過，有網友質

疑說，商鋪、葉落是普通話，幾千

年前的華夏有普通話嗎？

杜鋼建，1956年 8月出生，

中共十六大報告的起草人之一，

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副主

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汕頭大

學法學院院長、湖南大學法學院

院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

習近平被政敵糊弄，受假情報困擾。（Getty Images）

雄安建設緩慢
官員頻繁轉崗

【看中國訊】繼中國雄安

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劉

春成出任河北省科學院黨組

書記後，河北雄安新區黨群

工作部部長牛景峰也轉崗出

任河北工程大學黨委常委。

據河北工程大學官方消

息，9月 3日上午，河北省委

組織部召開相關會議，會上

宣布牛景峰出任河北工程大

學黨委常委。

近日雄安新區人事現頻

繁調動。據河北省科學院官

網消息稱，9月 2日，雄安集

團總經理劉春成也調任河北

省科學院黨組書記。

2017年 4月 1日，北京

當局發布通知，決定設立河

北雄安新區。「千年大計、

國家大事」的官方定位占據

各類媒體的頭條。繼深圳經

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

雄安新區被官方定性為又一

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

2018年，雄安新區似乎

歸於沉寂，大規模的建設並

未啟動，引發外界猜疑。

新 浪 財 經 2018 年 8月
20日曾報導，雄安新區規劃

設計專家、清華大學建築學

院教授尹稚表示，雄安新區

建設慢的政治原因是，近十

年來，比較壓抑，「不鼓勵體

制機制探索和創新，不鼓勵

政府擔當」，因此雄安新區

建設並不是處在一個天時、

地利、人和的最好時間。

尹稚說：「這也是為甚麼

近兩年過去了，到現在為止

還一鍬土沒動，因為很多事

情還沒想明白。」

時至今日，雄安新區似

乎仍沒有太大起色。有網友

認為，除引發一輪炒房熱潮

外，只剩一地雞毛。

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得不到真實情報

回聲室效應

知名美國政治學者、中國問

題專家卜約翰，9月 6日刊發在

「香港自由新聞」上的這篇文章認

為，如果北京的情報蒐集方式不

加以改革，通過多種方式獲得香

港的真實信息，北京將會重複同

樣的錯誤。

卜約翰現為香港大學政治與

公共管理系的名譽教授，他於

2011年至 2017年曾擔任香港大

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對於為何會出現情報不真的

情況，卜約翰文章分析認為，首

先，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該黨的

運作就好似在一個狹窄的回聲室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中

國和香港問題專家卜約翰（John 
Burns）教授日前在港媒發文稱，
北京最高層在香港問題上得不到有

關香港真實情況的情報。主要是因

為中共設在香港的官員上報扭曲信

息，為的是迎合上頭的心理。有關

習近平被政敵糊弄，備受假情報困

擾，此前也有不少報導。

中一樣，基於意識形態來決定甚

麼樣的看法是允許的，甚麼內容

可以向上報。

回聲室效應是指在一個相對

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

聲音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其他

扭曲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

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

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

卜約翰表示，在香港的中共

官員扭曲信息，主要上報上級想

聽的內容。這是一種常見的「官

僚主義疾病」。

另一個造成假情報的情況

是，中共嚴重依賴自己在香港的

那圈子人得來的報告，包括設在

香港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

的代表們。而從其他渠道來的信

息，中共根本就不在意。對於一

個與大陸不同的、在半自由和開

放環境的政治體制運作下的香港

來說，中共的這種做法是一個災

難。卜約翰預計，北京會讓港澳

辦和中聯辦對假情報負責。

港澳系統成獨立王國

有關習近平收假情報誤判形

勢，此前有類似報導和分析。

7月初，「香港 01」引述接

近北京消息人士的話，「反送中」

浪潮發展到今天這個局面，令北

京高層感到錯愕。因為當初中聯

辦、港澳辦等部門呈上去的報告

寫得頗為樂觀，但結果卻完全不

是那回事。

資料顯示，香港事務是由中

共中央港澳協調工作小組負責，組

長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韓正，

副組長政治局委員兼外事辦主任

楊潔篪，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

長尤權，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王

毅，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組

員包括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和澳

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

媒體人何頻分析說，韓正和

楊潔篪是屬於江澤民派系的，而

張曉明和王志民的背景都是來自

曾慶紅提拔，故此，香港現在就

是江曾時代留下的系統，習近平

手伸不進去，水潑不進，港澳系

統成了獨立王國。他認為習江一

直在爭奪港澳控制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