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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曾引用蔣經國座右銘

座右銘，利於中共統戰和推行「一

帶一路」。當然這極可能也是王

滬寧的出計。

但一如網友表示，中國人工

成本低，奴工監獄黑暗，習近平

只不過想忽悠東盟國家讓中國廉

價產品長驅直入，而東盟則只想

收銀子。中共這三十多年來，經

濟利益打頭，對外均是以利誘

之。所謂「小人之交甘若醴」，大

抵如是。

事實上，從習近平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上臺以來，都有人

希望習近平學蔣經國。特別是在

2017 年 10 月的中共十九大前，

各種猜想和內幕消息驟然增多。

其中太子黨羅宇在 2016 年初就曾

公開呼籲習近平往前走，「要真心

學臺灣，要學蔣經國。」

和蔣經國相反的路

到中共十九大後，羅宇已經

不發聲了。 2018 年 4 月，在海外

民主中國網站，有署名「南風」的

作者發文〈習近平有成為蔣經國的

可能嗎？〉，文章說：我們可以

從一個明顯的事實看出，只要現

在仍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東思想作為黨和國家理論指導

的，民主根本就無望。因為馬克

思、列寧、毛澤東就是民主的死

敵！今日的習當局在民主政治方

面，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比前任

更倒退，習近平成不了蔣經國。

這種觀點現在基本上是外界

論者的共識，但直到最近還有人

呼籲習學蔣經國。臺北市長柯文

哲今年 8 月 19 日在接受媒體訪問

時，談及香港反送中形勢，他建

蔣經國之路讓政權平穩過渡自家體面收場  北京真要一條路走到黑？

「計利當計天下利」

筆者近日偶然翻到習近平

2013 年 10 月 3 日 在 印 尼 國 會

的演講稿，該講稿主要圍繞中國

與東盟發展，以及中印兩國關係

等。習近平如常引經據典，如印

尼民歌〈美麗的梭羅河〉。但令人

意外的是，習近平亦引述了中華

民國前總統蔣經國的座右銘「計

利當計天下利」。

習近平在演講中，提出中國與

東盟要「堅持合作雙贏。『計利當

計天下利』，中國願在平等互利的

基礎上，擴大對東盟國家開放，使

自身發展更好惠及東盟國家。」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

萬世名」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勛、

著名書法家于右任 1961 年給蔣經

國題的條幅，此 14 字成為蔣經國

的座右銘。

對於習近平此番演講，曾有

網友調侃：念的？讀的？脫稿的？

是不是秘書寫的？當時有「三代

國師」之稱的王滬寧深獲習重用，

連習的「中國夢」也是王滬寧設

計，在國際上公開引用蔣經國的

議習近平參考蔣經國的方式處理

香港問題，大意是說，當年蔣經

國晚年時，臺灣人民要民主，蔣

經國       就增額民意代表選舉，

接著又放鬆一些管治。最後讓臺

灣成就了成熟的民主社會。

筆者認為，習近平確實還是

很難與蔣經國比較的，雖然兩人

的經歷、地位、政治承擔和機遇等

相同，但現在各方面的現實情形卻

都不同。蔣經國使臺灣向現代民主

憲政社會轉變，而習近平現在的走

向，看起來只不過用經濟繼續維持

一黨專制體制。而且，在貿易戰期

間，毛式打法又來了，「國進民退」

也來了，還有是否恢復計畫經濟，

正引發業界恐慌。

毛的「鬥爭」手段，歷史已經

證實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如果習

近平在這條路走下去，相對於蔣經

國的座右銘的後半段「求名應求萬

世名」，則是截然相反的結局。

當下香港民主抗爭、中美貿

易戰、豬瘟疫情以及不景氣的經

濟都是嚴重的危機，更為嚴重的

是國內各種民怨積累多年，像火

山一樣，只不過被強制高壓拖延

而已。最近習自己也在黨內講話

中承認「危險無處不在」。不少

觀察家都認為，中共統治崩盤可

能性在增大。而縱觀古今中外，

對於失敗的政權，首腦可能要面

對坐牢，甚至更不堪的懲罰。

如果習近平還有一絲清醒，猛

回頭，站在人民的權益立場考慮，

拋棄共產黨理論，政權尚能平穩過

渡，自家也可以體面收場，不過這

種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現任中

共黨魁習近平，近期頻發毛澤東風

格的言論，其藉此保黨的走向基本

明晰。但在中共十九大前的幾年任

期，習一度被外界寄以帶領中國走

向民主憲政之路的希望。其中還曾

有人將之與蔣經國相期許。而習近

平早年一些表現，也確實令人容易

產生這樣的幻覺。

中共建政 70週年，天安門廣場遊行隊伍抬著習近平像。（Getty Images）

朱鎔基缺席閱兵式 第二天在網上露面
【看中國訊】中共前總理朱鎔

基缺席北京十一閱兵式，引發諸

多猜測。不過，隨後透過官方和

民間渠道，朱卻不同尋常的「露

面」，引人關注。有人認為，91
歲的朱鎔基以身體為由拒絕參加

大閱兵。

據流亡美國的富豪郭文貴在

十一前爆料說，之前有臺灣朋友

去見朱鎔基，朱鎔基對當前的局

勢非常不滿。朱鎔基說：「70 年大

慶能解決美國問題嗎？大慶能解

決香港危機嗎？」「我們都要去參

加國慶慶典，我不去。他們要讓

我們去，但是我們真不想去啊！」

有關爆料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而在朱鎔基缺席閱兵式的次

日，清華大學官網 2 日發布了曾是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任院長

的朱鎔基給該院 2019 年 MBA 新

生的回信。短短的百字回信被發

布，其 「露面」時機顯得頗為微妙。

朱鎔基有「經濟沙皇」之稱，

在中共體制內屬於有個性的人。

海外媒體曾報導，在 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召開，習近平辛

辛苦苦做了三個多小時的報告，

朱鎔基當時硬是不給面子，繃著

臉不鼓掌。

朱鎔基曾主導中國國企改

革，但在中共體制之下，他的改

革是跛子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

革配套。

朱鎔基的國企改革讓中央政

府擺脫了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的巨

大負擔，卻又通過分稅制等金融

改革讓中央政府日聚萬金，也

讓李小琳等一批權貴子女一夜暴

富。同時數以萬計國企倒閉，將

近 1000 萬工人下崗。

中共證監會原主席劉士余被連降四級。（Getty Images）

養豬數成市長
成績考核指標

【看中國訊】十一閱兵

熱點過後，豬肉危機再次被

聚焦，養豬成了重要政治任

務。日前多省發布今年最低

生豬出欄任務，並成為市長

的考核項目。

據中央社 10 月 3 日報導

說，為防止今年豬肉供應短

缺導致肉價狂飆，大陸各地

市長考核要看養豬成果，多

省發布目標任務量。

湖南省農業農村廳 9 月

底下達 14 個市州今年最低生

豬出欄量任務，全省總計為

4500 萬頭。除了湖南，廣東

和四川也都給市長定下了養

豬任務，四川今年的最低生

豬出欄目標是 4008 萬頭，廣

東為 3400 萬頭。

報導說，北京當局以政

治手段訂下養殖任務量，並

一改兩年前因嚴格環保政策

導致豬場被關閉的做法，要

求「立即清理超出法律法規

規定範圍的各類生豬禁養限

養規定」。

自今年 8月以來，中共國

務院副總理胡春華為穩定生

豬生產，已經至少到五省調

研（黑龍江省、四川省、山

東省、河北省、河南省），

並督導生豬生產和供應保障

工作。

9月 6 日，胡春華在東北

督導豬隻生產時說，保障豬

肉供應是當前「三農」工作最

迫切任務之一，各產區要完

成穩產保供任務。

有觀察人士認為，現在

非洲豬瘟疫情仍持續的情況

下，中共號召各省大力養豬，

把豬肉產量作為一項「重大

的政治任務」，是出於「維

穩」目的不得不做，防止因

豬肉價格失控激起民變。

大陸學者曝劉士余言論罪名真實內情

「反腐」新特徵

10 月 4 日，劉士余被立案審

查調查，受到留黨察看二年、政務

撤職處分，降為一級調研員。中

共官方通報中提到一條罪名比較

罕見，指劉士余「公開發表不當言

論，缺乏政治警覺和保密意識」。

大陸坊間認為，中紀委對劉

士余處罰，不再像以往那樣將經

濟犯罪放在首位，而是採用意識

形態罪名，如「背離初心使命」、

「公開發表不當言論等」。

自由亞洲電臺 10 月 7 日援引

北京獨立學者查建國說法稱，劉

士余看來沒有多少經濟問題，因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日

前，中共證監會原主席劉士余被連

降四級。官方通報指他「公開發表

不當言論」，又說劉「缺乏政治警覺

和保密意識」，但通報未具體說明

原由。有中國學者向外媒披露，劉

士余下臺的主要原因是得罪了中共

高層領導人，在內部講話中透露了高

層有關股市的失誤。這也是首次有

涉及劉士余言論問題的內情曝光。

為保留他的部分職位和黨籍。說

明他主要就是政治問題，所謂的

不當言論，主要是沒有和「黨中

央」保持一致。這也是當前整肅

幹部，所謂反腐和從嚴治黨的一

個新的重要特徵。

查建國估計：「也就是說，他

把一些沒有公開發表的話，他說

出來了。而且這些話對領袖或者

對黨中央不利，所以給他扣上政

治問題的帽子。」

「慢牛帶來了瘋牛」

自由亞洲電臺另據一位近期

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披露，劉士余

下臺的主要原因是得罪了中共高層

領導人：「真實的原因之一是他在

清華大學透露出習近平要搞國家牛

市、慢牛，結果帶來了瘋牛。」

劉士余過往言論傾向大膽，

他於 2017 年 10 月在中共十九

大金融代表團分組討論的發言中

曾說，過去 5 年，中央特別查處

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

厚、郭伯雄、孫政才。這些人在

黨內位高權重，既巨貪又巨腐，

又陰謀篡黨奪權，案件令人不寒

而慄。這是首次有中共高官以「篡

黨奪權陰謀」形容前政法委書記

周永康等人的案件。

但官方對薄、周、令、徐、

郭、孫等人的罪名通報中從未見

「陰謀篡黨奪權」的說法。劉士余

的上述發言也未被媒體報導，顯

示與中共官方口徑並非一致。

《明報》文章表示，一種可能

是，劉士余這番話純屬他個人的

即場發揮，或酒後胡言，另一種

可能是，他一不小心泄露了中共

內部對上述人等的定性，因此才

會有「缺乏政治警覺和保密意識」

的罪名。

長期在中共金融領域任職的

劉士余，2016 年任中共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今

年 1 月突然調任全國供銷總社黨

組副書記、理事會主任。今年 5
月 19 日深夜，官方通報劉士余因

「涉嫌違紀違法」、「主動投案」，

正在配合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