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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樂際走弱  王滬寧更奪權

顯然，拋出一個周強尚可，如果

同時拋出負責反腐的在職國級官

員趙樂際，中南海可能隨即陷入

執政危機，故此周強沒出事，必

定是當權者出於暫保趙樂際以保

黨的決策。

反腐湧現王滬寧因素

趙樂際一上來，反腐就是「刀

口向下」，只打了幾個王岐山交下

的省部級「老虎」，其實很多還是

主動投案的，如：秦光榮、劉士

余。另外趙樂際最花力氣的卻是在

陝西捉拿自己當年的舊部，這在官

場人士來看都是極其難堪的事。

留意到近兩年當局通報落馬

的官員中，很多都被強調所謂政

治不擔當、違背中共初心、對黨

不忠誠等意識形態罪名，甚至閱

讀境外書刊也被列為大罪。王岐

山時期反腐在官員違紀方面主要

是通報所謂違反政治規矩、政治

紀律，搞團伙幫派，也就是防範

對當局搞政變的危險。現在這種

將意識形態整肅混入反腐的明顯

動向，說明甚麼呢？

筆者認為，這意味著現在掌

管意識形態的常委王滬寧，已經

藉著習近平希望保黨整風之勢，

乘機擴權到反腐領域，弱勢的趙

樂際，有被架空之嫌。

王滬寧分管的工作既多又廣，

主要分管黨建、意識形態和宣

傳，但又似乎無所不管。王滬寧

有一個極具實權的中央書記處書

記職務，定性是中共的日常實務

部門，統攬的成員包括：中辦主

任、國家監察委主任、中央政法

委書記、中組部長、中宣部長、

中央統戰部長。

今年 5月起，中共推行所謂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

育，中央領導小組的組長也是王

滬寧。這是一次類似 1942年毛澤

東所搞的整風運動，習近平 5月

趙樂際被爆出醜聞處境不利 意識形態色彩更 濃反腐性質已經被變異

涉秦嶺別墅和千億礦權

10月 18日，《明報》引述京

城消息人士爆稱，被習近平認為

破壞龍脈的秦嶺違建別墅事件，

內幕涉及曾經主政陝西五年的現

任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習近平六

次批示而下邊不動，據說就是因

為當地官員十分為難，因他們知

道大部分別墅是在趙樂際執掌陝

西期間修建；他們夾在習與趙兩

人中間，只能選擇不作為。於是

一時出現「秦官難當」的尷尬局

面，直至習近平真的震怒。

同時，該消息還說，去年 12
月底，中共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

藉陝西「千億礦權案」，披露了包

括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批示的「秘

密文件」，當中矛頭並非僅指向

周強；被打格的部分內容，正是

趙樂際擔任陝西省委書記期間對

「千億礦權案」的批示。

周強今年初一度因為千億礦

權案出現危機，但是經由中共政

法委牽頭，中紀委、最高檢和公

安部參與的聯合調查之後得以「鹹

魚翻身」。個中原因，此前外界

都沒想到還有趙樂際的因素，很

31日在這個運動啟動的講話中也

重提毛澤東「延安整風」，意味著

這是又一輪中共慘烈內鬥，而這

場內鬥正是透過反腐之名進行。

在這一背景下，由於身為中

紀委書記的趙樂際有陝西「小辮

子」被人抓著，自身不硬如何打

鐵？最大可能趙樂際是被國監委

主任楊曉渡架空，楊曉渡曾與習

近平在上海有過短暫交集。但是

楊曉渡在中央書記處序列中，也

是被王滬寧統管著，故此王滬寧

已經「侵入」反腐領域。

政權高危反腐變異

當下中國經濟下行已帶來物

價飛漲，民生、社會問題重重，

國內民怨在高壓嚴控下如火山待

爆，香港人要求實現高度自治的

示威信息，透過嚴密封鎖，對大

陸也有深遠影響。習近平面臨國

內民變和黨內政變等政權內患。

今年 7月 1日前幾天，習近

平曾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警告稱：

「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

在，這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亡

黨警告」。

當下中共反腐從意識形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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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性質上已

經發生變異。

這表明，面臨嚴重危機的中

共當局在反腐這方面已無心作

戰，並且也已經無暇顧及，口頭

上說保持高壓態勢，不時拋出幾

個無關時局的「虎」敷衍了事，事

實上唯有讓官場一爛了之。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外界一

直不看好十九大後替代王岐山反腐

的趙樂際，一方面是因為習近平的

反腐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是因為中

共自身難以為繼。近日一則親中港

媒消息，直爆趙樂際自身的危機，

釋放的內鬥信號，進一步印證了這

一點。

2019年 3月兩會上的王岐山和趙樂際。（Getty Images）

美國制裁中共新疆高官 傳陳全國上名單
【看中國訊】近日美國公布了

制裁中共涉疆的部分單位，同時

還將一批高官列入制裁名單。

10月 7日，美國商務部宣布

將海康威視等 28家單位列入出口

管制的實體名單。這些實體捲入

了在中國的監視、拘押和壓制行

動。 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

布，將一批涉疆中共高官列入制

裁名單，但沒有公布官員姓名。

近日有媒體引述來自美國華

裔牧師傅希秋的消息指，目前有

9名新疆高官會被列入制裁名單

中，包括新疆書記陳全國、中央

統戰部九局（新疆局）副局長胡

聯合、新疆主席雪克來提 ‧ 扎克

爾、新疆人大副主任朱海倫（曾

任新疆政法委書記）、新疆生產建

設兵團黨委書記兼政委孫金龍、

新疆副主席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司令彭家瑞、武警新疆總隊司令

周建國、武警部隊裝備部長管延

密（原新疆總隊司令員）及新疆

自治區人大主任肖開提依明。

報導說這 9名高官不僅無法

赴美，他們在美國的親屬將受影

響，財產也將面臨沒收。例如：

新疆主席扎克爾有多個親屬定居

在美國和德國，其他高官也有親

屬在美國或澳洲等。

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以鐵腕

治疆著稱。旅美政論作家陳破空

這樣評價他：「為了在習近平面前

掙表現，陳全國充分而盡情地表

演，施出渾身解數，空前強化對

新疆的高壓和控制。」

鄧小平和趙紫陽在 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Getty Images）

前武警副司令
私藏槍支彈藥李南央：中共害怕 不敢給趙紫陽正名

不願放棄兩個「桿子」

李南央對美國之音表示，中

共沒有執政自信和底氣。他們以

為，對趙紫陽做了正面評價，那

他們自己就完蛋了。這實際上就

是不願同六四做切割，而不願同

六四做切割的最主要問題，就是

不願意放棄共產黨執政的槍桿子

和筆桿子這兩個桿子。

但是如果對趙紫陽做了正面

評價——因為趙紫陽反對六四屠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導】10
月 17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
百歲冥誕，趙紫陽的四子一女早前

以「趙家兄妹」的名義發表文章，

在緬懷趙紫陽一生的同時，指出當

今中國正陷入「百年未見的精神困

局」。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女兒、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李南

央表示，中共至今沒有為趙紫陽正

名，因中共認為一旦對趙紫陽做了

正面評價，那他們自己就完蛋了。

趙紫陽前政治秘書鮑彤披露趙紫陽

曾說，共產黨把人人都變得沒有人

性了，都是獸性了，全國人民都是

受害者。

殺——那也就是反對用槍桿子去

對待跟共產黨持有不同意見的民

眾，這樣就是非常顛覆性的了。

李南央稱，從江澤民到胡錦

濤一直到習近平，為甚麼始終不

願意給趙紫陽做一個正面的歷史

評價，就是因為趙紫陽放棄了共

產黨的槍桿子和筆桿子。趙紫陽

主張，當民眾跟我們共產黨有不

同意見的時候，我們要用對話的

機制來跟老百姓協商；當老百姓

跟我們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我們

要讓他們有自由的空間去表達。

找到了錯誤「根源」

因為趙紫陽前政治秘書鮑彤

被北京當局警告不得參加美國之

音的節目，所以李南央代讀了鮑

彤的一段話。

鮑彤說，趙紫陽的反思是徹底

的。文革初期，趙紫陽在廣東時，

群眾把趙紫陽鬥得一塌糊塗。趙

紫陽就想，為甚麼造反派要這麼鬥

我？趙紫陽跟人說：「因為過去我們

（中共）把人家鬥得一塌糊塗，所

以人家今天要鬥我們。」

鮑彤表示：這就涉及到了問

題的根本，趙紫陽曾說，中國共

產黨的「基本理論有問題，黨的

鬥爭哲學是錯誤的」。他從根上

看到了中共的路線、黨的工作方

法一貫是左的、錯誤的。很多文

革冤假錯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幹

部都認為，造反派是冤假錯案的

製造者，他們受到的是造反派的

迫害，是他們的罪惡。

但趙紫陽說：「不對，鬥老幹

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全國人

民都是受害者。人都變得沒有人

性了，都是獸性了，這還不是受

害者？最後毛澤東的老婆也成了

受害者，變成了反革命。弄到最

後，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他怎麼

是受害者？因為他變成了反革命

家屬。全中國人，當時 10億人，

包括毛澤東，都是受害者，都是

黨的理論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

的造反派是根據黨的理論造反

的。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就要從黨的基本理論上解決起。」

鮑彤認為，趙紫陽這些話表

示：「他文革後的大徹大悟，他找

到了（中共錯誤的）根源。」

【看中國訊】前武警吉林

省總隊副司令員包洪建涉受

賄等罪一案，日前在吉林省

四平市被提起公訴。包洪建

共涉嫌五個罪名：其中包括

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貪汙罪；非法持有、私藏槍

支、彈藥罪；偽造、變造、

買賣武裝部隊公文、證件、

印章罪。

現年 58歲的包洪建，長

期在武警吉林部隊任職，從

2005年 5月起任武警吉林省

總隊長春市支隊支隊長；2006
年 3月，任武警吉林省總隊副

參謀長；2009年 4月，任武

警吉林省總隊吉林市支隊支

隊長；2011年 6月，任武警

吉林省總隊副總隊長；2012
年 12月，任武警吉林省總隊

副司令員；2016年 9月，他

被調任至吉林省住房和城鄉

建設廳黨組成員、副廳長。

武警部隊歷來是中共用

來鎮壓民眾和強力維穩的「刀

把子」。

江澤民上臺後，其親信

周永康長期掌控武警部隊，

勢力坐大，成為「第二權力中

央」，並曾捲入「政變」傳聞。

因此武警部隊成為習近

平的心腹大患，習先後拿下

了涉嫌政變的主角薄熙來、

周永康，而且還拿下了周永

康的心腹、武警部隊前司令

員王建平等，至少 12名武警

部隊高官。

2018年 1月，武警部隊

其指揮權被收歸中央軍委，

不再受公安部及政法委的指

揮。武警高層人事也被調整，

目前擔任武警部隊司令員的

王寧、副司令秦天與習近平

一樣，都是「紅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