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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若蘭、金唐

大選前戰登場：「罷韓」遊行

活動發起人之一的尹立在遊

行的終點上發表演說表示：「但是

我也必須宣告今天這裡也是罷韓

的起點。」他說這次宣告罷韓不等

於政黨、不等於選舉，也無關下一

任市長，更無關任何個人利益。

尹立說，罷韓「只有單純民主的理

念」，「民主就是我們可以把我們

喜歡的人投上去，也可以把不適任

的人投下來。」

這場遊行早在幾個月前便籌

備，並事先提出申請。不料，面對

這一波罷韓的民意，韓國瑜當然不

肯束手。他號召一場挺韓大遊行，

時間刻意選在同一天，而且幾乎是

同一時間，遊行路線和罷韓的遊行

路線只相差不到四公里。為此，外

界曾質疑是要刻意製造雙方衝突，

激化為藍綠對決，以挽救總統大選

中，韓國瑜幾乎無望了的選情。美

國在臺協會（AIT）也罕見呼籲美

國公民回避高雄的示威，避免遭受

波及。

從全臺各地動員來的挺韓遊行

隊伍，人數不少，主辦單位聲稱約

35萬人左右。他們穿著國旗裝，

揮舞著國旗。原本韓國瑜也要全程

參與遊行，但基於維安考量，改於

終點發表談話。韓國瑜感謝民眾一

路相挺守護他，致詞四大承諾，建

立清廉政府、找適當人才、確立臺

灣安全人民有錢的國家方向、苦民

所苦，更將重視南北平衡，帶動中

臺灣發展。

另一方面，罷韓隊伍原預估

10萬人遊行，但是人潮一波波湧

入，群眾占滿五福路，甚至周邊店

家的騎樓。遊行民眾頭綁「草包」

頭帶、「光復高雄」手舉牌表達訴

求，各類活動標語不斷。

這場活動，按照雙方的表現來

看，臺灣民主可說是「完勝」的一

方。尤其是活動和平落幕，沒有任

何流血衝突。對於先前傳出的「兩

顆子彈說」等，活動平和結束就是

一次勝利。無論是挺韓或倒韓，都

可以上街頭表達，這無疑是臺灣民

主成熟最佳化的表現，對比香港的

反送中運動，臺灣的民主真是難能

可貴。

其次，兩方活動有些對比還

是必須指出來。罷韓方是民間人

士主動發起，挺韓方則是由現任

高雄市長的韓國瑜被動防守。事

實上，罷韓者申請遊行的過程，

便充滿波折。主辦罷韓遊行的尹

立說，主辦的 wecare高雄以及

割草聯盟，歷經群眾募資、網絡

霸凌、多次遭到阻撓申請遊行、

被恐嚇壓制走到今天。他說：「我

們發現有人集團式的在利用民主

體制的脆弱點。」他表示，有人

「利用選罷法一年不能罷免的保護

傘，就任三個月就宣布選總統」、

「利用議會言論免責權，不斷抹黑

製造冤案」、「利用憲法保障集會

遊行，故意選擇同一天、同一時

間號召韓粉對抗遊行」。

從雙方訴求來說，公民要求

倒韓的訴求無疑更有正當性。高雄

市長面臨被高雄市民下架的訴求，

理應深自反省，好好傾聽與接受，

用接下來的施政表現去挽回民心。

試想：上任幾個月，便置市政於不

顧，請假去選總統，就連預算審查

也不願參加，說是選舉行程多，必

須請假。但是，從請假以來，他的

行程實在有限，既不去美國，也沒

有所謂的「環臺三週」，更多的是

搞直播。

如今選情不佳，又面臨被罷

免的聲浪，竟然號召各地韓粉前來

「護駕」，甚至刻意排在同一天，給

活動本身帶來升高衝突的風險。這

種做法，違背了公民社會的基本邏

輯。高雄市長手握公權力，當家不

鬧事是基本常識，因為首長負有維

安之責。所以，高雄市府同意挺韓

遊行於同一日舉行，這就說明市府

把高雄市的維安置於市長保衛位置

的考量之下。因為，後申請的挺韓

遊行完全可以改在隔天，同樣是維

護了挺韓民眾的集會遊行之權利。

其次，參與罷韓遊行的人以當

地人居多，許多市民是中途走出來

加入遊行隊伍。許多人表示，去年

自己是韓粉，相信了韓國瑜，投了

他一票，如今發現被騙，轉而支持

罷免韓國瑜的行動。更值得注意的

是，罷韓遊行中，年輕人居多，他

們創意十足，口號、標語、自製服

裝、道具還有街頭的行動劇，把整

個活動搞得很歡樂，像一次政治嘉

年華，連綿幾公里的布條，像是一

條護臺的長龍，四周的居民揮舞著

旗子，呼應著遊行隊伍。

相較之下，挺韓方以中老年人

居多，年輕人鳳毛麟角。由於年紀

大的關係，挺韓遊行早早便結束，

缺乏持續的動能。而罷韓方則延續

至天黑，幾萬人拿起手機，打開照

明，照亮黑夜，甚為感人。

從活動本身來說，罷韓方以

年輕人為主體，扶老攜幼的參與。

這帶給國民黨一個警訊，就是國民

黨已經老化，抓不住臺灣年輕人的

心，去年韓國瑜之勝選高雄市長，

正是因為北漂青年的訴求打動了年

輕世代，年輕人回鄉投票給韓國

瑜，才有了 1124的勝選。如今時

隔一年，整個年輕區塊與中間選民

大幅度倒戈，因為他們發現被騙。

「光復高雄、保衛臺灣」的遊行12
月21日下午在高雄登場。活動的主
要訴求就是「罷免韓國瑜」。根

據主辦單位表示，總共有約50萬
人先後加入九條路線的遊行隊伍

中，從空拍的畫面來看，場面十

分驚人。

坦承，她就是 24頁「新疆文件」

的爆料人。她在文件內容被公開

後，為了確保自己與家人的安全，

決定透過受訪來公開自己的身分。

荷蘭《人民報》(De Volkskrant)

根據對阿卜杜拉赫布及其前夫賈蘇

爾．阿比布拉 (Jasur Abibula)的

採訪，率先報導了前者在第二批文

件公開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阿卜

杜拉赫布與前夫目前都是荷蘭公

民，自 2009年以來一直生活在荷

蘭，他們有一個 8歲的女兒和一個

6歲的兒子。

在與德國之聲的電話專訪中，

阿卜杜拉赫布表示她今年六月透過

一名瞭解事件內情的人士，獲得了

這份 24頁的機密文件。她說在收

到這份文件後心中忐忑不已，因為

她清楚這份文件對於新疆再教育營

相關報導的重要性，但同時也不太

清楚自己該如何處理這份文件。於

是，她將文件其中一頁內容分享在

推特上，希望關注新疆再教育營的

記者或學者能與她聯繫。

德國的新疆議題專家鄭國恩

(Adrian Zenz)看到阿卜杜拉赫布

的推文後，主動與她聯繫，並協助

她確認了這份文件的真實性。鄭國

恩表示，這些文件的用途與排版方

式都與其他北京政府文件一致，他

深信這些文件是真實的。但同時，

鄭國恩也坦言洩漏機密文件對維吾

爾人來說是風險極大的行為，因為

他們可能因此被判 10年刑期，甚

至面臨死刑。

此前 11月中旬《紐約時報》曝

光了逾 400頁與「新疆集中營」有

關的文件；11月下旬，國際調查

記者同盟（ICIJ）再次曝光一批

北京政府的高度機密文件，披露北

京當局如何在新疆大規模運行「集

中營」，以及當局如何透過高科技

手段制定投入「集中營」的人選名

單。可以說，這兩批內部文件的曝

光有力的推動了維吾爾人權政策法

案的快速通過。這第二批機密文件

的爆料人正面臨著死亡的威脅。

「新疆文件」爆料人曝光

兩週前，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發布了名為「中國電文」的調查報

導，內容細數北京政府在新疆如何

透過再教育營關押與管控數百萬

名少數民族人士。而隨著一起公

諸於眾的是一份 24頁的中國政府

內部文件，但各界並不瞭解這份

重要的文件是如何從中國流傳到

海外的。

一名居住在荷蘭的維吾爾族女

性，—今年 46歲的哈斯葉．阿卜

杜拉赫布 (Asiye Abdulaheb)12

月 7日接受荷蘭《人民報》採訪時

此後，鄭國恩和另一位研究該

地區的專家為她聯繫了一名記者。

隨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與包括

《紐約時報》等 17家組織聯手，根

據這份 24頁的文件發表文章揭示

出了有關新疆「再教育營」的具體

運作細節。

另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新聞臺報導，這份文件是 NBC新

聞和全球 14個國家地區的 75多

名新聞工作者調查，並曝光新疆集

中營具體拘禁情況的基礎。

西方媒體記者的聯合調查揭開

了西方政府稱之為近代最大的人權

災難之一的細節，這方面的調查以

前主要是通過前被拘留者的個人描

述、衛星照片和探訪中共政府精心

布置過的新疆集中營來瞭解。

來自北京的死亡威脅

阿卜杜拉赫布在取得機密文

件後，開始收到各式各樣的恐嚇

與騷擾。

據《紐約時報》報導，在荷蘭，

阿卜杜拉赫布發現自從 6月發布有

關部分文件的推文後，她的幾個社

交媒體帳戶和一個 Hotmail帳戶

遭到黑客入侵。

她說她還在Facebook Messenger

上收到過一條維語信息說：「再

不收手，你會被切成碎塊扔在你

家門口的黑色垃圾桶裡。」

「這讓我感到害怕！」她說。

然後在 9月初，阿卜杜拉赫布

前夫的一位曾在新疆一家法院工作

新疆集中營文件爆料人面臨死亡威脅

2 0 1 9年 1 2月3日美國眾議院以
407票贊成 1票反對，表決通過
了《 2 0 1 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 
法案》。

事實上，國民黨被韓粉綁架，中心

主軸偏向又老又舊的韓粉。尤其是

親共的紅統路線，不為年輕人與中

間選民接受。換言之，今日之形勢

逆轉，並非民進黨做對了甚麼，而

是國民黨做錯了太多事，自毀長

城，自掘墳墓。如果，韓國瑜市長

堅守崗位，勵精圖治，做出一番成

績。國民黨內依循正當的提名機

制，提名一位正常的候選人出馬，

哪來今日的局面？今日韓國瑜市長

的諸多「黑韓」指控，都是把原因

歸咎於外面，其實問題出在自己身

上。他的許多被爆料，還都是黨內

內鬥所造成的。

這場雙方的遊行被視為大選前

的前哨戰，對於不信民調，只接受

暖烘烘的「民心」的韓國瑜來說，

這次罷韓的民心總共凝聚了約 50

萬人，其中不乏去年投他一票的

人。從各種跡象顯示，他要勝選總

統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如今回

防高雄，看起來也不樂觀。他的負

面消息幾乎每週一爆，從裡到外，

從家庭至外界，天天都有壞消息。

被他連累的國民黨區域立委，也是

各個叫苦連天，許多地方已經被 

翻盤。

筆者認為，國民黨與韓國瑜

不僅將失去這次大選，也將失去臺

灣年輕世代的支持。從這次遊行可

以看出，從週週的各家民調也可得

知，臺灣的年輕世代已經背離了國

民黨，原因可能是國民黨更像是中

共代理，而忽視了臺灣公民社會的

聲音。年輕人沒有黨國教育那一

套，先天就沒有匐匍在黨國權威下

的順民思想，他們是成熟的公民，

懂得用手中的選票維護自己權利。

這是他們和上一代最大的差別，不

會死死膜拜單一政黨，誰背離他

們，誰就得不到他們的選票。

所以，民進黨也要小心。當民

進黨施政背離公民時，他們同樣會

用選票教訓民進黨。這場遊行突顯

了臺灣民主的成熟，這是全民的勝

利，更是企圖透過代理人染指臺灣

的北京當局之挫敗。臺灣獲勝，勝

在公民的理智與成熟，不會被威權

與愚昧所擊敗。

的老朋友聯繫了他。這位老朋友邀

請阿比布拉前往迪拜並提出可以支

付他的費用。她說，他於 9月 9日

飛到迪拜，見到了他的朋友和幾名

漢族的中國安全人員。

根據德國之聲的報導，到了

迪拜後，等著她前夫的是這名朋友

及數名中國警察。阿卜杜拉赫布說

這些警察給她前夫一個專有軟件的

隨身碟，叫他把隨身碟帶回荷蘭並

插入阿卜杜拉赫布的電腦中，讓他

們借此侵入她的電腦。她告訴德

國之聲：「他們說，如果他配合的

話，中國政府會發簽證讓他可以隨

時回國。他們還威脅他說，如果有

人在迪拜殺了他，把他的屍體丟在

荒野中，20到 30年都不會有人發

現誰殺了他，也不會有人發現他的 

屍體。」

從家庭主婦到爆料人

阿卜杜拉赫布的前夫回到荷

蘭後第二天將所有事情經過與她分

享，她力勸前夫向當地警方報案。

雖然阿卜杜拉赫布擔憂自己與家人

可能因公開機密文件而遭受報復，

但她認為身處自由世界的自己，不

得不冒這個險。

她告訴德國之聲：「我生活在

一個法治國家，所以我的生命安全

是受到保護的，但是這位把文件交

給我的人活在北京政府控制下，他

是冒著生命危險把文件交給我。難

道我不能冒險嗎？我認為我必須冒

險。」

阿卜杜拉赫布曾經長年在中

國大陸替政府工作，2009年在因

工作關係離開大陸。但在抵達國

外後，她開始驚覺「有些事情不對

勁」，所以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

下，於該年在荷蘭申請政治庇護。

阿卜杜拉赫布告訴德國之聲：

「我以前不是很積極參與維權運

動，因為我一直忙於自己的生活，

包含照顧孩子與學習當地語言。當

時新疆的情勢還不是這麼嚴重，許

多在海外的維族人都還是能與在中

國境內的家人聯繫，有些人甚至能

回國，所以我當時從沒考慮參與政

治。」

但她說過去三、四年來，非常

多海外維吾爾人與新疆家人的聯繫

完全中斷，危急感也迫使她開始在

海外參與維權行動。

鄭國恩在採訪中說，對阿卜杜

拉赫布來說，「公開露面會使她更

安全」，避免可能的報復。「這是

因為如果她出了甚麼事，那便是一

個新的故事。」鄭國恩說：「沉默

有可能會更糟糕。」

爭取人權要靠更多人努力

「新疆集中營」文件爆料人受

到死亡威脅的消息傳出後，再一

次讓人們看到強權暴政的真正面

孔。近日，美國根據「全球馬格尼

茨基制裁計畫」，針對全球規模的

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和腐敗行為，

宣布了 72項制裁行動。這樣的行

動對於遏止暴政是強有力的，但

卻還是遠遠不夠。早日推動世界民

主化進程，使更多生活在暴政陰

影下的人們能夠擁有人權自由，

還需要更多國家和民眾站出來，

貢獻一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