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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活來，他滿口牙齒都被打掉，多

少天都不能咀嚼食物。

袁永熙的繼任妻子張蘭芬說：

「袁永熙在南宮待了 17 年之久，

任教不足 9 年，勞改和挨批鬥的時

間則長達 8 年。 8 年間，遭受了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鐵

拳摧殘。」

媒體特工劉尊棋

劉尊棋，1931 年 1 月秘密加

入中共，多年在國民黨中央社任戰

地記者，他利用記者身分在多個場

合為中共發聲。

1931 年 5 月，劉尊棋剛開始

從事特務工作不久，被國民黨憲兵

逮捕，關押在北平草嵐子胡同監

獄。 1933 年 5 月被釋放出獄時，

被中共組織開除出黨。

出獄後，中共組織把劉尊棋看

作危險人物，劉尊棋被開除出黨。

於是，劉尊棋回到了蘇聯塔斯社北

雖然投誠伴有很大的風險，

但是如果不投誠，繼續做間諜，那

就是沒有未來的一條路，王立強表

示：「為中共情報工作就必須當無

名『英雄』，當拿到新護照時，就

意味著王立強這個人在世界上消失

了。我面對的只有服從一條路，沒

有退路，如果我 5 月 28 日不按照

指令去臺灣，中共當局一定會置我

於死地，我的家庭、父母也會受牽

連。」的確如此，在當前，有多少

中共間諜被滅口，我們不知道，但

從歷史上說，紅色間諜大多難逃被

卸磨殺驢的悲慘下場，今天我們就

給出幾個案例。

開國中將劉少文

劉少文，1925 年加入中共，

被派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劉少文諳熟俄語，於 1927 年結束

在蘇聯的學習，回國參加了「五

大」。 1927 年 11 月，主持黨中

央工作的瞿秋白，調劉少文到身邊

擔任助手，負責國際聯絡工作。

1935 年 6 月，劉少文被編入

張國燾領導的左路軍，張國燾內定

他為「中央」秘書長。他在朱德、

劉伯承的指示下，秘密搜集張國燾

的反黨資料，並於 1936 年 7 月，

隨朱德、任弼時等人，將張國燾的

反黨材料整理出來上交。

1937 年 4 月，劉少文抵達上

海，任中共上海辦事處秘書長、

副主任，安排中共頭面人物撤出

上海。之後他成為「八辦」主任，

為中共軍隊收集、徵募了大量軍

用物資。

1940 年 7 月，劉少文前往香

港，任港澳辦事處處長，負責交通

聯絡、機要、電臺和經費工作。

期間，他還參與了潘漢年等對日

軍進行的鮮為人知的情報戰。此

外，劉少文還負責中共的存款轉移 
工作。

1942 年 8 月，劉少文奉令到

重慶，化名「張明」，在中共南方

局工作，先後任交通處處長、組織

部負責人、重慶工作委員會委員、

南方局委員。他對許多國軍中的科

技人員進行了統戰。 1945 年 8 月

至 10 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

任南方局情報部部長的劉少文，負

責提供情報保障。

「文革」期間，這位為中共立

功無數的開國中將受到殘酷迫害，

中央文革小組專門設立了「劉少文

專案組」，藉以達到「痛批此劉少

文，深挖彼劉少奇」的目的。

平津地下黨負責人袁永熙

袁永熙，1938 年加入中共，

曾組織和領導了「一二‧一」昆明

學生運動，出任過平津南方局地下

黨負責人、中共北平學委書記。

袁永熙曾在戰時的西南聯大經

濟系讀書，是西南聯大地下黨總支

書記，也是中共南方局下屬的雲南

省工委青委委員和宣傳部長。

1947 年 9 月，袁永熙因地下

電臺案，與妻子陳璉一起被國民黨

軍統特務逮捕，1948 年出獄。

1957 年反右運動中，《人民日

報》第四版頭條赫然出現一則大新

聞，標題是：〈在鬥爭的緊要關頭

背叛共產主義立場袁永熙作了右派

份子進攻黨的內應〉，《中國青年

報》還把袁永熙作為訓誡青年幹部

的一個重要反面教材。

袁永熙成了「右派份子」後，

被下放京郊昌平縣長城腳下一個勞

改農場勞改五年。 1962 年袁永熙

從右派變成「摘帽右派」，被下放

到冀南的南宮縣教中學，妻子陳璉

與其離婚，1967 年於上海跳樓自

殺，孩子們也都離開了他。

文革發動後，袁永熙被說成

是劉少奇、彭真安在南宮的定時炸

彈，運動開始的第一天，他就被抄

家封門，關進「牛棚」，成為學校

裡批鬥的頭號「黑幫」，被鬥得死

近日，中共特工王立強投誠自由社

會的消息轟動世界。他表示：「我

走出了這一步，事實上非常恐懼，

我覺得中共當局不會放過我，我知

道的太多了。」

平分社擔任翻譯和記者。

1937 年 11 月，在葉劍英、李

克農的指示下，劉尊棋到國民黨中

央社任戰地記者。 1939 年 9 月，

他以中央社記者的身分到延安訪問

了毛澤東，並對毛大肆宣揚。為

此，劉尊棋在重慶被國民黨中統徐

恩曾訓斥，中央社停止了他的外出

採訪工作。

1941 年 1 月，劉尊棋被安排

去新加坡，在「南洋商報」任編輯

主任，主編時事新聞。 1942 年 12
月，劉尊棋應美國新聞處處長麥

克．費希爾邀請，擔任重慶、上海

兩地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

1949 年 9 月，劉尊棋被批准

重新加入中共。中央新聞總署成立

後，下設對外宣傳的國際新聞局，

喬冠華任局長，劉尊棋任副局長。

劉尊棋還擔任該局英文刊物《人民

中國》的總編。 1952 年國際新聞

局撤銷，劉尊棋任外文出版社副社

長兼總編輯。

正當劉尊棋滿懷信心繼續為中

共賣命時，1955 年 10 月他被停職

審查。 1956 年 1 月，劉尊棋還被

定罪：叛變出獄、軍統特務、為美

帝國主義服務等。 1958 年，劉尊

棋從北京被遣送到北大荒。 1968
年 5 月，劉尊棋被押回北京，關押

在半步橋監獄……1970年6月底，

劉尊棋被轉到湖南省第一監獄。因

為他是「羈押犯」，可以任意的羈

押，無需判決書。

「全能特工」劉人壽

劉人壽，18 歲加入中共，人

稱「全能特工」。劉人壽和妻子是

中共筆下「永不消逝的電波」影片

中的原型，中共宣稱他們是「戰鬥

在敵人心臟」的人。

1939 年，劉人壽通過其女友

的表哥陳震，在國民黨「民權號」

軍艦上任報務員的機會，在「民權

號」上待了 2 個月。期間，劉人壽

掌握了精湛的截取情報技術。

抗戰期間，潘漢年潛回上海，

將劉人壽等中共情報人員拉進巖井

公館，這是當時日本駐滬領事巖井

英一的情報機構。劉人壽在這裡的

頂樓掌管了一部電臺，他每天抄

收延安新華社電訊，選擇部分內容

交給日本人，以掩護自己的真實身

分。他把從電臺中抄收到中共重組

新四軍軍部的決定，通過日本人在

上海的報紙發了出去；還把收集到

的德軍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提前

24 小時通知蘇共，被斯大林稱讚

為「功不可沒」。

後來，劉人壽從巖井公館撤出，

開始在上海組建秘密電臺。 1947
年，潘漢年赴香港，將上海情報系

統交給劉人壽負責。

1949年中共掌權後，劉人壽多

次入獄。 1955 年 6 月，他受潘漢

年案牽連被捕入獄，直到 1965 年

獲釋。於 1967 年 5 月，劉人壽再

次被捕關押，直到 1975 年 5 月被

釋。之後，他到上海一家縫紉機廠

當工人，和妻子住在一棟職工宿舍

樓的底層，他妻子黃景荷也被審查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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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立強投誠說到紅色間諜

中國銀行業擠兌揭鉅額壞帳危機四伏

進入 11 月以來，中國經濟各

領域頻傳負面消息。危機四伏的

中國金融領域已現嚴重危機，近來

發生的多起銀行擠兌事件正在揭開

中國銀行業壞帳及地方債危機的黑

幕。中國金融體系壞帳高達 51 萬

億元，地方債亦超過 50 萬億元，

再加上企業債、家庭債，中國百姓

背負著總共高達 40 萬億美元的債

務，將如何前行？

中小銀行今年頻現擠兌

10 月 29 日，河南洛陽伊川農

商銀行各營業網點，多名儲戶爭相

前往取錢。此前有消息稱，該行

「行長跑路，農商行要倒閉」。相

隔一個星期之後，11 月 6 日，遼

寧省營口市當地一家商業銀行—營

口沿海銀行出現擠兌現象，而且是

連續 3 天擠兌。

根據網絡消息，發生擠兌的原

因是熱傳該銀行深陷財務危機，即

將倒閉。和伊川出事後處理手段一

樣，營口公安局抓了一名帶頭提款

的人，然後聲明銀行財務狀況好，

資金充足，大家存取自由。可以說

是在軟硬兼施下，總算平息了擠兌

行為。

根據路透社報導，營口沿海銀

行目前發行的債券中，未償還餘額

為 109.3 億元人民幣。其中有兩期

同業存單將於 8 日到期，分別為

「18 營口沿海銀行 CD025」和「18
營口沿海銀行 CD026」，規模分別

為 2.5 億元和 1.2 億元。

今年早些時候，還有內蒙古包

商銀行因嚴重信用風險被政府接管

一年，錦州銀行因鉅額虧損需要政

府出手救助。

連續出現的小型銀行擠兌事件

只是中國銀行體系風險頻發的冰山

一角，但已經足以引發外界對中國

數百家小型銀行財政狀況的擔憂。

專家指出，由於中國經濟下行加

劇，明年可能會有更多的銀行倒閉

和擠兌現象出現。

中國銀行業大額提現管制

就在 11 月 6 日的營口沿海銀

行擠兌發生前一天，據中國官方媒

體報導，11 月 5 日，央行發布〈關

於在河北省、浙江省、深圳市試點

開展大額現金管理的通知（公開徵

求意見稿）〉。該通知表示，將在

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三地進行

取款登記制度試點，即對公用帳戶

金額超過 50 萬元、對私人帳戶現

金超過 10 萬元的使用要進行嚴格

控制。

這項通知無異於火上澆油，引

發中國民眾的關注與熱議，大家紛

紛指出中國銀行業資不抵債、現金

短缺的問題已經嚴重到面臨崩潰的

程度。

大部分民眾擔心銀行倒閉，自

己的損失能否得到賠償：「這幾年

還是別把錢放地方銀行，你惦記著

它的利息，它惦記著你的本金，已

經好幾家地方銀行爆雷了。」

銀行業的壞帳到底有多少

中國有句俗話，叫「蒼蠅不叮

無縫的蛋」。如果銀行系統的資

產負債表健康，肯定是不會有這

麼多傳言和擠兌事件發生。現在

問題是，中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本身已經失去了平衡，大量的壞

帳是中國銀行系統的最重要風險

來源。

中國銀行業的壞帳到底有多少

呢？ 2019 年年初，中國銀保監會

公布，中國 2018 年銀行壞帳 2 萬

億元。對於 100 多萬億的信貸餘

額來說，區區 2 萬億的壞帳？相信

公布這個資料的官員自己也不會 
相信。

根據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

分析報告，中國金融體系壞帳高達

51 萬億元，中國實際壞帳比官方

數字高 7 萬億美元，中國銀行的壞

帳率高達 34%。 2018 年浦發銀行

資料造假案曝光，今年的包商銀行

接管案，就露出了中國金融體系壞

帳規模的冰山一角。

地方政府地方債難還

中國銀行業超高壞帳率的背

後，一定是中國鉅額地方債與企業

債出了問題。我們先看看中國的地

方債，這個隱藏頗深的炸雷。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今

年前 10 個月，中國已有 831 個地

方政府，拖欠承包商的款項，被法

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大

多數違約都發生在縣鎮一級政府，

累積拖欠款項 69 億元人民幣；而

去年底，違約地方政府只有 100
家，拖欠款項 41 億。今年地方政

府違約明顯更加頻繁。

大陸地方債分為「顯性」和

「隱性」兩部分。

「顯性地方債」是指政府以債

券方式融資的債務，根據中國財政

部資料，截至今年 9 月末，規模已

達 21.415 萬億元。

「隱性地方債」是指可能需要

地方政府承擔償還責任的其他債

務，包括：城投債、養老金缺口等；

據各國機構及專家估算，大陸「隱

性地方債」高達 30到 50萬億元。

這天量的地方債雖然可怕，但

更可怕的是——地方政府「沒有一

個想還債的，許多地方連利息都還

不起」。

然而，進入 2019 年後，北

京當局卻加快了「地方債」發行

速度，前 9 個月共發行地方債

4.18 萬億元，超過去年全年發

行規模。據大陸媒體第一財經報

導，其中約 1 萬億是用來「借新

債還舊債」。

專家擔憂，再次用大量印鈔抵

銷地方債，物價飛漲的惡果卻得由

所有老百姓來承擔。

文∣李若蘭、金唐 驚人債務由百姓承擔

據國際金融協會（IIF）此前

發表的報告，早在今年第一季度，

中國的企業、家庭和政府債務總量

已超過 40 萬億美元，占 GDP 的

比例上升至創紀錄的 303%，大約

占全球總債務的 15%。

債務不斷滾雪球般增大，遲早

會因為債務到期無法償還而爆雷。

今年早些時候，北京當局已經頒布

新政策，允許地方融資平臺破產。

專家分析，這等於公開允許地方政

府賴帳，為將來地方債務爆雷做 
準備。

大量發行地方債的目的，是

試圖利用投資基建來拉動經濟增

長。自由亞洲電臺曾報導，中國

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北京已經無

路可走，只能掉轉車頭 180 度大

轉彎，轉回早已叫停多年的基建

投資。但是投資基建，未來可能

進一步引發地方債務危機的爆

發。此外，中國還有沉重的家庭

債務危機，哪個點爆發都會引發系

統性的債務風險。

中共政府的債務堆積如山，已

成為經濟的未爆彈。《金融時報》

文章指出，分析師警告，中共地方

政府財務惡化前景之顯著，很可能

引發社會動盪。而業內專家擔憂的

是，官方太擅長通過大量印鈔來抵

銷壞債，導致物價飛漲的惡果卻要

由 14 億老百姓來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