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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多元所有制的推行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政策，以此作為活絡的象徵。然而，這

項政策在媒介問題上產生了矛盾，主要是中共強調一切媒介產權為國有，媒介具

有黨性。為了論證其不可動搖的正當性，中共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觀」，

挾此說明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媒介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為私人資本家掌

控，而是為人民所有，並由於「黨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堅持為人民

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江澤民，1993：2），所以更優越的表現為「人民的喉

舌」。 

此論述的建立主要透過任意比附、張冠李戴，將此論述與馬克思、列寧、毛

澤東等革命導師相連，透過其作為社會主義與中國建政的代表，強調此論述的權

威性與正當性。並對照蘇聯解體的經驗，強調一旦放開媒體將遭西方帝國主義「和

平演變」滲透，導致國家瓦解、喪失民族地位的嚴重後果（張丹，2001）。然此

論述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遭到挑戰，成為破產的宣稱。 

    在理論上，儘管嘗試將毛澤東與鄧小平、江澤民的新聞理論予以連結，卻無

法迴避其根本不同，「繼承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以鄧小平為中心的第二代領導集

體徹底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為新時期新聞工作的”轉型”

奠定了理論基礎。鑑於上述錯誤方針在”文革”中造成的嚴重後果，鄧小平把”穩定”

二字提到”壓倒一切”的高度。」（程曼麗，2001）強調階級鬥爭的毛澤東為了糾

正黨內官僚化的傾向，主張將矛盾加以揭露，「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

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成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

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毛澤東，1957） 

改革開放在本質上做為否定毛路線的政治路線，儘管轉向的過程中依舊帶著

「社會主義」的帽子並強調「四個堅持」，然其實際運作上卻係建立在對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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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思想的批判和逐漸否定，及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釋。當中的矛盾賦予媒介特

殊的任務－「儘管意識型態的詞藻仍然出現在官方的語論和不時掀起的政治運動

中，其主要是被用來達到政治鬥爭的目的，而非意識型態改造。對共產黨高層領

導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強調其統治的合法性，維護其執政黨的地位和保持全國「安

定團結」」（何舟，1998：98）媒介的意識型態任務由過去造就社會主義新人讓

位於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乃至江澤民的「將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

芽狀態」。清楚的指示「新聞宣傳要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以「團

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丁關根，1993：10） 

正面宣傳為主，意味著掩蓋社會矛盾並阻止其披露。為了招商引資，掩蓋官

方殺人的醜惡，河南省地方書記阻止高耀潔醫師向外界說明 150萬農民因賣血感

染愛滋病1的事實，該書記告訴他「今後不要見任何記者，並說，不能再講愛滋

病。說得多了，誰還來河南投資。」（高耀潔，2001）而報導的記者被迫離職，

「我作為第一個在媒體報導文樓村愛滋病狀況的記者，從 1999年 11月開始，就

一直在”愛滋病疫區”穿行…愛滋病在河南的無情存在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而我

的生活也因此而改變，我因此失去了在河南工作的權利，但是，我會為那塊土地

上的人們一直努力下去。」（喻塵，2001）愛滋村的村民則因為消息被封鎖而被

遺棄於病痛、田園荒瘼、與家族滅絕。一位河南後楊村老婦對驅趕記者的公安憤

怒的說道：「你們不要管，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命運。他們是來聽我們說話的，你

們沒有權利抓他們！」。（人民報，2002.1.15） 

                                                 
1因為血漿可以提煉制藥，90年代開始，『賣血』成為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大力推動的產業。以河
南省為例，其衛生廳長劉全喜自 92年上台後，提出『內靠公章，外靠血漿』的政策，成立「改
革辦」、「開發辦」、「中心血站」、「萬達公司」、「發展中心」、「生物藥品公司」等，整個河南省就

有 287個官方血液收集中心，及數不清的買血黑市。在官方『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的大
力宣傳下，出現賣血專業戶、專業村。為了降低成本，抽血前不檢驗、針頭重複使用，同時採取’’
單採’’的方式－將抽出的血液混合解析出血漿後，剩下的部分兌入鹽水，重新輸回給賣血者。半
公升 4.25美元（約 145元新台幣）的價格下，農民成為廉價血牛，透過交叉感染罹患各種疾病，
包括肝炎、梅毒及愛滋病。儘管官方宣稱中國目前感染艾滋者為 60萬，但僅河南省就至少有 150
萬人，一個上蔡縣就有 15個愛滋村。除了老人孩童外，青壯人口幾乎都有賣血史。較知名的文
樓村不足 3100人，賣血的達 1360多人，檢驗出 900多人患有愛滋病；後楊村人口 4000多，
16至 55歲的村民中，9成人賣過血，賣血者中 9成感染愛滋病毒。而中國也預計在 2010年愛
滋病感染者將達 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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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被禁制的報導，不僅哀鴻遍野的愛滋村。腐敗貪污，重大社會事件，舉

凡”破壞”黨的形象，足以使人民質疑政權合法性的報導皆在禁制之列，而記者下

場在官僚獨裁下尤為慘烈。報導大連市長薄熙來貪污腐化的記者姜維平，被大連

市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求刑 8年。山西記者高勤榮報導山西運城官員以 2.5億搞

假工程，被運城法院反控證據不足判刑 12年。死亡人數超過 200餘人的廣西南

丹礦變，在官商勾結下，消息被封鎖半月之久，至今難以得知確切真相。南丹不

是唯一，而是冰山一角，僅僅 2001年 1到 8月可見的礦變報導就頻繁的怵目驚

心（大紀元，2001.10.4）： 

  

１月５日，廣西來賓縣三五鄉泡水煤礦發生煤礦透水事故，２１人死亡。 

１月６日，撫順礦務局老虎台礦發生２８級礦震，造成２名礦工死亡，６人受傷。 

２月８日，河南煤礦發生重大事故，電机車墜入井下７人遇險。 

２月２２日，湖南省漣源市境內斗笠山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至少１８人死亡。 

２月２２日，阜康市三工河鄉大平灘一號立井煤礦采煤工作面發生頂板冒落，１１人遇難。 

２月２６日，新疆阜康市九運街鎮四工河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重大傷亡事故，四人死亡。 

２月２７日，新疆一煤礦發生冒頂事故１１名工人死亡。 

 ３月１日，黑龍江農墾總局鶴崗新華農場煤礦（國有）發生瓦斯爆炸，死３２人。 

３月５日，山西靈石縣靜升鎮發生煤礦接送車翻車事故，１３人遇難，傷１１人。 

３月６日，貴州一煤窯瓦斯爆炸９礦工遇難，礦主逃逸。 

３月１３日，湖南臨武一煤礦１３日發生特大瓦斯爆炸，１１人死亡。 

３月２３日，江西省樂平市涌山鎮沿溝村一私人小煤窯發生爆炸，８人死亡、６人受傷。 

３月２７日，江西省樂平一煤窯爆炸造成８死６傷。 

３月３０日，平頂山市一煤礦發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１１人井下生死不明。 

４月６日，陝西省銅川局陳家山煤礦（國有）發生瓦斯爆炸，死亡３８人。 

４月２１日，陝西韓城一個私人煤礦發生爆炸４８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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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６日，湖南省漣源市安平鎮永福煤礦瓦斯事故６人死亡。  

５月８日，黑龍江一礦井瓦斯爆炸死亡５４人。 

５月８日，內蒙包頭市一個煤礦場發生气體爆炸，八人死亡，四人受傷，三人失蹤。 

５月１２日，江蘇沛縣一煤礦發生煤气爆炸，９人死亡。 

５月２０日，四川多個小煤礦發生事故，造成５１名礦工喪生。 

５月２１日，四川廣安一煤礦瓦斯爆炸，１５人遇難７人下落不明。  

７月１６日，湖北荊門煤礦瓦斯爆炸４死３傷。 

７月１７日，廣西南丹慘案。 

８月２０日，山西臨汾縣塔儿山鐵礦發生工作面山體塌陷事故，至少造成八人死亡。 

８月２０日，山東省棗庄市的一座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造成九人死亡，兩人失蹤。 

８月２０日，湖南邵東縣兩市鎮聯合礦發生井下穿水事故，至少９名井下作業人員下落不明。 

 

有人對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做一個月的字眼頻率分析，統計結果如

下（大紀元，2001.10.4）：  

  “三個代表”：３９８７３次 

  “深入學習”：３０７９９次 

  “深刻領會”：３００８７次 

  “七一講話”：２９８１２次 

  “划時代”：２３４３３次 

  “偉大的”：２０１３４次 

  “英明的”：２０１２２次 

  “學講話、見行動”：８９０３次 

  “丰收”：３４２１次 

  “增長”：３２２９次 

  “脫困”：２９８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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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悅”：２５６８次 

  “翻天覆地的變化”：２４４７次 

  “比去年同期增長”：２３４４次 

  “躍居”：２１５７次 

  “煤礦崩塌事件”：０次！  

喜悅/愛滋村、脫困/礦變、偉大英明/刑期 12年，為了’’見證’’前者，後者成

為不可言說的存在。姜維平在法庭上的吶喊「反腐功在國家，我一百年也沒有

罪」，尖銳的戳破「人民喉舌」的虛假。馬恩列毛的說辭更被重新引用，揭穿論

述上的矛盾。（陳力丹，1993；鴻雁，2002）至此，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

寧主義新聞觀」在無可抹滅的現實下，在黨的人民性遭到普遍質疑的情況下，成

為破產的宣稱。被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使人們將目光轉向掙脫國家束縛的自由市

場願景。 

 

第一節  市場才是出路？盤據的「市場意識型態」！ 

改革開放為媒介帶來各式五花八門、繁不勝數的變化，因此當前中國傳媒研

究主題最多集中於各種「媒介變化的敘述」。包括媒介內容的變化；媒介經營手

法；新科技影響；媒介市場競爭；媒介結構變化及各式新制度、政策的形成。總

體而言，主要為各式現象面的描述及媒介經營的操作實務介紹。透過技術變遷的

描繪說明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機遇與推展，並透過零零總總的描述構成整體繁榮

的印象。 

異於中國本地在政治正確下迴避立場強調技術現象的’’中性’’經驗實證研

究，海外主流研究（包括香港）則清楚的標舉自由主義立場。主要包括兩種取向，

一為目的性強的「和平演變」說；一為著重過程，強調利潤趨力逐步衝破國家控

制的「新制度主義」研究。前者結合市場帶來的樂觀變化與發布中共侵害記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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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紀錄不斷重申以自由市場加以解放之必要。後者則論述國家資本主義下，中

國傳媒成為「黨營輿論公司」，造成意見鉗制與違反公平的貪腐尋租。 

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媒介既要服膺資本邏輯又要為黨官僚利

益服務，當中的矛盾，使自由主義論述框架主要設定在政治力介入造成的損害，

「矛盾的中心在於政治控制和經濟改革這兩套邏輯怎麼鬥爭。」（李金銓，1998：

7）認為黨國壟斷控制為意見箝制、人權侵害與貪污侵吞的根本原因。主張打破

國家壟斷，以市場看不見的手取代國家干預的手，發展成熟的市場秩序以解決當

前灰色腐敗與輿論控制的問題。 

自由主義報業理論結合第一類強調客觀中立的經驗實證研究，與當前甚囂塵

上的「產權明晰」主張合流，成為現實政治操作的理論依據。 

 

「產權明晰」的私有化主張 

「產權明晰」的理論根據主要是以張五常為代表的「科思定理」的引申，主

張以交易成本做為衡量資源配置的準則。其理論認為「所有不是由市場看不見的

手指導的生產和交換活動都是有組織的活動。所有的組織成本都是交易成本。」

（張五常，1992）認為公有制的國家其交易成本最高，而私有制因為競爭而能最

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私人產權具有一種獨有的優點可以有不參加某一組織的

選擇。這種選擇是對採用具有較高交易成本的組織的有利制約。」並獲得最佳資

源配置，「消費者的偏好可以不花成本的表現出來；拍賣商和監督者可以免費提

供所有蒐集和處理信息的服務；工人和其他生產要素可以沒有成本的指揮者按照

消費者的偏好進行最佳的生產；每個消費者都能得到符合自己偏好的商品和服

務。」（張五常，1992） 

    「產權明晰」理論據此指出中國媒介由於產權國有，造成一黨壟斷缺乏競爭

的情況，使資源無法達到最佳配置。因而提出以私有制的法人代表取代目前媒介

國有的主張，「隨著新聞機構成為完全意義的法人，新聞媒體的內外決策體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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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發生根本變化，擁有最終決定權，並負全面的責任」（余淑賢，1997：159）。

認為’’清楚’’的法人到位，由於權責分明，可有效遏止尋租行為；賦予經營者合

法的剩餘索取權，不僅提高經營效益並讓私人投入獲得合理報償。公平的雙向選

擇、公開的市場交易，使媒體從業者得以自由流動、消費者得以自由選擇，市場

競爭壓力逼使媒介以最優的表現爭取青睞。並由於媒介從業者與消費者的利益受

到保障，從而體現「新聞自由」的真諦。 

 

第二節  「非歷史」的市場神話 

與現實徹底背離的中共中央「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因為被人民拋棄而輕易的

被自由主義論點取代。然而就如同其取代的對象，建基於市場神話的自由主義新

聞觀在理論上也同樣經不起檢驗。 

自由主義論點將國家與市場設定為對立面，由於肯定私有制下的市場競爭為

善，能帶來效率與資源最佳配置；國家政治力介入為惡，壟斷造成侵權與意見箝

制。在自由企業是報業自由的預設下提出隱含私有制的「產權明晰」主張。通過

本論文的研究指出自由報業理論在資本主義媒介壟斷歷史的發展下主要作為「迷

思」而非科學理論，而其西方經驗的移植更是無法關照中國報業具體發展。以此

作為中國報業的解放之路，與其說是脫離政治箝控，不如說是通往獨裁壟斷的合

法化道路。 

（一）市場與國家的對立？去政治的假像掩蓋真實權力操作！ 

主流研究認為當代中國報業的形成係以建基於人類尋利的傾向下推動制度

變遷自然衍生出來，並導向自由競爭的開放社會。然放諸歷史，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是在各種超經濟的政治和社會力量干預下，特別是政治權力的積極介

入，才被創造出來的。而中國的市場經濟做為路線鬥爭下的結果更是如此。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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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業做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環，路線鬥爭深刻的形塑其今日的面貌－包括其

市場性格。非歷史（ahistorical）的機械與片面傾向使其將市場與國家視為對立的

兩種力量進而衍伸出市場經濟所允諾的去政治的客觀環境為媒介的追求目標。 

弔詭的是強調「去政治」的主張卻同時最具「政治性」，也最符合其所批評

的壟斷官僚的利益，由於大部分中國公民都沒有能力承接產值千萬到億的報業集

團，透過法人代表制度實行的市場經濟改革，無異是讓黨官僚壟斷的現況就地合

法化，並讓覬覦已久的私人資本堂而皇之的進入。在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下，

職工與人民失去監督的立場，從而為新一輪的官商合一鋪路。 

（二） 誰的最佳配置？經濟支配的延伸！ 

「所謂的競爭－這個自由報業理論的神奇守護神，能夠讓消費者「有主權」、

報業主能負起社會責任的機制－在大部分地區性報紙的市場中，已經幾乎消失

了。」（Curran，2001：498）自由報業理論因其無視現實的壟斷而被直指為「自

由報業的迷思」－掩護了資本家在此一表面上好像是開放競爭的自由市場內，所

佔有的特權位置。回到中國改革開放經驗，「集團化」政策正在導引報業往壟斷

之路邁進。日漸拉高的市場門檻戳破「自由辦報」的可能；兼併與多種經營，使

報業往往是更大的複合企業集團的一部份，而非「獨立的第四權」。 

市場經濟的利潤導向使其所謂的資源最佳配置，不可違背的以利潤極大化作

為準則。因此偏遠地區居民、非主要購買力居民失去媒介近用權。為了榨取最高

的剩餘價值，不穩定的僱傭關係與計件工資制相互搭配以提高勞動力強度。合同

制下勞動力徹底的成為用過即丟的短期商品，「競爭上崗」遮蔽裁員的事實，龐

大的勞動力後備軍使報社得以盡可能的壓低勞動條件－包括極低工資、避免正式

僱傭，甚至透過壟斷地位強迫攤派將風險轉嫁於最弱勢的勞動者。最低廉的成本

投入/發行量刺激造就中國煽色腥小報風行；為了向廣告主證明其讀者的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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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吸引新興資產階級為號召的財經類、證券類報紙迅速發展2，並以邀有各

權威人物發言作為報社水平的保證。若有所謂的最佳配置絕對是報社利潤擁有者

的最佳配置，是以犧牲人民、勞動者及一國文化內涵主體性的配置。 

從市場經濟滲透取代進而瓦解計劃經濟的歷史過程指出市場經濟是一系列

的制度安排。「自由主義者將所有的社會問題化約為經濟問題，把所有的經濟問

題化約為”市場”問題，並按照抽象的”市場理論”，把市場問題還原為”自動調節”

的”價格”問題。」（韓毓海，2001：13）藉此壟斷資本的經濟支配透過市場社會

的形成延伸至各種社會關係。體現優勢者利益的當代中國報業，同時消弭了社會

平等、多元發展的可能，並由於權力集中使其得以獨裁行事。 

 

（三）配置不影響嗎？取消現實的階級鬥爭！  

產權明晰的主張其隱含的前提是私有制，並認為其配置不影響資源分配，「根

據科思定理，只要產權明晰，不論把產權歸之於何種私人所有，理想的帕累扥最

優狀態必然實現。」（高鴻業，1997）然產權的安排形式並不是超越時空，而是

特定結構下的政治安排。崔之元透過奴隸制的歷史指出產權的歷史性及政治性，

「福格爾對英美兩國奴隸解放不同歷程的研究昭示，尊重產權並不是社會契約的

出發點和第一原則。同一個「產權明晰」的口號，可以包含著十分不同的指導產

權安排的政治哲學。」（崔之元，1999）將產權的安排形式視為一種自然情境，

一種理性思維下的必然，即是將現實運作其中的政治經濟權力操作完全抽離，進

                                                 
2 以南方日報集團所屬的『21世紀經濟報導』為例，其辦報理念為『對身處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的中產階層追求寧靜的精神生活、優美雅致的閱讀口味的把握』，目標對象為年收入 6萬元－100

萬元的高收入族群。其報導內容以致富和生活享受為主，32版中包括新聞 4版、產經 4版（汽

車、家電、藥業和地產）；財經 4版（分 B股/基金、主版、金融）；管理 4版（實務、人力、在

商）；評論 4版；財富 4版（淘金、利市、贏家）；IT4版（通訊、網路、電腦）及生活版，評論

內容強調請”權威人物”發言如張五常等。（徐芳，2001：39）『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和『中

國證券報』的廣告收入均由 2000年的 60名以外躋身於前 10強行列。（秦儉，2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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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取消的效果－取消當中的人們處境，取消異見的存在空間－直言之，抹殺

階級的現實存在與另一種安排的可能。 

不同的產權形式不僅影響資源分配、收入分配，更大的程度決定民主的發

展。「承包制」在中國報業的推行，清楚的呈現出權力集中於承包者（各部門經

理）對勞動者造成的壓迫及利潤最大化下對於媒介公共性的挫傷。國家、報社針

對白領的記者、編輯以及藍領的印刷、發行工人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然與其說

是白領勞工地位上升（所謂的雙向選擇），不如說是分而治之的表現。尤其越來

越多的記者將自己視為與藍領無異的「打工仔」時，都說明其在企業領導掌握雇

傭權下，一體失去議價實力的現實。 

 「工人，在自由企業經濟裏，總是可以選擇不加入一個“廠商”。」（張五

常，1992）在「自由選擇」的理論助威下，以「雙向選擇」為名的企業改革手段

在中國如火如荼實行。然而，在市場經濟下勞動者為了生存沒有「不工作」的自

由，而「自由」在有大量下崗工人與農民源源補充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更顯荒謬。

若非此，報業低廉龐大的發行隊伍無法建立，中國傳媒亦無法成為「當代中國最

後一個暴利產業」。誠如英國史家 E.P Thompson所謂：「藉著階級，我才能掌握

歷史的現象。」階級問題的缺席，使改革過程中的剝奪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隨

之隱形；行動者的鬥爭與抵抗被更迭的制度變遷所取代。如同迷障般的「職工代

表大會」，取消階級觀點的研究遮蔽的可能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經理有權決定企

業的生產計劃和經營方向，有權處理生產資料，有權決定企業收入的分配，有權

招收工人和解僱工人，並且有權否決’’工人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的決議。由

於經理掌握和支配生產資料，並且掌握和支配企業收入的分配，這就使他們可以

利用種種特權，侵占工人的勞動成果。經理同工人之間不但工資懸殊，而且分紅

懸殊。形成了一個少數人佔有多數人勞動成果的新的社會集團，它是新產生的南

斯拉夫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部分。」（台灣左派理論研究所：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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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當前中國報業主流研究的「非歷史性」主要表現在「研究的去脈絡化」以及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的移植」。研究的焦點直接鎖在 1978年之後的報業變

化，整體改革開放進程以及毛/鄧政治路線鬥爭及國家發展方向去而不談。自由

報業理論及新制度主義研究方式的套用，將中國轉軌直接等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發

展經驗。失焦無法立足的研究主要作為統涉性的意識型態與現實的『產權明晰』

主張合流發生作用。 

    本論文透過探討當代中國報業轉向的歷史因素，考察其經歷的特殊性，並以

三個主要軸線強調其動態的辯證發展：  

（一）政治上的路線鬥爭；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體制的鬥爭； 

（三）階級鬥爭； 

研究結果指出決定當代中國報業自計劃體制轉向市場經濟的歷史因素為： 

（一）改革開放政策作為主要政治路線； 

（二）市場經濟體制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滲透進而瓦解； 

（三）掌權者/改革者/受益者的三位一體。 

    透過歷史揭露主流研究的意識型態作用以及與當權「產權明晰」主張結合的

政治影響。而動態的辨證發展指出抗拒的從來存在以否定所謂的「歷史終結」之

說，強調意識作用的同時也強調行動者的能動性，質此，另翼選擇方有立基處。

誠如反思「市場意識型態」在中國呼風喚雨的左派學者所言：「我們有必要也有

能力去反對和揭露欺騙。因此，民主如果在今天還有什麼意義，那麼它的第一步

就是面向真實。民主就是必須公開討論，追求真理，包括對被壟斷的社會關係和

歷史關係進行重新闡釋。」（韓毓海，2001：6） 

馬克思說「人創造歷史」，英國史家 E.P Thompson說「回歸人自身」。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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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的歷史，是刻意淹沒人類行動的歷史，從而形成歷史終結之說。獄中的

姜維平寫給 12歲的女兒一首詩，對於禁錮現實能否永恆的質問，使統治者多少

知曉抗拒的不安，是對解放的召喚也是現在對無窮未來的祝福。 

 

暫時沒有爸爸的日子里， 

  你要加倍珍惜你自己。 

  當你看電視的時候， 

  你要關注媽媽的歡樂与憂郁。 

  父愛因為寒夜不得不冷藏， 

  所幸母愛加倍如同春雨......  

  無論爸爸与你离別多久， 

  夢里三人永遠在一起。  

  爸爸堅信很快与你們團聚，  

  不怕回家的路有多彎曲。   

  世界上有許多東西并非永恒，  

  唯有真理和正義真正地，   

  主宰人類世界的悲喜劇。   

  老爸不會在寒夜倒下，   

  因為脊梁於荒山野岭孕育，   

  何況，現在太陽正亮正紅，   

  巨龍已跨入新的世紀。   

  老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定會重新拿起筆。    （人民報，20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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