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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內部參考》的定位及由來 

    「參考類消息」是中共特有的出版品，它們不僅限量出版，種類繁多之外，

中共更設下限制，只允許某些級別以上的幹部才能閱讀。《內部參考》及《參考消

息》均屬於中共新華社出版的「參考類消息」。新華社是中共建國以後的唯一官方

通訊社，也是唯一可提供新聞給報紙、媒體的通訊社，為什麼新華社要自己出版

《內部參考》？《內部參考》如何演進？有哪些特色？  

一、內部參考的定位 

中共很多單位及機構均有類似「參考類消息」的出版，供決策者參考或監控

下屬所需。根據曾擔任過新華社記者的何川回憶，「參考類消息」依其報導內容及

保密程度，可分為「參考系列」與「內參系列」兩大種類： 

1.參考系列 

「參考系列」是由新華社「參考資料編輯部」和「國際新聞部」負責編輯，最

早的前身即是1931年的《參考消息》，日後種類逐步增多，其新聞來源則是將國外

新聞機構或是通訊社，彙整成冊後，提供給領導者參考。約可細分為以下幾類： 

（1）《參考消息》：1931年創刊，為四開四版日報，是1955年《參考資料》

尚未出版前中共幹部瞭解國際形勢的主要刊物。此刊物可供訂閱，但不公開售賣，

也不接受國外訂戶。五○年代初期只允許領導幹部訂閱，1956年毛澤東擴大其發

行範圍，到六○年代幾乎所有幹部（包括大學生）均可訂閱，七○年代工人連也

可以閱讀，到八○年代則任何老百姓均可私人訂閱。隨著訂閱範圍的擴大，外電

內容的刪節越來越多，外電對於中國的評論，經常只擷取讚揚的部分，偶然留下

一些小批評，已無神秘色彩。 

（2）《參考資料》：1955年創刊，過去是每天上、下午各一本，現在則是日

刊，每天百餘頁。發行範圍是司局級、軍隊師級、以及地方的區市級，但中央機

構外事部門的處級也能看到。它詳細介紹世界各地重要的政治、經濟新聞，以及

各國對於中國大事的反映。最大特色是將前一天世界各地的大事件及前因後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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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詳盡介紹，故很受中共高層領導重視。毛澤東在1959年3月曾說：「現在的報紙

我只看一些消息，但是《參考資料》、《內部參考》每天必看1。」 

（3）《參考要聞》：1955年創刊，每日發行，每次約十頁，主要刊載外國新

聞機構電訊稿的概要，為《參考資料》摘要，屬「機密級」，是中共中級幹部瞭解

世界動態的重要讀物，發行範圍等同於《參考資料》2。但是因為份量少，閱讀方

便，深受歡迎。 

  「參考系列」在中共的對外決策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風

波迭起的1956年。根據吳冷西的回憶，是年3月10日《紐約時報》刊載赫魯曉夫「秘

密報告」的全文之後，新華社立即組織人員翻譯，刊印於《參考資料》，分送中央

各領導幹部閱讀。蘇共二十大後，中共政治局常委幾乎天天開會，吳冷西在出席

之前，必定先到新華社的「參考資料編輯部」瞭解當天收到的最新消息3。當時負

責《參考資料》與《參考消息》具體工作的李慎之回憶說：「波、匈事件以後，毛

主席就想到，他所得到的最多的消息都是從《參考資料》上來的4。」由此可知《參

考資料》是中共高層領導瞭解國際時事最倚賴的管道。 

2.內參系列 

「內參系列」由新華社的「國內新聞編輯部」第二編輯室負責編輯和發行，建

政後才出現，形成的時間比「參考系列」為晚，大致有以下幾個種類： 

（1）《內參副頁》：通稱為「手抄件」。此類報導涉及重大敏感問題，如黨內權

力鬥爭，中央和國家重要機關發生的問題，軍隊、政法系統出現的重大事件。它

是不定期發行，由於內容多涉及敏感，第二編輯室通常只對原稿件作一些技術處

理，直接透過熱線，或用傳真將稿件傳達到有關人物手中，保密程度為絕密級，

                                                      
1
 衛廣益，〈毛澤東與大小“參考＂〉。 

2
 何川，《中共新聞制度剖析》，頁193-194。 

3
 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62、168。 

4
 邢小群，〈李慎之敘往〉，詳見：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xingxq001.htm（作者於

1996年10月整理完成，2003年2月25日上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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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發送範圍只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領導幹部。 

（2）《內參清樣》：又稱為「國內動態清樣」，它同樣反映國內重大政治、經濟

社會問題和突發性事件，內容也包括黨內高層或有重要影響人物的講話或建議

等。《內參清樣》也是不定期發行，每天一、二期，有時五期以上。保密程度也是

絕密級，發行範圍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以及有關的部委負責人，1986年經胡

喬木建議後5，才將發行範圍擴大到包括各省、市、自治區黨委書記。 

（3）《內部參考》：主要登載國內重大事件，具有指導意義的工作經驗、重要

的理論動態。文章主要來自「國內動態清樣」中具有代表性與政策指導性的報導，

另外還有新華社記者就有關國內重大政治、經濟等問題進行的綜合性調查報導。

《內部參考》每週二期，含有較大的信息量，保密程度為「秘密」級，發行範圍包

括行政上的處級，及縣團級，它是中共中高級幹部獲取秘密資訊的重要管道。 

（4）《內參選編》：內容主要來自上面幾種內參資料，每週一期，保密程度為

「秘密」級，發行範圍至行政上的科一級，及鄉營級6。 

當然，這麼龐雜的「參考類消息」體系並非一朝一夕就形成的。參考類消息

的出現最早可溯至1931年1月，紅軍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圍剿戰役中，擄獲了無

線電收報機和發報機，馬上利用這些機具進行紅軍的軍事聯絡，並兼抄收國民黨

中央社的電訊和敵軍間的通訊，這些訊息便成為最早的參考類消息。同年11月，

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瑞金召開，紅色中華通訊社（紅中社）便在會議期

間抄收國民黨的電訊廣播，編印成《參考消息》，發給到會的代表參閱，這是第一

次出版參考類消息。自此，編輯參考類消息即成為紅中社的日常工作之一7。即使

是在條件極為嚴苛的「長征」途中，紅中社仍然抄收國內外電訊，不曾中斷一日，

以便即時提供黨中央決策者參考8。 

抗日戰爭爆發後，新華社（1937年1月，紅中社更名為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

社）仍然持續抄收國內外通訊社的電訊，但擴大範圍，在國民黨中央社及日本同

                                                      
5
 何川，《中共新聞制度剖析》，頁184。 

6
 何川，《中共新聞制度剖析》，頁180-185。 

7
 劉雲萊，《新華社史話》，頁2-4。 

8
 劉雲萊，《新華社史話》，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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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社之外，增加海通社、路透社、塔斯社及美國國際新聞社等較大通訊社。同時，

也恢復《參考消息》的刊印，供中央領導和各機關參閱，每期約400份9。不過，參

考類消息所提供的訊息對毛來說還是不能滿足其研究國內外形勢的需要，他常常

晚上親自到新華社的駐地看剛抄收並譯出的參考電訊。抗戰期間，毛便是依賴著

這些電訊及《參考消息》對時局做出分析與判斷，如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便是毛澤東分析外電報導後寫出的作品10。 

抗戰結束後，國共衝突白熱化，內戰旋即展開。947年3月，蔣介石派遣胡宗

南部隊直撲延安，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撤出延安，「轉戰陜北」，新華社也奉命撤出。

但為了確保轉戰時黨中央能及時獲取各地消息及戰況情報，將部份新華社的人員

組成一支小分隊，跟隨行動，這支部隊的代號為「四大隊」，由副總編輯范長江擔

任領導，其主要任務有四：（一）負責黨中央與太行新華總社之間的聯絡；（二）

把抄收到國民黨中央社和外國通訊社電訊，編輯油印成《參考消息》，並將新華社

新聞稿編成《新聞簡報》，供中央領導及中央機關參閱；（三）將每天收到的電訊

加以初步整理和分析，對重要時事政治問題作初步研究，以供中央領導同志參考，

為此還成立了專門研究室；（四）幫助並領導西北（新華）總分社及西北前線分社，

領導西北戰場的軍事新聞報導11。 

中共建政以後，出版參考類消息仍是新華社主要業務之一12。由於事務的繁

多，參考類報導的數量及種類也不斷擴大，本論文的研究對象《內部參考》即創

刊於1949年9月。 

綜觀參考類消息的演進歷程，可以發現參考類消息起初大多刊載敵情，且工

作人員隸屬於紅軍，故自起初即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屬於電子情報的一部份；

但江西時期成立紅中社以後，抄收國內外通訊的範圍擴大，人員也從當初的紅軍

轉為具備專業知識的記者，並也開始對時事和對時事政治問題進行初步研究。到

抗戰爆發前夕，從業人員也從當初的紅軍轉為文人記者，紅中社改名歸屬新華社，

                                                      
9
 劉雲萊，《新華社史話》，頁16。 

10
 衛廣益，〈毛澤東與大小“參考＂〉。 

11
 劉雲萊，《新華社史話》，頁73。 

12
 劉雲萊，《新華社史話》，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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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做同樣的的工作。這使得參考類消息除了原本的情報色彩之外，更增添了向

中央領導匯報新聞的功能。 

換句話說，就機構及人員而言，參考類消息是由記者採寫，經新華社出版，

以提供中央領導參考的訊息，因此可以算是新聞的一部份；但其中的內容事涉敏

感，並限定人員閱讀，又蒙上一層情報的色彩。因此，參考類消息位處新聞與情

報之間，既有兩者色彩，又全然不屬於兩者，具有自己獨立的地位，這種定位正

是參考類消息的獨特之處。 

筆者閱讀1949年至1965年的《內部參考》後發現，它自1949年9月22日創刊，

星期一至星期六均有刊行，例假日則無。起初每期刊載3-5則消息，1953年後則擴

大為8-10則。1956年後配合漢字簡化，內容改為橫排，消息量增大為每期15則左右。

若遇到突發狀況，更會刊行專號，如1953年11月採行糧食統購統銷政策後，12月3

日便針對此一政策刊出〈全國各地糧食統購統銷工作情況〉，專門介紹各大區及若

干省分的實施情況13。令人玩味的是，它的頁碼並非每期歸零，也不是以整年為單

位來編碼，而是採用不固定的方式。如1953年大致上是以每月一日做為基準歸零，

1957年每期歸零，1958年則不固定，甚至出現在月中（6月20日）頁碼歸零的情況。

究其原因，可能是為了保密需要，故意混淆頁碼。此外，每期的刊頭上都印有數

字，方便洩密時用以追查。 

《內部參考》刊載國內重大新聞，又具有保密措施，承襲了參考類消息位處於

新聞與情報之間的定位。但將《參考消息》與《內部參考》相比較可以發現，中

共針對後者進行較為嚴密的保密，原因可能是《參考消息》主要是將國外各新聞

機構的新聞加以改編而成，對一般的平民畢竟有段距離、較無切身關係；但是《內

部參考》不僅僅抄收外電消息，更派記者前往中國各地，主動蒐集國內發生的事

件，其揭露的內容與部分平民有直接的關係，可能直接危及中共統治基礎，動搖

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因此保密程度更高，未像《參考消息》一樣，讓人民

廣為訂閱，這是本文選擇《內部參考》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13
 〈全國各地糧食統購統銷工作情況〉，《內部參考》，1953年12月3日，頁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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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塑內部參考的因素 

中共《內部參考》刊載的內容其實並非關於組織內部的事務，而是國內外發

生的重大新聞事件。中共一向主張人民當家作主，為何卻要大費周章另設《內部

參考》來報導國內大事，且設下層層防護以防止內容外洩？為何只讓高級幹部閱

讀其中的內容，一般人民卻無從一窺奧秘？ 

以下便將分別探討形塑《內部參考》的因素： 

1.中共對於新聞的時時控制 

中共在其建黨以後有關新聞宣傳的第一個決議中，即明白要求任何中央或地

方的出版物，包括新聞刊物，應由黨員直接經辦和編輯，並且不得刊載違背黨的

方針、政策和決定的文章
14
。顯示了中共早在創建伊始，就相當重視對新聞的控制。 

中共何以要對新聞進行嚴密的控制？這起因於中共對於「新聞」有自己的見

解。中共自詡其新聞學的觀點為「人民新聞學」，長期擔任新華社社長的吳冷西對

於「人民新聞學」的基本原則有過這樣的解釋： 

    人民新聞學的基本原則，是以最大多數人民的最大利益為依歸，對此

有利的多多報導，對此利少者則少報導，對此無益甚至有害者則不報導，

反對客觀主義和所謂「有聞必錄」
15
。 

基於這樣的新聞觀，中共認為為新聞的存在是以「大多數人民的最大利益為

依歸」，人民只需要知道有益的新聞，不需要知道無益的新聞。那麼，誰是人民？

又是誰來界定何種新聞有益？何種新聞有害？自然是身為「無產階級先鋒隊16」的

中共來決定。 

                                                      
14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摘宣傳部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

作文件匯編》，上冊（北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1。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冊，頁117。 

16
 列寧認為雖然工人階級雖然是共產革命的主要力量，但一開始是沒有階級覺悟的，必須透過由職

業革命家所組成的共產黨向工人灌輸共產主義思想，激發工人的階級覺悟。因此，共產黨即是

「無產階級先鋒隊」，政治感覺較一般工人為高，是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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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聞觀形成的來源其一是來自於馬列主義的意識型態。馬列主義視新聞

為「上層建築17」中的一部份，屬於統治工具，沒有獨立性，必須依附於某一階級。

換言之，新聞是具有階級性的。 

既然新聞具有階級性，那麼新聞報導也如同階級一般，要進行劃分。尤其是

歐美通訊社的報導。就中共的觀點早就認定這些通訊社是被「資產階級所掌控」

的，帶有「毒素」，為了保持大眾的思想純潔，必須把這些報導隔絕。將新聞報導

加以區分，也就是對新聞進行管制，不認為大眾有知的權利。 

同樣也基於意識型態，認為新聞是統治工具，「無產階級不去佔領，資產階級

就去佔領18」。因此，新聞必須牢牢掌控在中共手中，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毛澤

東就曾指出：「報紙對於工作及人民來說，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勵、批判、推

動的作用19。」他深知新聞媒體可以動員群眾，宣傳革命思想，用來建立或鞏固政

權。 

毛澤東更明白地說：「一個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個

生產隊，要登報，一年登到頭也登不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

主義不來，人民也要起來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

不要說一年，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了20。」毛澤東的意圖再明顯不

過了：對新聞必須加以控制，不能危及中共的統治地位。 

此外，對於共產黨人來說，意識型態是他們理解世界的藍圖及未來行動綱領

的依據，但馬列主義畢竟只提供一套概略的藍圖，對於實際上所可能遭遇的問題

及困難，則沒有確實的解決方案。因此，在遇到這些情況時，就必須根據馬列主

                                                      
17
 馬克思認為社會結構主要分成兩大部分，一是經濟基礎，另一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是指由

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力所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總和﹐是構成一定社會的基礎﹔上層建築是建

立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識型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制度､組織和設施﹐在階級社會主要指政治法

律制度和設施。馬克思也認為在階級社會﹐上層建築具有階級性。支配著物質生產資料的階級﹐

同時也支配著精神生產資料，統治階級的思想則形塑了政治法律制度等上層建築。這裡所指出

的「精神生產資料」，即包括新聞。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

選集》，第2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2。 
18
 人民日報編輯部，《論黨的新聞工作》（北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頁72。 

19
 毛澤東，〈給劉建勛、韋國清的信〉，《新聞工作文獻選編》，頁88。 

20 李銳，《廬山會議實錄》（台北：新銳出版社，1994），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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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進行延伸式的解釋，以求一方面維持立基於意識型態的正當性，一方面能解決

問題。亦即，掌握「解釋權」就等於掌握統治的正當性21。而新聞正是進行意識型

態解釋最公開的方式。因此，牢牢將新聞掌控在黨的手中，也就佔領了意識型態

解釋權最重要的陣地。 

基於這樣的新聞觀，中共逐步建構起一套新聞控制制度。首先便是建立由黨

直接控制的通訊社，以便對新聞的採訪及傳播能更有效地進行干涉。此外，中共

還成立「中央黨報委員會」，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央政治局領導並監督中共所有報刊

的言論活動22。 

中共建國之後，政務院立即在1949年12月9日制定了〈關於統一發布中央人民

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重要新聞的暫行辦法〉，規定凡需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委會、政

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署通過或同意的一切

公告，以及需經上述機構負責首長同意後發布的一切公告性新聞，均由國家通訊

社及新華通訊社統一發布23。1950年更公佈了〈全國報紙雜誌登記暫行辦法草案〉，

規定凡出版報紙雜誌均須向當地新聞出版行政機構申請登記，並由當地新聞出版

行政機構擬具初審意見，轉呈新聞總署核定，發給登記證後，才能出版發行24。透

過這兩項法令，除了透過登記制度對所有的新聞媒體進行控管之外，有關國家的

重要大事，也統一由新華社發布。這等於宣告人民雖然有言論自由，但卻無法成

立獨立自主的新聞社及出版社，必須受中共的監督。 

這套制度大抵有兩大著力點：一是中共先建立起自身的新聞通訊社，再賦予

其黨內新聞總匯的角色，以使黨的對外發言口徑一致。建國之後，中共擴大新華

社的功能，使其負擔起全國「新聞總匯」的角色，來對新聞訊息的來源進行控管，

尤其是對國內發生的大事統一口徑報導；二是透過登記制度，對全國的傳媒進行

控制，防止他們超出中共所設定的「官方說法」。 

                                                      
2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186。 

22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65-366。 

23
 劉雲萊，《新華社史話》，頁141。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冊（北京：新華出版社，1980），

頁11-12。 



第二章    《內部參考》的定位及由來 

 16

中共最高層領導者一直牢牢掌控這套新聞控制制度。早自新華社的前身－「紅

色中華社」開始，就一直是由張聞天擔任頂頭上司，張聞天歷任中共宣傳部部長、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總書記，1940年以後，他分管宣傳教育部門，是中共

黨內嫻熟馬克思主義的「理論大師」
25
。毛澤東掌握大權以後更加強對新華社的控

制，不僅新華社與延安《解放日報》是整風的重點，甚至連轉戰陜北之時，都還

親自帶著一部分的新華社人員以了解國內外動態。建國以後，新華社歸屬新聞總

署管轄，而當時新聞總署的負責人即是毛澤東的大秘書－胡喬木。 

    不是僅有共產黨人所領導的政府才會進行新聞控制。對於所有的政府來說，

都希望能對新聞媒體進行或多或少的控制：將有利於統治的新聞大肆報導，以收

宣傳之效；將不利於統治的新聞加以掩蓋，避免引發民怨。但是大多數的國家無

法壟斷媒體，也必須面對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對抗。相較之下共黨國家奉行「無產

階級專政26」，採行黨國體制，以共產黨為核心，對全國的一切資源進行控制，以

黨領政，以黨領軍，以黨領群，所以對媒體的控制更為徹底且明顯。 

    中共稟持其「人民新聞學」的觀點，為了掌握意識解釋權，遂行無產階級專

政，鞏固黨國體制，而對新聞進行嚴格的控制。順此觀點出發，由黨營的新聞通

訊社－新華社擔當「新聞總匯」，從中過濾出「對人民有益的報導」，再交由《人

民日報》刊登，以收宣傳、組織大眾之效。 

2.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其著名的文章〈實踐論〉中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他認為萬事萬

物皆有矛盾與鬥爭，導致事物向前發展，人們也必須透過親身經歷，變化自己的

觀念，改正自己的錯誤。他舉例道：「你要有知識，你就得參加變革現實的實踐。

                                                      
25
 指王明、博古、張聞天。 

26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主張，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利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切生產工具集中在國

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裡﹐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力的總量。見：馬克思和恩

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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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梨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梨子，親口吃一吃27。」 

根據〈實踐論〉，毛澤東要求幹部作任何工作時，除了利用中央所提供的政策

號召為基礎之外，更要深入了解群眾的意見，透過實踐的經驗來轉化號召成為適

合當地的政策。他認為：：「在我黨的一切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領導，必須是

從群眾中來，到群眾中去28。」這即是著名的「群眾路線」。 

中共深知只憑單一管道來收集訊息，指揮群眾，可能造成下情無法上達，從

而導致政策執行上的失敗，並且無從矯正。因此，毛澤東要求幹部透過實踐來了

解政策的執行情況與群眾反映。但要如何「實踐」才能貼近群眾呢？當然可以透

過許多方式，「調查研究」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也是毛澤東親自主張和大力提倡的。

但毛澤東也明言「調查研究」有一個重要前提：中央所提供的政策號召29。這顯示

了先有政策，後有調查研究，調查研究並非任意調查，而是有目的性的，旨在讓

中央政策便於在地方實施，而非懷疑中央政策。 

基於「群眾路線」的特色，中共往往利用群眾運動的方式來推動、執行政策，

中共自己將群眾運動的邏輯過程歸納為：情況－工作－問題－經驗30，在每一個階

段中，調查研究都被要求應用，以獲取有關資訊，中共更明白指出：「要怎樣使每

一個步驟真正達到領導與群眾結合的要求呢？此中唯一的關鍵是要看在每一步驟

上，領導方面以集體創作方式走群眾路線，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的決心與成效而

定31。」這裡點出了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它是聯繫黨（領導）及群眾的關鍵樞紐。 

早在井崗山時期，毛澤東便大力提倡「調查研究」，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

                                                      
27 〈實踐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264。 
28
 〈闗於領導方法的若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54。 

29 毛澤東將這種從中央由上至下的政策宣達稱為「一般號召」。1943年整風，他要求各中央局、中

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

選擇二、三個單位，深入研究，詳細了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一般號

召」首先提出，之後再進行調查研究。見：〈闗於領導方法的若干問題〉，《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頁852。 
30
 中共自己認為群眾運動的歷程都包括以下的幾個階段：（1）情況的調查、分析、研究；（2）工

作的計畫、佈置、督促、檢查；（3）問題的發生、提出、研究和解決；（4）經驗的檢討和總

結。見：編者不詳，《中共調查研究工作之方法》（台北：陽明山莊印，1951），頁11。 
31
 編者不詳，《中共調查研究工作之方法》（台北：陽明山莊印，1951），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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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毛澤東認為如果對一個問題沒有進行調查，就不可能知道問題的根源及情況，

因此，「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32」；此外，針對問題進行調查研究，了解這個問題

的現狀和它的歷史，才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用毛澤東的話說，「調查就是解

決問題33」。不僅流於口號而已，毛本身也付諸實踐，其著名的《鄩鄔調查》即是

他親身前往農村進行調查研究後的總結， 

《鄩鄔調查》的內容大致分為兩個主要部分，首先，毛澤東針對鄩鄔的商業、

農業人口，及他們日常的活動進行調查，尤其特別重視分析社會各個階級的情況

與互動；第二部分則調查分配土地政策的實行情況與農民對此項政策的反應。《鄩

鄔調查》成為日後中共進行調查研究的參考範本。 

透過對《鄩鄔調查》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共的調查研究有兩大目的。一是針

對社會各個階級做調查，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便明白指出：「我們

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了各種階級的

相互關係，得到正確的階級估量，然後定出我們正確的鬥爭策略34。」毛特別強調

要研究各個階級的「階級估量」，意即對於土地革命的支持態度，其目的是要了解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以作為發動群眾運動的第一步。二是利用

調查研究以蒐集民眾對於政策的反應，以《鄩鄔調查》為例，群眾發現地方幹部

在分田時獨得好田，引起群眾不滿，縣政府把好田收回補給群眾，群眾才高興。

因此發現到表面上的「抽多補少」無法引起農民支持，農民更為關心實質上的「抽

肥補瘦」，畢竟好田才有高產量。透過《鄩鄔調查》，中共進一步改善土地平分政

策，在原來「男女老幼平均分配」、「抽多補少」的基礎之上，增加了「抽肥補瘦」

原則，使之能獲得更多農民的支持。 

也就是說，中共透過調查研究來了解社會情況，並蒐集輿情對政策的反應，

以修正政策、矯正失誤，來贏得民眾對政府的支持。中共即是基於此一目的，設

置《內部參考》，供給高級幹部閱讀。 

                                                      
32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北京：新華出版社，

1984），頁1。 
33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2。 

34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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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毛澤東的意圖，利用調查研究以蒐集民意應該成為黨幹部日常重要的活

動之一，然而，就實際層面而言，調查研究費時費力，且隨著中共統治區域的日

漸擴大，事務日漸複雜，高層幹部無法花費大量時間下鄉進行調查研究。因此，

此一工作也轉為由專門人員負責，這些專門人員即是新聞記者，和統一指揮黨內

傳播事務的新華社。 

3.訊息的顛覆性 

中共透過賦予新華社擔任新聞總匯的地位，來對新聞進行控制；同時也利用

它及所屬記者來報導國內外發生的大事，提供訊息以供高層領導參考。 

但並非所有的新聞訊息均有利於中共，以民意為例，若新聞消息報導民眾的

正向反應，對中共當然有益，這顯示了中共的統治受到了人民的支持，當然要公

開報導在《人民日報》上，以獲得更多迴響；但若是負面反應，等於表示中共的

統治出了問題，必須加以封閉，以免使民心動搖，這類負面的消息對中共來說即

具有「顛覆性」，因為此類消息將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與造成社會的不安定，甚

至形成統治上的危機。 

然而，中共何以指派新華社將這些不宜公開的「顛覆性」訊息另結成冊，編

成包含《內部參考》等諸多的「參考類消息」，提供幹部閱讀？ 

1956年底，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參考消息〉訂閱範

圍的通知》，將本來僅限於黨內的高級領導幹部的《參考消息》，擴大發行到縣委

以上或相當於縣委的黨內外幹部，並計劃將發行數量由兩千份增加到30到40萬份，

後來甚至擴及到大專院校學生也可閱讀
35
。這個事件正好提供一個機會，來探究這

個問題。 

毛澤東突然為何要把《參考消息》的閱讀範圍擴大？毛首先在1957年1月27日

的省、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進行如下的說明： 

                                                      
35
 衛廣義，〈毛主席倡議創辦《參考消息》〉

http://www.gmw.cn/content/2004-06/04/content_38711.htm（2004年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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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行《參考消息》，從兩千份擴大到40萬份，使黨內黨外

都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連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論也登。為

什麼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

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鍊。不要封鎖起

來，封鎖起來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聯的做法不同。為什麼要種牛痘？就是

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裡面去，實行「細菌戰」，跟你作鬥爭，使你的身體裡

頭產生一種免疫力。發行《參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

增強幹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力
36
。 

這個決定並非空穴來風，乃是毛澤東試圖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中的一環。

1956年，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林的個人崇拜，緊接著下半年發生波蘭、匈牙利事

件，許多人一時之間感到無法接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應該不會再有矛盾

存在」，難以理解波蘭和匈牙利為何會發生大規模的暴亂
37
。 

許多民眾不知道的是，同時間國內也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要求退

社等情況，不過，這些可能引發民心向背的失序現象均透過《內部參考》報導給

中共高層知曉，毛澤東因此思考這些現象之所以產生的根源，尤其重要的是，中

共如何能不犯斯大林的錯誤，又能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形成了《關於正確處理

人民內部矛盾》的主張，並透過多次會議向幹部進行說明。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主要分為兩類：一類是敵我矛盾，

另一類是人民內部矛盾。這兩類矛盾的性質不同，解決的方法也不同。解決敵我

矛盾靠壓服敵人，靠無產階級專政；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則必須依靠耐心的說

服。而波蘭、匈牙利事件爆發的原因，就是不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人民內部矛

盾，並且用壓服的方式來處理，加以有心人士的煽動，從而形成大規模的暴亂。 

                                                      
36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北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185。筆者認為：毛

澤東此時決定擴大《參考消息》的閱讀範圍應與他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理論相關，同樣在

這場會議中，毛澤東也論及了處理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可能試圖透過擴大《參考消息》的

閱讀範圍來緩解人民內部矛盾。 
37
 如《內部參考》在1956年11月5日便刊出〈江西師範學院的師生由波匈事件聯想到社會主義制度是

否優越的問題〉、〈北京各界對波匈事件發生很難理解〉、〈安徽省合肥市機關幹部和民主黨

派對波匈事件提出的一些疑問和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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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主義社會發生鬧事，毛澤東從辯證法的角度加以分析，認為任何社

會都有對立的兩面，之後透過鬥爭達成統一，毛比喻道： 

真理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來的。美是跟醜相比較，

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來的。善惡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惡事、惡人

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來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並且

同它作鬥爭發展起來的38。 

毛也點出長期接受單一觀點的危險： 

禁止人們跟謬誤、醜惡、敵對的東西見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

見面，跟孔子、老子、蔣介石的東西見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

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見不得世面，唱不得對臺戲39。 

因此毛要求省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要：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

一點它的對立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

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讀一讀。不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

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鬥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不鞏固的。我們

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識份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

太少。讀了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麼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

缺乏說服力。你不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不倒它40。 

既然香花是透過和毒草做鬥爭才發展出來的，且結果必然是香花壓倒毒草，

那麼讓毒草放出來就是無害的。因此，毛要求幹部不僅要閱讀孔子、康德的著作，

甚至是蔣介石的書，並且擴大發行《參考消息》，來瞭解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各

式各樣的衝突，並且讓幹部知道事物的複雜性，避免幹部因訊息管道單一而發生

思想僵化的現象。進而才能「以理服人」，以說服的方式來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此外，中共也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中探討了斯大林為何犯錯

                                                      
38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92。 

39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92-193。 

40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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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原因： 

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領導人物的責任是要儘量減少錯誤，儘

量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

力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不至於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

錯誤。而要達到這種目的，就要求每個領導者都十分謹慎和謙遜，密切地

聯繫群眾，遇事和群眾商量，反復地調查研究實際的情況，經常進行適合

情況的、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党和國家主要領導人的斯大林，

在他後一個時期的工作中所以犯了某些嚴重的錯誤，就是因為他沒有這樣

做41。  

    斯大林犯錯的根本原因，即是沒有密切聯繫群眾，沒有利用調查研究來進行

自我檢討。中共記取此一教訓，不僅擴大發行《參考消息》，1956年後《內部參考》

的內容較之前也有所增加，似乎顯示了中共藉著增加反映輿情的數量，以使幹部

更為重視這類顛覆性訊息，利用記者所作的調查研究，來改進施政上的缺失，避

免重蹈斯大林錯誤的覆轍。 

    中共雖然擴大《參考消息》的發行範圍，但並未隨之擴大《內部參考》的閱

讀限制。究其原因，可能是《參考消息》報導均是外電消息，以國際情勢及外國

情況為主，與民眾較無直接關係；但《內部參考》主要刊載國內大事，與民眾切

身相關，較為敏感，因此不予開放。 

    中共雖然主張人民當家作主，但向來就不認為「人民」是一個同質的整體，

在「知」的權利上也就有所區別，大陸學者高華就清楚說明了這個現象： 

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幹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區別。既然

人之有區別，在「知」的權利上就不能不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中低級黨

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理論水準不足以抗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佈的「毒素」

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數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

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讀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級而遞減。至於一般普

                                                      
41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北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1994），頁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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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老百姓，為了保證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

道黨報以外的其他消息了
42
。 

    中共清楚了解許多新聞有「顛覆性」，不能隨意報導，而對新聞進行控制。但

對幹部而言，中共一直要求幹部聯繫群眾，利用調查研究以便制訂和執行政策，

因此幹部需要了解真實情況，知道政策執行中的複雜性，所以幹部需要知道這些

「顛覆性」的新聞，中共也認為這一些人黨性堅強有免疫力，可以抵抗「顛覆性」

新聞所帶來的「毒素」。 

    為了同時保護普通老百姓思想上的「純潔」；又要給幹部「打預防針」，了解

真實情況，中共想出了解決的辦法：就是將這些不宜公開的新聞另結成冊出版，

供給幹部閱讀、參考，如此一來可以擴大幹部的訊息面，以使幹部能發現問題，

加以解決；同時也可以將這些訊息控制在黨內或有限的範圍，不使其擴大。這即

是《內部參考》產生的原因。 

 

                                                      
42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