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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部參考》的相關制度 

由上一部份針對《內部參考》內容的探討可知，《內部參考》是將不宜公開發

表的新聞另結成冊，提供領導參考的刊物，尤其是報導社會各階層對政策的反應

及揭露幹部失誤這兩方面特別突出，彌補了《人民日報》的不足，使高層幹部透

過這些記者的「調查研究」後寫成的報導，更能了解政策執行中的實際情況。 

    要能達成這個成果必須有個前提：記者必需與政府高層緊密聯繫。記者必需

嫺熟政策的重大變化，才能寫出符合領導需要的《內部參考》。如果讓記者自由地

寫而不事先預設主題的話，新聞內容將會相當複雜而沒有主題；但在上述的《內

部參考》內容中，卻可以發現記者有效且系統地針對主題報導，因此可見記者是

被組織過的。此外，在中共這個極權政治的環境之下，許多政策的轉變往往密而

不宣，由此可知記者必定透過某種渠道才能與高層領導緊密聯繫。 

    此外，針對《內部參考》內容的探討可以發現，在重大政策執行後，《內部參

考》往往會出專刊，有系統地針對全國各地的情況進行報導，如前一部份針對糧

食統購統銷的報導。可見記者的報導並不是直接編入《內部參考》，而是經過彙整

的。 

    那麼，《內部參考》中的報導是怎麼產生的？是否有一定的採訪機制？為了配

合《內部參考》，又衍生出哪些制度？這些制度如何影響《內部參考》功能的發揮？

以下便將分別回答。 

一、採寫《內部參考》的機制－以「領導意圖」為核心 

    由於《內部參考》的特色在報導各階層人民對於政策的反應及施政中所暴露

的缺點，並上報給中央高級領導，有時內容事渉敏感，寫作的拿捏程度不好掌握。

且讓記者自由採寫，等於讓記者有獨立權，不符中共將新聞視為統治工具的觀

點。為了防止失序的現象發生，中共特別於1953年7月公布了〈中共中央關於新

華社記者採寫內部參考資料的規定〉，其中對記者的採寫作出指示： 

（1） 寫參考資料內容必須注意確實，力求客觀全面，反對粗枝大葉，道

聽途說，並防止片面誇大。要注意說明問題是什麼時候發生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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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在情況如何，並要說明資料的來源及其可靠性，以便領導機

關對這些問題有較全面的了解。 

（2） 記者寫參考資料時，只負責客觀地反映真實情況，不要對所反映的

問題進行結論，也不要向有關方面提出處理的要求。記者不得參與

當地的爭論，不得干預當地的工作
1
。 

也就是說，中共明顯限制記者做出自己的議論，要求記者僅反應事實的具體情況

即可，不得挾中央餘威自行介入當地問題。 

    依循這些規則及慣例，形成了《內部參考》的採寫機制。根據一些曾在《人

民日報》及新華社服務過的記者回憶2，《內部參考》的採訪流程如下： 

 

  中央                             新華總社           新華分社／地方 

 

中共高層                         新華社           新華分社與記者 

決定報導方向與重點            形成具體採訪計畫     負責實際採訪                  

 

                             決定公開發表與否 

 

              轉發          公開：《人民日報》        平民百姓閱讀 

                                不公開：《內部參考》、《參考資料》等 

 

           相關單位                                 工作隊前往處理問題 

 

                  圖一     《內部參考》報導的運作方式圖 

 

一位曾負責《人民日報》工商部新聞的記者便清楚敘述了新華總社的日常工

                                                      
1
 〈中共中央關於新華社記者採寫內部參考資料的規定〉，《新聞工作文獻選編》，頁251。 

2
 包括前新華社記者何川，前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前人民日報工商部記者聶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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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內容： 

我每星期騎自行車到新華社去一次，大家一起談情況，統一報道思想，訂

宣傳計畫和主要題目，並且商量好哪些發通稿，哪些發專稿。經委等領導

機關都是我和田林（時任新華社工商組組長）一起去，宣傳意圖大都是從

薄一波同志那裡來；我與田林又直接和各分社聯繫，主要的分社幾乎每天

一次長途電話3。 

可以發現，新華總社組長必須先探詢領導意圖（如薄一波－長期負責財經事務），

並依循領導意圖與編輯一起討論具體計畫及主要題目，分配採寫工作，之後才直

接透過電話與分社天天聯繫。各分社接到總社的指示之後，便召集記者進行採訪，

形成新聞稿件，完成之後再回報給總社，由總社進行分類及篩選等工作，最後則

按級別分送至中共中央辦公廳與相關的單位；由後者即刻組織工作隊前往問題發

生處加以釐清及解決。這清楚顯示了所有消息的起點皆開始於「領導意圖」，並利

用層層下達的方式，加以具體採訪。新華總社則具體負擔起將領導意圖形成具體

的採訪計畫、監督分社是否貫徹、以及最後依據「領導意圖」來進行檢查篩選這

三大工作，保證了每個新聞工作階段中皆能貫徹「領導意圖」。 

    以「領導意圖」為核心並不是全無好處，如1959年廣東發生暴雨，廣州北江

大堤岌岌可危，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全力投入救災報導，每天都發三、四篇《內

部參考》，對此毛澤東加以表揚，並認為應該公開報導，以喚起人民全力抗災4。這

樣的舉動畢竟使得人們更為重視廣州水患，物資容易調集，對於水患的善後有著

一定的幫助。 

    這個例子也說明了另一種機制，即是刊登在《內部參考》的新聞有可能轉化

為公開報導，甚至成為紅頭文件（類似「施行細則」），要求其他地方幹部仿行。

如杜導正曾在1974年4月寫了〈廣東省委緊急部署批林批孔〉這份《內部參考》報

導，中共中央隨即將該文作為1974年第四號紅頭文件下發到縣團級。《內部參考》

的確起了傳播中央意圖的功能。 

                                                      
3
 人民日報報史編輯組，《人民日報回憶錄1948-1988》（北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頁148。 

4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八卷（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14。 



第四章    《內部參考》的相關制度 

 52

    這也顯示了「領導意圖」干預的另一種情況：迫使幹部接受政策、展開動員，

甚至違反現實。一位曾寫過《內部參考》報導的記者－王金鳳，即回憶了這種情

況： 

     1958年初，中央在南寧召開會議，毛澤東講了“破除迷信，敢想敢幹＂

的重要講話，批評了周恩來、陳雲同志1957年“反冒進＂是犯了“右傾＂

錯誤，“離右派只有50米了！＂各地聞風而動，吹起“大躍進＂的號角，

在全國颳起浮誇風。 

     1958年《人民日報》撤銷各省記者站，我到農村部當評論員，有時也

下鄉做點調查研究。全國第一顆“高產衛星＂是河南省輝縣嵖岈山鄉上萬

畝小麥“畝產小麥3000多斤＂，《人民日報》發在一版頭條。我多年跑農村，

知道全國小麥最高產量是青海一塊幾畝大的“試驗田＂，畝產不到3000

斤。怎麼可能上萬畝土地平均畝產3000斤呢？我表示懷疑，立刻有人勸我：

“小心，別當觀潮派！＂ 

    我不服氣，自告奮勇下鄉調查。這年七八月間，冒著酷暑來到河北省

定縣。定縣有位全國農業勞模馬寶山，我認識。他見到我，神秘地對我說，

要讓我看看他將要放的“白薯衛星＂。 

    只見一畝地面積，往下深挖15丈，堆滿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

山，裡面也通通是小白薯。這就是他要放的“畝產白薯100萬斤＂的“高產

衛星＂。估計他實際上也填充了十幾萬斤的小白薯！ 

我吃驚地說：“這就是你所說的特大衛星？這不是明明白白的弄虛作

假嗎？＂馬寶山不高興了，拉長了臉：“人家能將十幾畝的水稻並在一起，

我為啥不能將白薯堆成小山？＂ 

我說：“老馬呀，你昏了頭了，這樣做有啥好處？你是讓人家參觀，

讓記者來拍照，替你宣傳吧。我告訴你，我絕不寫一個字。＂兩人不歡而

散，我馬上坐車回北京，寫了一個“內部情況＂，被領導扣下了。他說：

“你這是給群眾運動潑冷水。到時後要倒楣的。＂他這是好心保護我，他

有充分的經驗。我說：“明明是弄虛作假，這叫什麼「放衛星」啊？＂他

苦笑著說：“這是「大躍進」的浪潮，勢不可擋。我們不報導也就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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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他弄虛作假，有人會不高興的5。＂ 

    由上一章針對《內部參考》內容的探討可知，《內部參考》本是為了蒐集輿情、

反映民意而設計，但中共中央可以利用此一訊息渠道透露領導意圖，藉以指導幹

部。也就是說，「下情上達」與「上情下達」的功能並存於《內部參考》之中，從

而可能產生矛盾：《內部參考》如果越能反映真實情況，讓幹部多打一些「預防針」，

多了解一些問題的各個層面，的確有助於問題的解決；但上級若過份重視政策說

服，連帶使地方幹部一起「頭腦發熱」，卻可能造成真實情況無法上報，反而不利

於問題的解決。記者王金鳳的回憶明白顯示了貫徹領導意圖與反映真實情況間的

衝突。 

    若記者違反領導意圖，執意報導現狀又如何？王金鳳在文革時的遭遇可為例

證： 

1967年秋天，我到上海採訪。這時駐上海的空四軍宣傳處長來看我，

請我參加空四軍召開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會。他出語驚人，說他們學

習主席著作有新發展：“要用毛澤東思想佔領天空。＂ 

    我問：“什麼意思？＂ 

    回答是：“我們要用主席語錄指揮飛行(即指揮飛行和飛行員回答時，

必須先講一句語錄)。＂ 

    我聽了大吃一驚。當時打電話，有人先念一句語錄，如“為人民服

務＂、“鬥私批修＂等，然後再講電話內容。這已經耽誤時間，如果指揮

飛行，指揮員和飛行員都先念語錄，再說飛行術語，飛機飛行速度極高，

指揮術語一句很短，如加上語錄，飛行員反應不過來，非出飛行事故不可，

弄不好機毀人亡。我內心非常反感這種“極左＂的做法，可又不能公開反

對。 

    1968年1月，軍委空軍召開空軍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會議，請《人民日報》

記者參加。說參加者每人將發一套精裝毛選和100個毛主席紀念章。我聽了

                                                      
5
 金鳳，〈我在《人民日報》寫內參的經歷〉，《炎黃春秋》2005年第10期（北京：中華炎黃文化

研究會，2005），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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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生氣。我知道當時有句話：“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學空軍＂。其

實，空軍一直“很左＂。他們動用大批國防器材鋁甚至黃金、白銀製作紀

念章，有的紀念章比銀元還大。 

    於是，我忍不住提筆寫了第三個“內參＂，向中央反映空軍學習主席

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語錄指揮飛行，弄不好將發生重大事故；空軍動用大

量國防器材製作紀念章，不合勤儉建軍原則；空軍有驕、嬌二氣。 

    這個“內參＂轉到當時空軍司令吳法憲手裏。他向江青報告。江青在

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放厥詞，胡說王金鳳是上海、北平的地下黨員，受到

劉曉、劉仁領導。劉曉、劉仁是“叛徒＂、“特務＂，王金鳳也是“中統＂

特務。她提出，要把金鳳押送秦城監獄。敬愛的周總理保護了我，說“先

審查審查吧＂。於是，由陳伯達下令：“立即對王金鳳監護審查。＂1968

年，把我押到北京衛戍區，和一些部長，如吳冷西、陶魯茄、劉白羽等關

在一起五年一個月。直到1973年6月，還是在周總理親切關懷下，把我放回

《人民日報》社恢復工作。 

坐牢五年，關在單身牢房，與世隔絕，我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更殘

酷的是，吳法憲下令，強迫我的丈夫趙寶桐（全國空軍英雄）和我立即離

婚，又逼趙寶桐重新結婚6。 

這份報導由於直接對空軍提出批評，並且違逆當時江青主打毛澤東個人崇拜

的「領導意圖」，王金鳳因而下獄。一份《內部參考》報導，可能造成記者得寵，

備受讚揚（如前文毛澤東表揚杜導正報導廣州抗災）；但也可能造成家破，陷入囹

圄之中。 

「領導意圖」就像一把兩面刃的劍，若在領導的積極介入下，的確可以將缺點

暴露出來，使得問題更好解決。本論文開頭所引胡耀邦利用《內部參考》來進行

冤假錯案的平反就是一例；但若領導意圖忽視客觀限制，過份驅策幹部，從而抵

銷《內部參考》舉發缺失的功能，淪為中央政策的傳聲筒。是中央領導極為關注

《內部參考》的報導，才使得它有「通天」的本領；但也是因為中央領導濫用這條

                                                      
6
金鳳，〈我在《人民日報》寫內參的經歷〉，《炎黃春秋》2005年第10期，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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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地方幹部的訊息渠道，造成「下情上達」與「上情下達」間功能的矛盾。 

二、分社的角色－條條與塊塊衝突的匯集點 

相較於總社負責聯繫、監督及檢查等宏觀層面，分社則負責更為細微的採訪

工作。根據曾經擔任過新華社福建分社代理社長的黃秋耘的回憶，新華社各省（區）

分社主要的任務是： 

    新華社分社的任務，除了播發供報紙公開採用的新聞稿件之外，還要

經常向總社反映情況－以報憂為主，揭發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提供

給中央領導同志參考，借以引起療救的注意。 

    ……當時新華總社只要求每個省及分社每月發二、三十條大廣播稿，

一、兩篇通訊稿，在一個省的範圍內，每個月總有那麼二、三十件事情值

得報導，因此我們並不需要費多大力氣就能完成公開報導的任務。主要矛

盾在於反映情況的稿件。……在新華分社來說，總是怕漏報了重要情況，

沒有盡到『黨中央耳目』的責任，因而受到總社的指責和批評
7
。 

    有時甚至連分社社長、編採部主任都必須親自前往採訪，寫作稿件，如杜導

正8、甘惜分9。由此可見分社對於《內部參考》報導任務戰戰兢兢，深怕漏了重大

新聞，總社給予批評與懲罰。 

    但中共中央另有規定：各地方和各部隊的領導人，應予新華社的總分社、分

社、支社和記者以政治上的領導，並幫助他們進行工作10。對分社而言，出現了「兩

個領導」－一是中央領導，站在此一立場，必須替黨中央作好耳目，對於地方上

                                                      
7
 黃秋耘，《風雨年華》（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154-155、157。 

8
 杜導正，1923年生，歷任晉察冀日報》記者、人民解放軍六十七軍新華支社副社長、第二十兵團

新華分社副社長。建國後，歷任新華社河北分社社長、廣東分社社長、中共中央中南局機關報

《羊城晚報》總編輯。1959年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下放勞動。文革後任《光明日報》總編

輯、新聞出版署署長。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 
9
 甘惜分，1916年生，1949年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採編部主任。1954調任北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

副教授，之後一直都在大專院校中任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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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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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應該如實報導，而不論問題涉及階層的高低；二是「地方領導」，這人的「領

導意圖」當然希望記者替他多說些好話，地方的問題能不報就不報。但如實上報

涉及省市領導（後簡稱省委）的問題，必然招致省委的嫌惡與掣肘，對將來的工

作不利；選擇掩蓋問題，雖與省委有良好的互動，但黨中央的政治壓力也不容小

覷。這就形成了一種結果：若報導只揭發省市階層以下的問題還好；若涉及省市

階層，分社便將處在相當尷尬的位置上。 

    因此中共另外規定： 

記者反映地委以下工作中的情況和問題的資料，可直接發給新華總社，反

映省市一級工作中問題的資料，要送給省市委負責人閱後發給新華總社，

如省市委對資料提出不同意見而記者仍認為應向中央反應時，應將省市委

意見一併報告新華總社
11
。 

但是這仍然無法解決新華分社與省市領導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 

我們把《內部參考》放到條／塊關係中來看，由中央各部會首長，經新華總

社的領導意圖當然希望多了解一些地方的情況，這種由條條垂直而下的關係賦予

了《內部參考》「通天」的本領；但分社同時也接受當地省委的領導，以便就近由

黨機器將新聞媒介控制在手中，這卻使得省委有介入《內部參考》報導的權力。 

研究條／塊關係的學者認為，在這兩種關係中，一個是和該單位有直接在人

事、資源分配上有權力的「領導關係」；而另一個則是不具有拘束力的「業務關係」

12。但實際上不能截然兩分，又必須加上距總社遠近、地方省委的性格等複雜因素，

這就使得記者，尤其是要直接面對省委的分社社長兩面不是人13，工作壓力極大。

黃秋耘就覺得這個差事「容易得罪人」、「往往限於進退兩難的境地」，自己屢屢想

調動工作，最後終於如願以償，於1953年離開
14
。 

    但杜導正就沒這麼幸運了，成為分社社長與省委衝突的受難者。1959年初，

                                                      
11
 〈中共中央關於新華社記者採寫內部參考資料的規定〉，《新聞工作文獻選編》，頁263-264。 

12
 Kenneth Lieberthal著，楊淑娟譯，《治理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台北：國立編譯館，1998），

頁167-168。 
13
 分社社長可以出席省一級的常委會，因此與省委經常見面，直接接觸的機會相當多。 

14
 黃秋耘，《風雨年華》，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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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已出現缺糧、水腫現象，廣州市甚至只剩7天的口糧。省委第一書記陶鑄認為

是農民把糧食私藏起來，杜導正也未懷疑。直到3月初，他前往海南島調查農村情

況，親眼看見農民嚴重缺糧，內心受到很大的震動。4月19日，他給新華社副社長

繆海孝寫信，報告農村的缺糧情況。他認為農民飢餓的狀況非常嚴重，並寫了1958

年中共犯有錯誤。顯示他對大躍進的看法已經發生了轉變。 

    但此時陶鑄仍醉心於「一大二公」的理想，兩者對於大躍進分持不同看法，

歧見逐漸累積成衝突。杜導正回憶了這段過程： 

    1959年5月，陶鑄同志在汕頭召開廣東省委常委擴大會議，我參加了。

會議上總結1958年的教訓，我不發言，可陶鑄同志指名要我發言：“杜導

正，你講＂。我講了四條：第一，對一些過頭的東西，我們應該頂住，可

惜沒有頂住。四川就頂住了一些；第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三，保護

和鼓勵大家發表不同的意見。還有一條，現在記不起來了。我的話，陶鑄

同志聽不入耳，我一面講他一面插話：“是嘛，粵北的五嶺低，外面的風

刮過來咱們頂不住，四川北面是秦嶺呀，所以李井泉他們就頂住了＂。 

    汕頭會議結束後，我不知趣，還要求坐陶鑄同志的車一同回廣州。路

上又向陶鑄同志講了鹿回頭賓館的事。海南島蓋給中央首長避暑住的鹿回

頭賓館，傢俱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華。我說，老百姓在餓肚子，蓋這麼

高級的賓館不好。陶鑄同志又不願意聽，他大聲斥責我：“什麼酸枝木

的！＂ 

     汽車路過正在建設的東江水電站，工程指揮部的負責人、省工業廳的

一位副廳長給陶鑄同志洗塵，晚飯時八個人，除陶鑄和他的秘書外，還有

我和散文作家林遐等。桌上的酒是綠色的，我完全無心地跟林遐說了這事，

陶的耳朵靈，他問：“老杜說什麼？＂林遐把我的話告訴了他，他拉長聲

音說道：“好嘛，老杜的意思是說咱們紙醉金迷、燈紅酒綠呀！＂這時，

我才知道他真不高興了。 

     七八月間，為了迎接建國10周年，廣東省籌備出一個大型畫冊，陶

鑄把他身邊的幾個“秀才＂找去商量這事，其中也有我。陳越平、黃文俞

他們討論封面是用紫紅緞子還是鮮紅緞子，字燙金還是不燙金。我坐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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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不說話，心想，老百姓餓得那個樣，哪有心思這麼大事鋪張。陶鑄同志

就問：“老杜為什麼不說話，你是不是不高興？＂我沒多說，只說：“都

好吧＂。陶鑄的臉就拉下來15。 

    8月，廬山會議從糾「左」轉為反右，杜導正寫給繆海孝的信成為攻擊大躍進

的罪證，受到批判，被陶鑄定位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撤銷黨內外一切職務。

陶鑄甚至指出：「黃河長江自西而出滾滾向東流，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滾滾向北流，

杜導正的思想像洪水氾濫四處奔流。」顯示在陶鑄的心目中，杜導正除了立場不

堅定之外，思想更是像洪水般有害。 

    不只杜導正受到如此遭遇，另外六位新華分社社長也因透過《內部參考》等

各種渠道反映了所在地區的問題，被當地省委趁著「反右傾運動」的時機打為「右

傾機會主義份子」，撤除職務，當時稱為「七司馬事件16」。直到1961年陸定一提出

「七司馬事件搞錯了」，這7個人才獲得平反。 

為何黃秋耘能安然無事，但杜導正卻受到打擊？為何有多達7位的分社社長被

打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這與大躍進時期權力大幅下放地方有關，包括指揮

分社及記者的權力。1958-1959年間，新華總社提倡記者要緊跟省委，及時報導省

委新思想，並明確規定報導計畫不由總社發出，而由省委決定。如此使省委得以

直接領導分社的具體業務及編採方針，這就使得省委能完全干預記者的新聞報

導，更能直接對記者與分社社長施加壓力。此刻，塊塊壓倒條條，省委的領導意

圖成為分社的唯一準繩，遂作出與事實相違的浮誇報導，這是造成《內部參考》

在1957-1959年後逐漸充斥著浮誇及宣傳報導的原因之一。 

                                                      
15
 杜導正，〈晚年考試成績好些〉，詳見：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14/37734/39503/2922326.html。（2004年10月15日） 
16
 另外六位分社社長是：浙江分社的尤淇、四川分社的紀希晨、雲南分社的陳勇進、福建分社的孫

明、青海分社的程光遠、貴州分社的吳振全。見：張嚴平，《穆青傳》（北京：新華出版社，

2005），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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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重制度缺陷－領導意圖的干預與條塊衝突 

中共賦予《內部參考》得以揭發問題、反映缺失等功能，同時中央領導給予

極高的關注，使它能「通天」。而相關單位隨即組織工作隊前往問題發生處釐清問

題，並著手問題的解決。這樣的過程顯示了《內部參考》在中共政治體系中扮演

類似監察員的角色。一紙《內部參考》報導可能讓失誤的官員受懲，甚至影響資

源分配。 

中共也不願意地方新華分社越徂代庖，左右地方政治，因此反對新華分社干

預各部門和地方的工作，他們只反映事實，以供中央裁決。 

《內部參考》的讀者是地委以上幹部，他們應該直接處理與其相關的報導。否

則中央也會通過組織部門和監察部門派員調查。也就是說：條條－《內部參考》

讓中央領導知曉，中央即刻發文相關單位；與塊塊－地方聯合有關單位組成工作

隊相結合的條／塊關係，才能讓問題得以解決，《內部參考》的影響力也得以展現。

這暗示了《內部參考》也受制於條／塊關係。也就是說，《內部參考》必須服從條

的領導－中央高層及塊的領導－省市黨委。 

中共之所以這樣設計的原因仍是希望強化黨對新聞媒體的領導。但條與塊之

間卻也可能衝突，記者便心知肚明：「寫內參如只涉及基層，問題不大。如果涉及

省以上，便有很大麻煩17。」使得分社社長容易陷入條塊衝突之中。本來地方省委

僅負監督之責，「領導意圖」從中央發出，記者依循即可，但齟齬已在所難免；當

大躍進時期省委獲得主導分社的權力之後，省市的「領導意圖」壓過了中央，記

者只好倒向省委，知情不報，甚至歪曲新聞事實，誇耀省委的功勞，造成了失實

的報導。《內部參考》作為黨中央耳目的功能盡失。記者在報導上最大的困難並非

挖掘真相，而是在琢磨中央與地方兩種「領導意圖」，找尋微妙的平衡點，以免遭

受政治打擊。 

中央高層領導極為重視《內部參考》，形成一種不成文的規範，的確讓其具有

糾舉缺失、調動資源的功能；但若領導意圖轉向為說服中央政策，便可擠壓到糾

                                                      
17
金鳳，〈我在《人民日報》寫內參的經歷〉，《炎黃春秋》2005年第10期，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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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缺失的內容，形成「耳目」功能的弱化。制度上雙重領導的設計，不僅使得分

社社長忙於釐清「誰大誰小」，也使得省市領導得以干預《內部參考》報導，造成

在報導省市以上缺失時多所掣肘。 

大躍進運動時期，省市領導握有更大的權力，新華總社也要求記者緊跟省市

領導，下情上達的功能更打了折扣，此時反映的已不是問題，而是省市領導的誇

大的「躍進成績」。領導意圖全面滲透到採訪之中，以及條／塊雙重領導－這兩項

制度的缺陷導致了《內部參考》性質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