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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组党史》序言
王希哲

中国民主党忠实的老党员郑存柱先生编辑了一部《中国民主

党组党史》，嘱我写个序言。

很难写呀。虽然我曾在这个党初创，她的全部国内领袖被捕

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担起担子，领导了这个党近十年，但现在这个

党已经全然不似初心当年的那个“中国民主党”了！当年那个民

主党，继承了民主墙精神，是一心为国，一心为了中国人民政治

权利民生幸福，不谋私利，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光明磊落，生

气勃勃，遵循“合法、理性、非暴力”，力争作为体制内的反对

党生存发展，对国内各省民众有着广泛联系和影响力的党。今日

如何了？不说它了！

21 年前，中国民主党从浙江突破宣告成立一周月的那一日，

我写了一篇《论中国民主党事件的伟大意义》，这样评价她：

“中共政府今年秋天就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

暨政治权利公约》。无论中共是否愿意和可能真正实

行这个公约，它的签订，不可能不在国际关系上和统

治心理上对中共产生一定的束缚。理论上，中国人民

的言论，结社等自由将会得到国际法的保护。中国政

治反对派的政治运作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但是，人民真实的政治权利，决不是由法律产生

的。真实的法律，从来不过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追

认。没有人民自己的奋斗争取，再好的法律，哪怕是

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到中国，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

义。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朋友用他们要求组党注册的公

开行动，来向中国人民宣传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实践这

个公约。他们的牺牲及其产生的影响，为伟大的《联

合国公民权利暨政治权利公约》来到中国，奠下了第

一块基石。”

弹指 21 年了。当然，中国民主党性质来说，是一个自由主

义的右翼政党。今天的中国国内，活跃而迅疾发展的，则是社会

主义性质的左翼的民主运动，他们揭露批判的锋芒，指向的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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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改开”后中国出现的原始资本主义和权贵官僚资本主义严

重黑暗面给劳动民众带来的痛苦。他们有的力争组织真正为工人

争利益的独立工会，如深圳工运，也有勇敢地尝试组党，如著名

的王铮“至宪党”和毛继东的“卫毛党”等。他们的斗争也被压

制下去了；他们的领袖也都如当年的右翼中国民主党领袖一样，

相继入狱了。右翼运动领袖罹难，总有西方强势国家的各类声援

和接应；左翼运动领袖罹难，则几乎得不到国际社会任何的关注

和接济，默然无闻。而正如此，方显出左翼运动人物理想主义的

真诚、大公无私和可歌可泣。

其实，无论右翼的民主运动或是左翼的民主运动，都是身体

力行在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真正落实享有宪法第 35 条人民权利而

奋斗努力。须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

度， 本来就是共产党革命的原教旨和初衷。

毛泽东当年这样说：

共产党“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

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

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

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

总有人嗤笑说：“这是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社会主义革命

已经超越它了。”此论真个不经！

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

的基础。说今天革命“已经超越了”基础，是因为昨天完成了基

础，可以检验。十层百层楼房超越了基础，那基础和一层二层楼

房就没有了吗？它还在底下支撑着，如磐石，坚固无比，看得

见，摸得着。若我们竟不见那基础和一层二层 N层楼房，且不许

检验，说明你根本还没能完成基础革命的任务，说明你的十层百

层楼房都不过是空中楼阁，是虚幻的鬼话。毛主席说，共产党的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是上篇和下篇，是上文和下

文，难道走第二步了，就不能检验第一步的成果了吗？写下文

了，就撕去上文了吗？同理，若我们今天全不见“在中国建立民

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

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

居住自由”等，我们就根本谈不上革命“已经超越”，就根本谈

不上下篇下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确实还要补上文

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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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是沦落为仇视中国国家利益的反华势力，无论右翼左

翼，无论当年的中国民主党还是今天的至宪党等，都是中国人民

的一部分，都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所规定的政治权

利。我并不主张各政治倾向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竞争政权，“政

党轮替”，那未必是好的民主模式，甚至可能很糟；我赞成毛泽

东周恩来当初提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多党协商，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主制度建设方针，但应该是真正去落实

它。“各民主党派”不应是共产党钦定的那八个所谓“万年民主

党派”，“万年政协”，共产党与之“协商”“共存”“互相监

督”的，应是伴随社会发展和进步活水般涌出的各倾向的人民社

团和党派，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代表不尽长江般滚滚向前的中国

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不断变动所发生的新的利益，新的要求，和

切身的呼声。如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

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的最能适合

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协商民主”制度，于焉形

成。

很高兴《中国民主党组党史》出版。

2019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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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辉煌
王军涛

中国民主党需要一部历史！中国需要一部中国民主党的历

史！感谢存柱先生，以此书开始这项工程！

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件大事。宪政民主

制度，是近几百年人类现代化在政治方面的必要建树。走向宪政

民主，是中华民族政治融入现代人类世界潮流的重要方面，也是

最艰难的方面。近百年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表明，科技和经济的

现代化，远比政治宪政民主化更容易被接受。我们的先辈曾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亚洲第一个

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然而，20 世纪中叶，这个宪政民主国家被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叛乱颠覆了。从此，中国大陆被二十世纪最野

蛮残暴之一的政权统治数十年。在经历人类和平时期罕见的灾难

和死亡后，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再度认识到，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保

障基本人权，带来社会长治久安的和平秩序，让中华民族融入世

界进步潮流！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人再出发，重新开始创

建宪政民主的努力。而中国民主党是这一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

因为，迄今为止成功运行的宪政民主政体中的公民，虽然是通过

各种自由机制表达利益和政见，但他们参与国家管理和建设是通

过政党组织的集体行动实现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标志着中

共统治下的中国民主运动走向成熟的重大步骤。此前，反对暴

政、要求民主的斗争中不乏组党的义士；有许多人被迫害乃至献

出生命。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是争取建立一个通过合法公开活

动和平改造中共暴政的现代宪政民主政党。不论这种理念在中共

暴政中的可行性有多少争议，但这种政党的理念是必要的。如果

中国还有和平开放转型的机会，这样一个宪政民主政党将是发

动、引领和主导推动和平开放转型的重要力量。即使暴政是被革

命推翻，这样一个有现代政治文明取向的政党，也是减少转型代

价、创建宪政民主政体、恢复和平秩序的重要力量。

编写中国民主党党史，将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这是记

述、理解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进步史的重要举措。由于中国宪政

民主历史还在进行中，还在举步维艰的阶段，现代宪政民主政党

的意义还不被重视。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实现宪政民

主后，这些努力将是理解中国政治进步的关键环节之一。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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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会不遗余力地抹杀和消灭这些记忆，现在编写中国民主党党

史，是为未来中国学术研究和政治智慧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

这是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必要措施。由于中共仍然坚持暴政，

中国民主化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有无数

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参与其中，他们会组建许多的组织。然

而， 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组织都在镇压和困苦中消失

了。他们仍是值得尊敬的英雄，但中国需要一个能引领中国结束

暴政，建立宪政民主中坚持到底并争取胜利的组织。作为今天被

中共最严厉镇压的组织，中国民主党也会经历长期艰难困苦的斗

争过程。中国民主党需要不断引进新生力量，需要随着形势和环

境的变化而转型，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传统，对新生力量需要进行

党的教育，这是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在，第一代创建中

国民主党的人正在陆续离开我们，开始这一建设尤其重要。第

三，在中国进步的艰难转型中，中国民主党也会经历各种生死存

亡的考验，我们会在其中经历各种外部压力、内部冲突和个人缺

陷的折磨。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些考验，中国民主党将是一段辉

煌的历史，而没有未来。我们需要各种精神资源帮助我们战胜困

难，我们自己的历史是这些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写这样一部中国民主党党史，是早就该开始的工作。二十

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有美国和日本研究中国民主党史的专著，但

还没有中国人和中国民主党人自己的专著。这是中国民主党人思

想和组织尚不成熟的标志。今天，郑存柱先生的这部专著标志着

中国民主党人在走向成熟的路上又迈进一步。这部历史文献的汇

编，让我们看到创党之初的中国民主党人的胸襟、视野、责任担

当、智慧、勇气和艰辛努力以及可歌可泣的牺牲。感谢存柱先

生。作为中国民主党人；他有更多的感觉把握中国民主党的历史

表述。

当然，编写中国民主党史，是一项恢弘的工程项目。这部资

料汇编仅仅是一个开端。存柱先生在邀请我为此书写序时告诉

我，他会继续编写中国民主党的历史。我期待着他的新作。中国

民主党、中国进步期待着这部新作。同时，我们中国民主党人期

待着更多的国人加入这项工作。

中国民主党人 王军涛

2019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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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中国反抗运动的历史记忆
王丹

1998 年 6 月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阵组党的政

治风潮。这场组党运动虽然最后以受到当局的大力镇压而没有取

得最后的成功，但是它在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历

史上，具备重大的意义。这是 1989 年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镇

压以后，时隔 9 年，中国民运人士再一次挑战中共极权主义的勇

敢举动，它表现了中国民主力量生生不息的存在和奋斗，极大地

鼓舞了国内外的中国人和全世界关心中国民主发展的人士；此

外，这次组党运动的参与者，囊括了从 70 年代末到 1989 年“八

九一代”的几批不同世代的异议人士，本身就代表著中国民主力

量的一次成功整合。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次组党运动才

使得中共感到格外的恐惧，并对组党人士施以重手。这次组党行

动，在中国四十年来的社会发展上，也是一个里程碑，起著承前

启后的历史作用：在此之前，大部分反对运动集中在高端的政治

诉求上；而在组党受挫之后，中国的反对运动总结了经验教训，

改为以“维权运动”的方式出现，把政治诉求转变为维护人民的

具体权利。这个转变，与 1998 年的组党运动是有脉络上的连结

的。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在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下追求民主的历

史，从 1949 年就开始了，历经 1957 年的知识分子发言反抗，到

1979 年的“西单民主牆”，从 1989 年全国规模的民主运动，再

到 1998 年先锋力量的组党尝试，这 60 年来的反抗历史，彰显了

中国人民从来都具有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也表现出了很多义士为

了理想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勇气，他们为后人树立了示范的雕

像。这样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无法让人

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认识到，但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当作历史记忆去书写。

记忆本身，就是反抗极权的斗争。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包括直

接的政治行动，但是也应当包括书写历史这样的建设工作。这不

仅是传承和延续那一段段历史，更是为了从过去的斗争中吸取经

验教训。因此，留下历史档案，是一项重要的民运工作。

很高兴看到郑存柱花费心血和时间，并具备这样的眼光，来

从事中国民主党组党历史的资料收集和编辑出版的工作，更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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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的圆满完成。郑存柱是当年八九学运的参与者，是流

亡海外的”八九一代“的中坚力量，他从事的这项工作，代表了

‘八九一代”虽然经历了血腥的镇压，但是并没有失去我们的理

想，仍在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尽其所能地努力工作。我希望有更多

的人可以翻阅书中这些历史档案，从中感受精神的力量。

王丹

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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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6 月
6 月 26 日

国内异见人士组“中国民主党”

(综合北京二十五日法新电及其它外电)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王有才在电话中说，三名政治异议分子今天提出申

请，要求成立反对党。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抵达中国大陆访问之前仅数小时，王有才说，他和

另外两人向浙江省民政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成立中国民主党分部。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言人卢四清说：“这是新中

国成立五十年来，政治异议分子首次公开申请成立反对党。”

他说：“这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6 月 25 日杭州消息)

浙江三名异议人士在克林顿到访的今天，委托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发出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宣言及该党的党章，此三名异议人士也于今天

下午前去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文件申请为该党注册，这是中共建国近五十年

来首次有异议人士以公开的姿态宣布筹组反对党，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有

划时代的意义。

这个由著名学生领袖王有才及异议人士王东海、林辉组成的“中国民

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发出了“公开宣言”及党章（草案）。他们表示，

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公众，服务于公众，故政府只能根据公众的意志而

产生，政府应建立于直接的民主选举之上。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

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建立政治分权机制，铲除政治独裁及政

治腐败的土壤。该党也号召各地民运人士加入该党，争取早日召开全国代

表大会。

王有才为八九年被通辑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后判刑四年，九一年

底获释，现居住杭州。王东海八九年为商场经理，“六四”后入狱三年。

林辉刚由宁波大学毕业，现为浙江作家协会成员。三人都住杭州。

据了解，流亡美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若望也主持一个“中国民主

党”，目前尚不知道二党是否合并或协作。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全文如下：

鉴于任何人都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而这种现象在

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鉴于现代文明、理性已经传遍全世界，而封建专制

和愚朽的阴霾还在笼罩着我们的社会；鉴于人性还存在种种弱点，遏止政

治独裁和政治腐败是一场永久的正义斗争；鉴于广大民众需要有自己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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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组织和政治代言人；鉴于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

犯的权利；我们一批来自于社会各界、愿意贡献出自己年华的志士，为了

弘扬自由、民主、正义、和平，兹商成立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坚信：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政府

只能根据公众的意志而产生，依照公众的意志来运作，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政府是公众的服务者，而不是公众的支配者。

中国民主党坚信：政府必须建立在公众的自觉同意之上，建立在自由

的、公正的、直接的民主选举之上，谴责任何形势的选举操纵和选举作弊，

坚决反对新闻出版垄断，反对任何既得利益集团以暴力和经济威胁实行愚

民政策。

中国民主党强烈谴责统治集团以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的行为，强烈谴

责对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劳改做法、强烈要求当局释放一切

因持不同政见而被关押的人士。中国民主党认定：任何以暴力和暴力威慑

获得的统治权力均不具有合法性，中国民主党将力求根除一切以政治权力

获取经济利益和个人享受的社会寄生现象。

中国民主党坚信：［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人权内容均为人类与生俱

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国民主党将始终与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

中国民主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倡导以公正的政治

竞争和经济竞争，促进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廉洁高效。中国民主党倡导

有序的社会变革，反对混乱和打砸抢，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

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

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

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中国民主党党内实行直接的民主选举制度，党的各级委员会和负责人

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党的全国委员会是全体党员的服务机关。

中国民主党吸纳一切赞成、支持党的纲领和宗旨并愿意作出贡献的人

进入党内，团结、联合一切赞成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的人士。

中国民主党号召全国各地民主运动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和成

立中国民主党的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组

建全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

浙江筹备委员会 于杭州

联络电话：王有才 86-571-8861041

王东海 86-571-7910207

林 辉 86-571-359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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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

中国大陆第二反对党民主正义党准备申请登记

北京二十七日法新电 中国大陆的第二个反对党中国民主正义党二十

七日表示，它计画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注册，以提倡民主政治与多党选

举。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致民政部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说，它在

中国大陆已有十个地下组织。

它说∶ 我们的党已在全国十多个城市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虽然我

们党的目标是公开而且光明磊落的，活动也是合理的，但我们的所有党员

与党组织都还不能公开。

为了在中国大陆公开进行我们党的活动，我们现在派代表申请合法登

记，并使我们的党在中国大陆具有合法性。

该党由中国大陆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王炳章所领导。王炳章今年一月

潜回中国大陆，企图在中国大陆设立中国民主正义党。

王炳章在大陆经过两周时间企图设立该党後被捕，并被逐出中国大陆。

该党说，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气候改善前，它将先在海外设立。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二十五日抵达中国大陆前数小时，民运人士王东海

宣布，他与浙江省的两位民运人士已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申请书，成立中

国民主党的一个支部。

由王东海、王有才与林辉申请组织的政党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以来

第一个申请成立的政党。

关注中国反对党的命运——致世界各大国议会和政府的信

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世界各大国议会和政府，各人权团体：

我们--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向你们通报一个重要消息：今年六月二十五

日，就在美国克林顿总统进入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那一天，中国浙江省

的著名反对派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先生等筹备组织的中国民主党宣

告成立，并已向中国的政府当局提出了注册要求。

这个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表明：任何人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

人的统治。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根据公众的意志

产生。这个党将致力于向中国人民宣传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两

个人权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中国政府已签署了一个，并宣布今年底全部

签署。因此，根据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和中国自己的法律，这个新产生的

中国民主党是完全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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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件事，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政

府一贯严厉镇压自由的结社和组党活动，把它视为对自己的统治的挑战。

因此，这个党的成立及其是否能够生存，便成为了一个检测中国社会目前

人权状况及中国政府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中国政府是真的愿意

签署和接受联合国《公民权利公约》的，它就应该容忍中国民主党的存在；

如果中国政府终于将中国民主党镇压，并把它的领导人送进监狱或劳改场，

那就是再次证明中国政府的虚伪和欺骗。据了解，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已

经作好了这个准备。

当前，世界不少的大国政府不愿意再批评中国政府，他们说中国的人

权状况已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希望这些大国政府都来关注中国浙江省新

成立的这个第一个政治反对党吧！你们的关注，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保护

他们。使中国政府不能轻易对他们加以迫害。你们应该了解，只有他们的

合法存在才能极其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有利于从事实上证明你们所说

的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

我们呼吁世界一切民主的政党和团体与中国民主党建立联络，尽快实

现相互的交流和访问。

中国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 徐文立

武汉中国人权观察 秦永敏

自由中国运动协调委员会召集人 王希哲 连盛德 乔西格

1998 年 6 月 27 日

6月 30 日

中共逮捕申请成立反对党异议人士王有才

（综合北京二十九日法新电报导）中共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及随行官员

由北京搭机前往上海之际，逮捕了在克林顿访问大陆期间申请成立反对党

的民运活跃人士王有才。

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官员不知道王有才遭逮捕一事，不过他们会

「继续向（中共）当局提出这些问题」。

中共在克林顿抵达大陆行第一站西安前夕，展开一连串逮捕西安异议

人士行动，而引发克林顿下令美国驻北京大使尚慕杰就此事向中共提出抗

议。这名美国官员不愿就中共此一最新逮捕行动发表意见，仅说华盛顿对

此类事件一直保持警觉。

王有才的妻子表示，中共便衣公安今天下午一点左右来到王有才位於

浙江省的住所，询问有关他的活动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事，并在四点前将

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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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於华盛顿的自由中国运动在一份传真中说：「柯林顿总统现在必须

告诉中国（共）政府，他们必须无条件的释放王先生。如果他们不答应，

他应该取消中国大陆的其它行程，以示对中国政府威权操控的强烈抗议。」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六月二十

四日被逮捕的广西异议人士黎小龙目前仍被拘押在玉林市的一个招待所内。

公安人员向黎小龙的家人表示，要等到克林顿七月一日在桂林的访问结束

之後才会释放他。

该中心另披露，在克林顿抵达上海访问前夕，上海异议人士周建和已

被其服务的单位求新船厂强迫去青岛出差十天，今天启程。

周建和上星期曾与其他五名异议人士联名致函柯林顿，要求他会见异

议人士。

克林顿将於二十九日抵上海访问。过去两天来上海异议人士为此进行

一连串活动，如姚振宪於二十六日前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递交要求克林

顿会见异议人士的信函。同一天，姚振宪、韩立法、戴学忠、李国涛与蔡

桂华等五人在姚振宪家紧急会商下一步行动。

中共公安已加强对这五名异议人士的监控。韩立法二十七日接受新闻

媒体访问之後，家中的电话立刻被切断。这些异议人士表示，如果克林顿

访问上海期间他们被拘押失去行动自由，将绝食抗议。此外，北京异议人

士徐文立二十八日透过「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致函克林顿与中共国

家主席江泽民，要求让目前仍被拘禁的青岛异议人士孙维邦保外就医。

该中心说，现年五十四岁的孙维邦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被

判刑十二年，目前关押在山东潍坊监狱，患有严重肠胃炎及高血压。

浙江异议人士毛国良亦於二十八日致函江泽民，要求平反「六四」。

他强调，只有平反「六四」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1998 年 7 月

7 月 1 日

中共释放筹组反对党的民运人士王有才

（上海叁十日法新电）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叁十日表示，美国总统克林

顿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时被捕的民运人士王有才已经获释。

王有才一位同事的妻子说，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後在中共通缉名单

上名列第十五的王有才二十九日午夜前返回距上海一百五十公里浙江省的

家中。他在八小时前被便衣警察带走。

在克林顿展开历史性中国大陆访问前数小时的二十五日晚间，王有才

与王东海及林辉曾申请组织中国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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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政府几乎不容忍任何异议，但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以来

第一个公开申请筹组的反对党。王东海与林辉都表示，他们迄今未曾受到

影响。王东海在二十八日的访问中说，他们曾利用克林顿访问作掩护，加

强对共党独裁的挑战。他说：「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在玩美国牌，因为柯林

顿总统正在此访问。」

7 月 2 日

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散发「中国民主党」宣言被逮捕

（记者王应机纽约叁十日专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导，

杭州民主墙民运人士朱虞夫因向市民散发「中国民主党」宣言，叁十日上

午十时被公安从街上强行带走，至下午五时仍未获释，关押地点不详。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一则电传新闻稿中表示，朱虞夫最近几

天帮助「中国民主党」散发大量传单，引起公安的注意，导致今天被捕。

朱虞夫为七九年民主墙时期杭州民刊「钱江潮」编辑，八九年民运时

也被拘押两个月。

该中心报导，昨天下午四时叁十分被公安带走的王有才被扣六小时後

获释，获释前公安警告他停止一切有关「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但今天下

午他又与另一异议人士王东海前往浙江省民政厅办理登记，不过民政厅表

示无此先例因此不予受理，王有才目前正在谘询法律意见，准备下一步行

动。

该中心指出，最近叁个月大陆异议人士采取一系列手段与行动，推动

政治体制改革。从北京徐文立计画成立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个人权组织「中

国人权观察」，武汉秦永敏计画办「人权观察杂志」，浙江毛国良计画办

「中国人权报」，到最近王有才计画成立中国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

党」，这一连串发展标示中国大陆民运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7 月 3 日

朱虞夫被中共当局释放

北京二日法新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导，在美国总统克林

顿访问上海期间在杭州被捕的大陆民运人士朱虞夫今天在被捕四十八小时

後获释。

朱虞夫是於六月三十日早晨在杭州因分发 中国民主党的传单而被捕。

朱虞夫和其他异议人士已经向中共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 。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朱虞夫在短暂的拘禁後已

被释放。

朱虞夫的中国民主党同僚王有才也在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前的六月二

十九日被短暂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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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虞夫是一九七九年北京民主墙抗议活动期间一份异议人士杂志的编

辑，在一九八九年民运後曾被拘禁两个月。

7 月 5 日

关于签署联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问题的原则声明

徐文立 秦永敏 毛国良

1998 年 6 月 23 日 <人民日报> 载, 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承诺,将

于今年秋天签署联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对此, 我们表

示审慎的欢迎。

人权原则, 是当代世界最基本的社会正义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 则是人权的最重要最基本组成部分. 正因此, 自 < 联

合国宪章 >始,一切联合国文件均基于人权原则,都强调了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部宪法也均对联合国的

这一精神作了形势上的认可, 即使在 "文革" 中制定的宪法,也保留着大

部分相应的内容. 然而, 不容讳言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政府在毛泽

东时代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践踏一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

步,在邓小平晚年也发生了在国家广场大规模镇压乃至屠杀依法行使集会,

示威权利的普通民众的事件,在江泽民时代的一年多时间里, 被大量关押

的因言治罪者并没有得到释放,近半年则又有十余人为此入狱, 因此, 现

实情况是, 中国的人权状况依然形势严峻.

说到签署公约, 我们不能不指出, 去年十月我国政府签署保护自由工

会的联合国 <社会, 经济,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后, 山西大同工人李庆

喜仅仅因为宣传筹组自由工会,就被政府判处劳动教养. 虽然, 这一事例

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我国政府每逢重大外交盛会就向国

际社会作出签署某些人权公约的姿态, 但从以往情况看,却并没有根据承

诺相应地改变政府行为. 因此,我们无法不对我国政府是否履行签署公约

所应承担的义务表示怀疑.

好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一个附加文件 <任意议定书>,

该附件明确规定签约国公民可以直接向联合国投诉, 一旦联合国为此向签

约国发出质询,该国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采取措施并向联合国作出汇报,

既然如此,相信随着这一保障机制的启动, 我们作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反对

派依法行使此一权利,理应受到政府的尊重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重视.鉴于

江泽民谨慎地表示将到今年秋天才签署这项公约, 我们相信,这是为了对

中国现有法律按公约标准进行审核, 这是为了对国内现有人权问题加以反

省. 因此,我们希望我国人大能正式宣布, 将完全删除宪法中与公约相冲

突的内容,逐步废除一切与该公约相抵触的法律, 并且从释放高瑜, 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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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李涛, 刘念春, 陈龙德, 傅国涌, 王明, 杨勤恒, 沈良庆, 王庭金,

赵常青, 范一平这些近年被捕的政治犯开始, 尽快释放包括因"六四" 入

狱的孙维邦, 张京生, 蒲勇, 雷风云等数百名民运人士在内的一切政治犯.

因为所有这些政治犯入狱的原因, 都不过是行使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所保护的各项权利而已.

我们强调, 我国政府理当确保所签署的各项公约和宪法规定的一切人

权,从当前说, 我们坚决要求政府确保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尤其是政

治反对派人士的五大基本权利: 人身, 言论, 通信, 出版和结社.这五大

权利是一个社会公民是否享有基本的自由的表征, 政府予以完全兑现是表

示其准备遵守公约的起码要求.

我们还应指出, 游行, 集会, 示威及罢工自由,是现代人类社会实现

动态平衡的主要机制. 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尽快适应允许一切公民依法行

使这些权利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

我们相信, 当局中的有识之士也已经看到, 全体公民依法充分行使一

切政治权利,是使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本方法. 我们希望,下一次中国的

县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能够严格依法办事. 我们决不允许再发生任何由执

政党和政府违法操纵选举的情况,更不允许再发生象陕西汉中将依法竞选

的赵常青抓捕起来长期非法关押之类的事件.

同时, 我们坚决要求, 以十到二十年时间,逐步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一

级民意代表和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

最后, 我们不仅期待着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的签署和实施, 我们还誓言, 我们将与全体中国人民一起, 以最大

的热情和最坚强的决心,来捍卫联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1998 年 6 月 25 日

7 月 9 日

加入「中国民主党」，杭州异议人士余铁龙遭中共公安逮捕

（香港九日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杭州异议人士

余铁龙由於表示欲加入「中国民主党」，今天上午被公安带走，至今下落

不明。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人士表示，余铁龙昨天致电「中国

民主党」创办人王有才，表示愿意加入该党。今天上午十时半，叁名公安

来到余铁龙家里，强行将他带走。

这是自六月二十五日杭州民运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宣布成立

「中国民主党」後，第叁人因涉此案被逮捕。该党成员王有才、朱虞夫上

周都曾被公安拘留，其後获释。

余铁龙是一名中医师，近期曾多次与浙江异议人士联名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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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有才等首次宣布成立并要求登记成为反对党後，已有百馀名海

内外各界人士致电表示支持，也有人要求加入该党。

7月 11 日

“中国民主党”五名创党人员在浙江被中共逮捕

[华盛顿 7/10 消息]据自由中国运动七月十日的新闻稿，杭州公安已

经逮捕了申请成立反对党的五名异议人士，这是克林顿访华结束之后中共

当局大举侵犯人权的开始。

At 8:00 AM(ET) ten police went to Wang Youcai's home and

took him and another two dissidents, Wang Peijian and Chen Fan.

The police searched the houses of Wang Youchai and Wang Donghai

after arresting Wang Donghai. Another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Mr. Hu Gaoxing was also arrested at

9:00 AM.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ad the news release: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3252.html

评论：开放党禁，历史的必然

送交者: 评论员 于 July 09， 1998 21:44:44:

六月二十四日，浙江的王东海、王有才、林辉。向浙江省政厅递交了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登记注册申请。宣言中指

出：“鉴于任何人都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而这种现象

在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鉴于现代文明、理性已经传遍全世界，而封建专

制和愚朽的阴霾还在笼罩着我们的社会；

鉴于人性还存在种种弱点，遏止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是一场永久的正

义斗争；鉴于广大民众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代言人；鉴于公民的

结社自己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一批来自于社会各

界、愿意贡献出自己年华的志士，为了弘扬自由、民主、正义、和平，兹

商成立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

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中国民主党号召全国各地民

主运动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和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各省市地方委员

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组建全国委员会。”联络电话：王

有才 571-8861041、王东海 571-7910207、林 辉 571-3590295。

民主正义党立即发表声明，“对浙江民主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和过人的

胆识表示由衷的钦佩，”并表示“全力支持。”《声明》指出：“这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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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独占政权五十年来，第一次公开组织政党的尝试，是冲破党禁的历史性

起点。”由黄翔，刘国凯，徐水良，王希哲，傅申奇，赵鑫等人联名发表

《海外民主墙老战士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信》。信中对他们成

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开的反对党筹备组织“的勇气和责任心表示高度敬

意。”以及“诚挚的祝贺和热烈而坚定的支持。”

二十七日由中国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人徐文立、武汉中国人权观察秦

永敏自由中国运动召集人王希哲、连盛德、乔西格签署了一封《致世界各

大国议会和政府的信》。信中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严厉镇压自由的结社

和组党活动，把它视为对自己的统治的挑战。因此，这个党的成立及其是

否能够生存，便成为了一个检测中国社会目前人权状况及中国政府进步程

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中国政府终于将中国民主党镇压，并把它的领导人送进监狱或

劳改场，那就是再次证明中国政府的虚伪和欺骗。”并“呼吁世界一切民

主的政党和团体与中国民主党建立联络，尽快实现相互的交流和访问。”

二十四日中国民主正义党派出国内湖北支部的王明祥和邓晶两位代表

专程赶到北京，原想在克林顿总统访问北京期间，会见外国记者，散发注

册文告，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路透社记者林光耀先生在前往和代表会见的途中，被两辆中共特工的

摩托和一辆奔驰车死死跟踪，会见没用成功。代表不得不通过其它方式将

注册《文告》转到路透社和其它外国通讯社手中，并从国内寄给了民政部

等政府有关部门。《文告》说：“鉴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现代化和民

主化，而现代化合民主化的政治特点就是多党政治；------中国民主正义

党总部决定，派出国内代表，申请注册登记为合法社团，以进行公开活

动。”《文告》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同时在中国注册。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

中共做为一个社团，应该同其它社团一样，进行注册登记，否则它本身的

存在是不合法的。《文告》指出：“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福祉，为了中共自

身的出路，最好的选择就是执政党主动开放党禁，还政于民，集全体中国

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迎接种种挑战，创造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辉煌！”《文

告》“警告中共当局，并诏告全体人民，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假如中共

不抓住时机尽快开放党禁，不接受中国民主正义党和其他民间社团的注册

登记，当社会矛盾达到临界点而发生崩溃时，中共要承担社会动荡的一切

后果，由于中共杜绝替代导控力量的形成，它也要承担社会失序所导致的

严重后果的一切责任，中共也将成为历史和民族的千古罪人。”

开放党禁，形成多党民主政治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

历史的必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审时度势，主动开放，那么，国之幸甚！

民之幸甚！如果共产党一定要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最后要么被迫开放，

要么被推翻之后自然形成多党政治。何去何从？由中共自己选择。

摘自《东西南北论坛》政治版：

http://www.china101.com/politics/messages/37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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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

牟传珩等紧急呼吁中共当局停止违宪侵权行为

----立即释放王有才等浙江民运人士

正值克林顿总统访华刚刚结束之后，正值江泽民主席宣布将签署联合

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际，正值世界民主法治潮流迫近之

时，中国浙江公安当局竟逆历史潮流而动，拘押了浙江坚持公开、和平、

理性、非暴力原则，依据国家《宪法》第三十五条向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

主党浙江委员会的民运人士王有才等，公然挑战国家宪法尊严，背离了依

法治国的立场，粗暴践踏公民政治权利，充分印证了中共当局对推动民主、

发展人权的基本态度。

我们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人人都有权依据法律结社、组党，王有才等

依法申请组党，旨在推动政治变革，是正义的、合法的；而浙江公安当局

拘押他们是非法的、非正义的。我们对此予以谴责，同时强烈呼吁浙江公

安当局维护宪法尊严，停止侵权行迳，立即释放王有才等民运人士。

牟传珩及“不结社朋友”98/07/12

摘自《外交论坛》：

http://freeland.hypermart.net/diplomacy/messages/785.html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向国际社会的紧急呼吁

送交者: 杭州大学学生 于 July 11, 1998 10:44:42: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发出的紧急呼吁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一日于杭州）

克林顿总统访华，中国政府和江泽民主席表现出了一派开明的姿态，

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但克林顿刚一离开中国，一场新的政治迫害就开

始了．七月十日晚八时，中国杭州公安当局一举逮捕了我们中国民主党浙

江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人和五名成员：王有才、王东海、王培剑、程凡、吴

高兴；随之，又逮捕了王强、祝正明、方笑凰、朱虞夫等人．大逮捕还在

进行．

中国警方正在搜捕我民主党另一位领导人林辉．

我们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新一轮政治迫害行为给以强烈的

批评和关注，并采取一定的影响措施．中国政府以＂阴谋颠覆政府＂的罪

名逮捕我们党筹备会领导人．但这完全是污蔑．我们党在《成立宣言》中

已明白通告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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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坚信：［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人权内容均为人类与生

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国民主党将始终与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

中国民主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倡导以公正的政治

竞争和经济竞争，促进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廉洁高效。中国民主党倡导

有序的社会变革，反对混乱和打砸抢，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

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

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

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

政”．

这说明我们党并不是什么搞“阴谋颠覆”的党，而是要求与中国共产

党进行平等的政治竞．这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各项人权公约充分肯定

了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天赋人权．

中国政府和江泽民主席在克林顿总统面前向全世界公开承诺，他们将

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他们今天仍然不愿意看

到反对党的存在．他们动用了警察的暴力来大规模地逮捕我们．这就充分

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的虚伪和克林顿总统访华的失败．我们中国民主

党坚决反对．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也同样发出坚决反对的声音．

我们中国民主党是扑不灭的．我们中国的民主力量也是扑不灭的．我

们中国民主党的第二线力量，仍然在坚持着我们必要的活动．特此公告．

摘自《华通时事论坛》：

http://www.c-connection.com/BBS/discuss/gbcurrent/1898.shtml

18 异见者上书江泽民朱熔基促放被捕「民主党」人士

【本报专讯】大陆九个省（市）的十八名异见人士昨日致函江泽民、

朱熔基两名国家领导人，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浙江省被捕的异见人士。「中

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估计，五名仍被拘留的浙江民运人士中，「中国民

主党」的叁名主要成员有可能被判刑。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这封致江泽民、朱熔基的呼吁书

是这十八名异见人士委托该中心发出，他们要求立即放王有才、王东海等

被扣押的异见人士。

叁名成员可能判刑

该呼吁书指出，不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将於今年

秋天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浙江省却大肆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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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要求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人，这与中国政府想改善人权的意愿完

全是背道而驰的。

七月十日，九名浙江省异见人士涉成立「中国民主党」被捕，其中四

人於七月十一日已获释，但五名主要成员则仍被扣留。

昨日参与联名签署呼吁书的异见人士，分别来自北京、西安、浙江、

辽宁、山东、湖北、福建、四川、重庆九个省（市），其中包括西安的林

牧、徐文立、秦永敏、林信舒、杨海、张鉴康等十八人。

另外，「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表示，仍被扣留的五名主要成

员中，其中王东海、王有才、朱虞夫叁人的家属已获公安通知，要家属准

备衣物送往看守所，显示此叁人将会被长期拘留，有可能被判刑。

冀循人权公约办事

而被公安从王有才家中带走的异见人士祝正明、程凡，由於关押地点

不详，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身在美国的民运人士王丹、王希哲已发出紧急

声明，对浙江省的这一逮捕行动表示强烈的愤怒和谴责，并强烈呼吁国际

社会和美国政府对事件表示高度关注，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中国当局践踏人

权的行为。(Mingpao)

中共在杭州大肆逮捕异议人士引发强烈抗议

（记者黄矿春纽约十一日专电）中共当局十日在杭州地区大肆逮捕异

议人士已引起中国大陆内部及海外民运人士的强烈谴责及抗议，并要求立

即释放仍被扣押者。

今年四月才被中共以保外就医名义遣送至美国的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

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王丹，与目前亦流亡美国的着名异议人士王希哲十一

日联名发表紧急声明，除了对中共的逮捕行动表示强烈愤怒与谴责之外，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对此事保持高度关注，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中

共当局践踏人权的行为。

声明强调，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结束访问中国大陆才不过几天的时

间，中共当局就迫不及待地镇压持不同的政见者，这使海内外人士对中国

大陆的人权状况十分忧虑。

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亦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

对「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采取的拘押行动。

「中国民主正义党」指出，该党在支持「中国民主党」向中共当局申

请登记的声明中就说过，如何对待「中国民主党」的登记注册是一个试金

石，可以用来测量中共当局对世界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承诺有多少诚意。

如果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进行严厉的镇压就等於向世界及中国

大陆人民宣布，试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谋求改革中国大陆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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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是不可能的。中共的此一作为就是要把政治反对派和人民推向革命的道

路。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声明最後警告中共，任何镇压只会在未来的清

算中给他们多加一笔债。

此外，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西

安异议人士林牧与杨海也已发出公开信，对王有才、王东海等浙江省异议

人士被刑事拘留表示担忧，并强烈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仍被羁押的异议人士。

中共当局於十日在杭州地区逮捕九名与「中国民主党」有关的异议人

士，其中宁波大学学生方笑凰及另叁名异议人士王培剑、王强与吴高兴已

於十一日获释，其他五人仍被羁押。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目前仍被羁押的五人之中，祝正明与

程凡下落不明。王有才、王东海与朱虞夫等叁人的家属已获通知，准备送

衣物到看守所。这显示他们叁人将被长期拘留、判刑或劳教处分。

该中心另透露，中共亦正在追捕「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的林辉。

此外，福建异议人士林信舒十一日亦从家中被公安人员带走，拘留八个小

时之後才获释，但是至十二日清晨仍有公安人员在他的住家外面监视。

旅美大陆民运人士为王有才等人提紧急呼吁

（记者陈正杰华盛顿十一日专电）针对中共当局连续逮捕王有才等大

陆异议人士，旅美大陆民运团体负责人今天予以强烈谴责，并要求国际社

会和美国政府对此事保持高度关注，并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中共当局践踏

人权。

「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连胜德和王丹、王希哲等着名旅美大陆民运

领袖今天发表紧急声明指出，昨天在杭州陆续遭到逮捕的王有才等人筹组

反对党，完全是依循中国大陆有关法律程序的合法行为，也符合中国社会

对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这份由「自由中国运动」一百一十二位参与者连

署的声明说，中共当局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结束访问返美之後不过几天，就

迫不及待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这使他们对大陆各地近来相当活跃的异议人

士的前景感到十分忧虑。他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一切镇压行动，释放王有

才等人，否则将引起国际社会引起反弹，触发新的抗议风潮。

自由中国运动是六月间在华府宣布成立的各地大陆民运团体的联合组

职，与大陆及其他地方的促进中国民主组织有密切联系。

在北京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示威学生领袖的连胜德说，王有才等人被

捕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对的，也就是除非国际施压，北京不会与国际配合，

改善大陆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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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四人获释

（香港十二日电）浙江九名被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中，目前已有

四人获释，五名主要成员仍被扣留，其中叁人的家人已获通知，准备送衣

物去看守所，此举显示叁人可能将被判刑。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宁波大学学生方笑凰昨天

下午二时获释，但随即被叁名公安押回宁波。稍後，王培剑和王强分别在

下午二时和晚上八时获释。叁人都是在十日晚上从王有才家中被公安带走。

另一名异议人士吴高兴也於晚上十一时获释，他是十日上午被公安带

走的。「中国民主党」叁名主要成员王有才、王东海、朱虞夫已被刑事拘

留，公安已通知他们的家人准备送衣物，此举显示叁人可能会被判刑或判

劳教。

另外，祝正明和程凡仍被扣留，拘押地点不详，两人也是在王有才家

中被带走的。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又透露，福州异议人士林信舒昨天上午也曾被

公安从家中带走，拘留八小时後获释，期间并未解释原因。林信舒对美国

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後，当局加强镇压异议人士表示担忧。对於王有才等

被扣留，人在美国的着名异议人士王丹及王希哲、西安的异议人士林牧及

杨海都已发出公开信，对事件表示关注，并要求当局释放仍被扣押的人士。

「中国民主党」案尚扣五人

(综合报道)中国十八位异见人士，昨天透过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

中心向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公开信，要求江泽民立即释放日前被捕的几位

浙江省民运人士。

这些异见人士在信中长示，不久前江泽民才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将於

今年秋天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近日浙江省公

安当局却大肆逮捕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民运人士，与中国试图改善

人权的意愿相违背。

信息中心指出，浙江省九位民运人士於十日因涉嫌成立「中国民主党」

而被有关当局逮捕，稍後其中四人获释，但至今仍有五人被扣留。获释异

见人士包括宁波大学学生方笑凰、王培钊、王强以及吴高兴。然而其馀五

人祝正明、程凡、王有才、王东海以及朱虞夫。其中王有才、王东海以及

朱虞夫的家人获公安通知准备选衣物，显示这叁人很可能会被判刑或判劳

改。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又透露，福州异见人士林信舒前天上午也曾被

公安从家中带走，拘留八小时後获释，期间并未解释原因。

林信舒对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後，当局加强镇压异见人士表示担忧。

(Sing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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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才被捕，复兴的话应验：暴露了中国民运的一个问题

作者: zhuantie (送交者: 无名 于 July 12, 1998 08:35:50:)

"...如果我们回首再看一看中国的民运，虽然有众多的民运人士为民

主的目标奋力抗争，但中国的民运却始终是没有大的起色。我认为这是与

重民主轻民族的倾向有关。70 年代以来的民运斗争，始终走的是依靠外

援的道路，始终期盼以外来的压力来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其结果是势得

其反。民运人士的目光始终是向外，而不是面向人民。“从在国外媒体发

表文章或声明，到坐牢，保外就医，出国，到又有人发表声明，坐牢，出

国”，如此的恶性循环，成为中国民运的主旋律。最近浙江又有三人要求

成立民主党，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中共不会同意申请是意料中

的事，那么这一行动的积极意义是什么呢？民运的行动如果不能取得胜利

又如何树立威信呢？浙江三人被捕并不可怕，问题是一旦被捕后是否有大

批的国内支持者为释放他们去努力，为他们去抗议，绝食，示威。如果民

运人士的背后有大批愿意舍身相救的支持者，那么当年最反共的魏京生中

共也是不敢轻易逮捕的。民运人士的名声如果不是建立在群众拥护，认可

的基础上，民主运动又如何能发展壮大呢？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是

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效果比千里之外救火好不了多少，现在中国到处是干

柴，可火种却在万里之外。正义党有一个主张，就是力促到国内去发展，

这一点我极为赞同。如果民运人士能抛弃飘浮的东西，不为虚名，愿意作

艰苦细致的工作，扎根于人民，尤其是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彻底清除笼罩

在民运头上的‘崇洋媚外”的阴影，民运才能茁壮成长。"

下面转自<克林顿来了，我们究竟应该期盼些什么>

克林顿今天飞抵西安，正式开始他为期九天的访华行程。中美两国首

脑的跨世纪会晤，既成为中外媒体注意的焦点，也为中国民运人士进一步

敦促美国政府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克林顿访华前夕的几

天时间里，国内外民运人士纷纷发表声明或公开信，表达他们对美国政府

应更多关注中国人权的期盼和愿望。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愿望和要求都是好的，美国的确应该承担她的道

义责任。但如果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究竟要美

国做什么？美国又能为我们做什么？是让克林顿和江泽民大吵大闹，唇枪

舌剑，还是大棒相加，以经济制裁相要挟？事实将会是，美国哪一个也不

会做。大凡对当前国际局势有清醒认识的人都会得出与克林顿总统相同的

结论：中国不能孤立，而只能同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保持全面的接触。

美国同中国保持对话和接触是美国的唯一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

着美中保持接触几年后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民主化。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这里有一个治病要对症的问题。中国的专制主义深深扎根于封建主义的土

壤里，如果不把这片已经贫瘠的土壤改造成沃土，就很难生长出娇艳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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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之花来。即使上天恩赐从外部移植到一棵民主的幼苗，也可能因为

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而最终夭折。诚然，改造文化的土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必须加紧进行。在这方面，美国有她

独特的优势。如果说美国在人权方面有她的道义责任，那么我认为最主要

的就是美国应更多地侧重在文化方面加强同中国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用

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象改造土壤一样，

不是把原来的土壤全部换掉，而是要加点上等的好肥料。

回顾 70 年代以来的中国民运史，发表的声明和公开信可谓不计其数，

“发表声明，坐牢，出狱，呼吁释放别的政治犯，又有人发表声明，又有

人坐牢，出狱后又呼吁释放他人",如此的恶性循环成了民运斗争尤其是国

内人士斗争的主旋律。二十几年过去了，中共在政治上并未发生任何实质

上改变。可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

化，尤其是八十年代爆发了三次学潮。这些变化无不是以文化思想的变化

为先导的。八十年代的这三次学潮不是由美国的压力促成的，不是经济危

机的结果，而是源于新思潮的传播。如果更简单和直接一点，就是由打击

乐，高跟鞋和波普，萨特的书籍所发动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罗勃斯皮尔

是何许人也，也不愿读枯燥的哲学著作。但对邓丽君的歌曲，优美的音乐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大赛却比较熟识。自由的精神会随着文化的熏陶注

入他们的血液。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邓丽君可以抵得上十个用经济制裁

中国的克林顿。

克林顿九天的访华日程很快就会过去的，九天之后还要发表什么样的

声明？目前的形势要求民运更多地去作一些务实的工作，而不应期盼中共

真的会发生某些“善意的转变”。不要忘了农夫与蛇的故事！民运的真正

基础是在民间，也只有人民真正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那种至

上而下的变革才有实现的可能。

原载：《中国复兴论坛》：

http://revive.hypermart.net/forum/messages/1342.html

7 月 13 日

抗议中共逮捕大陆民运人士：香港示威者焚烧江泽民像

（香港十叁日法新电）一群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示威者，今天在

香港一栋中共政府大楼外焚烧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肖像。激进组织四五

行动团体的成员，今天在官方新华社大楼外示威，抗议中共逮捕在最近美

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期间，试图成立反对党的中国大陆民运活跃人

士。

四五行动团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江主席说中国将在今年秋天签署

国际政治权暨公民权公约」，并允许若干高姿态的异议人士逃往美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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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仅是「虚伪」。他们不理会一名香港警察的抗议，在新华社大楼外焚

烧江泽民的肖像，并从大门下塞进一份陈情书。

从王有才等人的被捕想到的

送交者: 复兴 于 July 13, 1998 05:13:06:

王有才等人被捕了，被立即释放的可能性很小。这次逮捕是克林顿返

国后中共对民运人士的一次有计划的镇压行动的开始，接下来被逮捕的人

是谁还不得而知。面对中共的镇压行动，国内和国外的民运人士采取的仍

然是呼吁的作法。呼吁的对象是谁？是国际社会，是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

在声明的字句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呼吁人民起来反抗斗争的字眼。但是，

美国政府如果真的想帮助中国，克林顿在访问中国的时侯就不会采取模糊

的姿态；中共如果真的想实行民主化，89 年江泽民也不会上台。王有才

等人在克林顿访华期间的行动无非是想证明中共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虚

伪性，可这一点 89 年 6 月早已证明了，而且给人民留下了血的深刻的记

忆。面对国内如此微妙和复杂的局势，民运在反抗中共镇压上为何显得如

此无能为力？ 不知从什么时侯起，民运人士养成了喜欢在国际媒体发表

声明和在外国政府，议会走动的习惯，结果是在国际上雷声灌耳，在国内

的群众中却并非有那么多的认同。如此下去，中国的民主事业将被断送，

中国的繁荣复兴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越来越遥远的梦想。民运人士被

捕给他个人带来的是牢狱的煎熬，给中国民主事业带来的是停滞和沉重的

打击。前一段时间有关改良和革命之争已经使很多人达成共识，那就是放

弃幻想，投身革命。而革命的力量在哪呢？答案只能是：人民。民主的转

型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量只有一个。民运人

士如果不愿或不能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即便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他们也无

法当选。89 年以后民运活动的空间的确已经很小，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

民运人士真正的勇气是放弃幻想，开展顽强和富有智慧的地下斗争，广泛

联系群众，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积蓄力量，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民运人士应该努力去做这一点，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中共对

民运人士的逮捕将不会是对民运的打击和损失，而是革命的导火索。一个

不成熟的开始也许会断送整个运动，“进一步，退两步”，89 年的运动

就是如此。民运人士必须从王有才等人被捕的事件中再次警醒，去除盲动

主义，把根扎下来，以群众的广泛的，积极的，有力的支持为最大的和真

正的资本。只有这样，民主革命的号角才可以吹响，民主的春天才会真正

到来。

摘自《北美自由论坛》：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3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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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

王有才等人被捕 美国责成驻北京大使馆了解

（记者陈正杰华盛顿十叁日专电）针对中共当局日前连续逮捕王有才

等多名异议人士的行动，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责成驻北京大使馆了解，

并要求释放在押人士，他并说，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共改善人权。国务院发

言人鲁宾在例行简报上答覆问题时说，美国方面已看到十名异议人士近日

遭到逮捕的相关报导，但无法予以证实，目前已经责成驻北京大使馆向中

共有关当局求证，并要求释放据报仍然在押的人士。另一方面，旅美大陆

民运人士正积极筹划一项声援行动，希望在王有才等人遭到判刑之前使他

们获释。自由中国运动发言人连胜德表示，如果他们遭到中共当局以「颠

覆政府」罪名判刑，刑期可能在十年以上。北京异议人士胡适根等十四人

因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在一九九四年以这项罪名分别被判重刑，其中胡

适根被判二十年、刘京生判十七年、康玉春十五年，目前都还在服刑。

在国务院的简报上，鲁宾指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克江高峰会期间曾

表达美国看法，即中共应该允许民众和平表达政治和宗教意见，并释放因

行使此一权利而遭到羁押的人士。他也重申，与中共交往不等於认同中共

的政策，美国认为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政策「有严重问题」，包括羁押表达

不同政见或试图成立政党的人士。鲁宾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共提起这些问

题，并继续积极努力以取得改善。对於中共在克林顿结束访问後不久便连

续逮捕多名异议份子是否代表反击克林顿在访问期间畅谈人权，鲁宾说，

克林顿和国务卿欧布莱特女士都曾表示，美国不期望中共在一夜之间改变。

他说，克林顿总统发出的讯息是，中共如果想要打进国际主流，就必

须在人权方面有所改善。王有才等人因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於十日起陆

续遭杭州公安当局逮捕，其中五人到十叁日为止仍遭羁押。王有才、王东

海和朱虞夫等叁人的家属并已接到公安当局通知，要他们准备衣物。

连胜德说，这表示当局准备起诉王有才等人，短期内不会予以释放。

浙江异议人士程凡获释 尚有四人在羁押中

（记者黄矿春纽约十叁日专电）上星期在杭州地区被中共当局逮捕的

九名「中国民主党」成员之一的浙江异议人士程凡於十叁日获释，使同案

被捕重获自由者增加至五人，另四人尚在羁押中。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抵纽约的消息，程凡告诉该中

心，他於七月十日晚上八时在另一名异议人士王有才家里被捕之後，先在

杭州公安看守所关了两天，接着被押至温州关一天，至十叁日下午六时才

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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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凡在重获自由之後随即与一九八九年学运领袖翟伟民联名致函中共

「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王有才等目前仍在押的异议人士。

他们两人在陈情信中强调，王有才等人筹建「中国民主党」完全是依

据现有的法律，合法地向浙江民政厅申请登记注册，没有违背任何法律。

在另一方面，目前仍被羁押的王有才与朱虞夫的家人已接获公安局通

知，为他们两人送去了换洗衣物。王有才的太太胡江霞透露，其夫婿目前

被关押在杭州米市巷看守所。她自忖其他叁人王东海、朱虞夫与祝正明也

可能被关在同一地方。

至目前为止，九名被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之中已获释者，除了程

凡之外尚有方孝凰、王培剑、王强与吴高兴等四人。

7月 15 日

中共不顾美国警告继续逮捕中国民主党成员：林辉落网

（记者刘坤原香港十五日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晚发布消

息指出，美国政府要求中共释放浙江「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声音未落，浙

江公安又於今天上午逮捕了该党另一重要成员林辉，显示中共在人权问题

上越来越强硬。

该中心指出，今天上午浙江公安从温州黄岩县化工六厂带走临时

工林辉，目前下落不明。工厂一名负责人打电话通知林辉家人这个消息，

并请他们前往领回林辉的个人物品。

林辉甫自浙江宁波大学毕业，现为浙江作家协会成员。他於六月

二十五日美国总统柯林顿抵达中国大陆访问当天，与王有才及王东海公开

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七月十日公安逮捕九名该党成员後，也到处搜

捕他，故他一直没回临时工作的工厂上班。今天他悄悄回到公司，不久即

被公安带走。目前因「中国民主党」案还在押的有五人，分别是王有才、

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及林辉。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公安的最新

行动，一方面显示中共不会再在人权上对美国做任何让步，另一方面也意

味王有才等被判刑的可能性增加。

美促释「中国民主党」人，中共狡辩说申请登记就是违法

（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十叁日呼吁中共释放最近扣押的异议人士，

不过白宫发言人马克理表示，虽然柯林顿总统对於中共最近严厉对待异议

人士，感到失望，不过柯林顿仍相信中国大陆会逐渐走向开放之路。中共

浙江当局上周末羁押九名有意筹组在野党的异议人士，其中叁人已正式被

捕。马克理表示，美国绝不放松要求中共进一步开放的主张，而他也强调，

民主化不是一蹴可几的事。



21

中国外交部昨天驳斥美国的一项要求。美国於周一曾要求中国释放数

名申请成立反对党而被中国当局扣留的异见人士。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说：「申请登记成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社

会组织是违法的。」他又说中国反对别国将此宗所谓异见人士事件视作人

权问题看待。唐国强说：「当中大部分人是触犯了中国刑法的罪犯。」不

过他拒绝评论浙江省四名异见人士被扣留之事。他表示对此事不太清楚。

美国周一促请中国释放这些异见人士，并表示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公

民是有权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浙江省上周拘捕了九名与「中国民主党」有关的异见人士，其後释放

了其中五人，仍有四人被拘留。

针对中国当局日前连续逮捕王有才等多名浙江省异议人士的行动，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已责成驻北京大使馆了解，并要求释放在押人士，他

并说，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国改善人权。

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美国方面已看到十名异议人士近日遭到逮捕的

相关报道，但无法予以证实，目前已经责成驻北京大使馆向中国有关当局

求证，并要求释放据报仍然在押的人士。 (Singtao)

中国民主党给联合国和各民主国家的照会

联合国和世界各民主国家政府：

中共当局违反他们承诺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大规模

逮捕搜查与迫害中国民主党成员，严重践踏国际公约所规定人权准则。在

克林顿访华以后，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这种恶化，不仅使克林顿访华

期间在人权方面的努力化为乌有，而且比之访华之前的人权状况有较大幅

度的倒退。中共撕去了“克制”的假面具，肆无忌惮的进行报复。这种状

况，有损美国总统和政府的声誉。因此，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密切

注视事态的发展，你们有责任与中国政府交涉，以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促使中国政府纠正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

中国民主党在当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将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

进行坚持不懈的奋斗！

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 徐水良

1998.07.14

附：中国民主党浙江三名建党成员简介

一，王东海 (52 岁) tel. 0571-7910207

四六年十一月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父亲原为浙江省商业厅业务

干部 ，现退休。母亲为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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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海原为杭州铁路局工人。一九七九年投入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运动，参与民刊《钱江潮》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为此被捕，做牢两年。

目前失业在家。已婚，妻子程云惠。现身孕五个月。因王东海投身民运受

到牵连，被迫下岗。因此，家境十分困难。今年初王炳章潜回国内活动时，

曾与王东海在杭州会见。王炳章被捕、驱逐出境后，王东海曾被拘留、盘

问。但王东海毫无畏惧，公开支持王炳章的回国活动。王东海近年从事民

运十分活跃，多次公开参与签名信活动，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民运战士。

二，王有才 (32 岁) Tel. 0571-8861041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父母均为农民。一九

八七年杭州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一九

八九年投入天安门民主运动。曾任北京高自联秘书长。六四屠杀后，在二

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名单上名列第十五名。被捕后，被非法判刑二年。

出狱后，继续从事民运活动。近年与浙江老民运人士协同动作，带头多次

在公开信上签名，积极参加和平、理性、公开的民主运动活动。已婚，妻

子胡江霞。目前在《东方通讯》工作。

三，林辉 (26 岁) Tel. 0571-3590295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泰州市。父亲为退休教师，

母亲为私营裁缝。

一九九七年毕业于宁波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从事写作及自由职

业。为宁波作家协会会员。林辉是近年涌现的新一代民运人士的代表，与

浙江七九、八九两代民运人士一道，积极参与江浙地区的民运活动。这一

次林辉逃脱了中共警察的搜捕，至今仍在藏匿之中。

[今天最新消息，林辉已经被捕。]

此次浙江地区的公开组党活动，是新老三代(民主墙，八九学运以及

后来的)民运人士团结协作的尝试。浙江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多名民运人

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上述三人遭到不测，将有第二、第三梯队接力运作。

海外活跃的民运人士如王希哲、王丹、连盛德、徐水良等人也作好了充分

准备，在国际社会进行响应。能否冲破中共强加的党禁，以及中共怎样压

制反对派合法权利，又要向西方承诺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值得人们关注。

7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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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柴玲等民运人士呼吁波士顿政府断绝与杭州姐妹城市

[小参考波士顿消息]在一封致波士顿市长，市议会的公开信中，著名

民运人士王丹、柴玲、刘刚、王希哲、杨建利、沈彤、李兰菊等签署呼吁

制裁中共杭州公安局最近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公开信说：

有鉴于中国政府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刚结束，就对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

和人权活动家发动了新一轮的政治迫害．特别是近日在中国的浙江省和杭

州市，中国政府对政治反对派人士新成立的政党，中国民主党进行了骇人

听闻的大搜捕．至今它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王有才，王东海等还被关押，并

面临着进一步的迫害．我们，流亡或居住在波士顿的中国异议人士，紧急

恳请你们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并请你们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１ 波士顿市长，市议会向中国杭州市长．市人大常委会表达对这一

事件的关注；

２ 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当局继续迫害和关押反对派人士期间，中止波

士顿与杭州市之间的姐妹城市关系，中止波士顿与杭州之间的官方人员往

来和经济文化往来．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4639.html)

中国十九省市一百位政治反对派人士抗议中共逮捕行动

（北京十六日法新电）中国大陆一百名异议人士今天在一封公开信中，

抗议九位企图合法组织一个亲民主政党的异议人士被捕。

他们写给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总理朱熔基的一封请愿书中说：「九位民

运人士以威胁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我们感到十分惊讶。」这份请愿书

的副本已传真给法新社。

公开信指出，江泽民不久前向全世界公开承诺，中共将於今年秋天签

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浙江公安当局的做法与中共

承诺要「改善人权，增进民主」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公开信要求中共中央促浙江公安当局立即纠正这种侵犯人权的错误行

径，尽快释放五名仍被羁押的异议人士。

公开信另强烈批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指大多数异议人士是刑事

犯的说法，认为这是污□与诽谤。

联名发表公开信的一百名异议人士要求江泽民与朱□基责成中共外交

部立即展开「扫除法盲」学习运动，以增强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杜绝在

外交场合信口雌黄。

上周浙江省公安扣押了九名企图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民主运动

人士，这是中共统治五十年来第一次有人企图成立反对党。

其中五名被捕者已立即获释，不过仍有四人继续被扣留。而另一名反

对党人士林辉十五日上午在浙江省温州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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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岁的林辉，在六月二十五日｜克林顿总统抵达中国大陆从事历

史性访问的那天，陪同王有才与王东海两人在杭州市提出组党申请。

参与签署发表此一公开信的一百名异议人士分别来自陕西、北京、湖

北、四川、浙江、辽宁、山东、福建、重庆、贵州、安徽、江苏、天津、

上海、吉林、广东、湖南、河南、河北等十九个省市，包括程凡、王培剑

与吴高兴等叁名被捕又获释的「中国民主党」成员。

下面是本刊编辑部收到的公开信原文：

中国十九省市一百位政治反对派人士

就浙江警方“７·１０”大搜捕事件

以及外交部污蔑、诽谤“持不同政见者”事

致江泽民、朱熔基的公开信

江泽民主席并朱熔基总理：

惊悉浙江公安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

备委员会”申请人王有才、王东海、及朱虞夫、祝正明、程凡、吴高兴、

郑玉林、余铁龙、王培剑、方笑凰、王强等持不同政见者强行拘押（除前

四人之外，其余七人皆已释放），惊悉今日林辉又被逮捕。对此，我们深

感忧虑和痛心。

不久前，江泽民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于今年

秋天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浙江却发生了

这一严重侵犯公民政治权利的事件。浙江公安当局的做法与我国政府承诺

要“改善人权，增进民主”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故此，我们吁请中央政府督责浙江公安当局立即纠正这种侵犯人权

的错误行径，尽快释放王有才、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等五人。

与此同时，我们强烈抗议中共外交部长和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指称中

国“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数是刑事犯罪分子”的污蔑和诽谤，提请江泽民主

席和朱熔基总理责成外交部立即开展“扫除法盲”的学习，以增强外交部

公务人员的法制观念，杜绝在外交场合信口雌黄。

签名（排名不分先后）：

（陕西）林 牧 张鉴康 杨 海 傅 升 郑保和 汤致平

马晓明 高军生

（北京）周国强 江棋生 沙裕光 蔡 键 杨 靖 马 强

高洪明 高 峰 何德甫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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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秦永敏 陆中明

（四川）刘贤斌 欧阳懿 杨 伟 文 强 侯多蜀 秦礼尚

（浙江）毛国良 余铁龙 程 凡 毛奇峰 毛庆祥 吴高兴

黄海燕（女）

王培剑 王杭立 王荣清 徐 光 叶文相 张耀正 朱春华

（辽宁）王泽臣 王文江 田晓明 张友嵩

（山东）牟传珩 谢万军 及“不结社”的二十一位朋友

（福建）林信舒

（重庆）邓焕武 何 兵 陶建琪

（贵州）杨在行 曾 宁

（安徽）王洪学

（江苏）樊百华 张玉祥 邵孝澄

（天津）吕洪来

（上海）凌小平（女） 张汝隽 姚振光 周建和 李国涛

戴学忠 韩立法

（吉林）冷万宝

（广东）谭 力 黄志道 杨 涛

（湖南）刘力军 金继武 张善光 胡卓毅 张 帆

宋 歌 唐基石 冯建如 谢长发

（河南）王 冰

（河北）王屹峰

“向王强伸出援手的紧急呼吁”：

王强，三十余岁，是富有正义感的残障人，“７.１０”大搜捕时正

在王有才家做客，亦被浙江警方无理关押，二十四小时后释放。可是，他

所任职的杭州某公开却借机无故地辞退了他，使得他的生活立即陷入了困

境，我们恳请海内外朋友向他伸出援手。有意帮助他的朋友，可打王有才

家的电话（0571-8861041）托王有才夫人胡江霞女士与他联系，或写信至：

（邮编：３１００００）

中国杭州栅弄口新村７栋２１门６楼１１０室

王 强 收。

谢谢！

林牧 徐文立

一九九八七月十六日

江泽民主导处置民运 王东海妻子向国际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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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矿春纽约十五日专电）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

党」是由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组成、号称大陆唯一全国性反对党。它今天表

示，中共最新一轮压制民运的活动是由「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导，以掌握

处置的分寸。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一份报告中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前

和访问期间，各地民运人士十分活跃，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以争取扩展民

运活动空间，从签名发表公开信到组织反对党都有，为近年来在大陆内部

民运活动的新高峰。

报告指出，大陆各地公安系统在处理这类民运活动时都比较被动，采

取的措施从监视、警告到拘留，同时将各地案情上报到中央等候指示。

克林顿结束访问大陆之後，中共高层曾开会讨论访问的效果，就克林

顿在大陆所放出的民主自由信息对民众的影响、民运人士大胆突破的表现

等都进行评估。

中共高层认为，鉴於下岗工人、下岗职工等问题相当严重，潜在的金

融危机也尚未消除，绝不能容忍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应立即将有组织的

民运活动消除於萌芽阶段。

报告接着说，该党从大陆得到的消息透露，中共高层有人力主严厉打

压，从重处理，以除後患，但江泽民对严厉的处置有顾忌，担心其个人的

形象被破坏。

中共高层最後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民运向组织化发展，先拘留有

关民运人士，摸清情况，再视事态的严重程度决定处置的深浅。整个行动

由江泽民主导。

报告指出，山东民运人士陈增祥被捕，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

员被集体逮捕案，与广东省范一平被控协助王希哲逃亡案都是具体的事例。

报告说，最近浙江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民运人士遭到拘捕一案，引起了

举世的关注。美国政府已经表示了严重关切，深怕克林顿的访华成果因此

案大打折扣。克林顿表示，他希望江泽民保持改革者的形象。

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从北京及其它国内地区获得的信

息表明，克林顿访华结束之后新的一轮全国压制民运的活动，均由中共中

央高层直接指挥，江泽民主导整个行动，以掌握处置的分寸。

在克林顿访华前和访问期间，各地民运人士相当活跃，采取了各种形

式的争取扩展民运空间的活动，从签名信到组织反对党，活跃程度为近年

的高峰。各地公安系统在处理这些民运活动时，都比较被动，措施从监视

到警告到拘留，并将各地案情上报中央，等待指示。

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中共高层曾开会研讨克林顿访华效果。对于克林

顿访华放出民主自由信息对民众的可能影响，民运人士的近期大胆突破表

现，中共高层据说都做了评估。会议认为，鉴于下岗工人、下岗职工问题

相当严重，鉴于潜在的金融危机并未消除，中共不能容忍有组织的反对派

活动，应立即将有组织的民运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共高层有人力主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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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打压，从重处理，以除后患。据消息来源说，江对过于严厉的处置有些

顾忌，可能唯恐个人形象受到破坏。中共高层最后决定，迅速采取措施，

制止民运向组织化发展。先拘留有关民运人士，遏制事态发展，摸清情况。

但处置的深浅，视情况严重程度而定，由江泽民主导。

中共高层做出决定后，山东率先将拘留在押一个多月、但不知如何处

置的民运人士陈增祥宣布正式逮捕。但逮捕证未讲明原因。山东著名民运

人士牟传珩和燕朋等，已经为陈增祥请了辩护律师。但当局以涉及“国家

机密”为由，拒绝律师与陈增祥见面。牟传珩和燕朋向陈增祥的母亲索取

逮捕证，想了解详情，但陈增祥的母亲说，她已受到当局严重警告，不得

将逮捕证出示给任何人。时至今日，山东公安当局尚未对陈增祥正式起诉，

可能还在请示江泽民如何处置。继山东之后，浙江省公安系统按照中央指

令，接着采取行动，逮捕了九名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成员。在这之前，浙江

省公安系统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等待中央指示。目前，浙江省公安系统对

王有才采取的是“刑事拘留”，并未宣布正式逮捕和起诉。对王东海、朱

虞夫、祝正明等人采取的是“监视居住”，不是“行政拘留”。“监视居

住”按法律应当是较轻的处置，而且应在家中执行。浙江省公安局将三人

关在看守所执行，显然与法不合，但按“监视居住”临时处理，也似乎留

下余地，等待情况发展和中共高层的指示。王有才按“刑事拘留”处理，

按照法律，行政拘留最长为两个月。如没用充足逮捕理由，两个月后，应

当释放。北京消息人士称，从以上处理方式看，江泽民这次压制行动，虽

然是倒退行为，但带有相当大的顾忌。广东省公安局原来对拘捕的民运人

士的朋友范一平，也不知处理的具体方式，上报中央待批。克林顿访华结

束后，有了中共指令，才于七月十三日进行审判。但是，广东省法院并未

宣布审判结果，上报中央等待进一步指示。范一平是著名民运人士、民主

正义党对外联络负责人王希哲的朋友。范一平也曾在年初于广州接待过化

名潜回大陆的中国之春创办人王炳章。向民主正义党提供信息的国内人士

指出，国际舆论与美国的反应，将对江泽民对上述民运人士最后采取处置

措施起一定作用。因此，民主正义党向各界发出倡议，应加大呼吁和营救

上述民运人士的力度。

另外，浙江民运人士、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成员王东海的妻子程云惠通

过民主正义党向世界发出呼吁，希望关注她丈夫和其他浙江民运人士的命

运，尽快使他们早日获释。程云惠现有六个月身孕，行动已不方便，需要

丈夫的照顾。他们夫妻俩双双下岗失业，生活靠亲戚朋友的救济，一直很

艰苦。现在，丈夫又被无理关押，身孕在身的程云惠有走投无路之感。昨

日，程云惠曾在朱虞夫女友的陪同下，前往浙江省公安局要求会见丈夫王

东海，但遭到拒绝。程云惠打听丈夫关在何处，也不给明确答复。浙江公

安人员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王东海等人吃住都得到照顾，请家属不用

担心，但见面一事，他们无权做主。

民主正义党从浙江获得的信息称，浙江筹组中国民主党的第二线人员

并未退缩，他们已经行动起来，全力投入营救被拘捕党员的工作。浙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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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还委托祖籍为浙江的著名民运人士、现居纽约的徐水

良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海外发言人。

7月 18 日

浙江异议人士毛国良奔丧之中被中共公安逮捕

（记者黄矿春纽约十七日专电）中国大陆浙江着名异议人士毛国良十

七日在吉安县其母亲住所奔丧被公安人员带走，目前下落不明。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抵纽约的消息，毛国良的母

亲因脑溢血於前天过世，他前往母亲的住所奔丧，却於十七日上午九时左

右被多名公安人员带走。

毛国良为吉安县城一所中学教师。他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

事件之後被判刑八年，至一九九叁年才获释。他被捕显示中共当局继续严

厉镇压於六月间宣布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及与该党有关的异议人士。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另披露，中共公安当局於十六日搜查另一名被

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林辉的家，搜走了通讯录、书籍等大批物件。杭

州上城区公安十七日也将另一名被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朱虞夫的母亲

与太太传到派出所盘问。

该中心指出，以上种种强烈显示中共公安当局正在搜集证据，准备

将「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判刑。

自从七月十日公安当局在杭州地区大肆逮捕「中国民主党」成员以

来，已有十二名与该党有关的异议人士被捕，目前尚有王有才、王东海、

朱虞夫、祝正明、林辉与毛国良等六人在押。

此外，在湖南、福建与吉林也有异议人士被拘留讯问。如七月十一

日湖南湘潭有十四位异议人士聚会，讨论大陆各个热门问题。组织此一聚

会的冯建如就於七月十四日，被湘潭纺织印染厂派出所的公安人员从家中

带走，拘留叁天之後才释放。冯建如为湘潭纺织印染厂的下岗工人。他於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後曾被拘留叁个月。

7月 19 日

中国民主党痛斥中共逮捕毛国良等异议人士

（记者黄贞贞纽约十八日专电）针对中共近来大举逮捕浙江民主党筹

备会主要领导人及异议人士，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今天表示强

烈抗议，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和制止中共反人权的行径。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获得的消息，浙江知名异议人士

毛国良十七日上午准备前往他位在吉安县的母亲住处奔丧，被公安逮捕，

至今下落不明，使被扣留的浙江异议人士人数增加为六人。「中国民主党」

今天郑重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心毛国良的命运，并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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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今天表示，毛国良因积极参加一九

八九年民运，在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後被中共逮捕入狱，在狱中毛国良组

织并领导浙江八九民运被捕人员与中共当局对抗，成为浙江民主运动中最

具威望的领导人。

「中国民主党」强调，为保护浙江民运的重要力量，他们并没有聘请

毛国良参与筹备或加入中国民主党。自多位中国民主党重要成员陆续被公

安逮捕以来，毛国良四处奔走营救，中共为打击民运人士，陆续将他们逮

捕。

尽管中共大肆逮捕异议人士，但目前浙江民运人士及浙江民主党成员

并没有因此退缩或畏惧，仍在积极活动，推动民主党浙江筹备会的相关活

动，中国民主党称，这是自「六四」以後大陆民运的最佳情势。

民主党说，中国民主党的生存问题已成为中国大陆民运的全国性大事，

不论中共领导人采取何种镇压措施，已不可能抹灭中国民主党的存在，民

运人士将会同心协力，继续让民主自由的种子在大陆生根萌芽。

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昏迷後获释

（另根据香港十九日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说，杭州

的异议人士朱虞夫昨天一度突然昏迷，大陆公安为恐意外再次发生，已将

他送回家中「监视居住」。

全美学自联关注中国人权恶化趋势

(华盛顿消息)鉴于中共大肆逮捕异议人士，全美学自联今天发布一封

公开信，呼吁美国国会制裁中共。在这封致美国国会的英文信中，理事会

主席李靖泓呼吁国会重新评价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并要求立即中断美

国和浙江省的贸易、文化、科技交流项目。李靖泓呼吁美国司法部移民局

吊销浙江省官员的访美签证。李靖泓说：中共大举迫害浙江民运人士，是

法西斯专政一贯的做法，将被人民的反抗浪潮所淹没。美国不应该坐视不

管。本周稍后，李靖泓将筹备国会作证的有关事宜。

联系人：李靖泓

202-347-0017 202-347-0018(fax) hq@ifcss.org

7 月 20 日

山东异议人士谢万军绝食抗议王有才等人被捕

（记者黄贞贞纽约十九日专电）现居山东省东平县的前北京学运领袖

谢万军，十九日晚上八时起绝食四十八小时，以抗议浙江公安无故逮捕异

议人士王有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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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抵纽约的消息，谢万军认为，王有

才、王东海、林辉、祝正明和毛国良等人被起诉或判刑劳改的可能性非常

高，值此关键时刻，他不得不冒被捕的危险进行绝食抗议。

谢万军表示，这两天他将不会离开家中半步，如果打电话进去无人接，

则他已经被逮捕了，那么希望其他的异议人士再接力绝食下去。

面对周围镇压异见者行动，全国绝大部分得异见者都反弹激烈，更有

多名异见人士对中国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宁可自己坐牢也要冒险出头为王有

才等人呼吁抗争。然而，在国内民运斗争最关键的时期，海外民运却未能

团结一致向中共施加强大的压力，这已引起了国内民运人士的焦虑。

谢万军刚开始绝食的消息已在国内民运圈中传开，多人已表示会接力

绝食下去，直至中共释放王有才等为止。浙江现被拘留的人有王有才，王

东海，林辉，祝正明，毛国良五人。

谢万军八九年六四时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生，曾担任广场指挥部临

时总指挥。九六年九月他曾于深圳发起保钓运动，曾广为香港传媒报道。

大陆四名异见人士陆续加入绝食抗议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日电）为抗议中共当局拘捕王有才等五名「中

国民主党」成员，大陆四名异见人士私续绝食抗议，并呼吁海外民运团体

团结起来声援他们的行动。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获得通知，浙江政治反对派运动人士吴高

兴，叶文相和傅全三人，发表了《绝食宣言》。三人于七月二十日中午十

二点整开始四十八小时的绝食抗议，目前浙江有五名政治反对派人士被拘

压。这是继十九日山东异见人士谢万军开始绝食之后的又一波绝食抗议行

动。

三位绝食者在他们的《绝食宣言》中表示，王有才等人是根据中国的

法律，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这不仅符合宪法，也根

本没有违反任何具体的法律条款。现在浙江公安无理将他们关押，是严重

侵犯人权的行为。

全国各政治反对派运动人士，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民运信息中心等

呼吁各民运团体，机构，人士放下成见，团结起来声援国内的和平抗争行

动。

吴高兴为浙江台州供销学校讲师，“六四”因带领学生游行被判刑两

年。叶相文为浙江农业银行干部，“六四”因抗议活动被判刑三年半。傅

全为浙江金华某公司职员，“六四”后曾入狱两年

7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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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时评：关注杭州“中国民主党事件”

七月十日，杭州市公安局大举出动，逮捕了前不久正式申请成立反对

党的杭州异见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朱虞夫、吴高兴等人，并深之以「阴

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这是十分值得关注、值得警惕的事情。

我个人并不认为在中国已经到了成立反对党的成熟时机，但王有才等

申请成立反对党是完全合法的，其宗旨是善意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

进步，对他们的遭到镇压，我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

在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国当局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宽松的做法，不少

朋友为之欢欣鼓舞，期待嗬新的「政治春天」的到来，但此次王有才等人

被捕之事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在具体做法上，有一些比过去更灵活的迹象，

但离国际通行的人权标准仍有很远的距离，期待著现在中国就能走到政治

开放，实行民主，期待现任政府就能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只能是幻想。

王有才、王东海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的命运牵动著我的心。几天

前，我与居住在波士顿地区的几位朋友，联名呼吁波士顿市政府关注王有

才等人一案，由于技术原因，在新闻稿上出现「呼吁中止与杭州市的经济

文化来往」一句，这与我一贯主张的「保持接触」政策不符，不是我的本

意，特此更正。但是我希望波士顿市政府能够中止与杭州市的姊妹城市关

系，直至王有才、王东海等人获得释放为止。我也希望所有关心中国前途

的朋友，都来关注王有才等人。

摘自【萍果日报】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

国内呼吁魏京生、刘青关注 支援 710 民主党 案件的声明

签署：任畹町 林 牧 江棋生 朱 瑞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仍有王有才等 4人被刑事拘留和监视居住，

已经引起国内外民主派的关注和声援。

浙江民主党作为地区性筹备组织，虽然不是国内第一个民间政党组织，

但是在中国政府预备加入“联合国人权约法”（两个人权公约）的前夕，

公开注册民主政党对突破党禁的意义是重大的。

正如 1979 年曾经组成过 1949 年以来中国第一个有实质意义和影响的

人权组织，民主墙、86 学潮、89 民主变革，已经形成了海内外政治反对

派的群体阵容和传承力量。中国人权民主事业有它丰厚的精神财富原始积

累和坚韧传统。50 年代“右派运动"是中国民主的源头，历经人民后期借

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曲折地朦胧地反抗集权政治的文化大革命，“四五”

天安门运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事件”，构成了中国的

民主命脉。必须尊重和忠于中国民主历史。



32

当前，民主渐进时期的人权个案，为我们补偿变革高涨时期的人民运

动提供了新的实践机遇。应当十分重视渐进低落时期的民主运作。

为了伸张公民的结社权利，保护公民的政治自由，除了政治声援外，

我们将尝试在现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 7.10 事件，推进民主渐进时期的民

主进程。为此已经组成了两套法律后援团。

我们呼吁魏京生、刘青先生及海外民主团体，呼吁正义人类提供实质

性的帮助和支援，共同促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

1998·7·19

通讯联系：

任畹町 Tel/Fax 8610—60531355

江棋生 Tel 8610—68903590

“中国民主党事件”引发接力绝食，仁人志士遥相呼应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日专电）继山东异议人士谢万军於十九日宣布

绝食抗议中共当局拘捕「中国民主党」成员之後，二十日又有吴高兴、叶

文相与傅全等叁名浙江异议人士加入绝食行列，使目前参加此一抗争行动

者增至四人。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叁名浙江

异议人士是从北京时间二十日中午十二时开始绝食四十八小时。

据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从大陆得到的消息，有多

名大陆民运人士已表示将接力绝食，直到中共当局释放「中国民主党」所

有的成员为止。

中共当局从七月十日开始在浙江杭州地区大肆拘捕和「中国民主党」

有关的人士，目前尚有王有才、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林辉、与毛国

良等六人在押。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正准备对他们提起刑事控诉。王有才

等浙江异议人士是於六月二十五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并正式向浙

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根据该党所发表的公开宣言与党章草案，其宗旨是

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与政治分权机制，铲除政治独裁及

腐败的土壤。

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行动已引起海内外民运人士的强烈

抗议，并呼吁团结向中共施压，及给与被捕的异议人士支援与关注。

「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二十日透过「中国民主正义党」呼

吁海外民运人士与组织，在此一关键时刻放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支援

大陆民运，向中共当局施加强大压力，冲破党禁。

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亦透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呼吁海

内外熟悉大陆法律的律师加入「法律後援会」，提供王有才等人法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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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畹町、林牧、江棋生与朱瑞等四名异议人士则联名呼吁流亡美国的

着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与纽约「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关注浙江被捕

的人士，并提供实质的帮助。

7月 22 日

魏京生等十六位流亡海外异议人士声援「中国民主党」

（驻纽约特派记者阮玫芬专电）继日前大陆一百名异议人士发表致江

泽民公开信，魏京生、王丹、方励之等十六名海外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廿

日亦发表「致江泽民主席暨克林顿总统公开信」，就中共逮捕筹备成立

「中国民主党」成员一事，提出谴责与抗议。

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是由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组成、

号称大陆唯一全国性反对党，该党表示，中共最近一连串压制民运的活动

是由「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导，因此联名要求江泽民命令中共警方立刻放

人，并要求克林顿运用影响力促成被捕者获得释放。

公开信表示，王有才、王东海等浙江省异议人士，在美国总统克林顿

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公开申请及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七月十日以来，

包括王有才与王东海在内，至少有十几人先後遭公安逮捕关押，目前仍被

关押的还有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与林辉四人，异议人士毛国良虽然不

是「中国民主党」筹备成员，但由於他关切此案，四处奔走营救，十七日

也遭公安关押。

公开信要求江泽民「维护宪法尊严，制止违宪行为」，命令中共警

方立刻释放被违宪逮捕的王有才、王东海等人，这五名被羁押的浙江异议

人士因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遭到逮捕。

公开信说，江泽民不久前向全世界公开承诺，中共将於今年秋天签署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浙江公安当局的做法与中共承

诺要「改善人权，增进民主」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要求中共中央促浙江

公安当局立即纠正这种侵犯人权的错误行为。

（北京二十一日法新电）十六位流亡海外的着名大陆异议人士今天呼

吁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释放本月稍早在浙江省被捕的五名政治活跃分子。

他们在致江泽民及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联名公开信中作此呼吁。在浙江省被

捕，迄今仍失掉自由的五名活跃分子｜四人在狱中，一人被软禁｜曾试图

在上月二十五日克林顿总统抵达大陆访问当天注册一个叫做「中国民主党」

的反对党。

联名发表上述公开信的流亡海外的着名大陆异议人士包括魏京生、王

丹、刘青、王军涛、方励之、陈一谘和刘宾雁。

他们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中说：「在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你们的联

合记者会使我们产生了真正的希望，因为你们曾公开讨论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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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开信中说：「不幸的，最近的发展使这项访问带来的正面的

成果荡然无存。」法新社取得了此一公开信的副本。

克林顿在访问大陆期间呼吁中共当局重新检讨刑罚制度及对待政治异

议人士的态度，这使大陆上的政治异议人士燃起了希望。

但是，他们的希望随着克林顿结束访问离开大陆後不久浙江省异议人

士的被捕而破灭。联名发表公开信的流亡海外大陆异议人士说，浙江省逮

捕异议人士的行动构成「政治迫害及侵犯人权，违反中国宪法的精神」。

他们呼吁江泽民尊重宪法保障自由表达的权利的规定，立即释放上述

五名浙江省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也呼吁克林顿总统向中共当局施压，促其

释放这五名活跃分子。

这封公开信是在中共继续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之际发布。广州中级人民

法院今天宣判，将政治活跃分子范一平以协助异议人士王希哲逃亡的罪名

判刑叁年。

王希哲答记者问：

记者问：今天，各中文报纸报道了魏京生，刘青等连署的致克林顿，

江泽民的公开信，为浙江中国民主党呼吁．请问你怎样评价这个发展？

王希哲答：我们非常欢迎魏京生先生，刘青先生等打破近半个月来对

浙江事件的沉默，作出了公开的表态．这是民主运动的国内外朋友都希望

看到的．这次呼吁，是魏京生先生出国半年多来，第一次把眼光转向国内，

是人们从他那里听到的他为中国国内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作出的第一声呼

吁．是值得高兴的．我们知道，前段时候，国内外不少朋友向魏京生和刘

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今天他们有这样的转变说明，起码魏京生先生，

似乎并非如外界传说的那样听不进批评意见的．如果这样，那么国内外民

主运动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就有可能形成．

记者问：你认为这种团结合作的局面可以很快形成吗？

王希哲答：可以乐观，但还会有困难．因为民运中某些人已经形成了

固疾，把派性，狭隘的私利，恩怨习惯性地放在民运的整体利益之上．而

历史的原因他们又占据一定地位．这是他们的本钱．因此，要他们很快改

变是困难的．就拿他们这个呼吁的连署来说，很明显仍然是在搞着小圈

子．为什么不可以开放一些呢？只有开放的心胸，才能开辟开放的民运大

局．但不管怎么说，昨天还在向国内打电话，对浙江的朋友不满，对国内

新形成的反对运动格局恼火的人，今天承认形势比人强，终于能够随大流

出来支持了，总是好事．

记者问：如果国内外民运团结合作的新局面能够形成的话，你觉得首

先应

该作些什么事情呢？

王希哲答：首先是把国内朋友建议的法律后援会建立起来．共产党抓

人是坏事，但国内朋友顶住了，与共产党打法律官司就成了好事．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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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定要过的．这个法律后援会的设想是徐文立先生提出来的．徐文立先

生是克林顿访华前夕，国内长期坚持奋斗的近六十名政治反对派人士推举

出来的代表人．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海外中国民主正义党和自由中国运

动的全力支持．后来，它更得到了原来与徐文立先生略有分歧的任畹町先

生，江祺生先生和德高望重的林牧老先生的支持．国内这样的团结是过去

没有过的．我太高兴了．我立即把徐文立的建议信附上我的信传真给了刘

青和萧强，建议刘青和萧强＂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认真考虑徐文立的

建议并合作起来予以支持．可惜一直得不到他们的回音．但现在，魏京生

先生愿意站出来支持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了，我希望这将会有一些变化．我

希望能够很快得到积极的回应．因为大家一起做总比部分人做好．我想，

大家都会希望看到一个海外共同合作支援国内的法律后援会的．

1998 年 7 月 21 日

为中国民主党成立法律后援会和律师团：按中共法律进行辩护

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从国内获得的消息称，国内民运

人士已经组成法律后援会，并聘请律师组成了律师辩护团，为浙江民主党

被捕的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祝正明等人士进行法律辩护，进一步声援

浙江民主党组党人士，在法律层面上与中共抗争。

国内支援浙江民主党法律后援会由著名异议人士、前胡耀邦的秘书、

现居西安的林牧先生及西单民主墙时期老战士、北京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

为首，参与人员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

准备为浙江民主党进行法律辩护的国内律师团成员包括：邬春校(杭

州、持照律师)、张建康(西安，持照律师)、王文江(辽宁，持照律师)、

周国强(北京，持照律师)、王培基(原为持照律师、后来其律师执照被中

共当局非法没收)等人士。律师团人员现在还在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敢于站出来为浙江民主党辩护的律师已遭到中共

当局的警告和恐吓。

被中共无理拘捕的山东省青岛市老民运人士、中国民主正义党成员陈

增祥，也将被中共公安当局正式起诉。山东著名民运人士牟传珩等也聘请

了青岛市正阳律师事务所陈海洋等律师，准备为陈增祥进行辩护。二十一

日被中共广东司法当局非法判处三年徒刑的广东老民运人士范一平，在中

共审判时，其家属也聘请了律师为在法庭上其进行了无罪辩护。

中国民主正义党认为，国内法律界人士公开站出来，为民运人士进行

辩护，这是民运合法争抗层面的提升，是国内民运进入新层次的标志，对

民运进一步拓展合法运做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回顾一下台湾民运

发展的经验，可以发现，合法的法律抗争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当年，为美

丽岛事件受刑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如陈水扁、江鹏坚等，后来都在台湾民

主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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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声援国内法律界的正义之举，民主正义党正在联系多名海外民运法

律界人士，他们也已动员起来，准备成立相应的法律后援会，并打算联络

美国人权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总会等机构，形成一个国际性的法律支

援网络，对国内的法律界人士予以支援。 (1998 年 7 月 22 日)

蓝鹰组织：向共产党请愿，等于以卵击石

eagle.blue@usa.net

听说浙江的几个想成立政党反对政府，全被抓了，估计是颠覆政府罪，

这项罪名是 10 年---死刑，也就是说至少是 10 年。还听说有很多人为他

们绝食。

我很为他们担心，因为现在是个没有黑白的社会，就算你是想为黎苦

大众做点事情，可能最后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记得很多年前，江主席一次就签署了 300 多人的枪毙的文件吗？据

说，里面有 72 名真正为民请命的人。

我想了许久以后终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无论你高

尚还是卑鄙，怎么样，照样被猪猡们管，听蠢驴指手画脚，只要他们有军

队，可以掌握你的生死。

今年六四安然过去了，美国总统也回国了，现在下一步，好话说过了，

戏也演完了，该抓的就可以抓了，该收拾的就可以收拾了，怎么办？要是

你很霉，被抓进大牢，你的余党在外面喊的喊，叫的叫，跳脚的跳脚，没

人理会，怎么办？你绝食，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有人因为

你绝食让步，那他们还算是人，是文明人，可是，你现在的对手是野兽，

不是人，你会饿死的，一定。

可惜，没有让某些人恐惧的势力和组织存在，不能不说是惋惜的事情，

如果，假设有一个暗杀组织，口号就是“贪污者杀无赦，特权者杀无赦，

枉法者杀无赦”，然后杀上一千三四百个这样的货色，你到时候再看看，

其实印度的甘地和巴解组织的的阿拉法特，是活生生的例子，如果阿拉法

特对犹太人也来不合作，也绝食，你想会有效果吗？所以，他用了另一种

正确的方式，你们绝食有些人不会在乎的，但是只要有人杀了他们这种货

色后他们就害怕，这说明什么，贱！

有胆敢在大陆成立杀手组织，为明确的政治目的奋斗的吗？这是杀头

的事情，但是这将给为所欲为者警告，有人敢吗？我曾经参加过 200 人的

黑社会组织，很有意思，黑社会都敢做的事，号称想和某些大腕对抗的人

里却没有人敢做，所以大陆的环境不是海外不了解事实的血热分子估计的，

别再不知道死活的送命了，保存好实力吧。

北美自由论坛：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6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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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

中国民主党又出新招：派出毛庆祥、王荣清申请游行

一、七月十日，中共当局对民主党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但民主

党人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又是二线人员紧急

呼吁，又是绝食抗议。弄得当局穷于应付。

今天，民主党又出新招。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于北京时间二十三日

派出毛庆祥、王荣清两名代表，前往杭州市公安局递交游行示威申请书。

游行示威时间定于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路线为：南山路、延安南路、

河坊街。示威目的：要求释放被捕的民主党领导人王有才等。毛庆祥、王

荣清都是七九民运的老战士，他们都是杭州民刊《之江》的负责人，《中

华全国民刊协会》的重要成员。一九八一年中共全面镇压《中华全国民刊

协会》时，他们分别被判处两至三年徒刑。民主正义党秘书长傅申奇，一

九九零年在国内创办地下刊物《复兴》时，王荣清因再度卷入而受牵连。

王荣清是《中国之春》第一号决议中命名的《中国之春》名誉编辑，这两

位老战士多年来从事商业，颇有成效，家境甚好。今天，两位老战士受命

于危难之际，置家庭利益和个人安危于不顾，再次挺身而出，显示了老战

士的本色。他们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市公安局已经打电话给王荣清等，

请他们于北京时间二十四日下午去市公安局谈话，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拭目以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中国民主党的大旗不会倒。

二、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向浙江公安部门递交了为王有才取保候审

申请书。

三、民主党浙江筹委会领导人之一王东海，作为“监视居住”回到家

里。

海外百名民运人士关于“中国民主党事件”的严正声明

最近，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六月下旬，中国民 主

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在杭州成立，并向有关当局申请注册。这是 中共四九

年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的第一次，一个反对党向当局依 法申请注册。人

们认为，中国民主党的筹备成立，是中国大陆民 主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它立即受到了海内外的普遍欢迎，支持 和关注。

然而，七月上旬，就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结束不到一周，中共 当

局就开始了对中国民主党人士的大肆搜捕与镇压。他们以" 颠 覆政府罪

"把民主党员，甚至同情者送入牢狱，对家属进行骚扰 和监视。他们不顾

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至今拒不释放仍在监 狱中的民主党负责人王有

才，王东海，林辉和祝正明。对此，我们海外从事民主事业的人士，表示

最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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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包括组党自由是人的天赋人权，与言论自由，出版自 由，

选择居留地自由等人人都应该享有的各项自由权利一样是神 圣不可侵犯

的，联合国宪章和所有民主国家的宪法都明文规定， 就连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宪法也不得不写上这一条。然而，为了坚 持一党专制的罪恶制度，

顽固地把持既得利益，中共政权象对宪 法中其他许多有关人民权利的条

款一样，在其掌权后近五十年当 中，从来就没有给过中国人民以结社自

由。他们为了遮人耳目， 也搬出所谓的"民主党派"，诸如民盟，民革，

九三学社之流来给 共产党作花瓶。然而，对那些真正想行使自己的民主

权利，试图 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和团体，哪怕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 想的团体的人们，中共都立即毫不手软地予以镇压，轻则锒铛入 狱，

重则处以极刑。在那一小批死死抱着权力不放的独裁者心目 中，有组织

的反对派是最危险的，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 能不能自由结社，

将是能不能废除一党专政的症结所在。 近些年来，在前苏联、东欧一系

列共产党政权纷纷崩溃瓦解之后 ，为了抗拒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共通

过他们的御用文人，抛出 了“新权威主义”、“东亚模式”、“东西方

文化差异论”等等 "理论"，试图为其坚持一党专政找出"理论基础"。目

前，这些 " 理论" 在国内外都没有市场。我们认为，以上这些所谓"理论

"， 都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台湾和韩国的例证，特别是最近印尼的 大

独裁者苏哈托的倒台，无一不证明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是具有 世界普遍

性的。任何国家，任何文化都是没有例外的。一党专政 的独裁制度最终

在中国大陆的结束是势不可挡的。 我们认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任务

和首要目标，是在中国大陆 结束现存的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过去

近半个世纪中国大陆 人民所遭受的一切不应有的苦难，都出自于这个罪

恶的制度。要 不要结束这个制度，是海内外一切民运团体和民运人士的

试金石 。海内外的民运团体，民运人士，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政

见，只要大家能够在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社会这一共同宗旨 下团结

起来，我们就能够一道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共同奋斗。 浙江民主党人士

被捕之后，国内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 浪潮。海外的多个民运

团体立即发表抗议声明，并知会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专员与各民主国家政

府，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其承诺的联 合国公约。同时，尽全力对浙江民主

党的抗争予以物质上和道义 上的支持。国内的民运人士，在著名异议人

士林牧老先生的组织 和倡议下，联名上书，抗议中共的倒行逆施。七月

十九日，为抗 议浙江公安部门逮捕浙江民主党负责人王有才等四人，山

东异议 人士，前北京学运领袖谢万军，开始绝食四十八小时。今天，浙

江三位异议人士吴高兴，叶相文和傅全发表"绝食宣言"，表示将 从今日

中午十二点开始，绝食四十八小时，抗议中共当局逮捕王 有才等人。

为了进一步抗议中共粗暴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更有力地声援中 国

民主党的正义抗争，我们，海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努力的人 们，特在

此向海内外的中国同胞呼吁，向同情和支援中国民主事 业的各国政府和

人民呼吁，立即起来声援国内民主党的朋友们， 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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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帮助；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中 共立即释放尚被关押的民主党

成员和其他一切尚在狱中的异议人 士，还他们以公民的合法权利。

值得钦佩的是，在浙江民主党人士遭到镇压之后，他们没有退缩 ，

没有屈服，他们坚信自己的信念，面对专制暴力，据理抗争。 国内的异

议人士也奋起声援。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六四"大屠 杀之后所从来没

有过的，十分令人鼓舞。我们海外民运团体，民 运人士和一切关心中国

前途的人们，将一如既往地作中国民主党 和一切国内民运人士的坚强后

盾，一道为最终在中国大陆结束一 党专政的罪恶制度，实现一个民主的

社会而努力。

各位朋友，您好！

现将以上"严正声明"传给您。如果同意，传真回来给我们。

谢谢

联络人：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 徐水良： FAX (718)388-0136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联署人(按繁体字姓氏笔画排列)

于浩成 王希哲 王若望 王炳章 王策 王德耀

伍 凡 羊 子 李建兴 李显亮

杜智富 吕京花 邢 文 宋书元 汪珉

辛灏年 吴方诚 吴仁华 吴智强 吴学璨 余强

金尧如 林 光 林兆忠 林东方 林忠新 林牧晨

林樵清 胡 平 岳 武 孙 云

徐水良 徐邦泰 徐英郎 秦 晋 莫逢杰 高光俊

高沛其 高延彭 高 寒 马晋辉 唐宗发 唐柏桥

陈破空 陈 辉 陈燕珠 倪育贤 倪锦彬

华夏子 连胜德 盛 雪 张中华 张本杰 张林

张英 张贤章 张伟卿 章 冬 黄侠士

黄庭扑 黄 翔 尉小鹏 项小吉 傅申奇 傅尧波

万润南 董真海 叶 宁 冯 翘 费良勇

蔡崇国 杨小炎 杨 周 杨 珠 杨 钦

杨建利 杨 飞 杨海天 杨 潮 贾文薇

赵 南 赵晓薇 赵 鑫 萧美正 萧美章

刘士贤 刘玉斌 刘 青 刘欣虎 刘 刚

刘国凯 刘宾雁 刘晓竹 潘国平 齐光 齐 墨

鲍 戈 魏京生 魏泉宝 应易中 严明 严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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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中共对结社自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在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纷纷地公

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浙江民主人士宣布成立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

党」。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几乎没有人敢公开与中共抗

衡。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一党独裁是绝对不允许被挑战的。在邓小平时代，

一党独裁开始面临一些独立知识分子的挑战，但并没有人公开出来组织政

治反对党。「反对党」可以说是禁区中之禁区。「中国民主党」宣告成立

在至今，对於仍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无疑是一个惊雷。不少观察中

国政局的人就此认为，作为江泽民权力稳固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中共也将放松对民运人士的镇压和控制。

然而，克林顿前脚走，中共後脚就开始抓人了。首当其冲的就有「中

国民主党」的 9 名主要成员。中共的这一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遭到海外民主人士的同声谴责。在种种压力之下，虽然其中的 5 人在日

前已经获得释放，但有报导说，「中国民主党」3 位发起人王有才、王东

海和朱虞夫将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起诉。这在在表明，+外界对中国

政治有所宽松的期盼，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多党政治又是政治民主

化的主要内涵。1912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

治，在中国开始了多党政治、议会民主的建设。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後

来的军阀祸乱，中断了这一进程；以致於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创建的时

候，也不得不处於秘密状态，俗称「地下党」。在长达 20 多年的夺取政

权过程中，共产党广泛使用了武装暴动的恐怖手段，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

命。

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夺取大陆政权以後，毛泽东曾号称要建设新民

主主义，并在私下□想要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但是一旦大权

独揽後，这个政权迅速地异斗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党专制。曾经帮

助过中共的民主党派，统统沦为「花瓶党」。不但这些政党的主要领导人

被反右等政治运动所打倒，而且这些政党的党纲也白纸黑字写着要服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把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当作统战对象，为此专

门成立了一个统战部，专职管理这些「民主党派」的组织、人事和经费等

一切大政方针。此外，中共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也为这些「民主党派」

和其他退休的中共官员，提供一个享受部分特权的机制。

但是，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依中南海当权者的意志为

转移。从中共当政那一天起，要求还政於民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

1956 年大鸣大放中提出「政治设计院」，到 1993 年陈子明、王军涛、王

丹等提出要建立建设性反对派，及王有才等人最近成立的「中国民主党」，

期间在中国大陆内部涌现了许多政治社团和政党。虽然有许多人被关进监

狱，牺牲了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但只要中共继续坚持一党专制，就不

断地会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进行秘密或公开的斗争，要求结束一党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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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结社自由乃是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是民主宪政的一个重

要基础。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和宗旨，建立一定的群

众性的社会团体的权利，有的是非政治性的如学术、文化团体，有的是政

治性的，如成立政党、工会等。看一个社会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实行民主

政治，检验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中国宪

法虽然也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而且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将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从

独立工会被取缔、遭镇压，1990 年代初上海的李国涛等人因为申请成立

人权协会被送去劳动教养，秦永敏和徐文立申请成立的「人权观察」至今

未获批准，王有才等人因为组织「中国民主党」将被起诉等一系列事实来

看，中共依然坚持着反民主、反人权、反宪政的一党专制。它对结社自由

采取的是文字上的抽象「肯定」，实际上则用审查、监控和镇压上加以具

体「否定」。

7月 25 日

杭州民运人士申办抗议游行权利遭公安当局拒绝

（北京二十四日美联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说，杭州

市的民运人士打算举办游行，抗议中共当局逮捕叁名同志，但遭公安人员

阻挠。该中心发布的声明说，杭州市民主墙时期的老民运战士王荣清与毛

庆祥在昨天提出申请，但公安当局稍後就要他们撤回申请。

毛庆详和王荣清 70 年代末参加过从北京发展到杭州的「民主墙运

动」,现在都从事个体生意。毛庆详说,他们在星期四下午 2 点,到杭州市

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接待他们的警察比较友好,但星期五拒绝了他们的

申请。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毛庆详说，他们有意把游行时间定在稍晚时候

的 7 月 28 号,以便给当局充分的时间,我们考虑过,最好不要跟政府发生什

么冲突、对抗。只要他们能被放出来,我们可以自动取消这次游行。"

他说,他们的游行申请只是一种压力和姿态,希望当局能够放人,至少

是部分放人。如果当局既不准上街,又不放人,他们也不想和政府搞「对

抗」。他说,"我们也不准备和政府发生厉害的冲突,如果真的不行,我们暂

时忍一下,也是可以的。"

和毛庆祥联名提出申请的王荣清也强调,他们不想和政府对抗,不会强

行上街。他甚至更喜欢使用"请愿",而不是"游行抗议"等字眼。但是王荣

清说,如果当局既不批准请愿,又拒绝释放王有才等三人,他就要不断地提

出请愿的申请。

王荣清提到,他们能够公开提出请愿申请,并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这

说明政府毕竟是在"慢慢开放",但是他希望中国民主化的步伐能够迈得更

快一些。他说,"在二十年之前,咱们这样作,早就在监狱里了,我今天这样

做了,还能跟你通话,这就表明政府在慢慢转变,那作为我来说呢,我想促进

政府变得更快一些,不要再抓人,有话可以说,不要动手,就是这个意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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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怕动的人,但是真要动,也没办法,但是最好别动,还是讲道理。"这类

游行在中国大陆名义上是合法活动，但是必须向公安当局申请，但是，实

际上很少会获得批准。

王荣清与毛庆祥原定七月二十八日举办游行，希望引人注意王有才与

另两位民运人士因为意图成立反对党而遭持续羁押一事。

过去两周总共有十五位民运人士被逮捕，这是公安当局近几年镇压反

对派人士的最严厉行动。他们之中的十一人已陆续获释。

据传王有才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因此他可能被起诉或是不经审判

就移送劳教营监禁。

民运份子走上纽约街头：声援中国民主党，冲破党禁最后一搏

[记者七月二十三日纽约报道]自从七月十一日，克林顿访华热点过后，

中共在杭州实施新一轮镇压民运人士的举措，大规模逮捕了以和平理性合

法要求注册民主党派的异议人士王有才等，制造了“7.10 中国民主党事

件”，引起海内外舆论和民运人士的强烈反弹，使濒于灭亡的海外民运又

一次注入一剂强心针，并出现各派联合、一致声讨共产党的可喜局面。

连日来，国内民运人士首先发起空前规模的联名信活动，为浙江被捕

民运人士组织了法律后援会，并在全国范围进行接力绝食活动，民主党浙

江筹备委员会还派出代表提出游行示威申请。

海外民主力量也迅速行动，发起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百多人的联名

严正声明，其中有著名人士方励之、王若望，学界名人严家祺、辛灏年，

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人权及和平组织的代表刘青、唐柏桥，政治党派和

团体的负责人王希哲、吴方诚、王炳章、王策、傅申奇，报刊杂志的编辑

吴仁华、伍凡、胡平等等。向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发出照会和声明，形成国

际压力。

今天晚上八点，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发起在中共驻纽约领事

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有一百余人参加了集会，由一个组织发起的活动达到

这样的规模，这在纽约也是不多见的。先后在集会上演讲和发言的有民主

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海外的中国民主党主席

王若望，民主正义党秘书长傅申奇，著名异议人士李靖泓、高光俊、张林，

以及华侨孙源等。与会者一致声讨中共顽固坚持专制立场，镇压浙江民主

党人的暴行。同时谴责中共当局对广州范一平的判决和即将对民主正义党

党员陈增祥的起诉。

徐水良说：中共没有法制观念，自己从来没有登记过，而中国民主党

尊重法制，申请登记注册，却遭到镇压。

中共应当向民主党人学习，学会尊重法制。八十多岁的王若望老先生

说：中共的镇压行动是他们心虚理亏的表现，是他们感到末日来临的恐慌。

傅申奇代表民主正义党表示：民主正义党是民主党人的坚强后盾，对中共

来说镇压是不会有出路的，只有主动开放党禁，进行民主改革，才能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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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减少罪孽，使中国避免灾难性的局面。徐水良并表示坚信：民主党是压

不垮的，中国冲破党禁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李靖泓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不

能幻想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最恶劣的中共政权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继

续革命是中国人民非走不可的道路。因此，改良主义者善良美好的愿望，

只是一种可爱的一厢情愿；中国仍然要走继续革命之道。集会上气氛热烈，

大家纷纷表达自己的愤慨和谴责，同时也表达对于民主党人的声援和支持。

最后，集会在口号声中结束。

徐水良：检验革命和改良的两个公式

中国当代的在野改良派对於政治方面的革命和改良持有下面两个公式：

革命＝夺权＝改朝换代＝暴力或战争＝专制

改良＝不夺权＝渐进＝非暴力或和平＝民主

事实上，这两个公式中的每一个等号都应该改为不等号。

以日本的政治变迁历史为例。日本的改良正是通过暴力、以激进的方

式夺权的历史。其过程有战争，而其结果所建立的，不是民主政制，而是

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全世界盟军的武

装力量，消灭了这个专制统治，日本方才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当代改良

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的改良，不但没有证明他们的公式，反而充当了证伪

的好例。

再看看其它国家的历史。德国希特勒的夺权为例。希特勒依靠非暴力

的和平改良上台，最终实现的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专政。菲律宾的

马科斯，甚至依靠民主选举上台，然後逐步地实行专制统治。

在人类的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改良。由於其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以追

求民主为目的，当然也就不会、也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了。

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的突变状态，是社会的全方位或某一方面的大更

新。它的达成既可以通过暴力，也可以通过非暴力。苏联和东欧的巨变，

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菲律宾马可仕的下台，也是如假包换的革命。有趣的

是，它们大多来自人民的非暴力行动，而且都建立了民主制度，尽管并非

十分完美。美国的独立战争和英国的光荣革命，也都建立了民主制度。然

而，前者通过武装斗争，而後者并不流血。

所有这些实例，证明上述两个公式的谬误。

革命和改良的主要区别，不在於它所使用的具体手段（是暴力？还是

非暴力？……），而在於它的总体道路，和变革的是否具有彻底性、全面

性。以下是叁点比较具体的区别。

一、革命是全面更新，改良仅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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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良是总体上的渐进道路，但可能包含局部的突变。革命是总体

上的突变道路，但必然包含许多局部的渐变。革命必然包含改良，因此，

它绝对不应排斥改良。只有改良派才坚决反对革命。

叁、此外，改良主要是统治者的权利。它往往可以得到最高权力及官

方的认可，而且采取又上而下的方式。而革命却主要是人民的权利。它往

往得不到最高权力及官方的认可，而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没有权力基

础的改良派凭空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只能落个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下场。

不是太可惜吗？

革命的权利也主要是全体人民的权利，其决定权属於人民。民运仅仅

拥有其中的一小部分。既然改良的权利属於统治者，由中共决定，而革命

的权利属於被统治者，由人民决定，那麽，中国究竟走什麽道路，只能由

两者共同来决定了。我们民运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中国

最後要走什麽道路，不但改良派不能单独加以决定，我们民运的革命派也

无法单独决定。

〔作者徐水良是中国民主党的海外发言人。〕

7月 26 日

中共释放五名异议人士仍有叁人遭到羁押

（北京二十六日美联电）香港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

中共公安今天释放五名异议人士，使得在最近一次大规模镇压行动中遭逮

捕的异议人士仍有叁人遭到羁押。

这个人权团体表示，祝正明获允从杭州一家旅馆返回家中，不过立即

遭到软禁，他被拘押在旅馆十六天。

祝正明是在中共逮捕和中国民主党相关的十二名异议人士行动中遭到

逮捕。另有九名异议人士因其它活动遭到逮捕。

这是中共近年来对异议人士规模最大的打压行动之一，此项行动在美

国总统克林顿结束九天中国大陆访问一周後展开。克林顿是中共一九八九

年天安门广场军事镇压民主运动後首位访问大陆的美国总统。

目前仍遭羁押的包括王有才和林辉，他们在上月克林顿抵达大陆访问

当天宣布他们正在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以挑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中

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中共公安已告诉王有才的妻子，要她为王有才

准备长期监禁的用品。

王有才和上周因鼓吹劳工权遭到逮捕的湖南工运活跃人士张善光，均

被中共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起诉。张善光遭逮捕时，正在筹画成立一个保

护工人权益团体。「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昨天聚会讨论是否发

表陈情书呼吁中共释放张善光时遭到公安逮捕的四名湖南异议人士｜金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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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刘海、李英之和宋歌，今天下午已获释。这个人权团体说，另两名异

议人士今天矢志，他们将就杭州公安拒绝他们举行示威游行，以要求中共

当局释放中国民主党筹备人员一事，提出申诉。

纽约「中国人权」组织今天证实了金继武等人被捕的消息，谴责中共

当局肆意强硬镇压工人维护权益的活动，并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张

善光，金继武，王有才等异议人士，「停止在人权上的恶化倒退」。

7月 29 日

杭州民运人士王培剑再度被捕

（北京二十九日美联电）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徐文立说，民运人士王培

剑因为奔走营救本月稍早遭逮捕的两位同志王有才与林辉，今天也被公安

人员逮捕。

王培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徐文立在北京表示，王培剑今天

在杭州一家印刷店影印资料时，遭到公安人员逮捕，他影印的资料据信与

两人的案情有关。这是王培剑本月第二次被捕，他在与同志发起组织中国

民主党向中共一党专政挑战时，也曾遭短暂逮捕。

他上次获释後，加入了一个法律後援会，营救仍遭扣留的中国民主党

创党人王有才与林辉。

截止本刊发稿时，从北京徐文立得知，王培剑仍处于羁押中. 杭州市

公安局一处强行从王有才家中拿走王培剑暂存的两个皮包.

论浙江中国民主党事件的伟大意义

(马不喑、王希哲)

送交者: 鉴湖文摘 于 July 28, 1998 21:26:55:

1998 年 6 月 25 日，中国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

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向媒体发布了《中国民

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由此揭开了中国民主运动向组党发

展的新的一页。

尽管对于海外民运而言，主张“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道路不

断有争论，但对于国内公开活动的反对派人士而言，“合法斗争”是唯一

的选择。

在中共承诺今秋即将正式签署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之际，浙江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对中共签署公约的诚意提出了严峻

的考验。基于对中共本质的深刻认识，人们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果不

出所料，7 月 10 日，中共当局开始了对中国民主党人士的大规模逮捕，

并试图冠以“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但全世界都能看见，中国民主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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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现行法律范围内，以公开的方式筹组反对党，怎能称之为“阴谋”？

至于“颠覆政府”，民主国家的反对党不都以“颠覆”现任政府为目的

吗？中共视政权为囊中私物，对它的一切挑战它都视之为＂敌对势力＂，

如此，正好强词夺理对反对者大肆迫害。

中国国内民主力量并没有因为中国民主党被镇压而退缩。中国民主党

筹建之初，有人把这一事件称作“浙江中国民主党事件”，但现在“浙江”

二字已经不能范围它的影响了．因为中共的镇压反而导致愈演愈烈的反弹，

其规模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中国大陆政治反对派空前的团结了起来，他

们上百人勇敢地站出来签名公开抗议，他们组织了支援中国民主党的法律

后援会；来自不同省份的数位法律工作者挺身而出，组成律师团准备为民

主党人士做无罪辩护；山东、浙江的一些异议人士已经开始了绝食抗议。

海外民运对待这一事件也达到了罕有的一致，百余位民运人士联署声明，

他们中很多人曾卷入“内斗”，在这里终于能够摈弃前嫌。除了道义上的

支持，他们正在采取实际行动配合国内的法律后援。

中国民主党事件发展至今仅一个月的时间，即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其伟大意义起码有三点：

一，半年多来，国内的民主运动，以所谓＂空中民主墙＂为标志，迅

速在二十几个省市形成了一个有机配合的，无组织形态的政治反对派阵

营．北京徐文立，山东牟传珩把这个政治反对运动据以发展的方针概括

为：＂广交友，缓结社＂．这与台湾当年的＂党外＂运动，颇为相似．这

个阵营有协调地发出反对的声音，已经在这次克林顿访华期间，显示出了

它的力量．他们推举出了徐文立作为政治代表要求克林顿会见．这期间，

西安捕人事件，更成了克江峰会后在电视上公开辩论的一个举世瞩目的焦

点．

民主运动已经向前跨进一大步了．怎样保住这一步的果实呢？浙江王

有才、王东海等选择了再向前跨进一步的办法．他们宣布筹备成立中国民

主党，要求注册．这就向中共统治最敏感的党禁，勇敢地发起了冲击．虽

然组党这件事有人批评似嫌＂冒进＂了一些（除非它是一个从事地下秘密

活动的革命党）．但也正因为浙江的这一次冲击，它把中共政府对民运的

压力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它便成了保护＂不结社＂形态政治反对力量继

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屏障．只要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朋友能在不最后破裂的前

提下，有理有利有节而又坚持不懈地为合法注册抗争下去，又能得到国内

外的声援，那么，在他们后面的＂缓结社＂的这个较温和的政治反对阵营

的安全，就比较地有保障了．

二，中共政府今年秋天就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暨政治权利公

约》．无论中共是否愿意和可能真正实行这个公约，它的签订，不可能不

在国际关系上和统治心理上对中共产生一定的束缚．理论上，中国人民的

言论、结社等自由将会得到国际法的保护．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运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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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人民真实的政治权利，决不是由法律产生

的．真实的法律，从来不过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追认．没有人民自己的奋

斗争取，再好的法律，哪怕是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到中国，也不会有任何实

际的意义．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朋友用他们要求组党注册的行动，来向中国

人民宣传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实践这个公约．他们的牺牲及其产生的影响，

为伟大的《联合国公民权利暨政治权利公约》来到中国，奠下了第一块基

石．

三，浙江中国民主党要求合法注册，这在今天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

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但它却为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农民组织独立农会，

知识分子组织独立学社，作出了一个具体示范．而这些独立的工会，农会，

学会，其今天成功的几率相对组党，则是要高得多的，而且更有紧迫性．

有人批评民运，认为他们似乎只关心少数人的政治活动，不关注工人

农民的疾苦．他们举了许多失业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遭遇及司法

的不公，要求民运为他们呼吁．我们当然应该为他们呼吁．但是我们要说，

哪怕民运十分强大了，对于数千万下岗工人和数亿农民来说，他们又能关

心几个人的疾苦？呼吁几个人的遭遇？民运不是救世主．他们没有义务也

没有能力自上而下为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布施雨露和阳光．劳苦的民众应

该自己关心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首先就需要有

自己独立的社团组织．否则他们始终只能是任人摆布的弱势群体．

＂关心民众疾苦＂，这甚至是中共可以容忍它们的一些报纸，电视作

的事情，但它不会容忍它们宣传民众自己组织起来，而这正是民运的任

务．民运是干什么的？就是向劳苦大众宣传自由结社是他们的天赋人权，

并率先向他们作出示范．因此，民运先驱为结社作出的牺牲，正是他们对

民众疾苦的最根本的关心．有人举例，中共的某些开明官员，据说如薄熙

来，习近平者也似乎很愿意关心下岗工人的疾苦，但同样，他们是绝不会

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平等地与他们对话的．因此，他们的所谓＂关心＂，

不过是自上而下的施舍，本质上，不过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关心，或曰善良

的奴隶主对驯顺的奴隶的关心罢了．

总之，一，他们屏障了不结社的反对派阵营；二，他们为联合国人

权公约来到中国奠基；三，他们为工人农民组织独立的工会、农会作出了

示范．这就是浙江中国民主党事件的伟大意义．它们的意义既然如此重大，

那么，我们海外声援的责任也就格外重大了．

中国民主党事件还在继续发展，我们将作我们能作的一切事情．

1998 年 7 月 26 日

原载：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8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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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奇：开放和继续封杀的利弊(公民论坛五十三)

自由亚洲电台广播稿 (1998.7)

亲爱的公民：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开放和继续封闭的利

弊》。

上个月，浙江的王有才等公开提出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

会，当局于七月十日大规模拘捕了有关人员。但民主党的二线人员继续活

动，国内外反弹强烈，接力绝食抗议，联名抗议信，给各国政府的照会，

海外街头抗议，海内外的法律后援会，国内申请游行示威等等。目前，现

在除了王有才和林辉还关押在看守所，其他人员已回到家中。

前些日子，湖南张善光等筹组《下岗工人权益保障委员会》，当局又

拘捕了张善光，接着又拘捕了金继武等四人，目前其他人员都释放了，只

有张善光还继续被关押。这一类的活动把开放还是继续封杀这样一个很具

体的问题放到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面前。中共最高决策层将如何抉择呢？

开放和继续封杀的利弊如何呢？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要将利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一个是对执政党

的利和弊，一个是对整个社会的利和弊。中共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还是

不得不搞宪法和法律。他们不得不签署了联合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国际

公约》，还要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的经济已经多

元化，公民社会日益成长起来，专制统治的基础已经大大削弱。所以，从

大的方面来讲，公民社团、政党政治是必然的趋势，最终是封杀不了的。

开放是早晚的事，或者是主动开放，或者是被动开放，或者是崩溃后形成

开放格局。依我之见，对中共来说，开放比继续封杀好，早开放比晚开放

好。

在目前情况下，继续封杀也许还能局部奏效，但要彻底封杀，已无能

为力，要不顾一切地恐怖镇压，其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将导致国际环境的

恶化，导致国内矛盾的激化。将导致政治革命。在我看来，不断局部小规

模封杀，是无法彻底封杀的，相反会不断削弱中共的地位和权威，使反对

派力量日益强大，到了那一天被迫开放时，中共的执政地位就难保了。如

果血腥封杀，则会导致崩溃。所以继续封杀对中共弊大于利这是显而易见

的。而按照法制规范开放的话，不同声音、独立组织有了公开的空间，中

共也许很不习惯。但在法制轨道上的竞争中，中共还有机会控制大局，维

持执政地位。因此，对中共而言，逐步开放是利大于弊的，是理智的选择。

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人担心开放会引起社会动乱，这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开放了党禁和实行结社自由，只会使各种社会矛盾缓解，各种社会利

益集团会正常地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矛盾的焦点不会再集中在执政党

身上，比如，工人和企业主的冲突就不会引伸到执政党头上。而中共如果

继续封杀，不允许如何政治力量的存在，而中共又不可能解决下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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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那么焦点就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政治党身

上。可以这么说，中共正在酝酿和制造着社会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局面。现

在大家都有一种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危机感。一旦动荡起来，社

会会失控，人民将会蒙受巨大苦难。如果政治开放，还政于民，也会有政

治风波，也会有局部震荡。但有了各种政治组织和公民团体存在，社会就

不致于完全失控，不会发生大的混乱。

因此，对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来说，开放是最好的一种前途。社会

的平稳发展，社会矛盾通过法制的程序来解决，比通过动荡来解决要好，

这是不言自明的。民众需要施加压力，中共需要明智地作出抉择，这是两

个方面，缺一不可。但愿这两方面都恰到好处。

7月 30 日

十六省市，七十二名中国公民

再致江泽民主席、朱熔基总理的公开信(全文)

继浙江公安当局“７.１０”大肆拘捕持不同政见者之后，湖南公安

当局又于近日连续拘押、传唤了张善光、金纪武、张帆、宋戈、李华明等

五位人士。拘押张善光的原因仅仅是他征集了近四百名工人签名，申请成

立“下岗工人权益保障会”和“反腐败协会”；随后，金纪武与其他人士

酝酿申请成立“公民权益保障协会”并积极求助张善光，而遭传唤和监视

居住。七月二十七日，湖南三十五名公民对此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我们表

示坚决地支持。

众所周知，下岗工人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直接的受害者，而政治

专制、官吏腐败又使他们的境遇雪上加霜。广大工人组织起来和平理性的

维护切身利益，是合理合法的，本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政府的支持，但是

他们的遭遇竟是如此令人痛心疾首。

湖南和浙江事件绝非偶然和孤立的。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发生当局侵

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在山西的李庆喜、陕西的赵常青、四川的李必丰、广

东的范一平、贵州的四诗人事件，他们都是因和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而遭到当局残酷迫害的。这不能不令我们对政府改

善人权的承诺深感失望。这一系列事件严重违反了我国宪法，践踏了公民

的基本人权，也违背了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

际公约］和即将签署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专制腐败、执法犯法是目前我国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因

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政府立即纠正这些践踏人权的行径，释放所有因行

使言论权、结社权而遭关押的公民，切实保障公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

权利，兑现政府对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

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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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排名不分先后）

（发起人）：

陕西 马晓明 王仲陵 汤致平 付 升 杨 海 张鉴康 高军生

（联署人）：

四川 刘贤斌 欧阳懿 杨 伟 文 强 候多蜀 佘万宝 覃礼尚

浙江 毛国良 王陪剑 吴高兴 程 凡 毛奇峰 王荣清 毛庆祥

吴 闯 胡贤焕 郑玉林 俞铁龙

山东 牟传珩 谢万军 刘连军 燕 鹏 牟孝柏 李谢林 江福贤

刘清平 张名山 王新德 官 宏 薛超青

辽宁 王泽臣 王文江 田晓明 张友崧 刘建平 李景堂 王德丰

湖北 陆中明 秦永敏

上海 张汝隽 李国涛

北京 任畹町 徐文立 周国强 何德普 马 强 杨 靖 沙浴光

高 峰 高洪民

吉林 冷万宝 唐元隽 安福兴

河南 王冰

安徽 王洪学

江苏 樊百华

福建 林信舒 陈依斌 陈鼎铭 陈 辉 张坚良 林 晓

广东 刘抗修

重庆 邓焕武 何 兵

甘肃 李大伟

共十六省市，七十二名中国公民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国律师“中国民主党事件”法律后援五点声明

一、为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使公民政治自由不受侵犯，律师部分

代表自发组成“法律后援”，义务为浙江王有才、王东海等因涉及申请建

立“中国民主党”而被拘押的所有异议人士辩护，执行律师职务。

二、王有才、王东海等人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行为，开当代中

国创建政治多元化的先河，他们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敢于冲破党禁的第一

人，在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事件。

三、王有才、王东海等人申请建党是依据宪法，并履行法定程序的合

法行为，也是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禁止组建政党的

法律及其条款，刑法更无组建政党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不禁止可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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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浙江公安当局滥用行政权力，破坏了国家法制建设，侵害了公民

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必须予以法律追究，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五、立即释放王有才等涉及建党案的所有人员。我们将密切关注此案

的进展，并随时向世人告知。

中国律师界浙江建党案法律后援

起草人：王文江 联署人：周国强，张鉴康

王文江宅电：（０４１２）６４２１２８７８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后援会联络人：徐文立 （10-63517814 北京）

7月 31 日

杭州木山文印社非法举报客户，义士王培剑被公安逮捕

[小参考 1998 年 7 月 29 日 上午 10:30 北京消息]接来自杭州的

消息, 浙江 "中国民主党事件" 组党申请案法律后援的律师及组织者王培

剑先生, 今日上午 9 时许去杭州一家复印社复印材料, 竟然被复印社店

主非法扣留, 店主并去报警, 王培剑先生现在仍在被扣押中, 对这一商家

店主配合情治机关迫害 "中国民主党事件"政治案件后援律师的行经, 希

望国内外公正舆论高度关注. (王培剑 BP: 0571-126 呼 2067280)

我们查清该复印社的店名和店主情况如下：

店名: 木山文印社

店主: 孙木山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路 229-2 号

王培剑 ( "中国民主党事件" 法律后援浙江负责人) 简介：

王培剑, 男, 1972 年 2 月出生, 浙江宁海人.

1996 年于北京大学法律本科毕业, 8 月 5 日分配至浙江省女子监狱,

98 年 1 月辞职, 3 月到天册律师所. 1998 年 1 月与其他几个朋友一起

组织一个开放性的学习团体 -- 杭州三联读书会. 因此事 3 月 30 日到

4 月 8 日被杭州国安局无端羁押, 长达 8 天 4 小时, 并被迫于 4 月底

离开律师所. 1998 年 5 - 6 月与诸朋友一起成功举办了两次读书沙龙活

动, 三联读书会会刊 <读书人> 第一期与 98 年 6 月出版. "中国民主党

事件" 后, 为援救王有才等人不得已走向前台, 为此事聘请律师, 呼吁呐

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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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断民运生机中共扣留王有才的律师四十八小时

（香港叁十一日电）为了截断民运人士的生机，中共拘捕筹组中国民

主党的异议人士王有才的辩护律师王培剑。虽然王培剑已在今天上午获释，

但公安单位仍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宣布对对其进行「监视居住」。

据位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披露，六月二十五日，居住在浙

江省杭州市的八九民运领袖之一的王有才等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後，中共

公安便下令杭州所有的影印店不得影印与该党有关的文件。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王培剑到杭州一家名为木山文印社影印王有才的

辩护资料时，店主竟将他扣留并报警。公安将王培剑带走，并拘留了四十

八小时。

王培剑为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现任王有才的律师。据称，王有才

与另外一位被捕的林辉很可能会在近日被中共以「危害国家安全」及「颠

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正式逮捕及起诉。在此同时，王有才的太太要求

与王见面，公安也是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让他们夫妻俩人

见面。

以斩草除根方式对付民主运动的中共当局，也以「危害国家安全」为

由，在本周拒绝了辩护律师与青岛民运人士陈增祥见面，公安所持的理由

是危害国家安全并涉及机密。陈增祥因涉及成立另一地下党｜中国民主正

义党，而於今年五月被捕。

另外，七月二十一日被中共以「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为名判处叁年

徒刑的广州异议人士范一平，已於叁十日正式向广东省高级法院上诉。范

一平是因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时，将联络偷渡「蛇头」的方式告知王希哲，

而被中共当局罗织此项罪名。

1998 年 8 月

8 月 1 日

中国民主党就印尼排华暴力事件的声明

中国民主党强烈关注最近在印尼发生的排华暴力事件．对印尼华人的

悲惨遭遇，我们感到震惊，悲伤和忧虑．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奸，是文明社

会不能允许的．我们强烈谴责印尼苏哈托专制独裁势力及反华势力震惊世

界的暴行．对印尼哈比比新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深表不满．我们呼吁国际

社会迅速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反人类暴行．我们要

求海峡两岸政府，改变先前软弱或漠视态度，以强有力的方式，与印尼政

府交涉，确保印尼华人的生命财产及各种权益．我们希望海外民主力量继

续以适当的方式，介入此一事件．中国民主党与海内外中国人民，将坚定

地与我们印尼的华人同胞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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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 于杭州

8 月 3 日

王希哲致“六四”王丹、柴玲等学运领袖们的一封公开信

王丹、柴玲、刘刚、封从德、吾尔开希、李录、王超华、周封锁、熊

炎等同学们：

王有才不是你们团队中的一员吗？他不是曾与你们一起戴着头标，捱

着饥肠，坐在纪念碑前，面迎着六月的血雨腥风的战友的一员吗？现在他

为组织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而被捕了，面临着共产党政府以“颠覆

政府罪”将其再次课以重刑的危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见不到你们为他

们作出了多少积极的声援呢？

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筹备会，按他们的说法，是当代中国民运“老中青”

三结合的典范．它不但包括了一九七九年民主墙的老战士，更包括了“六

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英雄以及刚毕业和尚在校的青年大学生．但是我们

看到，作为它的旗手的却是王有才．他真是“六四人”的骄傲．一九八九

年广场数十万青年的热血至今奔腾在他的血管里，没有冷却下去．可歌可

泣呵！我们看看那篇《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宣言》写得何等好，

我相信这必出王有才的手笔．文章煌煌在此，中共政府要对王有才莫须有，

何能得逞！

但是同学们，对于王有才的入狱和服刑的危险，除了王丹、刘刚等稍

事呼吁了一下外，你们能不能再做一些更积极，更实际的后续声援工作

呢？你们流亡在外是你们的悲哀，但你们又比王有才们幸运．你们大多已

在名校毕业，高有学位．你们不少人在搞基金会，在作大生意，在挣厚工

资．我怎么就没有听到你们中间发出一点声音，愿意为王有才和浙江中国

民主党案即将（甚至已经）与中共政府之间展开的法律战，募一点资金，

为他们的法律后援会，提供一点经济上的支援呢？“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这是你们的义务呀！

窃闻你们中有人说：“王有才太冒进了．现在还不是组党的时机”

这不必辩论．也许他们是“冒进”了．但一九八九年的民运就不冒进

了吗？“六四”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就不冒进了吗？每一波海浪扑打在礁石

上都是冒进的，因为它终于被礁石粉碎了，退回去了．但是，我们看着吧，

礁石终于是要被海浪打翻的．

同学们，我向你们鞠躬！

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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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异议人士王有才之妻致函江泽民

（记者张苑香香港叁日电）大陆异议人士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今天透

过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致函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希望江泽民下令

浙江公安对王有才秉公执法，释放王有才。

王有才六月二十五日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七月十日被公安带走，

指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对他进行「刑事拘留」。

按照大陆的刑事诉讼法，「刑事拘留」不可以超过叁十天，至今天为

止王有才已被拘留二十叁天，大陆公安本周内必须决定正式起诉王有才或

者释放他。

大陆异议人士向江泽民表示愿为民主坐牢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日专电）中国大陆二十叁名异议人士二日联名发

表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公开信，表示如果王有才、林辉与张善光叁位

民运人士被判刑，他们愿意为民主而陪同坐牢。

公开信指出，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之後不到一个月，就有超过

二十名异议人士被中共当局拘捕，至今仍有王有才、林辉及张善光等叁人

在押。

这二十叁名异议人士要求中共当局，在宣扬法制的今天应确实保证公

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立即释放叁名被拘押

者。

他们并警告，如果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关押及审判王有

才、林辉与张善光，他们愿意为民主而陪同坐牢。

王有才与林辉是浙江省异议人士，於七月中旬因宣布筹组「中国民主

党」而被捕。湖南省的张善光则是因筹组「保护下岗工人权益会」遭拘押。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此一公开

信是由曾经被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程凡发起。参与签署者包括林信舒、

任畹町、朱锐、徐文立、周国强、钱玉民、金橙、高峰、秦永敏、杨海、

傅全、汤致平、黎小龙、梁辛、张帆、胡卓毅、谭基石、何冰、何建其、

郑焕武、樊百华与毛国良。

该中心另披露，杭州异议人士余铁龙与余元洪两人从八月一日开始发

起签名运动，准备徵集大陆各界人士一万人签名，要求法院重新审判前北

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并以电视立即实况转播审判过程。余元洪表示，中共

是基於政治考虑，仅判处陈希同十六年徒刑，不仅让大陆人民感到法律面

前高官与平民并不平等，同时也让他们丢失对中共当局「反腐败」的信心。

中共之所以不敢公开审判陈希同是害怕其奢靡的生活细节公布後，会

令大陆人民对共产党彻底失去信心。该中心表示，陈希同涉案的总金额高

达十亿人民币。他曾花费公帑二千万人民币在怀柔县建一栋与情妇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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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室内陈设极为豪华，连抽水马桶上的把手也是镀金的。卧房内更挂

着陈希同与情妇和真人一样大小的裸照。

余铁龙与余元洪两人是父子，都是中医师，曾多次参与联名发表公开

信活动。

8 月 5 日

海内外民运将联手冲破党禁、加速大陆民主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表示，该党结合了十八个海外民

运团体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将和中国大陆内部异议人士

共同冲破党禁、致力中国民主运动。

「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表示，成立後援会已获得各民运团

体的热烈回应，主要是希望藉由後援会的成立，将海内外民运人士团结起

来，初步所达成的叁点共识分别是：一、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二、

後援会以现有各民运组织为基础，欢迎各界人士和组织参加；叁、後援会

是临时性的组合形式，由各组织委派联络人及若干个人组成磋商小组来协

调各种後援工作。

徐水良指出，目前表示愿意参与「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的团体，

包括民联阵总部连同世界各地卅六个分支部、中国和平、中国民主党、中

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之春、北京之春、中国之春欧洲

分社、联合阵线报、中国之春运动欧亚联盟、香港中国民主促进社、香港

中国之春运动社、民主中国阵线、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

自由民主党、中国民权党、人权之声全国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民联阵自民

党以及中国民主正义党。

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等人今年六月廿五日在美国总统柯林顿访问中国

大陆期间，大陆公开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是大陆政治反对派第一次

在国内公开组党的尝试，并正式向当局申请登记，但遭到中共强力镇压，

先後已有十二人被拘捕讯问，现在仍有王有才与林辉两人在押。(驻纽约

特派记者阮玫芬专电)

李庆喜资助浙江民主党案蒙难者给徐文立的信

徐文立先生：

我对浙江民主党事件的蒙难者是十分关注的,我虽身居困境，但

也要出资二百元，资助打这场“官司”以维护人类的尊严，在《世界人权

宣言》诞生五十周年之际，为了捍卫民主人权事业，这场“官司”一定要

打，我坚决支持！如果需要，我愿倾家荡产。

团结就是力量。我很高兴能和多年来从事民主人权事业的老先辈，

老师们，先生们一起站在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下，努力工作，共同推动

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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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李庆喜

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２００元人民币同时寄出

８６－３５２－４０２４５４７

拟转林辉家属，林辉家似较困难

祖棉先生：

李庆喜是一位下岗工人，且为宣传组织独立工会，被非法判劳教一年，

在家执行．他的困难可以想象．现将他汇款转寄你们，以解一时之难．

徐文立 匆匆 8.1

8 月 6 日

冲击党禁：中国各地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联系越来越频繁

最近浙江一些异议人士因成立「中国民主党」而被捕以后,政治反对

人士誓言要跟当局展开一场法律大战。令人关注的是,前往助战的不仅有

浙江当地律师,还有很多来自其他省市的法律界和民运人士。近年来,中国

各地的异议人士联系日益频繁,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各地往往采取协调一致

的行动。正是这种现象引起了当局的高度警惕。 据香港英文的「南华早

报」援引安全部门一位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北京对跟「中国民主党」有

关的民运圈子越来越大感到高度关切。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警察已经把其

中一些有关人士扣押起来,并对另一些人进行严密监视。这位知情人士还

透露,当局认为,上海、武汉和重庆一些知识界人士也有意参加「中国民主

党」,如果不加以限制,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可能不久就会形成。

中国当局加强监视异议人士

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说,最近几次大的政治反对派发起的联合行动往

往都有一百多位来自不同省市的人参加。此外,在异议人士内部,各地人士

也开始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秦永敏说,他也注意到当局最近加强了对他们

的监视和控制。

另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安当局的情报表示,「中国民主党」正在考

虑请一位知名异议人士出任党主席。当局最近加强了对一些比较有名的异

议人士的监视,此外对流亡国外的人回国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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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异议人士林辉的父亲被公安拘留

（记者黄矿春纽约五日专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五日披

露，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被捕的浙江异议人士林辉的父亲林祖棉五

日被公安当局传讯，但至六日凌晨尚未获释。

该中心在传抵纽约的一份新闻中说，公安当局扣留林祖棉已超过二十

个小时，可能是想逼他放弃寻找律师为儿子辩护。

该中心批评说，公安当局也在辽宁阻止律师去浙江为林辉辩护。这些

行为极其严重地践踏大陆最基本的法律制度。

鉴於林辉可能被控刑事罪，其父亲四处奔走为儿子找律师。但浙江地

区的律师都接到公安指示不敢出面为林辉辩护。林祖棉於是在八月二日与

辽宁鞍山的刘建平律师联络，刘建平也慨然应允。

但鞍山司法局负责人於八月四日找刘健平谈话，告诫他不要接此一官

司未果，竟恼羞成怒的表示，不为他签发任何证明。

由於没有司法局的证明文件，刘健平无法为林辉辩护，林祖棉於是又

开始寻求其他辩护律师，却於五日上午六时被浙江泰州山门县公安传讯。

大陆异议人士申请将在长沙及杭州游行

（台北六日电）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中心透露，大陆异议人士准备

总动员上街，今天已向中共官方申请，拟於八月十二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和

浙江省杭州市游行，声援被捕的民运人士王有才、林辉和张善光。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中心发布消息称，在王有才、林辉和张善光即将

被中共起诉前，大陆异议人士已开始动员，向长沙和杭州公安局申请游行，

如果申请不被批准，届时仍可能强行上街。

消息说，涉及大陆一九七九年民主墙事件的异议人士王荣清、毛庆祥、

李□安、吴闯、沈建民，今天下午三时向杭州市公安局提出申请。

他们预定於十二日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半，沿杭州市五一广场、延安路、

解放路游行，再到市政府前进行静坐，参加人数预计五十人。

大陆湖南省异议人士刘建安、胡卓毅及谢长发等三人，今天上午十时

向长沙市公安局申请，预定十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从长沙市湖南省

政府，沿湘江大桥，到中南工业大学。

消息说，异议人士游行的目的是要敦促中共，释放王有才、林辉和张

善光等三人。

消息还指出，林辉的父亲林祖棉於八月五日上午被公安扣留，今天上

午九时获释返家。

人权中心指出，预计在未来数天，将会有更多异议人士申请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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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

杭州王有才因要求注册登记“中国民主党”遭正式逮捕

（纽约八日电）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因筹组「中

国民主党」的杭州市异议人士王有才，上月遭大陆公安「刑事拘留」，到

今天杭州市公安局第五处公安才致电告知王的妻子胡江霞，王有才因「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

王有才於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访问大陆当天，宣布筹组「中国民主

党」，其後於七月十日被中共公安「刑事拘留」，今天被公安正式逮捕，

移交检察院起诉。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卢四清不乐观地表示，由於中共正式逮捕後，

从未有异见者幸免被判刑，所以王有才肯定会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罪名判刑。

他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一项严重罪行，情节轻者可处以五年

以下徒刑，情况严重可判处五年以上直到终身监禁。王丹和魏京生分别因

「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十一年及十四年有期徒刑。

三十二岁的王有才，在一九八九年被中共通缉的二十一名大陆学生

领袖中，排名第十五，八九年「六四」後被判刑三年；他原在杭州某公司

工作，今年初才辞工在家。

浙江异议人士林辉获释

（记者黄矿春纽约七日专电）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被捕的大陆

浙江异议人士林辉，於六日晚获释返家，并透露中共当局将起诉另一名被

捕的组党发起人王有才。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林辉於七

月十五日被捕後一直关押在浙江省黄岩县看守所。在获释之前公安人员告

诉他，当局将会起诉王有才。

此外，王有才的太太胡江霞在向公安当局查询时，得到答覆称王有才

的事已有结果，过几天会正式通知她。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迹象显示中共当局将以「组织颠覆国

家政权」罪控诉王有才。如果罪名成立，王有才最少将被处十年有期徒刑。

该中心另透露，因申请成立「保护下岗工人权益会」被捕的湖南异议

人士张善光目前仍被羁押在怀化县看守所，也没有获释的迹象。

目前大陆各地异议人士已分两批向杭州及长沙公安局申请游行许可。

一旦王有才被起诉，他们将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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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运请愿要求释放王有才，浙江省五十三人拍案而起

（记者张苑香香港九日电）香港四个民运组织多名成员今天中午到新

华社香港分社请愿，要求释放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

请愿人士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门外举起标语，高呼口号，最後把请愿

信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门外，然後离去。

王有才今年三十二岁，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遭政府通缉的二十一

名学生领袖之一。他在六月二十五日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七月十日

被公安「刑事拘留」，昨天被公安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

一般相信，王有才将难逃被判刑的命运。

浙江省五十三名异议人士要求释放王有才

（记者张苑香香港九日电）大陆浙江省五十三名异议人士昨天透过香

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致杭州公安局的公开信，强烈要求释放王

有才。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杭州公安局在八月八日下午

三时正式宣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王有才，六个小时後，浙

江省五十三名异议人士完成联署行动。

他们在公开信中表示，王有才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结社自由权利，倡导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改革行为，根本无从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之罪，异议人士对杭州公安逮捕王有才的行为表示极感愤慨，要求立即释

放王有才，以维护宪法的尊严。

王有才今年三十二岁，他在六月二十五日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

七月十日被公安「刑事拘留」，昨天遭「正式逮捕」。一般相信，王有才

将难逃被判刑的命运。

杭州民运人士要求游行申请书(原文)

杭州市公安局治安处：

为王有才、林辉继续被贵局拘押事。

另为湖南人士张善光被拘押事。

我们认为王有才、林辉等人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政府登记注册，

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是符合现行宪法的，他们的公开行为是合

理，也是中国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可是为此事他们自七月十日以来一

直被公安部门拘押，政府虽络续释放了为此事被捕的大多数人，但王有才、

林辉至今仍被拘押，另外，湖南人士张善光因组织独立工会而遭拘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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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此深表不安，为了敦促政府尽快释放王有才、林辉、张善光，我们特

向贵局申请游行抗议。

一、游行目的：尽快释放王有才、林辉、张善光。

二、游行方式：游行、静坐。

三、游行标语：组党无罪、结社无罪。

四、游行口号：1、立即无罪释放王有才、林辉、张善光。

2、组党无罪、结社无罪。

3、反对非法拘禁，健全民主法制。

4、依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五、游行人数：约五十人。

六、游行车辆：自行车约十辆。

七、游行音响：电声喇叭一只。

八、游行时间：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左 2:30-5:30。

九、游行地点：集合地点武林广场。

解散地点：杭州市政府大门前。

十、游行路线：拟定武林广场-延安路-解放路-建国路-体育场路-市

府

十一、游行负责人：(按姓氏笔画顺序)：李锡安、毛庆祥、沈建民、

吴闯、王荣清。

以上事项敬请杭州市公安局审查批准，届时还请派人维持秩序。

送稿人：李锡安、吴闯。

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

8月 10 日

大陆异议人士群起抗议公安非法逮捕合法组党的王有才

（记者黄贞贞纽约九日专电）大陆异议人士王有才被捕的消息今天继

续引发民运团体的强烈抗议。大陆二十一个省市异议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

谴责公安部门正式逮捕王有才，北京知名异议人士徐立文将组团前往杭州

旁听王有才审判会。

「中国人权」今天表示，王有才被杭州公安部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罪名逮捕後，大陆各地的异议人士迅速串连，九十一名来自二十一个

省市的异议人士，签署发表一封名为「我们的抗议」的公开信，其中包括

林牧、任畹町、江棋生、杨海等人。

他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捕的王有才，及为

维护工人权益在湖南筹建社团而被捕的张善光，并保证他们行使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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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强调，王、张两人的行动是和平而非暴力，符合中国大陆的法律，世

界人权公约，理应依法得到保护。

公开信并指出，王有才与张善光所为是推动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实

现民主政治的必要一步，也是为了大陆所面临难以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下岗工人、贪污腐败、执法部门罔顾法纪、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在北京

当局表明将尊重人权的立场後，尤其不应逮捕王、张二人。

这些誓言作王有才与张善光後盾的异议人士除了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

放王、张二人，并要求在释放他们之前，保证律师可以与他们会面，维护

他们的权益，并保证国内和国际社会可以了解关注他们的案件。

另外，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抵纽约的消息，徐立文

对於王有才依大陆现行法律筹组社团被捕极为愤慨，他批评中共的行动是

「无法无天」，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从未依据相关法律办理注册登记。

这位活跃的民运人士表示，他将在王有才被审判期间前往杭州为他打

气，并将号召大陆其它异议人士齐集杭州，届时不排除发动大规模的示威

游行，如果因此而被捕坐牢，他无怨无悔。

王有才是於六月二十五日克林顿总统访问大陆当天宣布筹组「中国民

主党」，七月十日被公安「刑事拘留」，八月七日被正式逮捕并移交检察

院起诉。由於过去异议人士被逮捕後悉数都被判刑入狱，王有才恐怕难以

幸免。

王有才被捕的消息传出後，浙江省五十三名异议人士，包括八月六日

才被释放的林辉，和还在「监视居住」中的王东海等人，昨天委托「中国

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给杭州公安局的公开信，强烈要求立即释放王有

才。

依据中国大陆的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一项严重的罪行，情

节轻者可以处五年以下徒刑，严重者五年以上甚至终身监禁。

三十二岁的王有才曾参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运，在二十一名被通缉

的学生领袖中，排名第十五，「六四」之後被判刑三年，他原在杭州某私

人公司上班，今年初辞职在家。

大陆异议人士要求对“中国民主党事件”进行公开审判

（北京十日法新电）大陆异议人士今天呼吁有关当局对试图登记成立

反对党而遭中共以企图颠覆罪名予以拘捕的王有才，举行公开审判。

资深异议人士徐文立呼吁所有异议人士在王有才受审当天齐聚杭州市，

进入法庭听审，藉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据王有才的家人八日说，王有才已正式被捕，而此前他遭公安监禁已

经有一个月之久。中共将在起诉他之後才会宣布审判日期。

六月初，王有才结合另外两名异议人士王东海与林辉，正式申请成立

「中国民主党」。

这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首次面临一党执政受到挑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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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在声明中指出，连中共都「从未正式向当局登记」，而理论上

中共宪法是保障结社自由的，因此逮捕一个尊重宪法的忠诚公民，其实是

蔑视法律的行为。

在海外与香港的四个异议团体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北京公审王有才

案，并应准许外国律师为王有才辩护，他们指出，为王有才案说项者均受

到公安的骚扰。

「民主中国联盟」、「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之春」以及「中国

香港民主进步委员会」等组织，纷纷要求联合国派遣观察员参加公审会。

虽然中共保证司法制度将更加透明化，七月间对前北京市长陈希同涉

嫌贪渎案的审判工作却一直在秘密中进行，直到最後才公开宣布判处他十

六年有期徒刑。

徐文立准备赴杭州参加王有才先申请组党案被审旁听的声明

王有才先生八月七日被浙江警方正式逮捕，准备提起公诉。显然，浙

江警方蓄意在杭州制造一起中国大陆本世纪末最大的政治迫害案件，这使

人不由得想起，本世纪初发生在上海的章太炎先生、邹容先生的苏报案。

据说王有才先生被逮捕的罪名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也

就是说，王有才先生等人依据中国现行宪法、社团登记条件和中国政府已

签署的和准备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光明正大地向浙江省民政当局

申请组党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来就没有依

法向有关当局注册登记，在这一点上不守法、常违法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届

负责人是不是更应该受到如王有才先生的同等待遇。

依法行事者有罪，藐视法律的独行者却无错，天理何在？！

看来，王有才先生组党申请一案的审理太值得国人关切注目了，故而，

本人准备王有才先生被审之时，自愿在他的侧旁。

每个公民不论地属，凡中国公民都有权参加王胡才先生组党申请案的

旁听，我希望各地的朋友也和我一起，赴杭州参加本世纪末最大的政治案

判的旁听。

若因此，本人遭有关当局阻挠，直至被捕，与王有才先生同入牢狱，

本人也在所不惜。

（一九九八年八月九日）

8月 11 日

大陆 136 异议人士致函江泽民要求释放合法组党的王有才

（记者黄贞贞纽约九日专电）大陆著名异议人士王有才被中共公安逮

捕後，大陆全国二十一个省市一百三十六名异议人士，今天透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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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民运信息中心」致函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及总理朱□基，要求立即释放

王有才。

包括计画前往杭州旁听王有才审判会的北京异议人士徐立文、浙江王

东海、程凡、湖北秦永敏等人，在公开信中首先对浙江公安以「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王有才表达极度愤怒。

他们表示，北京政府承诺在今年秋天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显示北京政府愿意接受国际社会的人权普遍原则，但是浙

江警方不顾王有才是依照大陆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申请筹设「中国民

主党」，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的强烈抗议。

大陆民运人士强烈要求大陆当局责成浙江有关当局立即无罪释放王有

才，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容剥夺和侵犯。

另外，八月六日长沙异议人士谢长发、胡卓毅、刘建安等三人代表四

十多名异议人士申请游行，要求释放王有才及湖南因成立「保护下岗工人

权益会」而被捕的张善光，未获公安部门批准。谢长发表示，将会再次向

长沙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关于为国内“中国民主党事件”受迫害者募捐的公开

最近，一些中国公民因向有关当局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而被

当局拘禁，我们做为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对此表示关注。

结社自由，这是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五十

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个公开的，独立于执政党的，依法行

事的政党，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而当局逮捕

依法行事的中国民主党人士，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是对当局本身做

出的“改善人权，增进民主”承诺的嘲弄。

据悉，国内有关人士正在筹组律师团，准备依据法律为被逮捕的中国

民主党人士进行法律辩护。我们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对中国民主党依照法律组党的行为表示支

持和钦佩，并愿在经济上对被捕人士的法律辩护予以支持。我们将每人捐

献美金一百元，作为对被捕的中国民主党人及其他政治犯的法律辩护及其

家属生活所需的必要的经济援助。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愿做为此公开信的签署人，提供您的中文姓名、联络电话并捐

献美金一百元，请到如下网页登记：< http://www.cdp.org/710 >。如果

您有什么问题或建议，请在网页上留言或与直接我们联系（地址及电话均

在网页上）。

谢谢！

陈师众、陈兴宇、刘继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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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因行使组党结社合法权益而面临公诉民运朋友的法律意见书

送交者: 1998 年 8 月 10 日 于 August 10, 1998 18:35:18:

组党结社是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不仅受国际人权法保

护，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任何个人、组织和权力机关都无权非法剥夺，

否则不仅是对国际法的蔑视，也是对我国宪法秩序的践踏，同时又是向人

民集合意志的挑战。

在我国一党专政条件下，共产党人始终不允许人民享有独立组党结社

的合法权利，坚持打击政治异已，独揽公检法大权，不仅成为指控异见人

士反对自已便有罪的当事人，而且执掌侦察权，充当公诉人，主导审判活

动，集控罪、定罪、罚罪职能于一党领导之下，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司法

独立和审判公正的法制原则，而且直接违背了在程序上确保审理公正的法

律回避制度。

而今浙江的异议人士王有才和山东的陈增祥，都因行使结社权而被公

安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转捕，并且都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

律师介入，将面对不公审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

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

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

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

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

公正处理案件的。”

依据回避制度的立法精神和上述法律规定，我做为 88 年正式考取国

家律师资格，而因参加“民主墙运动”被剥夺执业权利至今的民主派人士，

仍有责任向面对审判不公的民运朋友提供以下法律意见：

一切因不同政见组党结社而面临法律追究的人士，有权要求执法人员

首先说明自已的政治面貌，并有权要求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共产党员执法

人员依法回避（因为共产党人受自已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组织纪律等

左右，不可能不影响对反对一党专权的政治反对派的公正审理）。公检法

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必须依法做出决定，并允许当事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申请复议一次。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独

立和审判不公的问题，但是当事人可以借助现行法律，进行有理有据的斗

争。特别是作为表明一种政治姿态的象征意义，将会对推动司法变革产生

深远影响。

如果共产党人真要维护司法公正，带头执法守法的话，其党员执法人

员就应在审理与已党有利害关系的政治案件时，按照法律要求自行回避。

牟传珩

1998 年 8 月 10 日



65

摘自《北美自由论坛》：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3189.html

林辉获释：中国律师的权利及职业没有保障,辩护须党批准

VOA report:CHINESE DISSIDENT CANNOT HIRE LAWYER

August 9, 1998 (王泽报道)

**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林辉获得释放**

上个月被捕的林辉,上星期四晚上回到了浙江宁波附近的泰州市黄岩

县的家中。林辉和杭州的王有才等人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向当局申

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当局不仅驳回申请,而且拘捕了与计划成立「中国

民主党」有关的十几位人士。一些人陆续获释,有的受到"监视居住"。在

林辉出狱后,王有才成为唯一因「中国民主党」一案而被关押的人士。

在林辉获释前,他的父亲林祖绵曾被警方带走。警方表示,林辉是"可

以教育好的",希望林祖绵管教儿子,"不要走歪路"。林祖绵对《美国之音》

表示,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希望一家人能够"好好生活"。林辉获释后说:"

我觉得呆在里面,也没有很大的好处,能出来的话,尽量出来。"林辉说,"出

来"后,他要上班工作,多读读书,鉴于中国现实,对"敏感的政治活动",他在

现阶段要"稍微注意"。不过,他说,他会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信仰。去年

大学毕业的林辉目前在一家工厂的办公室里工作。他还写过一些作品,是

宁波作家协会成员。

**中国律师的权利及职业没有保障,辩护须党批准**

在林辉获释放以前,父亲林祖绵曾经为他聘请律师。辽宁鞍山的律师

刘建平愿意受理此案。但是,8 月 4 号,当地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的负责人找

刘建平谈话,不许他前往浙江为林辉辩护。刘建平说,当时就提出了质问。

律师管理处长说"他是处长,我说,如果处长能够找到一条法律,证明这样的

案子不能辩护,林辉这样的人不能获得辩护,或者我作为律师对这样的案子

不能行使辩护权利,那么我才能放弃这次辩护,否则我会依然辩护。他说,

我们虽然没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就是不能让你辩护。我说,为什么? 他说,

你扯进了某个案子,什么互联网啊,给萧阳的信啊,法律后援团啊。我说,这

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我没做什么事,即使有,我还有做律师的权利。我们

所主任也在旁边,他说,你就是想去,我们也不办手续,一句话,就这么回事。

我就去不成了。"

刘建平解释说,中国曾有一名民运人士未经他的同意,便把他的名字作

为境内民运人士送上了互联网,并且把他的名字签署在一封给司法部长萧

阳的公开信里,这封信呼吁对陈希同宣判死刑。刘建平说,这封信不代表他

的立场,也不应该影响他为政治案件的当事人担任辩护律师的权利。

刘建平律师说,林辉虽然被释放,但是委托人以及律师合法权益受到行

政部门任意干预的现象,仍然没有解决。中国虽然有了《律师法》和修订

过的《刑事诉讼法》,但是当事人聘请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的职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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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得不到保障。从法律上,有这个权利,但是中国人嘛,就这样,你有这个

权利,你不一定会行使,还有,会行使,你不一定敢行使,你要是敢了,最后说

不定出现什么情况。

刘建平希望共产党能够"改进工作",而中国的每一个律师也能更自觉

地行使和维护自己的职业权利。

8月 13 日

杭州公安阻止王有才的亲人与律师和他见面

（记者王应机纽约十二日专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

报导，杭州公安采取刁难手法，阻止异议人士王有才的亲人与律师和他见

面，王有才的太太胡江霞强烈谴责公安的这种行为。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电传纽约的一则新闻稿中指出，八月八

日胡江霞获知王有才被正式逮捕後，立即要求与王有才见面，公安局先是

表示要收到正式逮捕通知书才可见面，结果等了五天，公安仍未将通知书

邮寄到就在邮局附近的王有才家，胡江霞想去公安局拿副本也遭拒绝，导

致律师无法展开工作，家人无法与王有才见面。

胡江霞对公安局的作法极为气愤，已强烈要求公安立即让她及律师与

王有才见面。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另一则新闻中报导，十二日晚间九时，

两名长沙市雨花公安分局公安将异议人士谢长发从家中带走，下落不明。

谢长发为长沙钢厂工程师，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因参加民运被

劳教两年。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导，上海公安十一日将异议人士周建和

及韩立法分别拘留七小时及四小时，以此警告及吓阻异议人士徵集签名，

要求废除劳教。

蔡桂华与戴学忠等九名上海异议人士八月五日向公安局提出申请，准

备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及人民广场等地设摊，徵集万人签

名，要求废除劳教制度。但八月十日公安以这麽做会「危害社会秩序」而

不予批准。目前这九人家门前都有公安监视，戴学忠甚至被公安勒令不得

走出家门，其他八人一出家门就遭公安跟踪。

8月 16 日

中国民主党事件，傅申奇说：中共铁腕镇压，得不偿失！

七月十日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采取了镇压措施，先

后拘捕了十二 名成员。中共的镇压措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

的反弹，国内的各地公民 纷纷发表联名信，对镇压行动表示抗议，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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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民主党后援会和法律后援会，有 三十三位公民发表公开信表示：愿

意和王有才等一起坐牢。国外的民主力量也迅速 行动起来，组成了后援

会和法律后援会，并进行了街头抗议、美国国会游说等一系 列活动。造

成了强大的国际压力。

就浙江来说，筹委会的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民主强老战士朱虞夫，

在市区五公里 的范围内，散发了上千份《中国民主党宣言》，这是前所

未有的。民主强老战士王 荣清、毛庆祥挺身而出，申请游行示威，要求

释放王有才等，最后是讨价还价，要 求先把监视居住的人员放回家，这

也是前所未有的。筹委会还不断在国际媒体发表 文章和公告，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

目前除了王有才被正式逮捕，其余成员都释放了。可以说，中共的这

一镇压行动是 得不偿失的。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继续存在，继续在进

行合情、合理、合法的活 动。并且，民主党在浙江和全国得到了越来越

广泛的认同和呼应。

现在中央直接派员到杭州处理民主党案，正式逮捕了王有才，似乎决

意要以“颠覆 国家安全罪”起诉王有才，但依我的看法，如果真要这么

做同样肯定是得不偿失 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单单判决王有

才对中共当局有什么意义呢？没 有！判决王有才的意义在于杀一儆百，

把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压下去，可是这一 点显然是达不到的，围绕着

王有才的审判过程，国内外将联手抗争，在这个过程 中，民主党的力量

和声势只会越来越大。要把浙江筹委会完全压下去，判决一个王 有才是

根本没有用的，而要大规模地判决，中共自己也觉得讲不过去。他们签署

了 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公约》、马上就要签署另

一个公约《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他们对以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方式谋求改革 社会政治的公民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就会把刚刚

在国际社会骗到手的一点信誉全部 破坏掉，这对中共、对江泽民来说是

很划不来的。

说实在话，要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党进行审判中共确实拿不

出什么象样的 理由，说民主党是非法的，这讲不通，民主党还没有完成

登记注册，但共产党也没 有登记注册过，如果说民主党是非法的，那么

共产党也是非法的，如果说共产党是 合法的，那么民主党同样也是合法

的，说民主党提出登记注册本身就是犯罪，那才 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

不尊重法，从来没想过要登记注册，民主党给他们上了一 课，告诉他们

要尊重法制，何罪之有？话还说回来，即使中共当局花了九牛二虎之 力

大规模审判浙江筹备委员会成员，把浙江筹委会压下去。我相信：各地的

民主党 筹委会将会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中共将如果继续不断地审判，

那么中共就会在全 国公民和世界人民面前把自己野蛮专制的丑恶嘴脸彻

底出来，中共就会把各个层面 的政治力量都推向政治革命的道路。所以，

在我看来审判王有才中共得不到任何东 西，相反只会失去他们刚刚骗到

手的一点东西，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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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奉劝中共当局，不要做审判王有才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顺天

应人，制定 《政党法》和《新闻出版法》按法制的程序开放党禁、开放

报禁，还政于民才是正 道。

8月 18 日

前天安门学运领袖马少芳杨涛呼吁中共当局释放王有才

（北京十八日美联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说，天安门

广场民主运动的两位领袖发表了致检察官的公开信，要求当局释放因为成

立反对党在上个月被捕的民运人士王有才。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的新闻稿说，马少芳与杨涛两位民运领袖

在公开信中说，王有才是公开而合法地想要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

信中说：「这不是煽风点火的阴谋，更不是想要颠覆政府权力。」

王有才在两周前正式被控颠覆罪，中共过去三年都是使用这项罪名来

起诉较活跃的民运人士。

王有才与另两位民运人士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正

好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展开在中国大陆九天访问行程的当天。克林顿结束访

问一周後，中共公安逮捕了王有才以及与该党有关的另外十一人，如今只

有王有才仍被羁押。

马少芳与杨涛在信中指出，王有才被捕不符合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一

再向克林顿提出的保证，就是中共将在今年秋天签署一项联合国的重要人

权公约。

他们又说，中共当局若是希望延续二十年经改运动的成果，必须扩大

大众对政府的监督，而王有才成立中国民主党正是要推动这种监督工作。

马少芳和杨涛在信中提出下列五项观点，希望中共释放王有才：

｜王有才在大陆是依法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不是阴谋煽动，也

不是颠覆政权。

｜大陆现在处於经济转型阶段，需要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王有才申

请设立中国民主党，是实现监督的重要一步。

｜大陆今秋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显示大陆保障

人权的体制将与国际惯例接轨，而逮捕王有才明显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

｜言论监督是公民权利之一，王有才建立「中国民主党」是推动这种

监督机制的社会化、组织化。

｜希望中共不要以九年前天安门事件时的思维方式和法律意识，看待

组党案，也不要因王有才是八九学生领袖而算旧帐。

三十二岁的王有才在「六四」学运後曾被中共判刑三年。今年六月二

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当天，他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其後

於七月十日被中共公安「刑事拘留」，杭州市公安局於八月八日电告王的

妻子胡江霞，宣称王有才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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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才、马少芳与杨涛都是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大规模

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在军方镇压那次民主运动後，三人都被列入二十一

名首要学运领袖通缉名单，分别名列第十五、第十、及十一。先後被捕，

最多的被监禁了两年十个月。现在第十、十一联名声援王有才，勇气值得

嘉奖。王希哲也曾经强烈呼吁逃亡海外的其他学生领袖出来搭救王有才。

另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杭州公安人员於十七日上午抄

异议人士余铁龙的家，带走他和余元洪在上星期发起的，要求重审前北京

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万人签名册及一些徵集签名的资料。公安人员指徵集签

名是「非法活动」。

8月 19 日

现代版《湘江评论》再现互联网

本月在 INTERNET 网上发现一新的电子网址，名为「湘江评论」。从

发刊词中可以看出是一提倡民主的温和性电子刊物。希望予以介绍。

现将该刊物发刊词全文 COPY 附下：

本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不结社者”编辑撰写，发行于国际

互联网上的电子刊物。本刊申明放弃著作者权益和版权，欢迎转载、转发。

本刊暂时使用国人知晓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蔡和森七十多年前主编的

《湘江评论》为刊名，旨在彰明这样一个被人故意遗忘或有意篡改的史实：

民主、自由也是共产党人曾经高举的大旗，也正是这面大旗而不是其他，

吸引、团结了各界的爱国志士仁人，推翻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不愿意看到历史在原地

停止不前，我们相信在提倡民主与法制的今天，这样一个关心国是、思考

未来的电子刊物，会在互联网上有生存的空间。《湘江评论》一如七十年

前一样，立足国内，点评国家大事，弘扬民主理念。“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关心国家大事”，是毛泽东对青年

人的教导。“我思故我在”是贤人哲者给人的理性下 的形象注解。在世

纪之交的今天，为了中国在新的世纪走上健全的民主法制之路，为了中国

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每一个目击这一历史转变的中国人，都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我们“不结社者”，正是以《湘江评论》为窗口，向世人昭示自己的

责任和思考。我们坚持以下的观点：

1、体现在大多数法制国家宪法中的“主权在民”、“保护人权”、

“三权分立”和“法治”原则，不只是某一阶级所特有的，而是人类解放

进步的产物和理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优秀遗产，也值得中国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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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借鉴。那种贴上所谓的阶级标签，将这些优秀遗产视为洪水猛兽的做

法，暴露的只能是骨子里的封建遗髓。

2、民主，是中国进步的保证和追求的目标，也是国际社会不可逆转

的潮流。中国的发展也一定会融入这一潮流，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其

他的选择，只会阻碍而不可能推进中国的发展。

3、江泽民主席在和克林顿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民主的解释：关

于六四，中国有中国的说法，美国有美国的看法。两种观点可以在一起探

讨交流，这就是民主。我们百分之百地赞成江主席的观点，并将以此为所

有民主的行为辩护。

4、不组织、不参加任何国内的政治性组织，坚持独立的理性思考；

不反对其他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努力和尝试。

中国“不结社者”于 1998 年 8 月

社 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主 持 人： 不结社者

联 系： minzhu98@yahoo.com

暂时网址： http://members.xoom.com/mingzhu/review.htm

（说明：该网上杂志由八九安徽省学生领袖郑存柱发起，组织了上海

数位同道参与，为了国内言论的合法性考虑，使用了《湘江评论》一名，

该杂志网上共发行两期。）

8月 27 日

中国政治反对派何德普，徐文立，高洪明参选新闻第一号

（1998 年 8 月 27 日）

在北京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准备积极参与北京市 1998 年 11 月至

12 月举行的区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为此 8月 24 日召开了预备会议．

会议之后组成了何德普，徐文立，高洪明三人的工作小组．

何德普负责参选的全面工作；徐文立负责对外发言；高洪明负责内部

的组织策划工作．计划选择一个国家机关，一个街道基层或若干校园作为

参选单位．

我们欢迎北京市各界市民和我们一起积极参与这五年才一届的人民代

表选举工作．为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将陆续发布参选的有关新闻．

何德普 10-68355230 bp-65193388-23730

徐文立 10-63517814 (Tel./FAX)

高洪明 10-65983077 bp-62049999-5493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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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事件”出现转机：王有才今获释返家

海内外中国人民奋斗的共同胜利----中国民主党王有才被释放撤销逮

捕，但仍被监视居住，其他中国民主党人士监视居住亦被撤销．

这是一次大突破，是中共第一次将它正式逮捕的政治犯，在他们没有

妥协，继续抗议活动的情况下，无条件释放．

(中央社台北叁十日电)因为宣布筹组政党遭到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逮捕的大陆异议人士王有才，今天下午四时叁十分获释回到家中；

但当地公安仍对他采取监视居住，未得公安批准，不得出门。

王有才是於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大陆访问的当天，宣

布要筹组中共建政五十年来的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而後於七月十

日被捕，大陆公安部门并於八月七日宣布正式逮捕，因案牵连被捕的多达

十叁人。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晚发布消息说，与王有

才同案而被监视居住的王东海，已解除了监视居住；另外两人朱虞夫、祝

正明，也被通知将解除监视居住。

信息中心说，过去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的大陆异议

人士，从没有人被无罪释放过，这次王有才获释，是大陆民运史上重大的

胜利。

信息中心分析，王有才在起诉前夕被中共「破天荒」的释放，除

了是中共不得不面对海内外关注王案的压力，而予释放外，主要原因还包

括，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将於九月六日访问大陆九天，加上中共将

於九、十月间签署「人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同时审判王有

才，会面临外界批评的尴尬局面。

王有才叁十一岁，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是北京大学物

理系硕士研究生，任北京高自联秘书长，在中共後来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

领袖中，排名十五，被捕後判刑叁年，获释後在杭州市某电子公司任工程

师。

星岛日报：王有才获释回家

(综合报道)杭州异见人士王有才已於昨天下午获释回家。但是，公安

仍宣布对他监视居住，没有公安批准不得出门。同案中原被宣布监视居住

的王东海、朱虞夫及祝正明，昨天则被公安通知解除监视居住或将会解除

监视居住。

据设於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的消息表示，王有才於今年六月

二十五日克林顿总统到访大陆，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其後，王有才

等涉案人士多达十叁人被捕。王有才在八月七日被宣布正式逮捕。但是，

正当面临起诉之前，当局破天荒将王有才等人释放或宣布解除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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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王有才的获释与九月六日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将访问中

国九天有关。加上中国政府将於九月宣布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如果同时审判王有才将面临极其尴尬的局面。王有才原为北京大

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八九年「六四」时任北京高自联秘书长，後被当局

拘捕，判刑叁年，获释後於杭州某电子公司任工程师。四川及重庆的叁十

名异见人士昨天也致信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致四川省及重庆市人

大的公开信，要求立即释放李必丰、王明、先勇军、雷风云及蒲勇五位政

治犯。

8月 31 日

海外民运团体指王有才获释是民运史上大胜利

(记者黄贞贞纽约三十日专电) 针对中共当局昨天释放知名异议人士

王有才，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中国人权及中国和平等民运组织今天纷

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并声称这是中国民运史上的重大胜利。

他们呼吁北京当局以宽容态度面对来自社会各界不满与反对的声

音，并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民主党的命运和前途，和王有才的

处境。

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主

要负责人王有才的获释，是海内外中国民主力量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一大

胜利。声明也感谢海内外支持民主运动人士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党浙江

筹委会的大力支持。

目前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王丹与王有才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运

曾并肩作战，对抗中共极权，他在获悉昔日战友被释放的消息後，立即去

电向王有才表示慰问与声援。

对於中共释放王有才，解除对其它异议人士王东海、朱虞夫和祝

正明等人住处的监视，民运团体对此都表示欢迎，并乐见北京政府在人权、

开放结社自由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但要求解除对王有才居所的监视。

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希望大陆当局能够顺应时势，彻底开放人

民结社自由，解除党禁、报禁，恢复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及其它成员的

自由。

声明最後强调，中国民主党及海内外成员将结合所有民主力量继

续努力，建立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民主政党，期盼国际社会给予密切关注

及大力的支持。

中国人权也针对王有才被释放表示，本案说明北京政府能够以理

性态度处理中国社会的政治要求和行为，中国人权希望这不是单纯的个案，

而能够落实成为政策，今後不论大陆人民的诉求北京当局赞成与否，都应

依据法律解决处理。

中国人权同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期间，

因申请成立工会而被逮捕的张善光，及所有在押的政治良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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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报记者谈获释感受：王有才称民主有进展

【香港明报专讯】刚刚获释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主要负责人王有

才昨日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共以往对筹组反对党的人都会严厉处置，这次

他却能在被扣五十多天後获释，证明了中国在民主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王有才说：「前日下午叁时左右，有人进来找我，我以为是甚什

麽事，想不到是听到获释的消息。」他说，被扣留初期，当局对他也非常

严厉，并要求他说出筹组民主党的情况。而他也向当局解释了筹组的有关

详情，并尝试令当局明白筹组反对党的正常性。

王有才表示，他暂时仍处於监视居住的状况，不能外出。直至当

局宣布解除，或半年後自动解除为止。另外，对於中共释放王有才，解除

对其它异见人士王东海、朱虞夫和祝正明等人住处监视，中国民主党海外

後援会、中国人权及中国和平等民运组织亦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声称

这是中国民运史上的重大胜利，称乐见中共在人权、开放结社自由等方面

的最新进展，但亦同时要求解除对王有才居所的监视。

另外，四川省遂宁市异见人士陈卫状告遂宁市中区公安分局去年

十月对他非法拘禁及抄家，以及没收私人物品一案昨日上午在遂宁市中区

法院开庭，审判进行叁个小时後结束，法庭驳回陈卫的起诉，判定公安局

未违法，而陈卫指出公安局出示了多份假证据而不服判决，考虑向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虽然陈卫败诉，但包括遂宁市公安局政保处处长

及中区公安分局局长在内的十几人都不得上庭聆诉，表明异见人士用法律

诉讼来控告公安违法仍然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王希哲：评王有才的释放

1974 年，李一哲在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

里，介绍自己时自嘲地说：“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

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

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这段话，是李一哲青年们那时面对共产党镇压机器而极端渺视的自负

气概的写照．但不很准确．因为“咬不动”是可以说的．李一哲们都没有

向高压和监狱投降．但“吞不下去”却未必．事实上，不说以前，，大字

报以后，韦国清就又把他们“吞”了（投入监狱）两年．若不是 76 年四

人帮的垮台，怕难说还要吞多久．谁都能看到，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只要

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有所反抗，共产党要吞谁，简直是没有吞不下

去的．更不消说咬在口里后，你反抗，他还会把你好好地吐出来这样的

事．但这样的事情今天居然就发生了！

浙江中国民主党筹备会主要负责人王有才，在被中共专政机器吞噬了

一个多月之后．在其同党仍在大肆活动下，竟被撤销了逮捕，释放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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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王有才的《逮捕通知书》的拷贝件就在我的手上，罪名是“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是吓死人的，撤销了，真是个奇迹．

让我们探讨一下它的原因．

１．这次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筹备会表现了一种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的

群体战斗精神．你们看，当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被捕后，王培剑，

朱虞夫，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毛国良等第二线力量立即不断地向海

内外发出抗议，要求再注册，申请上街示威，并同时在陈希同审判，大洪

水募捐，印尼虐华等举世瞩目的全局性事件中以中国民主党筹备会的名义，

勇敢地公开活动，特别是为灾民捐献和送到灾区，浙江警方都不得不为他

们的精神表示赞赏．这个党的气势和斗争水平，已足以使官方对他们刮目

相看．

但是，不畏强暴，前赴后继，有理有节，这样的斗争，过去也都发生

过．特别是一九七九--八零年的民主墙运动和全国民刊协会运动，那时的

民主战士，也都表现出过大无畏精神．你们看，魏京生入狱，刘青站出来；

刘青入狱，刘国凯率全国民刊协会都站出来．但其结果，他们几乎无一幸

免地被中共的专政机器吞食了下去．入狱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使行人

到此，有泪沾襟．所以，仅仅大无畏精神，还不能说明王有才的奇迹．

２．第二个原由是国内外团结一致的声援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七月十日，民主党人大逮捕事件一发生，北

京徐文立就倡议发起海内外同声共气的后援会，从法律，经济，道义各个

方面对浙江中国民主党以支持．于是，二十几个城市由林牧老先生率领的

上百人的签名呼吁；浙江，湖南的申请游行示威；东北王文江，西安张鉴

康，北京周国强等律师的联名声明要求为浙江民主党案作义务辩护，武汉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接待民主党赈灾代表毛庆祥；徐文立要求率团旁听王

有才出庭受审并愿陪同入狱；因宣传独立工会身处劳教迫害中的山西大同

煤矿工人李庆喜公开向浙江民主党人捐款 100 元．在海外，由民主党海外

发言人徐水良牵头，立即组成包括了几乎全部海外民运组织（除中国人权）

的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在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

烈的抗议、示威、游行、募捐等活动．这些活动原计划九月上旬美国国会

复会期间再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民主正义党在波士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届时由该党主要负责人带队到白宫举行接力绝食声援．国际方面，事件一

开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国务卿奥布莱特就对浙江案向中共政府表达了

关注．过几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观察员罗宾逊夫人将去北京．她的皮包

里装满了中国国内外民运团体，向她提供的中国民主党案的材料．同时，

在华盛顿，在自由中国运动连盛德、叶宁的成功游说下，共和党众议员诺

尔巴赫等将发起议员联署，专门就中国浙江民主党迫害事件向国会提出对

中共政府谴责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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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反应如此强烈，压力如此巨大，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但这还不

能完全说明王有才被释的奇迹．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原因，以中共传统的顽

固，它是不会轻易在外部的压力下作如此迅速的妥协的．

３．第三个原因是中共自身的变化．我观察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

因．如果说七月十日前，浙江公安、国安部门对申请注册的民主党人的拘

留、审讯、逮捕仍然反映着中共政府中的旧思维旧力量在按几十年一贯的

旧轨道惯性运作的话，那末后来，对民主党人的逐步释放和容忍；最后，

王有才的撤销逮捕．确实是向我们暗示中共政府中掌握中枢的一种新思维、

新力量已经在逐步起作用了．今年十月联大开会，中共政府将按照江泽民

向全世界作出的承诺，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了．这个公约一签，无论中共的顽固党人们还怎样的认定“天不变道亦不

变”；也无论世人还会怎样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中共政府，事实上，中共政

府已不可能再一成不变地按它旧的统治理论，旧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了！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论如何与联合国人权公约是不能相容的．它是难

以通过强词夺理的解释来为共产党的阶级歧视，阶级迫害行为找到庇护所

的．这个公约一旦通过中国政府的签署，便成为了中国的统治法和统治意

识形态（主权国家承认和加入的国际法约高于其国内法）．那末，旧式的

由一部分自命“无产阶级”的特权人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建立在阶级

斗争学说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都将在人权公

约面前一步步冰消瓦解．中共政府中不应没有明智的人，他们不会看不到

这一点．他们很可能企图在新局面到来之前，试图找到一些应付这种新局

面的政策和方法．联系到一周前，浙江传来的消息说，公安当局与民主党

第二线人物协商时就已郑重地试探提出，如果民主党人愿意接受把政党名

称改为社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有主管单位三个条件，就可以考虑释放

王有才并同意其社团合法注册．透过浙江公安的这个破天荒的意向，我们

不难猜测，后来的撤销逮捕，释放王有才，的确是中共政府中的新思维在

力求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寻找一种可以与反对力量和平共存、和平对

话的方式．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要“领导”反对派．这在转变过程中，是可

以理解的．

如果今后更多的迹象证实，浙江中国民主党案的确是中共转变其统治

方式的一个起点，那么，海内外（特别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应该如何

因应呢？需不需要把激烈对抗的方式也相应地转变为和平协商的方式？这

是应该讨论的．但是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一来这个主动权在中共手里，

我们无法一厢情愿；二来中共顽固的传统力量太强大了，它不可能轻易改

变，前途还会有曲折．对它保持一定的压力还是必要的．

1998 年 8 月 30 日于波士顿



76

1998 年 9 月
9 月 2 日

徐文立夫妇被捕！中共当局在大陆各地搜捕民运人士

（香港二日电）据位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披露，中共有关

当局正在大陆各处搜捕民运人士，其中正在西安旅游、访友的北京著名民

运人士徐文立及其夫人贺信彤、福州异议人士林信舒、江苏异议人士王迎

政，分别遭到拘留，迄今下落不明。

徐文立与贺信彤是於八月三十日上午抵达陕西省的古都西安市，曾拜

访了西安著名异议人士林牧。他们夫妻二人在一日会见另一名异议人士李

智英之前，在下午四时被市公安局拘留，而李智英也在昨天下午被传讯四

小时。

在福建也有一异议人士遭传讯，据中心指出，福州异议人士林信舒一

日被公安传讯六小时。这是林信舒在一个星期内第六次被传讯。

而江苏异议人士王迎政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访问秦永敏时，在一日被

捕，至今下落不明。

另外，在湖南因成立「保护下岗工人权益会」而被捕的张善光，其家

人一日接到有关当局的逮捕令，逮捕令称张善光「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情

报」而被捕。据张的妻子何雪竹表示，张善光仅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谈了

内地下岗工人实际状况，绝不是非法提供情报。

张善光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最近在看守所中曾有咳血现象。何雪竹强

烈要求有关当局，让张出外医病。

青岛“广交友、不结社”朋友最新消息

“民主墙”时期民运人士陈增祥，因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正义党，回

国后于 1998 年 5 月 24 日被青岛公安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在

侦察预审阶段，公安当局公然违反法律，拒绝委托律师会见和提供法律帮

助，并超期羁押至今才于 1998 年 8 月 27 日提交青岛市检察院。1998 年 8

月 31 日，青岛市检察院正式电话通知牟传珩代其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成

为近年来首例因参党而面对司法审判的人权个案。然而青岛司法局却对本

案先后委托的两组律师施加压力，声称民主正义党为敌对组织，律师要与

政府保持一致，不得作无罪辩护。为此，我们希望国际舆论、社会各界对

陈增祥的命运给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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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9 月 1 日

附：山东民运人士紧急呼吁书

国际媒体、社会各界、

国家主席江泽民、

国务院总理朱熔基：

此际江泽民庄严承诺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之时

和政府将实现"依法治国"战略转移之机，青岛民主墙时期民主人士陈增祥，

因在香港参加民主正义党，回国后被以"颠复政府罪"拘捕，现已移交检察

机关，将被提起公诉，成为近年来因行使组党结社权而面对司法审判的首

例人权个案，也是对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是否真正接受当代文明社会普遍认

可的人权原则和坚持走民主与法治道路的一次检验。人们不会忘记，今年

年初正义党发起人闯关回国组党，仅被送回国外，而今却对其次要成员陷

人入罪，公诉审判。这在统一法律体系的国家，又何谈"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之公道？

尽管我们并不赞成民主正义党的某些主张与作法，但我们仍认为，组

党结社是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不仅受国际人权法保护，也

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人都有权主张变革政府，推动

社会进步。何况陈增祥先生是在海外参加民运组织，回国后并未从事欺诈、

暴力等破坏法制的社会活动，即使按中共法律也难以构成"颠复国家政权

罪"。

为此，我们紧急呼吁新一代领导转变迫害政治异已的传统立场，实现

政治宽容，立即释放陈增祥先生；同时呼吁国际舆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这一典型人权个案和陈增祥先生的命运。

牟传珩 燕鹏 姜福祯 李协林 牟孝柏 王钦德

谢万军 刘连军

薛超青 邢大昆 刘青平 卢树义 扬群 郑宏

张铭山 陈双凤 季波

1989 年 9 月 1 日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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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异见人士谢万军等拟注册中国民主党山东分部

(香港五日电)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在联合国人

权专员罗宾逊到大陆访问前夕，山东省三名异见人士谢万军、刘连军及姜

福祯今天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并将申请书及建党宣言等

文件，邮寄给北京的大陆民政部及山东省民政厅。

据住在山东东平的谢万军向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他将於下星

期前往济南，向山东民政厅查询是否收到信，并亲自前往注册。

他表示，山东分部的宣言与之前在浙江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异见人

士王有才等宣言是一样。但在申请书中表示，如果申请被批准，「中国民

主党」在大陆政治体制改革期间，会暂时承认中共的执政地位，「中国民

主党」只作为在野党而存在。

谢万军为一九八九年民运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临时总指挥，九六年九月

曾在深圳发起保钓运动。刘连军为山东潍纺活跃异见人士。姜福祯则为青

岛异见人士，一九八九年「六四」後被判刑八年。

附：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注册申请书

山东省民政厅：

鉴于我们完全认同和接受中国民主党宣言的各项原则，完全赞成中国

民主党的纲领和宗旨，完全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更鉴于我

们愿意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贡献自己的年华，我们决定申请成立中国民主

党山东筹备委员会。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状，也考虑到中

国必须在法制和秩序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我

们承诺，在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得到批准成立后，我们将维护江泽

民主席的国家元首地位，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时期内，承认中

共的执政党地位。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将以在野党身份监督和制约

执政党，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现将注册申请书，

连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各一份，送交贵厅。

请予批准！

申请人：

谢万军 电话：0538-2820226

刘连军 电话：0536-8270510

姜福祯 电话：0532-3844255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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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会给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贺电

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先生及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全体同志：

欣闻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成立，我们感到极大的鼓舞和兴奋。

开放党禁是一切民主之本，一切自由和人权之本，中国人民已经为之不屈

不挠地奋斗了一个世纪。开放党禁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善我国政

府的国际形象使之相称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身份殊为重要。开放党禁可以

避免执政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继续失误；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使执政党

不再日夜提防被思想所"颠覆"而生活在无端的恐惧中。开放党禁有利于我

国融入国际民主主流社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使堂堂中华昂首进入二

十一世纪。

我们都是爱国者，为了雪洗昨日的耻辱，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民主

遗愿，为了使中华的历史不再受军阀和政客的污损，我们在历史的徘徊期

挺身而出。我们固然不排斥明智政治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民主事业要靠我们每个公民的努力争

取，不要等待恩赐，不要迷信"让步政策"。我们也许将为此付出代价，但

是，民主自由是无价的，只要我们顺应历史，我们必胜无疑。

我们愿和你们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互通信息，互相声援。我们密切

地关注着你们的每一个行动，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支持你们。

紧握你们的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全体同志 于杭州

1998 年 9 月 6 日（朱虞夫签发）

山东三位组党民运人士简介：

一，谢万军， 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祖籍山

东。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毕业。八九民运期间，在北京担任北京高校学生自

治联合会(北高联)临时指挥部临时总指挥。赵紫阳赴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

时，谢万军为接待者之一。在八九民运之前，谢万军于八九年二月份，就

在大学组织了学生参政委员会，共串联了十四个学校四十一名同学参与。

八九之后，长期被整肃监控。后来，谢先后在吉林通化机械厂任技术员、

天津大丘庄任厂长助理、深圳香港联太工业集团任工程师。九八年被中共

国安部发现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后，于八九年五月被国安部非法勒令停职，

回到山东省东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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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份，浙江省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王有才等申请注册组党，组党

人士被捕后，谢万军曾经绝食抗议中共的专制行为。谢万军已婚，妻子于

显杰在山东省东平县实验中学任英文教师。两人育有一女，今年六岁。

二，刘连军， 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生于山东省潍坊市。潍坊

市柴油机厂技校毕业，留厂工作。八九年参加民运，并组织了民间团体

《南风文学社》。后被中共取缔，受留厂察看处分。

刘连军自修电脑成材，曾自办电脑培训。后来，到北京和朋友创办龙

华彩印公司，任招牌部经理。刘连军凭借电脑知识，曾大力协助民运人士

掌握电脑技术。自九五年被中共当局发现后，长期被中共当局监控，多次

被传讯。刘连军近年发表了不少揭露中共专制、宏杨民主理念的文章。在

电脑网络上非常活跃，是新生代积极的民运人士。

刘连军已婚，妻子谭光华在山东潍坊日报社任职。夫妇育有一子，现

年三岁。

三，姜福祯，男，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山东青岛市。

八九年之前在青岛乳胶厂做工人。

山东夜大政治系毕业，并修完夜大法律专业，通过了律师执照考试，

但中共拒发其律师执照。姜福祯是七九年民主墙时期的老资格民运人士，

参加了山东著名民运刊物《海浪花》的工作。八九民运再次投入，因组织

山东工自联、依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于九四年十二月假释

出狱。姜福祯近年从事书摊的小生意为生。姜福祯因参与民运与前妻离异。

有一个九岁的女儿与其生活。

王炳章：让勇气与道义使魔鬼退却--国内组党第二波的感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戏剧家认为，只有这样的戏才有看头。一

个政治事件如此发展，只有这样才会引起广泛关注。国内组党第二波----

山东民运人士的义举，使国内组党运动，再次牵动了世界的良知。

浙江省民运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朱虞夫、祝正明、王荣清、

毛庆祥、李锡安、吴义龙等，开国内公开注册反对党之先河，为中国民运

向公开组党的方向发展，跨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王有才获释后，下一步是什么？人们在关切，人们在期盼，人们在提

问。现在，答案有了------又一次冲击波跟了上来，山东举事了。

有才他们被抓时，有人悲观失望，采取取消主义：“我说现在不是时

侯吧，你看！这不单是冒险主义，这样还会给中共改革派带来麻烦。怎么

能这么干？”

有才被放出来了，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中共真的开

明了，这是一个大胜利。应当给中共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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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不知，这并不代表着魔鬼的开恩，而意味着魔鬼也会恐惧。在浙江

组党勇士们大义凛然的气概下，在浙江组党人士们不怕做牢、不怕牺牲的

勇气下，在海内外一片讨伐声中，魔鬼颤栗了。当你的勇气使敌人也感到

钦佩时，你已经赢了。

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自由的前提是勇敢。离开了勇气和大无畏的气概，

离开了勇气带动下的道义力量，自由永远是天上的星星。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浙江的俊杰们，就凭着这种精神，使老虎让位了，使魔鬼屈膝

了。

组党，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放了人，只不过是从小牢笼，放进

了大牢笼，他们的看关并没用松懈。组党之路，前面仍然是虎山，仍然是

万丈深渊。

此情此景之下，山东的朋友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跟上来了。这就

叫前赴后继。

自古山东出好汉。什么是好汉？有勇，才能称的上好汉。有义，才能

称的上好汉。山东组党人士，就是这样的梁山好汉。

我们没有坦克，我们没用机枪。我们有的，是勇气和道义，是鲜血和

生命。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武器，丢了它，我们只能躲进小楼，继续象奴

隶一般地龟缩。浙江、山东的民运不是盲动主义者，我们并非忽视策略。

但是，离开了勇气去大谈什么策略，除了招来对手的耻笑之外，只能是原

地踏步。如果不动，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是“盲动”，什么是“互动”，什

么是讲策略的“动”。

浙江是出秋瑾的地方，山东是出秦琼的地方。浙江和山东民运的壮举，

使我想起年初闯关被捕时的一景。当我说出“要杀要关随你便”时，对手

哑然了，真的哑然了。面对一个愿意用生命换取自由的灵魂，魔鬼也会退

却。这，就是浙江和山东民运的精神，就是中国民运的精神，就是中华民

族不坠的精神。当中国民运人士都具备了这种精神，党禁的开放，指日可

待！

浙江是一，山东是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的反对党终

将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大陆海外民主人士 盼民进党助突破中共党禁

【记者樊嘉杰台北报导】大陆海外民主派人士透过民进党中常委、立

法委员张俊宏向民进党要求援助，他们希望两岸民主派合作，协助大陆反

对党「中国民主党」成立。他们要求民进党组成代表团进入大陆，声援并

帮助大陆反对党。他们强调，大陆愈民主，台湾愈有安全保障，愈有光明

的前途。

张俊宏近日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度假，台湾同乡安排了两场演讲，在

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也参与聚会。张俊宏说，演讲时，一度还为了讲北京

话、还是讲台语而争论过，为了让大家都满意，他只好以双声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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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会後，大陆「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海外後援会」的王炳章、徐水良、

傅申奇等人，和张俊宏有直接的接触，他们吁请民进党支持大陆反对党。

张俊宏并带回了他们给民进党主席林义雄及民进党中常会的信件，信中明

确希望民进党援助。

这封信首先强调，中国大陆现在正处於台湾民进党成立前夕的状况。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已经在大陆宣告成立，并要求合法注册。但筹组者

正受到迫害和打压，更需要台湾民主力量和反对党的支持。

信中提出的方案是：在舆论上，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希望民进党发

表声明，对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突破党禁的行为表示肯定和声援，并呼吁中

共放弃党禁。大陆反对党人士希望民进党组成代表团，赴大陆考察浙江民

运人士筹组反对党的情况，并予声援和帮助。为避免中共拒发签证，代表

团人员可分散进入中国大陆，再行宣布。如代表团过於敏感，起码可以派

观察员进入大陆。

信中也提及，希望民进党能够邀请中国大陆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组团访

问台湾。中共可能不会答应，但舆论会对中国大陆组党人士形成激励，并

获得进一步舆论保护。

信中最後强调，大陆民主化是台湾安全所在，是台湾前途的希望所在。

大陆民运人士愿意通过大陆反对党的催生，与台湾民主力量建立合作基础。

过去，大陆民运人士曾经冒着风险支持台湾反对党的成立。今天大陆突破

党禁的人士向台湾民主力量发出呼吁，希望在此关键时刻，台湾能够伸出

援手。

9 月 9 日

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协调人徐水良致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会的贺电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

欣闻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立，特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国内

赞同中国民主党纲领、并愿意集结到中国民主党旗帜下的朋友们团结起来，

为筹建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民主政党，并进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

大业而共同奋斗。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将努力支援国内民主党的这一伟

大事业。

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

协调人徐水良签发

1998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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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让策略灵活得使魔鬼迷惑

----浙江、山东民运组党的感想之二

浙江的响雷，山东的曙光，使国内公开层面的民运活动提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即筹组公开反对党的高度。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正在孕育之中。

在专制制度下，催生一个公开的反对党 (注意：不是秘密层面的反对

党，此问题以后讨论)，需要客观和主观的很多条件。这里，我只想谈谈

主观因素，即我们民运自身可以掌控的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勇气和策略

等。

上一篇文章中，我主要谈的是勇气。我始终坚持，勇气为第一要素，

勇气为开路先锋。在当前，勇敢是最大的道德体现。试想，当人们通通勇

敢地走向牢房的时侯，再专制的牢房都会被踏平，牢房的存在就失去了意

义。问题是，有勇的人，并不是很多。这就涉及到避免或减少镇压损失、

让胆量不是那么大的人士也能参与，争取中间人士的同情、争取舆论的支

持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策略问题。

只有勇，没用谋，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只会谋，缺少勇，是政治上

的保守主义。两种倾向都要避免。

策略是桥和船，是抵达彼岸不可或缺的工具。毛泽东讲过：“政策和

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句话有道理，不可因人废言。讲起毛，可能大家还

记得四六年的重庆谈判。毛到了重庆，高呼蒋委员会长万岁，三民主义万

岁，俯首称臣，做了一场漂亮的“政治秀”。这是什么？这是策略。毛泽

东打江山的一些策略，是成功的。舍之，到不了彼岸，达不成政治目标。

策略之所以运用，乃为绕过礁石，达到彼岸；策略的原则，是削弱对

手、壮大自己，争取群众；策略的生命，在于其灵活性。船为了绕过礁石，

有时必须采取迂回；为了避开浪头，甚至走段回头路。关键是灵活二字。

我们的口号是，让勇气与道义使魔鬼退却；让战略和策略使魔鬼迷惑。

这次，浙江和山东的民运朋友们，在组党过程中的策略表现如何呢？

我说，很好。我从天时、地利、人和等角度分析一下。

天时：时间是可以基本由自己掌握的。浙江选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话

期间举事；山东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夫人访华前夕响应，

两个时间都不错。此时，中共一时不好抓，要给客人一个面子。几天之后，

舆论已经造大，也难以下手。下了手，克林顿、罗宾森肯定要表态，中共

后患无穷。

地利：浙江和山东都是民运力量比较雄厚的地方。

人和：浙江、山东的民运人士比较团结，心齐。除此之外，人员的分

线安排也很有策略，第一线冲出来公开注册，第二线预备，第二、三线人

员做后援和后勤。

提法：浙江明确表示尊重中国宪法，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

则，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山东的组党申请提出，尊重江泽民的国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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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地位，承认中共为执政党。这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招术：“打着红旗反红

旗”。中共心知肚 明，但是又不好说。棋下到这个地步，可说是出自高

手。

做法：完全公开、合法，合中共的法。注册人员公开、纲领公开、做

法公开。除了注册外，浙江朱虞夫还上街公开散发了上千份的“宣言”。

王有才和王东海等人被抓后，二线人员通过合法手段申请示威抗议，明知

得不到批准，但造成舆论，争取了同情。合法斗争还有一着：法律抗争。

你不是有法吗？我就来个以法抗争。为此，各地民运人士组成了法律后援

会，二、三线人员给被捕者聘请了律师。如果中共审判王有才，一场法律

大战不可避免。其它的做法，如声援灾区、谴责印尼虐华等，不仅合法，

而且得分。

总之，这次浙江和山东民运在策略上的操作，可圈可点，给后继者提

供了不少借鉴。当策略灵活得使魔鬼迷惑时，我们算是相当地成功了。

前面还有很多弯路，还有很多浪头，还要设计一系列的策略。勇气带

动下的策略运用，仍须我们仔细探讨。 (1998,9,9)

9 月 10 日

重大突破！中国政府已经开放党禁！山东组党出现转机

[山东刘连军特别报道]1998 年 9 月 10 日下午 2 点 40 分，中国民主

党山东省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谢万军、刘连军走入山东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

要求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接待我们的是吴副处长、李副处长和一

位科级女士，吴副处长声称，寄来的申请已经收到，但是由于资料太少，

所以想让我们当面陈述。我们指出随着社会进步，结社自由已经不可阻挡。

吴处长随后指出了我们申请书的不足之处，说在申请里要阐明组织的必要

性，现在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资金情况，领导人情况，现有多少人加入，

搞成什么规模，领导成员简历。我们说感谢政府部门指出我们的不足，下

一步我们将逐渐开展活动，进一步完善这些不足之处。吴处长又向我们介

绍说，开办组织的资金，必须符合法人条件，不能低于五万元，另外组织

人数也不能低于 50 人，而且要有固定办公地点，副秘书长以上的人员要

详细履历。

我们问如果我们具备了以上条件，是否就可以批准成立，吴处长及李

处长答复我们说，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我们就受理申请。

在我们到达济南时，大量不明身份的人有的身着警裤，已经在等候，

他们通过步行、驾车不远不近地紧随我们。

当我们到社团处的时候，发现社团处的政府官员对我们也是有备而来，

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不时参阅一张纸条，这说明中国政府在结社自

由这个问题上政策已经有重大变化，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要申请成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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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日，山东省社团处所作的允许筹备会作筹备活动的答复，我们判断，

这个决定肯定不是来自山东，很可能是来自中共高层。

中国划时代的进步实现了!民主万岁!进步归功于人民！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会

98 年 9月 10 日发

此事咨询电话：

0538—2820226 谢万军

0536—8270510 刘连军

民主进步党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民运人士组党，共建民主中国

[本刊记者纽约报道]民进党资深顾问洪哲胜博士告诉本刊记者，台湾

的民进党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的组党活动，该党表示密切

注意事态进展，并呼吁中共顺应时代潮流，借鉴国民党的经验，早日推进

民主制度的实现，造福两岸人民。

大陆民运人士拟组党 民进党声援

民进党中常会昨日通过立委张俊宏提案，对中国人民组织反对党的发

展表示关切与重视，并强烈批判中国政府逮捕、压制反对党的成立与大陆

民主运动。民进党强调，中国若要赢得台湾人民好感，只有励行民主化一

途。

民进党声明表示，近来中国境内反中共一党专政的意识抬头，各地方

的民主运动暗潮汹涌，公开筹组反对党已蔚为风潮，并取得海外民运团体

的积极声援。在此同时，中国民运人士通过管道向民进党发出呼吁，期待

得到支持，并以此为合作基础，使两岸民主力量得以结合。

民进党指出，中国政府对其人民组党的权利，不仅不尊重，甚且加以

打压，逮捕筹组反对党人士，但在国际压力与中国人民渴望民主的冲击下，

被迫逐步释放筹组反对党人士，这再度说明中国企图抗逆民主潮流，自以

为能发展所谓中国式民主，乃是无谓的挣扎，也是虚妄的自大。

民进党强调，中国民主化是两岸良性互动的前提，所谓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或「一国两制」，既吸引不了台湾人民，也欺骗不了渴望民主

的中国人民。中国若想扮演大国的角色，若想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

若想赢得台湾人民好感，只有励行民主一途。

9月 11 日

【小参考社论】

中国大陆的组党活动受到举世关注，人类的良知告诉我们，唯有选择

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中国人民才能不受滥权的侵害；惟有建立公平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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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人民才可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无恐惧的环境，人们的创造力得

到极大的发挥。说到底，中共推行的高压政策，只能拖延矛盾，积累反抗

的压力，高压并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民主制度是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

关于中国民主党的组党，今天的信息是矛盾的。我们认为，中国处在

一个千年不遇的变化之中，任何表面的矛盾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大趋

势”的作者约翰.内斯比特在《悖论风行天下》(Global Paradox)一书中

所揭示的那样，如果我们站在共产党过去的一贯立场从后往前看，那么，

所谓解除党禁完全是天方夜谈。可是，如果我们站在未来的立场回头看，

比如我们设想 22 年之后，中国和世界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之下，将是怎样

一个情况？到那时，最起码通讯技术的革命导致言论自由完全实现。中共

垄断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局面必定被垮国媒体集团所取代，

人民的意愿必定反映在立法过程之中，人民代表的举手机器功能完全丧失。

所以说，站在未来的立场，看待今天的“矛盾”，就一点也不奇怪。中共

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庞然大物。我们乐见中共的识时务派能够勇敢地

站出来，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求得人民的谅解和重新认识。否则，

中共将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一样，最终被人民唾弃。现实的讲，我们这些

共产党的反对派们，应该抓住时机，利用法律来巩固现有的成果，逐步走

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反对派道路。建议海外民运力量和国内政治反对

派力量能够集中力量贯彻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公民与政治权利人权公约，推

动下面两个“中国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与实施：

1. 中国宪法修正案之一：人大不得立法限制社团和党派的建立

[说明：现行的社团登记办法实际上是在限制政治反对党的建立，完

全违背联合国公约的精神，也违反了中国宪法，应该废止或更新。否则，

中共将由此拒绝甚至迫害任何申请。

2. 中国宪法修正案之二：人大不得立法干扰信息的查询和传播

[说明：现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也是

完全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条的恶法，同时也违背中国宪法关于言论

自由、通讯自由的保障。刘连军、林海等人就是因此而受到无端骚扰和迫

害。

顺便说一下：许多接收到大参考的朋友有情绪，我们表示理解，但是，

为了保护其他订户，请推动法制建设，在通过“中国宪法修正案之二”之

后，我们将改变订退办法，进出自由，皆大欢喜。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内外压力下大陆民主化无可抗拒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为中共当局接纳，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

的浙江省杭州市异议人士王有才估计，中国民主党由筹备到正式成立还会

遇到许多反反覆覆的困难，但中国大陆朝向民主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大趋

势。



87

王有才乐观地指出，保障人权、自由、民主与社会公平的观念，已在

中国大陆这一代年轻人的思维中生根。因此，中国大陆朝向民主化发展是

不可逆转的趋势。

今年叁十二岁、为了民主奋斗曾多次进出牢狱的王有才表示，中共当

局同意接纳反对党的筹备，将有利於全中国大陆社会朝理性、稳健的方向

发展，这不仅对大陆老百姓有好处、对全世界也有助益，毕竟中国大陆发

生问题，对这个世界也不好。

不过王有才中肯地表示，中国民主党从筹备到正式成立，还有一段艰

辛的路程要走，而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更是「既不是想像中的快，也非想像

中的慢」。

据他透露，继十日山东省民政厅接受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申请注

册之後，昨天上午湖北省七名异议人士也向当地提出筹备中国民主党的申

请。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的当天，王有才、王

东海、林辉等人在杭州市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其後中共当局於七月十日

陆续逮捕包括王有才在内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会员十叁人。中国

大陆各地异议人士曾为此提出百人公开书，要求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总

理朱基释放中国民主党成员，美国政府更是公开声援他们，在海内外压力

下，中共有关当局才一一地释放中国民主党成员。

王有才对於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已有了约略的蓝图，他表示，第一步计

画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强在大陆社会宣传中国民主党，以提高这

个反对党的知名度。而其具体方法便是在突破党禁之後，再推动开放报禁，

办一份报纸或刊物，这同时也有助於社会公平的建立。

其次，中国民主党将循正规管道参加基层选举、议会选举。而中国大

陆这麽大、人这麽多，相对於街头示威、抗议，这是比较理性、稳健的作

法，也是比较有利的。

第叁，则是修改法律。他表示，这涉及的层面便相当复杂。

明报：国务院否认开放党禁

传民主党筹委会申请注册获受理

【本报专讯】针对中国政府将批准异见人士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传闻，

中国国务院昨天罕见地予以否认，指发布这则讯息的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

息中心在「误导公众」，并指责该中心已经多次散布虚假的消息，当局对

此表示遗憾。声明称：「山东民政当局没有接收，亦没有正在考虑所谓中

国民主党的申请。」

官员称报道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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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社团管理司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依据国务院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只接受学会、学社、协会、基金会等社会学术团

体的申请注册，不受理政党的登记，所以根本不会受理此事。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称，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谢万

军、刘连军在十日前往山东省民政厅，要求办理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

注册。当时出面接待的叁名官员指出，「政府正在考虑批准此事」，并表

示请他们在申请书上补充四项条件：

一、必须要有人民币五万元注册资金；

二、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办公场所」；

叁、必须列明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人员的个人简历；

四、必须列明中国民主党五十名成员名单。

他们又表示，这些条件达到後，将与异议人士逐条地讨论中国民主党

的章程。

另外，湖北省的异议人士昨天上午向湖北省民政厅提出设立中国民主

党湖北筹委会的申请，也未被拒绝，出面接待的叁名官员也同样提出了四

大条件。

不过，民政部这名主管官员解释说，这些报道都是「断章取义」，因

为山东民政厅和湖北民政厅都只表示依照接受社会团体登记的办法接受他

们的申请书，而非政党。

湖北省民政厅的官员则简单地表示：「来了叁个人，交了一份申请书，

仅此而已。其他无可奉告。」

但是，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中

国政治上破天荒的事。显示这项开放党禁的政策，是全国性的统一部署。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是由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陈忠和、吕新华、

任秋光、萧诗昌、刘飞跃、高进勤等七人共同发起。

山东和湖北做法雷同

秦永敏昨日在接受本报电话查询时表示，目前有关当局只是受理他们

的申请书，而且在一个月之内才会答覆是否接受他们的申请书，这样的举

动并不意味开放党禁，现在离民主党的成立还很遥远。

两省民政厅的同一接受申请书举动，只表示了容许市民行使公民的权

利，对我们的申请行动不再认为是违反犯法的。

另外，来自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称，浙江、湖南、湖北、山

东、四川、辽宁、吉林都将在近日内向当地民政部门递交申请成立中国民

主常的申请。(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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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党第叁波：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要求注册，照山东办

（北京十一日电）继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为中共当局接受申请

注册之後，今天上午湖北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也接受了湖北省异议人士提

出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备委员会的申请注册。中共当局这种破天荒接受中国

民主党各省分部注册的举措，显示这项开放党禁的政策，是由中共高层统

一部署的。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

外後援会发表声明，对中共试图解除党禁的进展表示欢迎。後援会也呼吁

海外民运团结一致，给予中国民主党最大的支持，以突破中共党禁。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是由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陈忠和、吕新华、

任秋光、萧诗昌、刘飞跃、高进勤等七人共同发起。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

中心指出，今天上午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叁人到湖北省民政厅社团管

理处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

结果陈忠和等叁人与民主党山东筹委会遭遇到的情形一样，也是由民

政厅派出叁名官员接待，并宣布请他们在申请书上补充四项条件：一、必

须要有人民币五万元注册资金；二、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办

公场所」；叁、必须列明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人员的个人简

历；四、必须列明中国民主党五十名成员名单。

由於中共当局一向对反对派人士集会结社相当紧张又反感，这次却分

别在山东、湖北「郑重地」接待申请注册的中国民主党人士，究竟是真的

想开放党禁？还是因应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的造访以及签署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而摆出的姿态？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还有

待观察。

山东谢万军谈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申请成立经过

(记者黄季宽台北--山东十一日电) 昨天下午与刘连军一起到位在济

南市的山东省民政厅申请设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谢万军表示，

中共如果批准「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将是其自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的首

次。而这项开放党禁的举动，可能会使中国大陆走向开明、民主的时代，

意义十分重大。

谢万军说，他和刘连军是在昨天下午二时一同前往山东省民政厅的，

一路上有不少便衣公安跟随。到了民政厅，接待官员一听他们说出来意後，

就表示已经知道了，随即由社团处一名吴姓副处长和李姓副处长及一名担

任记录的女性科长会见。

会见中，民政厅的这两名官员基本上是照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宣

读，谈话完毕後，并一个字一个字审阅了记录，显示相当慎重。

席间，这两名官员指出，申请筹备「中国民主党」的法律依据，就是

要按大陆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办理。不过，由於社团管理条例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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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成立社团，首先要经过挂靠单位批准，而「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完全

独立的组织，没有挂靠单位，所以这是新的情况，主管部门将会根据新的

思维，新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他们并暗示，这是「上面」的意思。

谢万军说，当他和刘连军对此表示，感谢民政厅的理解，而这两名官

员随即强调，这不是理不理解的问题，而是「一切要依法办事」。

两名官员同时指出，待「中国民主党」按成立四原则筹备後，中共会

逐条与该党成员讨论党章、宣言，然後再批准。

对於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竟获山东民政厅如此积极回应，

谢万军连连表示实在意外。他说，本来他昨天是抱着有去无回的心理前往

提出申请的，完全没有想到中共在开放党禁方面做出这麽大的退让。

他分析，他们这次之所以能得到中共的正面回应，与双方都做了一定

的让步有关。在「中国民主党」这方面，於申请书中做了两项重要的保证，

一是保证维持江泽民国家元首的地位，一是保证在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

程期间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中国民主党」只做在野党，等到日

後环境条件具备了，再由人民选择谁是执政党。

谢万军说，他们做出这两项保证，一方面考虑到大陆民主运动的出路，

一方面也考虑到中共未来的发展道路。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申

请较易为中共接受。而中共如果批准民主党的成立，只是释放出部分的监

察权，对中共政权的影响应非不利。

同时，谢万军说，他们昨天在与民政厅官员谈话时也提到了台湾。他

和刘连军表示，国民党过去曾经相当腐化，但从蒋经国时代起，进行了快

速的民主改革，不但解决了腐败问题，迄今也仍然继续执政，这应该给同

是中国人的大陆方面很大的示范。同时，香港在主权过渡後，首届立法会

的选举，民主派获胜，也没有改变香港归属大陆的现状，这应该也有所启

发。

对於「中国民主党」今後的动向，谢万军透露，中共所提的四项条件

并不难做到，民主党的筹备成员会逐条予以落实。近期内，除了山东之外，

浙江、湖北、广东等省，都可能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筹委会。

至於大陆民运与六四後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的关系，谢万军说，从长远

来看，双方走在一起是必然的趋势。现在大陆民运人士普遍有一种共识，

就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大陆是主，海外是後援，今後形势允许的话，双

方会结合在一起，但目前并不互相隶属。

另据刘连军表示，他和谢万军昨天前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

委会」，山东民政厅的官员态度基本上相当友好，并且已经做了准备，而

且没有表示反对之意，等於同意「中国民主党」在山东进行筹备工作，同

时还提出四项设党的条件，与过去把成立反对党视为禁忌，连谈都不能谈

相比，这可说是中共对待民运态度的一大转变，对於这种转变，他是欢迎

的。

他说，完成筹备工作之後，中共将会依法审批「中国民主党」的成立。

昨天见证大陆政治发展这重要一幕的谢万军，今年叁十叁岁，曾就读於北



91

京农业工程大学，一九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期间，曾任天安门广场高自联

临时指挥部临时总指挥。六四後未被捕，但遭严密监控。目前失业在家。

刘连军，今年叁十岁，山东潍坊技术学校毕业，目前在北京一家公司

做事。

山东刘连军对中国开放党禁之看法

在 9 月 10 日，我们得到山东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答复我们可以筹备

中国民主党山东省委员会以来，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新闻机

构、团体、个人不断打来电话表示支持和祝贺。从这也看出结社自由是人

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必然。也有的朋友给我提出善意

的批评，因为在申请书里提到了有关共产党和江泽民主席的地位问题。首

先这些建议是很好的，这里面存在一个民主理念与民主政治的问题，在理

念里，我们当然要追求最好的，但在政治中，却是需要策略的。不懂的怎

样让步，就不懂的当今中国政治。在政治斗争中是没有大获全胜的，总要

给对方一方出路。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对共产党来讲，也是同样。

政治就意味着双方的妥协。可能从山东建党成功之后，会对各地的自由结

社有所推动，但我要提醒各地的朋友，一定要维护共产党的改革行为，并

加以配合，比如在筹集资金方面，在人员组织方面要避免秘密和非法活动，

一定要作到合法化和公开化，并及时与当地的政府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并

通报我们的工作进展。我相信，只要这样作下去，中国人民取得自由幸福

一天的到来 ，是不会很远的。

98、9、11

山东中国民主党委员会申请成立获得批准筹建之意义及下步工作方针

刘连军

在这次会谈中，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强制机构，而是国家管理机构，

并且我认为政府在这个中国民主党建立的问题上与我们所展开的正面会谈

和所提出的量化标准，比以前推辞的态度来说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

变。由于山东中国民主党要去省民政厅申请成立的消息已经多次在国际媒

体上播发，山东省民政厅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对于政治团体的申请作

出的正面答复，我相信他们是请示或者是由民政部直接作了指示的。这次

会谈的意义在于，从此在山东或者全中国可以在政党没有申请成立之前，

作一些公开合法的筹备工作（当然仅指筹备工作）。当然我们要积极谨慎

的态度来对看待中国政府，但在当前形势下，我认为我们应该欢迎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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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中国政府的进步姿态，大力组织人民群众，并在筹备工作中尽量在公

开和合法的道路上前进，以配合中国政府的改革行为。

另外，我认为我们还要检讨我们过去在政治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

比如我们是否在理论上谈的太多了，而在行动上作的太少了？至到今天，

当中国政府让我们作筹备工作后，我们才发现我们与中国基层还是存在着

一定距离。

当我把中国政府提出的 50 人的标准条件时，有的人还吃惊地表示太

多，这怎么能算多呢？如果我们连 50 人都组织不起来的话，我们还凭什

么抱怨中国政府实行一党制？我认为在人数问题上，我们应该是韩信将兵，

多多益善。不要说 50 人，就是 500 万人我们也是能组织起来的，我们要

有这个信心和心理素质。我坚信，如果有人民群众这个支点，我们会拨动

民主制度这个地球。

王有才强调中国大陆民主化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记者张蕙燕杭州十一日特别报道）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为中

共当局接纳，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的浙江省杭州市异议人士王有才估计，

中国民主党由筹备到正式成立还会遇到许多反反覆覆的困难，但中国大陆

朝向民主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王有才向中央社记者乐观地指出，保障人权、自由、民主与社会公平

的观念，已在中国大陆这一代年轻人的思维中生根。因此，中国大陆朝向

民主化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今年叁十二岁、为了民主奋斗曾多次进出牢狱的王有才表示，中共当

局同意接纳反对党的筹备，将有利於全中国大陆社会朝理性、稳健的方向

发展，这不仅对大陆老百姓有好处、对全世界也有助益，毕竟中国大陆发

生问题，对这个世界也不好。

不过王有才中肯地表示，中国民主党从筹备到正式成立，还有一段艰

辛的路程要走，而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更是「既不是想像中的快，也非想像

中的慢」。

据他透露，继十日山东省民政厅接受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申请注

册之後，今天上午湖北省七名异议人士也向当地提出筹备中国民主党的申

请。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的当天，王有才、王

东海、林辉等人在杭州市宣布筹组中国民主党，其後中共当局於七月十日

陆续逮捕包括王有才在内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会员十叁人。中国

大陆各地异议人士曾为此组织百人公开书，要求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总

理朱基释放中国民主党成员，美国政府更是公开声援他们，在海内外压力

下，中共有关当局才一一地释放中国民主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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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成立组织一向抱持非常敏感的态度，一

九九四年还以「颠覆政府」罪名将十四名准备在北京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

的异议人士判处重刑。其中，胡适根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刘京生十七年、

康玉春十五年，徒刑远比涉及八九民运的学运份子还重。

拥有杭州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头衔的王有才，

从一九八八年起便对参加民主运动努力不懈，八九天安门事件他是中共公

安部通缉二十一名学运领袖中的第十五名通缉犯。受到政治黑名单的影响，

王有才无法有份固定工作，又得经常吃牢饭，不过这些打击并未使他气馁。

他说，中共当局面对国际要求人权的压力非常大，在此空间下，他相信只

要努力就有助於民主的发展。

王有才对於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已有了约略的蓝图，他表示，第一步计

划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强在大陆社会宣传中国民主党，以提高这

个反对党的知名度。而其具体方法便是在突破党禁之後，再推动开放报禁，

办一份报纸或刊物，这同时也有助於社会公平的建立。

其次，中国民主党将循正规管道参加基层选举、议会选举。而中国大

陆这麽大、人这麽多，相对於街头示威、抗议，这是比较理性、稳健的作

法，也是比较有利的。

第叁，则是修改法律。他表示，这涉及的层面便相当复杂。

谦称自己只是中国民主党连络人的王有才说，如今中国大陆的腐败，

一党专制起到绝对的作用，反对党的成立不仅可以打击腐败，还有助於社

会公正。即使民主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他依然坚信，「保障社会公平、

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中国大陆必须朝着这个方向迈

进。

卢四清分析中共可能批准成立中国民主党用意

(记者黄季宽香港十一日特别报道) 在香港负责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

心的卢四清指出，山东省民政厅向大陆异议人士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

的四项条件，肯定是由中共中央做出的决定。他分析，中共采取这项意味

将要解除党禁的举动，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摆摆姿态，做给到大陆访问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

逊夫人看的，等到今秋签署联合国第二份人权公约之後，再反悔改变。

第二种可能是真的有意愿解除党禁，在箝制民主的一贯作风上松动一

些。

卢四清指出，谢万军和刘建军十日下午会见山东省民政厅申请成立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时，中共出动了大批公安人员，省民政厅两名

副主任接待，并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布成立民主党的四项条件，显见

这是有备而来的，而且是当做一件大事来处理，这不是山东一省就能决定

的，应该是中共中央有意如此，并做好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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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四清说，筹划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在得悉山东的情况後，

都感到十分意外，他们原先都认为，谢、刘两人的申请，一定很快就会被

中共批驳。而现在竟然出现这种变化，他们已连夜集会拟定对策。

卢四清估计，如果中共真的愿意批准「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包括浙

江省王有才在内的该党筹备成员，应该很快就会成立全国性的筹委会，在

一个月内，至少将有叁、四个省份将陆续成立「中国民主党」各省的筹委

会。

湘江评论：值得警惕的另一种可能

从浙江中国民主党案所有人员陆续被释放，到山东中国民主党筹备会

被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员许诺“只要有 5 万元法人注册资金，固定办公地

点，符合法律就可以受理申请”（参见 9 月 10 日小参考），国内民主人

士似乎可以高呼“中国划时代的进步实现了”。“不结社者”自然也全心

致力于中国民主建设，支持所有仁人志士的努力和尝试，也希望中国民主

健全的时代早日到来，反对党的合法活动成为中国现代生活的一道明丽的

政治风景线，但是，且慢欢呼，我们“第三只眼睛”所看的角度，也许可

作民主人士的一个参考。

第一，以上的“成果”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取得的，即美国总统克林顿

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罗宾逊女士的正式访华，这是不能不考虑

的主要参数。没有这个参数，以上结果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参数

失去后，以上结果会不会变化甚至恶化？1989 年六四之后改革进程的几

次反复，使我们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吉林省

长春市两位公民冷万宝及安福兴申请注册登记一个取名「经济社会权利促

进会」的人权组织，也未获得当局批准。

第二，毛泽东 57 年有一个发明专利“阳谋”，这个专利使用权属于

共产党，我们不能排除这个专利正在被使用。57 年有几十万公民相应号

召，满腔忠诚地给党提意见，结果中国出现了几十万右派分子，同舟共济

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也不能幸免。现在，国内民主人士申请成立民主党，这

些活跃分子早已登记在册，但还有不少“幕后黑手”跃跃欲动，还有国外

“反动组织”发展的地下成员。相信如果允许申请成立反对党，这些人将

会立即跳出了，按照毛泽东的话是“尾巴翘出来了”，那么专政机关再来

一次运动，就可以一网打尽，可保红色江山暂不变色。要知道，这次可不

是共产党在号召发动“阳谋”，而是克林顿、罗宾逊的侵权行为，只是共

产党也利用了他们来访的“特殊背景”。

第三，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长，各种社

会矛盾不断激化，天灾人祸雪上加霜，朱总理新政阻力重重。不排除中央

领导利用发展民主转移社会焦点，或打民主牌于危难之际树个人历史地位。

也不排除转嫁危急于国内民主运动，将民运视为社会各种矛盾的“潘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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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到时候再次平息“暴乱”，重新用武力“恢复”秩序，给自己找到

“合法”的堂皇理由。

第四，台湾反对党经验也告诉我们，目前条件下执政党不会轻易开放

“党禁”。目前的条件就是当初国民党镇压反对党的条件，即执政党仍有

“充足”的合理性－－经济发展、民族主义；民众民主参政意识觉醒的程

度不高，比例不大；民运人士不能合法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新闻媒体也严

禁民运消息，外国传媒和网络的影响又只能到达有限的范围，离广大民众

的距离还很遥远。历史上从未见过势力强大的一方向弱者妥协，共产党也

不会例外。

我们只是提出这样一种可能值得警惕，而这种可能在“站在历史潮流

错误的一边”的统治下完全会成为现实。我们更希望这种可能永远不会发

生，那么，就让我们和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会一起欢呼“民主万岁！进步

归功于人民！”

1989 年 9 月 11 日

(《湘江评论》社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异议人士，因其网页在国内被查

封，交本刊发表。)

(备注：该文作者系《湘江评论》主办人郑存柱)

大陆民政部官员称正式否认接受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

（记者张蕙燕北京十一日特别报道）针对山东省民政厅接受中国民主

党山东筹备委员会申请注册一事，大陆民政部主管社会团体的官员正式否

认这项传闻，并强调前往山东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人

士是「断章取义」。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秘书向本报记者指出，他要对此事正式辟

谣，他说，「这个传闻完全是假的，刚与山东民政厅电话联系，山东方面

说，这些人是断章取义。」

这名不肯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政部只接受学会、学社、协会、基金会等社会学术团体的申请注册，不

受理政党的登记，所以根本不会受理此事。

据了解，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谢万军、刘连军在十日前往山东省

民政厅，要求办理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注册。当时出面接待的叁名官

员指出，「政府正在考虑批准此事」，并开列出四项条件；并表示，这些

条件达到後，将与异议人士逐条地讨论中国民主党的章程。湖北省的异议

人士今天上午也向湖北省民政厅提出设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的申请，

也未被拒绝。

对此，北京这名主管官员解释说，这都是「断章取义」，因为山东民

政厅只表示说可以接受社会团体的申请，而非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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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山东省民政厅一名官员指出，昨天山东民政厅并不是说同意中国

民主党筹委会的申请，因为这还是要依法办理。

组党：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共产党专制统治体制，与民主体制的根本区别，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

的处理不同。民主制度，说到底是公民权利决定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是第

一位的，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必须要由公民权利决定和制约。民主国

家的一切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国家权力的

行使者最终不可能脱离开公民权利的制约。但在共产党专制国家，权力是

高于一切的，是专制者的权力而不是公民的权利，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

公民权利成为统治权力的赐予品因而也是附属品。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权党，是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企图

永久占有政权为目的的党。政权，是共产党心目中高于一切的唯一目标。

所以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

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在现代国家观念里，政权或国家权力，不因其自身而存在，也非为自

身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是全体公民的授权，而国家权力的

执行者，必须行使的是全体公民的委托权。共产党曾经宣称它的政权的合

法性是来自于人民的拥护，这是从来未经证实过的；它曾经声言它的存在

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神话也早就破灭了。共产党政权，在其取得国

家的统治权不久，就已经变成了因其自身存在并为其自身存在的政权了。

因此，维护它自身的统治，成为它唯一的理由和目标。也正因此，它就不

可能不对公民权利加以无情的剥夺。

假如国家统治者是由真正的圣人和神人组成，那么，这个国家是采取

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圣人可以保证他的一切行为

都不带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仅为维护公众利益；神人可以保证他的一切

行为都建立在准确的判断基础之上，因而不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可

惜，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圣人和神人。如果说有，也必须要用一个方法把他

遴选出来，就必然地涉及到用什么方法的问题：公选还是靠枪把子逼迫人

家承认。

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骨子里确确实实是把自己当成这样的圣人和神人了。

中国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统治的相当长时间里，也让自己相信了他们是这样

的圣人和神人。今天，如果从骨子里说，恐怕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会相信这

样的神话了。但是，他们却仍然制造着这样的神话，以希望为他们的长久

独裁统治找出充足的理由。如果说老一辈共产党人持此观念仅因其狂悖，

那么，今天仍然继续神化自己的那些人，就是人格的卑污了。

所幸的是，中国人民正在觉醒，正在从共产党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对

人民进行的摧眠中觉醒。这个觉醒的基本标志，就是不再承认共产党有垄

断一切国家权力的特权，不再承认这个特权有绝对的合理性，而要求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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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必须对其占有国家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作出说明，要求共产党必须为

其进行国家统治准备前提－－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这些权利包括公民

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浙江的王有才们、山东的谢万军、刘连军们，是国内的觉醒者中的先

行者，他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不但觉醒了，而且先行了。毫无疑问，世

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政党、支持这个政党的任何一种理论，是绝对正确、

绝对能够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不例外，海外的共产党的反对党不例外，相

信国内组建的民主党也不例外。但是，言论自由与真理无关，结社自由与

是否代表人民利益无关。那仅仅是一种权利，一种不可剥夺的公民的基本

权利。因此，不管我是否认同民主党的章程主张，我坚决赞同它的组党行

为。共产党之所以不得人心，不在于它的主张，而在于它的行为，在于它

一党独裁、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国内组党的出现，就是对这种局面的一

种反抗，它代表了二十世纪末中国政治的未来趋势。

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运动的鼻祖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

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今天我们要说，这话完全不对。人类只

有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契而不舍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候，才会有全人类的

解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基本权利，是针对公民个人的，只要每一

个公民都切实地争取属于自己的这份权利，那么，民主的时代也就不远了。

因此，我们理应向先行者致敬！

（作者：陆 野 为国内人士）

王炳章：审慎乐观，谨防引蛇出洞

山东民运人士谢万刘连军十日当面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中共山东当

局要求资料完备后，再予考虑，并指出，当局将以“新思维”、“新方式”

来处理注册申请。

中国民主正义党对山东当局的理性表述，表示肯定和欢迎。但是，这

并不定意味着中共即将开放党禁，我们将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中共的意向如何，要待事情进一步明朗化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同时，

我们也要提出，民运人士应该对此抱有一定的警惕。

历史表明，中共善于引蛇出洞之术。五七年整风、七九年民主墙，中

共一开始都表示容忍、甚至支持，但后来，都以残酷镇压收场。

近期的例子也应借鉴。今年年初，广东民运人士谭力、李文生申请注

册独立工会，中共当局开始也是提出，需要二十人连署，需要注册资金，

需要注册人详细资料等条件。然而，当这些条件通通满足之后，中共不但

不批，反而对申请人进行传讯和吓。

最近，陕西工运人士赵常青被判重刑，湖南工运人士张善光原先已经

被通知释放、旋即又被逮捕，山东陈增详因参加民主正义党面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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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这一系列事件都提醒我们，不容对中共的一时容忍太过乐

观。

不管形势如何发展，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推进到反对党运动的高度。

中国大陆其它省市的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正在组建当中，有几个已经准备完

毕，就等宣布时机。总之，中国大陆组党的大趋势难以扭转。

(1998,9,10)

秦永敏表示对中国民主党组党仍不能过於乐观

(记者黄季宽武汉十一日特别报道) 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表示，中国

民主党武汉筹委会今天上午派出叁人前往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

党湖北委员会，得到省民政厅官员的友好接待。但是民政厅接受申请，并

不意味就会同意民主党组党，所以对这件事仍不能过於乐观。

秦永敏说，今天上午，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叁人於十一时二十分

踏进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委员会。接待的官员胡振全

表示，民政厅去年接到新的社团管理文件，要求结社人具备以下条作：五

万元人民币注册金；注明办公场所；列明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主要负

责人简历；列明成员名单。

接待官员指出，自从新规定发出之後，有很多结社申请，但今天的组

党申请还是第一例，事情很敏感，他会尽快向上级汇报，一个月内给予答

覆。

会见之後，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认为，中共当局认可组党是公民权

利，接受申请，进行研究，而未抓人，这是五十年来的第一次，但是对组

党问题仍不能过於乐观，因为变数还多，也不能说中共就将开放党禁。

秦永敏说，目前看来，中共采取这种做法，至少有叁种可能：一、迫

於形势，最终开放党禁。二、缓兵之计，以免承受国际舆论压力。叁、引

蛇出洞，一网打尽。他说，如果是第叁种情况，湖北省民主党的筹委都做

好了接受任何打击的准备。但他个人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而在拖

延的情况下，变数将会很多。

然而不论如何，他强调，在大陆的环境下，必须在法制的范围内，稳

步推动组党的工作。

香港专家认为北京仍无意改革政治

(记者张苑香香港十一日电) 对於大陆山东省民政厅官员表示，当局

正考虑批准成立「中国民主党」，香港的时事评论员认为事件尚需审慎观

察。他们指出，目前看不出中共有计划在政治改革方面作出大的变动。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本报记者表示，现时看不出北京政府有信心

在政治改革上作出大突破，对於中共这项可能解除党禁的举动，目前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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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乐观，大陆政府稍後怎样处理「中国民主党」的注册申请仍未可知，现

阶段仍需观察，还不宜作出结论。

他指出，中共处理人权问题近期有一点比较宽松的趋向，有几个因素：

一是大陆本身对应付外国的人权压力时，技巧有所提高，例如让联合国人

权专员访问西藏，今年秋天又会签署第二份人权公约，他说，大陆提高技

巧可以减轻本身的压力。

第二、总书记江泽民的权力正逐步获得巩固，作出稍许宽松，反而有

助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这也是技巧之一，但稍许宽松不等於可以作出大

让步。

第叁、大陆民间已有要求政府政治改革的声音，并懂得合法争取，加

上上述原因，因此形成目前看来比较宽松的小气候。

刘锐绍指出，对「中国民主党」来说，应该对大陆官方这次举动作出

充分的肯定，甚至大张旗鼓地让更多人知道这事件。若果当局真的让「中

国民主党」注册成立，那是真的有大突破，届时，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也不

要过於急进，先要多关心民生事务，并首先提出本身在国民事务上的议政

能力。

「开放」月刊总编辑金钟也认为北京最高当局对政治改革非常保留，

暂时不会想有大动作。

他对中央社记者表示，中共是专制的政权，对於组党这麽重大的问题，

必须由中央表态，如果山东省容许民众自由组党，北京不可能没有反应。

金钟表示，当局考虑「中国民主党」的注册申请，不等於中共已有可

以组党的决策。

山东省异议人士谢万军和刘连军昨天下午到济南民政厅申请注册「中

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时，民政厅的官员表示政府正考虑批准成立「中国

民主党」，并向他们提出四项条件，包括要有人民币五千元的注册金，列

明办公地点、负责人和成员名单等。

中共有意让异议人士设政党台湾立法委员多持保留态度

(记者林沂锋台北十一日电) 中共有意允许异议人士成立「中国民主

党」的消息传来，立法委员今天都对於这项消息持保留的态度，他们多强

调，中共其实也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这些都是维护中共政权的「卫星政

党」，真正的反对党不易生存。

过去曾经长期身为异议人士的民进党籍立委施明德(台南市) 表示，

中共拟准异议人士组党，有可能是「假性多党」的阶段，过去台湾有很长

的一段时间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一九七零年末才有真正的反对党出

现。

不过，施明德也强调，观察一个反对党必须看主导人是谁，如果真的

让流亡海外的人士回大陆组党，而组党後不会受到中共的控制，才是真正

有反对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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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籍立委周阳山 (台北市) 在听到这个消息後，第一个感受就是

「怀疑」，他强调，中共的意识型态相当坚定，不会允许任何其他政党挑

战共党政权。

周阳山说，除了共党外，中共也有其他的政党，但这些政党都是「卫

星政党」，用来巩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不可能让允许其他反对党的

存在。

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颜万进指解禁即使是真也只是形式

(记者陈盈盈台北十一日电) 中国大陆传出解除党禁的说法，民主进

步党中国事务部主任颜万进表示，中共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在野党只具

花瓶功能，中国共产党仍是永远的执政党，因此即使党禁解除属实，仍只

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中共方面传出有意开放组党，颜万进指出，民进党乐见大陆出现民主

改革的「曙光」，但衡量现实，大陆民主改革仍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订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整个政治制度也没有在野党参与的管道，中共即使准许在野人士组党，像

花瓶一样的在野党最高层次也只能参选村、里长，政治力量根本无法发挥。

他评估中共传出开放组党，可能是想要透过政治制度控制，以确保共

产党一党专政，让反对党成为永远的在野党，并透过制度限制在野政党政

治活动，或希望以此确保某个特定人士的元首地位。

颜万进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表示，中共即使开放组党，可能会像香港

一样成为「形式的民主」，执政党仍是永远的执政党；他说与台湾的解除

党禁比较起来，目前中共的环境，比较像台湾在一九五八年雷震宣布组党

时的时代背景。

他表示，当时雷震宣布组党後一个月左右就被抓，而後经过二十几年

的白色恐怖统治，中共如果现在开放党禁，并不像一九八七年民进党宣布

组党的状况，当时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已在正要开始勃兴的关头，而

「中国」的现状并不是这样。

颜万进表示，民主改革仍要相当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社会环境、资

源取得配合才有可能。他表示，在历史条件方面，「中国」与台湾当初情

况不一样，当时台湾在党国主义下，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目前「中国」

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仍需要现在强大的官僚体系。

在客观环境上，台湾的城乡差距、国民所得差距不大，但「中国」大

陆经济改革、文化水平差异大，又有民族隔阂问题，客观环境要进行全国

民主操作仍有极高的难度，例如进行改选的陕西省仍有六成文盲，根本无

法进行民主操作。

颜万进表示，在社会资源方面，当时台湾反对党透过选举可得到选票

与政治资源，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并行，中国大陆没有社会运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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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现阶段国家的使命是非政治运动的经济问题，没有社会运动的解放，

中共很难只以反对党的条件对照台湾发展民主。

颜万进表示，目前中共已有所谓的「民主党派」，例如民主联盟、九

山学社等，但这些党派的组织、人事、经费都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

根本是个形式。他因此认为，即使大陆真的允许成立在野党，这些所谓的

反对力量仍会被现有体制吸收，或将成为毫无力量的蜉蝣。

张京育指大陆如开放异议人士组党台湾行政院乐观其成

(记者方旭台北十一日电) 面对大陆方面可能允许异议人士筹组政党

的传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京育今天表示，以中国大陆对各项

自由的管制，这项消息需要再观察，但如果属实，往民主方向发展，我们

自然乐观其成。

至於陆续传出台商在大陆遇害消息，张京育则呼吁经商仍要以安全为

优先考量。

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发布消息指出，中共可能允诺异议人士筹组

中国民主党，做为大陆境内的合法政党，因此引发各界关心，并质疑此一

消息是否正确。

张京育是在步出立法院时，做了以上表示。张京育指出，中国大陆对

於各项出版、言论与行动自由的管制依旧森严，因此虽然有中共允许开放

组党的消息传出，但我仍密切观察中，并不会现在就下定论。

张京育并强调，所谓民主的政党，必然要受到宪法、法律的保障，并

且需要出版与言论自由，作为运作的基础，因此中共是否会做这麽大的改

变，允许有其他政党与共产党竞争政权，仍然需要密切的观察。

不过张京育仍表示，如果中共真的能在党禁上进行改革，开放人民筹

组政党，并且提供宪法与法律上的保障，无疑是往民主的方向改变，因此

我方也乐观其成。

同时针对陆续传出台商在大陆受害的消息，张京育则忧心地表示，经

商必须以个人的生命、安全作优先考量，虽然陆委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已

对此密切注意中，仍需要台商自我提防，毕竟两岸间的生活条件相差甚多，

张京育认为，这难免会造成不法份子觊觎的机会。

中央社泼冷水：对大陆异议者欲组党报导的另类思考

(记者王新中台北十一日电)针对大陆异议人士组党，一些报导规避了

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刻意强调可能是中共开放组党首例，这种倾向不仅

易於从根扭曲大陆的民主化，更易於让台湾对大陆实况认知，陷入主观的

自我意向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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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民主党」所言，可知它是有意申请中共核准组党，中共对

其动作虽未峻拒，也还未祭出已往曾有的大牢伺候，但也根本未加受理，

而是要它补足一些条件之後「再说」。

上述所示的中共的反应比以往确实「较文明」。但是，任何稍具新闻

常识的人也不宜忽略：被中共首度接受、而且专程到大陆谈公民权利问题

的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此刻人还在大陆！

前两天中共阻止一位异议人士妻子见罗宾逊，就已够让中共在国际媒

体上鼻青脸肿，现在若再对行使公民权的组党动作一棍子瞬间打死，那若

非中共内斗已到崩溃边缘，就表示中共是政治智障--然而，不管各方主观

意向如何，这两者和客观毕竟有所距离。

就算中共将来正式受理民主党申请，并且让它成为开放意义下的第一

个政党，此刻台湾的观察报导，也应采取以紧扣事理为主的审慎客观。

这里不是什麽意识形态或制度之争的问题，而是说不管两岸政治如何，

台湾和大陆早就是两个很不同的生活实体，以一个实体的惯性套络，去框

视另一个实体事态，结果只是认知与事实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

简要而言，从新闻专业看，台湾媒体对大陆组党关切的重点应在於：

一、他们将以什麽诉求、采取怎样的方式，去唤起和取得民众的认同支持；

二、他们对中共反应的预判，和本身预设的互动立场大致如何。

透过一，可让人了解组党者行动之於大陆真实生活的具体意义何在；

透过二，可让人知道组党行动的後续可能发展如何。知悉这两者，是进行

穿透表象、触及本质的有意义报导的必要元素。

更重要的是，唯有具备这两种元素的报导，才可能让台湾社会去实实

在在思考，这件组党动态对大陆可能有什麽影响，从而对两岸关系的近、

长程影响又是如何。

中华民国陆委会表示乐见大陆发展多党政治

(记者曾淳良台北十一日电) 针对中共接受大陆异议人士申请注册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一事，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许柯生今天表

示，我方对於多党政治能在大陆发展表示欢迎，而且乐见民主政治能在大

陆逐步开展。

许柯生并强调，任何有益於大陆人民权益保障、法治尊重、民主推行

的措施，都是为大家所欢迎的，至於中共最近接受大陆异议人士申请注册

「中国民主党」筹委会，陆委会的态度是乐观其成。

许柯生同时引述李登辉总统在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国家统一委员会议中

的讲话指出，两岸统一的基础是民主、自由、均富，他希望未来大陆在政

治上也能走上民主的道路，符合世界潮流，两岸才比较容易走在一起。

9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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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亮特稿：中共如放宽组党意在掌控民运

长期以来被中共官方视为禁忌的组党，日昨在传出山东、湖北两地异

议人士分别向当地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同时获得主事者「善

意」的回应後，一时间使得中共是否已经考虑准备开放党禁，成为各界瞩

目的焦点。

透过规范了解组党过程

根据事件的角色之一、山东异议人士谢万军指出，十日下午他与刘连

军连袂前往山东民政厅社团管理处，要求申请「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

时，民政厅官员向他们表示，必须补足四项条件。之後，将依照「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民政部有关规章，依法审理他们的申请。官员并

指出，他们还须解决挂靠单位的问题。

由於大陆目前并没有所谓「政党法」，异议人士若想组党，可说是无

法可循。因此，谢万军等人此举，也不无藉此先以「社团」名义站稳脚跟，

再俟机徐图发展。

同时，从山东民政厅官员的说法，可以明显看出，中共官方对这桩异

议人士申请组党的事件，基本上是刻意淡化组党此种高度敏感的议题，而

是要求必须符合民众申请成立社会团体的要件；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共

是意图藉由社会团体的相关规范，主动掌控异议人士组党的过程。

事实上，中共建政後，在高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旗，以及全面垄断

经济资源分配下，一些与当局意识形态不合的民间团体都被迫解散，或者

经由政治改造，成为点缀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工具。硕果仅存，

就只剩下由共产党一手组织掌控的叁大群众团体，即工会、共青团、妇联，

叁者简称为「工青联」。

随着改革开放後，政治控制力量的松动与私有经济的活络，大陆民间

社团也逐步开始出现。特别在八九民运前夕，以北京为首的大陆文化界与

艺文界，纷纷成立非正式组织的文化沙龙，他们大胆地探讨了大陆实施民

主政治的可能性，也展现了民间团体的自主力量。

民主党须自找挂靠单位

六四後，中共官方鉴於民间社团的无序发展，对大陆社会稳定带来莫

大的冲击。为此，中共於八九年十月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要求每一个民间社团都必须有一个政府部门为其管理机构，也就是要有挂

靠单位。

在此种情况下，六四後大陆民间社团的发展，虽然呈现了相当热络的

现象，但是根据大陆学者的调查，目前大陆民间社团的型态，基本上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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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官办社团、官办社团居多，纯粹不与官方有任何联系者，可说是凤毛麟

角。

在社团的作用上，虽然这些社团被赋予反映或者维护其成员利益的功

能，然而它更多的是，是必须扮演政府助手的角色，同时，这项职权还明

文规定在相关的社团章程中。例如，个体劳动者协会（个协）必须「协助

税务和工商行政机关督促会员依法交纳税金」，私营企业协会（私协）要

u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私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应该说，中共官方对民间社团的定位，是希望社团的协助作用可以弥

补政府在管理上的薄弱环节，起到强化管理社会的功能。更甚者，社团的

助手功能还体现在协助党和政府进行思想工作，以帮助助理员理解党的政

策。

既然，民间社团被赋予政府「白手套」的角色，它与政府相关单位间

呈现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是中共官方直接介入社团运作，例如，主持

日常工作的社团组织领导具有主管部门成员的官方身分，社团经费是由主

管部门拨款或资助。有些则是社团的挂靠单位或主管部门，派出一定的人

员参与社团的日常运作，例如，社团秘书长由挂靠单位指派，个别社团主

要领导由挂靠单位领导兼任。

由於大陆社团负责人多数仍具有官方身分，在角色上难免发生冲突，

不可能单纯代表社团利益，再加上，社团的政治角色主要是由国家给予的，

社团独立的群体利益意识尚未发育成熟。在此种情况下，目前大陆社团离

西方民主国家「压力团体」作为民众利益汇集、传达与回馈的机制，仍有

相当差距。

官方可能进行渗透破坏

理解了目前大陆民间社团的运作情形，再来看此次大陆异议人士申请

组党的事件，如果异议人士谢万军所言无误，那麽後续值得观察的是，他

们如何找到愿意「收留」「中国民主党」此一「社会团体」的挂靠单位。

虽然，目前大陆的政治气候是较为宽松些，但是我们仍很难想像有那些政

府单位愿意作为此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社会团体」的挂靠单位。

或者，届时真的有政府部门出面愿意作该党的挂靠单位，但是此种情

况反倒是值得特别提防，因为谁能保证在当前大陆社团运作情形的制约下，

官方的力量不会藉此渗透入该党的运作，使得「中国民主党」最终也是沦

为政治上的花瓶。

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发表声明

(记者王应机纽约十一日专电) 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十日就山东

省民政厅接受山东筹备委员会申请注册登记一事，在纽约发表声明，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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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赞同民主党纲领的各派别、各组织团结一致，为建立一个真正代表

中国人民的政党而奋斗。

这份由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协调人徐水良署名发表的声明，包括五

个重点：

--对中国政府在解除党禁方面的此一最新发展表示肯定与欢迎。

--这是中国民主力量及全体中国人民奋斗数十年所获致的最新进展。

但中共目前只是对党禁有所松动，党禁的解除尚未成为事实，在这一方面

的实质胜利尚未到手。中国民主党组织及一切民主力量必须提高警惕，不

能稍有松懈。「一定要防备专制顽固势力可能的反扑，更不能让还未取得

的胜利冲昏头脑」。

--希望全国民运人士及一切民主力量，已经和正在筹备成立中国民主

党组织的所有地方，「能团结一致实现统一，统一筹备组党及登记注册工

作，避免矛盾、分裂与不必要的损失」。

--筹备组党工作应既积极，又慎重，有秩序地进行，避免混乱，「尤

其防止专制势力渗入，破坏，制造矛盾和分裂」。

--呼吁海内外各派别、各组织，在目前关键时刻，一定要团结一致，

顾全大局，「决不要以自己的私利来干扰当前突破党禁的努力，更不能以

私利来搞分裂活动，赞同民主党纲领的各方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为组建一

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民主党而奋斗」。

谢孟儒：在大陆「依法申请」组党 未必行得通

据报导，大陆山东、湖北两省的民运人士有意筹组新党，结果竟然未

受官方刁难，让外界颇感惊讶，甚至有中共准备开放党禁的联想。不过，

就法论法，可否组党？如何组党？其实现行中共的法律规定十分模糊，甚

至无法可循。因此，是否开放党禁仍是高度政治性的敏感问题，端视中南

海的意向而定，民运人士企图藉「依法申请」来闯关，恐怕未必行得通。

依中共宪法，公民确实有结社的自由，这点一般都被理解成人民有权

组织政党的依据。然而，大陆的宪法学者在探讨宪法赋予人民基本权利时

根本就对这方面的问题避而不谈，原因为何？和台湾在戒严时代，学者也

绝口不提开放党禁的道理一样：因为「政治」。

有人可能会说，大陆既然已有九个民主党派，为何不能再增加几个政

党？但问题是，这些民主党派要不是在中共建政前就存在，而且还和共产

党携手合作，斗争过国民党，要不就是像台盟、工商联，根本就是中共一

手扶植成立的，像民运人士这种自发的，且表明是要制衡共产党，甚至争

取执政的组党动作，怎能和这些友党相提并论？

退一万步，即使要组党，其实也无法可循，因为中共并未像台湾一样

制订含政治团体在内的「人民团体法」。日昨，大陆民运人士向民政部门

申请登记「中国民主党筹备会」，是依中共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的规定，但此条例明文规定，只接受协会、学会、联合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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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基金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申请登记，政党

并不在内，严格说来，并不能依此向官方申请成立新党，这也是为何北京

的民政部官员在谈到此事时会表示，不可能受理的道理。民运人士所以这

麽做，其实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想藉机冲撞官方禁忌罢了。

当然，如果有人要玩文字游戏，强调有个「等」字，意思就是所列举

的是不完全的，因此政党当然可以包含在内，而适用该条例。问题是，条

例附则中明文规定，解释权在民政部，前述的乐观说法不免就有点一厢情

愿了。

再退一步，日昨山东、湖北民政厅的动作其实也只能理解成「收件」

而已，不代表已「接受申请」。毕竟，按这些官员的说法，民运人士的申

请还须补足四个条件，在未完成此动作前，所提交的文件根本不齐全，如

何谈受理与否？

另外，按法规，成立社会团体得先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但像「中国民主党」这种情形，又该由那个部门来审查？何况，即便这关

过了，民政部门还是有权「不予登记」，就算提出复议，结果可能还是一

样。

最後，即使省方真的核准登记，也可能只是核准登记政党「筹备会」

此一社会团体，未来在申请登记全国性的「中国民主党」时，还是有可能

被民政部打回票。这一连串的困难只说明一件事：开不开放组党是政治问

题，想光靠法律解决是不可能的。

张荣恭指中共温和反应组党申请非改变体制

(记者杨慧珍台北十二日电) 针对大陆山东及湖北两省民政厅分别受

理异议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的申请，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主任张荣

恭指出，这只是中共在处理异议人士的手段上的调整，并非一党专政体制

改革的症兆，不过他乐见大陆社会民主呼声的扩增。

张荣恭说，除了中共外，大陆现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国民党革

委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九叁学社、致公党、台湾民

主自治同盟、民主建国会，其党章中均明定「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所以中共将这八个党派定性为「参政党」，即支持中共专政地位的「友

党」，而非一般国家的「在野党」。换句话说，这些党派不能拥有别於中

共的政治方针、路线、政策，也不能与中共平等竞争执政权。

张荣恭认为，观察新的中国民主党动向的重点，应在於大陆的新党派

能否不在自己的党章中限制自己只能支持中共，否则新党派不过是新增的

附庸中共的政治团体而已。而且张荣恭仍怀疑中共会开放党禁，允许成立

新党派。大陆现有的「民主党派」，没有一个是一九五四年以後成立的。

至於山东、湖北两省受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申请，张荣恭说，这反映

了中共在因应这项情况时，确有来自中央的统一做法，即不予以当场拒绝，

也不加以公开打压，目的在改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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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共处理方式的温和表现，并不代表中国民主党将能获准成立，

否则新党派的筹组将如雨後春笋，纵使它们都打着坚持中共领导的旗号，

也不是中共所能消受。

张荣恭表示，大陆社会民主需求的增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共的

政治体制改革对此能否有效回应，攸关大陆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深入、巩固，

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

深圳网友陈必红的看法：关于开放党禁

前几天看到一位叫刘连军的先生兴奋地在网上向大家报告,说是中共

在开放党禁方面有新的政策,他已经向山东省民政部门申请,有关负责人说,

只要交四万元钱,有五十人联名发起,以及相应的有关程序,就可以受理.他

认为这是中共的重大变化.

不过,我还是觉得刘先生过于天真(决无恶意),对于与中共打交道非常

外行.我发现许多国内外人士在和中共打交道的问题上都过于外行.

首先中共的政策可以说是有了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不大,而且使得中共

处于有利位置,改变过去的被动局面.因为宪法上写着结社自由,人家别的

什么法都没犯,要求成立政党,有什么理由拒绝呢?还将人家抓起来,这的确

显得中共理亏.而现在中共这样受理,我预测刘先生还是会遇到一些哭笑不

得的情况.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很大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五十人联名的问题.在中国的现在,别说刘先生,就连

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几百个对中共不满,认为中国将来要走多党制民

主大选的道路的人.可是这些人即使私下里大骂中共,却是天桥把式,光说

不练的家伙,他们平时也就是上班下班,忙着挣钱养家糊口.如果有游行,他

们一哄而起地去参加也可以做得到,但是要让他们联名.请注意既然要五十

人联名,就要有五十人的身份证,要有五十人的一个证明自己愿意组织政党

的证明书,要在上面签名,这潜在地就等于公开向中共叫板,我要和你对着

干.我认为刘先生极难找到五十个敢签名的人,别看他们平时海誓山盟,好

象打算与你同生共死的样子,一到签名时,手准打哆嗦.要知道以后这些人

可就被中共记录在案了.这在类似的问题上我都经历过,所以可以在这里向

刘先生介绍情况.此外,你千辛万苦找到了五十个不怕死敢签名的人,也将

名单和申请书及各种表格交上去了,那么中共还要核实,万一这中间有人不

存在怎么办,是雇来的民工怎么办,他根本没同意是你伪造了他的签名怎么

办.于是中共就会一个人一个人地登门拜访,趁着人家一家大小老婆孩子父

母都在去大声地核实,"你确实是打算搞这么一个政党吗?",问完以后也不

多说,只是说多少天内还可以反悔.你想想这些人就算自己勇敢,还能把老

婆孩子父母思想都做通了?他们听后怎么想?肯定会极力劝阻你,让你去反

悔.因此过了几天准保有一些人自愿地从政府部门撤回了申请,政府官员还

会很得意地说:"想好了哦?不能说我们胁迫你们了哟?是你自愿要撤回的

哟?".那么五十人又不够了,你又要去跑,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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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最后你总算找到五十个人,不是雇来的民工,而且全家大小都愿

意提着脑袋跟你干,那么下面的第二个障碍才真正让你哭笑不得.

要成立政党一定要有一个党纲,这个党纲要交给他们审查,审查的标准

是,一定不违犯国家的各项法律,包括宪法.政府方面可以举日本的真理教

为例子,说我们总不能批准一个违法的组织吧.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国的宪

法是公然将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去的.那么你要结社自由,好,党纲里就必须

写上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你不写,你违反宪法,当然就不会被批

准.如果你写了,那么你和中共那些民主党派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和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不同,这些地区和国家原来就是亲美的,

宪法也都仿照美国的写,那么搞专制的人只能用现在是勘乱时期或者紧急

时期来拖延大选,久了就是违法,所以最后专制才坚持不住.

而中国的宪法里就已经规定了中共一党专政,你要是不服从就是违反

宪法.这好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宪法也不这么写,所以它们的国家能够成事.

我知道海外民主人士的成立政党的意思肯定不是成立一个拥护中共的

党,那么如果要合法,就只有先改宪法,而改宪法就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那些民主人士又没有机会在代表大会中获得多数,连参加的机会都

没有多少.

所以除非你成立一个违法的组织,否则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成立反对中

共领导的政党.

再次别误会,我可不是向着中共哟!我是给你们介绍情况,别那么外行.

现在搞民运的人外行实在太多,还不如我这个网上的混混与中共打交道的

经验多,还不谦虚,这样下去根本不可能成事.

作者：陈必红 <cbhong@ihw.com.cn>

摘自： 亦凡书库论坛

http://www.sinc.sunysb.edu/Stu/yihe/wwwboard/messages/12938.

html

9 月 13 日

冲击党禁第四波：东北三省联合组党，又上一台阶！

[本刊记者纽约特别报道]东北三省的民运人士已经联合起来，成立了

中国民主党东北三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向北京中央政府民政部直接提

出注册申请。这是继浙江，山东，湖北三地“中国民主党事件”三波之后

的又一次冲击，在规模和级别上都更上一个台阶。

这次东北三个省的民运人士联合成立跨省的民主党东北筹委会，是国

内民运组党又向前跨越了一个台阶，是向全国委员会迈进的一个重要的中

间步骤。东北地区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上，一直是一个整体概念。

三省联合，共组民主党东北筹委会，是顺理成章的事。由于跨越省市，民

主党东北委员会的注册申请，在行政上，应当由中央政府民政部审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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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省级民政部门审理。这对测试中共政府和中共高层对跨地区联合组党

的态度，有重要意义。可视为注册申请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哨步骤。

这次东北三省发起注册民主党的人士，多是从事多年反对运动、具有

丰富运作经验的老民运战士。辽宁的王泽臣、黑龙江的傅俊保、吉林的冷

万宝等发起人，都是七九、八九年就投入民运、坐过牢房的久经考验的民

运老战士。联系人王文江，八九年参加民运。现在是鞍山第一律师事物所

执业律师。浙江王有才因此组党被捕后，王文江挺身而出，愿意为王有才

担任辩护律师，但被当地中共当局加以阻拦。

王文江表示，他们是用信件的方式提出申请的。如果民政部对他们的

申请进期内没用答复，民主党东北筹委会将派出代表，亲赴北京中央民政

部，要求具体答复。王文江表示，身为一名准备为民主大业献身的执业律

师，他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已经向家人做了交代，作出了最坏的

打算，包括被律师事务所解职、吊销律师执照、以至政治迫害。届时，如

果筹委会委托他，他将直赴京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文江说，他做为律师，所作所为，均按照中共目前的法律办事。他

已经研究了有关法律，届时将按法律条款与中共交涉。

下面是中国民主党东北筹备委员会的申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社团管理登记条例的规定，按照国际法的

普遍准则，我们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东北三省筹备委员会。我们赞成中国

民主党的章程，愿意履行民主党章程规定的义务。我们承诺，中国民主党

东三省委员会成立后，将承认和尊重江泽民主席国家元首的地位，将承认

和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同时，在宪法和其它法律的范围内，开

展我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

政治活动的有序和多党参与，是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由

之路。人类的历史表明，监督和制衡是现代文明国家权力结构的强大支柱。

合法组建政党乃是国家政治处于正常运作的重要特征。

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实现多党

政治和宪政体制，是我们持之以恒的追求。可喜的是，在二十世纪即将结

束之际，我们似乎看到了以法治为保障的民主曙光。政党是现代社会普存

在的政治现象，在法律范围内，公民自由组建政党，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

的必然选择，也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正视这一现实，是执

政者的勇气和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中国民主党坚决维护民主制度的正常

运转和社会稳定，同时，我们愿意为抑制腐败，监督政府行为，及参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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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国家事务管理，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中国民主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

和其它民主党派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

我们希望，我们的建党申请能够获得批准。

中国民主党东北地区筹备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四日

附：

一，筹备委员会部分成员：

辽宁省：王文江、王泽臣、天白、张友嵩、贺志杰

吉林省：冷万宝、安福兴

黑龙江省：傅俊保

二，筹备委员会联络人及简历：王文江，王泽臣

王文江任职单位：辽宁省鞍山市第一律师事务所

王文江：电话：(0412)-6412878

三，中国民主党章程 (略)

9 月 14 日

东北民主人士申请组党挑战北京开放党禁诚意

(记者陈正杰华盛顿十叁日专电) 继山东、湖北等地民主人士向当地

政府提出组织在野党的申请後，东北地区的民主人士今天直接向北京政府

寄出成立「中国民主党东北叁省地区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申请书」，挑战

中共开放党禁的诚意。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言人卢四清证实，目前筹组

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只是在申请的阶段，大陆官方部门并未进入批核的行政

程序。但是，在近期内，上海、北京、四川、湖南、陕西等五个地方的异

议人士，仍将先後向所属地方的民政部门递交申请组党文件。

根据筹备中国民主党核心人士的构想，他们将先在大陆除西藏等几处

特殊地区以外的的省分、自治区，成立分支机构，在大多数省、区的分会

成立後，再选举成立总部。

由王泽臣、王文江领衔的中国民主党东叁省筹委会今天挂号邮寄给在

北京的民政部的文件，包括组党章程、申请书和负责人简历。申请书中明

白承诺，「中国民主党东叁省筹委会成立後，将承认江泽民主席的国家元

首地位和尊重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同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社会政治

活动。」

王泽臣等人在申请书中表示，他们是依据大陆宪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规定，遵循民主与法制原则筹组中国民主党东叁省筹委会。

他们提出的理念是，政治活动的有序与多党参与是国家长治久安和实

现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由之路。人类认识与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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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立後的权力结构，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与科学的分布，监督与制约

将成为这个文明体制的强大支柱，合法组建政党乃是国家处於正常运作状

态下的重要特徵。

他们并说，政党是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在法律范围内自

由组建政党是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和天赋人权，正视这一现

实是执政者的勇气和对社会负责任的体现。

申请书中并表示，中国民主党坚决维护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

定，并将永远是捍卫民主政体的坚定力量，同时，愿意为抑制腐败，监督

政府行为及参与必要的国家事务管理作出贡献。

王泽臣等人这次选择直接向中央级的民政部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东叁

省筹委会，是基於筹委会是跨省的组织；他们并决定在确定民政部收到申

请书後，将派代表北京，与民政部的主管当面说明沟通。

据美国「自由中国运动」发言人连胜德指出，这是大陆近年来首次出

现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出的组党要求，北京如何回应，对於大陆未来政治开

放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标作用。

湖北和山东的民主人士响应王有才六月底在浙江发起的中国民主党组

党运动，最近分别向当地省政府民政厅提出成立省委员会的申请，中共地

方当局给予出乎外界意料的良好回应。

在十四日寄给北京中央民政部的申请书上，「中国民主党东北叁省地

区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表示，如果筹委会获准成立，将承认和尊重江泽民

的国家主席地位，也承认和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

筹委会成员王文江等人在申请书上表示，允许公民在法律范围内自由

组织政党，是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正视此一现实则是执政者对社会负责

的表现。

此外，连胜德向记者表示，大陆今年以来政治风气明显开放，外界有

「新北京之春」的说法，但「中国经济时报」编辑委员兼评论员施滨海八

月出版「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的选择」一书後，就在九月五日遭公安人

员带走，下落不明。

「自由中国运动」呼吁北京当局尽速释放施滨海，不要扼杀改革及知

识份子发挥意见的气氛。

评国内组党运动：如何突破“第二十二条军规”？

舒 啸

今年国内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公开组

党运动的出现。这标志着国内反对派已经向着公开的组织性操作转变。这

样一个变化，对于民主运动本身、对于国内的整个政治局势、乃至对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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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未来的发展，其意义都是重大的。同时，这样一个变化的出现，对中共

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正如六四事件是中共历史上所从末遇到过的新事件、

因而曾经对它有过严重考验一样，反对派公开申请组党，对它来说是一个

更加严重的新问题，而此一问题，又必然会带来其它新问题的出现，例如

开放报禁、参与选举、修改宪法等等。面对这些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

“重大问题”的考验，中共应该不会采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穷应

付政策，而必定会在近一时期拟定以救长远的政策和策略。因此，对国内

组党运动，必须作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组党运动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何以为继；一方面，中共会以什么对策应付此局面。这两方面的问题，本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相促动才会决定未来走向。因此，都是不可不

认真评价的。

一、国内组党运动之内涵

今年 6月，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在浙江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9月，

谢万军、刘连军等在山东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近日，秦永敏等 7 人在湖

北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据闻，其它各地的政治异见人士，也在积极准备

提出组党申请，注册政党的运动大有万舸争流之势。虽则迄今并没有一个

申请被批准，第一个申请的浙江诸人士并遭拘押，但是，在大陆一党专政

近五十年严厉处置党派活动、至今仍充满政治恐怖的时候，组党人士不畏

牺牲、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行动和精神，仍深深震撼了海内外一切关心

中国前途、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展露出中国未来政治的新曙光。

组党运动在今天的出现，是中国整个二十世纪中一个辉煌的事件。对

比于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对比于五四运动后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运动，

今日组党运动的意义，毫不逊色。应该看到，自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

运动所共同指向的目标－－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中国的目标，

在大陆迄末实现。相反，中共在大陆近五十年的统治，实际上把中国变成

了一个自摒于现代世界政治潮流之外的专制国家。无论在这五十年中，经

济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国际地位上有了多大的提高，作为国家主人的人

民，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和地位。政治特权阶层控制、支配着

一切资源，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社会经济差距在扩大。因政治垄断、经

济垄断和文化垄断所造成的政治腐败、经济腐败、文化腐败，已经严重地

腐蚀了国家肌体，全社会的发展动力在逐渐消失，社会矛盾逐步积累，道

德水准在下降。可以说，中国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全方位危机。今日国内组

党运动的出现，正不但是承继着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民族救亡运动未实现的

目标，而且是因应着现代世界潮流、面对着因共产党五十年一党专政造成

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所做的救亡、强国、发展的选择。因此，

毫无疑问，它既是历史运动的延续，也是当代民主运动的发展，对民主运

动本身、对国家未来前途，都具有历史意义。

今日中国大陆，比五十年前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经过五十年代的

“反右”，六十年代开始的文革，共产党已经在大陆内部全面清除了党外

政治异已。公开的、组织化的政治反对派，已经从政治、社会生活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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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由民主墙开创的思想解放运动，遭到了残酷镇

压。因思想、文化讨论而形成的准政治组织－－各类论坛，被清除殆尽。

政治恐怖的阴云没有一天从中国的天空消失。到了八十年代末，这种政治

恐怖居然演化成了赤裸裸的武装暴力恐怖：六四和平示威的人们被无情射

杀。随之，就是近十年漫漫的政治高压：大批民主人士被关押、判刑、流

放，以及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监视、骚忧和恐吓。毫无疑问，中共在这五十

年中为实现一党专制而采取的政治高压手段，剥夺了党外政治反对派存在

的所有空间，摧毁了政治反对派发展的基本条件。

尤为严重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使政治反对派不可能通过正常媒

介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政见。大陆绝大多数民众，虽然对政治腐

败和社会腐败不满，却在中共的政治宣传之下，无法看清问题的本质，甚

至，大多数的民众对专制极权仍然抱有幻想，民主启蒙教育难以开展。近

几年来，当中共意识到空洞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已不足以蛊惑人心时，

就祭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在具有五千年“大中华”、“大一统”传

统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煽动力巨大。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来对抗民

主思想，是中共近几年来主要的政治策略，这一政治策略在去年的香港回

归、亚洲金融风暴和今年的洪灾中，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对言论的把持

和利用言论工具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惑，给国内民主运动的开展，

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中，国内民主运动必须因应形势，采取更加灵活

有效的策略，以获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传达自己的声音，以获得民

众的认可。可以说，组党运动正是适应当前的局面，为着扩大民主运动的

声势、取得更为有利的地位而采取的重大战略转变，是开启民主运动新里

程的象征，因而是值得赞贺的！

之所以值得赞贺，首先，是因为组党运动是在现今条件下发展民主运

动的一种明智选择。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涌现出的民主运动人士，基本

被纳入中共视线，这些民运人士除被逼走海外的，留在国内的人，一举一

动，俱被严密控制。事实上，他们的身份和行动，已经无密可保。在这种

情况下，与其被束缚得动弹不得，莫如光明正大的走出来，进行公开的活

动。

之所以值得赞贺，其次，是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

中共明智，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言论、结社等权利，以充民主而昭天下；

中共不智，既不真正实行民主，何以把公民权利写在纸上，徒授人以柄？

组党运动正是利用宪法中所预留的虚假政治空间以为已用，这就如同主人

假客套，我就真入席，且看你备酒菜否！

之所以值得赞贺，第三，是因为组党运动恰当地选择了时机。浙江的

人士选择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之际，山东的人士选择在联合国人权事务

专员罗宾逊夫人访华之际，两波都是选在关心中国人权现状的国际人士在

华期间申请注册政党，令中共左右为难。而湖北人士则在山东当局宣称接

受申请之后行动，既呼应了山东，又试探了山东当局之举会否在湖北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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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相当讲究策略的。应当说，民主运动的开展，是世界范围之内的事情，

与国际社会密切相关。今日之民主运动，不是传统社会的农民起义，不是

暴力革命，也不是秘密会社运动。在现阶段，民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

取公民的合法权利。现代民主运动虽为着国家民族，却必须呼应着国际社

会的民主潮流。因此，配合国际人权运动，开展组党运动，以争取公民权

利，是更切实的政治目标。

总之，国内一波又一波继之而起的组党运动，是二十世纪之初开始的

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的一种新的形式，它本身也必将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势。

这种新形式和新形势的结合，有可能把中国民主运动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国内组党运动的真正内涵。

二、当局者会如何因应

中共对党外组党，一贯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安。今日组党运动以

前，不断出现各类地下反对活动，这些反对活动五花八门，从有理性的民

主运动，到秘密会社、地下传教、甚至是盲民为了当皇帝、打天下的愚蠢

活动，中共无论轻重、不分皂白，一概斥之为“地下反动组织”，统统采

取剿灭政策，无一例外。“剿”，可以说是中共对各类政治反对派所采取

的唯一对策。

这毫不奇怪，因为中共从建党开始到如今，就是道地的政权党，在没

有得到政权之前它欲夺得政权，在夺得政权后要守住政权。政权是它唯一

要看守的珍贵物。中共七十多年，从其自身夺权、掌权的历史，深悟出一

条道理：任何一种异已的政治力量，绝不能任其滋生，更不能任其发展，

否则，必贻大患。因为中共就是从三、五个人、七八条枪，发展成巨大的

政治、军事集团，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政权的，在它的思维中，就绝不希望

别人仿效它的经验来夺取它的政权。

从自身经验出发，中共尤其不能容忍反对派采取秘密结社、和国际社

会保持联系两种形式，因为这是它掌握政权前二十七年奉为至宝的经验。

它更反对“串联”，严禁各地政治反对势力结合起来，特别是和工人、农

民结合起来。

秘密的、组织化的、与海外“勾结”的、全国串联的－－中共极为敌

视的就是这样的“反动势力”。过去它以“反革命”等罪名、今天它以

“阴谋颠覆政府”等罪名，毫不容情地予以打击。

但是，今天组党运动走向前台了，它是组织化的，却不是秘密的，而

是公开合法申请的，是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处理过的“新情况”，它将如何

应对呢?

从中共对待已经出现的三波组党申请的处理，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

同的手法：对第一波王有才等，采取了抓、关、压，甚至准备进行司法审

判；对山东、湖北的组党申请，则不抓、不关，申请人行动自由，当局出

人意料表示准备“受理”申请。同是组党，且同是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为何中共前倨后恭，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反

映了中共什么样的政治变化？它是否意味中共将开放党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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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一贯的做法，在对待组党问题上的这些手法上的变化，搞得海

内外人士一头雾水，随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林辉、王东海、最

后是王有才被释放时，海内外欢呼过；当山东当局表示准备接受谢万军等

的注册申请时，海内外更是一片喜悦，刘连军甚至情不自禁地提前高呼

“自由民主万岁，胜利属于人民！”湖北当局仿山东当局的做法，使很多

人坚定了当局在对待组党问题上，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思想。与这样的

乐观情绪对应，有人提出：谨防中共在搞“引蛇出洞”的战术。一些人提

出，这是中共的拖延战术，最后拖成不了了之。台湾一些长期处于反对党

地位的人，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共意欲培养“虚假反对党”。

这当然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依愚见，考察这些变化，不能仅看这

暂时的结果，而必须联系中共的一贯立场，看一看今天它是否真的想改变。

我认为，中共今天之对待组党问题的变化，根本上只是手法上的变化，

而不是原则和立场上的变化。前此王有才等的被释放，固不能不说与国际

上和海内外民主人士施加的政治压力有关，但主要的是中共采取的主动行

动。当中共第一次面对声势浩大的六四民主运动时，曾经愚蠢地采取了使

用军队镇压的低劣手法，而在事后总结时，抱悔不止。我相信，再发生六

四同样的事件，中共可能出动公安、武警，绝不会再出动军队。同样的道

理，中共面对第一波组党，曾经拿起了传统武器：抓和关。但它很快就意

识到，这并不是很高明的办法，因为这些公开组党的行动，和过去那些秘

密反对派的做法根本不同，抓有在法律上明显说不过去的地方。于是不得

不放。以中共五十年统治的习惯，在遇到反对它的人和事的时候，拿起它

所习惯的武器，是自然的事情。但是，中共一贯是“敌静我观，敌变我

变”，善于变换策略和手法。今次的变化，意义仅在此而已。

有乐观的评论认为，甚至组党人士中也有人认为，中共在态度上的这

一变化，是与组党人士采取了“妥协”策略有关。鄙人不敢苟同。

依政治传统而论，固有所谓妥协原则。但在中国的“通吃”政治传统

之下，所谓妥协只能发生在不能“通吃”的僵持状态下。项羽能通吃而不

通吃，放跑了刘邦，结果反被坐大了的刘邦通吃，成为一大笑谈。抗战初

期的国共合作，是典型的妥协产物，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毛

泽东甚至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换取了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及其军队合法

地位的承认。这种政治妥协是内外政治压力导致的结果，国民党无力剿灭

共产党，共产党也无力撼动国民党的统治，双方又都必须共同面对日本外

敌的入侵。在传统政治规则里，“通吃”而外才是妥协，从来没有强者向

弱者的妥协。毛泽东就非常务实地嘲笑项羽，告诫他的人“不可沽名学霸

王”。

中共没有忘记它的导师的教导，没有改变传统中国“通吃”政治原则，

甚至，独坐天下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治党派

染指国家“名器”。在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中共不会轻易放任反对派

的合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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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结果上说，组党人士主动采取的妥协原则，有利于合法地申

请组党，并使中共更无理由采取不利于组党人士的法律行动，因此，我非

常赞同这一做法。我所要提醒的仅是，不要把一厢情愿当成双方的共识，

中共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与你有共识。中共迄今对组党人士的态度，客观

上也是应当欢迎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它的政策的变化。

我相信，中共到今天为止，采取的是以静观变的策略，因为它还没有

形成对付组党问题的最后政策。以中共今天的实力，它不害怕走到前台的

活动，它自信可以控制局势，争取观察变化所需要的时间。由于默观可能

带来的继之而起的组党风潮，可能是它最担心的。但对比于贸然处置可能

造成的被动，这样的代价似乎对它还是值得的。

因此，组党运动今后的走向，取决的是两个变数：中共的政策变数和

组党运动自身的走向变数，以及两个变数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变数：谁会占据主动

从现状看，中共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以守代攻的策略，而民主运动比以

往取得了更大的主动。这是足以鼓舞人心的。然而，中共毕竟是执政党，

有五十多年的独裁统治习惯，它不可能永远“被动”下去，在它的“守缺”

之下正在“抱元”。

中共以静治动的最大保证，是宪法和有关法律，在根本上并未给自由

组党提供依据。宪法虽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但在这个政治权利之上，

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制，如不同意这些原则，那你就没有这个权

利。中国民主党不同意这个原则，从宪法来说，就不可能获得组党的资格。

中国也没有政党法，社团管理条例是作为政府的国务院颁布的，是作为政

府管理的依据，而非经过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国家法，无法作

为组党根据。如果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组党人士修改了自己的章程，那

它注册的就不再是真正的民主党，而不管组党人士的实际立场如何。正是

有这样的法律保障，所以中共可以心平气和地等待事态的发展。

对于组党运动来说，有可能陷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泥潭：你如欲

退出战场，你必须自己证明自己有精神病，而如你能够自己证明自己有精

神病，那你一定没有精神病。中共的宪法在对待公民权利－－包括结社权

利问题上，事实上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你可以有自己的政治权利，

但你要获得自己的政治权利，你就必须要证明你拥护我，而一旦你证明你

拥护我，你就已经没有自己的政治权利了。如果组党人士不能够采取坚定

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就难免会陷入这条“军规”的泥潭。

中共所期待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结果。

从现状和可以预见的将来来看，无疑，中共占据着主动的地位。民主

运动能否变被动为主动，取决于它是否有后续准备，是否有应付各种不利

情况、包括中共久拖不决的情况的策略准备。从以往的实际来看，民主运

动人士主要以勇气和牺牲精神来面对各种严酷的考验，这是最基本的，更

是值得赞叹的。但是，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还必须要有完整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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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随情况而变化的策略。如果说到变数，那么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将是取

得主动地位的重要变数。

民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民

主化是必定会实现的。国内组党运动的出现，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部分，不

管有多大的困难，相信民主的脚步不会停止！

From: <shuxiao8@hotmail.com>

9 月 15 日

辽宁王文江宣布退出共产党，为民主党破釜沉舟赴京城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报道]中国民主党东北三省筹委会联系人、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江，于九月十四日，也就是东北三省民运

人士向民政部申请注册民主党东北筹委会的当天，向外界公开发表声明，

为了促进民主化进程，宣布退出共产党。

王文江说，他在一九八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逐步认识到，

中共实际上已经腐烂。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之路，非要有一个新型民主政党

不可。基于这个认识，王文江积极投入民运，近来特别活跃。浙江王有才

等组党一度被捕，王文江自动站出来，愿意为王有才进行辩护。现在，他

又公开与一批东北三省的民运人士一道，筹组民主党东北筹备委员会。由

于王文江公开认同了纲领与中共徊异的中国民主党，因此，王文江认为有

必要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与之彻底决裂。

王文江还表示，他已经做好赴京的准备，届时，他将直赴中央民政部，

当面要求民政部对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东北筹备委员会一案，给予明确答

复。因为北京是中外媒体的聚焦点，王文江赴京申请组党的活动，预期将

因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博士指出，除了八九年六四屠杀后、有

一批共产党员宣布退党外，王文江这次退党举动，是近年来第一次共产党

员公开宣布退党的行为。在中国大陆，中共党员的退党，以前被视为叛党

行为，会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王文江这次公开宣布退党，宣示了他破釜

沉舟组建民主党的决心。他的退党行为，是否会给他带来新的麻烦，目前

尚难逆料。

王文江的《退党声明》全文如下：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和有权对自己行为做

出判断与选择，故我决定：

一，依照程序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向所在的中共党组织、

即辽宁省鞍山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党组织递交书面的退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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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党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希望有关当局能够理性对待，不要因此

而影响我正常的律师职业。一旦我的权利完整性遭到破坏，我将诉诸于法

律，以讨公道。

三，任何人政治行为的定位与取向都始终与其所处的时代及其社会环

境相关。面对日益腐败、人心沉沦而又无力改变的社会现时，我深感困惑

与悲哀，为此，我决意退出中共，与之最后决裂。

四，在即将退出中共之际，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以博大的政治胸怀，

放弃政治集团利益，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为建立民主宪政的多元国

家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若能如此，则人民将不会忘记，中国发展史上也

将记录下中共这一杰出的历史功绩。

五，民主、自由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实现人类这一崇

高而美好的目标，愿我们以更努力、更扎实的实际工作，去迎接富强、民

主与自由中国的到来！

王文江

一九九八年十四日

中国民主党山东、浙江筹备会致函民主进步党感谢支持

(记者陈盈盈台北十五日电) 争取组党有望的「中国民主党」山东、

浙江筹备委员会今天致函民主进步党，除感谢民进党的支持外，也强调希

望今後在追求民主历程中，双方能互相支持、共同奋斗。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陈昭南日前在纽约与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接

触，他指出，大陆民运人士王炳章、严家其都表态支持「台湾前途由台湾

自己决定」，陈昭南也表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後援会希望民进党可以提

供组党经验和当时学者的论述。

致函内容为：「感谢你们对中国民主党的支持！这也是对中国及全人

类民主运动的支持，虽然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我们对民主理念的追求和

价值观是一样的，我们衷心祝愿在今後追求民主的历程中，我们相互支持，

共同奋斗。」

「中国民主党」筹备人士曾转交信函给民进党，希望民进党以过去的

经验协助他们组党，後来民进党中常会对此曾正式表达关切，山东、浙江

两个筹备会则透过管道转交谢函给美国民进党人士洪哲胜。

据指出，民进党前顾问洪哲胜等多位海外人士，在美国一直和大陆民

运人士有接触，八月二十四日立委张俊宏和多位民进党人士前往纽约时，

也和民运人士进行座谈，陈昭南当时也在场，他表示，严家其、王炳章等

民运人士都明白表示支持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

对於与大陆民运人士接触，陈昭南表示，他们不与中共当权派接触，

而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他认为只有促进「中国」民主化，才能确

保台湾的安全，而「中国」民主化愈深，武力攻台的机会自然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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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中共岂会同意异议人士组党？

人们仍然对江泽民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持怀疑态度，山东和湖北却传

来令人不敢相信的消息：中共将考虑异议人士的组党申请，虽然北京官方

随即作出否认，但是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仍然值得追踪。

那些异议人士并不是在撒谎，中共并没有如往常那样视他们为「扰乱

社会治安的坏分子」，而是友善地接待他们，并且表示可以考虑接受他们

的申请材料，而且提出的几项申请条件也并不苛刻。

但是那些异议人士显然有些「受宠若惊」，真以为「伟大的民主时刻

到来了」。其实数个月前，广州的异议人士就被告知可以提出建立独立工

会的申请，但等异议人士把完整的材料交上去之後，结果却是一个一个被

传讯、警告。

是不是「引蛇出洞」？老资格的异议人士胡平不这样认为，他说，

「异议人士都在明处，不需要引出来。最重要的是中共对付异议人士的策

略在变化。」

胡平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反对派运动的「灵魂人物」，他曾经竞选并且

当选了「人民代表，（议员），并且以一系列民主理论著作对异议人士影

响深刻。但是他对能否在大陆近期组党持保留态度，他说，「中共自己还

没开始政治改革，怎麽突然间开一个大口子，让异议人士组织反对党？」

北京一些独立的政治观察家也认为，「现在在中国公开组党是一种过

分激烈的政治诉求。中国政治根本没有走到这一步。」 虽然大陆的《宪

法》允许人们有「结社自由」，但是民政部门在执行时却有《社团登记管

理条例》加以严厉限制，例如用「社团垄断制」来限制民间工会注册，因

为中共早成立了工会，别人「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团体」；又

加「挂靠制」，即凡是申请成立社团，先应有一个挂靠单位的批准书；再

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年检制」，即每年对社团进行重新审核，民政部门

有权加以取消。

所以从「法律程序」上，中共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对异议人士的申请

加以拒绝。

但是，即使山东省、湖北省异议人士这次成立政党的申请被驳回，对

於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对运动仍然具有某些「突破性」的意义。

七十年代末即在上海从事异议活动的陈军说，「中共官员接待了异议

人士，并且讨论组党申请，本身就是一次值得肯定的进步」。

的确，中共建政四十九年来，对任何成立政治性社团、政党的行为都

是残酷镇压，几乎无一不被重判，甚至被处以死刑。然而，中共月前对公

开声称组党的王有才最後是释放了之，现在又与异议人士讨论组党申请，

无疑反映了大陆政治气候的变化。

白沙洲是一位要求匿名的大陆政治学者，他在刚刚完成的一份以《测

试江泽民》为题的分析报告中指出，现在大陆政治反对派活动的频率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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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像的加速度前进，政治诉求内容更加多样化，参与人数扩大到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不只再集中几个相当敏感的政治区域和时期，而是

全国性的和常年性的，令中共防不胜防。

白沙洲认为，大陆政治反对力量的发展必须向合法的组织化方向发展，

如果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政治反对派就有可能被逐渐吞噬。

不过，一位中共官方学者认为，现在大陆异议人士活动虽然很频繁，

但是与以前的异议活动相比，最显著的一个特徵是缺少知名人物的参与，

甚至大学生、失业工人也与他们保持很大距离。他们并不是一股对政权有

根本性威胁的力量，官方也不可能在近期批准他们成立政党。

北京独立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地方民政部门表示考虑异议人士的申请，

是一种政治策略的运用，转移早几天公安在北京殴打政治异议人士刘念青

的妻子，带来恶劣影响的舆论视线。最近几年中共最喜欢玩「时捉时放」、

「松紧交替使用」的手法，使民运的信息很混乱，而且老是一些空洞的声

明，西方媒体也疲倦了，很少报导民运消息。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负责人卢四清说，中共可能考虑到联

合国人权官员正在大陆，要表现出某些姿态。

但这种说法不被北京政治观察家认同，他认为联合国人权官员没有那

麽大的影响力，可能更重要的背景是，中共即将签订联合国有关公民权利

的条约，但是中共仍然缺乏信心，需要先测试一下，虽然这可能同时鼓舞

了异议人士。

没有人怀疑中国大陆最终会走向民主化，但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变化

会在一夕之间。

(作者何频是美国著名的“中共太子党”问题专家，主

持明镜出版社)

树欲静而风不止：北京又是一个多事之秋

说北京的秋天多事，指的是政治，当然不排除洪灾，但洪灾也是

说背後包含的政治。「中国民主党」筹备事件，也是「多事之秋」的一个

标志。

开放党禁地方不敢擅权

山东异议人士谢万军、刘连军在本月十日前往山东省民政厅社团登记

处，要求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当局提出四项具体条件，

并称具备这些条件之後，逐条讨论该党章程。随後，武汉三名异见人士要

求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也是同样待遇。

海外民运组织对此事感到极度兴奋，但是北京民政部官员则称所谓大

陆开放「党禁」，是「断章取义」，并强调民政部门只登记群众社团组织，

无权批准成立政党。到底此事有甚麽内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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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山东和湖北的统一口径看，这种处理方法是上头统一部署的。

事实上，这样重大事件，地方也不敢擅自做主。其次，中共的手法确有变

化，因为之前当局曾粗暴对待谢万军、刘连军等。第三，虽然民政部门归

国务院管，但朱熔基正在各地考察洪灾後重建工作，应无暇过问此事。而

且他上任後一直避免过多干预江泽民分管的政治，所以这种改变来自江泽

民阵营的可能性较大。

海外有人推测，这样做是给正在大陆考察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罗宾逊夫人看。因为中共当时以强硬手段对付想接近罗宾逊夫人的异见人

士。已被她知道，并表明了不满，因此江泽民不得不改变。更重要的是，

江泽民已对克林顿表示将要签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其智囊

已提出要以新思维去对付异见人士。据悉，有谋士提出了「以法限制」的

观点。

逐条研究章程才是关键

从山东和湖北民政官员的处理手法看，正与此思路吻合。能否批准中

国民主党成立，关键在「逐条研究章程」。也就是说，中共当局是否批准

「中国民主党」成立，将来一定在章程上做文章。因为中共的宪法里规定，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如中共当局认定「中国民主党」

章程违宪，即可不批准成立。

事实上，不排除江泽民在可能是最後一任的任期内，想在政治改革上

作出较大动作，以巩固其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退位後保持影响力。

但是，如果认为江泽民在目前会作出开放党禁的大胆举动，则是十分天真

幼稚的。

从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看，每逢经济和社会环境顺利，政治气

候也较为宽松；而每逢经济和社会环境严峻，政治气候也必然收紧。环顾

一下大陆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便会明白现在北京决不会是放松的时候。

所以，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的政经困局下，江泽民绝对不会开

放党禁，如果他真的听了那一个智囊的话，迈出了这一步，更可以肯定的

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赶下台。

事实上，江泽民是八九学运期间，靠处理「上海经济导报」事件起家

的，加上上台以来的历练，对处理「中国民主党」类似事件可以说「不乏

经验」，他这次手法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赵紫阳「软处理」精神，

所以他这个转变也是值得继续观察的。但就目前而言，这也正说明当前北

京的政局紧张，矛盾激化，江泽民不希望「中国民主党」事件，成为新的

学潮、工潮的触发点。

金融风暴洪灾拖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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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多事之秋」，还表现在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主要的集中在朱

熔基身上，有说他目前成了「出巡总理」，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各省市，有

说他事事躬亲，大事小事都自己出头拍板，似乎身边、手下并无得力干将；

还有说他不懂政治，就经济抓经济，不懂得以政治带经济，还指出上任以

来事事不顺，上任记者会他提出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没有一样顺利，其中多项已中途搁浅；还有说他与军方关系紧张，偌大一

个总理指挥不动军队一个排，事事非江泽民出面不可。

确实，六月以来，朱熔基多次涉足抗洪灾区，少有军方高层人员陪同。

八月上旬，九江大堤决口後他到现场，要求当兵的不惜一切堵口，当时现

场也只有抗洪部队的指挥员，并没有总部人员陪同；而堵口部队也是江泽

民调派的。

保八几乎是不可能任务

北京都传，朱熔基就任总理前，曾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

军队不准再搞经营活动。所以，在三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就

不再提军队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所以，这次洪灾来临，北京军方就有人扬

言：「看这回朱总理要不要我们。」

事实上，目前北京政局的焦点还是在「确保今年经济增长达到百分之

八」上。今年金融风暴和洪灾的意外情况，是朱熔基完全未料到，他原来

以为经他宏观调控，过热经济「软著陆」，经济环境宽松，可以进行国务

院机构和工人下岗等多项改革。孰料经济衰退，使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

七月中朱熔基陷入最困难的时期，他多次出面讲话，暗示不强求达到「百

分之八」。

朱熔基这一手与他宏观调控时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北京经济人士初

一听也大吃一惊，反朱人士更是强力责难，但江泽民经评估利弊後，则坚

决支持朱。北京的「多事之秋」，其实指的正是洪灾中的这场激烈政争。

（作者石沙先生为香港专栏作家）

9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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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关于民主正义党之性质与运作方式的说明

鉴于外界个别人对正在筹建的中国民主党与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性质、

运作模式、及其之间的关系有些混淆的认识，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

章博士就此发表谈话如下：

一，中国民主正义党和正在筹建的中国民主党是性质不同的政党。运

作模式也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

二，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性质是一个民主革命政党，而中国民主党 (处

在筹备阶段) 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其区别在于，后者公开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共和国宪法，主张在现有的中共法制体制内合法、公开运作，主

张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达成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目标。中国

民主正义党则认为，中国的现行宪法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应于废除。民

主正义党采取的运作模式分为两种：体制内运作与体制外运作相结合，既

充分利用体制内合法斗争的空间，也进行体制外运作和秘密运作，也作好

中国大陆爆发革命的准备。我们的两手运作与民主党 (筹) 的一手运作，

有着原则的差别。

三，中国民主正义党尽管采取两手策略，但我们仍然认为应尽量避免

暴力形式的革命。如果革命，我们比较欣赏菲律宾和印尼式的人民革命。

即：人民大规模的奋起，用和平革命的手段达成政权的更迭和政权性质的

转化。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大陆由于社会矛盾过于激化，将以

什么形式完成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度，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

做为社会改革的推进者，应当作好各种应变的准备。

三，在组织发展的方式上，中国民主党 (筹) 采取的是完全公开的路

线，即党员是公开的，不进行秘密发展。民主正义党则采取既公开、又秘

密的组织发展路线，重视向中共党、政、军组织内的渗透和发展。能不公

开的成员，尽量不予公开。四，中国民主正义党支持民主党 (筹) 的组建

工作。这是因为，组建政党是一个公民的天赋人权。现在，部分民运人士

要求组党，只不过是要将被剥夺的权利争取回来。尽管我们对民主党 (筹)

的某些提法采取保留态度，但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政党政

治本身就是多元政治，不能强求政党的大一统状态。否则，又要落入专制

的框套。中国民主正义党支持民主党( 筹) 的组党诉求，反对专制政权对

组党人士的打压和迫害，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人不可剥夺我们的这

一权利和义务。就是中共党员的人权和合理要求，我们民主正义党也要维

护和支持。同理，民主党 (筹)，也有支持民主正义党和共产党存在的权

利。

五，中国民主正义党的公开和秘密党员，如果认同民主党 (筹) 的纲

领，在本党的认可下，可以加入民主党 (筹) 。但是，民主党 (筹) 的成

员，我们建议目前不要加入民主正义党。

六，鉴于中共目前尚未公开开放党禁，鉴于中国大陆的形势演变不排

除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中国民主正义党不能放弃革命的权利和进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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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迎接革命。而且，推翻一个暴虐的、不代表民意的、甚至残害人民的

政府，也是人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

七，在我们民主正义党的成立宣言中，曾明确申明、这里有必要重申：

如果中共执政者进行全方位的政治改革，真正开放党禁，施行公平的选举，

中国民主正义党愿意放弃革命的一手，转型为完全民主性质的政党，并将

与执政党和其它政党在公平的原则下，进行合法而公开的竞争。现在，对

中共来说，又是一个历史契机，中共应当抓住、而不是失去这一契机。否

则，政局向革命方向演变，与己、与民、与国，都不是好事。

总之，中国面临着剧变。中国向民主制度的演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

住的。 (1998,9,16)

徐水良的解释：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正义党是两个组织

由于某些海外媒体和海外势力误导，把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正义党

混为一谈，说成是一个组织，或者把中国民主党看作中国民主正义党的国

内组织，这是错误的．

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正义党是两个互不隶属的独立组织．前者在大

陆组建．采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合法手段，以公开方式活动．而後者

中国民主正义党，根据该党文告，是以国内为基地，但临时总部设在纽约

主张暴力革命，目前以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方式为主．把两者混为一谈是错

误的，非常有害的，既威胁中国民主党的合法组建，合法生存，又有害於

正义党，也违背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严格分开等策略原则．

海外各民运团体和民主力量全力支持国内民主力量的组党活动，这是

好的，是目前一种可喜现象．但这种支持，应该是无私的，不应该以私利

干扰组党，更不应该利用民主党抬高自己组织而不顾这样做会给民主党造

成怎样的伤害，尤其不应该企图把民主党变成自己的私产．把性质不同的

两个党搅和在一起，无疑会造成极大的问题．希望每个海外组织，海外政

党，给中国民主党以无私支持，但决不要企图以私利来利用和控制该

党．尤其以国内为基地的党，应该全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力去

控制友党．我们呼吁海外民主力量高度重视这一点，团结一致，出以公心，

反对和克服一切不顾大局的行为．

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协调人 徐水良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

9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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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多名「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被捕

(记者张苑香香港十七日电) 大陆北京和上海这两天都有异议人士被

公安带走，疑与筹组「中国民主党」有关。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罗宾逊夫人结束大陆访问的次日，北京着名异议人士任畹町今天下午四

时在家中被六名公安带走。另外，前学运领袖马少华昨天也被抄家，并被

拘留四小时。

据悉，北京的任畹町、马少华、赵昕、延庆和王林海五人已撰写好成

立「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备委员会的申请书，准备明天前往北京民政部注

册。

任畹町在七九年至八叁年曾接受四年劳动教养，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又

坐牢七年。

另外，上海市异议人士姚振宪今天下午五时也被公安带走，目前下落

不明。

姚振宪的家人表示，公安没有说明带走他的原因。中国人权民运信息

中心表示，姚振宪上周曾前往杭州，与一些异议人士商讨筹组「中国民主

党」事宜；另外，他在罗宾逊夫人访问大陆期间，曾发起一百二十名异议

人士联署信件，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人权中心估计，姚振宪被拘捕与

这两件事有关。

姚振宪在九六年叁月被判劳教两年，今年叁月获释，他的弟弟姚振祥

在同期被判劳教叁年，目前仍在狱中。

人权中心认为，在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刚离开大陆，中共就大

举拘捕异议人士，说明罗宾逊夫人的访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要大陆改

善人权，必须先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

北京公安采取行动逮捕资深异议人士任畹町

(北京十七日法新电) 中国大陆资深异议人士任畹町的妻子张凤颖说，

中共当局今天逮捕企图申请成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的任畹町。

任畹町在被捕前数小时表示，他与同伴正打算在北京申请筹设「中国民主

党」分部。

张凤颖在电话中告诉法新社说：「本地的五名便衣警察今天下午四点

钟前来将任畹町带走，他们并未说明抓人的理由。」

任畹町在被捕前曾在电话中告诉法新社记者说：「我们原本计画於九

月十八日提出申请，俾将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合法登记为人民团体，但警

方警告我们勿进行这项举动，并阻止我们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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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畹町被中共公安带走

(香港十七日电)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联合国人

权官员罗宾逊才离开大陆不久，北京异议人士任畹町今天下午四点就被六

名公安从家中带走；而昨天晚上北京前学生领袖马少华，也被拘四小时并

被抄家，两人被捕与组建「中国民主党」有关。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北京的任畹町、马少华、赵昕、延庆和

王林海五人，已撰定了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的申请书，准备明

天前往北京的民政部注册。

但昨晚马少华突然被拘留，公安从昨晚开始守住任畹町家门不让他出

门，至今天下午四点，六名北京市公安到任畹町家中将他带走，现下落不

明。

任畹町从一九七九年至八叁年劳教四年，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坐牢

七年。

上海公安逮捕政治活动家姚振宪

(香港十七日电)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在联合国

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离开大陆一天後，上海市着名政治活动家姚振宪，今

天下午五时就被上海徐汇公安分局带走，目前下落不明。

人权民运中心说，中共於十六日就切断了姚振宪的行动电话，今天公

安人员把他带走时，并未对姚的家人说明原因。

民运中心认为，虽然中共未说明原因，但据判断，姚被捕应主因在於：

一、姚上周曾前往杭州，与当地人士会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党」；二、

姚不久前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访问大陆期间，发起大陆一百二十

位异议人士上书，要求中共废除所谓劳动教养制度。

据民运中心介绍，姚振宪和其弟弟姚振祥於一九九六年叁月，分别被

中共判处两年和叁年劳动教养，姚振宪於今年叁月获得释放，弟弟目前仍

在狱中。素有民运“义士”之称的姚氏兄弟口碑极佳，人缘一流，却被上

海市公安局强按“散布黄色录像”的名义送劳教。

民运中心发表评论说，罗宾逊才离开大陆一天，中共就开始拘捕异议

政治活动家，一方面说明罗宾逊访华未取得任何成果，一方面也说明，要

改善大陆人权，首先要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

北京知识圈「中国发展联合会」关注民间组党和中共抓人

(北京十七日电) 北京一个由知识份子组成的民间社团「中国发展联

合会」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民主党」向中共当局申请

注册事件。这是大陆知识界首次以集体形式公开表态，关注与支持民间组

党。遗憾的是，北京异议人士任畹町、马少华及上海的姚振宪，今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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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被中共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而他们被捕都因牵涉到发起成立「中国

民主党」。

由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代为转发的这份声明表

示，中共当局即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日前

山东、湖北两省民主人士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能否获得批准？何时得

到批准？成为判断中共当局诚意的检验尺度，正受到「中国发展联合会」

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杭州民主人士王有才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成立

「中国民主党浙江分部」，遭到当局逮捕，後被释放。时隔两个多月，山

东、湖北等地民运人士重新提出相同的申请，受到两省民政部门官员接待。

一时之间海内外各界议论纷纷，有人比较乐观地认为，无论批准与否，

至少中共对待民运的基本态度稍微改善，总是好事一桩；也有人根本不相

信中共会主动改变「一党专政」体制，怀疑地方官员接受组党申请又是一

次「引蛇出洞」的阳谋。

「中国发展联合会」成员显然对中共仍有所期待，其声明中说，批准

成立「中国民主党」有利於大陆民主化进程和人权的保障，中共当局面对

组党申请，应当能够「正确地衡量其中利弊得失，不致出於某种狭隘的考

虑而失信於世人，有负众望」。

但事实的发展证明，大陆知识份子的善良意愿再度破灭。最近一段时

间中共对民间组党活动暂时观望，乃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女

士九月六日至十五日正在大陆各地访问。当她离开北京後仅相隔一天，中

共立即动手抓人。

据介绍，「中国发展联合会」是由北京「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同

一批人在近期创办的组织。这一研究所近几个月来在北京非常活跃，已成

为一个颇受北京理论界、知识界关注的民间学术团体。

「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活动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

9月 13 日曾经予以大幅报道。原文在此：

http://search.washingtonpost.com/wp-srv/WPlate/1998-

09/13/218l-091398-idx.html

「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自今年六月以来，每周六下午举行时局研

讨会，讨论中国大陆目前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其中涉及多党制、

联邦制、军队国家化、高层权力更替制度化，新闻自由、下岗工人等敏感

课题。

该所所长彭明，原从商，近年来致力研究中国大陆的发展战略，最近

在香港出版「第四座丰碑」一书，颇受注意。

参与研讨的有中层和高级官员、学者、企业家、新闻工作者，如着名

改革派人士温元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吴稼祥，政治活动人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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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刘军宁、杨帆，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石小

敏等人。

9月 18 日

上海异议人士挑战高压 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坚持注册

(记者张苑香香港十八日电) 虽然中共当局曾扣留多名「中国民主党」

的筹备委员，但上海市的异议人士今天依然前往民政局申请注册成立「中

国民主党」上海筹备委员会。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上海市的异议人士姚振宪、

周建和、韩立功、李国涛、徐虹五人一方面用邮寄方式向上海市民政局发

出「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备委员会的注册申请，另一方面，韩立功及李

国涛在今天下午二时又亲身前往上海民政局提出注册申请。

异议人士认为，大陆现行的政治体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政

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多党制，因此根据宪法第叁十五条及世界人

权宣言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

大陆公安部门昨天为了阻挠各地「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要求注册的申

请，在上海曾扣留姚振宪和周建和，两人分别被扣留五小时和叁小时後获

释。北京的着名异议人士任畹町也疑因同样原因被公安扣留四小时。周建

和昨对本报记者表示：「公安没有殴打我，但就很严厉警告我们不要再进

行建党的活动。我们现在压力很大。」至於姚振宪则投诉当局没收了他的

八千元人民币，并指有关款项是其海外友人汇给他们的组党费用。

到目前为止，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和上海七个省

市已向当局提出「中国民主党」的注册申请。

上海异议人士姚振宪等五人今天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备委

员会，并发表成立宣言，谴责以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的行为，谴责以酷刑

和劳改对付异议人士的做法，并强烈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一切因持不同政见

而入狱的人士。

这份宣言提出「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宗旨是：实现直接民选，建立宪

政体制，建立分权机制，实行军队国家化。该党党内将实行直接民主选顿

制度，党的各级委员会和负责人自下而上选顿产生，实行任期制，党的全

国委员会是全体党员的服务和办事机关。

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成立公开宣言的全文如下：

鉴於任何人都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而这种现象在

我们社会依然存在；鉴於现代文明、理性已经传遍全世界，而封建专制和

愚朽的阴霾还在笼罩着我们的社会；鉴於人性还存在种种弱点，遏止政治

独裁和政治腐败是一场长期的正义斗争；鉴於广大民众需要有自己的政治

组织和政治人；鉴於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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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我们--一批来自於社会各界，愿意贡献出自己年华的志士，为了宏扬

自由、民主、正义、和平，谘商成立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坚信：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於民众，服务於民众；政府

只能根据民众的意志而产生，依照民众的意志来运作，为民众的利益服务；

政府是民众的服务者，而不是民众的支配者。

中国民主党坚信：政府必须建立在民众的自觉同意之上，建立在自由

的、公正的、直接的民主选顿之上，谴责任何形式的选顿操纵和选顿作弊，

坚决反对新闻出版垄断，反对任何既得利益集团以暴力和经济威胁实行愚

民政策。

中国民主党强烈谴责以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的行为，强烈谴责被关押

的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劳改的做法，强烈要求当局释放一切因持不同

政见而被关押的人士。中国民主党认定：任何以暴力和暴力威慑获得的统

治权力均不具有合法性。中国民主党将力求根除一切以政治权力获取董济

利益和个人享受的社会寄生现象。

中国民主党坚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各项人权内容，

均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国民主党将始终与侵犯人权

的行为作斗争。

中国民主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倡导以公正的政治

竞争和经济竞争，促使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廉洁高效。中国民主党倡导

有序的社会变革，反对混乱和打砸抢，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倡导建立所

有老年人的生活保障。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反对恐怖活动。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众选顿，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

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

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的国家化，

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中国民主党党内实行直接的民主选顿制度，党的各级委员会和负责人

自下而上选顿产生，实行任期制，党的全国委员会是全体党员的服务和办

事机关。

中国民主党吸纳一切赞成、支持党的纲领和宗旨并愿意作出贡献的人

进入党内，团结、联合一切赞成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的人士。

中国民主党呼吁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积极投身於政治民主化建设活

动，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

表大会，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关於成立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备委员会的申请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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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取得初步成功，但难以为继，究其原委，

落後的政治体制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因此，实行多元政治，

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摒弃封建专制，建立宪政体制是近百年来中国民众的苦苦追求 (包括

早期的共产党人在内) 的政治目标。千万人流血牺牲，几代人的前仆後继，

然而几经反覆，封建专制的残馀还严重地危害我们的社会，如今国家主席

江泽民承诺，完全接受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这表明今日中国之领导层应天

意顺人心，民主宪政有可能在中国成为现实。

纵观当今文明国家的治国方略，民主政治是遏止政治专制，铲除政治

腐败，防止国力衰落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繁荣、民族昌盛、国家富强

的必经之路。

鉴於政治多元化主要是实现多党制。人权、民主与法制，是实现多党

制的社会基础。议政、参政、合法组党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我们谘

商组党。

我们完全认同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的建党宣言和中国民主党章程，

愿意履行其中所规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叁十五条、世界

人权宣言第二十条之规定，特向贵局申请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备委员会。

我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转型期间，对维护社会秩序，保

持国家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成立後的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

备委员会，将继续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同时也继续尊重国家主

席江泽民的元首地位，中国民主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互相尊重，为完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维护人权、推进民主

宪政而努力奋斗。

现在将本注册申请书、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备委员会公开宣言各一

份送交贵局，敬请审核批准。

凌锋：民主潮流在中国滚滚向前

最近以来，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纷纷冒出头组党，不知道是他们吃了

豹子胆，还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过互相矛盾的信息表明事情的复杂性。

在浙江的王有才因为筹组民主党被捕又放出来之後，有人感到一丝春意；

接下来一个叫做“中国发展联合会”的绿色和平组织到香港活动，说是只

要不叫“党”，中共就可网开一面；到九月十日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会和

当地官员接触後，更以官员的言辞和态度放出中共可能开放党禁的“重大

喜讯”。但是紧接着是除了中共的否认之外，当局更是大肆逮捕异议人士。

包括任畹町、姚振宪。连这几个月来因为平安无事而被列为异数的方觉也

宣告失踪。在这以前，徐文立也在西安被捕，差不多同时被捕的还有工运

人士张善光。而在这次逮捕浪潮中，还涉及新闻从业人员，其中有因为参

与主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的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编委兼评论员施滨海；在他之前，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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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燕也在北京被捕，但因为她有些“美国背景”而在不久後获释回到美

国。

这些事差不多都发生在九月。这个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鲁宾

逊访问北京和西藏，北京在她访问前後表演的这场戏，一点都不亚於同一

个时间“中外勾结”而在太庙上演的“图兰多”。而它要表达的信息是：

我的人权有改善，但不因为是你们的压力，在你们面前，我偏偏就是要抓

一些人给你们看！----自卑感和自大狂的苟合。

由大逮捕的浪潮来看，民主党山东筹备会的喜讯似乎是场误会，而且

是很不美丽的误会。但是如果说中共是引蛇出洞，恐怕也未必，因为如果

一旦金蛇狂舞的话，以中共现在的能耐，也未必招架得住。

民主运动，肯定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异议人士敢於像雨後春笋

般出来组党，他们还能从不同的角落联群结党就一些重大事件迅速出来表

态，这拜高科技所赐，更是他们的勇气。表明中国的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

代，这个新时代可不是美丽的误会，而是中国人向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

的献礼。

不管北京当局是坚持顽固的镇压态度，还是半推半就、欲放还收、

欲迎还拒，民主潮流终要奔腾澎湃，滚滚向前。

中共警告异议人士任畹町不要试图在北京组织反对党

(北京十八日美联电) 遭中共警方传讯的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任畹町今

天说，在叁个多小时的严厉拷问中，警察警告叁名异议人士不要尝试组织

反对党。

经过中共公安人员叁个多小时的严厉审讯，知名北京异议人士任畹町

前天晚上获释，但仍被限制不得离开家门。北京公安人员同时警告异议人

士不要试图成立反对党。

综合「美联社」与「路透」报导，十七日下午四点被北京公安人员逮

捕的任畹町，经过叁个多小时的严厉审讯後获释，但仍被监视，而且被限

制不得离开家门。任畹町表示，公安人员的压力已迫使他放弃申请登记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的计划。

任畹町是中国大陆着名异议人士。他昨晚获释之後说，警察已监视他

在北京郊区的住家，并命令他不得外出。

他们在京试图组织的「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的四名同僚当中，至少

有叁人也分别和警察发生争执。任畹町说，马少华和王林海前天和昨天晚

上被拷问很久，警察也详细搜查赵昕的住家，赵昕当时不在家。

警察的行动显然是这一波镇压异议人士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克林顿今

年七月结束在中国大陆的九天访问之後不久，中共展开这一波镇压异议人

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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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时以来，中共警察已拘禁二十多名民运人士和工运人士，其中大

多数只是短暂拘禁，并於本月拘禁着名的任畹町，他曾编辑一本有关政治

改革的书。

任畹町在过去十九年当中，至少在监狱被关了十一年。他说，警方的

压力已成功地让他放弃在北京申请登记「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

公安人员并告诉任畹町，如果异议人士认为政府会考虑允许他们组党，

那他们就「错了」。任畹町在描述他被拷问叁个多小时时说：「他们告诉

我说：『我们仍由共产党领导，不允许组织政党。』」

警方向任畹町表示，这项禁令全国适用。过去两周中，异议人士试图

在五个省登记「中国民主党」的分部，且未直接遭到拒绝，引起猜测中共

领袖可能考虑允许组织第一个合法反对党。

今年七月克林顿总统还在中国大陆时，十二名异议人士试图在浙江登

记「中国民主党」之後，遭到警方逮捕。他们後来全都被释放。

其他异议人士已传出遭到警方加强监视和骚扰。

伊铭：不要对中共政治改革抱太多希望

近两日，艰难挣扎、一盘散沙的海外民运团体突然感到振奋起来，原

因无它，主要是受到来自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的两条消息的感染：

一是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的谢万军、刘连军，10 日前往省民政厅

要求办理注册登记，被出面接待的官员告知政府会考虑「批准此事」；二

是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备委员会的陈忠和、吕新华、任秋光等，在同一天前

往省民政厅要求注册，受到「友好接待」。

民政厅无权政党登记

据说，民政厅向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提出 4 个条件：一、必须

要有 5 万元的注册资金；二、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的办公

场所；叁、必须列明「中国民主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个人简历；

四、必须在申请书上列明「中国民主党」50 成员。

上述 4 点虽然都以「必须」贯之，不无严厉意味，但也合乎《社团登

记条例》，且并不难做到。假若 4 点都具备的话，注册登记便顺理成章，

至少消息来源给了人这种感觉。如情况属实，就意味着中共党禁不再，在

政治改革上迈出一大步。甚嚣尘上的西方国家对中共人权状况的批评也将

从此敛声息气。

问题是这消息虽具「爆炸性」却并非即将发生的事实。假若对中共政

治现状以及政治作业稍作了解，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首先，民政厅根本不

具有批准政党注册的权力。在省政府数十个厅、局级机关中，最没有职权、

财权、政治权的就是民政厅。民政厅的主要职能是拥军优属（照顾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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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家属）、扶贫救灾、处理民事纠纷、办理结婚和离婚手续等等。80

年代末，中南海决定将社团登记的业务交给民政厅，主要是基於如下考虑

──一、强化党的文宣部门：过去社团登记须到党的宣传部，实为宣传部

增加不必要的业务负担；二、在形式上做到社团民间化：将社团登记归口

民政厅，在对外宣传方面会收到某种效果，即淡化党对意识形态的钳制；

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开放，各种行业要求成立学会、协

会、研究会的多起来，由民政厅登记有利於社团管理的规范化。

官方出面粉碎了这一传闻

民政厅负责社团登记，并不意味着对社团有审批权或管理权。有些敏

感的学会、协会成立，仍须报备主管部门以及宣传部门，比如，被人称为

极左堡垒的北京马列主义学会和当代文化研究会等，皆是被时任中宣部长

的王忍之批准的。还有一些所谓的社团，压根儿就是党的附庸机构，比如，

各级总工会、妇女联合会、作家协会、文化艺术联合会、社会科学联合会

等等，都是准官方机构，其主要领导人都是经过省委组织部任命，在行政

级别上与民政厅平级，它们到民政厅登记只是履行手续。

至於政党登记这样大事，民政厅非但不敢作主，也没有权力过问。民

政厅凭藉的只有一部由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而《社

团登记条例》明文规定：只接受学会、学社、协会、基金会等社会学术团

体的申请注册，从不受理政党登记。在中共的政治辞典，政党与社团是根

本不同的两个概念。社团可以成立，政党却不可以出现。因此中共执政以

来，被称为「政治花瓶」的所谓民主政党始终是那麽几个，50 年来不多

也不少。至於政党登记是怎麽回事儿，很少有人关心，也很少有人知道。

仅此一点，就可以断定，北京允许「中国民主党」注册的消息为天方

夜谭。这个消息所以被海外媒体大肆传播，如果不是由於他们不了解中共

政治作业方式，将地方官方的搪塞、拖延以及请示过程，误认为是默许，

就是由於海内、外民运人士对中共内部改革颇多期待，由焦虑所产生的幻

象。

9 月 11 日，中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官员也证明了上述判断。

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关官方允诺民间政党注册的消息「完全

是假的」，是他们在「断章取义」。山东、湖北民政厅主管在接受海外媒

体越洋采访时亦否认了这一传闻。

中共政治改革遥不可期

中共的经济改革已进行了 20 年，政治改革也进行了 20 年，因为李鹏

曾经说过，大陆社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政治改革」。李鹏的话并不错。

正如在人权问题上，中共有自己独特的标准一样，对於政治改革同样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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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政治改革不只是体制的改革，还包含观念的

改革，而且，所有的经济改革都具有政治因素。

至於新闻自由、政治自由才算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那是西方的观点。

中共的改革有一个前提，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正是共产党领导。如果解除党禁、

报禁，那与资本主义还有什麽区别？

说归说，中共的政治行为还是有某些改变，在人权方面还是有某些进

步。比如：

一、去年，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尽管这个公

约尚未被全国人大批准。同时，北京还承诺在今年秋天签署《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这两个条约皆是由联合国制订，是国际社会最重

要的人权文件。这至少意味着北京认同国际社会的人权标准，不再坚持人

权是内政问题，外界批评不得。

二、在处理海内外民运人士问题上，北京表现得既灵活又不乏人道情

怀。例如，在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民运领袖方面、在批准何频、陈一咨奔

丧方面、在迅速了断吴宏达、曹长青、王炳章等闯关方面、以及在对待徐

文立、王有才等国内异见分子挑战行为方面，北京的态度相当温和而理性。

而这些并不能说明北京准备在政治改革方面突飞猛进。事实是，即便

北京有此心也无此胆，即便是有此胆也无此条件。这是因为：一、俄罗斯

政治改革的「惨痛教训」，足以令他们引以为戒；二、各种社会矛盾包括

经济失衡、民族冲突、失业下岗等都在日益激化，开放党禁无异於引火烧

身；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北京也觉得坚持目前的经济开放、政治从紧

的策略更有利於建立国家形象。一些接近北京高层的人士也在私下承认，

中共政治地位的提升并不全是因为经济发展、外汇存底增加，也还因为它

是硕果仅存的共产党大国。共产党的集权统治、高度统一、意识形态，都

对西方国家具有威慑性。

〔作者是旅美政论家，着有《中南海四巨头》和《中国怪状》二书。〕

传江泽民对大陆异议人士组党倾向冷处理

(记者黄矿春纽约十七日专电) 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

党」今天披露，大陆各地异议人士近来纷纷申请「中国民主党筹备处」登

记，已在中共内部引发相当大的辩论，高层意见极为分歧，江泽民则倾向

采取「冷处理」。

根据「中国民主正义党」从大陆得到的消息，所谓「冷处理」就是对

公开组党人士不行严厉镇压，但是对组党要求又不批准，同时对组党人士

严密监管，防止事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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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此一处理方式的中共高层认为，申请归申请，批准归批准。当局

可以用各种理由不批准申请，如条件不够、没有政党法、申请人需要审查

等等。

江泽民的智囊认为，一味镇压效果未必好，理由是不见得镇压得住，

并会造成很大的国际批评压力。此外，江泽民的开明形象也会因此毁掉。

在另一方面，中共在目前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开放党禁，以受理申请。

但使用种种理由不批准来应对，当局就可掌握主动。如果组党人士作法超

出容忍范围，当局就可以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加以压制。

中共当局特别要注意的是防止组党人士和民运人士同失业的下岗工人

结合。只要组党人士在民运的小圈子内活动，不与社会力量结合，江泽民

的智囊认为，「成不了大事。」至於监控组党人士的活动，以中共目前的

庞大警力，不成问题。

另有一派主张「热处理」，亦即传统的镇压，将组党人士一网打尽，

投入牢房，以绝後患。

消息来源指出，目前「冷处理」的意见略占上风。在江泽民与朱熔基

身边或是其助手身边现在聚集一批曾留学美国的人士，他们的思想比较开

放，体认到过去的专制手段较不灵活。

他们同时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开放组党是迟早的事，但又不能不为

当政者着想。江泽民去年访问美国的开明形象就是他们设计的，不愿看到

此一成果毁於一旦。

9月 19 日

【大逮捕在继续】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士相继被捕

(记者王曼娜香港十九日电) 大陆多位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

士，从事组党活动以来，陆续遭大陆公安监视甚至逮捕，部份有意入党人

士，也被公安警告劝退。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指出，山东「中国民主党」筹

委会成员刘连军，今天中午在青岛与几位朋友商谈组党事宜时，被当地公

安查问，他因为拿不出身份证被公安带走。

据刘连军的朋友表示，最近大陆气氛比较紧张，预计与各地组党活动

日趋活跃有关。他说，一些组党筹委已被公安监视居住，最初大陆公安还

只劝告筹委不要再继续组党，因为这是鸡蛋碰石头，但由於各地组党活动

日趋活跃，最近公安开始威胁组党筹委，警告他们如果再继续搞下去，会

让他们头破血流。

此外，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成员王友才也在杭州被监视居住，

公安一直劝吁有意入党人士不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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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异议人士申请成立反对党仅是开端

(北京十九日法新电)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今天说，中国大陆政治活跃

人士近日来一连串申请成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尝试，虽然不可能为

中共领导阶层所接受，但这仅是个开端，他们对此项行动的结果感到满意。

资深异议人士徐文立告诉法新社：「共产党目前不可能允许反对党存

在，不过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尝试仍然弥足珍贵。」

中国大陆六个省分的政治活跃人士近日来依循规范大陆民间组织的法

规，向中共当局提出成立「中国民主党」分部的申请。

武汉活跃人士秦永敏表示：「中国领导阶层确实希望改善人权--此即

他们同意签署国际公民权与政治权公约的原因--不过他们惟恐无法掌控整

个进程。」

上周访问中国大陆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临去前称

她此行是「重要的一步」，并已获得中共保证将在今秋签署国际公民权与

政治权公约。

不过她此行却招致大陆异议人士严辞抨击。异议人士一再要求和她会

面，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一名异议人士在罗宾逊夫人发表演说的饭店外被

安全警卫人员拖走并殴打。

秦永敏说，尽管中国大陆的民主变迁将非常缓慢，却已有了一个开端。

秦永敏表示：「和首度试图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相较，他们的态

度已软化。他们已了解，使用武力是行不通的。」

浙江省异议人士在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时，首度尝试成

立中国民主党，其中若干活跃人士在克林顿离去後遭到中共公安逮捕，不

过後来已陆获得到释放。

山东筹组民主党异议人士刘连军在青岛被捕

罗宾逊十五日一离开大陆，中共从十六日开始，先後在北京、上海、

山东等地，逮捕马少华、任畹町、姚振宪、周建和、唐元隽、朱锐、刘连

军七人，目前唐、朱、刘三人尚未获释。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这

显示，罗宾逊访问大陆，根本未对中共改善人权，产生实质性影响。

(香港十九日电)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山东「中

国民主党」筹委会成员刘连军，今天中午在青岛被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罗宾逊离开大陆才四天，就有七名异议人士被公安拘捕，其中五人

与筹组中国民主党有关。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刘连军今天中午到青岛一异议人士燕鹏

家拜访，但进门才十分钟，就有十名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冲入，将刘连军

带走，燕鹏想拦阻却遭公安破口大骂。目前，刘连军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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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军於九月十日曾与另一名异议人士谢万军到山东省民政厅登记注

册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结果民政厅出乎意料地表示可以考虑其中申请，

并要他们补充申请资料，但前後不到十天，刘连军却被逮捕。

二十九岁的刘连军，为山东潍坊市电脑工程人员，为山东近期活跃异

议人士。

中共在北京逮捕两名异议人士：唐元隽和朱锐

(北京十九日美联电) 正当中共当局加紧镇压异议人士之际，警方今

天在北京逮捕一名工运人士和一名吉林省的异议份子。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说，一度是政治活跃份子的朱锐

(音) 在今天清晨的镇压行动中，被警察押走。朱瑞曾试图在她的工厂集

合被遣散的工人进行抗议行动。

「中国人权」组织说，朱锐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访

问中国大陆时，曾被拘押十二天。罗宾逊夫人访问中国大陆十天後，本月

十五日离开中国大陆。

朱锐曾在北京参加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活动。她今年稍早曾试图在她

服务的北京三五０一制服工厂集合被遣散的工人，为遣散费而进行和平抗

议。

朱锐曾试图会见罗宾逊夫人。她本月四日在家中等候她的儿子放学回

家时，被警察押走。她於本月十六日被释放，但今天又被捕。

此外，「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警察昨天从着名异议人士徐文

立的家中，押走到北京治病的长春异议人士唐元隽。

吉林省著名异议人士唐元隽在北京被捕

(记者黄矿春纽约十八日专电) 中国大陆吉林省异议人士唐元隽十八

日在北京着名异议人士徐文立的家被公安人员逮捕，目前下落不明。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唐元隽因

罹患肝炎在北京治病。因为从未与徐文立见面，他特别於十八日下午到徐

家拜会，但是进门才五分钟就有多名公安人员冲入徐家将他押走。

冷万宝、梁立维、安福兴、姜胜旱、李杰与贾伟等六名吉林省异议人

士在获知上情後深表震惊，特别联名发表致中共公安部长贾春旺的公开信，

表示抗议。

异议人士在抗议信中批评，中共一方面表示要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方面却连公民探亲访友这样的基本权利也要剥夺。

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北京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访问大

陆，及宣称要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在欺骗世界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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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要求贾春旺敦促公安人员遵守法律，维护首都的形象，尽快释

放唐元隽以利其治病。

现年三十八岁的唐元隽原任长春汽车制造厂工程师，一九八九年「六

四」天安门事件之後因组织工人游行，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去年五月，

吉林高等法院破天荒地推翻长春中级法院八年前对他的判决，让他提前获

释。此事曾被推测是中共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乔石在背後推动，以利

平反「六四」。

组织中国反对党的问题与展望：人权协会在上海的遭遇

1993 年 3 月，人权协会几经蕴酿後向上海市民政局提出申请登记注

册。作为一个在 1979 年 4 月被中共用红头文件形式宣布取缔的民间组织，

它公开申请登记注册的行动，从人权协会的角度出发是基於这样的考量：

一是不承认长达 14 年的取缔令会有效；二是用申请登记注册宣示人权协

会的长期存在；三是用实际行动强调宪法第 3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四是用登记注

册的办法检验《社团登记法》能否适用不同政见者。总之一句话，要求中

共依法办事。

而中共对不同政见者申请登记注册的首例行动是怎样考虑的。一是认

为这是反党份子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的信号；二是反党份子采取合法

斗争的策略破坏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针；三是出现反党份子有组织、有

计划、有预谋地利用法律的空隙进行颠覆活动的新情况。总之，也是一句

话，这是敌对势力的公开挑战。

人权协会公开申请登记注册的结果会怎麽样？人权协会和中共方面也

有截然不同的考量。从人权协会方面来说，反覆权衡利弊得失後认为，由

於全体人员谨慎努力运作的结果，人权协会只是国际知名的中国民间组织，

中共对高知名度的人和事处理时会慎重，不会再次正面予以取缔，但是也

不会批准注册。而中共方面对人权协会的公开申请登记注册则是这样考虑：

一是坚决不能开口子让异见份子合法登记注册，尽管人权协会表面看上去

对稳定局面影响不大，但如果允许登记，消息不胫而走，全国会争相仿效，

这将如决堤洪水，後果不堪设想；二是不能用逮捕的方法取缔申请登记注

册。

双方各自对自己的行为有谨慎的思考，所以实际处理情况是这样的：

中共强调任何社团都要有挂靠单位；并且强调任何学术性、联谊性、专业

性、社会性的社团必须具有的数量；第三强调必须注明办公场所、资金来

源；第四强调必须要由教授级或学术权威担任负责人；第五强调必须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总起来说，强调 4条技术性的理由和 1 条政治性的理由。

人权协会如何对中共方面提出的五条登记基本原则呢？关於技术性的

理由，人权协会顺利解决了。但政治性原则则无法解决，因为人权协会的

宗旨是超政治、超党派的组织，所以不能接受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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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而中共民政局则以人权协会不符合《社团登记法》的政治要求为理由，

不予登记注册。

处理的後果都是双方事先预见到的。在登记注册不成功以後怎麽办？

人权协会采取长期争取登记注册的方法，於第 2 年首次登记不批准之後期

满 1 年再次登记。而中共方面则采取侧面解决异见人士长期申请登记注册

的办法──由中共外交部宣布杨周、王辅臣等人不是人权份子、而是犯罪

份子。王辅臣被迫流亡法国，我则被中共判处劳教 3年。

中国大陆首例反对组织申请登记就此结束。但问题不会以中共单方面

思维而全部解决。在人权协会被暴力中止了登记注册之後，北京的刘念春、

安徽的张林等以「中国劳动者同盟」的名义再次申请登记注册。结果也被

判 3 年劳改。这次中国民主党发起第 3 波申请登记注册，由於国际、国内

形势的变化，可以相信不会再以主要负责人判处劳改的方式被强迫中止。

但中国民主党必须做好长期准备，仔细研究《社团登记法》，在不放弃政

治原则的前提下，不断提出申请登记，以实际行动要求中共兑现宪法第

35 条，以申请登记注册的方法要求中共依法办事。(1998.9.14)

〔作者杨周是旅居纽约的上海诗人，知青回城风云人物，79 民运的

老战士。〕

白佩华：成为民主烈士易、要做民主推手难

最近中国各地异议人士正打算透过正常的管道向中国当局申请成立政

党，这样的举措不仅危险，很容易成为民主烈士，而且对於大局并不会有

太大的改变，很可能成为无谓的牺牲。中国民运份子与其在此刻与北京当

局摊牌、筹组政党，不如务实投入地方基层选举、串连选举助选团、散播

民主的种子与理念、建立民运份子合作基础与培养政治人才，成为中国的

民主推手与领航员，带领中国迈向民主之路。

以目前中国政经社会条件而言，民运份子并不具有与共产党正面摊牌

的条件。更直接地说，又有多少中国人民愿意在此时此刻追随与支持民运

份子与共产党进行全面性的对抗？答案恐怕为数不多！尽管中国人民对於

中国的独裁政权十分不满，厌恶贪官污吏与无能的政府，希望能有一个民

主自由与公平的社会，但是多数人民恐怕更希望稳定与繁荣。

其次，尽管海外有不少支持民运份子与中国民主化的力量，包括美国

政府与人权团体，但是他们已经改变过去强硬的作风，改采柔性、长期的

交往政策。如果民运份子此时硬要组党，恐怕美国政府只会给予道义上的

声援，不会直接介入。当初在台湾，民进党（党外人士）之所以愿冒险组

党，除了人民的支持之外，国民党政府无法缺少美国在安全上与国际上的

支持，是党外人士有恃无恐的很大原因，因为只要美国政府或国会出面说

话，国民党政府面对脆弱的国内合法性与险恶的国际局势，势必要做出一

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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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目前民运份子的力量，做民主烈士有馀，要成为民主的推手

恐怕还要相当一段时日。台湾的民主运动在本土已经酝酿多时，而且经过

多次地方与中央层级选举的历练，才形成当时党外的本土政治菁英，再由

这些政治菁英冲破政治禁忌与戒严封锁，在适当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的相互

配合之下，本土政治菁英才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宣布组党。固然有些侥幸，

但是审时度势、谋定而後动，确是他们当时成功的必要条件，否则很容易

沦为「历史长存」的民主烈士。任何意气用事、鲁莽行事的组党，只会无

济於事，甚至适得其反、延後中国民主的进程。

中国民运份子目前应该致力於三件事情：参与既有的基层选举、组成

「没有党名的政党」、建立专属的媒体管道。目前中国人民对政府普遍存

在不满，所以民运份子应该直接化人民的不满为民主的力量，投入乡村选

举及人民大会代表等基层选举，既可以累积政治资源，有可以培养政治动

员与运作的经验。这些工作短则数年、多则几十年，但切记要「戒急用

忍」、不可犯「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才不会将数十年努力毁於一夕。

再则，组党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共产党做实质的政治竞争（夺权），而

不是只要突破名义上的限制。因此，以目前的局势，民运份子应该效法

6～70 年代的台湾党外人士，组成一个「没有党名的党」。更明白地说，

这个党就是政治联盟或联合竞选团，整合党外（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势力

与资源，在基层选举中与共产党做激烈的竞争。如此既可规避全面挑战共

产党政权，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法律边缘与共产党短兵相交，进行点的突破。

待时机成熟，再将点连成线与面，与共产党进行殊死斗。

第三，民主运动必须要能维持政治动能与前仆後继。因此建立专属的

媒体管道既可以将民主理念、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事情传达给人民，也可

以是民运份子之间联系与策略交流的重要管道。更重要的是，藉由专属媒

体的运作，也可以达到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尤其是吸引知识份子

投入民主运动的行列。以目前科技的迅速进展及中国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相信要突破中国官方的封锁，绝对不会太难。过去魏京生贴几张大字报便

锒铛入狱，但是现在远在千里之外，便可以一台电脑与网路，将无数张大

字报传递给无数的中国人民，中国官方又能奈何？！

以过去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民进党可以说由两派人士所组成：从事政

治选举的党外菁英及从事理论创作与理念传达的杂志编辑。两方面人士可

以说是相辅相成，一方面累积基层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也不断扩大政治

菁英的投入民主运动。希望中国民运份子能舍弃「立即成名」的机会，要

能有策略地与共产党周旋，那麽民主化的曙光才会遍照中国的大地。

〔作者白佩华任职於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原载《民主论坛》〕

9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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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政局退回中国民主党申请：不受理、不批准

(香港二十日电)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消

息说，五名上海异议人士九月十八日向上海市民政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

党」上海筹备委员会，当天晚间即遭退件。

上海异议人士姚振宪、周建和、韩立法、李国涛、徐虹 (女) ，十八

日以邮寄方式向上海市民政局发出成立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委会申请。当

天下午两点，韩立法与李国涛携带申请书前往市民政局申请注册，由於官

员正在开会，他们两人留下申请书後离去，准备二十二日再去申请。

消息说，十八日当天晚上八点半，叁名上海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处官员，

以及市公安局局长带领政治保卫处长和二十名公安人员，到筹委会成员之

一周建和家中，由管理处官员郑重其事地宣布：「你们递交的申请已经收

到，现我们以社团管理处负责人的身份通知你们，申请书不受理、不批准、

退回申请书。」当时在场的还有正在周家作客的韩立法。

宣布完毕，叁名民政局官员立即离去，并未具体解释「不受理、不批

准」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公安人员继续留下，警告周、韩两人，必须停止一切筹组「中国民主

党」的活动。接着，公安将韩立法带到杨浦公安分局问话，六小时後才释

放他。

中国人权民信息中心认为，上海市公安局长深夜亲自出马，陪同民政

官员登门宣布以上事项，反映中共对申请组党一事极为重视，同时说明组

建民主党已对中共政权造成冲击。

信口雌黄：长春公安逮捕唐元隽指中国民主党为非法组织

(记者刘坤原香港二十日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获得来

自北京的消息，中共当局已将异议人士筹建中的「中国民主党」认定为

「非法组织」。异议人士已预见到中共即将全面逮捕各地筹备人员，目前

正在紧急研商对策中。

信息中心指出，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北京徐文立家被捕的长春异议人士

唐元隽，已被送回长春，并以「与非法组织人士联系」为由，予以刑事拘

留。

信息中心说，由於唐元隽曾南下数个城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的

异议人士联系，显然「非法组织」是指「中国民主党」。各地异议人士获

知此消息後，认为事态严重，担心公安将在全国镇压异议人士，现正紧急

串联研商对策中。

唐元隽目前被羁押在长春市北海看守所。公安在送交家属的通知书中

写明是「涉嫌与非法组织人员联系」。

信息中心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是长春公安局的单独认定，或是中共

高层的决定。如果是中共高层的认定，则对「中国民主党」的全面镇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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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很快发展，因为与「非法组织」联系就可被刑事拘留，「非法组织」成

员将随时被捕已无庸置疑。

据悉，异议人士准备发起示威活动，要求长春公安局释放唐元隽。

山东刘连军获得自由：自述青岛被扣经过(9 月 19 日)

9 月 19 日我因为山东组党的一些事情需要到青岛朋友处商量一下，

在上午 8 时我给燕鹏打电话通知他我的车次。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电话，就

引得有关方面紧张万分。我半个小时后登上列车，于 11 时抵达青岛。就

在这个时间，潍坊公安忙作一团，到我家里打听我的去向，又找到我爱人

的单位。而青岛公安则紧锣密鼓，张网以待。

到达青岛后，燕鹏接我到他家里，随后牟传珩及姜福祯先生也来了。

牟先生来了说外面已经有警察了。我想肯定是找我来的，但我们不干违法

的事，也就不用理会他们。十分钟后，他们进门来，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

实际上是检查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在 5 月 29 日就被北京公安一处扣

押至今也没有给我，当然就是有身份证，他们也会把我带走。果不其然，

他们要带我走。为了不影响青岛的朋友，我站起来说：“我去一趟就回来，

你们先吃饭。”朋友们很着急，就与警察要理论一番，被我劝开了。

在宁夏路派出所由市局一处的邵处长和杨科长（女）询问了我来青岛

的目的。我如实告诉了他们。然后，他们又问我为什么组党，我说是为了

政治向良性方向发展，多党制可有效地制止腐败。他们说全世界都存在腐

败，美国也有腐败。我说所有人都得过病，可总有健康人和病人之分吧？

再说美国腐败不是我们也腐败的理由吧？他们又说我看问题太片面，不调

查没有发言权。我说对，我看问题有片面的一面，调查也不全面，是的，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请问，在中国，调查了，就有发言权码？调查了，同

样也没有发言权。在组党上他们说我不能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政党，民政

部门没有资格审批政党，并且中国也没有建党自由，我说宪法不是规定有

结社自由吗？他们说结社自由不是建党自由。

邵处长看来对我的历史很清楚，“善意”地劝我小心点，说我现在已

经很危险了，离着犯罪不远了，我说我从来没有作过违法的事，怎么就离

着犯罪不远了呢？他说，你这一点不违法，那一点不违法，但给你加起来

就违法了。我说，奇怪，把不违法的事一加就违法了？他说：这不奇怪，

因为违法不违法不是由你说了算。他们说你看现在国家困难，你干点实事

不也推动中国发展嘛，我说“推动中国政治良性改革不也是为国家解决困

难吗？照你们这么说毛泽东就不必打土豪分田地，多使点劲混个大地主再

把土地分给穷人也行”，他们惊讶地说：“怎么？你们也想跟毛泽东比，

毛泽东可是个伟人啊”我说，“我没有想跟毛泽东比，但是毛泽东我也不

认为他是一个伟人”，“他怎么不是伟人？”“有饿死中国几千万人的伟

人吗？有整死无数无辜生命的伟人吗？有使中国变得一穷二白的伟人吗，

有使一代青年人失去了青春的伟人吗？我实在看不出此人伟在何处。”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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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明确的告诉我：“我们不欢迎你来青岛”。我说欢迎不欢迎与你没关

系。

在晚 7 点半，由潍坊来公安接我回去。临走，酒足饭饱的邵处长拍着

我的肩膀醉熏熏地对我说：“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欢迎你来青岛”我说：

“我还会再来，这是我的行动由。”邵说：“你只要再来，我还会找你。”

然后他就驾车与我们分手而去。

我想身为一个标榜要别人遵纪守法的公安处长，公然违犯山东省三令

五申公检法人员在工作中不得饮酒的“禁酒令”，并在酒后驾车，这说明

什么呢？法制确实有人在挑战。

9月 19 日晚 10 点我回到潍坊，人身重新恢复自由。

[按：象邵处长这样的中共公安头目，怎么我越看越象电影里的国民

党的警察，或者更象抗日时的伪军。这些人平日目无法纪，欺压百姓，习

惯成自然，张口闭口跟土匪一个样。国家的法律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儿戏。

上面吉林省的警察竟然污蔑中国民主党为“非法组织”，这要在法制国家，

还不告他公安厅倾家荡产吗？！现在中共靠这些社会渣子来维持也蛮可怜

的。我们提醒国内的民主斗士们，一定要问清楚这些警察和办案人员的详

细姓名(包括联系电话)，我们将如实向社会公布，让他们的丑行先暴露在

他们的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眼睛里，将来民主制度建立，再依法追究他们

参与迫害人权的罪责。]

舒 啸：目标和策略——再评国内组党运动

在现今中国政治环境之下，没有具备多元政治的条件。这不但因为客

观上中共没有改变一党独裁的意愿，主观上政治反对派由于长期遭受压制，

力量薄弱，在人民中间，没有形成强大号召力。对于各反对派的政治主张，

人民缺乏了解和理解。换句话说，政治反对派——无论身在大陆还是身在

海外，还不能够在政治力量上与中共相抗衡。这绝非有意贬低民主派的影

响和实力，搞政治必须要理智地对待客观现实。因此，今日之组党运动，

其意义不在于明天早晨就能促成中国实现多党政治——那是最终的目标，

而不是今天的直接目标，——今天组党运动的直接目标，更实际、或更策

略地说，是争取公民政治权利。

我想从更理念的问题讲起。

一、民主：是建立多元政治机制而不是夺取权力

虽则，民主运动的各派力量，都不否认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多元

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最终不免激进

化，其典型的表现，就是期望在一个早晨推翻共产党，由我来执政。相反，

理智的、实际的思想受到冷落甚至被抨击。这在相当程度上，混淆了民主

运动的实质意义：公民平等地参与和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这由不

同的政党来体现其意志。民主运动的这一实质意义，同“夺权”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也许实行民主政治的结果，是某今天的在野党执政，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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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由人民按照公平的政治竞争原则选举，而不是靠自己“夺权”，否

则，就又滚到了共产党的历史政治逻辑里，也就难免会把实现执政作为评

价一个运动进程的标准。

坦白讲，一个在野的政党，要实现其执政目标，比在一个国家真正地

实现民主，要容易得多。因为如果是为了执政，即夺取政权，可以采取任

何宜于夺取政权的手段，评价这个手段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看

它能否最快、最有效地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而如果是朝着真正民主政治

的方向前进，那么，评价其一切策略和手段的“合理”性的标准，就与此

完全不同。因为民主政治这一人类最高的政治模式本身，就限定了你的手

段和策略，不能违背你所追求的目标的原则。具体说，如果你说一切政党

一律平等，那么，你就不能把消灭共产党作为目标，因为共产党也有它存

在的权利。假如说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执政是违背民主政治原则的，你可

以说按照民主政治原则，它已丧失了执政的资格，它本身却是不能消灭的。

但即使说资格，也并不能由你一个或几个反对党说了算，而要由全民说了

算。否则，你也走了共产党的老路上。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

正是因此，民主运动在手段和策略上是受着很大的限制的。从某种意义上

讲，民主运动，对于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比直接地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各

类运动——政变、起义、暴动等——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即你自己不能

违背自己所从事的运动的初衷。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民主运动比单纯地夺

取政权更艰难、更需要时间。

在民主运动中，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思想倾向，那就是认为，为了达到

民主的目标，有必要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包括暴力、暗杀等等。持这种

思想的人认为，只要把共产党赶下台，以我们民主人士的理想，就一定能

够把中国建设成民主政治的国家。目的是主要的，手段是其次的，手段是

为实现目的而服务的，目的决定手段。这个思想是典型的反民主的思想。

事实上，以民主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手段必须符合目的，而不仅仅是

为了实现目的。不可能通过恶的手段，来达到善的目的。一切通过恶的手

段，意欲达到善的目的的，最终都将走向恶的深渊。共产党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在人的本性里，总是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倾向，认为我用恶

除了恶，就会行善，我不会为恶。但事实上，当一种力量习惯了某种手

段——例如恶的手段后，它就会把这种手段保持下去，而很难变换一种手

段。因为，在长期的运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它已经为运用这种手段，找

到了很多的“合理依据”，已经习惯于认为使用这种手段是天经地义的。

在共产党经典里，到处充满了这种逻辑。事实上，在共产党用暴力手段夺

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它无时无刻不在宣传着，它是为中国的民主、自由

和富强而奋斗。当它用暴力夺取政权以后，符合它的逻辑的思想是，我必

须维护住政权，否则，我浴血奋斗得来的“民主、自由、富强”就丢失了。

于是，一切不赞同它的主张的人，一切不赞同它的主张的组织，就统统应

该被清除，被消灭。它自奉为“民主”的护法，“自由”的卫士，谁反对

它，就是反对民主，反对自由。不管共产党是否真的理解民主，不管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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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的实行过民主，即使姑且承认它奉行的是民主政治，如果它以“护法”

和“卫士”来定义自己的身份，那么，它就已经走到了所卫护的对象的反

面。同样的道理，如果有谁认为，可以采取和共产党同样的手段，来实现

真正的民主政治，那么，我就必须对它表示怀疑。

当然，我并没有愚蠢到认为面对无情地镇压也只能忍气吞声的程度。

没有谁会单方面承诺不使用暴力。民主也需要暴力，那是在民主的根本存

在受到暴力威胁的时刻。但以暴力反抗暴力，与一贯的使用暴力、把暴力

作为无可争议的日常手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为着自卫而反击的人的行

为，和主动地施暴于人的行为，意义是根本不同的。这似乎无须争辩。

所以，必须理解，真正的民主运动不是为着夺权，不是为着自己一群

人的政治理想掌握国家政权，它是为了创造一种政治机制：让所有公民，

不管是通过政党的形式，还是个体的形式，都有权参与进国家政治生活，

都有权——仅仅是自己的那一份权利，——决定国家政治生活。至于是由

什么样的党来执政，那不能由自己宣称－－无论是通过血腥暴力宣称，还

是通过甜言蜜语宣称。依民主的原则，一切政党都不能预先把自己定义为

天然的执政党，共产党不能，民主党尤其不能。

当华盛顿为着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自治而率领美国人民取得胜

利以后，他卸下统帅的服装，悄然回到弗吉尼亚自己的庄园——他没有认

为自己是独立后的美国的天然的总统。但美国人民请回了他。华盛顿和美

国人民同时显示出了伟大的人格。

民主运动，在其精髓上，应该是向伟大的人格靠近。

二、民主政治：长期的过程和阶段性目标

由于共产党五十统治中国并实行一党专政，因此许多人把共产党统治

的结束看做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民主政治实现的基本标志，固然是结束一

党专政，但一党专政的结束，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是两个

相互关联的问题，却不是一个问题。

如同“夺权”一样，共产党的统治，有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结束，

那也可能主要地不是由民主运动促成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会导向这一点，

甚至是在共产党内部发生蜕变，如同前苏联一样。至少，在统计学上，各

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民主政治绝不会随着共产党执政的结束而自动到

来。

国内的不满情绪确实在急剧增长，这种不满来自各社会阶层，甚至包

括共产党内部相当多的人。这种大面积的激烈的不满，会成为结束共产党

执政的最基本的因素。但是，即使是最希望结束共产党执政的那一部分人，

也未必真正理解实现民主政治的含义，也未必是在要求着真正的民主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共产党七十多年的歪曲教育，“政治复仇”和

“经济复仇”的思想，是一种主流政治思想。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是靠这

种“政治复仇”和“经济复仇”的思想煽动起了下层人民：打倒地主资本

家我们坐天下，夺过富人的财富我们来享用。如今，这种复仇思想快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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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自己尝到苦头了：所有社会不满基本上集中在政治和经济腐败上，

对大多数人来说，所谓共产党的倒台，意味着的就是把他们从权力的地位

上赶下来，让他们把通过肮脏途径攫取的财富吐出来；对他们政治迫害的

行径要进行清算，包括六四屠杀，对他们的经济腐败要进行清算。通过

“清算”来达到“复仇”，从而实现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公平。这就是一

般人的直接目标。至于这个直接目标能否导致根本目标、即民主政治的实

现，那是远远谈不到的。

事实上，如果共产党的倒台，带来的是通过清算来复仇，那么，我们

离民主政治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那必将回到共产党执政初期的老路

上去，甚至更坏。 我们一定要充分地估计到，通过清算来复仇，很容易

走到中国传统的、包括共产党曾十分在行的方向上去：越苦大仇深，越手

段残忍；先前的压制越严酷，后来的报复越激烈。从长远来看，复仇行为

会留下不可愈合的创口，导致被复仇者的重新复仇，社会伦理深层将会长

久被复仇的情结困忧。这绝不可能成为民主政治的土壤，而更会被有组织

的暴力所利用，从而导致新的独裁和专制！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怜悯野蛮、姑息恶行的意思。恶一定要得到惩治，

民主政治不是放任和宽容恶行。但是，如果今天的社会不满情绪不能被引

导到理智的方向上去，不能够真正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结合起来，那么，就

很容易在毁掉了旧专制的同时，也葬送了新的民主。毫无疑问，在民主政

治实现之时，一定会对这个腐朽制度之下那些不可饶恕的政治暴力行为

（尤其是其中的反人类行为）和经济掠夺行为进行惩治。但是，那必须在

法律的基础之上进行，这个法律必须建立在公正的、而不是复仇的基础之

上。要使中国的所有公民、首先是目前的政治反对者——他们都因为自己

的反对派身份遭受过中共的迫害——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我以为，还需要

相当长的时间。正是因为这一点，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比共产党倒台的

过程，会更长，也更艰难。长远的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甚至是需要几代

人不懈的努力！

也正是因为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尽快地使中

国摆脱目前的专制统治，建立为所有中国人福祗保证的民主政治，就必须

恰当地、分阶段地确定民主运动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民主运动每

前进一步，都带实际的成效，都对长远目标的实现，起到推动作用。

出于这样的目的，并且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环境，我认为，今日民主运

动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争取公民政治权利。

正如以上所说，从普遍性的角度而言，中国缺少民主政治思想。造成

这一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政治的专制传统，这个专制传统被中共成

功地发扬光大了，它不允许不同的政治势力存在，民主运动缺少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是民主运动存在充当激烈反对派的倾向，这末免不可以说是继

承了共产党的传统。于是，民主运动和中共一党专政一贯是正面冲突，双

方都相当固执地采取了互相敌视的态度。在这种政治对峙中，掌握着一切

国家权力，控制着一切政治资源，处在优势地位的中共，以对民主运动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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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杀绝而后快，并相当成功地把民主运动的社会影响降到了最低点。这是

民主运动的悲哀。

专制统治固然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欲树民主政治固然要推倒专制

统治。但是，如果在专制统治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的时候，民主运动不知道

运用政治策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最切实的目标，首先是“合法”

生存的目标，以生存求发展，那么，民主运动之不能推进，就不是共产党

的过错，而是民主运动本身的过错，首先是站在民主运动前列、主导着民

主运动方向的人们的过错。民主运动必须以这样自责的心态来看待这一问

题。

所谓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求民主运动的生存，就是从中共的宪法和法

律中，从它写在一切纸面上的语言中，求得实质上的公民政治权利。今天

的专制统治，毕竟和帝制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行专制之实，却不能

不挂民主之名。中共的宪法和法律里，无不把公民政治权利堂而皇之地写

在纸上。作为民主运动，不能仅把其看成是欺骗性宣传，看成是“挂羊头

卖狗肉”，而应当以“信以为真”的态度，努力地争取它，实现它，以获

得合法生存的权利。 民主的公民政治权利，最大的莫过于结社自由和

言论自由，这也是联合国人权公约中所载的最基本的人权。中国宪法中本

来载有这样的条文，可惜它从来没有实行过；但是，今年十月或最迟不过

今年十一月，中国就要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至少在表面上，它要接受此

一公约的约束，不能再肆无忌惮地贱踏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这是争取公

民政治权利的内外有利的因素。

公民拥有民主的政治权利，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

是一个最基本的部分。为了实现民主政治，首先争取这个权利，是必不可

少的，甚至是优先选择的目标。毫无疑问，在民主政治未能彻底实现之前，

在专制统治不废除的情况下，这一目标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但是，争取

民主权利的过程本身，就是宣传民主政治理念、扩大民主思想影响、争取

民众支持的过程，它对于民主运动的长期发展而言，具有厚积薄发的性质。

今日国内的组党运动，我宁愿主要地将其看成是在现有条件下争取公

民政治权利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可能还会发展到争取言论自由，例如公

开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报刊。如果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我相信，它会

以它的行为本身，感动并感染更多的民众，鼓舞更多具有民主思想而缺乏

现实勇气的人士公开站在民主运动一边。为民主而奋斗的牺牲精神固然也

可以、而且会从更深层次激励人，但些许的成功、而不仅仅是牺牲，更能

鼓励人们向民主方向迈进的愿望，更能成为推动民主运动发展的强大力量。

不能只让人们看到专制统治的血腥和暴力，同时也要让人们看到希望

和曙光，看到努力所带来的成就。而公民政治权利，是常挂于中共的口头、

明载于宪法条文、畅行于文明国界的基本政治原则，以此为争取的目标，

中共如予镇压，将冒更大的法律和伦理风险，将会遭到更大的国际国内压

力，因而也就是更容易取得成就的突破口。在这一方面的突破——甚至仅

仅因为中共惮于公开镇压，就能极大地鼓舞民主运动的士气，从而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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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向着更切实的方向前进。这就是把国内组党运动，把一切争取民主政

治实现的运动，在目前恰当地定义为“争取公民政治权利”这一目标的意

义。

三、组党运动的策略：正和奇胜

今次组党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冷静，是近十年民主运动中所未

曾有过的。从中可以看到民主运动已经更多地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毫

无疑问，这不仅是今天组党人士个人政治策略上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近

十年来对民主运动、对国内政治形势、对民主本身深刻反思的结果，是民

主政治理论发展的结果，也就是一切曾经从事民主事业、一切为着民主政

治的实现而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今后的发展，

仍然需要走到组党运动幕前和在这一运动幕后的人们的共同努力。其中，

尤其是要对组党运动今后的走向进行策略研究，以使其能持续、强壮地发

展。

组党运动政治策略，可以概括为“以正和、以奇胜”。所谓正和，就

是首先取得这一运动的合法存在，保存运动，壮大运动，避免镇压，不在

中共所善长的领域与之对抗；所谓奇胜，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

冲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罗网，在中共所不熟悉、不善长的领域与之周

旋，取得实质性成果。

要达到正和，有三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要统一组党运动的理念。今日组党人士所奉行的理智、和平、

非暴力不对抗的原则，是必须要坚决地贯彻下去、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尤

其要在全国各地的组党运动中一致贯彻，不能出现不和谐音。只有这样，

才能使中共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整体运动，它不能暴力处理浙江，就不能

以暴力处理山东，不能以暴力处理湖北、东北和上海、北京……；而它要

做全国性暴力处理，将面对更大的压力，有更多的忌惮。

第二，“两个承认”必须坚持。承认中共今日之执政党地位，承认江

泽民国家元首地位，虽然并非中共对待今日组党运动出人意料“冷静”的

全部原因，却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在世时曾经说过的那

样，在共产党的“四项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即执政

党地位。这一理念，一方面是反映了共产党一切政治作为均为着执政，一

方面也预留了政治妥协的空间。承认共产党执政党地位，也就必然地要承

认它的政治领袖的国家元首的地位，这是一个按照民主政治原则也可以推

断的简单的逻辑延伸。“两个承认”不是简单的政治妥协，它体现的是非

常重要的民主政治原则。因为民主政治的最根本目的，不是要推翻谁、打

倒谁，而是要争取各党派政治权利平等，其中包括执政机会的平等。共产

党没有独裁的权利，却有平等参与的权利。今日之共产党不给其它各党平

等参与的权利，而民主政治却必须给共产党以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这是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根本的不同点。承认中共今日之执政党地位，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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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承认了在民主政治的起始点上，它有因为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优先权。如

果民主运动坚持和平的、非暴力的政治原则，那么，它就必须要承认中共

在今天的这个政治优先地位——当然，不是永久地承认，而且也没有理由

永久承认，——这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的简单地逻辑延伸。“两

个承认”的意义在这里。“两个承认”抽去了共产党暴力镇压的法律的和

伦理的根据。

第三，坚持运用法律武器。民主政治也就是民主法律政治，要实现民

主政治必须运用法律武器，这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中国的法律固然赋予

了中共更多的政治优先权甚至是政治垄断权，但作为这一切法律的始作俑

者的中共，也末始没有为了装潢民主的门面而在法律中体现了一定的民主

政治原则。它只不过没有料到在政治高压下会有人去运用。同时，所谓坚

持运用法律武器，也包括运用中国加入的国际法的武器，因为中国一旦加

入国际公约，就有遵守的义务，并且象国际人权公约等，明确规定任何一

个国家不能以这个国家的任何特殊性借口，而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原则。

坚持运用法律武器，并非就不会出现镇压，中共历史上出尔反尔、有法不

依的事例不胜枚举，比比皆是。但是，正如已经出现的情况所露的端倪显

示的，共产党对公然违反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传统习惯已有反思，并且因

为过去漫长的政治镇压已经给它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包袱，它已经越

来越惮于公然违法。因此，一切可依的法律武器，是民主运动能够持续发

展下去的重要保证。在开展民主运动的过程中，要动员更多的参与民主运

动、同情民主运动的法律专家，认真研究法律，提供法律解决方案，以使

法律成为更强大的武器。

要达到奇胜，也必须要做到三点。

第一，要避免急躁，不要冒然成立全国性政党。由于最近组党运动遭

逢五十年未有的“异数”，共产党没有对组党人士进行全面的镇压，以致

鼓舞了不少民运人士的雄心，甚至提出了组建全国性政党的建议。这是十

分危险的。要知道，中共今日之“冷静”处理组党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今天的组党要求，还都是“地方性要求”，没有成为“全国性要求”。

中共一贯忌惮的就是成立“全国性组织”。我们应该十分钦佩第一个提出

组党的浙江人士，因为是他们开了一个好头，把组党要求限定在本省范围

之内，这给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策略典范。如果一开始就提出“全国

性要求”，给中共更大的政治刺激，以至于按照它的政治传统，它的政治

神经根本不能承受，那么，它可能就不会表现得象今天这样“冷静”，而

很可能在组党运动之初，就痛下杀手，不使此火蔓延。同时，成立全国性

政党，按照社团管理条例，也有更大的不易克服的限制性条件，例如必须

要有部级以上机构作为主管，必须要由民政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等等。

当然，成立地方性社团和成立全国性社团，假如中共认为对其不利，都可

以以各种借口予以拒绝。但是，由于成立地方性社团的限制性条件相对较

少，因而从程序难度上，更易措手，更易找到持续的办法。不要亟亟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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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国性政党，道理还在于：由于这些年中共对各地民主人士沟通的限制，

全国的反对派在协调上相对较难，而一省协调相对较易，因而在行动更能

保持一致。应该看到，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要中国民主党在范围上更普及，

以地方分部的形式存在，和以全国性统一组织的形式存在，没有太大的差

别，不能“因文害义”，以强求形式而损失实际进展。同样的道理，在这

里要提醒的是，国内组建民主党的运动，现在不能和海外的民主党派建立

起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系，因为这将给中共以更大的刺激，使其更加不能忍

受，会找出更多的借口。说到底，奉民主政治为圭皋的，是以政治实质而

不是以以政治形式来判断政治倾向，只要是对推进民主政治有利的，叫什

么党派、是否国内外、海内外一律，是不重要的。

第二，显示政治存在比能否被批准成立更重要。在第一篇《评国内组

党运动》中，我曾经提出，依中国的宪法，组党运动有可能陷入“第二十

二条军规”的泥潭。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组党运动的

意义不仅限于必须要获得“批准”这样一个狭窄的政治诉求，那么，我们

就不应该担心“第二十二条军规。”换句话说，为了避开“第二十二条军

规”的直接限制，我们不应该把组党运动的政治诉求限定在中共一定会批

准这样一个固执的简单目标上。就政治意义而言，组党要求被批准，当然

是更大的好事一件。但是，在今天，通过组党行动显示反对派的政治存在，

比被批准成立党派更现实、也更有意义。因为，毕竟在中共五十年的统治

中，允许申请组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如果中共今天不批准，可以持

续的申请下去，把对中共一党独政的压力保持下去，以达到不间断地扩大

影响、深入宣传民主政治理念、争取公众理解的目的。同时，必须理解，

如果宪法中“四项原则”的条文不修改，就没有政治反对派的任何地位，

既使共产党今天批准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申请，它依然要在这一政治绳索

的绞勒之下艰难生存。不被批准的组党运动，正可以和修宪的政治诉求相

互动，以促成进步的政治环境的诞生。修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修宪需要

对宪法的民主性理解，尤其需要中共高层内部的理解，而组党运动本身，

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理念的强大宣传，它对最终争取更多的中共高层人士理

解民主政治、朝时代正确的一边靠近，有着很大的意义。

第三，争取中共内部政治开明派比刺激政治顽固派更重要。如果今天

仍然有人认为中共还保持着真正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他就不是很了解

今天的中共。依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来说，中共今天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都更加没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共今天比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政权党”，是一个以“执政”为唯一目的的党。

为了获得全国民众的政治拥护，它在经济上已经放弃了过去它赖以统一意

识形态的基础——公有制。而一个没有统一意识形态基础的党，是不可能

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真正对中共执政有意义的，已经不是“纯洁的马克

思意识形态”，不是政治原则，不是坚定的信仰，而是政治策略，一句话，

是表层的政治手段。正是在运用何种政治手段巩固其执政党地位问题上，

演化出了政治开明派和政治顽固派。“开明”和“顽固”的区别，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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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现代政治手段”、还是用“传统政治手段”。传统的政治手段无非

是暴力和恐怖，是压制和打击，是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是唯我独尊；

“现代”政治手段，则是“民主”和“法制”，是政治对话而不是政治对

抗，是有限的政治共存。毫无疑问，这样意义上的政治开明派，存在于中

共内部。正因为他们的存在，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了党派平等共存的可能性。

民主运动在政治诉求和政治运作方式上，争取中共内部开明派一定程度的

认同，不但对民主运动本身有利，而且可以避免政治顽固派对政治开明派

的压力，从而给中国政治解开僵持的死结，创造一定的条件。

总之，民主运动应该向共产党“学习”，向它的导师学习，当确定了

政治目标以后，要把“政策和策略”视同民主运动的生命。民主运动的生

命力是强大的，但今天的民主运动是稚嫩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稚嫩的民

主运动，应该向它的对手学习。

当江泽民背诵林肯 1862 年盖提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的著名演说时。。。

———中国民主党论题之三：民主与安定团结

江泽民主席去年在美国访问时曾自豪地说过，他会背诵林肯总统

1862 年盖提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的著名演说，由此可见江主席对“民有、

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向往，相信中国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也会体

现林肯对民主的表述。

民有，即我国宪法中“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但人民主权并不仅仅

是宪法上的一句空洞无物的条文，“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里，有十多

条地涉及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些政治权利便体现了“民有”。为了保障

这些法定的权利，还需要更具体的法律法规来制定实施细则。以游行示威

为例，北京市就有相关的地方法律来引导人们行使这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

利。值得讽刺的是，自从实施细则颁布以来，几乎没有听说有游行示威的

申请得到批准。不久前有北京大学学生申请抗议印尼 5 月排华暴乱，这一

正当而及时的行使公民权的行为，却被主管部门以“危害社会安定”为由

加以拒绝。学生们忍无可忍，还是于 8月 17 日去了印尼使馆递交抗议信，

使本来可以合法行使的权利变成“非法行为”。执法者的这一不明智的措

施，使保护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走到了反面，变成了剥夺公民权的违宪法

律，法律的权威丧失殆尽。

究其原因，是执法者或他们的上级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公民权利

的行使回危害社会安定。邓小平多次讲到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中国不

能乱，没有安定团结就不可能搞经济建设。他还常常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

社会动乱为例，使经历了那场浩劫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们很自然地同意他

的观点。在邓的讲话快要变成当年的毛语录的今天，民主权利的行使会损

害社会安定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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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仅次于“白猫黑猫论”的真理，

而且，我们还想证明，合法权利的正常行使会使社会走向良性的法治轨道，

会保证社会安定的基础更加稳固。

1、合法行使公民权，是安定社会的有机部分。一个真正安定的社会，

也一定是一个充分体现法治的社会。中国历史上有些时期，被统治者视为

“国泰民安”，但不少却是靠严厉的专制手段制造的虚假的安定，往往潜

伏着火山爆发式的社会危机。一个朝代灭亡前，统治者不是象开国时那样

以民生为主，而是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残酷镇压，以求得暂时的安定，

但好象没有一例可以最终摆脱灭亡的命运。今天，要想实现社会稳定，再

效仿封建君主那一套，试民为敌，防民如川，压制民主，堵塞民言，实在

是东施效颦。只有切实履行宪法和其它法律所记载的实行民主的承诺，让

每一个公民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和专政的对象，这样的稳定

才具有坚实的基础。相反，将人民的正当权利的行使当作社会安定的不利

因素而严加阻止，实在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社会安定的破坏者，不是

民主，而是专制，而是毛泽东式的一言九鼎，如十年文革之例，决不是邓

小平所说是因为民主而造成的。没有民主的社会，决不会有安定；民主实

施过程中，虽然会有一时的无序，特别是中国这样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

但最终却会形成有序、安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2、将民主视为安定的敌人，是对中国当代现状错误认识的结果。按

照共产党的理论，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敌我矛盾不再是社会冲突的主要

方面，人民内部矛盾是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而这样的矛盾，只有采取民

主的方式才可顺利解决。不讲民主，压制反对意见，只会激化矛盾，让矛

盾向敌对方向转化。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就是错误地将人民内部矛盾视

为敌我矛盾，并动用人民军队对付人民自己，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

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更使政治体制改

革停步不前甚至倒退，在国际上也造成了孤立无援、众人谴责的局面。现

在，国内有人按照法律程序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这又是一个需要理性对

待的问题。中国已经没有阶级，中国民主党所代表的也是中国人民中的某

些阶层，也和中国共产党一样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的中国。民主党和共

产党之间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求同存异，

共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如果为了统一中国，可以

“一国两制”地和资本主义求同存异，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和同样代表中国

人民的民主党共同治国呢？容纳不同的声音，才能激发民众关心国是的政

治热情；实行民主制度，才能销迩社会动荡的因素。冷战思维模式可以休

也。

3、实行民主，可以保障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改革过程中，难

免要触动某些人、某些阶层的经济利益，进行社会利益的重新组合和分配，

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有了正常的民主机制，民众的呼声可以给政府提供

参考，避免不必要的失误；民众的意见也可让政府选择最佳的改革途径和

方式；民众的监督可以减少经济改革中腐败现象的发生；更重要的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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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可以通过民主手段释放矛盾的能量，是社会动荡的发生机率降低。目前，

由于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民主机制非常不健全，使“非法”抗议现

象此伏彼起，贪污腐败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降到历

史的最低点，落后的政治制度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阻碍。现在中国

民主党的成立申请，是一个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好锲机，希望国家

的执政党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带领国家民主地进入

下一个世纪，使中国彻底根除社会动荡的基础，和平安定地发展经济，走

进世界先进的国家之林。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法律上关于民主的条文很多，体现了共产党的治国

方针，也团结过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但是现实却又是别种模样。法律上

的民主，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中演绎而来的，如同资产阶级当初

使用抽象的理性、自然法则一样。这些抽象民主只有走进人民的生活中，

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使“应有”变成“实有”，才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否则只是画饼充饥，不可能长久赢得人民的相信。中国民主党的

出现，在抽象民主和现实生活之间架设了一道梯子。共产党应该抛弃“民

主导致社会不安”的错误逻辑，主动缩短法律理想和民主现实的距离，恢

复法律的神圣地位，让“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体现在社会政治社会的各

个方面，让江主席背诵的林肯名句也成为所有中国人自豪的象征。

摘自《湘江评论》：

http://members.xoom.com/mingzhu/free7.htm

(《湘江评论》为网络杂志，因国内被封，特借《大参考》发表民主

党组党系列评论文章。备注：《湘江评论》为郑存柱于 1998 年在上海创

办)

9 月 21 日

山东谢万军被捕，中共恐惧成立民主党全国组织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报道}民主党山东筹委会谢万军在今天(二十一)当

地时间晚八时左右被中共当局拘捕。中共当局拘捕谢万军时，并未以法出

示逮捕证。当时只是说，拘捕与谢万军“出外串联”有关。

据了解山东另一位组党人士刘连军目前住宅四周，警察密布，随时有

被捕的可能。刘连军前天在青岛曾被拘捕，经审讯后暂时获释。

谢万军妻子于显杰随后接到公安局通知，谢万军因“扰乱社会治安”

罪名被拘押。据于显杰说，谢万军今日出门，是因为有几个社会人士表示

愿意入党，谢带着入党表格去发展他们。此举被中共当局察觉，立即采取

了拘捕行动。

中共这次打压组党人士的行动是全国性的。在上海，民主党上海筹委

会成员韩立法二十日被拘捕，在外界压力下，六小时后被释放。中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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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警告韩立法，必须停止一切筹组民主党的活动。同日，中共浙江当局

也展开行动，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朱虞夫被传讯三个多小时，被警告暂

时不准离家。浙江组党人士王有才，原定二十日在杭州市中心办一场演讲，

也被警方强力取缔。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分析说，中共当局对各地风起云涌的组

党活动虽然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处理手法上也有所灵活，但是，中共

看来已经对容忍度设定底线。一是不准串联搞民主党全国性组织，二是不

准与工人、农民等民众串联结合，引爆社会问题。中共的全国统一性打压

各地民主党建党人士的举动，与民运人士试图逾越上述底线有关。尤其是

成立民主党全国性组织，中共非常敏感。东北三省民主党筹委会联系人王

文江，未触及中共的这两条底线，目前未出现新的状况。

王炳章博士说，中共在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森夫人离开北京后立即采

取的全国性镇压，必将遭到世人的强烈抗议和反弹。

自从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天，浙江异见人士王

有才开始筹组「中国民主党」。现已有七个省的异见人士申请成立「中国

民主党」筹委会。列表如下：

http://www.appledaily.com.hk/pages/980921/newx303.htm

照片：

十九日下午五时，两名长春市公安到唐元隽家中，交给他的家人一份

拘留通知书，指唐元隽涉嫌「与非法组织人员联系」被刑事拘留，但未进

一步说明何谓「非法组织」：

http://www.mingpao.com/newspaper/980921/21caa.jpg

今年九月初，唐元隽曾南下大陆数个城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异

见人士会面，民运人士认为，公安所指的「非法组织」可能是指「中国民

主党」筹委会，因此认为唐元隽被逮捕事态严重，显示当局有意镇压异见

人士，目前正紧急会商寻求解决对策。冷万宝等六名吉林省异议人士，在

获知唐元隽被逮捕後深表震惊，日前曾特别联名发表致中共公安部长贾春

旺的公开信，表示抗议。

附录：

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森夫人的办公室网址在此：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ttp://www.unhchr.ch/

罗宾森夫人在一次演讲当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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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re the causes of

tomorrow's conflicts." -- Mary Robinson

(“今天对于人权的侵犯，将是导致明天的冲突的祸根。)

-- 出处：http://www.unhchr.ch/html/menu2/3/e/971111.htm

另外，安南在一次演讲当中说：

"It was never the people who complained of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nor did the people consider human

rights as a Western or Northern imposition. It was often their

leaders who did so." -- Kofi Annan

(“人民从来不抱怨人权的普遍性，人民也从来不认为人权的概念是

西方或北方[发达国家]强加的。倒是他们[落后国家]的领导人才经常这么

说。”)

-- 出处： http://www.unhchr.ch/html/stms/sg971020.htm

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宣布成立「徐文立办公室」

（北京二十一日电）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日前宣布成立为大陆民主宪

政服务的「徐文立办公室」，办公室成员除徐文立之外，还包括高洪明、

查建国、张晖等人。

据总部位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徐文立是在十八日宣

布成立其办公室，并聘请周国强为法律顾问。

徐文立为了加强与北京知识份子界的合作与沟通，在办公室成立的隔

日，便拜会了「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所长彭明，并参加了彭明主持的

时局研讨会。

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自今年六月以来，每周六举行一次时局研讨会，

讨论大陆现阶段最敏感的政治、经济课题，十九日的这场研讨会参加者有

温元凯、吴稼祥、刘军宁、杨帆、石小敏、仲大军、王炎、黎鸣、顾海兵、

徐岩、徐炳、杨燕生等北京着名自由派学者与政府中层官员。

北京异议人士何德甫等拟参选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

(记者张谦香港二十一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

北京叁位异议人士将参加今年十一月初举行的北京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

信息中心表示，叁位参选代表是何德甫、高洪明及王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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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甫、高洪明及王志新叁人已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为参选做好准

备工作，小组邀请了异议人士周国强担任法律顾问。

近日何德甫到北京选举委员会谘询了相关事项，负责人表示欢迎不同

阶层的人士参选，而何德甫已向选委会提出加强竞选活动等建议。

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周建和声明：关于海外来源的汇款

声 明

八月十日，傅申奇托人传信，称几天之内将汇款八千元人民币给我，

我当即警告传信人，以後千万不要参与此事，不要与傅联络，很危险．

八月十六日，我接到邮局领取包裹通知单，领取时方知并不是包裹，

而是 州陈姓汇款八千元人民币（姚振宪去领取）．

八月十七日，警方立即行动，分别传唤我与姚振宪，追问钱款一事，

并进行威胁打压．警方不听我们的述说，硬称我们的行动是在傅的授意下

进行的，现立即停止活动，否则，以接受海外敌对组织资助罪将我们逮

捕．很明显，取款一事警方全面布控，设下陷井，把汇款通知单换成领取

包裹通知单，引我上钩，企图以此为借口，全面打压，迫我们就范．为此，

我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我与傅申奇从无往来，不认识其人；

二，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与傅毫无关系；

三，八千元人民币不论谁寄，都是在本人没有同意下进行的；

四，劝告傅申奇等不要欺世盗名，乱打电话，制造混乱，破坏国内民

运．

周建和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

电话：８６--21--63124316

[按：中共一直在对异议人士的电话进行非法监听监录。邮局汇款、

银行转帐等等也必定被中共严密监视。谁今后想送钱的，还是要通过私人

送现款比较妥当。另外，国内著名的异议人士最好也不要亲自上网，电脑

很容易被中共公安没收。最好通过第三者上网传递。--编者]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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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省一七九名异议人士上书江泽民抗议逮捕唐元隽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二日电) 中国二十三个省市一百七十九名异议

人士今天发表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基的公开信，抗议吉林省长

春市将「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视为非法组织，并要求释放多位异议人

士。

中共有关当局最近屡屡传唤、拘押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大陆异议人士，

在人权遭到侵犯下，今天大陆二十三个省市的一百七十九名异议人士，共

同签署一份致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基的公开信，强烈抗议中共

当局违反人权的举动。

抗议信指出，九月十八日下午从西安市到北京市采访异议人士徐文立

的唐元隽，在刚到徐家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便被北京警方带走。十九日长

春市公安局正式通知唐元隽家属，称唐涉嫌「与非法组织人员联系」，已

被刑事拘留，羁押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

根据长春警方擅自杜撰「与非法组织人员联系」的罪名，不啻宣布各

地异议人士提出的组党申请为非法组织，其成员为非法组织人员；而唐元

隽接触的众多尚未提出组党申请的人士，也有可能被定为非法组织人员。

另外，大陆近来不断发生异议人士屡屡被传唤、抄家、非法拘押的事

件，福建的林信舒遭监视居住，异议人士亲属储海蓝在北京希尔顿饭店被

非法扣押、殴打等事态。

正准备筹组「中国民主党」安徽分部的异议人士王洪学昨天晚上七时

被公安带走，被关押在看守所中，王洪学今天上午透过公安转告家人，把

他的衣物送去看守所，显示他可能被长期拘留。

而原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方觉，也在七月二十三日遭中共有关部门非

法秘密拘押，直至九月份外界才得知此消息。

同时，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访问大陆前，又发生「中国

经济时报」记者施滨海被捕和抄家的事件。

对於中共当局种种不重视人权、严重侵犯公民旅行访友、言论、结社

等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事件，这封公开信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江泽民、

朱基责成有关地方当局，立即释放唐元隽、方觉、施滨海，并立即解除对

林信舒的监视居住，向一切被非法传唤、抄家、拘押、殴打的公民赔礼道

歉，赔偿他们的精神和物质损失。

参与联署的有北京的任畹町、何德普、徐文立、周国强，上海的姚振

宪、周建和，浙江的王有才、王东海，福建的林信舒，湖北的秦永敏、陈

忠和，安徽的王洪学，吉林的冷万宝、唐元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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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个人办公室也招罪中共传讯北京民运人士徐文立

(香港二十二日电) 本月十八日成立个人办公室的大陆民运人士徐文

立，今天上午九时三十分，被北京宣武区牛街派出所叫去问话，至下午一

时半未回。

中共最近对大陆民运人士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还把中国民主党筹

委会定位为「非法组织」，反映中共专制的性格仍箝制着大陆的政局。

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中共的公安人员并没有向徐文立的家人，

说明传讯徐文立的理由，但可能与他稍早宣布成立个人办公室有关。

公 告

为了中国民主人权事业，我们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８日正式成立了为

中国民主宪政大业服务的“徐文立办公室”，成员有徐文立、高洪明、查

建国、张晖。

周国强为法律顾问，现特此公告。

办公地点：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四号新楼４２４号

联系电话：８６－１０－６３５１７８１４

徐文立办公室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１日

[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９日北京消息徐文立办公室消息］

北京徐文立先生９月１８日晚在京都信苑饭店和中国大陆民间的“中

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负责人、《第四座丰碑》的作者彭明先生进行了愉

快的会晤，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９月１９日徐文立又应彭明先生的邀请到亚运村汇园公寓，参加了彭

明先生主持的《时局研讨会》，并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高度评价了彭

明先生和他的同仁们秉持的绿色发展战略，赢得了与会者的欢迎。英国广

播公司（ＢＢＣ）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全程电视采访。

安徽异议人士王洪学被中共拘捕 疑与民主党有关

(香港二十二日电) 安徽蚌埠异议人士王洪学，二十一日晚七时许，

在自家门口被中共的公安人员带走，现被关押於看守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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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王洪学通过公安人员转告家人送衣物前去，显示他可能被长期

拘留。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当地的公安并没有公布王洪学被捕

的原因，但是相信与王洪学参加中国民主党的筹备活动有关。

据指出，最近安徽省的民运人士正在筹组中国民主党安徽分部，而王

洪学为蚌埠一家职工医院的工人，比较活跃。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从这两天中共对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成员

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看来，把中国民主党定性为「非法组织」，很可能是

中共高层的意思。现在大陆各地的公安正在全面拘捕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成

员，待做出详细调查後，公安部门将会向中共高层汇总报告，届时将会对

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成员做出统一行动。

北京乍暖还寒 民主之路仍坎坷

徐尚礼

海外传媒指出，今年开春後北京思想理论界出现「六四」以来空前宽

松局面，党内外学者发表自由主义文章并举行研讨会，党报、官报记者出

书「反左」或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有人因此下结论说，这是「北京政治小

阳春」。但在中共当局近来连续逮捕各省意欲组党的民运人士後，大陆民

主人士已经担心是否一场大规模的「秋後算帐」即将上场。

对於北京出现「政治小阳春」最大的误解是去年出版的「交锋」。由

人民日报两名记者合写的这本书，虽然强调是「当代中国叁次思想解放实

录」，一言以贯之就是「反左」。其实在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後，不得

人心的「左」派早已奄奄一息，此时「交锋」才予以披露、打击，只能说

不愧是党报记者，政治观察独到，书中未必有高明见解。否则，一旦不利

於主张「稳定压倒一切」的当政者，不被逮捕才怪。

近来被逮捕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施滨海就是因为碰触当局敏感神

经。他和另一名光明日报记者合编的「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

代」，由於提出政改、自由主义等敏感文章，被认为是八九年後北京罕见

的「思想解放」文集。施滨海被捕後，书中作者之一表示，近来已不参加

在北京的「时局研讨会」论坛。在每周六举行的此一研讨会，参加者包括

学有专长的学者，及关心政局的人士。或许此一论坛只是单纯讨论问题，

至今未遭当局阻挡，但在各省民运人士被逮捕後，对常出席论坛的人士已

造成压力，某出席者说，「我们要看看形势发展」。 事实说明，无论是

北京还是上海，所谓「政治小阳春」都有其局限性，当局的尺度仍甚严苛。

换句话说，小打小闹可以，几个「秀才」议论时政也能容忍，但要想全国

串联组成「中国民主党」，在主政者看来，即使目前不具备国际大气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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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小气候，一样要压制，岂容坐大。这就是中共常说的，「消灭於萌芽

之时」。

申请「中国民主党」的各省领导成员，多为老民运人士。武汉的秦永

敏七九年是武汉民主墙主要成员，克林顿访问大陆当天宣布成立「中国民

主党」的浙江王有才是「六四」北京高自联成员。比起西单民主墙魏京生

及「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明显事实是，知名度高者，备受国际政要、舆

论关注，终究得以出国就医、求学，未达此一「级别」者，只能终身不改

其志向前走，坐牢成了家常便饭。

极其讽刺的，虽然西方大国常表示关心大陆民主、人权，但王有才是

在克林顿访问大陆期间被捕，近来各省被捕的组党成员，则是在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孙结束大陆考察後，陆续遭地方公安传讯、拘留。难

怪中共在港「大公报」二十日称，经实地考察和了解，罗宾孙对中共人权

评价是，「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看来，罗宾孙多少接受了

中共人权观点。即「人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发展经济和解决人民的温

饱问题」。因而，在当前大陆内外气候下，「中国民主党」前途可想而知，

至於其成员可能要面对法律的惩罚，再次蹲监牢。 (中国时报)

面对组党大潮 中共宜导不宜堵

宋秉忠

中共开始镇压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大陆异议人士。在工会等非政治性社

团都无法自由成立的情况下，海外早就料到现在的镇压行动；八九年七十

多万群众参与的天安门抗议行动，一个晚上就被瓦解，对於中共镇压的能

力，海外已留下深刻印象；只是面对如同洪水般的组党大潮，北京如果只

围堵不疏导，结果就是年年要提防可能崩溃的「党禁大堤」。

民意如流水，在有管道疏导的情形下，可以汇聚成政策共识，但在管

制的情形下，则可能累积成推翻政权的力量，中国历代的治乱循环，正反

映出在缺乏民意疏通管道的情况下，老百姓不是忍气吞声当顺民，就是揭

竿而起当暴民；而西方多元社会的可贵之处，则是对民意采取疏导方式，

让各种民意以利益团体的面貌呈现，社会成员经常同属数个利益团体，由

於利益纠葛，一般民众经常透过团体而非个人表达意见，表达方式也相对

温和。

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中共党组遍及深入社会各阶层，在文革时期，

连民众的终身大事，党都可以过问；而党组无所不在的结果甚至间接导致

「六四」悲剧的发生。

海外知名学者邹谠在「六四」事件後，曾从政治沟通的角度分析，为

何抗议学生不能见好就收？为何主张对话的赵紫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上，

也无法劝学生回家？即使是主张镇压学生的邓小平一夥人，为何也无法让

学生相信「再不回家，我就要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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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邹谠的思路，中共在学校、工会、社团的党组成员，平时就被视

为中共的「抓耙子」，民运爆发後，根本就无法作为抗议团体与中共之间

的对话桥梁；至於一直被定位为「喉舌」的中共报纸，更是老早就被「反

过来看」，它们说情势大好，老百姓就认为问题严重，它们说领导中心团

结一致，老百姓就认为领导中心不稳，因此，即使中共早在六月四日之前

就将八九年民运定性为动乱，并透过「人民日报」发社论，但广场的民众

仍然不相信中共会采取镇压行动。

由於民意与决策者间缺少沟通管道，八九年的民运，中共先是无法将

反官倒的民意转变为官方主导的反腐败运动，接着又无法说服学生撤退，

以致最後以武力镇压收场，直到今天，中共当局都还在为「六四」疗伤止

痛。

面对长江大水，中共采取防堵的手段，面对异议人士组党，中共仍旧

采取防堵的手段；然而，只要河道一天不疏通，洪水就一天不会停息，而

且年年增强，堤防再高再厚也只能堵一时，不能堵一世；防长江洪水如此，

防堵组党大潮也是一样。

张伟国：台湾反对党运动给大陆的启发

大陆在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中期，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说法，叫做

「经济上学香港，政治上学台湾」。亚洲 4 小龙中的这两个地区都是以中

国人为主体的社会。现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有了相当长足的发展，可以

说学香港已经有点眉目了。台湾的现代民主政治，得益於蒋经国去世前的

开放党禁、报禁，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大陆民间虽然要求政治体制改

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但中南海当权者却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从这个

角度来看，借鉴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对於大陆社会有其非常突出

的现实意义。

民主政治的内容很多，包括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其中，建立反

对党是体现政治民主多党政治的最核心标志。在克林顿访华前夕，浙江异

议人士王有才和王东海等人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虽然他们在克林顿

离开大陆以後立即遭到逮捕，但他们为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发出了一个重

要的信号，其意义不容低估。最近读到一本旧书，是台湾八十年代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的《自由中国》选集（4）《反对党问题》，感到对有志於在

中国大陆从事反对党运动的人会有一些「活学活用」的启发。

根据《反对党问题》一书的介绍，在 1958 年，以《自由中国》为核

心的知识份子圈，加上民社、青年两党的积极人物，逐渐形成了「组织新

党」的氛围。他们相信只有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才能促进政治的自

由民主，才能充分地发挥社会的活力。在雷震等人的积极领导下，1960

年 8 月底「中国民主党」宣布成立。没过几天（9 月 4 日），雷震等人被

捕。雷震後来被判刑 10 年，中国民主党也随之夭折。但是由此而掀起的

反对党运动却再也无法扑灭，终於在 20 年後获得了成功。现在台湾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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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党、新党与其它众多的党派与执政的国民党一起，形成了台湾多党政治

的格局。

无独有偶是，王有才他们的反对党也叫做「中国民主党」，而且他也

是在宣布建党後没几天就被逮捕了。王有才是否要被判刑 10 年？中国大

陆是否要等 20 年以後才能实行多党政治……台湾走过的路大陆是否一定

要重复一遍，还是在台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大陆可以减少社会进步

的成本，择善而从，使大陆政治的民主自由有一个更健康的发展？无论是

大陆的当权者还是异议人士，在这里都有需要重视和学习台湾的反对派运

动的经验和理论。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雷震在倡导和领导反对运动过程中，他的思想来

源竟然是出自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一篇题为《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

的文章中，雷震认为「陈独秀晚年对於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

定义」，陈反复申说了「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

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

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

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

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在《陈独秀最後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

「在这十叁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

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

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

对党派的自由。」

雷震认为，「政府党不独要有容忍反对者的雅量，且要允许反对党派

有组织、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而与政府党享受平等的权利，获有同样工作

的机会。这样的政治制度，才算得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制。如其

不然的话，不管用什麽名词，说得如何好听，『人民民主』也好，『新民

主』也好，都不过是欺人盗世的口号，究其实仍是绝对的专制、彻底的独

裁。这就是说民主政治制度，政府党不仅是要承认少数党派的存在，且要

顾及少数党派的利益，更进一步还要讲究保护少数党派的权益。」

「任何社会主义很容易与极权政治发生亲戚关系，因为实行社会主义，

政治上的控制力必须加强，即政治干涉经济的范围必然极其广泛，而政府

的权力日益扩大，人民活动的范围自然日趋缩小，就极其自然而然的会走

上独裁之路。」「如政治上没有民主，则经济的社会化徒造成独裁者的专

制罢了。」

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在最後一期的《社论》指出，「中国近几十

年来的祸乱，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党派斗争所引起的武装暴力冲突：政见

之争不能在会场解决，而一定迫着在战场相见。」「我们确信，只有真正

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结束这一祸乱相循的局面，而导致国家社会人民於长

治久安之途。」「照民主国家的常理常例而言，任何一群人要组织政党，

这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别的政党承认不承认，这是别的政党的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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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织政党的人毫不相干。这与一个人姓张用不着姓李的人承认是一样

的。」

实现多党政治，是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政治的必然的与健全的发展。

尤其是每当国家情势激荡的时候，必然会发生对於应付情势的不同看法与

主张。究竟哪一种政策更能被老百姓选择，哪种路线有长远的前途，只是

由不同主张的人组织政党，向老百姓提出政纲政策，诉诸选票的裁决。多

党政治也是孙中山、宋教仁等民国以来有真知灼见、有理想抱负的中国知

识份子共同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雷震曾是国民党当权者极其信任的权力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抗战胜利

後曾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他从对争取言论自由到身体力行组建反

对党的过程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後来民进党的主要领导人早期大多也与国

民党高层有密切关系。近来刚刚恢复公民权利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

书、政改办主任、赵紫阳秘书鲍彤，同样也在论述政治改革的时候谈到了

他对多党政治的认识。这些殊途同归的经历和认识，清清楚楚地揭示：反

应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属於大多数人的合理的共同愿望迟早要实现，包括

组织反对党在内的自由、民主、人权一定会在大家的觉悟和努力中真正实

现。

〔作者张伟国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访问学者。摘自《民主论坛》〕

为了明天；我呐喊！——为国内民运人士公开组党送交者:

余言 于 September 22, 1998 12:05:07:

历史的脚步，一步步、毫不迟疑的迈向二十一世纪。

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大家庭，似乎还生

活在周而复始之中。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民族争斗、恐怖活动、经济危

机、自然灾害…… 依然溃疡般地缠绕着地球的肌体。是它无法像怀春的

少女，装扮一新去迎接那即将到来的伟大节日。但是；即是存在上述种种

难以治愈的伤痕，人类在二十世纪的活动已经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其

中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全人类在共同的社会活动中，认识和肯定了人

的价值，并确立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民主”“自由”“平等”。中世

纪的愚昧，殖民主义的罪行，封建主义的统治，统统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

柱上！而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变革就是前苏联帝国的垮台。人们从选择、比

较、在选择、在比较中，终于揭穿了马列主义政权貌似“人类进步”而实

际“社会倒退”的实质，把助用“共产主义”兴环装饰的独裁专制牢狱，

从东欧大地及俄罗斯母体中彻底剥离了！这一人民的胜利，是两亿人民重

新得到了解放。其意义，同二十世纪另一重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

利一样，永远彪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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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的原则像阳光谱照大地，不管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还是已

经起动现代化步伐的地区，所有人民无不把“人权宣言”作为自己区别于

其他生物的基本原则，落实与社会生活中。

然而，正像“月有阴晴园缺”一样，全世界共同信仰，并经一个世纪

历史检验的真理，却在地球的东方被一面红色的旗帜遮盖了。而这面旗帜

正是无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烈士仁人的鲜血染红的，这不能不说是一

个民族的悲哀，这个民族又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更成为整个人类的遗

憾！

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曾架

起“民主和自由”的法宝，用民主战士的躯体；筑起通向夺取政权的道路。

但当他们入主大内，执掌政权的那一天开始，就脱下了“画皮”，高举起

“专政”的利刀。楚楚半个世纪；“镇反”“反右”“文革”“镇压反革

命暴乱”一场场腥风血雨，过筛般地从肉体、思想上层层扼杀了政治反对

派。于是；美丽的“政协会议”成了“一言堂”的话筒，人民军队成了执

政党利益的工具。由此引发了政权腐败，贪官滋生。长夜慢慢；民主在哭

泣、人民在悲哀……

但是：犹如“地球在转动”一样，历史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经历

了无数次镇压，摧残的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在强权、高压下死亡，而如

“野火烧不尽”的春草，时时在用生命进行着不屈的抗争！

终于，他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磨难中，又一次举起了民主大旗！先是

浙江、继而山东、而后东北三省、湘鄂大地，公开提出了组党的要求！

“中国民主党”何等响亮的名字，我用生命为您呐喊！

我呼喊：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不要在当衔用工具了，趁您们有生之

年为了民族、为了后辈，发扬“武昌首义”的光辉传统；仗义执言，为了

民主事业做生命中最后一博，用良心呼吁中共当局，开放党禁，拯救中华！

我呼喊：共和国的同令人，为了我们的儿女不再重蹈我们可悲的人生

经历，挺身而出，投入民主运动，让哪些长眠在“上山下乡”“支边”大

地的灵魂，能含笑九泉……

重温我们当年的理想，在新世纪，昂首做一次真正的人！

我呼喊：年轻的中国公民，继承“6.4”运动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

举，为你们的未来博一次，让共和国真正跨入世界民族之林，选择你们向

往的国家政体，做未来真正的主人！

我呐喊：中国共产党，从最高当局到普通一员，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国

家兴旺，为了真正实现政治廉洁，根除贪污腐败。接受现实，容许政治反

对派参与国家政事，真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莫要步苏共、罗共、齐

噢赛斯库的后尘！

我呼喊：中国国民党朋友们，血浓于水，大陆民运与国脉息息相关，

为中华梦、中华情，积极行动起来，声援中国民主党，支持你们的朋友和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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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国际朋友们，支持我们的正义事

业，关心我们的民运战士，你们的名字，必将长存在中国人民心中！

我呼喊：真正的民运战士们，时不我待，为民族、为未来，勇敢前进

“我以我血荐轩辕、生死去留二昆仑”，壮士断腕，即在此时！

我呼喊：我呼喊：只因我这颗中国心，正滴着母亲——中华的血！

青岛朋友： 余 言 1998 年 9 月 22 日

9月 23 日

中国民主党七省市筹委会联合抗议被列为非法组织

（香港二十叁日电）中国民主党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

龙江、上海等七省（市）筹备委员会，今天上午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共长

春公安局将中国民主党筹委会认定为「非法组织」，表示强烈抗议，并要

求立即释放於九月十八日被逮捕拘留的唐元隽。

经由总部位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的声明指出，「非

法组织」一辞在中国大陆曾於一九七九年镇压「民主墙」运动及一九八九

年镇压学生运动时期大量使用，而今大陆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共当局实在不应走回头路。

这份声明指出，目前大陆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矛盾已日趋白热

化，只有反对党的崛起，才能为解决这些矛盾带来希望。而且中国民主党

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依据大陆宪法及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规定提出组党

申请，完全是合法的行为。

声明表示，目前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八个参政党派，从来没有

依法向民政部注册。反观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比这些党派更守法，因此长春

公安局的「非法组织」认定，完全是荒谬的行为。

声明希望，「非法组织」的认定仅为长春公安局的违法个案，而言

中共当局的立场。

一百二十名异议人士联名致函江泽民要求制订政党法

(台北二十叁日电) 包括任畹町、徐文立、姚振宪、秦永敏、冷万宝

和林牧等大陆十八省市的一百二十名异议人士，今天联名致函给大陆国家

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及国务院，要求尽快制订「政党法」。

包括四川、陕西、江苏、湖南、上海、吉林、浙江、山东、湖北、辽

宁、重庆、贵州、安徽、北京、广州、深圳、福建和河南等十八省市的一

百二十名异议人士，在这封委托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的

公开信中，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尽早制定「政党法」。而在「政党法」未制

订之前，应在大陆现有「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中作补充规定，将「结社自

由」外延扩充进组党申请及相关条例，使「中国民主党」可根据该条例注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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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人士表示，目前大陆有中共及其它八个「民主党派」的存在，却

没有「政党法」规定新的政党应怎样产生，及如何规范已有的政党的行为。

公开信指出，联合国一百八十五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都实行多党制，

都有「政党法」规定新的政党如何产生。中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

迄今却没有「政党法」，是相当奇怪的现象，尤其是大陆十月将签署「公

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明确规定公民可形成政党，所以大陆

没有「政党法」，也明显与公约有冲突。

他们在公开信中同时指出，中共和大陆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长期

存在的事实，表明大陆已是多党并存和「多党制」的国家，希望在「政党

法」中确认多党制的原则和开放党禁。另外，中共在大陆官方媒体中常提

及，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和平共处，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互相监

督」，这表明中共在观念上「接受并主张」各政党平等的原则，这点也应

在「政党法」中确认。

这一百二十名异议人士指出，既然中共主张与各党派平等共处，那麽

各党派就应有平等的参政议政与行政权，或多党共同联合执政，或由人民

民意选举某党成为合法的执政者和代表。所以各党派有通过选举--平等竞

争执政地位的权力，也应在「政党法」中给予确认。

他们「提醒」中共，不能违反多党制和各党平等原则，不能因一个党

先成立了，就拒绝和封杀後来者的参与和生存。

他们强调，只要一个政党的政治目标与纲领和手段符合「宪法」和人

民意志，遵守法律规范，代表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不搞暴力、战乱和流

血等恐怖活动，这个政党的申请成立、存在，就是有利於社会进步，就不

是洪水猛兽，真正的洪水猛兽是专制和腐败。

这些人士还表示，在目前尚未制订「政党法」之前，应修改大陆「社

会团体管理条例」，使「中国民主党」筹委会这个不属於「社团」的政党，

可以注册。

他们表示，大陆「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於人民，所以他们行使公民

权利致信江泽民等，希望人大尽快制订「政党法」，以实现大陆社会的民

主化。

福建异议人士林信舒因上书江泽民今天起被拘留七天

(记者张谦香港二十叁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

中国大陆福建省民运人士林信舒自今天起被当地公安当局拘留七天。

信息中心表示，今年五十岁的林信舒，因为早先发表一封致中共国家

主席江泽民的公开信「没有民主，中国必亡」，林信舒在发表公开信後，

中共公安人员就盯上了他。连续两个星期，总共被传讯十二次，公安人员

并宣布，对他实行监视居住，离开家门就要向公安报告。

上个星期，福州公安局对林信舒提出更蛮横的要求，要他早上八点、

下午叁点、晚上八点，一天叁次到居住地福州中医学院派出所报到。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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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曾先後被公安当局侦讯了十二次。最近，由於林信舒患有严重高血压，

身体不适，并没有遵照规定前往报到。福州古留区公安分局即以「违反治

安管理条例」规定，自今天起拘留他七天。

据悉，当地公安人员已於今天上午十时将林信舒自家中带走。

林信舒原为福州中医学院副研究员，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间因

支持学生运动被拘留了一年。一九九叁年，他因为发起「对日索赔运动」

而被开除公职，目前自设诊所为人看病。

吉林、辽宁冷万宝等十六名异议人士致函法国总理

(香港二十叁日电) 包括冷万宝、梁立维、王泽臣等吉林、辽宁十六

名异议人士，联名致函给正在大陆访问的法国总理乔斯潘，希望他向中共

施压，释放九月十八日因涉及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刑事拘留的吉林省

长春市异议人士唐元隽。

吉林省的冷万宝、梁立维、唐元宁、刘少坤、安福兴、李维、李杰，

及辽宁省的王泽臣、王文江、姜利军、田晓明、王德丰、张友嵩、刘建平

等十六名异议人士，委托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这

封致乔斯潘的公开信。

这十六名异议人士在信中表示，关注此事，不仅仅是因为唐元隽没有

触犯大陆现行的任何法律，更重要的是，此案涉及大陆各省市申请筹组中

国民主党人士的命运，并关系到大陆能否理性、合法、健康地现代化的问

题。

他们说，法国作为「人权宣言」的诞生国及传统关注大陆人权状况的

国家，对要求释放唐元隽，促使中共人权改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十六名异议人士吁请乔斯潘，在人权原则与经济利益相冲突的时候，

不要将人权原则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筹码，步入一些见利忘义的西方国家

後尘，导致大陆人权状况出现下滑现象，而应大胆地向大陆领导人指出大

陆的人权问题，特别要求立即释放唐元隽。

他们强调，只有大陆成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之後，大陆与法国之间的

共同利益才能获得更加稳定长久的发展，所以乔斯潘的这次访问大陆，对

推动大陆人权的改善责无旁贷。

乔斯潘是於九月二十二日到大陆进行为期叁天的访问。

政党登记风波未歇中南海幕後的政治考量

[香港新闻中心记者陆家报道]在大陆多个省市扰攘了近一个月的「政

党登记风波」，终於从一开始由民政局破天荒的出面接待，最後以公安局

常规性的拘禁训示而暂时告一段落。

山东和湖北的「中国民主党」筹建人士相继获得当地民政当局接待，

的确向外界放出了某种震撼性的讯息，也引起了各种猜测。乐观论者相信，



168

这是中共朝着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第一步；悲观论者则认为，此乃

共产党惯用的「阳谋」，是一种「引蛇出洞」战术，虚晃一招，待你放马

过来之後，结局就是一网打尽。与此同时，从时间上来看，也更像是做给

到访的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森夫人看的一场民主大戏。

结果，这场「政党登记风波」果然被当局「遏制在萌芽状态」，不过，

组党人士被「一网打尽」的场面，暂时也没有出现。北京的政界人士指出，

上海公安的作法，是执行中南海最新政策的一个标准 例。即由公安与民

政局官员当面向申请者宣布：「你们递交的申请已经收到，现通知你们，

申请书不受理、不批准、退回申请书。」在警告对方必须停止一切筹组

「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之後，将主要发起人带回公安局问话，然後在二十

四小时内释放。

北京政界的消息人士说，这种做法体现了中南海针对政党登记风波的

既定方针。在这一方针出台之前，中南海进行了一系列不为人知的幕後运

作。

消息人士说，异见分子冒着砍头的风险，公然走进民政当局并且把组

党申请书摆在对方的办公桌上，固然是对中共下个月将要签署联合国「公

民暨政治权力公约」的一种火力侦测，然而，地方民政当局接待组党申请

人士，则完全是一个疏漏。当时，山东、湖北民政当局的官员面对这些申

请者，尽管诧异万分，但有意无意之间，也把这件事与江泽民不久前公开

承诺签署联合国「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做了某种关联，遂於第一时间紧

急请示北京民政部，得到的答覆是，政党登记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

一，必须有注册资金五万元人民币；第二，必须列明所有正式成员的履历；

第叁，必须有正式的组织机构；第四，必须有固定的办公地点。

很显然，组党人士、北京及地方的民政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几乎都犯

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对签署联合国「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做出了不正

确的理解－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中南海虽然迅速地纠正了民政当局的这个错误，并且将「中国民主党」

宣布为非法组织，但是，江泽民对签署联合国「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的

公开承诺，依然是外界评估中南海有关政策的核心问题。换言之，无论是

对中共政改抱有幻想者抑或是惯性的怀疑论者，心中其实都有同样的疑问：

中南海是否慎重考虑过承诺签署联合国「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的政治後

果？

答案是肯定的。据北京政界的权威消息人士透露，江泽民在做出公开

承诺之前，就发动其智囊班子和各路专家学者，对此事所要承担的政治风

险，做出缜密的评估和全面的论证。正是这些评估和论证，以及高层对中

国宏观经济情势的乐观共识，才使江泽民胸有成竹，才敢於做出公开承诺。

消息人士说，有关的论证，已经预见到「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在各个阶

段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并且设定了一整套的应变措施。当然，「中国

民主党」的大胆挑战，也在上述论证之中。民政当局所犯的错误，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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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属政策传达和衔接环节上的技术问题。而在「中国民主党」公开露面之

後，中南海政策程序，很快便按部就班地正式进入到第二阶段。

据了解，所谓第二阶段，就是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做出某种类

似「释宪」的动作。据悉，在江泽民承诺签署「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之

前，智囊班子就已经明确指出，现行宪法中允许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条

文，届时会与当局限制组党的既定方针发生冲突，宪法精神在具体执行时

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

之後，将会加倍地突出和尖锐化。因此，必须由最高司法当局出面，对宪

法中的有关条文做出附加的解释，针对民间的组党行动，制定一项限制性

的临时立法。在对策的制定过程中，也有专家向中南海建议，根据宪法对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地位」的肯定和保障，可以考虑参

照现有八个民主党派的方式，把新成立的政党全部置於中国共产党的一元

化领导之下，政党登记由执政党一手包办，与民政部无关。

很显然，这种思路与台湾解严之前，以「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立法

来限制宪法承诺之权力的作法颇为相似。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思维保守

之至，而将政党统辖在中共管制之下的想法，更是异想天开。但是，北京

的大部份政治观察家都认为，不管中南海签署「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也

好，不签署这个公约也罢，中国大陆的现状，基本上不能为党外运动提供

足够的空间。除了中共长期对政治资源进行高度垄断性经营之外，筹建中

的政党自身，在政治诉求以及社会利益背景等要素方面，均不甚明确，因

而缺乏坚实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出现一次大

规模经济危机的明显先兆。政治观察家一般相信，只有一场深刻而全面的

经济崩溃，才会造成组建政党的成熟时机。而中共之所以愿意付出一定的

代价，在「公民暨政治权力公约」上签字，目的也正在於此，即舒缓国际

压力，争取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力保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说到进步，那就是中共似乎正在放弃「专政」的简单粗暴，而有意循

法律途径办事。这一点进步，实在是与这个国家现今的政治经济现状相平

衡的。

中国政治气氛是否宽松到接受反对党美国黎安友不乐观

(美国之音记者田野 9 月 21 日报道)三个月前，浙江省一些异议人士

申请成立政党。他们的申请被当局断然拒绝，申请者遭到拘留。最近东北

三省以及山东和湖北异议人士提出成立政党的申请时被告知，他们应当满

足四个简单条件。情况和三个月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倒底是政治环境宽

松的迹象，还是中国政府公关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

教授分析说，地方官员给这些申请者的答复很可能是一种敷衍。他们决不

会鼓励异议人士成立反对党。至于没有立即回绝这些申请，很可能是因为

当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鲁宾逊正在中国访问，中国当局不愿意在鲁

宾逊访华期间处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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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可以在文章中比较大胆议论

谈到中国目前的政治气氛，黎安友认为，由于异议人士现在对政府不

形成严重威胁，所以政府的压制也相对不那么严厉了。他说，人们现在可

以在文章中比过去更大胆地议论以前不可以议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政治气氛比过去宽松了。另外，很多异议人士流亡海外，国内持不同

政见者大部分分散在各省，人数也少得多。因此政府不认为持不同政见者

现在是严重威胁，所以压制也就相对减轻了。

但是，黎安友教授认为，中国目前还不会允许成立反对党。不过，即

使这些异议人士成立政党的申请获得批准，如果他们的政党申明拥护共产

党的领导，和共产党进行合作，那么，反对党的出现对中国整个政局也不

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黎安友说，反对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发挥影响，一是出版刊物，宣扬

自己的观点。但是中国现在有太多的观点和主张，而这样一个政党的主张

能产生多大影响，很难说。另外一个途径是参加竞选，这取决于选举制度，

而中国的选举制度是由共产党严格控制的。就算反对党有 100 人，这 100

人全部参加地方竞选，全部获胜，又能产生多少影响呢。

江泽民希望作为政治改革领导人进入历史吗？

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则认为，中国出于某种实际考虑，

可能会允许成立一个人数有限的新党。这样就会使这些人走出半地下状态，

然后争取同化他们。当然，也可能在他们公开身份以后，对他们一网打尽、

全部投进监狱。

有人从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角度分析说，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缔造者被写入历史，邓小平作为经济改革的推动者被载入史册，而江泽

民则希望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人进入历史。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的黎

安友教授认为，江泽民可能希望作为在中国开展政治改革的领导人被载入

史册，但同时他也希望保持政治制度稳定，把权力交给共产党内的接班人。

所以他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必定非常谨慎，以保证政治改革不会威胁到共

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中国最终出现真正意义上

的反对党，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国际公约、国际社会关于结社自由的国际保护

Sat Sep 19 17:54:40 1998

在联合国，真正负责结社自由的是国际劳工组织，英文简称为 ILO。

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和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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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只是原则确立结社自由原则，实际上，关于结社自由的

国际公约主要是：

1919 年，巴黎和会通过的《凡尔赛和平公约》第 13 部分的国际劳工

组织章程草案的序言中就将“承认结社自由原则”作为改善工人处境的当

务之急。1944 年通过的“费城宣言”（奠定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文件之

一）重申：“言论和结社自由是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

1。结社自由和保护结社权公约：1948 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 31 届国

际劳工大会通过的《结社自由和保障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公约）。

到 1995 年 4 月 1 日已经有 113 个国家批准。

2。组织权和集体谈判公约：1949 年，第 32 届国际劳工大会又通过。

（第 98 号公约）有 125 个国家批准。（截至到 1995 年 4 月 1日。）

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加入上述 2 个公约。

除此之外，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一系列的公约、建议和决议。

87 号公约第 2 条旨在阐述工会事物的非歧视原则，该条款中的“不

得有任何歧视”意味着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证，而不得由基于职业、性别、

肤色、种族、信仰、国籍和政治观点不同而受到歧视。

法律规定结社权必须服从于纯粹享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部门的许可是

与结社自由不相称的。如果结社申请要求得到任何事前许可的话，那么结

社自由原则仍然是一纸空文。禁止形形色色的变相的事前许可制：例如：

设置实际上相当于事前许可的登记程序；登记程序实际上等同于设立了建

立社团的障碍；法律规定的结社的程序性要求实质是用来诸如推迟或阻挠

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人组织的章程和规则需要得到需要当局的自由裁量式

的许可；禁止国家法律许可有关当局享有或多或少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某

个组织是否满足了登记所需要的条件；设定烦琐和耗时的登记程序以及许

可有关行政当局实施一种回旋余地相当大的权力，都是与结社自由不相称

的。

对结社登记的拒绝的只有得到正当证明的具有严重后果的情形下才能

决定，但这种决定应当有司法部门的监督。应当许可就行政当局拒绝结社

登记适宜向法院请愿。这种请愿权是对非法的或无坚实基础的政府当局拒

绝登记决定的必要保护措施。法官应当有权处理涉及结社登记被拒绝案件

的实体部分，这样法官可以决定有争议的行政当局的措施所依据的规定是

否构成对 87 号公约规定的权利。

上述国际公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

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中国还是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

10 名常任理事之一。（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

英国、美国和前苏联。）1949 年之后，中国曾经中断了同这个组织的关

系。1983 年开始，中国恢复了在该组织的活动。1984 年正式承认了 1949

年以前当时的中国政府对 14 项公约的批准。1987 年和 1990 年人大常委

会又批准了 3 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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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除了以上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则性规定以外，经过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局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谈判和协议，1950－1951 建立了一

个特别程序保障结社自由，以此补充结社自由的一般性规定并监督结社自

由的实行。下列两个机构被赋予的这种权力：结社自由事实认定和调停委

员 会 （ Fact-Finding and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局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根据这一

特别程序，政府或工人、雇员组织可以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当事国违反工

会结社自由的投诉，不管这个国家是否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或者是

联合国成员但不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的成员国。这一程序甚至可以适用到即

使没有批准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公约的国家。劳工组织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是：该组织在其章程里确认结社自由是该组织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承认

结社自由原则作为该组织的当务之急，载于章程序言和《费城宣言》。会

员国在加入该组织时声明对该组织章程的承认，就意味着承担实施结社自

由原则的义务。1974 年第二次国际劳工组织欧洲区域会议通过的一项决

议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事实认定与调解委员会：

委员会的职责是，是对结社自由问题的指控，作出有关事实问题的认

定，并且就授权就指控的事项同有关政府商谈，尽力谋求能为当事各方都

同意的解决办法。指控必须由政府或者工人组织、雇主组织提出，委员会

才能受理。提出指控的工人或雇主组织必须是全国性组织并且同指控的事

项直接有关。

在原则上，除非得到有关国家政府的同意，不能把一个案件送交事实

认定与调解委员会。但如果有关国家已经批准结社自由，就可以不受上述

原则的约束。（注意：中国目前尚未签署结社自由公约）1964 年，日本

工会总评议会就日本公营部门的工会权问题提出的控告是其接受的第一个

案件。

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由一名独立人事作为主席和 9 名成员组成。理

事会政府组、工人组、雇主组各有 3 名代表。指控必须是工人组织、雇主

组织和政府提出，通常根据书面材料进行审议，入可能，经过被指控政府

的同意，可以派遣国际劳工局的代表作为局长的代表进行实地调查。如果

指控属实，可以确认指控成立，也可以部分驳回指控。如果属于前者，委

员会则提请有关政府注意他已经违反了有关结社自由的什么原则和国际劳

动标准的规定，并且建议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理事会就可以要求当事的政

府依照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并在限定的时间内把采取的行动报告理事

会。

国际公约对国家发生约束力，须经过国家对国际公约的正式批准和核

准。不过，国际劳工组织的会员国在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时候庄严声明正

式接受国际劳工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因此，载入章程的关于会员国对关

于和建议书的义务，对于所有会员国都有约束力，而不论其是否对公约执

行了批准程序。这一类义务包括：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每一项公约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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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提交本国主管机构的义务，以及就未批准的公约和就建议书向国际劳

工局局长提交报告的义务。

各国立法机关可以提出接受该公约和建议书的建议，也可以提出不接

受或暂缓接受或留待再作过细计议的建议。会员国对于建议书和未获主管

机构同意的公约不再负有遵守的义务。但是，应当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理事

会的要求，每隔适当时间，向国际劳工局局长提交报告。报告须说明：

1。同这项公约和建议书所订事项有关的本国法律与实际情况。

2。说明已通过某项方法使该公约或建议书的规定在本国得到实施或

打算加以实施的程序。

3。由什么困难阻碍或推迟该公约的批准。对于建议书则说明在采纳

或实施建议书的规定方面已经发现或可能发现有必要进行的修改。

常规监督程序：

以会员国提交定期报告为基础。第一，本国政府将国际劳工大会通过

的公约和建议书提交本国主管机关的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告国际劳工局。

第二，按照理事会的要求，就未批准的公约和就建议书的情况向国际

劳工局提交报告；

第三：就实施已批准的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国际劳工局提交报告。从事

审议这种报告的机构有两个：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国际劳工大

会实施公约与建议书小组委员会。

申诉：

当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25 条规定：当一个国家对其权限范围内

的任何方面没有切实遵守其已批准的任何公约时，工人组织或雇主组织可

以向国际劳工局申诉。国际劳工局可以将申诉通知被指控的政府，请其对

指控作出它认为适当的声明。或者对受到的声明不满意时，理事会有权将

申诉和当事国的声明予以公布。

控告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 26－29 及其 31 条：

1。任何一个会员国认为别的会员国没有切实遵守公约，有权向国际

劳工局提出控告；

2。国际劳工局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自行决定采取控告程序。

3。理事会收到出席会议的代表的指控时，也可以付诸控告程序。

理事会可以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审议控告并提出审议结论的报告。

所有的会员国，不论同控告有关否，有义务将所有的与案件有关的资料供

调查委员会使用。在调查后，委员会提出报告，涉及事实认定。劳工局局

长将报告提交理事会，并送交有关政府，并公布该案。有关国家应当在 3

月内通知劳工局局长决定它是否接受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如同意，是否拟

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可以确认、更改或撤销调查委员会的认可

和建议。国际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如果一个国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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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或国际法院判决中提出的建议，理事会可以提请国际劳

工大会采取其认为明智和适宜的行动来保证上述建议得到执行。

开展法律战役的基本要点:

在国际法领域，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因此，中国政府有义务修改国内

法，以求适应国际法。

中国政府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其结社登记管理条例与国际公约

不相符合，证明其没有履行国际义务。

敦促中国政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则和决定修订社团登记条例是当

务之急。

结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其立法权不应当由国务院行使，

而应当至少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好由全国人大制定，以示郑重。

国务院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违反宪法，据此还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提出违宪诉讼。

摘自《中国民主党论坛》

http://disc.server.com/discussion.cgi?id=27056&article=162

9 月 24 日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刘连军家被封人被捕

(记者张谦香港二十四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成员刘连军於昨晚在家中被公安人员带走，

至今下落不明。公安人员也查封了他的家。

人权信息中心表示，昨晚九时，叁名潍坊市公安局人员前往刘连军的

家，在没有出示任何法令的情况下强行带走刘连军。今天上午十一时，六

名公安人员又到刘连军的家进行搜查，带走了一些电脑磁碟片、文稿及通

讯录等。

据了解，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早先访问大陆期间，刘连军和另

一位民运人士谢万军曾向山东民政厅要求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

委会，当时民政厅负责人表示可以考虑接纳申请并要求他们补充一些资料，

但当地公安人员却先後逮捕了谢万军及刘连军。

香港中国民运中心说，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离开中国大

陆後，北京、上海、山东、湖北、安徽、福建、吉林等省市，共有刘连军

等十五名异议人士先後被拘传，至今仍有八人在押。

浙江省着名异议人士王有才等叁十八人，委托民运中心发出致中共总

书记江泽民的公开信，强烈抗议中共拘捕异议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在押

异议人士。冲破中共党禁“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记者张苑香香港特稿) 中共当局最近一度接受「中国民主党」的组

党申请，加上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访问大陆，和大陆将於今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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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曾使外界对大陆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

况的改善充满憧憬。但一些政治分析家认为，大陆距离开放党禁的路途尚

远。

罗宾逊夫人本月中结束在大陆九天的访问，她是历来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访问大陆最高级的官员，她此行主要是监察大陆的人权状况，北京当局

还让她深入西藏访问。

虽然她在行程中提出了所有的人权问题，但多个监察大陆人权状况的

团体认为她此行没有使大陆的人权状况带来任何突破。

至於大陆当局接受「中国民主党」组党申请，确曾使部份海外及异议

人士以为中共会在党禁方面出现重大突破。

山东异议人士在本月十日到民政厅为「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

申请注册，并没有如以往那样被民政厅一口拒绝，民政厅官员反而对他们

表示，政府正考虑批准成立「中国民主党」，并提出了四项条件，包括要

有五万元的注册资金，列明办公场所、负责人和五十名成员的名单。

消息传出後，异议人士奔相走告，各地的筹备委员会纷纷提出申请注

册。不过，几天之後，不少筹备委员都遇到麻烦，有的被拘留，有的被监

视，有的地方更认为「中国民主党」是非法组织。

虽然有人的希望幻灭了，但仍有不少大陆知识界和异议人士对争取人

权自由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并认为目前各种争取人权和政治改革的行动都

只属於初级阶段，前面还有一段长路。

他们指出，根据很多社会发展经验，一个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政治改

革，首先是开放报禁，有了言论自由，才有机会进行政治改革。以台湾的

发展为例，也是先开放报禁，然後才开放党禁。

其次，即使是大陆官方接受的学者或是政府高层的智囊，例如中共中

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沪宁，他原是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江泽民出

任总书记後，王沪宁也从上海调到北京当官，但他所提的政治改革的意见，

亦未能得到中共高层的广泛认同。

目前大陆在村级领导正实行直选，有官方智囊建议直选的级别由村一

级上升至县一级，但未获接受。官方智囊於是退一步，暂时不提出扩大至

县一级的建议，而先建议将直选的级别提升至乡一级。

由此可见政治改革的路途是漫长而遥远的，现阶段中共所说的政治改

革，并未超出行政改革的范围。官方智囊所提出的政治改革，除了机构改

革之外，其他不过是人大加强监督工作，及舆论要做党、国和人民的喉舌，

这种提法固然比舆论是党的喉舌跨进一步，但距离解除报禁、解除党禁的

路仍很遥远。

北京知识界认为，大陆目前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提高了，同时争取的技

巧也改善了，他们强调以合法的方式争取。而最令人可喜的是，官方也不

是粗暴地禁制，看来也是试图循法律途径来拒绝，起码可以接受申请，以

後不批准申请则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认为，官方和民间的反应都正是争取民主初级阶段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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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大陆目前并没有组织反对党的空间，有人以为北京当局会

开放党禁，简直是异想天开。但以上迹象显示，大陆官方和民间都在政治

改革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长远来说，前景并未那麽悲观。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会加速国际施压中共

[纽约特派记者阮玫芬专电]受到中国大陆王有才率先组建中国民主党

浙江党部的鼓舞，中国民主党在纽约宣告成立海外筹备会，筹备秘书处负

责人王希哲将在今天率民运人士前往华盛顿拜会美国国务院、国会议员，

向他们反应中国大陆内对异议人士最新的镇压情况，并建议他们采取有效

措施，向中共施加国际压力以保障人权。

根据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所发通告指出，筹委会的功能包括：

代表大陆上的民主党筹备组织在国际社会活动、宣传纲领、树立形象表达

意志和愿望、承担支援大陆组党活动的後援工作，其中包括理论、策略、

政治、经济方面的後援，帮助协调大陆各地筹备委员会的组党工作，促进

其它未展开党活动地区筹备委员会的建立。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表示，一旦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或全国

委员会建立，海外筹备委员会或正式组织将按大陆全国筹备委员会或全国

委员会的要求工作；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由王希哲、傅申奇、庄彦、潘国平

组成。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组委员会第一批暂定成员主要来自美加地区，亦包

括欧洲和亚洲成员共廿二名，成员有中国民主党对外联络负责人王希哲、

民联阵湾区支部负责人林玫晨、中国民主党山东与东北筹备委员会海外发

言人庄彦、以及筹备委员包括傅申奇、严家祺、杨建利、郑源、倪锦彬、

莫逢杰、赵小薇、徐英朗、潘国平和孙云等。

为因应中共最新一连串的镇压行动，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决定加强

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的活动，王希哲将在廿叁日前往华盛顿和其他党

员会合拜访多位国会议员、美国国务院和有关机构，向美方反应中共最新

镇压民运人士的情况，建议他们采取有效措施，向中共施加国际压力，改

善中国大陆内部人权，并将建议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建议国会通过相关

决议案，并建议美国政府检讨中美司法交流计画等。

中国民主党七省市海外发言人庄彦先生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当前

中共当局恐吓与镇压中国反对党人士向国际社会发表紧急声明如下：

声 明

我们对当前中国民主运动和反对党运动的立场

目前中国大陆的新一波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党运动势如破竹，这反映出

中国大陆人民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磨砺和不断克服独裁专制的镇压

和恐吓之后的总觉醒。这也反映出近 20 余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在历经 78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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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和 89 民运之后和一个伟大的总的政治意识的重大

突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壮举，其掀开了中国民主运动新的篇章。

这标志着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中国民主运动历尽长期迷惘之后，已从零零

星星的个人的或局部的人权抗争正式转上具有整体政治意识和国家政治意

识的政治反对派和反对党运动。今天在中国经济频临崩溃，一党专制危机

四伏、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力量再不期待独裁者自身裂变与恩赐

的情况下，主动要求登上中国大格局的政治舞台，以政治反对派和反对党

的身份公开地合法地提出在现有宪法的框架之下监督与制衡现执政党，推

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极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这将有助于中国在政治

上平稳地和平地过渡与演化，从而最终结束一党专制，使中国和平地平稳

地转化成民主制度的国家。

目前，中国民主运动这一重大的政治意识的突破将对中国远期近期的

政治走向产生巨大与深刻的影响。为此，不管近期中国政治反对派和反对

党运动在国内能取得多大的进展，多大的政治与生存空间，这一运动本身

的象征意义已经大于现实意义，它已经给中国近期的政治走向奠定了一个

新的基调，希望执政党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今年中国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勇敢地提出并推进

大陆的政治反对派运动以来，中国大陆现今终于已真正公开地呈现出政治

反对派的雏形。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曙光是中国人民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前

仆后继的奋斗与牺牲，战胜一切恐吓，不懈追求的结果。仅仅为等到这一

天的到来和听到这一公开的大义凌然的声音，中国人民已徘徊了半个世纪。

特别是自今年六月以来，中国大地上已相继冲出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东三省筹委会（辽宁，吉林，黑龙

江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和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委会。其

它省份的政治反对派也在择机跟进。同时，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并不急于更

深层地推进这一运动。而且，我们认为只有在政治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

才谋求全国性的委员会。

在此之际，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中

国民主党辽宁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吉林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黑龙江省

筹委会，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委会及其广大的

民运力量和政治反对派一致认为：乐见于执政当局以新思维，新方式对待

现实中国政局的演化，特别是在中国正式签署联合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公约

之际，自觉克服其一贯的专横跋扈的独裁做法，以现实态度对待中国的现

在与未来的政治走向，主动疏解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我们不希

望看到执政当局再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政治生态，更不愿意看到被逼进死胡

同里的恶性循环的政治对抗最终象长江洪水一样决堤崩溃。

我们认为当前政治反对派与执政党之间，双方正处在极为有限度的较

量与思考的空间之中，我们愿意有节奏地推进大陆的反对党运动，给予现

执政党一定的调整与适应新思维的空间，但是现执政党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当前中国开放党禁势在必行，当今中国最终结束一党专制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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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当前中国新一程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党运动仅仅是刚迈出了一小

步，道远兮而任更重。特别是最近几天内，大陆相继传出吉林省民主党组

党人士唐元隽被所谓非法串联罪名拘押，今天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主

要协调人致之一谢万军先生于当地时间早晨六点(9 月 21 日)离家，随身

携带了一些入党申请书，在去泰安市会见当地志愿加入民主党行列的民间

人士时，且又是以违反社会治安法之名被拘押在泰安市。另外，山东另一

位组党筹委会主要成员刘连军先生现已被警方软禁在家中，现谢万军先生

的妻子也被软禁在家中，而安徽的王洪学先生且以准备组党串联的罪名被

拘押。

这一连串的动作已表明中共已开始进一步恐吓和镇压大陆政治反对派。

我们在此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郑重申明：这种恐吓是当局怯懦的表现，是

毫无益处的，是恐吓不住也动摇不了当前大陆政治反对派坚决要求合法与

公开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监督与制衡现一党专政的决心。我们在此提

醒中共当局：这种恐吓与镇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使政治对抗升级，从

而在国际空间加大和抬高政治反对派的形象和筹码，且无助于阻吓。现在

问题在于中共必须学会面对现实，在中国即将正式签署联合国人权与公民

权利公约之际，调整其一贯的专横跋扈的专制心态，以现实的平和的心态

来迎接任何政治力量的挑战，积极回应，自觉地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

治对话，开放党禁，疏解社会政治矛盾与经济压力，这是中共目前的唯一

出路。

为此，我们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特别吁请联合国，美国政府，

法国政府，英国政府等等高度关切当前中国涌现出的要求开方党禁的政治

反对派和反对党运动，高度关切中国人民当前所表现出的政治呼声。高度

关切中共当局恫吓与镇压政治反对派趋向。必要时我们吁请国际社会进一

步予以人道声援，进一步施压与制裁中共，迫使中共面对现实，遵守联合

国两个人权公约和人权宣言的精神。

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 海外代表暨发言人： 庄 彦

中国民主党辽宁省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吉林省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黑龙江省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上海市筹委会

1989 年 9 月 22 日于美国华盛顿

本紧急声明与呼吁书的英文文本已于当日内递交联合国，递交美国政

府，美国参众两院，美国有关人权组织；同时递交英国政府，法国政府，

意大利政府，德国政府，比利时政府，及其它民主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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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他们高度关注并支持当前中国人民的新的政治呼声和政治反对派的为

争取公民权利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9月 25 日

武汉民运人士秦永敏获释拒绝停发「中国人权观察」

(北京二十五日法新电) 中国大陆民运人士今天说，在法国总理乔斯

班昨天抵达中国大陆访问之前被捕的叁位民运人士中，继武汉的陈忠和在

昨晚获释後，武汉的知名民运人士秦永敏今天也获释，目前尚有山东的刘

连军被扣留。

秦永敏告诉记者：「我是在今天下午叁点左右获释。但是公安没收了

我的传真机、许多文章和几份『中国人权观察』。」

北京的民运人士徐文立稍早透过电话告诉记者，陈忠和已在昨晚获

释。

从事民运多年的秦永敏是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陈

忠和是在昨天早上被公安带走。

徐文立说，公安告诉秦永敏，他发行的「中国人权观察」传真新闻

信是非法刊物，他必须停止发行，但遭秦永敏拒绝。

中共最近连连逮捕民运人士，被捕的大都是最近叁个月想要向当局

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山东的刘连军就是其中之一，据香港的中国

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他是在前天被捕。

当局未说明逮捕秦永敏等人的原因。乔斯班原定今天访问武汉，但

因时间不够已改变行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致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筹备组贺电

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筹备组全体同仁：

在中国民主党各地方筹备委员会纷纷申请注册，国内民运以一种全新

的方式蓬勃开展之际，从大洋彼岸传来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筹备组成

立的消息，这标志着在国内执政党的积极姿态下，海外民运力量努力适应

新形势，以更理性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向你

们致以热烈祝贺。纵然远隔天涯，你们的爱国之心没有放弃丝毫；纵然由

于历史的误会，使你们故国难归，但是你们仍密切地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我们同戴日月，祖国历史文化的沉淀，重重封建专制的戕害，对于祖国游

离于国际民主主流社会的忧虑使我们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面对日益尖

锐的社会矛盾，我们都对可能发生的动乱具有深深的忧虑：如何将我国和

平、稳定地过渡到民主自由的新世纪，我们殚精竭虑。你们中的许多学者

对体制内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国外的多年游历和考察必会大大丰富你

们的见解以及处理现代政治的方略。在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际，历史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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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使我们、也使执政党内的明智者们认识到宪政民主的重要。一百年来，

由于少数人的狭隘动机，使中华民族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历史不应该

重演，又一个历史的转捩点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共同选择一条生存之

路，一条民族兴旺之路，一条长治久安之路。紧握你们的双手，让我们并

肩前进。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美国会支持民运人士组党

[驻纽约特派记者阮玫芬专电]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

王希哲廿四日拜会美国国会议员罗巴赫，罗巴赫议员肯定中国大陆民运人

士组党的努力，并拟好一份地方国会议案，强烈要求中共遵守国际准则，

停止镇压行动，允许民运人士的组党活动。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纽约的临时总部秘书处负责人王希哲、自由中国运

动代表叶宁共同拜会了罗巴赫议员，并协助拟定一份支持中国大陆民运人

士组织中国民主党的议案，罗巴赫议员表示，目前已有数名议员表示将共

同作为议案的提案人，议案可望在近期提交国会讨论通过，这是美国国会

自王有才等筹组中国民主党以来，将首次用议案方式支持中国大陆反对党

的成立。

王希哲等还与美国国务院人权局高级政策顾问乔治．李斯特就中国民

主党的组建过程交换意见，王希哲、叶宁详细介绍了中国民主党组建经过，

并陈述了中国民主党性质和历史意义，乔治．李斯特系南韩金大中的老朋

友，在金大中流亡美国期间，曾大力协助金大中在美国朝野建立广泛的关

系，并在美国支持南韩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斯特表示，人权原则具有普遍性，不分种族与国界，他也承诺将向

美国国务院就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提出积极性的政策建议，王希哲建议

美国政府和国会将关注异议人士个案转向关注中国大陆自由结社和反对党

问题上，李斯特表示将建议国务院与中国反对党运动建立规范化的联系，

正常的沟通和联络。

陪同见面的还有王炳章博士，他也强调美国政府和国会注意力应从关

注异议人士的个案转向关注中国大陆政治反对运动上来。在前一阶段的国

会游说活动中，自由中国运动的代表连胜德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

9月 26 日

山东民主派人士谢万军被处拘留十五天 刘连军命运不详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五日专电) 中国大陆山东异议人士谢万军二十四日

被山东省东平县公安局裁处行政拘留十五天，理由是向其他人传阅和「中

国民主党」有关的文件，违反「治安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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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谢万军是

「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的成员，於二十一日被捕。公安当局曾於二

十四日上午让谢万军的太太与他见面两小时，送换洗衣物。

该中心另披露，於九月二十叁日被捕的「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

另一名组党人士刘连军，目前仍遭公安局扣留，如何处置尚不得知。

此外，於九月二十四日上午被公安局扣留的武汉组党人士陈忠和已於

当天获释，但是公安人员在其家中强行没收大陆各地异议人士济助武汉水

灾灾民的捐款四千元人民币。

民主派捐款被非法没收

「法新社」引述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指出，中共官员已

没收试图成立反对党的大陆异议人士所募集的水灾救济金。

该中心说，湖北省警方已没收了异议人士捐给灾民的四千元人民币。

中共外长唐家璇周叁在纽约说，中共将在十月初签署联合国的「公民

权 利及政治权利公约」。但就在唐家璇做此宣布时，中共还在大陆各地

以非法组党为理由逮捕异议人士。

周四被捕但於周五获释的湖北省武汉着名异议人士秦永敏表示，中共

的这一作法与唐家璇的承诺互相矛盾。他说：「如果中国当局不允许人权

组织的存在，何以他们却答应签署这项公约？这会让我们产生印象，认为

中国共产党言行不一。」

民运信息中心说，中共警方已在周四释放湖北异议人士陈忠和，但却

没收他为武汉灾民募集的救济金。

与陈忠和一起被捕的武汉「中国人权观察」负责人秦永敏亦於二十五

日下午获释，但是公安人员没收了他的传真机及两千页的文件。

秦永敏在获释之後发表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公开信，指责中共

一再对外宣称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武汉公安当局却

在此时抄查「中国人权观察」。

他强调，如果不允许「中国人权观察」这样的民间人权组织存在，则

签署规定人民有表达意见与组织社团自由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给人的印象是中共当局说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是在欺世盗名。

他另表示将不畏强暴，会再次依法申请成立「中国人权观察」，进行

对人权的监督工作。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申请小组情况介绍

9 月 16 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申请小组任畹町(Ren

Wanding)、马少华(Ma Shaohua)、王林海(Wang Linhai)、三人经商议决



182

定于 18 日下午前往东四西大街北京民政局正式申请筹建本党。当晚马少

华、赵昕的家被搜查，组党及一切申请资料被没收，马少华被传讯。（赵

昕出差在外）任畹町家门外被设岗监控。17 日下午被传讯警告。接着王

林海被传讯警告，组党申请资料被没收。媒体广泛进行了跟踪报道。北京

筹委会仿行杭州和山东申请组党遭阻止，表明政府当局对首都和外地的做

法区别很大。杭州与山东一例并不意味着政府有意开放党禁，而仅仅是对

组党案件软化处理。（本公告 9、18 已草就，未能及时发出，此后的严厉

打压再一次证实了“良性互动”战略的幼稚与失误。）北京筹委会的申请

资料是沿用浙江党的。浙江党的正规筹建是 89 民运结束之后的重大突进。

它的公开申请及内外影响预示着中国民主进程到了民主建党的新时期并突

破了“广交友 不结社”的过程。在民主墙 1979 年“中国人权同盟”成立

以来的 20 年间，在 89 年民运成立海外政党和国内组建“自由民主党”

“中华进步党”……以来的 10 年间，民主建党问题被再一次提上日程。

中国民主的实现日益临近了。98 建党事件表明，中国政治现代化要

求汇聚他的优秀先锋组成坚固联盟的时刻到来了，这是中国民主派成熟为

独立政治力量的信号。事实是，民主派在历经民主墙、86 学潮、89 民运

后，已经完成了它建立独立民主民运理论的过程。将来还要继续。事实还

表明，中国民主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历经民主运动、民主事件锻炼和磨难的

各阶层人士，无论是原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都是参与民主的平等力量。自

外而内，自下而上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定势和规律，体制外民主力量，

民间民主力量永远是中国民主的原动力。组党民主运动是自由公民运动不

可替代的，又是互为促进和补充的。只有继承和忠于中国民主命脉，坚持

和平变革广泛联盟的民主大战略方针，民主事业才能少犯错误健康发展。

组党筹建及申请人简介：

赵 昕 ： 企业经营者 在职研究生 89 民运学生外高联常委 广

场纠察队总指挥 后被关押 1·5 年

王林海 ： 教师 89 学潮北高联对话团代表

马少华 ： 农场经营者 89 民运学生北高联常委 秦城关押 1·5 年

出版“东欧 1989─1993”一书。

任畹町 ： 两次监禁判刑共 11 年 1994 年获得"罗伯特·肯尼迪

人权奖".

有记录民主历程的“任畹町文集”出版。1979 年“中国人权宣言”

作者 “中国人权同盟”组建者之一。

浙江省二十七名民主派人士致函江泽民朱熔基促效戊戌变法

【本报记者报道】明日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纪念日，浙江省二十

七名异见人士日前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及人大副委员

长田纪云，要求他们效法一百年前戊戌变法的精神，大胆地推动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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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披露，包括毛国良、王有才、王东海等人

在内的二十七名浙江省异见人士，日前将一封致江泽民、朱熔基及人大副

委员长田纪云的公开信，由浙江邮寄到北京中南海。

公开信提及，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清朝「戊戌变法」因慈禧

太后的阻挠而失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及康广仁

「戊戌六君子」，则在北京被砍头就义。公开信指出，这一百年来，戊戌

变法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异议人士上书中共中央要求推动政治改革

另据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六日电，在「戊戍变法」一百周年之际，中

国大陆浙江省二十七名异议人士致函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朱熔基、人

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要求叁人大胆进行政治改革。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这批上书的异议人士指出，

一百年前的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及康广

仁「六君子」在北京引颈就义，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推动的「戊戍

变法」划上悲壮的句号。

但一百年来，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谭嗣

同「我欲横刀向天笑」的豪迈气慨也鼓舞着数代知识分子前仆後继地推动

社会变革。

目前，大陆正处於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难以得到

人民支持关键时刻，因此希望叁位领导人大胆进行以下改革：

一、废除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相违背的一切法规和做法。

二、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良心犯。立即停止骚扰、逮捕异议

人士。

叁、实行「新闻自由化」、政治多元化、司法独立化、军队国家化、

经济现代化。

这封公开信是由毛国良发起，浙江王有才、王东海、吴高兴、叶文相、

赵万敏、傅全、黄志道、程凡、王培剑、吴义龙、祝正明、邹德祥、林辉、

金秀元、范子良、余铁龙、朱虞夫、叶良才、张金林、朱春华、黄海燕、

王荣清、毛庆祥、毛其凤、张恒、高迁锐等共二十七名异议人士签署。信

件已於昨天由浙江省邮寄北京。

部份台湾学者、中央民意代表说中共目前仍威权很难开放政党

(记者黄文宗台北二十六日电) 部份学者、中央民意代表今天在讨论

大陆民主人士纷纷向大陆当局申请组党一事时都认为，中共目前仍是威权

体制，在外在客观环境条件都还无法配合的情况下，现阶段中共开放设立

政党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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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陈鸿基 (台北市) 表示，中共要推动民主化，

需要很多经济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中产阶级共同参与，同时因为大陆当局

对舆论的控制介入仍深，即使大陆现在开放成立政党，运作的客观环境也

没有，因此目前中共成立政党的时机恐怕还不够成熟。

他说，综观大陆民主人士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被大陆执政当局驳

回一事，大陆一般老百姓可能也认为理所当然，但是在国际间，「成立政

党不被允许」，对大陆当局的形象想必然是负面的，由於大陆和西方民主

的观念差异太大，两岸在这方面的观念也有相当大差异，也因此两岸要能

进一步具体沟通协商，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财团法人国家发展研究文教基金会今天上午举办「中国大陆开放党禁

与民主改革」座谈会。

基金会执行长高永光指出，大陆民主人士纷纷申请组党，这样一种局

势的变化，咸让海内外关心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人士感到兴奋，然而在此

同时，却又传出中共分别在北京、上海逮捕部份有意提出申请组党的异议

人士，中共的这种反应，固然是在意料中，但仍令人对大陆民主改革以及

中共是否会开放党禁感到忧虑，不能乐观。

国民党籍立委谢钦宗 (台北市) 也表示，中共经济改革等各方面条件

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奢望中共能够突然转向落实民主化，不是那麽简单，

大陆幅员广大，现阶段的民主化对大陆来说不过是刚萌芽，可预估大陆政

治民主化的过程显然要相当长久，我方可将中共民主化的议题在国际间炒

热，藉着国际间的压力，加速缩短中共民主化的时间。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高朗表示，中共现阶段仍是威权体制，包括

对政党政治、人权，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论说法，和西方民主政治思潮格格

不入，从最近中共内部有部份人士要求组党一事来看，恐怕注定是要失败

的，但这件事仍有它的意义存在，特别在中共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到大陆服

务後，显示大陆内受到西方法治、政治制度理论的传播宣传仍已达到一定

的程度。

高朗认为，未来或许在中共执政当局内部出现分裂，遭受外界的活动

很大压力，而中共执政当局需要借助外力时，可能届时中共才有真正开放

成立政党的可能，至於目前，要中共领导人有西方民主观念而开放民主人

士申请成立政党，可能性不高。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第叁所研究员叶明德则相信，中共大陆民运人

士和内部改革派的声音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主流，中共内部的这一批人希望

从市场经济开始进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这些人会前仆後继的进行改革，

但相信尚不至於会受到残酷的压制。

座谈会在近中午十二时许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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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奇：组党和退党

浙江王有才等人组党被拘押后，许多法律界人士挺身而出，准备为他

们辩护，辽宁鞍山的王文江律师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山东、湖北民主

党筹备委员会宣布注册登记之后，东北三省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又宣布注册

登记了，东三省的主要成员之一就是王文江律师。王文江在宣布组建民主

党的同时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王文江在九月十四日的《退党声明》中说：

任何人政治行为的定位与取向都始终与其所处的时代及其社会环境相关。

面对日益腐败、人心沉沦而又无力改变的社会现时，我深感困惑与悲哀，

为此，我决意退出中共，与之最后决裂。他说："在即将退出中共之际，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以博大的政治胸怀，放弃政治集团利益，推进中国社

会的全面改革，为建立民主宪政的多元国家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若能如

此，则人民将不会忘记，中国发展史上也将记录下中共这一杰出的历史功

绩。"他满怀信心地说："民主、自由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

实现人类这一崇高而美好的目标，愿我们以更努力、更扎实的实际工作，

去迎接富强、民主与自由中国的到来！"王文江的一进一退说明了什么

呢？说明了时代的变迁，说明了人心的向背。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经被看作是无上的荣耀，如果党员入党后看清了共产党的真实面目，

也不敢退党，因为退党意味着叛党，而叛党是要严惩不贷的。如今的中国

大陆，加入共产党已经与理想、信仰和荣誉毫无关系，而是和权力和利益

挂起钩来。王文江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一般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是一致的，

这表明了人心的向背。而王文江不仅有这种认识，并且敢于用退党的方式

表达出来，甚至还进一步要组织反对党，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变迁。二十

二年前，我的老师、兄长、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王申酉，仅仅因为用马克思

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一点批判，只要当时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一句批

示："此人不杀对不起毛主席"。就被拉出去枪毙了。八零年我和武汉的秦

永敏等秘密建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我们都被判了重刑。而今天王文江

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组建民主党，还要到北京去登记注册。虽然他也会受

到种种困扰，甚至有失去自由的风险，但这中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可

见，中国已不能置身于世界民主大潮之外，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时候已

经快到来了。我很赞同浙江朋友的比喻：当大家都怕悬在头上的剑会落到

自己头上的时候，一把剑的幻影就可以把所有人吓住，而大家都试一试那

么剑的威力就消失了，剑就被拿掉了。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国内社会矛

盾尖锐，出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中共当局必将坚守"稳定压倒

一切"的政策。如果各地继续申请或强行组党，必会导致当局严厉打压。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推翻中共腐朽统治的革命洪水正在上涨，如

果中共不能看清形势，进行政治改革，在洪水到来之前打开闸门，缓解社

会矛盾，中共就会被革命的洪水冲得一干二净。而象王文江这样以理智的

态度组织反对党，是提醒中共看清事实，不再自我陶醉，促使中共作出理

智选择最好方式，是拿掉专制主义这把剑的最好办法。也许中共还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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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措施，但镇压只会给中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如果象那些朋友那样，

用这把剑来吓唬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那么这把剑还会有吓人的功能。

既然人心的向背、时代的变迁已如此明白，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摘自：

http://www.china101.com/politics/messages/45085.html

9 月 28 日

山东刘连军因组党被处「扰乱社会秩序」罪罚行政居留十三天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七日专电) 中国大陆山东异议人士刘连军因参

与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二十五日被潍坊市公安局以「扰

乱社会秩序」罪处行政居留十三天。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潍坊市公

安局於二十五日通知刘连军的家人，指他因为「扰乱社会秩序」被处行政

拘留十三天，日期从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八日。

刘连军被指「扰乱社会秩序」有两方面∶一、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刘

连军说山东省民政厅负责人可能接纳组建「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申

请，这是断章取义，歪曲了民政厅负责人的原意；二、另一名异议人士谢

万军向他人传阅的「中国民主党」宣传文件上有刘连军的签名。

刘连军与谢万军是於九月十日到山东省民政厅递交组建「中国民主党」

山东筹委会的申请书。民政厅负责人曾郑重地接待他们，并表示可考虑接

受申请及要求补足四项要件，包括五万元人民币注册金、注明办公处所、

正副主席及秘书长等重要职位人员的个人资料、及至少五十名党员名单。

但是他们两人却在提出组党申请之後两个星期被捕。谢万军已於二十

四日被山东东平县公安局宣布处十五天拘留，罪名同为「扰乱社会秩序」。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另披露，中共各地公安当局最近仍密切注

意异议人士的组党动向。如福建省，自九月二十四日以来已有罗金、陈鼎

铭、王政军与陈依彬先後被公安局讯问，查询是否有组党行动。

1998 年 10 月

10 月 1 日

沉舟：给李鹏上课未果记

本人硕士毕业后，在高校教书已有数年，论文发表不少，专著也有面

世，但因为胡子长得少，头发尚未白，教授职称申请了几次也未获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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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排辈是职称评定的“中国特色”，只好再熬几年，到“鬓如霜”时也去

气气那些后生们。

近日，从小书摊上买一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几位经济学家到中南

海给总书记上课。那几位经济学家因此而名声鹊起，照片、文章满书摊可

见，职称早已无需劳心了。给领导人上课，这倒是一条不错的终南捷径。

我也受到启发，东施效颦也好，邯郸学步也好，只要能给他们上一课，名

咱就不要了，文章一定可以多发一些，职称也就不在话下了。

临渊观鱼，不如退而结网，我马上行动起来。说到上课，我是很有自

信的，尽管法律课比较枯燥，特别是书上的理论和法律现状不太好联系，

但我还是能让学生们竖起耳朵坚持到下课。关键是给谁上。江泽民、朱容

基现在搞经济建设，已经拜过经济学家为师；李鹏新任委员长，而且多次

在电视上露面说要搞法制建设，给他上法律课，可谓雪中送炭，对我也是

专业对口。要上就要上有深度的课，我选择了资产阶级法哲学的集大成者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无产阶级的理论鼻祖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作为第一讲，一定能一炮打响。于是我立即忙碌起来，去图书馆借

专著、查资料，晚上再埋头写教案，几个星期，我就备好了课，终于可以

轻松一下。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电视，又见到李鹏出场。看着李鹏的表演，

我猛然意识到，象李鹏这样，连说句话都不知道在哪里断句，要是给他上

黑格尔、马克思，可能他不一定能接受，不顾教学规律，揠苗助长，教学

效果也一定很差。想到这，我额头就开始出汗，几个星期的心血不就白白

浪费了吗？

女儿在一边吵着要看动画片，我心烦意乱，就让她换了频道。女儿把

手中的书扔到床头，专心看起儿童节目“大风车”。我随手翻开女儿的书，

是一本漫画历史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子产不毁乡校，说的是法学家子产在

郑国执政后，郑人常到叫“乡校”的地方议论他为政的得失。乡校是古代

国人举行乡射、晏饮议论国家政事的场所。那时还没有政协，只好去乡校。

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并且还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

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还说，防民怨如同防川。意思是说，

老百姓的怨言，就象这次长江水灾一样，不去疏导，越积越多，到时候形

成一次次洪峰，大江一旦决堤，“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看完这个故事，我如获至宝，这才是给李鹏上课的最好教材！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报纸上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百姓的怨言也随

处可闻，一些民谣流传甚广，只是现在没有了乡校。希望李鹏听了这个故

事，能受到启发，加快出台“新闻法”，让新闻独立，成为民怨的一个合

法的渠道。这次长江水灾，也非常形象地注解了子产的“防川”的比喻，

长江两岸，一片汪洋，“人或为鱼鳖”，比我女儿书上的漫画要生动得多。

2500 多年的子产都知道断绝言路的可怕后果，李鹏他就怎么不明白呢？

看来，这一课一定要上。

我马上重新写教案，当晚就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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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带着教案和女儿的图书，兴冲冲地去了人民大会堂。到了

大会堂门前，有士兵拦住了我。尽管过去了不少年，但我一看见亮闪闪的

钢枪，小腿肚子还是开始抖起来。神圣的使命感，使我上前向两个士兵讲

解我来的崇高目的：“我是来给蒋委员长，喔，不，不，是李委员长上法

律课的。”

士兵面无表情地听我说完，怒目圆睁，送给我四个字：“一边玩去！”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辛苦了一个月，竟连个对牛谈琴的

机会都没有。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1215.html

10 月 2 日

中共多项规定既不符合宪法又与联合国人权公约抵触需修改

(北京二日电)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共即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

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但是大陆多项法规与该公约精神不符，亟需修改。

为此，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发出呼吁书，要求中共按联合国公约的规定，

给予人民充分的结社自由。

呼吁书指出，以大陆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为例，采取的是

「事前许可制」，规定「社会团体经核准登记後，方可进行活动」，而非

民主国家通行的「事後登记制」，就明显与结社自由的原则相违背。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呼吁书指出，借着这项「事前许可

制」，中共只会批准维护其利益的社团注册，而对於可能对当局提出批评

的社团，则一律不许其存在。「事实上，政府正是利用了这种制度，否决

了全部不利於中共一党专政的社团申请」。

为此，呼吁书指出，中共既然要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与该公约相违

背的这种社团登记制度，就应该予以废除。

以任畹町为代表的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同时在呼吁书中指出，类似

大陆工会法第十三条：「基层工会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社

团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类似的社

会团体」等规定，也都不符结社自由的精神，而与联合国人权公约第二十

二条「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

的利益的权利」的规定相左。

王炳章：中共的社团批准制可以休矣

中国外长唐家璇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中国政

府十月五日将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共一手大

肆宣传签约，一手迫害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这是新的两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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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经宣布正在组建的中国民主党为“非法组织”。什么叫“非

法”？什么叫“合法”？是民主党非法？还是共产党非法？这里涉及到一

个结社自由的原则问题，涉及到公民结社的“登记制”和“批准制”的根

本问题。

联合国公约的一项根本原则是，公民结社、组党是公民的天赋人权，

根本用不着政府的“恩准”。政府的权力，也是公民赋予的，政府没用权

力限制公民的结社权、组党权。基于这个原则，联合国公约关于公民结社

的制度，是公民“登记制”，而非政府“批准制”。

所谓登记制，就是公民有权组织任何社团进行活动，登记不登记是公

民自己的事。愿意登记者，按照规定，向政府登记报备即可。无所谓政府

的“恩准”。相反，所谓“批准制”，就是公民在政府批准之前，不得结

社，不得以该社团的名义进行活动。政府“恩准”之后，公民才可以用社

团的名义展开活动。大凡专制政府，均采批准制，而民主政府，则取登记

制。中共政权是典型的专制政权，当然采批准制。它刚刚颁布的国务院

《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就是批准制的产物，是与联合国公约背道而驰的。

以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说明一下美国采取的社团登记制。美国的社

团、包括政党登记和公司登记是一回事。可以无限公司登记，也可以有限

公司登记。无限公司形式的社团登记只须一人，亦可多人。到郡政府领个

表，填上名字和社会安全号，交点注册费(纽约皇后郡是一百多美元。十

年前才三十美元。可恶的通货膨胀！)，当天就可拿到执照营业。有限公

司需要三人：总裁、秘书、司库，交一百多元，到州政府登记，五六天搞

定。政府只负责查公司或社团的名字，以防重名。无限公司与有限公司的

区别在于，前者和私人财物联系在一起，报税是一个号，公司欠帐个人要

负责。有限公司将个人所得与公司帐物分开，公司破产了，个人财产不受

损失。这点，国内大概与美国是相同的。

不注册能不能以社团名义活动？可以，只要守法就行。比如，一九八

九年年初，中国民联内争。一百零八名民运人士、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民联支部和盟员在纽约召开了紧急代表大会，试图挽救海外民运，并于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郑为民和汤光中当

选为正副召集人，我被聘请为顾问。这是海外民运第一次以民主党名义进

行活动。据我所知，这个民主党就没用注册过，但照常运作。陈希同镇压

八九民运的报告中点了几次民主党的名，中共镇压八九民运的文件中，也

点了几次民主党的名，就是指的这个民主党。后来，这个民主党与学自联

的骨干结合，又组成了自由民主党。这是外话，此处不表。

登记不登记，有何区别呢？不登记，一般不能进行钱财来往，而且，

不受社团法保护。比如，当时有一个人正式注册了中国民主党，而且政府

命令我们不能再以民主党活动，那我们就只能另打旗号了。

中共如果真的想落实联合国公约精神，就必须实行社团(包括党)登记

制，废除批准制。从国际通则和联合国公约的原则讲，国内民运人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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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根本用不着向政府申请、也根本用不着得到中共的批准。这本来

就是公民的天赋人权。

再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社团，向谁登记了？如果说中国民主党“非

法”，中共更非法！民运人士起码还想走个登记的手续嘛。记得抗战胜利

后，中共曾大加鞭挞国民党政府的社团批准制，斥之为法西斯制度。按中

共自己的逻辑，中共就是当今的法西斯！

中共的社团批准制可以休矣。

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刘军宁认为中共三至五年开放党禁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日电) 中共将在中秋夜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大陆学者认为中共在三至五年间开放党禁。

预定明天出版的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

究所研究员刘军宁的话说，通过这个公约的签署，可以看出中共总书记江

泽民的未来的政治走向。

他说，江泽民不会正面阻挡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会想办法放缓这个

过程，使局势更易受他的控制。他说，大陆局势的发展是很出乎人们的意

料，北京开放党禁可能不必等三至五年。正如一年前，还没有人敢提组党

的事，现在却有那麽多人敢谈组党的问题。

刘军宁认为北京对「中国民主党」要求组党的处理方法，是很大的进

步，江泽民知道民主是大势所趋，不敢正面阻挡。

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所长彭明则认为当局可能将於两年内开放党禁，

而三至五年之间大陆可能出现多党执政的局面。

彭明认为，多党执政的局面有利於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他说，政治体

制的改革，也应该包括国体的改革，如果国体一变，台湾问题就自然解决。

但是，大陆也有学者对於大陆政治改革的前景并不是那麽乐观，「交

锋」作者马立诚认为：「组党没有那麽简单，当局还是要给予打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白钢教授认为，大陆签署了「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後，当局会从法律上、实践上作些调整，而

不会像境外所想像的那麽简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北京签署公约前，已做了策略上的安

排，他说，签署了公约後还须提交全国人大履行批准手续，才正式在大陆

生效，而在公约生效後，北京政府才须向公约监督机构提交执行公约情况

的报告或关於大陆的人权报告。

美国在七十年代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

尚待国会的批准。将公约提交全国人大批准，将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恐

怕还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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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

吉林省长春市异议人士唐元隽获释

(北京四日电)中共在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前夕，今

天上午十时，释放了大陆吉林省长春市的异议人士唐元隽。

唐元隽是於九月十八日在北京被捕，大陆公安在次日将他押回长春，

对外宣称他因与各地「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人员接触，是「与非法组

织」接触，所以将他刑事拘留。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了唐元隽获释的消息；

并引述长春市公安部门说，拘留唐元隽十五天，是因为唐仍在「剥夺政治

权利」期间外出，没有请示公安局。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以「唐元隽获释」认为，「长春公安改变了对

中国民主党为非法组织的定义」。

以历史的眼光对待两岸合作

——民主党筹备会李锡安建议两岸组织联合政府

（浙江杭州 中国民主党筹备会）李锡安

北伐和抗日期间，国共曾有过二次短暂的合作。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形

势的影响，二次合作最终都破裂了，但是在合作期间所显示的积极意义为

世人所瞩目。在冷战时期，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也都试图重开和谈，囿于当

时的形势，终于无所建树。

一个政党首先应以国家利益为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当时的政治领导

人纷纷谢世，当年的恩怨也日渐淡化。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认为

第三次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主要条件在以下四方面：

一、 两党领导人都已不是当年的"革命家"，奉强权政治为圭臬的草

莽英雄；而是受过正规文化教育，具有良好素质，了解现代政治，向往人

类现代文明的新型政治家。

二、 国民党政府在上一代领导人蒋经国先生的努力下，已经先行政

治改革，融入国际民主主流社会；而共产党政府在上一代领导人邓小平先

生的倡导下，经济改革取得可喜成绩.双方的贫富差距大大拉近，双方的

意识形态也相距不远。

三、 国际主流社会已经完成了二战后的重建，随着苏、东瓦解后，

冷战结束，国际社会不允许再衅战端给人类造成新的生命、财产损失，对

局部冲突积极干预，有效制约。

四、 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信息已不能随意封锁，两岸人民的频繁

交往已使当年"对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欺骗宣传无立足之地。双

方妖魔化的消除，使"同文、同种、同胞"的认同感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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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对峙对立的状况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忧心如焚：由于长期

意识形态的对立，双方都将大量的国民经济投入到武装装备的无底洞去，

使多少西方军火商额手称幸。更有甚者，双方都以大量外汇、物资拉拢几

多小国，而那些小国乘机左右逢源，而我中华在民族利益白白流损之时，

国格也遭贬损，阋墙之争使我国人为之齿寒。两大政治利益集团之争，北

使外蒙为苏俄所乘；南使喜马拉雅山南为印度蚕食；对日索赔轻言放弃，

军国主义罪行无从清算；同胞利益无力捍卫；印尼歹徒辱华频频。明智的

政治家是否应该猛然醒悟了呢？同为炎黄子孙相煎何急，放弃各自私利共

存共荣。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一个中国国民，我要大声疾呼，并希望每

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与我一起呼吁；地球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历史的中国，

是中华列祖列宗苦心经营，传之不朽的中国，不要再让她蒙垢受辱，请当

代的政治家们拿出历史的眼光，以无私无畏的勇气作出正确的抉择，为了

民族的繁荣进步，为了民族的永久生存，联合起来。历史将记住你们，人

民将感谢你们，子子孙孙会奉你们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我建议两岸政府携起手来组织联合政府，其主要考虑是：①大陆政府

将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近半个世纪的一党专政已为国

际民主主流社会所垢，内外压力日增。面对着日渐临近的二十一世纪，两

岸政府都为了自己的合法生存使出了浑身解数。现代政治要求理性执政，

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影响下，双方都更为成熟和完备。②辛亥革命后，中国

民主之父孙中山先生一直倡导国共合作，国民党自不必说，共产党也认为

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有着共同点，毛泽东在 1945 年就提倡过建立

联合政府，再次携手想必不会是难事。③当前世界的新经济秩序提倡国际

间的合作互利，海峡两岸有着各自特点；如大陆的丰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

源，台湾的充足外汇和经济经验，可以合作起来抵御日渐逼近的东南亚金

融危机。

（作者介绍：李锡安，1979 年杭州民主墙老战士，当年与王东海、

方醒华一起主办《浙江潮》杂志。发表《我对毛泽东的几点看法》等文章。

现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今年 7、8 月间为声援营救被捕同仁，

两次申请游行。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丽水路 4 幢 13 号 404 室 电话：86-571-

8026357）

何德普、高洪明、王志新联合参选北京市人民代表宣言

当我们眼看着世风日下、腐败横行而毫无办法时，当我们在工作学习、

生活、劳动中受到明显的不公平待遇而只能唉声叹气时，当我们面对特权

的肆意侵害而无能为力时，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是国家

的主人，可为什么却享受不到主人应有的权利呢？

这就不能不提及什么是政治。政治看似复杂，其实却是一个简单的如

何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机制问题。中国的宪法有明文规定：各级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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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平时看上去高高在上的政府只是“人大”决议的执

行者，而实权在握的各级党委也必须和民主党派一样在“人大”制定的法

律约束下活动。

我们今天所感慨的、所遭遇的一切都在于本应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的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起到约束政府、监督执政党的作用。失去了政治上

的制约，执政者的私欲就会膨胀，从而衍生出一大批号称“公仆”，但只

会玩弄权术、贪赃枉法的“老爷”。朱熔基总理所称的“民怨沸腾”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没有大的突破，但那种传统的

特权政治思想，即由少数“精英”包办政治的做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国民所

摒弃。“政体要改革、社会要民主”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为此，

江泽民主席在去年十月下令签署了联合国《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今年六月，江泽民主席又承诺，在今年秋天，我国将签署另一个人

权公约——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今天，是我们行动起来，铲除腐败、宏扬正义的时候了！再也不能这

么活，再也不能这么过！

我们平头百姓又能做什么呢？那就是行使宪法赋予我们每个人神圣的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勇敢地站出来为周围群众的利益鼓与呼，争当人民代

表；或者把我们宝贵的一票投给那些能够站出来为民请命的人。

人民代表是光荣的战斗岗位，但这种光荣是来自老百姓的拥护，而不

是执政者的赏识。那些高居人民之上，把代表资格看作官位的人；那些把

人民代表当作升官发财阶梯的人；那些遇事先替上级和自己考虑的人；那

些靠出卖良心换取一己私利的人；都没有资格做人民代表！以前的“人大”

之所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多数代表是上级变相指定的，

另一方面是代表们缺乏对这个岗位的理解。既然这些代表不是出自群众的

真心拥护，又怎能期望他们替老百姓说话呢？

“文革”结束后，人民逐步摆脱了狂热崇拜、盲目追随的心态。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主制的真正实施才是国富民强的基础。今天，作为二十

一世纪来临的前夜，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

小到一个村庄，大到整个国家。人民代表的公正选举正是我们真正享有国

家主人权利的开端。多少年来，我们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梦寐以求，

可是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梦想能否实现就掌握在我们的选票上！

今年 11、12 月份即将举行的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对我们每个

人来说都是五年一次的宝贵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命运

的尊重，否则，我们失去的将是在下一世纪的幸福生活的希望！

我们需要的代表再也不是“传声筒”，更不需要标榜为“公仆”的

“老爷”代表，我们需要的是不畏权贵、坚持真理，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人

民代表！历史呼唤着民主，而民主亟须政治监督与政治制衡。

我们这些独立参选人向您伸出负责的手，请您将选票投给我们，让我

们在代表的岗位上为您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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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支持我们这些参选人，请在征集签名或候选人提名时做我们

的推荐人或附议人。如果我们因故没有被列为正式候选人，请您在正式投

票时将选票上您不了解的候选人全部划掉，把我们这些独立参选人的姓名

填在选票上（同音字及错别字将造成这张选票无效）。

如果您也想站出来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人民代表，我们这些已经站出

来的人对您表示衷心的欢迎，并将协助您做具体的参选工作。

１９９８年９月

９月份独立参选人名单和联系电话如下：

何德普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电话：68355230 BP：65193388

呼 23730

高洪明 北京团结湖东里 8号楼 1101 号 电话：65983077

BP：62049999 呼 5493

王志新 北京化工设备厂 电话：67144577

10 月 5 日

彭明、徐文立关于大陆目前组党结社问题的三点倡议

[本刊特约记者王希哲报道]十月四日，北京中国发展联合会（ＣＤ

Ｕ）第 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负责人彭明先生特邀中国政治反对派领

导人徐文 立以嘉宾的身分出席了大会．徐文立代表海内外民运界朋友热

烈祝贺中国 发展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今后愿以＂公

心至上＂的精 神和＂互敬合作＂的原则与＂中发联＂及各界朋友加强联

系，为推进中国 的宪政民主事业共同奋斗．徐文立先生的讲话，赢得了

全体与会者的热情 欢迎．

期间，彭明，徐文立探讨了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并向各地拟组

党结 社的人士发出了三点倡议（附后）．中国发展联合会第一届全国代

表大会 于十月五日胜利闭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领导机构，

产生了 21 人组成的＂中发联＂第一届执委会和五人组成的执行局．彭明

先生当选为 本届执行局第一书记．大会另选出 7 人组成的监委会．李星

寰先生当选为监 察长．

截止发稿时，在美国的自由中国运动、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中国

民主正义党已经分别向大会发去了贺电．

（自由中国运动华盛顿新闻办公室讯）鉴于中国政府 10 月 5 日签

署联合国重要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人权公约;鉴于中国政府即将颁

布新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鉴于中国政府目前尚没有 "政党法".

我们特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大陆各地拟组党人士发表如下三点倡议:

一,衷心希望中国政府接收非政府的民间社团组织的申请注册, 以表

明中国政府信守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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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衷心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早颁布 <政党法>, 并明令取消民

间结社事先许可制度, 以保障公民结社的自由, 与国际通行惯例和国际人

权公约完全接轨.

三,衷心希望各地朋友在中国大陆 <政党法>未正式颁布之前的一段

时期内, 暂缓提出组党的申请, 并以各种形式敦促全国人大审议并批准颁

布<政党法>.

彭明、徐文立

1998 年 10 月 4 日

联系地址：

彭明

北京市亚运村汇园公寓 Q - 1208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6499-2951

传真: 010-6492-3533

徐文立 北京市白广路二条四号 (邮编: 100053)

电话/传真: 010-6351-7814

10 月 7 日

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今晨遭中共公安强行带走 谢万军获释失家

（北京七日电）北京着名异议人士徐文立今天早晨在家中，突然遭三

名未出示任何证件的中共公安强行带走，迄今下落不明。

据总部位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披露，今天上午九时四十五

分，正在家中使用早餐的徐文立，突然被三名闯入家中的公安带走。

这三名公安人员并未出示任何证件，也未说明带走徐文立的原因。

今年五十四岁的徐文立是大陆老牌民运人士，他曾参与一九七九年的

民主墙运动，结果被中共当局在一九八一年时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

一九九三年五月，中共为了博得国际好感以争取主办二○○○年奥运的权

利，释放了徐文立。之後徐文立为争取民主改革，又多次进出牢狱。

另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晚上发布的最新消息说，

今天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在北京家中被公安强行带走的徐文立，在被扣留六

小时後，下午四时被释放。

参与筹组山东省「中国民主党」的谢万军，是於九月二十一日被公安

逮捕，东平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拘留他十五天，今天上

午获释。

不过，谢万军获释後，他的工作单位随即通知他要在十一月一日前，

搬离现在分配的住房，家门口仍有十名公安二十四小时监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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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办公室暨自由中国运动国际电话记者招待会联合通告

为呼吁中国人大常委和政府全面无保留地批准和贯彻联合国《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为支持和呼吁全世界关心中国人权的团体、人士参加签署《关于敦促

中国政府尊重国际公约废除结社事前许可制，保障人民结社自由宣言》；

为祝贺第三届世界人权大会在华沙的召开．北京徐文立办公室，自由中国

运动华盛顿办公室发布联合通告如下：

徐文立先生将于北京时间十月九日下午二时（华盛顿时间上午二时）

在徐文立办公室举行国际电话记者招待会，回答世界各地记者就上述发展

提出的问题．

同时宣布委托哈佛大学杨建利博士在本月 14－16 日于波兰华沙召开

的第三届世界人权大会上，介绍中国当前的人权状况和进展，及呼吁各国

政府和非政府团体，世界各界人士支持和参与签署上述《关于敦促中国政

府尊重国际公约废除结社事前许可制，保障人民结社自由宣言》．

特此通告

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

注意事项：1．徐文立办公室电话为：86--10--63517814

86--10--63561375

2．每个记者限于提出两个问题

3．为便于安排顺序，建议记者事先向徐文立办公室预约

并提交问题．徐文立办公室将优先安排预约者

4．所提问题请尽量简短

10 月 8 日

「中国民主党」筹委已全部获释 刘连军电脑被无理没收

(记者张苑香香港八日电)山东省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士刘连

军已於十月六日获释，但仍被十多名公安二十四小时监视。至目前为止，

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曾被拘捕的十叁名异议人士，已全部获释。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主信息中心今天表示，刘连军和谢万军两人是在九

月十一日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访问大陆时，到山东省民政厅注册登

记「中国民主党」，当时民政厅负责人曾热情接待他们。

但是，罗宾逊夫人离开大陆後，公安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分别

拘留了刘连军和谢万军十五天和十三天。

信息中心表示，山东省泰安市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多次要求谢万军出

国，但未获谢万军回应。十月七日谢万军刚获释，他原工作单位就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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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十一月一日前搬出住处，公安同时日夜跟踪骚扰他的妻子于显杰，

以逼使他就范。

另外，山东公安又没收了刘连军用以谋生的电脑。刘连军在九月十四

日被拘留後，即表示要向法院提出诉讼；公安对他表示，如果不向法院提

出诉讼，可以发还被抄走的手提电脑。

在过了上诉期限一星期後，刘连军获得释放，他向公安讨回电脑时，

公安表示他曾以该电脑替武汉「中国人权观察」打稿，因而必须没收。信

息中心说，由於刘连军从事电脑教学维修工作，电脑被没收後，生计受到

影响。

10 月 10 日

刘连军自述：关于 9月 24 日被拘押经过

从 9 月 21 日谢万军在泰安被扣押，晚上我的楼下也驻有监视警察，

当时我得知谢万军是因为携带宣传品而被拘的，事后我又听说是因为散发

宣传品被拘，这就是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事实。

23 日晚 9 点我在家中被公安人员带走传讯，他们连夜讯问了我们在

申请民主党和传播此消息的过程，当晚我便被扣。第二天，他们搜查了我

的住所，从我的笔记本电脑里发现了发给秦永敏先生的短讯。晚上，他们

对我发了一份告知书，声称我制造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给予治安处分。

当即我在告知书上就作了反驳，我说，我们到民政厅申请中国民主党是宪

法所赋于的权力，民政厅依据社团法作出回答，我们依据回答作了宣传，

也不构成谣言，依照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我发给秦永敏先生传真，也不构

成违法，并且我既无扰乱社会秩序之意，社会秩序也无受扰乱之实。所以

这个指控是毫无道理的。宣布人并不与我辩论，拿走告知书。一会回来后

对我宣布我因违反治安十九条，对我作出治安拘留十三天，没收手提电脑

一台的处罚。我表示不服，他们说你可以在 5 天以内提出复议，但这是没

有用的，你的事，你自己也清楚。我还是提出了复议。

在被拘的第五天上，潍坊市公安局法制科的人到我拘留所见我，说能

不能撤回复议，我说不能。他又说你看能不能这样，我们把没收电脑从治

安处罚里去掉，你收回复议行吗？我说可以。然后他就将我的裁决书收了

回去，重新开了一份给我，要我在他口授下写了一份收回上诉的声明，并

按上手印。公安人员走的时候价有其事的说，我相信只要这个裁决一改，

谁也不敢拿你的电脑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骗局。

第二天市公安局一科的人又来见我，问我的对这个裁决的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是无辜的。他们说人家民政厅依据社团法作解释，你们出来说共产

党开放党禁不是造谣是什么。我说我这里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政党是不是

社团？他们说政党不是社团。我说政党不是社会团体吗？而社团正是社会

团体的简称。他们说这是你广义的理解，狭义的理解政党不是社团。我说

狭义的理解，政党也是社团。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理解不同。然后又反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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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凭着现在的社团法就能成立政党？我说如果凭着社团法不能成立政党

只能说明中国的社团法有问题，不能说明民政厅的解释和我们的理解有问

题。

这种辩论对我们来说是无有用处的。公安人员善意地提醒我，你从

89 年后受具结悔过处分，现在又受治安拘留处分，可以说是屡犯了。我

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公安可以对我再有违法行为进行劳动教养

了。我说我昨天也对你们法制科的人说了，现在再说一遍，我是无辜的，

但是如果要让我坐牢我也不怕，中国人民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坐牢也不是从

我开始的，并且还有人在坐着牢。如果能推动中国的进步，我也不怕。

他们又让我结束民主党筹备工作，我说我有权利作申请筹备工作，他

们回答说你有申请民主党的权利，但是没有批下来之前，你不能进行筹备

活动。我说这就怪了，不作筹备工作，拿什么材料去申请？没有材料申请，

他们怎么能批准呢？这个所谓的申请的权利不也就空了吗？他们说法律就

是这么规定的。

会谈就这么结束了。

在拘押期间，我屋里的其它人员都能与家人见面，只有我不能，有的

人就说共产党这不是掩耳盗铃嘛，不让你见面怕你传出消息去，十三天后

还不是全知道了。我说是，共产党就爱干这种事。

10 月 6 号上午 8 点，按拘留所的惯例到今天该放的人都放了，只不

放我，看守人员告诉我说接上级指示，我必须是准点来的准点走，希望我

能理解。我说理解。晚上 8 点他们放我回去。历时十三天的拘留生活结束。

回来后我向市局法制科询问电脑发还的事，他们的王科长说是将没收

电脑写在裁决书是不对的，但没收电脑是对的。因为电脑是作案工具。我

说你们法制科的人明确告诉我在我收回上诉后，还给我电脑。她回答说，

这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是在党委会上决定的，他没有这个权力还给你电脑。

她还要继续解释，我说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

这很符合我党的一惯逻辑，这种事情你是不能同他们说道理的。

现在中国民主党的事情，在中国的现有法律上可能是划了一个句号，

但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步伐不会因此而停止，并且会随着社会的

发展继续进行下去。从这次民主党申请运动来看，反映了开放党禁是海内

外众心所向的，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力量也必是不可阻挡的。

1998 年 10 月 8 日于山东潍坊

中国民主党九个筹委会关于中国政府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联合声明

在人类社会又一个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曙光里，当人权的普遍原则在国

际主流社会正式确认后的第三十三个周年里，10 月 5 日，我们看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政府，终于向历史的正确

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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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公约》）140 个缔约国后的又一个缔约国。尽管这一签署姗姗来迟，

但与中国执政当局过去长期对人权概念深拒固绝，对人权问题讳莫如深，

将人权克减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做法相比，这次签署无疑是一个进步。据

此，善良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行使将有

法可循。这是国内有识之士和国际民主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

与理性的一次胜利，对中国政府签署《公约》，承认并接受国际人权的普

遍原则的这一做法，我们表示支持与欢迎。

但是，仅仅签署《公约》这一行为，并不足以表明中国人权状况就能

得到明显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结社、集会、示威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实际上，中国人民却从未真正

享受过这些自由和权利，事先审查和批准制度基本上剥夺了民众这一权利，

至今我们尚未闻知有任何一起有关行使上述权利的申请得到过当局的批准。

相反，许多试图行使上述权利的公民不断被关押、劳教和判刑，许多人至

今仍未获释。因此，仅仅靠签署一部良好的公约和法律是不够的，要使人

权的概念得到贯彻执行，必须要有全国各阶层对该《公约》内容的一致认

同，特别是当局对其精神的充分领会自觉遵守，同时必须要有充分有效的

监督力量，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勇敢抗争。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

权利，是人类经过长期的磨难，专门为了对付专制政体普遍存在的侵权行

为而提炼出的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可以想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使人权的普遍原则得到充分的遵守并不会一帆风顺。借此国际人

权公约签署之际，依照联合国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的《世界人权

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各项内容，我们在此向中国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提出以下的政治主张：

一、依照《公约》第八条第二款：“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第三

款：“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要求政府废除由执法机

关单独可以作出决定的劳教制度。二、依照《公约》第十九条第一款：

“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持不

同政见者。依照该条第二款：“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

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

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要求当局废除新闻出版的事先审查和准许制度，开放报禁。

三、依照《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

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要求当局废除对结

社的事先准许制度，政府只有登记、统计与服务的职能。

人权的普遍原则并无种族、国别之分，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尊严和权

利，我们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盘剥、克减人权的各项原则和内容。以特殊

国情为借口侵犯人权，只是为了维护专制执政当局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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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号召全国上下各阶层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有志之士，为实

现我国宪法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民主国家的法理精神，共同推动

实现国家各级政府领导人、立法机关代表的全民直接选举制度和各级法院

法官的间接选举制度，还政于民，使国家的政治权力真正来自于地方，来

自于基层，来自于广大的民众，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和繁荣。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备委员会

东三省（黑、吉、辽）筹备委员会

湖北筹备委员会

山东筹备委员会

上海筹备委员会

浙江筹备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

（以上按拼音字母排列）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

10 月 11 日

纪念民主墙运动 20 周年徐文立和秦永敏求当局释放仍被关押的民主

斗士

(北京十一日美联电)一个民运团体报导，两名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十

一日在纪念北京民主墙运动届满二十周年之际，呼吁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

力求中共当局释放目前被关押的民主斗士。

设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曾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

九年在北京鼎力发表民主言论的徐文立和秦永敏，在流亡海外的中国大陆

异议人士今天在纽约举行的一项纪念会中播放的电话录音谈话中，作上述

呼吁。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贵阳异见人士

黄翔等四人，率先在北京贴出反专制、反独裁的大字报，为民主墙运动揭

开序幕，至一九八○年四月，无数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长安街与西单街

交汇处一百米长的西单墙上，贴出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大字报，许多

知名的民运刊物也因此应运而生。

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力倡自由、民主与人权。

秦永敏昨日对本报表示：「藉此民主墙二十周年纪念会，需要指出的

是，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究其实质，它主要还是场耗时费力的建设事业，

因为民主人权成为社会生活现实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使它成为所有中国人

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

魏京生和民主墙运动其他作者大都因该次运动被捕。民主墙运动於一

九七九年遭镇压。魏京生在被捕後的十八年间，除六个月之外，都身系囹

圄，直到去年十一月获释後流亡海外。



201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十二名曾参与民主墙运动的异议人士

分别在一九八九年与今年之间被捕，他们目前仍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

拘留所。

为纪念廿年前民主墙运动开展中国大陆民运史里程碑，由海内外民运

人士今天上午共同举办的「民主墙运动廿周年纪念大会」，回顾自七八年

第一张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到八二年海外「中国之春」创刊的民运历史，总

结经验教训，并研讨新形势下的海内外民运策略。

主办单位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暨中国民主正义党联合信息中心

指出，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贵阳异议人士黄翔等四人今天率先在北京贴

出「反专制、反独裁」大字报，为民主墙运动揭开序幕，也是大陆民运史

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九七九年四月，无数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长安街与西单街一百米长

的西单墙上，贴出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大字报，许多知名的民运刊物

也因此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

「人民之声」、「启蒙社」等，对之後廿年大陆政改发生重要影响。

当时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一度曾为了夺权的需要，支持民主墙运动，但

当运动发展到组织化阶段，威胁到中共的极权统治时，邓小平又残酷地镇

压了那次的民主墙运动，大批民运人士被捕入狱。

一九八一年民运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民运人士大批流亡出国，民运人

士开始在海外发展民主运动，延续了民运的薪火，如今七九和八九两代民

运人士在海外组成了一个更坚强的民主运动网。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民主亚洲基金会」、「北京之春」

杂志和「中国之春」杂志共同联合主办的「七九民运暨民主墙运动廿周年

纪念大会」，今天将在纽约喜来登饭店举行，黄翔与其它流亡海外的民运

人士包括王希哲、傅申奇、刘青、王军涛等曾因张贴大字报而被捕入狱被

判重刑者，以及民运先驱魏京生、王若望、王希哲、赵鑫、刘国凯、徐水

良、胡平、刘青、刘士贤等均受邀与会。

十二名曾参与民主墙运动的异议人士，是分别在一九八九年与今年之

间被捕，他们目前仍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拘留所，分别是孙维邦、张

京生、刘京生、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刘念春、王明、杨勤恒、

范一平、陈增祥。

10 月 12 日

山东组党人士谢万军的妻子被株连开除教职

(香港十二日电) 大陆异议人士谢万军一个月前申请组织「中国民主

党」山东省筹委会，现在他的妻子于显杰受到株连而丧失工作。山东省东

平县教育局负责人今天下午找于显杰谈话，宣布开除她在县实验中学的教

职，工资发放到十月叁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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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晚发布消息说，开除于显

杰公职的理由是，因谢万军原在东平县政府科技开发办公室工作，一九九

二年她才能调入东平县实验中学，而谢现已离职且长期从事反政府活动，

所以不允许她再在县内担任教职。

消息说，于显杰一九九二年自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就分派到东平县实

验中学任英语教师，拥有正式教师和国家干部资格及东平县户口。她的工

作并非因为谢万军的关系，现当局以上述理由开除她的教职，实在荒谬。

据谢万军表示，他与另一名异议人士刘连军九月十一日向山东省民政

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备委员会後，于显杰即被二十四小时

跟踪。

他说，公安今天切断了他家的供电电源，并派出叁十名公安分叁班二

十四小时在他家对面叁间房监视他。

谢、刘两人递交组党申请时，山东省民政厅官员曾接待他们并要求补

充四项资料，但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离开中国大陆後，谢万军

即於九月二十一日起被扣留了十五天。据他透露，在拘留期间公安曾力劝

他出国，被他拒绝。十月七日他刚获释，当局马上通知他要收回住房。

叁十一岁的谢万军曾於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任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临时

总指挥，九六年曾在深圳发起保钓运动。

自十月五日中共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以来，公安在北京、

湖南、福建、河南、辽宁、山东等省市先後拘留或传讯了十叁名异议人士，

现已全部释放，但仍未放松以其它形式找麻烦。

10 月 14 日

王有才：如何组建全国性公开反对党？

存在公开在野党、反对党既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前提，也是权力制衡、

分权机制的前提。如何在一党专制的环境里生长出一些全国性的公开反对

党是民运实践需要探索的一个方面。

在中国，自从“人权”两字可公开讨论以来，它就以不可遏制的力量

顽强地向整个社会的各个层次发展，虽然侵犯人权案例屡屡发生，但其不

正义性、落後和野蛮、专制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国内公众的

强烈谴责，同时，由於当局自身所作出的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承诺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使得通

过公开的，以法律程序组建反对党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空间，虽然肯定还

会不断地受到打压，但其生命力是阻止不了的，因为当局所作出的承诺

（签署公约）与其所采取的方式（侵犯人权）是互相矛盾的，是会令其自

身非常尴尬的。

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很显然，由於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理念传

遍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专制国家受到这一潮流的推动和冲击，专制体制摇

摇欲坠，甚至分崩瓦解，这一点一些明智的中共开明人士也是非常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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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会不断受到民意的质疑：越来越多的

年青人接受了人类更为基本的价值理念，那种一党统治的现状以及“四项

基本原则”除了其自身不具有民意性和逻辑性（公共机构的权力来自於该

公共机构所提供服务的公众）外，年轻一代的思维重构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随着接受现代宪政理论的年轻人的成长，那种僵硬的“上一代人”的理论

就不断受到年轻人的抵制和排斥，即使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大多数因

利益或环境所限作出的选择）亦多半抛弃了其自身的理论，正如在知识分

子成堆的环境中，一些共产党员在重新作出自己的身份定位（举一个例子，

在一些圈子里，已有不少人认为，诚实、正直与共产党员不可能三位一体

了）。

另一方面，由於专制体制主要是为了保住自身的利益，而随着经济结

构的变更和社会上带有暴力倾向的秘密社团的产生、存在，使得他们更大

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挑战。这一直接压力亦给公开、和平、理性的社团（即

使是政治社团，例如反对党）有了可选择和操作的生存空间。

既然有了相对存在的生存空间，那如何组建全国性的反对党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为什么要组织全国性反对

党？这一问题对於几乎所有人来说，答案都是非常明确的：反对党或在野

党是现代宪政民主的重要标志，也是权力制衡、分权机制的前题。但我为

什么还要提出这一问题呢？对於当今中国，由於共产党在前数十年把所有

的公共权力（甚至极大多数非公共权力）都完全收归囊中，民众甚至在很

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权利的概念，现在，回归权利意识进程变得极为重要。

在反对党的发展成长过程中，其他公共空间和组织更应大量增长。这一方

面固然有多样化选择律使然，更由於中共原来的极权使得民众对其抱怨甚

深，一旦恐惧和愚弄撤去之後，公众会发现原来共产党居然做了这么多触

目惊心的坏事。社会有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动荡。同时中国大陆民众

文化程度偏低，加之文化大革命与六四惨案都是全局性的社会事件，假若

社会无平衡力量，发生的变化有可能甚於苏联的结果。为了避免这样过於

激烈的事件发生，中国现阶段在反对党的发展过程中，其他公开的社会团

体和组织应该积极发展、积极成长，这非常有利於中国社会的积极变革。

在上述各种情况互相发展的过程中，反对党可采取以下步骤：

１、各地（省、市）筹组各地筹委会，然後向各地当局（一般是

民政厅）申请登记注册，组建当地委员会，一般情况下不会被批准。

２、各地筹委会互相联系，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商议如何进行

有效发展。

３、各地筹委会自身在本地范围内通过交友等方式联系筹委会成

员，当达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向当局（公安，国安）申请集会

（规定确定的人员和数量），选举产生各地委员会，（由於按法律程序进

行，批准与不批准对当局来说都是很难的）。

４、在已有许多地方委员会（甚至筹委会）存在的条件下筹组全

国委员会，其筹委会成员一般由各地选派代表参加，同时，其他人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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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个体户”，愿意参加该全国性筹组运作，可予以支持并共同筹组全

国委员会。

５、一俟全国筹委会成立，全国性的反对党就出现了，可通过申

请集会选举全国委员会。

６、全国性的反对党成立之後，一方面积极发展壮大，另一方面

可不断地参与政治运作，如监督、制约、竞选人大代表等。

７、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一俟全国性反对党存在，也可通过司法

途径使其合法化。（这一过程可能要一段时间，我们正在进行磨合，使得

其他省市能够跟上）。

这些步骤的实现也许要较长时间，有些可能要通过非常艰苦的努

力、奋斗和牺牲才能实现。

10 月 15 日

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刘贤斌等申请注册遭到无理拒绝并全程录象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十五日消息）继浙江、山东、湖北等省民主人士

分别向省府有关方面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筹委会不成之後，今天四川省刘

贤斌、佘万宝及黄晓敏等叁名异议人士，向四川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登记

注册中国民主党四川委员会，但遭社团管理处一名文姓处长拒绝了申请。

据香港和台湾媒体引述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今天上午十点，文处

长表示，政党不属於「社团」的范围，因此不能接纳他们的申请。

但当这叁名异议人士质问，哪个部门可以申请「政党」注册时，这名

官员仅表示不知道。

本刊记者跟据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从四川成都获得的消息称，中国

民主党四川省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委托代表于十月十五日前往四川省

民政厅登记注册。

中国民主党四川省筹委会三位申请登记的代表是刘贤斌、佘万宝、黄

晓敏。四川省民政厅社团登记处文处长及两位文员接待了他们。当注册人

递交申请登记的文件后，文处长回答说，四川省民政厅不受理政党申请登

记，只受理文艺、体育等方面社团的申请登记。刘贤斌等问道：“中国共

产党及现有的八个所谓‘民主党派’向谁登记了？”文处长说，对此他无

可奉告。会见全程被中共官方录象，过程平和。

民主党四川省筹委会的注册文件称，鉴于多党制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

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已得到实现，并已证明是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和社会发展的良好制度；鉴于结社组党乃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鉴于中国政府最近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鉴于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用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四川省部分

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公民，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决定提

出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四川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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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四川省筹委会的三位公开的注册人分别是刘贤斌、佘万宝、

黄晓敏。刘贤斌为四川遂宁市人，三十岁。原为中国人民大学八七级学生。

积极参与北京八九学运。后被捕，被中共关于秦城监狱达三年之久。刘现

为自由职业者。佘万宝今年四十岁。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曾任银行分行

副行长、信用联社主任等职。积极投入八九民运。北京发生六四大屠杀后，

在四川组织抗议活动，写了专文谴责中共屠杀，发表于香港。后被捕，被

非法关押三年。现为自由职业。黄晓敏现年三十六岁，为八九民运积极参

与者。现任职于成都市百盛有限公司。黄晓敏近年活跃于民运界，先后攥

写了多篇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

海外媒体引述资深民运人士王炳章博士的话说，中国民主党四川省筹

委会是中共签署联合国公约后第一个提出申请的地方政党组织，对测试中

共签约的诚意有现实意义。

另一个著名的海外民运人士王希哲指出，中国大陆民间组党的活动已

经难以扼制，又有几个省市的民运人士正在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地方组织。

王希哲敦促中共对中国公民组织反对党的行动采取正面回应态度，落实联

合国公约的精神。王希哲强调，如果和平理性的民主诉求受到无理迫害，

中共将逼迫人民选择暴力革命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

自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浙江省异议人士王有才等人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

浙江筹备委员会以後，大陆已有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京、上海、四川九省市申请组党。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结束访问大陆行程後，这批申请成立

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士，已先後有十叁人遭拘留，然而这并未阻挡四川叁

名异议人士组党的决心。

程凡等十叁个省市 70 异议人士联署反迫害反株连

[驻纽约特派记者阮玫芬专电]中国大陆十叁个省市七十名异议人士联

名发表公开信，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中共确实保证实施十月五日

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保障基本人权，停止迫

害山东组党人士谢万军及辽宁异议人士杨春光及其家属。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抵纽约的消息指出，公开信是

由浙江异议人士程凡发起，并由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上海、四川、

重庆、湖北、湖南、山东、河南、郏西、与浙江等十叁个省市的七十名异

议人士共同联署，包括中国民主党成员王有才、徐文立、任畹町与秦永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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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匿名文章：如何在国内建立反对党？

中国之所以现在还不能实现民主，最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尚

不懂什麽叫民主和为什麽要民主。而老百姓之所以会这样，和共产党实行

未日统治，闭塞人民的视听，强堵民声有关。

自从理解到民主真义那天起，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向周围的同学、

朋友们灌输自由民主的思想，与之讨论甚至争论的人中从普通百姓到政府

官员，军队、警察、大学生都有，然後我发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可能是

久已脱离祖国的海外民主人士所忽视的，在此提出供大家参考，共思解决

的办法。

首先是中国人现今对政治漠不关心，一谈及和政治有关的话题就避开，

大家最关心的是钱。为此我常常和人谈经济，由于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割

的，所以最後绕来绕去总会说到政治上面来。照共产党的理论，"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政治也是其中之一)总会制约它的继续发

展而爆发冲突;**社会要进步*而统治阶级要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要阻止

社会的发展*革命者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建立新政权！"这些是在中国长大的

人所熟知的纯共产党言论，讲起来不用太多解释就人人皆知(当然不包括

文盲)。可笑的是共产党理论中的每一句话似乎现在都可以用在它自己身

上，回敬给它自己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纯共产理论中(如辨证唯物主义)有不少真理存在，而这些真理和共产

党实际的所做所为尖锐对立，利用这些中国人熟知并奉为真理的理论攻击

同样把它当作圣旨的共产党自己，有意想不到的较果。

有一次我和空军高炮学院的军官们进餐(他们是我朋友过去的教官)，

席间喝多了几杯，不知怎地就谈起了民主政治的问题。瞬时间，我变作众

矢之的，形成舌战群儒的场面。其间我大谈民主和自由对国家和经济的好

处，所用来驳斥他们的论点，百分之九十都是共产党本身的理论，"执其

手而批其颊"(拿他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在坐的多数是老共产党员，他

们既不肯也不敢当众放弃自己的理论，又不能说我用来批评他们的、他们

自己的党理论是错的，于是陷入两难的尴尬中，只好拚命劝酒，顾左右而

言他。

有趣的是席散後，一位年轻的军官拉著我到一边偷偷地说，他对我的

观点很赞同，希望和我保持联系。可惜我当时喝得糊里糊涂，没留下联系

方法，事後问女友要他的电话，但女友对我热衷政治这点颇为恐惧，不肯

提供。而另一位和我争吵得最为激烈的年长一些的军官则告诉我:"我们也

知道民主是好的，我们国家最终也是要实现民主的，但现在*不要以为我

们是党棍，如今的事大家心里都清楚，对吧？"

这件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一、在政府和军队中，头脑清醒的人并不在少数。特别是高级官员对

党和中央的言谈更是在心里偷笑，他们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就是其内心鄙

视中央的外在表现。因为他们实在比一般百姓知道太多的内幕和黑暗面。



207

不过，由于这些人都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年纪，所以想劝他们放弃既

得利益去反对专制政权有很大的困难。要他们对革命抱同情态度、暗中帮

助倒是不成问题的。

二、年轻有头脑而没有太高地位的人最不安于现状，他们最可能在一

名领袖的带动下对专制政权采取行动，甚至是暴力行动！

其次，中国的老百姓早已对政府不满，甚至痛恨，但却不知道原因和

解决的办法。比如司机们痛恨交通警察，小商贩痛恨工商税务局，上了年

纪的人痛恨文革。并不是说警察不应罚款、税务局不该收税、文化不该革

命，而是因为他们乱罚款，乱收税，乱革命。每每说起周围的事，每个人

都气愤难平，但几乎没有人去问:"为什麽会发生这种事？怎样避免现在和

将来再发生这种事？

一位退休的老教师，每次见到我都滔不绝地说地他在文革中如何遭到

迫害，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但每当我问他为什麽会发生这种事？为什麽

只有中国、德国才会有毛泽东和希特勒，才有文革和纳粹？美国英国法国

为何没有？可不可能有？中国将来会不会出现第二个毛泽东？来第二次文

革？他就默然无语了。

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是中国一再发生悲剧的根源！

所以，我觉得，唤醒人民，已成了民主志士的第一要务！要唤醒人民，

不应只是再限于作作文章，做做宣传了。真正有志于国家自由民主富强的

人们，应该组织起来，深入中国每一个角落，象当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共

产党一样，为老百姓服务，代表人民向政府争取他们应得的权益，并在这

过程中告诉人民，政府为何敢如此蛮不讲理、欺压百姓，引导人民产生自

由民主的思想，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地去推翻专制，使国家迈向民主自由

富强之路！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海内外民主人士应在国内组成一个反对党

(也许是地下的，可以叫做"人民援助基金会"之类名称)，这个党内应有各

方面的专业人士，在保障他们的生活来源和活动经费後(这需要一些资助)，

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主要是和政府有冲突的问题(这

需要一个情报网，及时知道出事地点)。

例一:某地官员仗势欺人，比方说打死(伤)平民却逍遥法外或不合理

地轻判，这时党(反对党)应派法律专家专程前往，利用强大的组织为民伸

冤，并在此过程中教育当地人民:只有一个民主政府才可能永久地解决这

种不公平的现象，鼓励人民争取平等权利。若通过法律途径不能解决，则

可利用群情激奋的人民，扩大事态，惊动中央，轰动全国，造成极大的影

响，打出(反对)党的旗号！

例二:某地政府为讨好中央或为自身利益向，农民乱摊派，激起民愤

时，党应立即派员前往当地领导人民进行有组织的抗税斗争。事情解决後

应和人民保持联系，随时提供指导(说到这里我很担心一些民运人士的素

质)。

我相信，以上这些事，才是中国当今最需要的，最实际的工作。对促

进政府改革或最後推翻不肯顺应历史潮流的反动政府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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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之初，最好以民间互助组织，类似慈善机构的方式出现，避免和

政府发生对抗，甚至一定程度上要取得政府支持(即使是假意地争取一下

也好)。当影响日益扩大，政治行动才日益增强。

当党渐渐扩大後，要小心自身内部出现和共产党一样的腐败现象。所

以初具规模後，应在我党内部首先象治国一样试行民主制，在取代共产党

之前先从自身取得经验，以便一但接手政权，就顺利开展改革和各项工作，

令国家少受磨难。如果我们自身也不能避免重蹈共产党覆辙，那我们的存

在还有什麽意义呢？？

成立和中央政府一样的机构，其目的在于研究中央各部的工作缺陷并

加以批评。比如交通部，专门揭露政府交通部的黑暗面和措施不当的地方，

帮助和交通部门有冲突的老百姓打官司，投诉，在报纸电视上发表声明。

为避免老百姓过多依懒我们而造成经费紧张，一般小案件可采取对半付费

办法，对极有可能轰动全国的大案，则一手包办！也尽可能向政府提出善

意的批评，责其改正，做出政府耳目的形象，而免遭查禁。各部应分开运

营，暗中统一指挥，以免一部出事，全部遭封查。

在对外传方面，公开的宣传(通过媒体)要隐晦，用政府认可的语言和

理论批评现实(如前所述，用共产党理论批评他们自己其实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不要太多地空谈理论(对知识份子可以多谈理论)，要从实际的、

老百姓最关心的事例出发，引出政治话题，让人民知道，只有进行政治改

革，才能永久解决一些不良现象。隐蔽的宣传要相对大胆。

另外，发展过程中，不要忘记取得一些有道德有才干，富于正义感，

爱国的政府官员的帮助并吸收他们加入。

最後要提醒大家一点是，当中国渐渐强大之後，要甩开原来大力支持

中国民主运动的某些国家，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真正希望别国强于自己

的，他们的支持往往有各种目的，当利用了它好的一面後，它开始起坏的

作用时，就要慎地避开它！

作者署名：城市隐者(南方某地)

共产党四十九年 9 月 22 日

10 月 16 日

湘江评论：领袖哲学可以休也！——评作为人治的邓小平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

表示要高举这面旗帜进入 21 世纪。作为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对这种

逆进步的民主、法制的历史大潮而动，继续宣扬“人治”思想的华国锋式

的做法，除了感到深深的悲哀，还有责任表达“不同的声音”，尽管这种

声音很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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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党派别，

（西方的共产党如法共、意共、西共等例外）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

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还加上了列宁主义。有一段时期

斯大林主义也叫得很响。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思想又成为中国乃至不

少第三世界丛林里打游击的信徒们的“指路明灯”。邓小平去世后，因其

反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之道而大力提倡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邓小平理论又

顺理成章地载入共产党的党章里。

马克思恩格斯因其丰富的理论著述，在哲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

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都有非凡的建树，成为黑格尔之后影响当代世界

的主要思想家，作为“主义”而载入人类思想史是当之无愧的。然而自列

宁起，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似乎也一个个学富五车，被其同时代的“理

论家”们包装成一个个“主义”、“思想”“理论”，如果柏拉图在世看

到此种情形，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欢呼他的“哲学王”的理想国已经在东方

的中国实现。据闻有好事者向江泽民主席献媚要提出“江泽民论述”而从

理论上确立江核心的权威，但被江泽民主席嗤之以鼻。如果真的提出了

“江泽民论述”，那么，继“主义”而“思想”而“理论”而“论述”，

逻辑上看真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下坡路，这不是应了鲁迅笔下

的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毛泽东当年被捧上神坛，“一

句顶一万句”，全国一片宝书的红色海洋，就曾对“亲密战友”江青感叹

道：“盛名之下，其实难负。”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文件、决议，

是当时的领导集体的成果，自己“一个字也没有写”。看得出来，领袖们

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只是领袖们生前并没有从制度上根除这种非实事求

是的做法，使自己成为后继者进行人治的理论宣传的牺牲品，也浪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当然，也解决了大批“理论家”们的就业问题。

这种做法的愚蠢显而易见，首先如前文所述，逻辑上共产党的理论似

乎江河日下，越来越“肤浅”了。同时，这种以领袖理论代替社会科学界

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从根本上窒息了学术的繁荣。本世纪西方社会科学领

域是人才辈出，主义迭起，而中国的理论上空仅仅笼罩着马克思主义的光

环，没有出现过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家。这种理论的贫困必然会引起西方

思潮的强势涌入，而中国的学人也只有紧紧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做一

个注“洋经”的现代学究混口饭吃。

撇开理论学术不谈，更重要的是人治的封建阴魂，借着“领袖理论”

的现代衣钵久久不能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使得本世纪初孙中山、毛泽

东们所倡导的民主、宪政等西方进步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在中国的施行仍

然名不副实，举步维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现在正在从事

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讲话传开后，全国人民便被组织

起来学习邓小平讲话。笔者当时正在某高校攻读研究生，也不可能不参加

政治学习，并发表自己对讲话的重大意义的认识。但人云亦云后，笔者还

是忍不住提出了一个让在座者皆“顾左右而不言”的问题：“邓小平讲话

这件事本身，从另一方面却暴露了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缺点：为什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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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已经退休的老人说一番话，就可以改变国家的政策？如果邓小平不在了，

没有他的讲话，难道中国就会终止改革开放的政策，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

反对'和平演变'吗？”六年过去了，人们对邓小平讲话所体现的问题的另

一方面，即中国“人治”的弊端，仍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

反观美国，建国以来已有数十位总统，然而以总统命名的“主义”、

“思想”、“理论”并不多见，而思想界却异常繁荣活跃。美国的政策并

没有因“领袖哲学”的缺乏而朝令夕改。相反，因为制定了合理的法治制

度，历届总统只是按照法律进行国家的管理，使得美国成为当今时代法治

的典型。马克思主义及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是提倡民主、法治的，共产党国

家的领袖和各级干部，理论上都是人民的“公仆”，是执行人民委托的任

务，为人民服务的。然而理论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却大大地走了样。当初

反右时，一个仅十几岁的青年，就童言无忌地指出共产党执政后违背民主、

法治，走上“人治”道路，进行封建宣传的一件小事：《国际歌》里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东方红》里又唱“他是我们大救星”，

岂不互相矛盾？然而，正如因抽屉文学并通过手抄本形式而出名的北大研

究生徐杰所言：“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

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这位少年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小

右派。

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在北大人朵生春著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一书作

序中说到自己的三个“30 年”的想法，即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即将成立，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个“30

年”；从 1949 年到 1978 年，是第二个“30 年”，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

就，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 1979 年到下个世纪的

2008 年的第三个“30 年”，是中国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到那时，我国也

将产生一部新宪法。在第一个“30 年”里，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的大旗，

团结了一切进步的力量，推翻了腐败的南京政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

利；在第二个“30 年”里，因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国人民意气

风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推翻宪法，大搞封

建迷信和人治，宣传“领袖哲学”，使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当代皇帝，

中国又陷入了沉重的灾难中不能自拔；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个“30 年”

的关键时刻，面临着新世纪的曙光，也背负着旧传统的包袱，能否彻底地

抛弃人治思想，坚决地走上法治建国的道路，是中国能否达到于光远先生

所预言的目标的关键。

中国需要一部具有神圣权威，体现全体国民意志的宪法，中国需要能

够体现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下一个世纪的灿烂

曙光里自豪地崛起于东方古老的土地。

作为人治的领袖哲学可以休也。

《湘江评论》社 社论

1998 年 10 月 15 日

（备注：该社论执笔：郑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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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彭 明：对当前政治宽松形势的评价

一、 最近三个月的政治动向

6 月 25 日，王有才等人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浙

江分部，遭到当局拘捕。此一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要求释放

被捕人士；有人愿意义务提供法律辩护，有人愿意陪同被捕人士蹲监。中

共当局将所拘捕的人士陆续释放，并最后释放了王有才本人。

9 月中旬，山东、湖北两地有人提出同样的注册申请，却受到当地民

政部门的接待，并表示可以考虑其申请（要求具备四项条件：①5 万元的

注册资金；②正式的办公地点；③呈报《章程》；④50 个以上发起人签

名及领导机构人员名单和简历）。

随后几天，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的异议人士到当地民政部门申请注

册民主党分支机构，又纷纷遭到当局的拘传或拘捕。

此外，在联合国人权专员于 9 月中旬在京期间，有人试图向人权专员

当面递交一份有关人权问题的文件，当场被公安人员拘禁。

对于上述政治动向，海外媒体认为是一种收紧的态势；而我们认为，

这实质上仍然还是一种宽松的态势。

二、对当前政治宽松形势的分析与评价

1、王有才等人被捕后所引发的海内外强烈反响，不能不引起中共领

导人的严重关注与认真思考——是一味高压好还是策略一些好？作为有理

智的政治家，显然应当选择后者。正是出于中共领导人的理性思维，才有

山东、湖北申请组党者所受到的接待。倘若没有中央某种形式的认可，山

东、湖北的民政部门是绝无可能自行其是的。

2、山东和湖北的民政部门答应考虑异议人士的组党申请，是不是意

味着很快批准其申请呢？完全不是。这显然是一种姿态。这样做，既可缓

解与异议人士之间的矛盾，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又可借一些技术性问题

拖延时间，避免实际兑现其承诺。因为，当局所提出的四项条件，看起来

并不苛刻，实际上却是难以办到，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详细的分析，

于此从略）。但无论如何，能有这样的姿态，毕竟是破天荒的一大进步。

3、因当局的缓和姿态而随后跟进的北京、上海等诸多城市的效仿者，

遭到拘传或拘捕。这是否说明当局又改而“关门”了呢？我们认为，对此

应作些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地说个是与非。

第一， 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政治经济中心，当局还难免有所顾忌，

因而暂时未能如山东、湖北那样“客气”地予以接待，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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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局对某些城市异议人士的拘捕，并非以申请组党为由，而是

另找了一些理由，说明当局并不愿意正面地“关门”了事。

第三， 诸多城市的急忙跟进，使当局感到相当大的压力，因而不得

不对此势头加以遏阻。这就象一个人刚刚迈出一大步，需要喘口气、定定

神。在这种时刻，如果急急忙忙地催促其前行，便难免引起一些反感了。

4、 至于有人试图向联合国人权专员当面递交文书而遭拘禁，我们认

为，这绝非中共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本人的旨意，而纯属安全保卫人员之

所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从中国人的“面子文化”上进行理解。中国人是

很讲面子的，是主张“内外有别”的。作为中国人，无论有多大的分歧，

关起门来总是一家；向联合国专员递交文书，等于当着“外人”的面给当

局一个难堪，“面子”上实在过不去，采取一点过激行动是很自然的。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中共当局并不想让宽松的形势发生逆转，但也不

能指望其一往无前地大步迈进。会有曲折与坎坷，但总的政治形势是朝向

宽松方面发展的。为了维护这种发展态势，民间要照顾到当局的台上面子，

当局也要考虑到民间的活动空间，彼此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共同推

动民主政治的逐步形成。

三、 开放党禁，对当局也是好事一桩

长期以来，当局和民间都存在一种误解，即认为开放党禁只对民间有

利而对当局有害。由于这种误解既普遍又深厚，彼此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形

成了对立乃至对抗的心理。这实在是荒唐而又可悲的，我们可从如下几个

方面认清开放党禁对当局的益处。

1、 从国际趋势看。

民主与法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大陆由于至

今没有开放党禁，在外交工作中往往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若能逐步开放

党禁，表现出开明的风度，就能变被动为主动，不仅能很好地融入国际社

会，而且能大大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大大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2、 从中共领导人的愿望看。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总是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的。中共现任领导人，

都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型、智慧型人才，更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开放党禁，

共相争鸣，集思广益，察纳雅言，可收“兼听则明”之效，必将有利于避

免失误、建树丰功。这是完全符合现任中共领导人之心愿的。

3、 从共产党的建党学说看。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除了

人民的利益，绝无一党之私。可见，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完全在于全心全意

地为人民服务。既然开放党禁有利于群策群力，更好地为民众办事，执政

的共产党又何乐而不为呢？

4、 从社会安定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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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放党禁，不同意见得不到正常的发表，不同力量得不到正常的释放，

便必然导致流言四布、暴力蜂起。一旦开放了党禁，各党各派的运作都纳

入法制规范的轨道，只有为民众所认可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这就决定了

所有党派只能依照法制理智地从事活动。这种理智性，正是维护社会安定

的重大因素。纵然发生某种危机，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而诉诸协商，

从而克服或减弱危机的破坏性。

5、 从中共当局领导者的个人政治生涯看。

众所周知，中共的对敌斗争史同时也是党内斗争史。过去的党内斗争，

往往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甚至你死我活。这种非程序化的极端方式，如

同一柄双刃剑——自己既然可以用来对付别人，别人自然也可以用来对付

自己。这对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治家，都是不希望见到、不乐于接受的。

倘若能够开放党禁，一旦发生重大分歧，可以按照程序化、法制化的运作

方式另组新党或者加盟反对党，便有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也就有利于重振

旗鼓、东山再起，而不至于一败涂地，被压在阴山之下了。

6、从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政治主张看。

我们中国发展联合会（中发联）工作内容之一便是对当前中国的重大

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观病症，查病因，

开处方”。因此，我们强调建设性，抑制抨击性，反对破坏性。我们侧重

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备选方案，供政府参考。我们的活动，严格遵循我

们自己提出的“合法、和平、公开、谋和”的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不仅不

怕当局了解我们各方面的情况，而且真诚希望当局了解我们的思想、人格

与行为，了解得越多越细越好。我们不仅现在不构成对当局的威胁，就是

以后开放了党禁，我们仍然对当局不构成威胁。因为我们历来主张，即使

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也要充分尊重中共在历史上形成的地位，切实

保障中共及其领导阶层的权益。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以往那种“开放党禁对当局有弊无利”的认识，

纯属误解。我们相信，只要大家能够通情达理地澄清这些误解，目前这种

宽松的政治形势必将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持续、健康而迅速地发展下去。

倘如此，则国家幸甚，民众幸甚！

（本文系第 19 期时局研讨会的主题，彭明主讲，甘泉整理。）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给民主党四川省筹委会的贺信

刘贤斌、佘万宝、黄晓敏等四川的民运朋友们、同志们：

欣闻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我们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向

你们表示祝贺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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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四川也是具有民主运动历

史传统之地，今天，你们继承传统，举起了民主党的旗帜，对中国民主运

动做出了新的贡献，对四川的民运也将起推动作用。

我们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工作重点是进行美国及各民主国家的游说工

作，在台湾和国际上开展政党外交，对国内的民主党进行援助。同时，我

们也将协助国内各地方民主党组织、各地民运力量做好协调工作。

对于下一步国内各地方民主党的近期工作开展，我们建议围绕《联合

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宣传进行。中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了这个

公约，就应当有义务让全国的公民了解这个公约。中共不做这项工作，我

们民主党人就应责无旁贷地进行这一工作。包括大量复印和散发公约、举

行座谈讨论公约，使公约家喻户晓，成为全体公民争取人权和政治权利的

有力武器。如何进行，你们酌情而定。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请告之。

经过多年的努力，海内外的民运力量终于能够在一面旗帜-----民主

党的旗帜下联合运作，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让我们珍惜这一成果，

将中国民运推向组织反对党的阶段。

紧握你们的双手。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于纽约

10 月 22 日

贵州高原民运人士顶风作业，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省筹委会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 22 日专电]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从国内贵州省

获悉，中国民主党贵州省筹委会已经正式成立，并于二十一日向中国民政

部送去申请注册文件，但民政部尚未给予答复。这是继浙江、山东、辽宁、

吉林、黑龙江、湖北、北京、上海、四川之后，第十个冲击中共党禁、注

册民主党的省市。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指出，在近期内，还将有几个省市的

民运人士跟进组党，国内组党运动蔚然成风，势不可挡。

中国民主党贵州省筹委会在申请注册文件中指出，民主化已经成为不

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而结社组党乃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文件

还宣称：鉴于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接受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并于最近签署了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鉴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了中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贵州省的民运人士决定筹组中国民主党贵州省

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贵州省筹委会在注册文件中申明将尊重中国的现行法律，

承并认江泽民的国家主席地位，同时也愿意与海内外一切政党和社会团体

和平相处，互相促进。

民主党贵州省筹委会已经委托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发言人庄彦教授为其

统一的发言人。

民主党贵州省筹委会的公开负责人是曾宁和韦登中。曾宁于一九六七

年生于湖南邵阳，是八九民运的活跃人士。当时，他是贵州大学中文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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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八九民运之前，曾宁就参与了提倡民主理念的《贵州沙龙联谊会》。

北京六四大屠杀前夕，曾宁和寥双元(尚在狱中)做为贵州省学运观察员到

达北京，参与北京学运。六四屠杀后，被捕受审，并被开除学籍。九一年

草拟《中国改革纲领》，拟组《中国改革促进联盟》，再次被捕，判刑四

年。九五年出狱后不改初衷，又参与寥双元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出狱

一个月后又被逮捕，再次入狱两年。去年五月步出中共牢笼，仍继续从事

民运活动，多次参与国内政治反对派人士的签名活动。曾宁目前失业。韦

登中也生于一九六七年，贵阳人，僮族，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化学系。目

前在贵州册亨私立实验中学做教师。九三年因参加民主运动、在海外发表

鼓吹民主改革的文章，被中共逮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非法判处三

年徒刑。

曾宁、韦登中等贵州民运人士在最近组党活动中，受到中共当局多次

警告和恐吓。但他们顶住了压力，决心坚持组党。

中国民主党关于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意见

10 月 18 日，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会谈，使

95 年来中断的台海两岸关系得以重续。

我们知道两岸会谈是为谋求两岸和平交流，乃至统一的重要步骤。由

民间组织上升到政府或执政党间直接会谈，更能促成上述目标的实现，此

次会谈层级的提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值得所有华人关注，我们期待双方

最高层级的直接会谈尽早展开。目前，在大陆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台

湾执政的是中国国民党，我们看到，这次台湾由一个多党组成的代表团来

大陆会谈，这表明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在关涉台湾未来前途时是尊重

台湾民众的意愿的民主政党；而中国共产党不仅自己不容代表不同民意的

大陆反对党的存在、不容许他们参与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执意排斥民进

党参与两岸关系多层级会谈，这是一种不民主、不现实、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今后的交流中理应避免这种僵化、傲慢的态度，而取之以务实的精神使

之相符于现代政治。

我们注意到台湾方面提出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主张，我们认为这是现

实与必须的。中国要不要统一，理应尊重两岸民众的意愿，惩于历史教训，

已经没有了党禁和报禁的台湾民众自然有理由提出他们的条件以保障他们

的生存安全。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反对党，我们对和平民主也极为赞同，

理由很简单，台湾民众为获得今天的自由民主奋斗了数代，他们当然不愿

意再钻进专制与独裁的黑瓶中去；当然不愿使他们充分享受的人权克减为

猪权--生存权。

过去，两岸一直纠集在一国两制或一国两府的矛盾对抗中，难以提出

有效的和平统一方略，显然，此次由台湾方面提出的"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的主张符合国人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两岸当局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在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大业中放弃一人、一党私利，拿出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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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十几亿炎黄子孙负责的勇气来，拯我国运，壮我国风，将一个民

主、自由、富强的中国展示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

浙江筹委会

黑龙江筹委会

湖北筹委会

辽宁筹委会

吉林筹委会

山东筹委会

四川筹委会

上海筹委会

海外筹委会

1998 年 10 月 20 日

10 月 24 日

民运风雷起中原，民主党河南省筹委会宣告成立

[本刊纽约特约记者 24 日特别报道]据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从河南

获悉，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备委员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宣告成立。

注册申请书写道：组党是政治改革的需要，经济现代化不能、也不可

能代替全体公民对民主、自由理念的追求和向往，而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则

是维护这一原则的最好保障。申请书指出，专制与腐败这对孪生子严重危

害中国社会公平、正常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并导致整个社会分配的严重不

公，是引发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根源，只有民主宪政才是从制度上解决这些

弊端的根本出路。

注册申请书特别指出，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委会将遵守现行法律，但

对其中有违人权和民主制度精神的条款持保留态度。民主党河南筹委会呼

吁制定一部全新的民主新宪法。

这是中国大陆第十一个由民运人士突破党禁、提出筹组民主党的省市。

河南省筹组民主党的主要人士包括翟伟民、王冰、安宁、李宗尚、刘向光

等。翟伟民是八九学运的著名领袖，名列中共通缉的二十一名学运领袖之

中，出生于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王冰出生于六

三年元月二十一日，毕业于原安阳农大农学系。八一年即参与民主墙时期

的民运，八九六四大屠杀后，因公开反对六四屠杀被停职，后被解职。近

年活跃于民运界，多次发表文章、接受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法国国际广

播电台采访，鼓吹民主改革。安宁为六八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九二年因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被非法判刑五年。九八年八月刑满释放，立

即投入新的民运。李宗尚生于六三年十月生于山东日照，八零年长庆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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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校毕业。九零年起积极投入民运。刘向光，五二年生，曾做河南日报工

商记者，因鼓吹民主理念受到中共打压和迫害。

河南具有悠久的民运传统，地处中原，中国历来就有“若得中国、必

取中原”的说法，可见其地理、政治上的重要性。这次河南民运人士组党

阵容坚强，对其它省市跟进组党有推动作用。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发言人庄彦教授已经致电向民主党河南筹委会

表示祝贺。庄彦教授表示，中国大陆组织反对党已是大势所趋，反对党运

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旋律。

「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邮寄申请书

(记者王曼娜香港二十四日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

指出，河南异议人士王冰、梁伟民、李宗尚、安宁等四人昨天上午共同签

署了一份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备委员会申请书，并将申请书寄

给北京的中共民政部以及河南省民政厅。

「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委会在申请书中强调，组党是政治改革之所

需。经济现代化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全体公民对民主自由理念的追求和向

往。多党制的政治制度是维护这一原则的最好保障。

申请书接着指出，专制与腐败严重危害中国社会公平与正常经济秩序

的建立，并导致整个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是引发社会危机和动〖的根源，

只有民主宪政才是从制度上解决这些弊端的根本出路。

「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委会将遵守现行法律，但对有违人权和民主

制度精神的条款则持保留态度。该会并呼吁制订一部全新的民主新宪法。

申请书指出，组党是为了政治改革的需要，经济现代化不能代替公民

对民主、自由理念的追求和向往，而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则是维护此一原

则的保障。

组党申请书寄出後不久，王冰接获河南省安阳公安局的通知，要在二

十六日上午找他谈话。

十省市及海外民主党筹委会致河南民主党筹委会的贺信

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

1998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公民翟伟民、安宁、李宗尚、王冰等向河

南省民政厅递交《中国民主党河南省委员会注册申请书》，并同时宣告：

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成立，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河南人民是勇敢的人民，面对残暴的桀纣，喊出过"时日曷丧，予偕

汝皆亡"的铮铮誓词；河南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在五十年代末的人祸中，

宁愿饿死也不愿造反，留下绵绵无尽的长恨。河南人民深深感受到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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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渴望变革，渴望进步，留下"奚我后，后来其

苏"的名言。如今集人类惨痛教训，经联合国于 1996 年 12 月通过的《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透过重重冰障，终于为我国政府所签署承认

的时候，"人权"不再是河图洛书，对于我国每一个公民将实实在在地维护

他们的固有权利。但是，对于如何落实《公约》各条款，需要大家有效的

监督奉行。自六月来，为实现宪政民主，为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中国民

主党各地筹委会相继成立，我们相信，本着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践行中

国民主党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宗旨，我们必将大大地促进中国大陆

的民主化进程，根除各类社会弊端，医治痼疾顽症，使我国健康地步入国

际民主主流社会，而我们将在与执政党的良性互动中，取得双胜双赢的格

局。我们每一个民主党人都深具历史使命感，都努力追求着人类的光明未

来，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许多年，我们相信，正义必胜。

中国民主党 北京筹委会 贵州筹委会

黑龙江筹委会 湖北筹委会

辽宁筹委会 吉林筹委会

山东筹委会 上海筹委会

浙江筹委会 四川筹委会

海外筹委会 1998 年 10 月 24

10 月 25 日

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成员李宗尚被捕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五日专电) 中国大陆「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

委会成员李宗尚，二十四日赴山东省潍坊市异议人士刘连军家中探访时被

公安人员带走，目前下落不明。

10 月 24 日上午，河南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组党人士李宗尚在山东民主

党筹备人员刘连军家中被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由于刘的家中电话长期被

公安监听，李宗尚在到达山东潍坊时给刘连军家中打了电话，公安人员闻

讯而至，强行将李宗尚从刘连军家中带走。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中国民

主党」河南省筹委会二十五日发表声明，指责中共当局拘捕李宗尚是打压

组党活动。

此外，二十叁日参与签署「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委会申请登记的异

议人士王冰，已於当天接到安阳公安局的传讯通知，要他二十六日到公安

局接受讯问。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另批露，长春异议人士冷万宝於二十叁日

下午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目前尚未获释。冷万宝是「中国民主党」吉

林省筹委会的成员。大陆异议人士相信他被公安拘留与组党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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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

大陆各地异议人士准备反抗东平县当局开除谢万军的太太之公职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中国民

主党」河南省筹委会二十五日发表声明，指责中共当局拘捕李宗尚是打压

组党活动。

「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委会於二十三日宣布成立，并向河南省「民

政厅」及中共「民政部」申请登记，主要成员除李宗尚之外，还有翟伟民、

王冰、安宁、刘向光等。

现年三十五岁的李宗尚出生於山东日照，一九八０从长庆石油技术学

校毕业，一九九零年起才积极投入民运活动。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另披露，「中国民主党」吉林省筹委会成

员冷万宝自二十三日晚被公安人员带走後，迄今亦下落不明。

此外，山东东平县公安当局於二十四日与二十五日两天，传讯「中国

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员谢万军三次，要他十一月一日之前搬出住所。

中国大陆各地异议人士对东平县当局开除谢万军的太太之公职，并勒

令他们搬出住所咸感气愤，多人表示将於二十七日赴东平县声援谢万军，

引起公安当局紧张，已在谢万军家附近部署四十多名警力戒备。

徐文立等赶赴山东 异见者声援谢万军

【明报专讯】北京着名异见人士徐文立今日将驱车前往山东东平县，

声援因筹组「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而被当局迫害的山东异见人士谢万

军。各地的大批民运人士也准备同日赴山东东平。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申请人谢万军上个月遭到山东当局的无理

拘捕，关押十五天，并切断了他家的电话。谢万军获释回家後，公安又二

十四小时监控谢万军，连在中学任教的妻子亦不能幸免。当局甚至逼迫他

十一月一日前搬出住房，并唆使教育局辞退了谢万军的妻子于显杰，还在

十月十二日掐断了他家的供电。

徐文立十月十六日声明将前往山东东平声援谢万军，北京市公安局十

九日约见了徐文立，表示向上级转达徐文立的意见，恢复谢万军妻子的教

师工作，确保谢万军一家有屋居住，不致流落街头。

但是，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北京公安局再次到徐文立家中，表示不希

望徐文立去山东。徐文立则坚持於今日上午十点从北京驱车出发，前往山

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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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体：2002 年前大陆不会解除党禁

【时报香港二十六日电】此间报纸引述北京消息指出，中共总书记

江泽民无意在公元两千零二年的十六大前，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因此，

他将不会同意反对党成立，最多只让八个附庸政党多一点意见表达的机会。

南华早报报导，大陆十多个省市的异议分子串联组党一事，已经引起

江泽民办公室警觉；虽然九七年十五大後，江泽民智囊中的部分自由派人

士迫切希望江泽民解除党禁，但江系决定最多只能允许现有的八个附庸党

派扩大政治参与，例如增加他们在媒体的曝光率；允许他们在党和政府的

决策中提供意见。

据了解，大陆八个附庸党派可能被要求与愿意接受中共领导的自由派

知识分子合作。

一名西方外交官表示，江泽民已经暗示，真正的政治改革可能要等到

十六大以後，那时，江的接班人、国家副主席胡锦涛预料将接任总书记；

因此，中共党内的中间派和自由派干部目前都急於加入胡锦涛的个人智库，

他们希望胡在十六大後能加速进行政改。

江泽民将鼓动现有八个「花瓶党」抵制筹组新的政党或反对党

(记者张谦香港二十六日电) 南华早报今天说，中国大陆将鼓励现有

八个「民主政党」扮演更积极角色，不过不会允许成立独立的政党或反对

党。

报导中说，这八个政党主要受共产党资助，且被认为就国家重要事务

向高级领导阶层提供建言。由于丧失独立性，被称为「花瓶党」。这些党

派大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内战撕破脸皮之前兴起，为共产党反抗

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协同作战，立下功劳。中共夺权成功后，对这些政党

实行了彻底的渗透和阉解，故而允许存活下来。

报导中引述一名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办

公室对异议人士最近在十多个省份和主要城市试图筹组独立政治团体的努

力感到惊讶。

报导中引述这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之後不久，

江泽民的智囊的若干自由派人士曾敦促江泽民取消组织独立政党的禁令。」

报导中说：「不过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阶层已决定，北京最多只能允

许八个政党的领袖增加政治参与。例如，他们可能获准在媒体增加曝光，

同时就党和政府的政策提供他们的意见。」

据报导，这八个民主政党可能被要求和愿意遵从共产党领导、且具有

自由思想的知识份子合作。

报导中引述一名西方国家外交官的话透露，江泽民已作出暗示：西元

二００二年『十六大』之後，才会真正执行政治改革。西元二００二年时，

他的显然继承人胡锦涛预料将成为党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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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引述这位外交官的话说：「温和派和自由派的党干部纷纷加入胡锦

涛的智囊团，预期胡锦涛将在二００二年之後加速改革步伐。」

香港「南华早报」昨日报导，八大民主党派主要是由中共提供财源，

并 就国家重大事务向中共高层提供建言。据北京一位消息人士指出，中

共国 家主席江泽民的办公室，对最近大陆异议人士在十多个省份和各大

城市筹 组独立政治团体一事感到惊讶。

报导表示，该消息人士说，「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不久後，

江 泽民智囊中的部分自由派人士曾敦促江泽民开放组织独立政党的禁

令」。 他说，「不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阶层已决定，北京方

面最多只 能同意八大民主党派的领袖提高政治参与」。

据了解，八大民主党派可能被要求选举一批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自

由 派知识分子成为各该党派的成员。据一位西方外交官表示，江泽民已

经暗 示，只有到西元二○○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後，真正的政治改革才

会获得 执行。届时，江泽民的继承人、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可望成为

中共党的 总书记。

这名外交官说，「中共温和派和自由派的干部已纷纷加入胡锦涛个人

的 智囊团，希望胡锦涛能在二○○二年之後加速改革的步伐」。

同时，中共领导层将加速农村党组织的重建，中共组织部已召集大批

工 作组前往各省监督党的建设。江泽民一位高级幕僚指出，共党无法容

许地 方宗族的领导人变成「玩法於股掌的土皇帝」。

10 月 27 日

中共公安大规模拘传讯问异议人士

(香港二十七日电)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披露，大陆公

安部今晨开始在全大陆拘传讯问异议人士，至少拘捕了九名异议人士，近

二十名异议人士被公安讯问，近十名异议人士家中电话被切断，情况不明。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大陆十省约五十名异议人士，准备今天

从各省出发，齐赴山东省东平，抗议东平当局开除「中国民主党」筹委谢

万军妻子于显杰的教师公职，及勒令谢万军在十一月一日前搬出住所。但

公安部也在今晨开始在全大陆采取统一拘传行动。

该中心指出，今天在北京除异议人士徐文立被拘捕抄家外，周国强也

於今晨六点被拘捕，王志新、察建国、张辉及沙裕光也被公安带走，至今

下落不明。山东异议人士燕鹏今晨被公安带走，杭州异议人士吴义龙也遭

到被公安拘捕命运。湖北异议人士吕新华被关押在派出所。

除上述九人被公安拘留外，原准备赴山东的绝大多数异议人士都被公

安讯问，如北京的高洪明、杭州的方笑凰、王培剑、祝正明，贵阳的曾宁

等被传讯人士达二十人。

再加上近叁天来，公安拘捕、传讯了秦永敏、陈忠和、刘连军、王冰、

冷万宝、李宗尚、韩立法、何兵、姚振宪、姚振义，所以总计被大陆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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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传异议人士超过四十人，到今天下午为止，至少有十五名异议人士尚未

获释。

信息中心指出，中共签署人权公约後仅叁天之内，就无故拘捕传讯了

近四十名异议人士；现在又在北京一次就拘捕六名异议人士，显示中共根

本没有诚意根据公约内容还给人民言论自由，反而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行

动。

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遭中共公安羁押十个小时后获释

(北京二十七日法新电) 试图发起运动，阻止山东省异议人士谢万军

遭到起诉的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今天遭到中共公安羁押十个小时。徐文

立告诉法新社，他於清晨七时遭到羁押，傍晚五时始获释。

徐文立说：「若干公安今晨搜查我的住处。他们对我的内人非常粗鲁，

甚至扬言殴打她。这令我非常生气。」

他表示：「我强烈要求公安当局调查并严惩相关官员。」

徐文立打算开车前往山东省东平县，抗议中共公安起诉谢万军。谢万

军因试图向中共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省分部，九月与十月遭到公

安当局羁押十五天，住处电话线和电力均遭切断，并被要求在十一月一日

前搬离住处。他的妻子也丧失教书工作。

徐文立指出：「从谢万军的遭遇看来，中国大陆政府矢志注重人权仅

是虚应故事。」

徐文立目前正发起运动，要求东平县当局恢复谢万军的住所及他妻子

的教职。徐文立说，从公安今天所告诉我的，「我认为谢万军的案子会获

得适当解决」。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今天在每两周举行一次的记者会中，被询以

徐文立遭逮捕一事时表示，他「不知道」此事。

唐国强说，中共签署国际公民权与政治权公约的目的，「在确保中国

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政府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共於本月初签署国际公民权与政治权公约，不过此项公约必须获得

全国人大的批准才能生效。中共未表示何时批准这项公约。

10 月 28 日

切断生计：中共迫害民主党人士的新手段，国内外民运人士齐声谴责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 28 日特别报道]据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从国内

获悉，继山东民主党筹委会成员谢万军的妻子于显杰被无理开除教师公职

和被收回住房之后，湖北民主党筹委会成员、中国人权观察主持人秦永敏

也被中共当局勒令扫地出门，中共令其于三日内搬出公房，而秦永敏很难

在短期内找到新住所，面临流落街头的命运。他主持的人权观察也被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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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勒令停办。另外，北京丁子霖昨天发出的消息表明，中共国安局已经

冻结了「六四」受难者人道捐助的所有款项。这一联串事件引起了国内外

民运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位于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消息称，

切断组党民运人士的生计，是中共当局为了打压国内筹组织民主党的民运

人士的新手段，使民运人士无法有正常的生活，以此阻挠民主党的发展。

这种手段，可能将扩大到其他民运人士和家属的身上。民主党海外筹委会

呼吁国际舆论关注这一发展，关注国内民主党组党人士的命运。

为了谴责中共切断民运人士生计、践踏人权的卑劣行径，中国民主党

十一个省市的组党人士和其他民运活动分子计划齐聚山东，向中共山东当

局提出抗议。结果，中共为了阻止抗议活动，在各地一举逮捕了四十多位

民运人士，引起了民运界更大规模的谴责和抗议声浪。

组织国内联合抗议活动的国内知名民运人士徐文立指出，切断民运人

士的生计看来是中共迫害异议人士的新手法，说明中共在签署联合国《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中国大陆人权状况不但没用改善，而

且在急剧恶化。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认为，中共正在掀起一轮新的迫

害人权的狂风恶浪，中共已经将它亲手签署的联合国公约撕得粉碎。王希

哲呼吁联合国应当就中共新的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谴责和调查。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对中共的新迫害行径表示极大愤慨。他

发表谈话指出，中共切断民运人士生计、将民运人士扫地出门的做法，使

人们想起了文革中“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被扫地出门的悲惨情

景。王炳章说，中共为了迷惑国际舆论，最近还在北京召开了所谓的“人

权大会”。大家绝对不要对中共的高调所欺骗。说一套，做一套，向来是

中共的做法。王炳章认为，中共的倒行逆施，换来的只是人们更大的反抗。

民运人士连坐牢都不怕，还怕被扫地出门吗？王炳章呼吁海外有良知的华

人应捐助国内生活没用依靠的民运人士。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发言人庄彦教授已经向美国国会和政府、国际

人权机构报告了中共新一轮的迫害行为。庄彦指出，国内民运冒着风险，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组建民主党的行动，吓坏了中共当局。中共从生计上下

手，迫害组党人士，说明中共已经黔驴技穷。中国大陆组织反对党的大势

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1998，10，28)

中国民主党成员余铁龙参加浙江村长选举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八日电)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余铁

龙已於十月二十六日报名参加他所居住的浙江建德县梅城镇王山顶村的村

长选举，他并与另外两名「中国民主党」成员李信初及余元洪组成了竞选

村长工作组。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选举将在十一月二日举行，

余铁龙近日开始向村民派发他的竞选宣传单，呼吁村民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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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铁龙在宣传单中表示，为了能有机会为村民服务，他决定参加三年

一次的村长选举。

他说，如果他当选村长，将在五方面进行改善工作：一、筹集资金解

决百亩桔园无钱施肥的问题；二、解决村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三、公开

村里的财务，规定各项开支需三名村委签名才有效；四、关心和解决年轻

人不赡养老人问题；五、不领取村长工资。

余铁龙今年五十岁，是一名中医师，今年七月因筹组「中国民主党」

而两度被拘留。

10 月 29 日

大陆中国民主党成员获参选村长资格

(香港二十九日电)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余铁龙报名参加浙江省建德梅城镇王山顶

村村长的竞选，而梅城镇已於十月二十七日罕见地批准了他的参选，余铁

龙被列为该村五名村长候选人之一。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认为，如果余铁龙在十一月二日的投票中获胜，

无疑会对今後异议人士参选大陆的人大代表或各级官员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表明「中国民主党」参政已迈开了一小步。

而在北京，为竞选下月初举行的北京人大代表选举，三名参选人何德

普、高洪明及王志新，正顶住压力，展开紧张竞选活动，争取选民的支持。

他们不顾公安的阻挠，印制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传单，博得选民支持。

例如在朝阳区参选的高洪明，因不满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曾被劳教

两年，他的竞选口号是「身遭两年牢狱苦，铸就一颗报国心」。他向选民

公开了传呼机及电话号码，表示如果当选後，会着力解决治安、环保及违

章建〖等居民最头痛的问题。

在北京社会科学院选区参选的何德普，竞选口号则是「心系百姓之疾

苦，勿忘良知与责任」。他针对该区知识份子多关心政治这一特点，强调

他会行使人大代表监督共产党、批评政府、罢免不合格官员的权利。他还

承诺，当选後会抽出三分之二业馀时间，解决该区居民实际问题。

而在北京化工设备厂竞选的王志新，则表示要「铲除腐败，宏扬正义，

为民请命」。特别是要帮助解决下岗工人问题及铲除领导层的腐败。

王希哲一九九三年散文集《春寒》－－怀念徐文立先生

［按］在最近这一轮政府对国内政治反对运动大迫害恶浪中，徐文立

先生中流砥柱，发动全国异议人士声援谢万军，致再次遭传讯抄家，无怨

无悔，真不愧反对派杰出代表人物．现录王希哲九三年怀念尚在狱中的徐

先生文，以介绍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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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徐文立先生

他热情地紧握我的手，目光炯炯：“希哲，民主运动发展到现在，应

该是走上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允许组党，我们应该把组党的问题提出来。”他是徐文立。一个三

十几岁的汉子。我已与他合作了一段时间，向他主办的《四五论坛》提供

稿件，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勇于挑战，无所畏惧。

这是一九八零年六月。随之，他邀我参加了一个聚会，这就是后来被中共

文件称作“甚至准备成立反共政党”的甘家口会议。

企图搞政党，这是真的，但“反共”则不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反共

呢？那时，我们谁也不愿反共，相反，总是竭力向官方辩白，说我们是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追求的不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它是我国宪

法所规定、所“保障”的。但官方是不耐烦听这些的。他们对我们说：

“这是监狱，请你们进去吧！”于是我们就进去了。

从那时起，悠悠十三年过去了，徐文立怎样了呢？狱中，我时时打听

着他的消息：他判了多少年？他屈服了吗？他的身体被摧垮了吗？……这

些都不知道，我只能默默念叨他。但有一点我是清楚，他没有乱咬人，像

刘某某那种狗那样，这样的狗我见得多了，陈某某也是一匹这样的狗。刘

某某是吗？也很可能。平常时激烈得很、勇敢得很、谁也不敢怀疑他们的

杀身成仁的决心。一入狱，便咬人，让朋友去坐牢，去流血、自己则“坦

白从宽”了（不对，应是应官方的要求，为官方提供伪证从狗洞爬出去

了）。

文立是好样的．我一直这样认为，但总是得不到他的消息。

一九八七年三月，我由于从秘密渠道传寄真相的书信出狱（官方一直

向外界，包括我的家属封锁案情），被第三次关进黑暗阴森臭气熏天的禁

闭室。数月后的一天，我被叫起，戴着铁镣慢慢来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

坐着监狱长李炳荣先生（后来，他就因我出此事失职撤换），及狱政科长

黄锡顺先生，教育科长范学强先生。他们和颜悦色、声气祥平，好像握着

左券。我想，他们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什么事呢？反正，他们问我什么，

我懒得回答。

果然，李监狱长把我妻子苏江的一封信递给我了。

“你先看看吧！”他说。

我看了。我明白，由于我的妻子缺乏经验，被他们骗了．竟把帮助了

我的干警小杨交代出来了！

“唉，你怎么能够……”我咬牙；

但我的眼睛一亮！啊，徐文立，徐文立！信里有徐文立的消息：

“如果不是公安局的同志几年来对我所作的大量思想教育工作，使我

思想上能保持一条界线，而像徐文立的爱人那样，把丈夫的来信加以扩散，

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徐文立是加了刑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反抗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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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毫不手软的，你要认清这点，今后老老这实遵守监规，才是你认罪服

法、争取减刑的基础。……”

妻子的信是官方授意的，这点我清楚，她不忍心我在这暗无天日的环

境里受太多的折磨。我高兴的是，官方终于同意以让我受教育的方式，允

许她向我透露了多少一点徐文立的消息。

于是我知道了，文立没有屈服，他还在为一个人作为人的起码权利而

斗争。

后来，我便经常梦到文立，梦到他告诉我他被加了几年刑．我还把我

的梦在窗前告诉何求，与他一起探讨文立的遭遇。我们谈着、叹息着，抬

起头来，眼前是高入云天的灰色的墙，墙上嗡嗡响着的是一层层银白色蜿

蜓远去的电网……。

现在，我叼“人民政府”鸿恩宽大假释回到家了，文立，你又怎样

了呢？ 我问康原先生。 康先生回答我说：官方示意他徐文立是有希望

获释的。 从那以后，我天天企盼着北雁南来。然而至今无消息．沉重的

日子啊！

徐夫人康彤女士来信了，她说：“文立很高兴你出来．他说，“王希

哲是不是因为我被判刑这么多年？太没道理了！”

至于他自己，则开朗地说：

“大不了还有两年多，总不能到时不放吧，很快了！”

他还在坐牢，却先想到的是朋友，总是感到自己对不起朋友，这是何

等的胸襟啊！

我怀念徐文立先生．我蕲盼着与他把臂共饮的一天。到那一天，我将

馨香击筑为他歌唱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

摘自：王希哲散文集《春寒》

注：此文原发表于一九九三年五月香港《联合报》。

康原为原香港美国总商会会长．时为保持美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而积

极奔走北京游说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文中激愤骂为狗者，原点名，今略

去．

10 月 31 日

大陆民主党成员选村长得高票但被剥夺

（北京 31 日法新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大陆民主

党成员余铁龙参加浙江省建德县梅城镇王山顶村村长选举，初选获最高票，

但却被宣布无效，基层干部再召集一些不支持他的人重新选举，使他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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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中心提出评论说，中国大陆村民直接选举，给人一种民主假象，

其实只是一种「作秀民主」，而余铁龙「这件事极其典型反映农村村一级

『民主』选举的虚伪性」。

在评论之外，民运中心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如下：

「我们获知，根据『浙江省村民组织法实施办法』规定，村长实行等

额选举，由村民代表大会从全部候选人中，选出一名正式候选人，交全体

村民等额选举村长，因而正式候选人的选举，实际上等同村长的选举。十

月二十八日由镇选举指导小组，召集了多数为党员的十三人组成『村民代

表大会』。

选举一开始，指导小组负责人赖洪剑即表示，未来的村长必须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必须由党把关。这名负责人也否决了，代表要求五名候选人

谈村长设想的建议，认为是浪费时间。

由十三名代表投票後，余铁龙在五名候选人中得票最高得五票。与会

的大多数代表都表示，余铁龙得票最高应当选。但赖洪剑却宣布全部候选

人都未得过半数票故无效。

在支持余铁龙的代表已离场的情况下，赖洪剑重新召集了九名代表进

行第二次投票，结果余铁龙得了三票落选。」

民主党通信之一：刘连军致一位热烈拥护民主运动爱国者

高兄见信如我。

你提的几个问题很好。我先介绍一下中国民主党的情况，中国民主党

筹备委员会是由追求民主运动的爱国同志组成。我们坚信民主体制对社会

和个人都是必需的。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充分地对政治体制进行监督。而

政治体制也只能在民主监督下才能高效地运转。

由于中国民主党现正处于筹备状态，所以还没有正式纲领，浙江和海

外都出过纲领文件，基本大意是通过民主选举来管理国家。我个人的见解

是应该在纲领中照顾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当然这需要详细的论述，

并在民主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会上讨论通过的。

我认为民主党近期的目标应该是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普选制问

题。

经济问题对于城市来说就是必须迅速制止扭转当前严重恶化的经济形

势。我认为应该采取的行动是，将全国的国有企业计算资产（负存在的不

计）后，将总资产作为股份平均分给每一个正在纳税和在机关工作及离退

休的工人干部。以元为单位。然后将现有国有企业上市出售（铁路、邮电

等特殊行业另讨论）。所有社会工作（包括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者将得到

的平均的股票后可以出售或用来购买企业。在企业的拍卖过程中，只能以

股票买进（这样有利于股票的同步增值）。好的企业必然被超出自身价值

的大量股票买走。而效益不好的企业的工人也不吃亏，因为他们手中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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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可以用来购买好的企业，有资本的人必然通过大价钱从他们手中买走。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补偿。当然他们也可以用此股票购买企业作股东。因为

国有资产是公有的，平均分配，这也体现了社会公正。

最后必然剩下效益不好的企业全部或者企业一部分股份卖不出去，这

时政府再将这部分向社会公开拍卖，可以用货币购买。收入资金可以用来

建立国家社会保险机制。

这样中国城市社会已经完全私有化了。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保险机制。

以后的管理运作可以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管理模式进行。

中国农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解决剩余劳动力

的问题。

农村如果不实行土地私有，农民就不可能对土地进行远期投资，也没

有长期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土地也不能实行兼并，如果土地不能实行兼并，大量所谓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不会被彻底的解放。土地对这部分人来说，

即是资本，也是包袱。如果土地被目前这种零敲碎打的分配，也就是仅仅

是分产到户的话，中国的农村就永远不会实现农业机械化。土地被分割使

用，使其效率十分低下，这种使用，只适用于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时代，对

于机械化时代则不适用，并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机械化投入。

所以说农村只有实行土地私有，才能实行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农业产出

效率。土地私有的办法，大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可在尊重目前承包合

同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化分私有。分得土地的农民可以选择继续作农民或者

将土地出售作为进入城市的资金。这样农村的私有化也实现了。但是，农

村私有化之后要达到农业机械化是要一段过程的，这段过程是伴随着土地

兼并、农民进城转变为产业工人进行的。

以上在城市和农村进行的改革完成后，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

社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请大家不要把社会剩余劳动力的问

题归咎于上述社会改革，因为现社会阶段，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对社会剩余劳动力的解决，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个是出路问题。

资金可以从上述城市改革中获取，还有一个获取资金的办法就是打击

腐败分子，追讨国家流失的资金。由于近时期的社会腐败，腐败分子吸取

了大量的国有资金和不法资财。或隐匿于银行，或抽逃于国外。这时国内

可进行对腐败行为的清算，对于一切腐败行为进行清查，对于主动上交全

部非法资金的可宽大处理，可免除刑事处分，并留生活费用。

对于恶意对抗者，除没收所有非法资金外，还要处以重刑，乃至死刑。

对于逃跑于国外的腐败分子，可发国际通缉令并令其限期回国。如主动回

国交代问题并退还腐败资金者，可免其刑事处分，并让其选择是否居留国

内的权利。如果恶意对抗者，可大力追剿使其落网并严厉处分。这样可谓

一举三得，一得是打击了腐败，缓和了国内矛盾。二得是为社会剩余劳动

力找到了资金。第三得，就是严重削弱了旧的政治力量，使其失去了与新

生民主力量竞争对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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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资金后怎样安排社会剩余劳动力呢？一是加强社会基础建设，如

兴修水利，铺设公路、铁路，植树造林及一切有长期效益的国家工程。另

外是注入教育资金对社会剩余劳动力进行再就业培训，改变剩余劳动力的

文化层次和结构，使其有利于其它各行业的吸收。

上面解决的是中国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政府机构的效率问题。中国只有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中国才

能实现改革的成功。这个也是问题是中国改革的瓶颈问题，中国改革不成

功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而如何建立一

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又是牵涉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

只有在民主化的国家才可能建立这支队伍。因为这支队伍的建设与言

论自由（舆论监督）与结社自由（政党竞争建立政府）及人民真正享有选

举和被选举权分不开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民主党近期的政治目标应该是促使中国社会实行言论

自由和结社自由和人民应享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以此达到变革政府，再

后实施以上改革。

在民主党工作过程中与现执政党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团结政

府内部的改革派，孤立保守派，但又不寄望于改革派。

民主党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立足于民众，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在民

众中找到自己的同盟，等待历史时机获得政权。

至于中国民主党的远期奋斗目标，应该是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在人

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使之认识并能尽作为社会最小一分子

的权利和义务。

我个人的见解大致如上，希望得到您的批评指正。请来信。

致礼！

刘连军 <liulianjun@usa.net>

附：高先生的原信

刘连军：你好！

在〈大参考〉上看到你的遭遇，很令我愤慨。同时也产生一些好

奇。

有如下几个问题：

1.中国民主党的纲领如何？

2.中国民主党的近期及长期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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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认为中国民主的体制应当如何？

一个热烈拥护民主运动的爱国者 高先生

1998 年 11 月

11 月 3 日

中国民主党发起人王有才再度被捕

(香港三日电)中国大陆在宣布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公民

享有结社自由之际，曾因宣布组党遭逮捕的大陆异议人士王有才，虽然在

八月底获释，但昨天再次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现在关押地点不详。为

了控制民主党组党，中共不惜动用法西斯手段，秘密逮捕政治异己分子，

就和当年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一样。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晚说，王有才这次被拘捕的

理由是，「多次出家门没有向公安请示」。

信息中心指出，王有才再次被捕，显示大陆在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後，人权状况反而急剧恶化。

据指出，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昨天上午到公司上班，下午返家时，已

不见王有才人影；今天下午杭州翠园派出所的公安打电话通知胡江霞称，

奉上级指示带走王有才，关押的地点不透露，关押多久也不说明。

王有才三十二岁，北京大学研究生，是中共通缉的八九民运二十一名

学生领袖之一。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当天，他公开

宣布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结果於七月十日被拘，後以「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但於八月三十日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鲁滨逊访

问大陆前，意外获释。

*截止发稿前的最新消息：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领导人

王策博士闯关回国，在浙江失踪。我们推测，王有才被捕一定和王策的失

踪有关。明天的小参考将详加报道。

11 月 4 日

两名海外政治反对派人士王策李力入境大陆失踪

(记者黄贞贞纽约二日专电) 旅居西班牙的海外政治反对派人士王策，

十月十八日从美国纽约搭机进入浙江杭州，十一月二日突然在杭州失踪，

两个月前进入大陆的旅法民运人士李力行迹至今亦不明。美国国务院今天

表示密切关注王策在中国被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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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传抵纽约的消息指出，

十一月一日王策自浙江发出一份声明表示，他这次回大陆的主要目的是推

动大陆政治改革，拥有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的王策，多年来设计了

一套将中共由一党专制推向多党民主制度的方案，此行就是希望能将方案

提交给中共协商会议。同王策一起活动、从西班牙先几个月回国的民运人

士李力同时被捕。李力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留学西班牙，并参加海

外民运活动。

民运信息指出，出生於温州的王策原名王左峰，有西班牙的居留身分，

此次回国持的是中国护照，在海外民运界相当活跃，曾担任中国民主联合

阵线第二及第叁届总部委员、自民党主席、基督民主同盟主席、民联阵-

自民党主席，毕业於广州中山大学，获得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硕士、夏

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策对於可能遭遇危险似乎已有预感，他说，为了推动中共「中央」

与在野的民间政治力量互动，即使有危险他也会坦然面对。王策入境大陆

持西班牙警方发给的旅游证件，并没有中共签证。

今年五十岁的王策曾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当选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

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但今年七月该组织发生内部分裂，

组织架构与领导干部都已变动。

民运信息表示，另一名失踪的李力此行则是持有效中共护照入境大陆，

和王策见过面的黄河清也在二日被中共温州公安当局从家中带走，在王策

与李力失踪的同一天，另一名杭州着名政治反对派人士王有才也再次被公

安带走，研判可能是王策、李力、黄河清和王有才会面，公安才将四人一

起逮捕。

浙江温州被捕的民运人士黄海清的妻子在电话中说，自从黄海清二日

下午被带走之后，再没有接到什么消息。浙江温州民运人士郑玉林说，再

没有听到其他人被捕的消息，他本人并未见过王策，但也被严密监视。浙

江民主党筹委会人员王荣清表示，浙江民主党已经得知王策到了浙江而被

捕的消息，其被捕可能与会见王有才有关，但是，到底王策是否见到了王

有才，是在见面前、还是见面后被捕的，大家并不知情。王荣清说，他对

海外民运回国活动表示欢迎，海外民运人士有回国的权利，中共抓人是违

法的。他指出，浙江民主党的人士正在串联，以营救王策等被捕民运人士。

黄河清 为王策送行诗

黄河清为浙江温州之民运人士。王策闯关回大陆后，在温州会见了黄

河清。王策准备北上，向中共当局呈交他的《确保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

良案》。临行，黄河清赋诗一首相赠。不久，二人双双被捕。现将黄河清

赠王策诗发表：

“王策兄冒万险自海外潜返大陆，赴北京上书中共中央鼓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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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自由，可钦可佩，可歌可赞，临行赠诗代酒，以壮行色：

此去京华闹天宫

出儒入侠亦从容

罗成叫阵小豪杰

王策闯关大英雄

不变卅年改良案

鼓吹一意民主风

且舞公约长缨带

试看神州缚孽龙

黄河清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浙江

海外大陆民运人士声援王策 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

(记者黄矿春纽约叁日专电) 旅居纽约地区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今天

纷纷就海外着名政治反对派人士王策可能被中共逮捕一事发表声明，要求

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他及另两名同时被捕的民运人士李力和黄河清。

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表示，中共最

近才签署的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公民回国权利有明文规

定。王策现在虽然在西班牙有居留权，仍是中国公民，回自己的祖国是他

应有的权利。

王炳章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确保王策的安全，并立即释放他，及两名同

时被捕的民运人士李力和黄河清。

他同时推崇王策此次潜回中国大陆发展民主运动的行动，认为是实践

海外民运回归大陆本土的行为。

王炳章并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向王策学习，掀起闯关回国的浪潮，一方

面争取回国的权利，另一方面冲开中国大陆的政治局面。

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王策在中国被捕事件

海外知名民运人士王策回国拓展民运被捕案，已经引起了美国国务院

的关切。王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民主正义党立即组织营救活动，并将有

关信息迅速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及相关单位。

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今日(十月四日)说，民主正义党

发言人、负责营救王策工作的王炳章于四日已经分别致电美国国务院人权

局和中国科，敦促他们关切王策被捕事件。王炳章在与国务院人权局负责

东亚事务的高级政策顾问乔治.李斯特和国务院中国科政治官员杰佛瑞.姆

恩的交谈中强调，王策是从事民运很久的资深民运人士，是一位很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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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王策曾在加州洛杉矶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夏威夷大学获得博

士学位，是美国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美国政府应当关切王策的命运。王

炳章还指出，王策中国护照已经过期，此次回国冒着很大风险，他的被捕，

中国政府如何处置难以预料。王炳章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就王策事件与中共

政府展开交涉，以求平顺解决。美国政府有关方面向王炳章表示，美国政

府已经注意到关于王策回国被捕的信息，正在关注此案。国务院人权局乔

治.李斯特向王炳章保证，他一定会密切注意王策案，关心王策等被捕人

士的命运，为王策等被捕的人士呼吁。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

发言人庄彦、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在华盛顿的委员赵小薇等，也积极向美国

有关机构反应王策案的情况，希望美国政府关切此案。

11 月 5 日

河南民主党筹委安宁 11 月 5 日下午遭警方传讯

[本刊特约记者发自国内的消息]11 月 5 日下午警方针对民主党河南

筹委负责人安宁筹备申请中国民主党河南委员会的行为作了警告。警方认

为安宁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社会治安条例”，令其立即停止筹备工作。警

方没有解释公开地申请建党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安宁，河南郑州人，北大考古系毕业生。68 年生人。其毕业后先分

配至河南共青团省委工作，后因其政审不合格，将其调出。

1992 年因参加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并担任豫工委负责人被捕，服

刑 5 年，同时被捕的有北京语言学院胡石根教授、康玉春、刘京生、王天

成等三十几人，受牵连一百多人，胡被判二十年徒刑，康、刘、王等分别

判十八年，十五年不等。他们现在仍被关在秦城倍受折磨，胡石根教授现

在全身是病，须发皆白，但为民主献身之精神不减。安宁于去年出狱后，

即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

中共阻止任畹町赴美出席人权奖颁奖仪式

(北京五日美联电) 中共公安当局已拒绝让着名的异议人士任畹町赴

美出席一项人权奖颁奖仪式，并强迫他放弃成立一个反对党计划。

任畹町今天表示，「罗伯.肯尼迪人权纪念中心」邀请他出席十一月

九日在华府举行的年度颁奖仪式。

任畹町说，北京公安局上月三十一日拒绝他申请护照，并表示，由於

他仍假释中，无权出席这项仪式。

任畹町在一项电话访问中表示，公安局告诉他，「他们反对这项会议。

我抗议说，我有权参加，他们不让我去是不对的。」

任畹町和另一位着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在一九九四年获得罗伯.肯尼迪

纪念人权奖。当时他们两人均在狱中。魏京生去年获保外就医赴美，并流

亡美国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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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畹町在一九九六年服完七年有期徒刑，他因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

中发表演说而被捕。不过，根据其刑罚，他的政治权利要到明年六月才恢

复。

任畹町无视於此，最近加入了成立一个反对党的行动，他已遭到传讯，

并受到公安单位的监视。

过去十九年内有十一年在狱中的任畹町同时表示，公安单位的施压已

迫使他暂延在北京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支部。

自今年六月以来，至少有九个省市的异议人士试图依法登记成立「中

国民主党」支部。到目前为止，北京当局一直拒绝他们的要求，并拘留了

其中许多成员，多半是短期拘留。

为资深异议人士的任畹町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中鼓吹

多党民主。他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亦曾系狱，包括两年单独监禁。

11 月 6 日

中国民主党迈向全国统一组织

——徐文立在北京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报道]从北京获得的信息称，北京著名政治反对派

人士徐文立，十一月六日在北京成立了以徐文立为总召集人的中国民主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筹备组目前由徐文立、高洪明、查建国、

刘世遵、张晖五人组成。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做出

决定，拟邀请秦永敏、王有才、王希哲、王炳章四人参加筹备民主党全代

会的领导工作。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筹备工作组在其发布的《第一号

文告》中指出：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鉴于中国政府

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宣布成立，目前仅限于筹备工作，而不以政党形式进

行活动。

筹备工作组的文告说，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期暂定为两

年，力争下世纪初正式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筹备工作组召集人徐文立在访谈中强调，筹备组只是服务机构，不是

领导机构，他们只是为中国民主党的正式成立催生，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催生，筹备方式、全代会的正式领导班子等，都没有确定，都可以经协

商改变。他们只是先亮出旗号，为全代会的正式召开鸣锣开道。

全代会筹备工作组目前的工作有：

一，组建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筹备领导机构；

二，研究、制定中国民主党的各项执政政策；

三，筹建中国民主党的各个职能机构等。

筹备工作组在公告中，欢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严家其、傅申奇、王

军涛、魏京生、王丹、庄彦等回国，参与大陆反对党的组建，参加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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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徐文立在访谈中特别呼吁海外民运

人士回国，形成一个民运回归本土的热潮。徐文立贺信彤夫妇今天还发表

了声明“即日起永不置办私人固定财产”，相信此举可以让公安局准备来

抄家的警察先生们高兴。

中国民主党目前已在十一个省市建立了筹备委员会，它们是：浙江、

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上海、北京、四川、贵州、河南。还

有几个省市正在筹备成立民主党的地方筹备委员会。关于成立全国性组织

的问题，各地一直在进行讨论。徐文立指出，他这次公开站出来推动组党，

一来是实现他多年的愿望，他在七九民主墙时期就考虑组织反对党的问题，

二来为中国大陆反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催生。他预计中共可能将会对他进

行进一步的打压和迫害，但他已经做好各种准备。徐文立一再强调，筹备

工作组只临时性的工作机构，他正在与十一个省市的民主党筹备人员协调，

希望能成立正式的全国领导机构，一方面协调整体工作，一方面负起具体

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责任。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公告(第一号)

为了纪念 <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 50 周年, 为了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

为了适应中国大陆各地组党的形势, 我们特作出以下决定:

1. 即日起成立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2. 鉴于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

鉴于中国大陆现行法律并无禁止公民组党的条款, 鉴于中国大陆尚没有 <

政党法> 可遵循, 所以"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即以

公告形式宣布成立, 并只限于筹备工作, 而不以政党形式进行活动.

3. 本筹备工作组暂由徐文立, 高洪明, 查建国, 刘世遵, 张晖五人

组成, 徐文立任总召集人.

4. 本筹备工作组不是领导机构, 只是筹备和协调机构, 它的使命仅

限于筹备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协调全国的民主人权运动.

不认可本筹备工作组的人士, 欢迎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 相互

之间 "不干涉, 不攻击, 不排斥", 相互激励, 共同发展, 为中国的民主

宪政事业贡献各自的力量.

5. 本筹备工作组与 "中国民主党各地及海外筹委会" 之间不存在着

隶属和领导关系, 该筹备工作组即为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筹备作服务工作, 也为 "中国民主党各地及海外筹委会"作服务工作.

6. 本筹备工作组预计筹备期为两年, 力争在下世纪初召开 "中国民

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7. 本筹备工作组在筹备期间, 将逐步筹建:

(1).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领导机构;

(2). 党建, 党际研究机构;

(3). 政治, 外交战略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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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战略研究机构;

(5). 文化, 教育重建研究机构;

(6). 民族, 宗教, 台湾事务研究机构;

(7). 高科技发展及生态保护研究机构;

(8). 国防战略研究机构;

(9). 为保障公民权益而完善和筹建:

1). 中国人权观察;

2). 反腐败行为观察;

3). 工人问题观察;

4). 农民问题观察;

5). 妇女问题观察;

6). 宗教自由观察;

7). 法律援助热线;

8). 对日索赔和保钓联合会;

10). 以及各种职能部门:

8. 中国民主党正式成立之前, 不吸收正式党员;

但在筹备期间将吸收, 登记自愿者为筹备期党员, 今后将依照党

章履行正式手续, 方为中国民主党正式党员.

9.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领导机构一旦成立, 本筹

备工作组即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将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10. 本筹备工作组拟邀请秦永敏, 王希哲, 王炳章, 王有才等四位先

生参加筹备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11. 本筹备工作组拟邀请孙维邦, 陈子明, 刘晓波, 张京生, 胡石根,

陈澜涛等六位先生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 参加筹备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12. 本筹备工作组真诚地欢迎流亡或生活在海外和香港的王军涛, 胡

平, 魏京生, 刘青, 徐水良, 付申奇, 陈军, 黄翔, 赵南, 伍凡, 吴方城,

徐邦泰, 万润南, 刘国凯, 范似栋, 龚小夏, 郑钦华, 刘金华, 倪育贤,

庄彦, 曹长青, 刘士贤, 宋书元, 王丹, 李录, 张伯笠, 吾尔开西, 柴玲,

韩东方, 王策, 汪岷, 唐伯桥, 吴学灿, 薛伟, 林樵清, 鲍戈, 马大维,

成伟邦, 杜智富, 齐墨, 相林, 杨建利, 刘晓竹, 陈小平, 吕京花, 张伟

国, 连胜德, 辛灏年, 洪胜哲, 高寒, 钟衡, 杨怀安, 亚衣, 肖强, 于大

海, 何频, 高新, 时和平, 韩援朝, 高光俊, 石磊, 沈彤, 熊炎, 司徒华,

刘千石, 陈仕强, 杨小炎, 卢四清 ....... 诸位先生回国或回大陆参加"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3. 本筹备工作组真诚地邀请王若水, 鲍彤, 吴祖光, 郑仲兵, 包遵

信, 张显扬, 党治国, 李贵仁, 周舵, 王若望, 司马璐, 刘宾雁, 郭罗基,

于浩成, 陈一谘, 方励之, 李淑娴, 戈扬, 严家其, 苏绍智 ...... 诸位

先生为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筹备工作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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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筹备工作组接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捐款, 捐物, 除遵照认

捐人意愿不公开姓名和款额, 物品的一律公开帐目, 欢迎各界人士监督,

检查.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1998 年 11 月 6 日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公告(第二号)

1998 年 11 月 6 日

徐文立贺信彤夫妇自愿表示, 即日起永不置办私人固定财产. 这只是

徐文立贺信彤对自身的要求, 这和徐文立先生主张发展私有制, 保护合法

的私有财产是不相矛盾的.

徐文立 贺信彤 (签名)

1998 年 11 月 6 日

专访王有才：“希望你们回到国内来，推动国内的民主建设”

[按：七月九日，本刊记者刘峰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中国民主党发起

人王有才先生，当时，他还是自由的。现在，政府又一次发疯，他再次被

非法逮捕。为了纪念他，特编发这个采访录音的一部分，限于技术条件，

未经过王有才先生同意。 -- Ed.]

记者：你们现在公开提出组党申请，是否认为中国大陆已经具备组党

条件了？据我所知，虽然中国宪法写着结社自由，但具体的政党法还没有

吧？

有才：我们一批朋友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党，暴力夺取政权，以後

没有监督、便腐烂了，後面的又是这样。我们亦找不到其它途径，於是想

尝试一下，通过重组政党，通过竞选这样公开和平理性的方式，跨越历史

上的惯例，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

记者：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留学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如果你们组成

团体去反对共产党，那会遭受严厉的迫害，二十年，甚至无期徒刑，你们

申请组党，有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有才：我们三个人出面就是准备少一点人，万一被迫害了，受害的人

少一些。

记者：但是，共产党到今天还没有捉你们，你们是怎麽看这一点的？

有才：迫於国际大环境的压力。我们知道欧美一些国家多实行民主宪

政。中共党内一些人士也看到单纯的经济改革的路未必走得通。中共长期



238

执政做了许多坏事情，同人民群众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社会一旦动乱，共

产党也没法解决。如果有政党竞争和平衡，这对共产党也是件好事情。当

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暴力革命的结果对老百姓未必是好事。

记者：如果这次被拒绝了，你们还会继续努力吗？

有才：这条路是要长期走下去的。

记者：你认为国内目前的社会状况，适宜走政党政治的道路吗？

有才：国内许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看到，一个党解决不了中国的问

题。比如腐败问题，一定要多党才能有制约。只有有选举，老百姓才能表

达自己的意愿。否则，甚麽问题都无法解法。

记者：你们是用和平方式走这条路？

有才：毛泽东说枪杆子裹出政权，对中国人影响很大。我认为这句话

很有问题。因为权力是来自社会公众，怎麽能来自枪杆子呢？到了二十一

世纪，每个人应用全新的观念看问题。用暴力斗争和仇恨去处理问题，冤

冤相报何时了？当然，腐败的问题可以用法律的途径去处理。我有同学当

警察的，警察老百姓矛盾很大，如果大家接受政党政治，警察是国家的，

有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记者：你知不知道江泽民答应在今年的秋天签署联合国人权和政治权

利条例，此条例的签署对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有甚麽影响？

有才：我知道。当然会有正面的影响，具体会怎样，还要走着看。不

管是迫於压力，还是中共内部感到许多问题解决不了，非这麽走不行。这

总是一件好事。

记者：中共签署的是第二个条例，但是他们并不执行，那你们怎麽

看？

有才：这要从两方法去看，一方面中共可能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另

一方面改革的实行总要有一个过程。当然东欧的变化有个特殊的国际环境，

中国目前是否具备条件也很难说，社会问题加上金融危机爆发了，也有可

能发生突变。总的趋势是走向民主。当局签署了联合国条约，应该是有一

定考虑的，实行起来肯定会有个过程。

记者：依你看，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前景是乐观的了？

有才：我们尝试着走这条路。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别

人也可走别的路。

记者：能不能谈你个人的背景？

有才：我以前是学物理的，自由和正义，尤其是自由对我的感召力是

很大的，为甚麽美国这麽强大，涌出这麽多的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国家给

予人民很多的自由，而中国的制度对人的限制实在是太多了。当然，正义

也很重要。依我个人的意愿，成立自由正义党。後来，有的朋友提出民主

党，民主是人类的共识，是潮流，我觉得也有道理。

记者：我也是学物理的，学物理的人走这条路的很多。

有才：对对。因为学物理的看重价值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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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海外的朋友非常关心你们这次公开申请组党，你想对他们讲几

句话吗？

有才：我个人是学物理的，我们浙江的范围比较小，我们能力比较弱，

海外有许多杰出的人物，我们希望你们回到国内来，推动国内的民主建设。

当年民进党也是一个个闯关回台湾的。

记者：海外许多人都希望回去，特别是公开地合法地回去。

有才：那当然，公开回来，效果会更好。

二十三名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呼吁关注王策命运

(北京六日法新电) 流亡美国的二十三名中国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在

一封致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中，要求他处理「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

由民主党」主席王策的案子。王策在潜返中国大陆後被捕。

这二十三名政治反对派人士，包括王丹、王炳章、魏京生、鲍戈、傅

申奇和徐水良，呼吁克林顿「注意王策的案子，并对中国政府施压」。

王策的妻子昨天表示，王策由於无法换发已到期的中国护照，而被迫

潜返中国大陆。

旅居海外十五年，但一直设法保留中国公民身分的王策，上月十八日

自纽约返回中国大陆。

五十岁的王策於一九九二年出任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去年十一月，

他被推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

近年来，王策一直在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

王策本月二日与王有才等其他三名政治反对派人士在杭州被捕。

二十三名政治反对派人士表示，北京已签署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

「因此，中国公民有权返回祖国」。

他们说：「这不仅是签署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必须执行。我们希望克林顿总统与中国政府磋商释放王策和其他系狱的

政治反对派人士。」

中共上月五日签署国际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它去年签署了社会、经

济和文化权利公约，但全国人大尚未批准这两项公约。

民主党重庆市筹委会面临中共疯狂镇压六名政治反对派人士被捕

(记者张苑香香港六日电) 为了阻止政治反对派人士组建中国民主党

筹备委员会，重庆市这一星期以来展开了大肆逮捕行动，一共拘捕了六名

政治反对派人士。迄今为止，这些异议人士尚无获释消息。

继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河南、北

京、上海等十一个省市之後，重庆市政治反对派人士也开始了筹组中国民

主党筹备委员会的举动，但却遭到重庆公安的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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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位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披露，重庆市公安局近一个星期

以来，已拘捕了六名政治反对派人士，其中许万平被拘留十五天於十月二

十九日放出来後，又於日前被拘留。

另外，雷元海、谭治国、阎家鑫及何冰等四人，也在十月底被拘。

曾因被打成右派份子而坐牢十九年的老牌政治反对派人士邓焕武，在

获知五人被拘消息後，准备前往公安局抗议，结果也於十一月二日被公安

从家中带走，现今仍下落不明。

11 月 8 日

彭明致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代会筹备工作组徐文立贺信

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

暨总召集人徐文立先生：

获悉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于十一月七日宣告成

立，甚感欣慰．在此，我代表中国发展联合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

贵筹备组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宏志良愿与热情，令人钦佩．尽管

道路是曲折的，但相信你们能够为着正义的事业而不畏艰险，坚持不懈．

中国发展联合会执行局第一书记

彭明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八日

11 月 9 日

中国民主党各省成员联合申请成立全国筹委会

(北京九日美联电) 大陆多省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成员昨晚在浙江

省杭州市开会决定，由二十三省市的五十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联合向大

陆国务院申请成立该党全国筹备委员会，申请书并已於昨晚寄出。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起草这项申请案的

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员吴义龙解释说，大陆现在没有政党法，民政部

也多次表示，他们无权批准成立政党，所以政治反对派人士决定直接向国

务院申请批准成立全国筹委会。

自从今年六月以来，政治反对派人士一直试图正式登记中国民主党地

方党部，向一党独大的中共执政党挑战，但迄今并未获得任何进展。中共

公安拘押了不少中国民主党的支持者，其中绝大多数在短期羁留後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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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表示，结社自由是大陆「宪法」及人权公

约赋予的权利，目前中共的整体腐败及政治体制改革滞後，急需建立反对

党。为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经民主党成员协商决定成立全国筹委会。

据指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包括了浙江、河北、山东、北京、

贵州、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四川等十一个已宣布成立民主

党各省筹委会的成员，也包括了还在筹备中的安徽、重庆、福建、甘肃、

河北、湖南、江西、江苏、宁夏、山西、陕西、天津等十二省市的民主党

成员；并确定五十三名各省联络员，他们包括：泰永敏、任畹町、王有才、

徐文立、冷万宝、谢万军等。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另披露，十一月八日大陆又有三个反腐败

组织委托该中心发表声明，分别是：

由江西熊国强创立的「农村腐败观察」，致函中共漱丰＃n 求加强农

村反腐败行动，以平息政府与农民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由甘肃岳天祥所创立的「甘肃腐败观察站」，要求中共加强舆论监督

腐败及允许民间组织监视腐败；

由湖北熊志富创立的「湖北腐败行为观察」发表声明说，从即日起在

湖北街头徵集市民签名，号召反腐败「从我做起」，同时欢迎市民向该组

织举报腐败行为。

中共高层对组党活动的处理有不同意见

(记者黄矿春纽约八日专电) 设在纽约的「中国 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信

息中心」今天透露，中共中央对大陆各地一波接一波的组党活动之处理有

不同的意见，目 前尚没有做最後决定，因此各地方当局只能按自己的理

解行事，态度不一。

该中心表示，根据从北京得到的消息，中共中央有 些人认为，组党

活动并未引起政治不稳，对当前社会矛 盾呈复杂局面的时候，甚至有缓

冲矛盾的作用。而江泽 民计画在今年底提出政治改革方案，总统制与多

党制都在改革方案的内容之中。他们因此主张应继续观察组党 活动，不

必马上下定论。

另一些人认为，组党活动如局限於各地，没有秘密 的阴谋活动，是

可以控制得住的。只要不批准，活动份 子如有出格的，以个案打击和处

理是较好的办法。但是 全国性的活动会对中共的统治权构成实质的挑战，

应立即压制，不可姑息。

该中心强调，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政党政治的相应发 展，唯有政党政

治相应发展，才能为社会带来稳定及经 济的持续发展，并抑制腐败，维

护社会公正。因此，开 放党禁是迟早的事，稳步开放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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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

北京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被传讯或失踪

吕洪来天津失踪

(记者黄贞贞纽约九日专电) 由民运人士徐文立与吕洪来共同筹组的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委员会」九日才刚宣布成立，但吕洪来却已下落不

明，消息人士说，吕洪来可能已遭中共公安逮捕。

目前「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除了徐文立、吕洪来，

还有查建国，高洪明及刘世遵。九日委员会成立当天下午吕洪来从天津出

发前往北京与徐文立见面，原应晚上五时抵达，但吕洪来自下午二时离开

家後就与家人及徐文立失去联络，可能已被公安拘捕。

(记者张苑香香港十日电) 北京着名政治反对派人士徐文立在十一月

九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委员会」，随即有多名相关成员被拘

留或传讯。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今天下午二时，「中国民主

党」成员张晖在徐文立家门外被公安带走，现关押在宣武区牛街派出所。

北京政治反对派人士王志新今天中午被传讯叁小时，公安并警告他不

得参与民主党活动。

「中国民主党」重要成员查建国今天一踏出家门，即告失踪，估计已

被公安拘捕。而昨天下午从天津来北京参加「中国民主党」会议的吕洪来，

至今仍未有获释的消息。

目前「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除了徐文立、吕洪来，

还有查建国，高洪明及刘世遵。九日委员会成立当天下午吕洪来从天津出

发前往北京与徐文立见面，原应晚上五时抵达，但吕洪来自下午二时离开

家後就与家人及徐文立失去联络，可能已被公安拘捕。

今年四十六岁的吕洪来一九七九年担任「渤海之滨」民运刊物主编，

九四年又因参与民运被劳改叁年。吕洪来今年十月曾出版一本地下民运刊

物「笔谈」，刊登大陆民运人士的文章，「笔谈」虽然目前尚未被查抄，

但已受到中共公安的高度注意。

另外，在徐文立家门外，公安今天派出叁辆警车十几名公安监视徐文

立。而徐文立表示，如果公安不释放张晖、吕洪来、查建国等人，他将会

前往派出所抗议。

北京公安人员十月二十七日在徐文立家中抄走一批书稿，其中包括北

京基督教政治反对派人士徐永海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上帝创造宇宙，人

也真有灵魂」一书书稿。徐永海因此致信也是基督徒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何鲁丽，要求发还该书稿。

此外，徐永海和另外两名基督教政治反对派人士高峰和刘凤钢近日到

教堂祈祷，希望十一月二日被捕的王策早日恢复自由。王策也是基督徒，

现是西班牙难民，曾任海外民运团体「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十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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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澳门潜入大陆，十一月二日与王有才、黄河清和李力同时被捕，目前

四人仍未获释。

11 月 12 日

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成立：民运人士不怕坐牢杀头继续推动组党

(记者张苑香香港十二日电) 「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备委员会昨天宣

布成立，筹委会成员同时已将注册申请书邮寄到湖南省民政厅。香港的中

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湖南筹委会主要成员包括谢长发、刘力平、

周大杰、邹佩夫和张帆，筹委会并推举仍在狱中的异议人士张京生为名誉

主席。

张京生在一九七九年主编湖南民刊「共和报」，其後被判刑四年，八

九年参与民主运动，再判刑十三年，现在湖南沅江的湖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民主党湖南省筹委会在其申请注册的文件中指出，根据联合国《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权利组织政党。

为了中华民族和湖南省的复兴，湖南民运人士决心组织民主党，推动中国

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现代化。刘力平在与民主党海外筹委会联络时表示，中

共最近在处理政治反对派时，与过去蛮横的态度相比，的确有了进步，一

般官员还是比较友善的。但是，目前要各省基层官员批准民主党的成立，

似乎不大可能。他说，湖南民主党尚在筹备阶段，希望与其它省市的民运

人士合作，共同参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筹备。

民主党湖南筹委会的申请者刘力平、谢长发都是七九民主墙时期的老

民运人士，曾参与当时湖南《鲁迅学社》的工作。刘力平原为长沙大学教

育处干部，现失业。谢长发为长沙钢铁厂的下岗工人。邹佩夫、张帆是八

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邹佩夫在八九民运时期，为湘潭大学学生，因投入

民运被中共校方开除。张帆当时在湖南大学，因参与学运被捕坐牢。周大

觉为湘潭大学的教授，为老一代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现在还担任不被中

共当局认可的《中国公民权利保障会》湖南筹备组的负责人。

民主党湖南筹委会是在中共加紧迫害组党人士的逆流中成立的。湖南

的民主党人也参与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正在积极推动民

主党全国委员会成立的浙江民主党成员祝正明、朱虞夫、吴义龙，北京民

主党成员徐文立等向民主党海外筹委会表示，当前，组党的风险和阻力仍

然很大。但是，他们表示，组党人士都已经做好最坏打算，哪怕付出杀头、

坐牢的代价，也决不后退。组党人士这次已下定决心，不管个人代价多大，

都要推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建立。

民主党的资料显示，目前，民运人士投入组建民主党的省市已经达到

二十三个，连比较边远的宁夏自治区也开始了建党活动。这一波公开的建

党活动，是中共政权建立以来，第一次面临反对党的集体挑战，是中国民

运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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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中国民主党在大陆的活跃，令国家安

全部与公安部感到不安，已展开严密的控制措施：

─对重量级异议人士展开全天候监视。自十一月七日，各省成员宣布

要召开中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後，北京的徐文立与湖北的秦永敏两名

重量级异议人士，已分别被十多名公安二十四小时监视。

─严格禁止异议人士进行串联。北京着名画家严正学於十日下午前往

拜访徐文立时，便被公安强行带走、非法关押二十四小时。

─禁止异议人士离开原住地。九日湖南及甘肃异议人士汪振昆和刘水

在深圳福田区被捕，公安今天将二人押送回原籍；九日天津及河北的异议

人士吕洪来、张晖，在北京欲拜会徐文立，结果被拘後已送回原籍。

美国「时代周刊」揭露大陆村级选举 充斥假民主

[纽约十二日电]最新一期「时代周刊」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中共

已开放农村进行直接选举，赢得外界不错的评价，但其实这种进步只是表

面的，实质上中国大陆的村级选举仍充斥着「假民主」的虚伪现象。

文章以近日浙江省建德县梅城镇王山顶村村长选举为例说，参选人之

一的余铁龙虽获得最高票，却被梅城镇选举指导小组宣布投票无效，结果

在第二轮投票中落败。表面原因是余某得票未过半数，但实际原因则是因

为他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

美国杜克大学的一名中国专家就说，允许异议人士参选当然称得上是

进步，但却以「技术原因」加以打压，显示中共还是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

也不打算将多年来独占的政权分享给非共产党人士。

尽管如此，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仍抓紧每个机会，努力争取更多的民

主自由。北京一名外国外交官就指出，从近来「中国民主党」成员的活动

频频，以及知识界出版类似「政治中国」等鼓吹政治改革、人权等书籍看

来，似乎有一股乐观的气氛和期待正在中国大陆迷漫。显然，大陆的异议

人士和知识份子也正利用这种宽松气候测试当局对民主自由的诚意。

然而，文章认为，检测诚意该看的是行动。从中共近来频频骚扰异议

人士，传讯、逮捕、放逐、限制行动自由，无所不用其极，就可了解，中

共的诚意实在有限。

以北京老牌的民运人士徐文立为例，在做了十五年政治犯後，中共还

是不放过他。非但公安常常传讯他，还有一堆便衣如影随形的跟踪、盘查

他的一切活动。

不过，徐文立表示，对这些特殊待遇他早已习惯了，而且便衣和公安

的态度也渐有改善，这些意谓着他们对异议人士的活动也见怪不怪。

另一名异议人士彭明也说，公安上回在扫荡他的「中国发展联合会」

时，仅搜走一些文件和他的护照，「这就是一种进步，因为原先我以为会

被抓去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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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说，这种转变「就像打老婆的先生变成只动口不动手」，当然值

得鼓励。他说，虽然有许多人质疑中共遵守国际人权公约的诚意，「但能

够签署本身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进步，就算是装出来的好。」

北京一名官员也表示，经过多年实践，他们也摸索出一条应付异议人

士的法子，即强势打压只会逼出更反政府的煽动家，反而不利，「但偶尔

还是得压一压，免得他们危害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只要别太过份，

还是可以容忍。毕竟，这些人也没什麽全国知名度，真要参加全国性选举

也未必选得上。」

11 月 16 日

谢万军失去生存权！山东民运人士申请到天安门示威

(香港十六日电) 大陆各地民主运动人士频频出招，继近期向中共当

局申请注册组党後，山东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谢万军今天向公安部办公厅寄

出挂号信，申请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

行示威。

谢万军告诉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他申请示威是要抗

议中共当局因他组党而对他进行政治迫害，剥夺他的「生存权」。

谢万军表示，中共自十月五日签署人权公约之後，对他进行了一系列

迫害，先是拘留他十五天，接着开除他太太于显杰的教师公职，又强逼他

全家搬出住处，使他们流落街头。

谢万军表示，由於他不肯搬出住所，於是有关当局切断其电话线及供

电。他曾对此提出抗议，但有关当局至今没有恢复对他住所的供电，也没

有恢复其太太的公职。

他说，大陆各地异议人士拟於十月二十七日齐集山东省东平县示威，

他本人也曾於十一月十二日去县政府抗议，但当局至今未恢复供电和他太

太的教师工作。

为表达对中共签署人权公约後反而加紧迫害异议人士的不满，谢万军

决定只身前往天安门示威。

中国民主党各省筹委致湖南的贺电

欣闻湖南省民运人士谢长发、刘立平、朱佩夫、张帆、周大杰等人于

11 月 7 日向湖南省民政厅申请并同时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分部筹备

委员会，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关心国家的政治前途，以组织形式表达民意，既是践行宪法规定的公

民政治权利，是正直的公民有政治责任感的表现，也是人与生俱来的神圣

不可侵犯的权利。宪法和其他法律均多次载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

结社组党决非是某些人的特权，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组党结社权，任何党派

打压其他党派成立发展的行为，都是对宪法和法律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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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倡导以有序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促进政治运作和经济

发展的廉洁高效，而这种竞争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人民"

政府和"人民"政府中的有关机关有责任为人民维护这种公正性。湖南的志

士们再一次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进一部检验着这种平等是

否存在，检验着政府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府，还是能够维护这种公平，

代表民意而运作的政府。

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湖南在反封建反腐败的社会变革中曾英雄辈

出，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不胜枚举。为推动历史进步作出了

巨大贡献，今天，湖南的志士们进一步将建党民主运动推向深入，成为中

国民主党筹委会大家庭中的又一名成员，我们向湖南的同仁们表示热烈欢

迎，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实现具有竞争性的

政治多元化宪政民主制度，铲除专制腐败的根源，建设一个自由、民主、

平等、富强的文明国度而共同努力奋斗。

（签署按拼音排序）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

黑龙江筹委会

湖北筹委会

辽宁筹委会

上海筹委会

贵州筹委会

河南筹委会

吉林筹委会

山东筹委会

四川筹委会

浙江筹委会

海外筹委会

1998 年 11 月 15 日

魏京生指大陆民运已进入实质问题阶段

(台北十六日电) 大陆着名异议人士、新当选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

合会议主席的魏京生，接受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华语频道专访时表示，中国

大陆的民主运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向实质性问题发展的阶段。

据此间收听到的在巴黎进行的这项专访，提问摘要及回答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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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海外民运经过长期四分五裂，进入新的整合，你如何看待自己今

後角色和作用？

答：海外民运这次联合不是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整合的结果，而是因为

海外民运人士前几年栽跟斗栽多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

才能真正为中国民主化做点实际事情，大家愿望非常强烈，才能够联合起

来，当然很多具体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大胆去做了。过去力量不足，所以很

多工作大家不敢去做，人为力量不够，现在够了就可以做了。

问：海外民运组织将如何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答：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共产党的特务一直在宣传，你们) 指海外民

运组织 (在国外没有什麽事情可做，你们只能去促进国内工作。这完全是

错误的，我们要建立民主制度，当然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在中国

建立民主制度，有许多条件需要创造，国内的很多条件需要创造，国际社

会的很多条件也需要我们去创造。所以在国外有很多重要工作，甚至是不

可替代的工作，这在国内是不可能做，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比如说外交

工作、团结的工作，包括在媒体上为中国老百姓讲话的这种工作，是国内

朋友所不能替代的。

问：你如何评估当前中国大陆民主运动？

答：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民主运动，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向实质性问题发

展的阶段，也就是七九年民主墙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宣传，让民主的概

念深入人心。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主要是试图使这种概念在中国得到一种

正式认可，当然八九年没有成功，但是非常大的意义是使得民主的概念、

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已经在中国普及了，深入到老百姓人心了。那麽我们

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要踏踏实实地争取具体老百姓的权利，每一项权利、每

一项权利去争取，这样最後逐渐建立起民主的制度。

问：如何看待西方媒体报导的大陆组党现象？

答：我觉得组织反对派，包括组织反对党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尽早

地着手，但这个东西要条件成熟才行，我们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在现在的

情况下，第一就是我们组织反对党或是反对派，不一定要得到共产党的批

准，我们不授予他这种权力，他没有资格来批准我们或不批准我们，我们

就按照自己的步伐、按照自己的方针，一步一步去做就可以了。

另外，现在共产党对付国内民主派组成正规反对组织的人，有一个新

的策略，就是让你们自己来注册登记，让你们自己把名单、资金来源都交

给共产党，而且让你们自己去宣布你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其实是一种

把中国的民主运动引向歧途的方法。他现在完全靠镇压，他也看到了不能

完全镇压下去；镇压下去一场，马上又起来一场，中国人要民主的愿望已

非常强烈。那怎麽办呢？把你引入歧途，让你走，自己走向失败。所以我

们不能上他这个当，我们自己组织的工作，没有必要去向共产党交待，共

产党特务把我们抓到监狱里都不能向我们交待，我们为什麽要公开地向他

们交待呢？我们没有必要告诉他们。



248

11 月 17 日

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

方言

20 世纪就要在中国重新启动的政治改革中结束。现在为本世纪的中

国作史未免太早了点，但为本世纪中国出现的几位伟人作传，则已是平常

之举。没有人能否认本世纪出现的几位伟人会载入史册，他们是孙中山、

毛泽东、邓小平。现今的国家主席和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会不会跻身伟

人之列，这个问题要江主席自己以实际的政绩来回答，因为历史已经给了

他绝好的机会。

回想世纪之初，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然而时事造就了孙中山这位民

族英雄、民国之父。他反对封建帝制，鼓吹民主共和，并发动辛亥革命，

推翻了大清帝国，创建了中华民国。同时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建国目标

和“军政、训政、宪政”民主步骤。“三民”者，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独

立、各民族平等；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权主义的主权在民。

“军政”即依靠武力统一国家，“训政”即教导人民实现民主，“宪政”

者实行宪法，提倡民权，推行民主。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已经骑鹤仙去。但他一生追求民主，

心仪民国，一代英名，后世景仰。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门徒，毛泽东和他的

战友们，寻找到一条救国的正确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

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完成了国父的主义之一－－民族主义。从此，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告别了外强凌辱的历史命运，不再对任何国家俯

首称臣。只是民生建设的探索，走了一个太大的弯路，一直到去世，也没

有实现自己繁荣均富的共产梦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改变了对

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无限崇拜，推行现实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

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民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若不是晚年

“六四”处理的失误，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会比毛泽东低。如今，孙中山

的理想经过全体中国人的近百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到了实现的最后关头，

而江泽民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他的面前还有民权的实现，还有宪政的完

善，还有祖国的统一－－“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历史创造的机遇，也是

历史提出的挑战。接受这个挑战，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完成民权主义，结

束以党“训政”的落后局面，全面推行宪政建国，那么本世纪就会多一位

伟人；放弃这个机会，因循前任的“旧法”，历史只会黯淡地记录另一个

华国锋的临时过度。

“民权”即人们通常所言的“人权”，但是，由于对人权一词的客观

误解和主观曲解，使得人权这个本来意义非常明确的词语，如今成为论战

双方都高举的大旗。使“民权”和“人权”有了一点区别。为了本文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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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这里我们只使用“民权”，同时也对“民权”和现在人们所提的

“人权”作一点分析比较。

“人权”本来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政治术语，也就必然具有特定

的内涵。300 年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需要，

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学说。“人权”从产生伊始就是特指人的公

民、政治权利和自由。在现代， 这一特定的内容，也体现在几个国际性

的人权公约和宣言里，从而使人权的理论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可以说，真

是因为封建专制在地球上依然存在，而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所以人权理论也仍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要理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谓的“人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即公民的权利。

但是，不甘心人权的普遍彻底实施的特权者，改变以往的否定人权普

遍性原则，诋毁人权理论的进步意义的愚蠢做法，转而也祭起人权的大旗，

只是企图改变人权的意义为自己所用。我们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竟然也如此发展起人权的理论来，离开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想有天壤之别，

转为维护落后的和目前的经济基础不相符的专制制度的工具，马克思如在

世，不知要如何骂这些不肖子孙。

这些人的法宝之一，就是把人权的特定内容篡改为人的“生存权”。

如果重视生存权，发展经济，但同时也保障人的政治权利的实施，这本来

是经济落后国家维护人权的最佳途径，但是，这些人却以生存权来变相否

定人权的其它重要的内容，公然违背了马克思理论关于人的理论。

在马克思与人本主义者的论战中，马克思批评人本主义者仅仅注意人

的“类”属性，即将人降低到“动物”的一个类别，否定了人类的社会本

性。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倒退了 100 多年，把马克思曾经批判的东西拿

来当作马克思理论进行发挥，难怪有人将中国的人权理论骂为“猪权”理

论。

为了与这些人权理论划清界限，我们使用“民权”一词。民权，就是

公民的权利。只能将他作为公民来探讨他的权利。这些权利连共和国的宪

法都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无论他是国家领袖还是平民

小卒都不敢公然反对，由此可见这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来看，民权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可

分割的有机体。资本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的神圣，资本主义是和

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则反对人性异化，宣扬人类解放，

是和本来意义上人权即民权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人权真是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的体现。可悲的是，反过来人权却成为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

主要武器。其它方面就不必说了，仅从对待人权的态度来看，我们今天的

中国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孙中山先生的

“同志仍需努力”至今还震耳发聩，“民权主义”还远远没有实现。

最近，台湾辜振甫来访，针对中国统一问题提出了在“民主”的基础

上统一中国的见解，这样的一个 50 年毛泽东就针对中国统一主动提出来

的方针，50 年后的中国领导人反而王顾左右而言它，不知新中国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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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发扬了还是抛弃了。连

扁安一岛的国民党也能从历史教训中得出施行民主，取消独裁的新政，并

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而声称代表人民大众的共产党却不愿意人民真正行

使自己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江泽民作为一国的主席，一党的书记，责任

重大，使命艰巨。

目前的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上的改革加快步伐。没有配套的政治改

革，很难想象经济改革会一条腿顺利前进。这是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出发

得出的结论，也是邓小平早就提出的看法：“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

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

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继承邓小平衣钵的江

泽民，不能肢解邓小平理论，应该全面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实质，即政

治体制改革决定其它一切改革的成功与否。否则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只是举

到一半的高度，今后的改革也不会得到全民的支持。

最后，发扬民主，施行民权也是觉醒的人民的正义呼声。尽管有大批

人流亡海外，有不少人身陷牢房，但是，人民的呼声并没有停止，在新的

形势下会越发高涨。最近的中国民主党组党风潮，将是新一轮呼唤民主的

思潮的先声。相信人民为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是任何人不能永久剥夺的，

也是任何理论家不能辩驳的。

综上所述，施行民权，是历史的进步大潮，是马克思理论的本义，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是中国结束分裂走向统一的基础，是经济

改革成果的保障，更是人民群众的正当合理的要求。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

政治领袖，应该利用这一大好机会成就一番丰功伟绩。

当然，江泽民如果要进行政治改革，施行民权，首先必须象 20 年前

进行经济改革一样，从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入手。新闻监督，言论自由，三

权分立，政党政治等等西方政治模式，能不能为我所用，到底是“姓资姓

社”，并不是某某人的一句话所决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

看看这些措施 1、是否有利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2、是否有利于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建设；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民主水平（参政意识、

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都可以成为社会主

义社会制度健全的手段。关于“六四”事件，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

析，不能因为邓小平的定性就将这一事件的合理解决束之高阁。共产党高

明不在于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而在于知错必改，有错必纠。历史

上的无数冤案，文革，“四五”运动的平反，不但没有损害共产党，反而

团结了更多的群众。“六四”事件如果解决合理，同样也能受到好的效果。

对于因言论等政治因素入狱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大多是有主见有抱

负有勇气的人，应该让他们全面认识国情，完善自己的见解，找到自己为

国家出力的位置。就是见解错误，主张荒谬，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应有之

义，只要不是以暴力反对政府，就是法律的保护对象，应该无罪释放。同

时要对法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根除有违宪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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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中国民主党的组党问题，也要把它看作是政治改革的锲机之一。

本来民权就包括组党自由，台湾的国民党也开了“党禁”。不实行多党制，

统一遥遥无期。并且，共产党，国民党，其它民主党派，新成立的民主党，

都是为了中国的强大，都是联系着一部分人民群众的人民政党，没有什么

“革命”“反革命”之分。政治改革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冷战思维模式

下解放出来，否则，政治改革不可能成功。

对待流亡国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只要是中国人，也都有一颗爱国

之心。他们中大多数是因为历次政治迫害而离国出走的，有的是留学未归

的学生，应该制定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无顾忌地回国出力。就是一些

有“过激”言论甚至“过激”行动的人士，也应看到那是国内政治专制的

必然产物。有些人士的言论，也是到了国外后不得不入乡随俗，其实他们

也都愿意回到国内进行民主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宣扬“革命”谩骂政府

的现状的。就是所谓的“反动”组织、政党，也是前文所言的“冷战”术

语，如果国内政治民主化后，这些术语都会成为历史。在现在没有开放

“党禁”情况下，也必须以远大的目光来处理“反动”人物和组织，让所

有愿意回国的人士全部回国，有违背现存法律之行为一律不予追究。试想，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可以和当时的敌对政党国民党统一起来，

今天，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为什么共

产党不能和一切爱国人士、组织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民主、强大、统一而

共同奋斗？

在此，我们呼吁共产党和政府以及国内外的民运人士，从双方的共同

点出发，哪怕只是很少的共同点，而不是互相指责，互相谩骂，共同探讨

中国政治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我们呼吁江泽民主席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机

遇，为孙中山先生世纪初制定的强国政策的实现－－民权主义的全面实施

而努力。如此一来，江泽民将会得道多助，成就一代伟人，和孙中山、毛

泽东、邓小平一样，为本世纪的中国历史书写一篇灿烂的章节。

1998/10/18--1998/11/18

(备注：方言，郑存柱网络用笔名之一)

11 月 19 日

民主党向知识界发展 湖南大学筹委会宣布成立

(香港十九日电) 湖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董适冬、有「湖南方励之」

之称的该校退休讲师彭玉璋，昨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委

会」，显示中国民主党正在内地迅速向基层及知识界发展。

佟适冬及彭玉璋两人在成立宣言中表示，「中国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委

会」将在全国筹委会及湖南筹委会的指导下工作，利用校园的优势在湖南



252

大学发展筹委会，也会加强与大陆各地筹委会的联系。而申请成立的信函，

已於今天寄湖南省民政厅。

五十六岁的佟适冬毕业於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湖南物理学会常务理

事。而七十岁的彭玉璋，於一九八九年「六四」时，担任「湖南省高自联」

顾问，被大陆官方报纸称为「湖南的方励之」，曾被拘留一年。

「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於十一月十一日宣布成立，使得这一未获

中共批准即自组的政党在大陆十三个省市已设有筹委会；而目前在湖南省

筹委会下，又建立湖南大学筹委会。湖南大学是一间拥有八千名学生及四

千名教职工的知名高等学府。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目前湖南大学已有其他教职工及学生，

向该筹委会表达意愿要加入「中国民主党」。由於大学一向是中共非常重

视的敏感单位，所以佟、彭两人成立「湖南大学筹委会」，无疑会备受国

安人员关注，而两人承受的压力，也会远高於其他组党异议人士。

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中国民主党」目前正朝向三个方面发展：

一、各省筹委会联合准备召开全中国代表大会。

二、类似「湖南大学筹委会」一样由各省筹委会向基层发展，建立

基层支部。

三、各省筹委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建立农村、宗教、法律、人权等

工作委员会，具体侧重点不同，以推进大陆的民主进程。

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致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

欣悉你们将于 11 月 28 日──29 日召开“第一次中国民运组织海外

圆桌会议”。衷心祝贺大会成功。6 月以来，民主建党问题再一次提上日

程，国内民运呈现出良好前景，特别是民主党组党运动和自由公民运动的

崛起，主导了国内民运的局势，成为民众的希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

内已发展到 12 个省市。今天，湖南大学又成立了筹委会。这表明中国民

主的实现日益临近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汇聚她的仁人志士组成坚固同盟的

时刻到来了。这是民主派成熟为组织化独立政治力量的前奏。愿我们当此

建党运动推展之际，携手共进开创未来。

1998.11.19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北京 四川 贵州 河南 湖北 湖南（含湖南

大学）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山东 上海 浙江 海外筹委会

致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并魏京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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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你在这美好的季节荣任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今年 6 月以

来，国内民运呈现出良好前景，特别是民主党组党运动和自由公民运动的

崛起，主导了国内民运的局势，成为民众的希望。这表明中国民主的实现

日益临近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汇聚她的仁人志士组成坚固同盟的时刻到来

了。这是民主派成熟为组织化独立政治力量的前奏.值此重要时刻，望你

发挥更大影响，共同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致自由的敬礼

1998.11.19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北京 四川 贵州 河南 湖北 湖南 （含湖

南大学）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山东 上海 浙江 海外筹委会

全国人大起草「新闻法」与「政党法」准备明年通过

【时报香港十九日电】据香港媒体报导，一批较具自由化色彩的中

共干部与人大代表正努力推动制订「新闻法」与「政党法」，并准备让这

两部法律在明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

中共「全国人大」的消息来源说，这两部法律某种程度上将允许「在

党的监督下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即便是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的中共人大委

员长李鹏也曾提到，希望能在明年通过「新闻法」。

消息人士指出，起草接近完成阶段的「新闻法」之中，并无有关民营

报纸的条款，但法条中会强调新闻道德与监督政府运作的功能。观察人士

指出，这部「新闻法」在落实宪法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方面，不会达

到半个世纪前国民政府颁布的「新闻法」。

报导说，中共人大委员长李鹏与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一项内部会议之

中特别提到要加强新闻界的制衡功能。但是，中共历来视舆论宣传为党的

专利和喉舌，到底准备让民间可以根据此法享受多少新闻自由，值得关注。

中共党内消息人士也表示，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在寻求制订一部

「政党法」的可能性，这部政党法所规范的政党当然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

政党相同，不过江泽民的幕僚倾向於准许设立类似於大陆八个「民主党派」

的政党。这八个「民主党派」自一九五○年代以来，其领导人都必须宣示

服膺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据称，中共党内高层官员以及统战部门的干部都曾被谘询有关制定

「政党法」的意见。而大陆的知识份子与民运份子都认为，制订「政党法」

是大陆民主化的先决条件之一。

报导说，江泽民在一项内部谈话中亦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倒是愿意

重新提出政治改革的议题。江泽民告诉他的幕僚说，安定团结是当前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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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在尝试一项新的改革措施之前，必须先自问：如果这项措施

确实会导致社会不安与动乱，我们是否还能改得回来？

报导引述政治分析人士的话说，江泽民已经从他的幕僚那里听取了各

式各样有关政治改革的建议，他并且认为，像「党政分立」之类的政治改

革至少还得再延後一段时间才可能进行。

11 月 20 日

中共高层决阻止民主党成立全国性组织，在浙江进行大逮捕

[本刊记者纽约报道]中共当局对迅速发展的国内组党风潮感到惊慌失

措，决定组挠中国民主党在国内成立全国性组织，扼杀遍于全国的组党风

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信息中心从北京获得的信息称，

中共高层最近做出决定，一定要设法阻挡中国民主党建立全国性组织，对

于民主党人士任何跨省、跨市间的串联，要严密监视，坚决打压。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共浙江公安当局于当地时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

在杭州市进行大肆逮捕，一举抓捕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的核心成员吴义龙、

祝正明、毛庆祥和王荣清，以及从上海到杭州串联、正在吴义龙家开会的

民主党上海筹委会的李国涛和姚正宪。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信息中心指出，

李国涛、姚正宪这次专程从上海抵达杭州，目的之一就是与浙江民主党的

成员商讨进一步成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之事。信息中心说，浙江省民主党

筹委会正在联络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成员，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召开。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信息中心指出，浙江省是第一个试图冲破中共

党禁、筹组中国民主党的省份。浙江民主党成员人数众多，经验也较丰富，

最近通过民主选举，浙江民主党筹委会已经组织化、正规化。七九西单民

主墙时期老资格的民运人士朱虞夫被推选为秘书长，浙江民主党章程的起

草者祝正明为发言人，年轻敢干的民运人士吴义龙为对外联络的负责人。

吴义龙为了推动全国的组党运动，已经跑遍了大江南北的十几个省市，对

组党活动向全国推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中共当局的大肆逮捕行动中，

对吴义龙的住所进行了全面抄家，搜走了全部文件和传真机。信息中心的

消息还说，上海民主党筹委会的成员李国涛、姚正宪已被遣返上海，关押

地点不祥。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对中共新一轮的逮捕镇压行动表

示强烈谴责。王希哲指出，组党是公民的天赋人权，是大势所趋，压是压

不住的。中共既然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就理应遵守它的原则。但从现实看，中共签约只是一个迷惑世界舆论的幌

子。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对中共在浙江的大规模逮捕行动发表谈

话指出，国内民运人士对这次的组党活动已经下了极大的决心，国内组党

人士一再表示，即使杀头、坐牢，也要推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建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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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章说，在这种道德勇气面前，中共的镇压将无济于事，只能引起更大的

反弹。王炳章指出，如果中共走回头路，强力将组党活动镇压下去，势必

将激化社会矛盾，将社会推向革命一途。

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信息中心掌握的资料显示，目前已有十三个省市正

式筹组了民主党组织，还有几个省市已经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宣布。全国

参与组党的省市目前已达二十三个。正式成立民主党筹委会、迈向组织化

的省市很快就会超过全国省市的半数。

中共逮捕四名民运人士

(记者张谦香港二十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

杭州公安人员今天逮捕了大陆「中国民主党」成员吴义龙、姚振宪、李国

涛及王荣清，至今四人下落不明。

民运中心表示，公安人员於今天下午五时闯入吴义龙的家，当时吴义

龙与其馀三人正在开会，商讨「中国民主党」的相关事务。

据悉，姚振宪及李国涛专程从上海抵达杭州参加这次会议。

民运中心指出，自从「中国民主党」於今年十月宣布组成全国筹委会

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後，明显加强了党员之间的联系，但大陆公安当局也

同时加强了对「中国民主党」的控制，且於两周前逮捕了该党在上海的两

名主要成员蔡桂华及韩立法。

美国之音：中国民间组织政党等于自判「反革命罪」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18 日报道]在美国成立一个政党并不难。但是如

果你想在中国成立一个政党，现在恐怕只是「天方夜谭」。别的不说，就

连到什么地方去登记你都找不到。北京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对美国

之音记者说，如果实在想知道在哪儿登记的话去请教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记者随即接通了通过香港电讯公司长途电话查号台查到的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电话(8610-6605-6449)，结果没有人接。另外一位中

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秦永敏曾经向国务院呈递过组党申请，不过他并不

清楚具体哪个部门负责政党注册登记。

秦永敏说：「在申请书上，是要求国务院转给它所认为适当的部门。

它应该有这个机构，它没有这个机构，我们就向中央政府提出来了。」于

是，记者又拨通了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8610-6513-8136)。也没有人

接。如果电话都没有人接，真正注册登记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了。

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除了文化革命时期出现过大批所谓的「群众

性组织」以外，人们几乎没听说过老百姓自己组织的政党或者社会团体。

人们零零星星听说一些神秘的民间组党结社的故事，也都是在参与人员被

处死以后才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在那个年代里，民间组党结社实际上就

等于反对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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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党结社势不可挡现代中国史前所未有

1989 年胡耀邦去世以后，中国各地突然出现了无数的「学自联」，

北京等地还出现了「工自联」。「六.四」血腥镇压以后，这些组织的首

要人物，不是逃亡海外，就是被当局处死或者判刑。所有这些学生或者工

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如果把 89 年

这次大规模的民间结社活动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民间结社活动的话，

它的生命也只是昙花一现。

今年 6 月，中国各地的一些人士相继宣布准备成立「中国民主党」，

并且向政府提出了组党申请。目前，全国已经有 23 个省市出现了准备组

建「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委员会。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现了多个民间团体，

例如「中国发展联合会」，「中国人权观察」和「腐败行为观察」等。这

些民间政党和团体的发展迅猛，短短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参与人数

就达到数百人乃至上万人。今年 10 月开始筹建的「腐败行为观察」组织

的创建人安均说，虽然说我们都是在以公民个人的名义在开展活动，但是

我们这个体系现在发展得非常快。初步估计的话，积极的关注和参与的应

该达到上千人了。」也是在 10 月份成立的「中国发展联合会」，其负责

人彭明说，成员现在已经是 1万 1千人。

直接打出政党旗号的中国民主党筹备人员表示，全国各地有五十几个

筹备代表。其参与人员众多。据秦永敏说，仅浙江省一地，成员就达到近

千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近五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民间组党结社时期已经

到来。

中国签署联合国公约保障公民结社自由

11 月 3 号，就在中国签署了带有结社自由条款的联合国「公民权利

及政治权利公约」不久以后，中国公布了一个「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

条例第一句就说，「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然而正在中国国内积极

从事组党结社的民间人士们纷纷表示，与条例第一句话相反，这个条例实

际上是要限制人民结社。

秦永敏：「我们的申请是要求它按照联合国人权原则，来加以处理，

并不是现有的这个所谓「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如果按照「社会团体

管理登记条例」，他们是永远也不会给我们登记注册的。我们也不承认它

这个条例。」创办「中国人权观察」的秦永敏已经向政府申请了无数次。

目前是每个月申请一次。政府部门均以手续不全为由而拒绝受理。「腐败

行为观察」组织向政府提出的申请要么被拒绝，要么没有回音。

中华全国总工会至今没有回电话

那么官方定义下的「人民团体」向哪个部门登记过吗？记者接通了中

华全国总工会的电话。

记者：「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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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啊，你好。」

记者：「你好。我想问一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有

没有，过去或者现在有没有跟国务院或者任何政府机构登记过？」

工会：「哎哟，这个还得问一下我们这儿的负责人。他今天去开会去

了。我跟他说一下，他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好吧？」

记者：「那好，我留下一个电话吧。」

工会：「行。你说吧。」

结果，电话号码是留下了，但是电话就一直没有接到。

面对社团登记注册的重重障碍，「中国发展联合会」则知难而退，干

脆不申请注册登记。同时，新公布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将中国共产党和所

属的 8 个「民主党派」，以及其它一些社团列于管理范围之外，使民间组

党结社人士感到，这个条例既然没有包括执政党等一些党派，自然对民间

组党结社活动也没有约束力。「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筹备委员会成立

时没有向任何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筹委会主席徐文立是这样解释的。

1945 年的批判现在可用来批评共产党自己

记者：「你们这个民主党没有向任何机关登记申请注册，因为你们也

不知道有哪方面的规定。那是不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机构应该受

理这方面的登记注册？」

徐：「不是不知道，而是确切地知道，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可以接受组

党要求。因为各地的筹备委员会在注册的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他们有关的

一些答复。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的法律没有接受组党要求的地方，而我们

这样的一个社团管理处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要求的。1945 年的时候，中

国共产党的主席他们曾经写过许多的文章，严厉地抨击和批判了当时的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些文章，现在我个人感觉，如果把那些抨击国民党的

文章当中的国民党几个字改换成共产党，我想现在依然适用。」

不过，尽管没有任何法律允许成立政党，但是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成

立政党。因此，徐文立认为，自行成立政党并不违法。

徐文立说：「第一点，由于中国政府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就赋予了

公民有组党的政治权利。第二，中国在现行的法律没有条款禁止公民组党。

第三点，由于中国没有政党法可遵循，所以，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

的党部就以公告的形式宣布它的成立。」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秦永敏说：「中国迄今为止

没有政党法，因此根据现代法学的原理，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公民都有权

从事。」

面对民间组党结社活动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似乎处于一种不

知所措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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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大陆异议人士参选人大代表 何德普在学生群众面前遭受扭打修

理

(台北二十日电)有意参加北京人大代表选举的异议人士何德普，今天

中午到其中一个选区向信息工程学院选民派发宣传材料时，被六名保安人

员扭打，抢夺传单及逐出选区。由於信息工程学院是何德普的选区，这个

学院也在今天下午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为争取选民的提名和支持，何德

普今天中午与助选员马强到该学院向选民派发参选材料。期间，该校六名

保安人员冲出来，不仅抢夺了他们的传单，而且将两人扭打，及推出校园，

并强行抢回学生手中的传单。

有学生指保安人员这样做是严重违反「选举法」时，保安人员表示这

是奉上命令行事。

四十五岁的何德普是一九七九年民主墙时的异议人士，现在是北京社

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他曾於一九八０年参选人大代表选举，但是落败。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何德普的选区是属於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这个学院今天下午要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何德普和另一名异议人士马强

为争取选区选民的提名和支持，亲到学院向选民散发自己的简历和参选资

料，但突然冲出学院的保卫处保安人员，强行夺走了他们和选民手中的传

单，并将他们推出校园。

对於这种遭遇，何德普决定下周前往朝阳区法院，控告信息工程学院

的违法行径。

至於另外两名异议人士王志新和高洪明，他们都是正在筹备中的中国

民主党成员，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他们在这次的参选过程中，也受

到留难。

不过海外观察家认为,虽然中国的法律规定年满 18 岁的选民都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从三名北京的民主党人士宣布参加人民代表选举的一

个月来的经历看,有关当局处处设立障碍,这显示出中国国内异议人士想达

到通过选举而参政的目标目前还很难达到。

华尔街日报分析大陆政治改革准说不准做的怪现象

【时报纽约二十日电】中共近期以来逮捕了不少组织反对党的民运

人士，但是与这批民运人士理念相近的理论界人士却仍获准在各种场合讨

论政治改革问题。此种「只准说、不准做」的现象虽然已经比过去要宽松

许多，但仍显示大陆的政治改革步履蹒跚，民主化路程备极艰辛。

美国着名的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今天刊一篇专题报导说，中共近

几个月来逮捕了约二十多个组织反对党的民主运动人士，这个号称已在大

陆各地成立十数个党支部、拥有二百名党员的「中国民主党」在今年的六

月二十五日宣告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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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北京支部负责人、老牌民主运动人士徐文立则在这几个月内已数

度进出公安局，但其党内成员仍旧积极活动。这些活跃人士包括一名浙江

省支部负责人参选村长，但却在中共官员的阻挠下临时被取消参选资格，

北京也有三名该党成员计划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报导指出，组织反对党的人士虽遭到逮捕，但理论界呼吁政治改革的

呼声却仍此起彼落。他们与组织反对党人士一样，讨论统治阶层的替换、

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要求中共接受国际上的人权标准，至於其他的议

题像反对贪污腐败、军队退出政治、加强教育工作、保护环境等等则不在

话下。

这些理论界人士中不乏知名大学教授与名作家，甚至有的是退休的政

府官员。与「中国民主党」成员不同的是，理论界的探讨还不会立即面临

坐牢的危险。曾被中共关在监狱里长达十二年的徐文立说，理论界精英并

不是要求结束一党专政，他们也因为个人的地位或是恐惧受到迫害而无法

谈得更多，不过，理论界精英的理想目标与「中国民主党」是相同的。

报导说，理论界与反对党之间还没有直接的关连，以出版具有进步色

彩书籍为业的徐迅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保护人权。他说，组

织反对党的人不能算是改革先进，如果三个人就能组党，那中国大陆就会

一团混乱。

报导认为，即便中共最近逮捕了不少人，但大体上整个大陆还是逐步

走向改革与宽容。先前被捕的「中国民主党」人士大多已获释放，往後可

能还有起诉或审判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中共对他们有进一

步的法律行动。

大陆的文化界同样出现不少思想较为进步的作品。北京一个剧团最近

改编完成了意大利的诺贝尔奖得主达利欧．傅的作品「无政府主义者的意

外死亡」，该剧描写一个政治活跃份子被警察所杀，对中国大陆的情况相

当具有讽刺性。另一个在两年前被禁的剧目「阿Ｑ同志」，最近也准备重

新演出。

报导最後指出，克林顿今年六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说可能是中共建立政

权以来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最有影响力谈话，当时的确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目前市面上也可以很容易就买到克林顿谈话的中文译本。

11 月 21 日

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祝正明及毛庆祥又被捕

为了阻止浙江、上海「中国民主党」成员聚会，中共公安人员日前逮

捕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除了姚振宪、李国涛、吴义龙及王荣清四人

被捕外，祝正明及毛庆祥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也被公安从家中带走，目前下

落不明。

总部设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二十名来自浙江、

上海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原定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杭州凯旋饭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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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要会议，中共公安人员为阻止这次会议，於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对部分

成员采取逮捕行动，姚振宪等六名成员先後被捕，下落不明。浙江各地公

安单位也警告「中国民主党」成员如毛国良及朱虞夫等人不得走出家门。

中国民主党关于当局限制公民权利打压民主党浙江人士的紧急声明

[本刊北京特约记者 21 日报道]鉴于中共当局对政治反对派人士发动

新一轮的迫害，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 12 省市筹委会今天发表了一份

紧急声明，呼吁当局认清形势，立即停止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和海内外

友人严重关切事态发展。声明说：

11 月 20 日浙江及上海民主党重要成员也是参与组建全国筹委会 的

重要成员 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李国涛、姚振宪被警方传

唤。吴义龙家中的民主党资料及传真机被查抄。

21 日毛庆祥夫人胡小林接到警方通知书，以“未经批准的社会团体

名义活动，继续留置盘查 24 小时”。

21 日浙江党准备召开本省及上海党会议并准备了会议地点。这次警

方打压不仅是针对这个会议的，而且也是针对建立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

11·10 日受全国委托由浙江党操作，联系全国，五十余人共同签署

了权威性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并决定经全筹会民主程序集体

决定下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当这一工作尚未进行时，发生了上

述事件。

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对浙江警方无视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又一次

搜捕我浙江党成员提出严正抗议。我会要求，尽快结束“留置盘查”和

“监视居住”（对王有才），无条件释放我党所有成员，送还抄查物品，

包括前些日被“转移监视居住”地点的王有才，并允许其妻送交冬衣。

6月以来，民主建党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国内民运呈现出良好前景，

特别是民主党组党运动和自由公民运动的崛起，主导了国内民运的局势，

成为民众的希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内已发展到 12 个省市。（昨天

湖南大学又成立了筹委会）这表明中国民主的实现日益临近了，中国政治

现代化汇聚她的仁人志士组成坚固同盟的时刻到来了。这是民主派成熟为

组织化独立政治力量的信号。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海内外友人严重关切这

一事件。

美国之音：中国当局不顾宪法与国际公约加强压制组党结社浪潮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19 日报道]对于中国国内突然出现的民间组党结

社风潮，当局已经或者正在采取一些镇压和压制措施。许多人被拘留，传

讯，甚至受到地方政府的迫害。一批主要人物受到昼夜监视。在北京的中

国民主党组党人士徐文立说：「现在我的屋前屋后已经是坐满了便衣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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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的后窗户上后面就有一辆车，他们 24 小时坐了人。我的门口也坐

了大量的便衣警察。」

在武汉的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士、「中国人权观察」组织的创建人秦永

敏的处境也十分类似。秦永敏说：「他们对我基本上每天 24 小时两辆警

车，十几个人围在这儿。但是一般都不动手，也不干涉。除非他有搜查证。

没有搜查证，没有逮捕证，他们到我这儿来呢，如果不友好，我就请他们

出去。如果友好呢，就算是朋友吧。」

山东省组党人士谢万军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至今家中的水电仍然没

有通，妻子的工作也没有恢复。还有一些地区更是像过去一样，把所有的

组党人士关了起来。秦永敏介绍说：重庆当局特别专制，把所有的人，参

加那个讨论会的人，所有的人都抓进去，一直都不放出来，一共有 6 个人。

据说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林是一个非常专制，非常左的人。这种人就会采取

非常残酷的手段来压制我们的组党活动。」

「腐败行为观察」和「中国发展联合会」是非法

总的来讲，中国政府对于这场有点突如其来的民间组党结社浪潮显然

精神准备不足。由于中国在民间组党结社方面没有确立有关法律，因此正

在强调要加强法治的当局在镇压和压制时显得底气不足。

徐文立说：「现在中国的警察也逐渐地习惯了要依法办事，因为他们

现在找不出任何的法律来制止，因为他们没有法律根据。所以就采取了比

较柔性的办法，就是找这些人谈话。」

徐文立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亲身经历说明，中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一种

进退两难的境地。徐文立说：「北京市公安局一处一个负责的干部，也是

个处级干部，他传递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说，他个人认为，在目

前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不可能接受一个反对党以这种方式成立

起来。那么我就告诉他，你依照什么法律不承认它的存在？看来的话，他

也提不出有关的法律。根据其他的一些警察和我们一些副主席的谈话可以

感觉得出来，他们觉得我们这次打了一个擦偏球，目前他们也很难找到一

个法律的条款来取缔我们。所以现在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处在一

个两难的境地。」

不过，中国政府尽管还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来对民间组党结社活动采

取令人信服的法律措施，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仍然没有一个当局认可

的民间政党和民间社团组织。实际上，像「腐败行为观察」和「中国发展

联合会」等组织已经被官方宣布是非法活动的组织。然而所有这些组织和

政党非但没有消失或者停止活动，反而都在继续迅速发展壮大。「中国人

权观察」在各地的人权观察员越来越多。

记者:「尽管你们没有登记，尽管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但是你们

的活动还是在照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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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秦永敏:「对，活动是始终不渝地一直在做了。」「中国发展

联合会」在被官方宣布取缔之后，成员竟然从 5千人发展到 1万 1千人。

彭明说:「我们工作继续照样进行，每个礼拜的'时局研讨会'照做，

我们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照做，我们都在按原定的计划稳健地往前推

进。」

记者:「那现在的 1 万 1 千人还以什么形式出现呢？既然已经不是'中

发联'的成员了？」彭明:「在大陆我们可以以沙龙的名义活动的。显然我

们要是去登记注册是不会被批准的。那我们就搞沙龙嘛。沙龙是不需要登

记的。另外他们作为个人，向香港的'中发联'申请入会是可以的。」

会员人数增加不改变游戏规则

「腐败行为观察」在被勒令停止活动以后，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参与

人数也从 300 人增加到近千人。安均先生表示，除了没有名分以外，一切

都照常。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许多中国民间社团的现状。安均说:「除了没

有那个名分之外，其实我们所有的游戏规则啊，工作规则啊，还有我们一

些发展活动都是非常畅通的。我们这个整个活动来说，看样子是跟设立名

称，或者办机构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不仅没有由于官方的镇压和压力而有所放

慢，而且将在近期内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并且召开第一次筹

委会会议。中国的民间组党结社活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下去呢？民间活动

人士认为，应该尽快制定「政党法」，使组党结社活动在法治的范围内进

行。不过，这个政党法如果也是和目前的「社会团体管理登记条例」一样，

把共产党及其所属的政党和团体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相关法律的约束，

同时又对民间组党结社采取种种令他们不能接受的限制，这个政党法显然

不会得到民间组党结社人士的认可。因此有关民间组党结社无法可依的状

况仍然不会得到解决。徐文立说:「这个政党法既是对我们的一种规范和

制约，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一种制约。因为共产党一再宣

称，他们也在法律和宪法的指导下进行活动。各个党派是平等地面对这个

政党法，都可能按照这个政党法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人民行使组党权利，才能迫使当局修改法律

「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彭明说，「必须严格地界定，中共和其它 8 个

民主党派他应该是明确意义上的政党。如果他是政党，他的存在就应该有

法律依据。这个法律依据就应该出台政党法。如果不出台政党法，他本身

就没有合法性。如果出台政党法，他就应该依法去登记注册。而政党法一

旦出台，就不能规定说，只允许有 9 个政党，而不允许有第 10 个政党存

在。所以目前他就陷入一个几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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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筹备人士秦永敏表示，中国民间组党结社人士的实际

行动就是要促使中国政府早日制定政党法。秦永敏说:「中国民主党就是

合法化、理性化、非暴力。我们会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之下要求当局立即改

变宪法。你这个宪法违反联合国人权原则，我们对你的这些内容是不认可

的。我们将会以实际行动，就是组织中国民主党的实际行动来对它施加压

力，要求它改变。因为只有中国人民都起来行使组党结社权利，那么中国

人民才可能迫使当局修改法律。如果中国人民要等待当局修改了法律再来

组党结社，那么中国可能就永远不会有组党结社这个事情了。台湾国民党

从一党专制走向多党制的经验已经给共产党指出了一条非常好的道路。中

国民主党将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这一转型。」

共党第一次容忍要求合法的反对党的组建

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大地上出现官方宣称要禁止而又禁止不了的数

百人、乃至上万人的政党和团体，这在几年前似乎还是不可想像的。然而

现在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前活生生的现实。中国政府

在处理这类事务时采取的做法也和过去的「杀」和「关」有了很大的不同。

「中国民主党」的筹备人士秦永敏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五十年来，

共产党第一次容忍了要求合法的反对党的组建，至少是默认了这样一个事

实，而没有像以往一样用残暴的手段大规模镇压。」「中国发展联合会」

的彭明也说:「我认为目前已经有了让步。像这样的活动，在过去是不可

想像的。现在你居然可以说，我召开了什么什么筹备会，我宣布成立了某

某党，或者某某党的分部。你宣布以后，人家并没有说把你召集人给抓起

来，无非就是找些警察严格地限制你，监控你，看谁来跟你打交道，或者

找你的人，把你叫去谈谈话，吓唬吓唬让你回去。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就是一个让步。」

记者:「'中发联'或者是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最近还有没有受到来

自官方的新的压力？」

彭明:「我们现在不仅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还有

所缓解。……我们同官方的有些同志进行了一些友善的对话，而且在有些

问题上进行的沟通，达成了一些谅解。比方说，对我的监控，好像表面上

已经取消了。」

记者:「你们的对话是跟社团管理部门进行的？」

彭明:「对」

记者:「气氛还是不错的？」

彭明:「比较融洽的。至少是比较友善的吧。」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还没有接起这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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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呢？民间人士都明确表示，双方都应该有所妥

协。「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彭明说，「下一步的发展视两边的理性程度而

定。就是说，民主党的这些民运人士，他们在策略上要更加富有弹性，更

加灵活一些；同时呢，我们的政府方面又更加理性一些。我觉得双方都有

可能做出某种适当的妥协让步。然后使中国的民主进程再向前迈那么一小

步。」

「中国民主党」主要筹备人士徐文立也表示了妥协的立场。但是他强

调，问题最终的解决是出台一部公平的政党法。徐文立说:「所以我个人

感觉，最好的处理办法，我们可以低调一点，不过分地强调我们这个党的

存在，他们尽快拿出有关的政党法。不管是中国民主党，中国共产党，还

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那些花瓶党都按照这样一个政党法去行事。」

「中国民主党」筹备人士表示，希望在两年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希望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将象征着中国事实上已经实行多党制。看来，

民间人士的决心已定。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仍然不明朗。这好比打电话，

民间组党结社人士已经拨通了电话，但是电话另一边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还没有接起这通电话。

11 月 22 日

中共继续非法骚扰参选人大代表的民主党成员高洪明

民运中心今天透露，在北京市参选人大代表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高洪明，

再度被当局上门找麻烦，威胁他不可以向选民发放材料，也不可以自称独

立候选人，并且想强行把高洪明竞选资料带走，而高洪明以此举违法，对

中共官员下逐客令，中共官员则威胁後果自负後离去。

11 月 24 日

北京军工厂剥夺政治反对派人士何德普参选人大代表资格

(北京二十四日电) 北京原军工厂长空机械厂三十二名职工联名推荐

政治反对派人士何德普，为该选区人大代表候选人，但遭到厂领导以非常

手段，宣称推荐无效。何德普对此极为愤慨，向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

信息中心表示，该厂这种无视选民的选举权利的行为，十分卑劣。

拥有三千名职工的北京长空机械厂，二十三日开始推选人大代表候选

人。该厂三十二名职工推荐参选的何德普为该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并按照

厂领导的要求，三次将自己的姓名填写在代表候选人推荐书中。

长空机械厂领导今天一上班，就约谈这三十二名职工，质问他们为何

要推荐曾参加「民主墙」及「六四」的何德普为候选人。随後，厂领导宣

布，各选区将重新划分，因而推荐工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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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岁的何德普，为北京社会科学院职工，为一九七九年「民主墙」

时期民主人士，近期曾多次参加签名活动。自从他自宣布参选人大代表後，

就处处遭到为难。

何德普於十一月二十日到选区范围的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向选民散发

自己简历时，竟被该校六名保安人员扭打；自二十一日起，公安已派出人

员二十四小时在他家门口监视，一出门就视跟踪。

而另两名参选的政治反对派人士高洪明及王志新，也已被公安人员监

视。

11 月 25 日

中国「独立参选人」竞选受共产党当局非法干扰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23 日报道]中国大陆最近出现了一些以「独立参

选人」参加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和农村中村长选举的事例。但是在官方干预

和骚扰之下，即使是这些参选人有了很高的当选机会，他们的候选人身份

仍然被取消，或者被种种方法阻止，无法继续参加选举。北京市的高洪明，

何德普和王志新争取获得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参选过程就经历了无数的

阻碍。11 月 20 号，参选人何德普和助选人员马强前往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进行竞选活动，受到该学院保卫部门的阻拦和殴打，并且将竞选宣传材料

没收。不过马强表示，有关人员在阻止他们的时候，自己并不清楚这样做

的道理在哪儿。

记者问：「你觉得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理由充足吗？」

马强说：「他们的理由肯定是不充足的。」

记者问：「他们自己感觉呢？」

马强说：「他们自己感觉也不充足。因为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说：

如果在一个竞选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竞选者在一个像食堂这样的非常自

由的环境里，在一个不干涉正常秩序的时间里，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和

自己的选民在饭桌上交流一下都违法的话，我当时问他们，那什么情况是

不违法的？那么怎么样参与竞选是不违法的？当时他们非常语涩，不知道

该怎么说，所以就不说。」

官方阻碍独立参选人竞选理由荒唐

马强说：「他们有一些比较荒唐的理由。比如说，他们说，中国没有

自由、独立参选的先例。另外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发放材料的时候，在一

个家属区，他们一个家属区居委会的头头甚至说，我们的选举都是安排好

了的。」

另一位参选人高洪明则受到来自警方、街道、选举部门多方的压力、

监视和跟踪，其参选活动无法继续进行。高洪明说，官方说明了阻止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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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竞选活动的两个理由，一个就是竞选活动不能超出自己选民小组的范围;

二是不能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选。

高洪明说，「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参选人，如果只能把参选活动

限制在选民小组内，那就是变相剥夺了我们的参选权利。因为一个选民小

组最多只有三、五十个，最多不过五十个选民。」

那么为什么不能作为独立参选人参加选举呢？高洪明说，「他说，规

定上没写着有，就不能有。」但是有关评论人士认为，法律是以禁为主的。

法律不禁止的，应该被视为是允许的。否则，如果人类的所有行为都要法

律规定允许之后才能合法实现，这个世界上可能不合法的事情就太多了。

有人开玩笑地说，好像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人可以回家。但是

谁能说回家是违法的呢？!不过，长期研究中国选举情况的香港城市大学

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雷竞璇指出，中国官方在 85 年修改选举法时

取消了竞选活动的部分，使官员们认定，这等于是禁止竞选活动。

雷竞璇说：「85 年修改选举法的时候，将本来在 79 年的选举法中有

的可以自我宣传这部分已经取掉了。所以国内的干部的一般理解就是：你

可以参选，但是不可以宣传自己，也不能搞竞选活动。至于交了以后是不

是让你当这个候选人呢？他们有这个决定权。如果不让他当的话，他也没

办法。」

候选人当选人都是共产党指定的人

专家指出，中国的选举法律比起过去还算是不错的。规定可以自由提

名，并且实行一定程度的差额选举。但是各级组织和政府通过各种方法控

制选举程序，不仅使最后当选的人是共产党指定的人，连候选人都是共产

党指定的。

记者问：「您的感觉就是说，他的这个法律制定得还是不错的。」

雷竞璇说：「还是不错的。」

记者问：「但是执行起来就没有那么好了。」

雷竞璇说：「对呀，对呀。」

记者问：「那么您是觉得，这种情况是基层的干部或者是中层的干部

希望把权力拉在自己手里呢？还是说从高层就是希望基层这样做？」

雷竞璇说：「这个现在我还不能做结论。我感觉是这样。这个高层，

从中央一层，它大概多少有这么一种意愿，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举让地方

干部也经受一点考验，就是说，如果你在地方很不受欢迎的话，你还是有

困难的。但是同时我也感觉高层，中央一层它也很怕失控。它怕真的选举

搞起来的话，民众的意愿就控制不了了。」

无论是独立参选的人，还是选举专家都认为，中国的选举无论是法律，

还是实际运作，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

副教授雷竞璇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中国的选举情况，并且亲自到中国大陆实

地考察过中国基层选举。



267

雷竞璇说：「我估计跟西方的民主差很远。就是说这个选举不能真正

能提供民众，让他们可以有一个选择。这个还不存在。第二，也不可以通

过这个选举让民间那种声音跟意愿反映出来。」

多数人还不能适应自我宣传竞选活动

雷教授也认为，中国现在有的地方安排候选人和选民见上一面。这已

经是好大的进步了。他表示，现时的中国人还不能完全适应自我宣传的竞

选活动。这不仅是因为多数中国人会认为自我宣传是「自吹自擂」，而且

因为多数人并不认为这种选举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根据他的观察，他发现

中国基层的人对选举并不热心，对投票多数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雷竞璇说：「：「因为第一，人大这个体系权力不是很大，没什么大

的用途。跟日常生活不是很有关系的。第二，那几个候选人基本上都是定

的了，谁当选大概也很清楚了。所以他们对选举的热情不是很高。所以我

看一般的民众对选举不是很重视的。」

但是直接参与选举的人却有不同的感受。他们感受到了人民中间对他

们这种做法越来越理解，支持越来越多。

参选人高洪明说：「我散发出去材料恐怕是四、五百份的样子。我接

到了 12 个电话。只有一个电话是要跟我讨论我们散发的选举材料上的内

容，指责我们的。我呢，和他在电话里进行辩论，后来呢，他理屈词穷，

把电话一摔，不打了。其他的那十几个打电话的都是表示赞成我们参加选

举。如果说政府要是放手让我们参加选举，我们肯定能当选代表。」

马强说，大学生对他们的行动也相当支持。很多学生支持。而且那次

在遇到保卫处那个什么的时候，很多学生站起来，表示反对，甚至还帮我

们去推那些保卫科，保卫处的那些工作人员。

然而现实是，这些「独立参选人」受到的压力和限制使他们没有任何

可能成为候选人，还不要说是否能够当选了。何德普的家门外时刻有人监

视。他走到哪儿，监视的人就跟到哪儿。高洪明也是一样。

高洪明说：「因为现在我们行动受限制，看来我们作为正式候选人的

客观条件已经丧失了。主要原因现在看来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一种不稳定因

素，是破坏捣乱分子。这都是他们底下这么搞的。但是面上和我们谈话没

有哪个人和我们这么讲说，'你不能参加选举'。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让

我们选举。」

记者问：「高先生，现在，你刚才讲何先生门口有人监视着，您这个

门口有没有。」

高洪明说：「我现在跟你打电话，我旁边就有办事处的两位同志在这

儿，一直就跟我这儿磨我这点材料。要给我拿走，我不给。现在就在我跟

前呢。现在也听着你们采访呢。」

记者问：「是吗？他们愿不愿意跟我讲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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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明说：「你们愿意讲几句吗，办事处的同志？啊，他们不说。」

总有一天会实行真正的自由的普选制度

实际上，这些「独立参选人」早就对自己参选的结果了解的一清二楚。

但是他们就是要闯一闯这个禁区。用高洪明的话说就是：「明知不可为而

为之。」

这些从事「独立参选」的人士表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明白，

人民不但应该有选举的权利，而且还应该有被选举的权利。高洪明说，选

举法和地方选举细则的制定是规范选民如何投票选举，而没有想到如何让

选民如何合法地行使被选举的权利。

高洪明说：「用官方宣传的最时髦的口号就是'珍惜民主权利，投下

庄严的一票。'只是让你去投票，而不是让你去给自己拉一票。行使被选

举权，做人民代表。」

马强这样说，「我们人民本身是有选举权的，为什么政府不让我们去

参与选举，而只让我们去选举别人？他们会反思这个问题。」

选举问题研究学者雷竞璇教授说，中国人正在要求越来越大的选举自

由。现在因为有了村民海选以后，现在地方上也开始要求海选的办法也应

当引进到地方人大的选举里边去。

高洪明的话想必也是许多参与「独立参选」人士的心声：「总有一天

会进入民主制度，总有一天会实行真正的自由的普选制度。」

11 月 26 日

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发表声明指责江泽民丧权辱国

(记者刘坤原香港二十六日电) 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今天发表声明，

对江泽民容忍日本只对侵华战争做口头道歉表示不满，并强烈要求江泽民

不得退让，坚持要求日本政府以书面对发起战争公开道歉。

声明引述新闻报导说，二十四日的「中」日外长会谈已达成共识，只

将日本侵略中国的反省之意写进联合声明，且只由日本首相对战争表示口

头道歉。声明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一让再让，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原则。

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的联合公报中争取到日本做「正式道歉」，但日本因

屈於各方的压力而不肯就侵华做书面道歉，这是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歧视与

侮辱，而江泽民竟接受了这种条件，已严重损害民族尊严。

声明强调，「中」日建交二十六年来，日本不断有人否认「南京大屠

杀」，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华战争，故必须坚决要求对中国人做正

式书面道歉，才能促使日本反省发起战争，也才能促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

友好下去。如果江泽民接受日本只以口头道歉，中国民主党将予以谴责，

并保留中国民主党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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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中国民主党选举秦永敏为发言人

(香港二十六日电) 政治反对派人士组建的「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

部，今天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了该党部七名领导人，由秦永敏为党部发言

人、陈忠和为党部主席。

11 月 28 日

北京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审判著书的安徽青年作家刘宪立

(记者王曼娜香港二十八日电) 因编写「中国民主人士之心声」一书，

而遭中共当局逮捕关押已七个月的安徽青年作家刘宪立，二十七日上午被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进行第一次审理。

原籍安徽省砀山的刘宪立，今年仅二十八岁。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

信息中心指出，今年三月刘宪立从安徽到北京采访了徐文立等异议人士，

欲将其采访写成的文章及徐文立、丁子霖、秦永敏等人的文章，编成一本

题为「中国民主人士之心声」的书出版，结果却遭到北京公安的逮捕。

刘宪立被北京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名起诉，昨天首次在北京第

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高洪明、王志新等八名异议人士被法庭拒绝旁听，

致使整个审判过程只有当局指派的六人旁听。

据刘宪立的律师许万琳表示，由於这次是第一次开庭，所有尚未有审

判结果。

该中心又指出，辽宁省「中国民主党」成员刘世遵今天被当地公安传

讯六小时。

另外，山东东平地区异见人士谢万军，原定二十八日到北京天安门抗

议东平当局开除其妻子公职以及停止给他家供电，但他在二十七日被当地

公安拘捕，至今仍未获释。

1998 年 12 月
12 月 1 日

中共强硬派李鹏表态北京不容许中国大陆成立反对党

(北京一日法新电)正当中国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国内反对派组党运

动日益强大，体制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呼吁更多的政治自由，江泽民朱熔基

在国际上频频曝光，新闻封锁受到挑战的关键时刻，双手粘满六四屠杀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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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中共强硬派代表人物，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今天说，北京将

不容许中国大陆成立反对党，且无意放松共党的高压统治。

李鹏表示，「如果一个组织旨在推动多党制度，且试图否定共党的领

导权，则不容许存在。」

李鹏在德国商务日报今天刊出的一篇访谈中说：「根据我们的宪法，

共党是中国革命和建国的领导者。」

自今年七月以来，中国大陆一群异议人士一直试图在各省成立「中国

民主党支部」，但几乎毫无进展。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期间担任总理的李鹏表示，由於共党带来的

政治稳定，中国大陆才得以推动经济改革。

李鹏说，北京不会忘记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

九年天安门事件。

他说：「我们应记取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千计的政

治组织在极短时间内成立，情况非常混乱。」

他补充说：「关於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动乱，党政方面已获致正确的结

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

李鹏对内外强硬表态

中共第二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今天经由「新华社」播发外

国媒体对他访答全文的方式，强硬表达了绝不允许挑战中共的组党或结社

活动。

在中共第一号人物、国家主席江泽民才结束访问俄罗斯、日本，刚回

到北京後的第一个上午，「新华社」播发李鹏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即江泽

民在莫斯科时--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详文，意义颇不寻常。

以「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发出的这则报导，讯头无记者署名，

李鹏头衔也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同於中共惯用的党职位在

前方式。

在播出的长达约五千字回答中，李鹏仅有一次提及江泽民，背景是一

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问题。他说，对於那场「政治风波看法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致看法」。

相对於江泽民自去年九月中共十五大以来，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

法制建设」多所表示，李鹏在回答有关问题时，完全未提及江的任何说法。

相对於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伟大理论旗帜」，在适逢邓小平「改

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接受采访的李鹏，回答中完全未见「邓小平理论」，

而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指导着我们的

工作」。

针对外传受到某些中共领导层赞扬的大陆新闻节目「焦点访谈」，李

鹏未做明确肯定，只说，这个节目内容「很尖锐，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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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法的立法方面。李鹏说，人大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大

陆国情的新闻法。而所谓符合大陆国情，就是「新闻自由的原则应该遵循，

但是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一原则也应该遵循。新闻自由要有利

於国家的发展，有利於社会的稳定。」他说，目前大陆大陆新闻开放程度

已经相当大，「但是我们还要告诉新闻工作者，不要做一些不切实际、甚

至是歪曲性的报导，这样做我们不赞成，因为它违背了新闻的职业道德，

而且会误导人民」。

李鹏并且首度针对大陆民间成立非政府组织，提出条件说。他表示，

中共当局如何对待那些想成立非政府组织的人，得看这些组织的性质如何。

他宣布的条件，包括「如果是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

例如，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反对维护社会

稳定，主张搞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那就不允许他们存在。如果是

在某个领域成立从事对社会有益活动的社会团体，经过依法申请批准注册，

是允许的。」

李鹏补充表示，大陆所走的道路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不是西方式的

多党制，也不搞西方式的私有化。

李鹏指出，负责立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近三千名代表，每年举

行一次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一百五十五人组成的人大常委会，每两个

月开一次会议，会期七天到十天。全国人大还有九个专门委员会，全天上

班，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好立法和监督工作。这九个专门委员会共

有二百一十二名委员。

由於大陆的人大制度完全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运作的，李鹏便是中共政

治局常委的第二号人物。据「新华社」引述，商报记者提出了中共是否要

修改人大制度的问题。对此，李鹏表示，全国人大「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设

想」，而他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也不认同。李鹏说，西方国家的议会，

经常一方发言，另一方大声喧哗、跺脚、拍手，秩序大乱，对这种形式，

「中国人不一定能接受」。不过，他指出，中共最近正式发布了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采取普选制，显示「我们的民主从基

层做起」。在城市则要完善居民委员会，在工厂，要完善职工代表大会。

李鹏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受德国商报访问。据「新华社」引述李鹏答

称，大陆有八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他们不是

反对党，而是参政党。

这名保守的中共领导人还以文化大革命为例说，「我们要接受历史的

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

得不得了。」

他强调，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明年六四事件即将满十年，李鹏虽一面表示，历史会对六四事件作出

判断，但又强调历史已经作出判断。他说，中共和政府已经对一九八九年

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不会有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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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共中央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一致，只是在回答问题时用词和表

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样的，这是无可挑剔的。

对於中共干部与高干子女滥权腐败的问题，李鹏仅轻描淡写的说，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要依法处理。任何人，当然包括领导干部，都

要遵守法律。」

另外，力主兴建三峡工程的李鹏坦承，正在建设中的三峡工程正，对

明年的防洪、抗洪还不可能起什麽大的作用。仍需再过五年，即到二○○

三年就可以起作用了，到二○○九年防洪作用就更大了。如果再发生今年

这样大的洪水，中下游就可以避免遭受今年这样的洪灾。

至於以往中共当局信誓旦旦宣称，三峡工程完工後将可解决长江洪灾

问题。李鹏则一反以往的说法表示，光靠三峡工程不能完全解决长江中下

游洪灾问题。要在上游进行大规模封山育林、水土保持，下游兴修堤防，

只有综合治理才能彻底解决长江的水患。

就内容、脉络及时机而言，「新华社」今天播发的这则李鹏访答，堪

称是自十五大以来，显现於中共媒体上，意义「极特殊」的一项政治动作。

中共加强政治迫害：秦永敏王有才徐文立等六人被逮捕 林海周五受

审

一、以颠覆罪名拘捕秦永敏

(记者张谦香港一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中

共方面正式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捕民运人士秦永敏。

民运中心表示，武汉市公安局人员今天上午把有关决定通知了秦永敏

的家人，并要求家人签字，但秦永敏的家人拒签。

据悉，秦永敏已被押送到当地的公安看守所。目前的情况显示，中共

方面正以「犯罪嫌疑人」或「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扣留秦永敏和徐

文立两位大陆着名民运人士，事态十分严重。

民运中心表示，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高洪明及王志新已致函国家

主席江泽民及总理朱熔基，抗议有关当局拘捕秦永敏和徐文立。

二、中共正式逮捕民运领袖王有才

(记者刘坤原香港一日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紧急

消息说，继大陆目前最着名的异见人士徐文立及秦永敏被正式拘留後，着

名学生领袖王有才也於昨晚被公安正式逮捕。流亡海外的前学运领袖王丹

立即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王有才等人的新一轮政治迫害。

今天下午杭州市公安局通知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表示王有才已於昨

天被正式逮捕，而逮捕他的理由则是王有才从八月三十日以来是处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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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居住」条件，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予以正式逮捕。目前王有才

被关押在省公安看守所。

三十一岁的王有才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八九年为二十一名通缉学生领

袖之一，曾入狱三年。今年六月率先组建中国民主党，结果於七月十日被

捕，八月三十日获释。但十一月二日又被公安从家中带走，表示要将他转

移地方监视居住，至今天突然被通知已被正式逮捕。

信息中心表示，重量级民运领袖先後被捕，显然是来自最高层的指示。

江泽民刚结束访日就迫不及待地镇压异见者，说明他越来越走向独裁。

信息中心并说，从今天开始，翟伟民、王正云、程凡等十九位异见人

士将进行连环绝食，每人二十四小时，抗议中共逮捕异见者。首位绝食者

是程凡。

三、徐文立等四名中国民主党人士被公安拘捕

(记者黄贞贞纽约三十日专电) 根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

传抵纽约的消息，大陆着名异议人士徐文立三十日晚间被北京公安逮捕，

同时间武汉公安也逮捕中国民主党成员秦永敏、陈忠和与肖诗昌等三人。

徐文立是三十日上午九时被北京公安局政保处公安带走，接着二十多

名公安闯入徐宅将屋内的电脑、打字机、传真机、通讯录及上千页的档案

资料全部搜查。公安人员向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表示，徐文立己被正式拘

留，他们是带着「犯罪嫌疑人徐文立」的搜查证前往徐宅抄家，但未说明

拘捕徐文立的原因。

由於公安在搜查徐宅时对与中国民主党有关的证件查得特别仔细，并

加以登记，贺信彤因此认为，徐文立被逮应与中国民主党有关。徐文立是

於十一月中旬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并被推举担任党部

主席。

同一天晚上甫於二十九日遭丧母之痛的秦永敏准备出门祭拜母亲时，

被三名公安挡住并强制带走，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主席陈忠和与河北省党

部办公室主任肖诗昌都同样在家中被公安拘捕，三人现在下落不明。

四、林海案件将在上海开庭

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政治迫害案件将在本周五(12 月 4 日)

下午 2点在上海进行审判。

北京异议人士高洪明为参选人大代表受到非法干扰静坐抗议

(记者张谦香港三十日电) 北京民运人士高洪明三十日下午一时起在

朝阳区人大常委接待室静坐，抗议他上月以独立候选人身分报名参选北京

人大代表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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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高洪明自报名参选人大代表以来，

不仅散发传单被公安人员没收，该区选举委员会更指他以独立候选人参选

为不合法。

最近一个星期以来，公安人员也在他的家门外进行监视及跟踪。

高洪明在给予朝阳区人大的请愿信中表示，如果朝阳区人大不答应依

法纠正错误，以後两天他仍会静坐示威。

他要求朝阳区人大承认其独立候选人资格，并立即公布他所在的第三

选区的范围及选民情况。

今年四十八岁的高洪明，原为北京外事局职工，一九九零因反对北京

「六四」镇压事件被判接受劳教两年。

据悉，高洪明於本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宗教自由观察」组织，希望透

过该组织对外公布大陆宗教人士受迫害的情况，但该组织并没有向北京民

政局申请注册。

海外民运组织举行圆桌会议 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取得多项共识

(记者王应机纽约二十九日专电) 来自美洲与欧洲十五个海外民运组

织的代表，二十八日在纽约举行圆桌会议，声援遭中共当局逮捕的「民联

阵--自民党」主席王策与异见人士王有才。

会中也决定在北美洲与欧洲发起「百元捐款」运动，济助在中国大陆

受迫害的民运战友及他们的家属。

这次会议是一九九三年民运团体分裂以来，不同民运组织代表首次坐

在一起开会。会议由今年起新设的年度发言人「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杜智

富与「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吴方城共同担任主席，会中发言者包括王

若望 (会议协调人) 、刘国凯、「民联阵」欧洲理事岳武、「中国之春」

杂志创办人王炳章、董事长伍凡与「民联阵主席」汪岷。魏京生送了一封

两页长的贺函。另有六十馀名大陆人士以个人身份与会。这是自 93 年民

联、民阵合并大会失败以来，首次出现的大范围民运联合与协作。圆桌会

议的胜利召开，成为海外民运三分天下中力量最大的一支。

此次会议过程平和，以往不同民运组织成员一见面就争吵的镜头并未

出现。会中达成的两大共识是，反对党运动已成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主流，

海外民运人士必须给予全力支持，以及「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条件不是尚

未成熟，而是必须由海外民运力量促进组党条件的成熟。

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纪要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七日，来自美洲、欧洲和各国的十五个民运组织

的代表们在纽约法拉盛上海滩饭店举行了历年来最大型的中国民运组织海

外圆桌会议。参加会的有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民联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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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汪岷、民联主席吴方城、民主中国渥太华主席杜智富、民主正义党负责

人王炳章、傅申奇、中国民主党(海外)主席王若望、监事孙云、中国组党

运动海外後援会召集人徐水良、中国和平主席唐柏桥、中国社会民主协会

(筹)刘国凯、自由中国论坛负责人叶宁、国际华工联合会主席赵品璐、中

国之春欧亚联盟主席王辅臣、民联阵欧洲联盟代表廖燃、「中国之春」杂

志社董事长伍凡、「探索」刊物负责人羊子、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负责

人潘国平、中国民联理事长项小吉、民联阵欧洲理事顾坚明、岳武，着名

工人运动负责人李进进等。

下午八时会议开始，推选出伍凡为本次会议主持人，并通过了圆桌会

议规则和议程。

会议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的形势和任务、海外民运力量的後援活动，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会者认为，本次会议的召开时机是恰当的，正值大陆民主运动风起

云涌之际，有利於海外力量和国内力量的联络和接轨。

与会者认为，本次会议的参予组织数目在历年来是空前的，涵盖面也

是最广的，很多代表自 93 年以来互不来往，这次都相握言欢，共聚一堂，

气氛温和而又热烈，象徵着海外民运力量大团结时期的重新到来。

与会者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广泛展开的组党运动，其大方向是正

确的，精神是大无畏的，支持国内筹组反对党运动是海外所有民运组织无

条件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应对他们进行干预或指责，而应竭尽全

力，不分彼此地支援他们。

与会者还认为，海外民主力量对国内的各种民主活动都应一视同仁地

给予关注和支持，对自由结社，保障人权，自由选举，反对贪污、新闻自

由、出版自由等等的支援应该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

经过热於的讨论，各组织代表提出十二项工作项目，由各组织自愿承

担这些项目而形成工作小组。

1.外交及游说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叶宁)

2.回国权利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王炳章)

3.支援 6．4 死难家属工作小组(联络人王若望、羊子)

4.纪念 6．4 十周年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唐柏桥)

5.支援国内组党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徐水良)

6.捐款百元救援国内组党受迫害人士和家属小组(联络人刘国凯)

7.支援国内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赵品璐、岳武)

8.台、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汪岷、伍凡)

9.西藏、新疆、及民族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汪岷、伍凡)

10.支援国内民运组织办刊物协调小组(联络人伍凡)

11.侨、学界工作协调小组(联络人易丹轩)

12.理论研究工作小组(联络人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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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将圆桌会议作为各民运组织间联络和协商形

式而长期存在。会议通过了「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规则。一年举

行一次会议，可提前或推後，视形势而定。

与会者一致推选参予会议的王若望先生为本会议总顾问，推选王希哲

和伍凡为第一届圆桌会议协调人，任期一年。以後每年的协调人由各民运

团体负责人轮流担任。推选杜智富和吴方城为正副发言人。

圆桌会议收到魏京生的亲笔信，祝贺圆桌会议成功。同时，收到来自

国内民运五个层面（组党、选举、人权、反贪污和知识份子）的贺信、贺

电如下：

浙江、山东、湖北、上海、河南、四川、贵州、江苏、辽宁、吉林、

黑龙江、北京等省市民主党筹委会，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湖南大学民主

党筹委会。民主党京津党部主席徐文立。民运人士北京市基层人民代表选

举工作委员会。武汉「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全国反贪观察」组织负

责人安均。「中国发展联合会」执行局第一书记彭明。

圆桌会议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浙江民主党筹委会负责人王有才

等人及前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王策。

王希哲在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朋友们：

昨天晚上预备会议开到十二点半．选举了我作协调人，就要我今天一

大早来为本届圆桌会议作报告．真是勉为其难．想了一个晚上，有了几条

提纲，就来讲一讲．

一．关于这次圆桌会议

这次海外圆桌会议，是在国内民运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召

开的．国内的反对党组党运动冲击党禁，今天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个省

市．目前正处于与政府相持阶段，进退存亡，很快就要见分晓．海外民运

要不要承认它们？要不要为它们作一点事情？怎样为它们作一点事情？海

外的民运组织各自都有一些想法，于是就决定大家开个会，讨论一下．

首先，这次会议是九三年华盛顿大会分裂以后，海外最能显示团结愿

望的一次民运组织会议．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今天全部海外主要的民运组织

及其领导人．它包括前民阵主席杜智富，民联主席吴方城，民联阵主席汪

岷，海外民运创始者现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民主老前辈，海外的中

国民主党主席王若望，中国和平组织唐柏桥，自由中国论坛叶宁，自由中

国运动基金会潘国平，社会民主同盟刘国凯，华工联盟赵品潞，中国民主

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等．

作为这次大会的实际成就，圆桌会议还决定设立十几个支持国内运动

的工作项目小组，其中最重要的是争取回国权利小组，外交游说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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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协调小组等．这些工作小组已经安排了专人

负责，并由圆桌会议协调人去督促他们的工作．

二．关于国内民运形势

圆桌会议预备会议化了两个半小时重点讨论了当前国内民运的形

势．我这里把这一年来国内的情况大概介绍一下：

虽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政府把大规模的中国民主运动残酷镇压下

去了．但中国人民没有屈服，民主运动并没有被征服，被吓倒，被杀

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前赴后继地战斗了．当然，

运动相对一直处于低潮．

去年十月江泽民访美，秦华孙在联合国签署了第一个人权公约：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当时，海外民运在全力示威江泽民，没有太注意

这个公约．但国内民运却立即注意到了．因为他们在第一线，特别敏

感．他们马上抓住了这个公约．因为这个公约规定缔约国负有义务，保障

本国公民有权自由地组织他们的独立工会和加入世界工会．徐文立，秦永

敏联络了海外的王希哲，香港的卢四清共同发布了《告全国工人同胞书》，

号召全国工人传播上述人权公约并组织工会．

这个文件通过海外媒体的反馈，在国内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最直

接的是山西大同煤矿工人李庆喜公开贴出呼吁书号召组织独立工会，北京

3501 军服厂下岗工人示威并筹划成立独立工会俱乐部．影响最大的是广

州工人谭力、苏格硕，律师李文生等到广州市公安局申请广州中国劳工同

盟成立大会和游行事宜．这些活动，构成了今年以来国内民运对中共专制

的第一波冲击．虽然，这些冲击最终被中共政府软硬兼施地镇压了下去，

但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各地的民主力量却在互通信息，互相鼓舞中，重新

集结起来形成了广泛的网络．他们不断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联署声明，规模

从几人十几人迅速发展到上百人，数百人．国内民运人士把这个联署声明

运动称之为＂空中民主墙运动＂．

这个空中民主墙运动在克林顿访华前夕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

五十几位国内活跃人士发表声明，要求克林顿访华期间会见＂中国政治反

对派代表＂徐文立先生．从此，国内的民主运动就不再是异议人士的个人

抗议活动而是明确定位自己是政治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了．它重大地影响了

克林顿访华．克林顿与江泽民在北大全球瞩目的人权辩论，其肇因，就是

从西安当局拘押要求会见克林顿的西安反对派人士傅升等人开始的．

更加划时代的是，克林顿离华前夕，浙江王有才，祝正明，朱虞夫等

分二线宣布组织反对党，冲击党禁，把这场运动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这个组党运动一波又一波，所造成的震动太大，整个世界舆论和海外

民运都高度重视，它的过程发展到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他们现在正在要求废除结社事先许可制，积极筹划民主党的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

组党运动的同时，国内的民主运动还有好几方面的重大发展，如徐文

立设立了办公室，推动和组织民运人士积极参加城乡基层人民代表竞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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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个活动意义重大．它为各省民主党站住脚后下一步必然要投入的所

在区选举活动，积累了经验．

林牧、丁子霖等老先生发动的保障公民权利宪章运动；

江祺生等发动的印尼使馆前的抗议虐华示威活动，这次活动带动了北

大学生的抗议，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更突出的是秦永敏领导的中国人权观察活动以及由这个人权观察活动

派生出来的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反腐败观察活动．这个人权观察活动和反

腐败观察活动联系的全国观察员，已达上千人．今天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

息中心卢四清天天发布的消息，许多来自于他们．这样，中国官员的腐败

行为和反人权行为，就受到了国际社会，港澳华侨社会舆论的有力监

察．另外，彭明、甘泉为代表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绿党组织－－中国发展

联合会（中发联），虽然受到中共的打压，仍然坚持存在并与海内外民运

相呼应；

反对官办教会束缚，争取宗教自由，教会自治的独立教会活动也在国

内蓬勃发展．

这就是当前国内的民主运动的总体形势．

三．关于圆桌会议的两点共识

在预备会议上，发言的代表们都强调指出，当前国内民主运动各方面

的发展都很重要，海外民运应该给予大公无私的一视同仁的支持．但他们

都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中共的一党专制，

因此直接冲击这个专制的反对党组党运动，及它已经达到的规模和影响，

就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当前国内民主运动的主流或最重要部分．那种所谓＂

不成熟论＂是错误的，指责它＂哗众取宠＂更是没有道理的．民主运动对

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会等待它成熟了才去做．成熟了就大家可以做了，还

要先驱和献身精神干什么？

代表们谈到，无论是四五运动反四人帮；民主墙魏京生批邓小平；八

九民运反对中国的＂老人政治＂，没有一件是成熟了才作的！

当然国内的组党运动会把握自己的分寸以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但这

本身是在积极促进成熟而不是等待成熟．这是圆桌会议的第一点共识．

圆桌会议的第二点共识是：

鉴于近来国内外民主运动的一些教训，许多代表指出，民主运动的内

部矛盾和争论应该放到桌面上来讨论或寻找仲裁，不应互相攻击，更不应

轻易诉诸媒体以公开分裂．这应该成为民运的规矩．

当然，正当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民运也是非常重

要的．

四．我个人对两个会议关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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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圆桌会议与魏京生先生领导的加拿大的民运联席会议关系怎么

摆？这个问题昨天的预备会议没有提到．一是因为时间不够，二是大家也

想回避一下．但这个问题以后是无法回避的．

昨天杜智富，伍凡见记者谈了这个问题；刚才会上，我受魏京生先生

之托，读的魏先生给圆桌会议的信里，他也含蓄表达了他的忧虑．

我认为，魏京生先生是一位经过长期磨炼的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已经

是一面旗帜．我们应该爱护这面旗帜．轻易让它毁坏了，对民运整体利益

很不利．尽管魏京生先生身上可能有一些毛病；也尽管魏京生先生对国内

民主运动的看法上与我们存在一些讨论．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

魏先生一年来已经有了许多好的改变．前两天，我与王炳章先生和他的会

见，在一视同仁支持国内民主运动各方面活动上也很有共识．．因此两个

会议是应该合作，也可能合作的．我想，这两个会议应该是达到一个更高

的合作甚至统一的过渡．

大家选我作圆桌会议的协调人，我不但愿意努力协调好圆桌会议的内

部关系，也愿意与魏京生先生及他的秘书班子多沟通，协调好两个会议的

关系，找出更多更好的合作项目与合作方式来．

只要大目标是一致的，态度是诚恳的，民运的团结就会有好的局面．

谢谢大家．

12 月 2 日

中共公安释放一名武汉政治反对派人士另五人仍在押

(北京二日法新电) 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亲戚今天说，武汉当局已

释放一名主张民主的活跃人士，但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如徐文立、秦永

敏和王有才等依然身系囹圄。

徐文立之妻贺信童说：「武汉的肖诗昌已获得释放，但其他五个人仍

然被监禁。」

徐文立 (五十四岁) 、秦永敏 (四十四岁) 与其他四名和刚刚组建的

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有关连的活跃分子，都在一日被公安带走。

同时，创立中国民主党的王有才在违反假释规定而遭到拘禁之後，现

已正式被捕。

公安表示，徐文立与秦永敏被留置的原因是两人均涉嫌颠覆国家；政

治反对派人士一旦被扣上这个罪名，通常将被判处长期监禁。

中共公安点名批判徐文立与秦永敏这两位资深的异议人士自从今年六

月底建党以来，一而再的公开要求地方当局赋与中国民主党合法地位。

徐文立之妻说，她对她丈夫的命运不感乐观，因为二十名武警把他带

走时特别告诉他，他是一名「嫌犯，他不只将受到侦讯，且将被拘禁。」

中国民主党浙江籍的活跃份子例如陈忠和、鲁新华与赖金标，亦都还

在羁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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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近二百名政治反对派人士紧急呼吁释放徐文立等民主党领袖

(记者刘坤原香港二日电) 大陆二十二省市共一百九十一位政治反对

派人士，今天透过总部设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紧急呼吁，

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徐文立、秦永敏及王有才等民主党领袖。

这份由辽宁鞍山政治反对派人士王泽臣发起的呼吁书表示，中共在签

署人权公约之後，不但没有在改善人权方面有所进步，反而变本加厉迫害

政治反对派人士。

呼吁书说，中共这种作法充份暴露了中共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虚伪性，

也充份说明中共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诚意。对中共一方面欺骗和愚弄

国际舆论，一方面又残酷镇压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作法，中国大陆全体政治

反对派者表示极大愤慨和最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当局立即放人。

信息中心今天并发布消息指出，大陆着名学生领袖，八九年被通缉的

二十一位学生之一的翟伟民，今天上午八时，在河南家中绝食，要求当局

立即释放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翟伟民绝食将持续二十四小时，而明

天则由另一位被通缉，也是二十一位被通缉学生之一的王正云接棒。

另外，秦永敏家人今天收到武汉公安的通知，要家人送换洗的衣服及

被子给秦永敏。这显示秦永敏可能被长期关押甚至判刑。秦永敏母亲十一

月二十九日突然过世，而不到一天公安就拘捕秦永敏，使他不能尽孝道，

其家人对此都极为愤慨，强烈要求释放秦永敏，让他参加母亲的丧礼。

此外，徐文立及秦永敏家里的电话已被公安非法切断，以限制他们对

外联络。

香港民运人士抗议中共大肆拘捕中国民主党成员

－ 香港民主之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日）

自十一月叁十日傍晚开始，中国政府在北京、武汉及杭州等地大肆拘

捕中国民主党重要成员，据了解中共政府希望藉此进一步镇压新近成立的

「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四五行动、毋忘六四叁个团体今

日下午二时正，就中共大肆拘捕中国民主党成员事件，进行抗议示威。

四五行动发言人梁国雄表示，中国政府自十一月叁十日起，短短两日

就拘捕了徐文立、秦永敏、陈忠和、萧诗昌、来金标及王有才多人，目的

明显是希望藉此打击新近成立，并於中国多个主要省份也有党部的「中国

民主党」。他重申在国内组党结社是公民的权利，不应该被定罪；梁国雄

更指出，中国政府於今年先後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却在公约五十周年前夕大举镇压

中国公民组党活动。他们强烈抗议中国镇压「中国民主党」，并要求公安

部立即释放徐文立、秦永敏及王有才等人，更要要中国政府遵守中国宪法

及国际人权公约，落实组党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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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六人皆为国内着名异见人士，也都与「中国民主党」有密切的

关系：秦永敏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支部发言人，陈忠和则为「中国民

主党」湖北省主席、徐文立曾因参与七九年北京之春民运被判刑十五年，

亦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支部主席。这次的逮捕行动中，已知当局会

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为由控告秦永敏。

美国谴责中共逮捕徐文立等民主党人士是深入错误的方向

(华盛顿一日法新电)美国一日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民运人士徐文立，并

称中共拘禁徐文立是「严重地开倒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我

们今天向北京中国外交部官员传达我们的强烈观点，并呼吁当局立即释放

徐文立。」

鲁宾说：「我们正在等待中国对这件事的进一步消息。我们曾特别问

到徐文立到底有什麽犯罪嫌疑，我们很希望能获得这方面的进一步消息。」

秦永敏的家人说，五十四岁的徐文立在北京被公安带走的同时，四十

四岁的秦永敏也在武汉被扣留。

遭拘禁政治反对派人士的家人和一个人权团体一日说，连同直言无讳

抨击政府的徐文立与秦永敏在内，共有六名政治反对派人士在有关当局扫

荡甫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的行动中遭拘留。

近几周来，美国官员曾对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遭拘禁表示

关切。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华府办事处主任詹德塞兹克认为，继中共前总

理、现为人代会主席的李鹏在接受德国商务日报访问时强调不得有寻求政

治进一步多元化的活动之後，徐文立的被捕更是明显的徵兆。

李鹏告诉该报记者说：「如果有任何组织想要争取多党政治，并企图

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那麽它将不得存在。」

詹德塞兹克说，李鹏的声明「似乎在就中国政府对於开放成立反对政

党的立场作最後说明」。

他说：「自从 (美国总统) 克林顿访问北京之後，中国除了签署一纸

国际人权公约之外，在人权方面别无实际进展。而它对这项公约却又日有

违反情事。」

中共系於克林顿访问北京之後叁个月，於十月五日签署国际人权与政

治权利公约，但没有表示将在什麽时候正式批准这项公约。

(记者陈正杰华盛顿一日专电) 美国国务院今天指责中共当局逮捕政

治反对派人士徐文立为「走往错误方向的严重一步」，并促请中共当局立

即予以释放。

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美国近几个星期来曾经表示，近来好几位中国

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遭到羁押一事是为了限制政治辩论，美国对此感到

「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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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美国已经一再向中共当局沟通，并强调国际社会对结社、言论

和集会结社自由的重视。

鲁宾在例行简报上答覆问题时说，美国认为中共当局因徐文立和平行

使国际人权公约所保障的基本自由而加以羁押，是「走往错误方向的严重

一步」。

他说，美国今天在北京向中共外交部官员「表达强烈意见」，并敦促

立即释放徐文立。美方具体查询徐文立被控罪名，并期望获得进一步讯息。

据美方了解，筹组中国民主党的重要成员徐文立是在十一月叁十日遭

公安当局正式拘捕。据说公安人员也搜索徐文立的公寓，并搬走一部电脑、

一部传真机和中国民主党相关文件。

现在美国的「六四」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获知王有才被正式逮捕後，

立即发表四点声明，强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王有才。王丹在声明中：

－－强烈谴责中共大肆镇压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暴行。

－－呼吁中共顺应世界潮流，遵守已签署的人权公约，立即释放王有

才、徐文立、秦永敏等政治反对派人士。

－－如果中共倒行逆施拒绝释放政治反对派人士，他与其他人将在国

际社会发动新一波的抗议浪潮。

－－代表「天安门一代」的数十名学生领袖，对王有才的正式被捕表

示特别关注，并强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王有才。

BBC:中国警告外国不要干涉异见人士被拘留一事

中国警告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主要民主活动人士徐文立的案子。徐文立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拘留。中国外交部在美国批评这一拘留行动之

后发表了一项声明。美国的一名发言人说，身为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负责

人的徐文立只是行使他的基本自由。在这一案件上，中国政府也受到来自

国内的批评。有将近两百名中国异见人士签署了一封抗议信，说中国政府

的行为暴露了它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虚伪。 (BBC 12/02)

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协调人王希哲答小参考记者问

问：王希哲先生，对国内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湖北党部负责人徐文

立、秦永敏被捕，请问你有什么评论？

王答：这次拘捕徐文立、秦永敏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它实质是中

共内部的顽固派对中国民主运动及支持它的国际正义力量在组党问题上的

第二轮严重较量．

第一次是七、八、九三个月，在浙江首义组党时的较量．那时政府以

颠覆罪抓了王有才，拘留了近二十人．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抗议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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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最后，中共只好把人放了，把王有才的逮捕撤销了．此后，全国组党

活动势如春潮．

但稍注意就可以发现，这时，他们还相对尊重中共的社团法规，他们

都去民政部注册，申请批准．民政部当然不批甚至不理．这样就僵持

着．全国大多的组党人士，都仅以＂筹委会＂的名义，进行非正式活动．

但自从十月，徐文立办公室和海外的自由中国运动共同发布《关于敦

促中国政府尊重国际公约废除结社事前许可制，保障人民结社自由宣言》

以后就不同了．社会认识到，原来这个＂结社事先许可制＂，根本就是一

种法西斯性质的恶法．把这种恶法定性为法西斯，本来就是当年共产党在

向国民党争取结社出版自由时，他们自己提出的．现在他们又再用这个法

西斯的东西对付人民．

既然认识到了这点，中国人民为什么还要屈从这种法西斯恶法呢？徐

文立先生从来是主张说到做到，身体力行的．为了向民运作出示范，他采

取一步到位，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宣布结社组党是公民的天赋

权利，事先根本不必去求得政府批准．他们要求人大迅速制定政党法，一

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和它的花瓶党都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地去

在事后注册和登记．秦永敏在湖北也跟上，组成了民主党湖北党部．

显然，这是向中共专制政府的第二轮挑战，而且是更严重的挑战．＂

筹委会＂理论上还服从恶法，＂党部＂则根本唾弃恶法了．共产党顽固派

哪有那么容易示弱？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要用坐牢，用脑袋来换

的．何况，江泽民访日后，中国在明年三月前就没有什么重大外交内政活

动了，可以动手了．于是这第二轮的较量就不可避免了！

昨天，李鹏对国际社会就中国组反对党的问题，讲了一番恶狠狠的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针锋相对，也就徐文立等的被捕批评中共＂严重开倒

车＂．这样，这个第二番较量就迅速扩展到了国际舞台．

这番较量的结果，将决定中国这场组党运动的命运．中国国内外的民

主运动，将团结自己，团结世界一切进步力量，沉着、坚定有步骤地打好

这一仗，赢得这一场较量．

中国民主党观选团抵达台北、观摩选举并展开政党外交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二日特别报道]中国民主党已经组成台湾选举观选

团，主要成员已于二日抵达台湾进行观选活动。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还

将代表主体在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在台湾展开政党外交活动。

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的主要成员有：唐婕、陆杰、黄元璋、金秀红，

杨农等(详细资料见附录)。他们都有多年从事民运活动的经历，包括参加

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的亲身经历和体认。

中国民主党在国内已经成立了十二个省市委员会和全国筹委会，中国

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还成立了北京基层选举参选委员会、派出候选人

参加北京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国内民主党组织原想直接派代表参加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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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选团，但由于出境问题暂时不能成行。所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和

中国民主党北京基层选举参选委员会特地发出委托书，委托民主党海外筹

委会全权代表大陆内的民主党主体组成赴台观选团。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

团带着国内民主党组织的委托书，到达了台湾。

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将在台湾展开为期十多天的活动，活动包括：

(一)观摩台湾此次民主选举，学习台湾民主选举经验，并向大陆内的民主

党主体报告台湾的选举状况；(二)向台湾各界介绍中国大陆民主党为突破

中共党禁所做的努力及现状；(三)向台湾各界介绍海外民运对国内组党活

动的支援，以及最近召开的民运团体海外圆桌会议对国内组党等民运活动

的援助计划；(四)代表民主党在台湾展开政党外交，建立中国民主党与台

湾各政党制度化沟通的管道等。

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将在台湾举行公开的记者招待会，拜会民进党、

新党及国民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三党的选举参选人，预计行程十多

天。

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是中国大陆民运第一次以政党组团的形式赴台

活动，将对大陆内部主体民运及海外民运产生一定影响。

值得提出的是，中共已经派出了一个半官方的赴台观选团抵达台湾。

这个以“全国台湾研究会”为名义的赴台观选团由六名成员组成，包括海

协会会长汪道涵所倚重的外交学院院长助理苏格，“全国台湾研究会”常

务副秘书长曹治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明澍等。中国民主党赴台

观选团将尝试与“全国台湾研究会”赴台观选团联络，交换、探讨对台湾

选举的观感。

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期间，中共政权的李鹏突然发表谈话，指称中共

不允许大陆反对党的成立，中共政权同时在国内大肆逮捕民主党人，包括

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主席徐文立，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席陈忠和和发

言人秦永敏等。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对此发表声明，对李鹏的谬论予以

严厉谴责，对中共逮捕民主党人表示严重抗议。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呼

吁台湾和国际社会支援中国大陆民运突破中共党禁的努力，呼吁国际社会

对中共施压，使其尽快释放被捕的民主党人和一切政治犯和良心犯。(一

九九八年十二月二日)

附录：中国民主党赴台观选团成员简介

一，唐婕，女，南京人。观选团领队，中国民主党党员，大陆新成立

的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委员。纽约市立大学硕士。自由作家，曾多次

获得联合报小说奖。一九七九年投入民主墙及民办刊物运动，南京市民刊

《人间》创办人之一。一九八五年出国，曾参加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

和中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曾任《中国之春》杂志编辑，自民党中央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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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杰，男，出生于香港。观选团副领队，中国民主党党员，大陆

新成立的中国民主党(香港)筹委会委员。台湾大学法学院经济学学士，香

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硕士。从事金融及贸易工作。一九八九年投入八九民运，

一九九二年曾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曾任自民党香港分部委员。

三，金秀红，女，北京人。观选团成员，中国民主党党员，大陆新成

立的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学士，美国西雅

图市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电脑顾问。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投入八九民运。

组织了当时任职单位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第一次天安门游行。组织拦截

军车活动。六月三日受伤骨折。同年出国后曾参加民主中国阵线(民阵)。

曾任民阵西雅图支部负责人。

四，黄元璋，男，广东人。观选团成员，中国民主党党员，大陆新成

立的中国民主党(香港)筹委会委员。香港珠海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

香港浸信大学兼职教师。一九八四年投入民运，曾加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民联)和中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曾任自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五，杨农，男，台湾人。观选团在台成员，中国民主党党员，大陆新

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台湾)筹委会委员。台湾大学理学学士、硕士，美国内

布拉斯大学(生物学)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一九八六年

投入民运，曾参加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和中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

曾任自民党代主席。

12 月 3 日

王有才在杭州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记者王曼娜香港三日电) 因筹组大陆「中国民主党」而被杭州公安

局拘捕的王有才，今天被杭州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

捕。他是近期中共正式逮捕的第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今天下午三时，杭州公安局正式

通知王有才妻子胡江霞，表示杭州检察院在上午十时已经批准以「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王有才，胡江霞立刻联络了一名律师，准备为

王有才辩护。

信息中心指出，一般情况下，从正式逮捕到移交检察院起诉需要数星

期时间，但中共如此快速将王有才移交给检察院准备起诉与审问，说明中

共高层已下决心将王有才关入监狱。

此外，信息中心又指出，昨天北京公安局传讯「中国民主党」查建国

时曾暗示，拘捕徐立文是来自中共最高层指示，徐立文很可能被判刑。另

外，「中国民主党」成员秦永敏，昨天已被转押到武汉第二公安看守所，

该所关押的都是等待审判的人，显示秦永敏可能被判刑。

十二月十日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但近期中共陆续拘

捕异议人士，包括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分别拘捕了准备出版反

映异议人士心声书籍的大陆记者刘宪立、提供电子邮件地址给网上电子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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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大参考》的林海、以及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反对派代表人

物王有才。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中共钳制和平理性诉求的借口，又是对抗

世界人权普遍推崇的言论自由的工具。

中共逮捕异议人士西方谴责

【时报大陆新闻中心综合外电报导】中共最近一连串逮捕大陆政治异

议人士的行动，已经引起美欧等国朝野同声谴责，并透过外交途径向中共

表达严重关切。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共计画中的逮捕行动，只是因为中共

国家主席江泽民连续与美、英、法等国首脑与联合国人权专员自年中起陆

续到大陆访问而延後进行。因此国际媒体也呼吁要在人权问题加强对中共

施压，敦促其遵守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

才在今年十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中共，最

近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连续逮捕了着名的政治异议人士徐文立、秦

永敏、王有才等人，一般相信是因为徐等人在今年年中宣布成立中国大陆

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

美国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表示，「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先生（徐文立、

秦永敏）被控任何的罪名。不过，我们相信这种和平的政治活动，以及他

们一直参与的其他和平形式的意见所表达都是基本人权，而且应当受到所

有政府的保障。」「我们呼吁中国（共）政府保证徐文立和秦永敏会受到

这种保护。我们已非常明确的向中国（共）政府表示我们谴责这种行为。

我们也会继续注意此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亦同时表示，中共当局最近逮捕几位知名的异

议分子是「错误而严重的一步」。他说，美国政府认为徐文立和秦永敏等

异议分子的行为是属於和平方式的，是在行使「由国际条约保障的基本自

由」。美国对中共最近拘押一些异议分子证明大陆的意见表达和结社自由

受到严重的限制、以及不容许表达反对共产党意见的作法深感不安。美国

已向中共当局表示关切，并且将继续这麽做。

此外，加拿大外长艾伍锡也在渥太华加入呼吁中共释放徐文立的声浪。

他说，加拿大谴责中共拘押和逮捕政治异议人士，加拿大同时也再度呼吁

中共当局释放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人士。

国际知名的人权团体如人权观察、中国大陆人权与民主运动信息中心，

以及旅美大陆民主运动组织等都发表声明要求中共释放徐文立等政治异议

人士，指称中共既已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理应遵守公约条款。

他们并呼吁美国副总统高尔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要

求中共实现其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

美国的各主要媒体也显着刊载了中共最近逮捕「中国民主党」主要成

员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人的消息，并指称这是中共在一连串外交活

动之後才展开的压制民主与人权的行动。



287

极具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以「北京之秋」为题发表社论称，中共

逮捕异议人士的举动已公然违反刚签署的联合国公约，美国应该谴责此一

行为，同时正告中共如果再继续迫害人权，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对话将难以

持续下去。「洛杉矶时报」则刊载了徐文立的妻子胡江霞的谈话，呼吁国

际上正视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要求中共释放徐文立等人。

不过，针对美国与国际人权团体的谴责，中共仍旧维持其一贯强硬的

立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会上指称，徐文立等人「涉嫌从事

破坏国家安全的活动，因触犯中国法律而遭逮捕」。

海外民运人士强烈抗议中共逮捕行动

(记者吕志翔旧金山二日专电) 中共逮捕异议人士的行动已引发海外

民运人士的强烈不满，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今天除发表声明谴责、

抗议外，并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吁请她注意中共

破坏国际公约的行为。

中共政权近日在大陆全面拘捕包括徐文立、秦永敏等民运人士，民运

海外圆桌会议协调人王希哲、伍凡今天表示，中共政权践踏了国际公约，

破坏了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

他们表示，所有海外民运人士都谴责、抗议中共的行为，并要求立即

释放所有被拘捕的民运人士。

王希哲等也希望罗宾逊能呼吁中共政权遵守国际公民权利公约，立即

释放民运人士。

旧金山湾区的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及圣荷西水星报，今天都大幅刊

登了中共最新一波压制民运的行动。

就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被捕面临审判

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发出的紧急呼吁

一．我们强烈抗议中国政府无理拘捕中国著名反对派人士徐文立、秦

永敏、王有才的错误行为．

二．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自由结社，完

全是他们的正当权利．把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视作犯罪，正是中

国政府一贯的反人权错误．

三．中国政府这次拘捕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是在中国政府签署

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年以后；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月之后；更是在联合国人权公约诞生五十周年前

夕．它是中国政府对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失信，也是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公约

的最大蔑视．它表明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因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而站到了

维护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民人权的立场，相反，它沿着历史的错误道

路更加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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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紧急呼吁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国政府议会，

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拘捕并即将审判徐文立、

秦永敏、王有才的这次事件，采取他们合适的方式，向中国政府表达这一

关注甚至批评．

一个签署了国际公约，表示接受国际人权准则的国家，没有理由

拒绝国际舆论的监督．

发起人：王希哲 Tel. 1-617-666-2046 email wxzhe@aol.com

请签名：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就中共逮捕民运人士发表声明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二日就中共最近逮捕王有才、

王策、徐文立、秦永敏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发表声明。他说 ：

组织反对党，是中国民主化中必要的、关键的一步，是每个公民的权

利。中共一直压制国内组党的民运人士，最近又正式逮捕了积极参加组党

的民运人士王有才、王策、徐文立、秦永敏等。对此，我代表中国民运海

外联席会议对中共这一新的政治迫害提出强烈的抗议。中共必须立即释放

被关押的民运人士。

最近中共的强硬派、六四屠杀元凶之一李鹏在接受德国『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果一个组织旨在推动多党制度，且试图否定共党的领导

权，则不容许存在。」这表明作为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连自己

制定的宪法中有“结社自由”这一条款也不清楚，更不想遵守。

国内的组党运动在中共的严厉镇压下受到严重挫折。我们呼吁国内的

民运人士将更多的力量用来争取言论自由，更多地关注大陆工人的处境，

揭露中共造成的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中共压制反对党的筹建，最终

必将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主席 魏京生

Tel: 1-212-854-4817

Fax: 1-212-854-6785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ilding,

Mail Code 3365,

420 West 118th Street, Room 1108,

NEW YORK NY 10027, USA



289

美国再度敦促中共释放徐文立等异议人士

(华盛顿二日法新电) 美国二日再度敦促中共释放日前遭拘禁的中国

大陆异议人士徐文立，在此同时，一个知名人权团体代表徐文立呼吁美国

高度介入此事。

白宫发言人罗克哈特在谈到中共於十一月三十日逮捕徐文立和其他数

名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时说：「我们谴责这项羁押之举。」

他补充说：「我们相信他们从事和平的政治活动为基本人权，并且应

受到所有政府的保护，我们已呼吁中国政府就此做出回应。」

此外，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代表徐文立呼吁美国副总统高尔和联合国人

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出面促使他获释。

加拿大外长艾伍锡在渥太华加入呼吁中共释放徐文立的声浪。

艾伍锡说：「加拿大谴责中国大陆拘押和逮捕政治异议人士。」他并

表示，加拿大「再度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者」。

中共外交部二日稍早在北京说，徐文立是「因涉及破坏国家安全而遭

逮捕」。

中共外交部说：「徐文立涉嫌从事破坏国家安全的活动，因为他已触

犯中国法律。」

中共外交部简略的说：「北京公安人员已依法展开调查。」

专家说，如徐文立一般曾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者，一旦被中共法律认定

破坏国家安全，可判刑至少十年有期徒刑。

英国对中共再逮捕徐文立表示不安

(记者欧俊麟伦敦二日专电) 英国外交部今天对於中共再度逮捕中国

大陆民主人士徐文立表示不安，并要求中共当局尽速释放这位异议人士。

英国外交部特别由次长费谢特具名发表它的反应说，政治言论的自由是一

项基本人权。

声明中并表示，英国已训令它驻北京的大使馆对此向中共表达关切。

在徐文立日前再度被捕之前，他最近一次的遭到中共拘禁是约两个月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大陆之时；布莱尔当时曾就此向中共表示关切，而中

共也曾迅即释放了他。

徐文立过去曾经表示，他在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二十年，早已悟出

一种特别的感觉，知道什麽时候可以安全的放言直说；现在北京已经入冬，

克林顿和布莱尔访大陆前後中共对异议人士显得比较宽容的一段短暂时日

是否即将冰封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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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报导遭中共逮捕的反对党人士家人的控诉

(记者褚卢生洛杉矶二日专电) 遭到中共逮捕的中国大陆反对党--民

主党京津地区党部主席徐文立的妻子，今天向国际媒体大声疾呼，同时谴

责「中共政权所作所为，欺骗大陆人民，欺骗整个世界」。

洛杉矶时报今天以头版转内页的方式，刊出中共於本周一晚间大举逮

捕反对党人士，包括民主党京津地区的徐文立、湖北省党部发言人秦永敏、

党部主席陈忠和、萧诗昌以及中国发展联合会执行委员王天军等十馀人。

这篇报导指出，中共开始逮捕反对党人士的行动，是在李鹏宣布「不

允许反对党存在」之後开始的，显示这是中共一项有预谋的行动。

时报的报导中同时引述美国国务院的谈话，指中共逮捕徐文立等人的

行动是一项严重的错误。

华盛顿邮报社论要求克林顿政府谴责中共迫害人权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Plate/1998-12/03/103l-

120398-idx.html

(记者潘应辰华盛顿三日专电)华盛顿邮报今天以「北京之秋」为题发

表社论，抨击中共逮捕异议人士，公然违反已签署的联合国公约，社论中

促请克林顿政府谴责中共人权纪录，并正告中共再这样迫害人权，美国和

它的对话将难以持续下去。

邮报社论从多年前「北京之春」给西方国家的期待谈起，指出克林顿

今年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陆的异议人士宣布私下组织中国民主党、北京类

似西方智库的知识份子集会开始讨论政治改革、中共也承诺将签署联合国

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并同意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前往访问。

社论接着说，如今「北京之春」却越来越寒冷，中共当局十月下旬查

禁北京智库、上个月底逮捕了中国民主党的未来领袖，扣上叛国罪的大帽

子，暗示这些人可能长期坐牢。

邮报特别介绍徐文立，社论中称他是「英勇无比的自由斗士」，为了

民主活动坐牢十二年，一出狱立刻再投身民主活动，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家

门口内永远放个行囊，准备着中共公安来敲门的那一刻。

社论指出，中共上周逮捕徐文立等人的行动，已直接违反中共签署的

联合国公约，李鹏在最近发表的谈话中坚持中共一党专政，也同样违反中

共同意尊重言论及结社自由的承诺，中国大陆有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人

因从事非暴力活动而下狱，现在中共连暂时性的自由化措施都将抹煞掉，

这使人怀疑有两种可能：一是像李鹏这样的保守派在权力斗争中已占上风；

一是中共的改革开放从头到尾就是为赚取西方国家外交利益的假象。

邮报说，无论是那种情形，都使人回头思考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今

年初克林顿政府放弃过去多年来的一贯做法，不再到联合国支持谴责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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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决议案，当时美国的预期是中共将以正面回应这项转变，如今显示

中共拿了好处该做的却没做。

社论最後赞扬高尔副总统上个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高峰会时，

直言不讳谴责马来西亚的人权记录，高尔现在也该大声谴责中共的人权记

录，高尔应该正告中共，如果北京再继续迫害人权，美国和中共的对话将

难以再持续下去。

Beijing Autumn - an editorial of The Washington Post

Thursday, December 3, 1998; Page A22

LONG AGO there was considerable talk about a new "Beijing

Spring."China's Communist Party was becoming more tolerant of

dissent, or so the theory went. At the time of President

Clinton's visit, dissidents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of a China

Democratic Party. A Beijing think tank of sorts began holding

open discussions on political reform. China promised to sign a

key United Nations covenant on political freedom, and to permit

the

U.N. human rights chief to visit. Mr. Clinton's

administration pointed to these signs of liberalization as early

fruits of his decision to reduce the emphasis on human rights in

his relations with China.

Now the Beijing Spring is growing decidedly chilly.

Authorities shut the think tank in late October. This week they

detained the leaders of the would-be Democratic Party, which the

government had never registered, and accused them of treason,

suggesting that they may be in for long prison terms. Among

those detained is Xu Wenli, one of those unimaginably courageous

freedom fighters who spent 12 years in prison for pro-democracy

activities and then, upon his release, immediately resumed his

efforts. Since 1995, he has kept a suitcase packed by his front

door,anticipating the knock of China's secret police.

China did, as promised, allow U.N. human rights chief Mary

Robinson to visit and did, as promised, sign the U.N. covenant.

That pact commits China to respect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freedom of speech. China's activities this week directly violate

that commitment, as do the words of Li Peng, a senior Chinese

leader who vowed in an interview released this week to mai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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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one-party rule. Mr. Li also stoutly defended China's

massacre of unarmed students and workers following the Tiananmen

protests of 1989.

So what has become of the thaw? From the start, signs of

liberalization were faint. Hundreds, perhaps thousands, of

people remained in jail for nonviolent activ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ed. Convicts included people such as Li Hai,

imprisoned since 1995 for trying to compile a list of Tiananmen

victims. Now that even the tentative liberalizing steps are

being reversed, there are two theories: Either conservatives

such as Mr. Li are gaining in a power struggle, or the thaw was

a sham all along designed for diplomatic advantage in the West.

Either way, the most recent repression raises questions

about administration policy. Early this year, the administration

chose for the firsttime in years not to object to Chinese human

rights practices at an annual U.N. forum. The expectation was

that China would respond in a positive way. Now it seems China

may have pocketed the quid without giving much of a quo. Vice

President Gore, who recently met with China's president -- and

who so forthrightly condemned Malaysia's human rights record --

should speak out now about China's. The dialogue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administration want so badly cannot be sustained, Mr.

Gore should say, if China continues to backslide on human rights.

Copyright 1998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12 月 4 日

秦永敏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武汉市公安正式逮捕

(记者张苑香香港四日电) 中国大陆武汉市公安局昨天下午二点以书

面通知异议人士秦永敏的家人，表示秦永敏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正

式逮捕。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经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

武汉公安局已正式逮捕秦永敏，他现在被关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秦永敏是於十一月三十日被公安带走的，另一名「中国民主党」的筹

备委员王有才也因「颠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人权中心表示，相信另

一名被拘捕的异议人士徐文立也不能幸免，也会在正式逮捕後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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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的母亲刚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目前秦永敏七岁的幼女乏人

照顾，信息中心对秦永敏被正式逮捕极表愤怒。

秦永敏现年四十四岁，七九年民主墙运动时是武汉民刊「钟声」主编，

并为此坐牢八年，九三年又因发起「和平宪章」运动而判劳动教养两年。

秦永敏最近将劳教的经历写成「中国劳教制度内幕」一书，十二月一日由

香港民主大学出版。

北京公安拘留任畹町盘问中国民主党事情

(北京四日法新电) 北京公安警察今天把大陆资深异议人士任畹町扣

留了三个多小时，并警告他停止与非法「中国民主党」有关的一切活动。

任畹町在获释後告诉法新社，「为了中国民主党的事情，公安把我带

到警局，拘留了三个多小时。」

他说：「六名公安盘问我，并威胁要没收我的电脑、切断我的电话，

除非我保持缄默。」

中共最近曾同步在大陆各地对异议份子活动发动一波扫荡取缔，任畹

町的被留置警告，与此不无关系。

这波扫荡取缔异议份子行动，目标锁定在中国民主党 (ＣＤＰ) 。Ｃ

ＤＰ在六月份举行成立大会，意图突破中共的党禁，筹组大陆第一个反对

党，但所谋未遂。中共的扫荡行动重点，则以逮捕ＣＤＰ坦率敢言的秦永

敏、徐立文为主。

香港人权组织今天证实，中共昨天已依阴谋颠覆罪，正式控诉秦永敏。

而根据中共「外交部」声明，徐立文是遭中共以涉嫌「破坏国家安全」拘

捕羁押。

任畹町今年九月也曾被拘捕，当时他是因为宣布打算正式申请登记，

设立ＣＤＰ的分部，而遭到逮捕，不过同样在拘留数小时之後获得释放。

徐文立的女儿徐瑾在纽约时报回忆父亲感人至深

送交者: 《再进共产党的监狱》！ 于 December 04, 1998 06:45:41:

徐瑾小姐到华盛顿开展游说活动并召开记者会

自由中国运动

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

发布消息

（1998 年 12 月 4 日）

正在波士顿大学（ＢＵ）攻读雕塑专业硕士学位的徐文立先生的女儿

徐瑾小姐，下周一起，将在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协调人，自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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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领导人王希哲，和叶宁，连盛德，王炳章的陪同下，到华盛顿ＤＣ，

就最近徐文立秦永敏等被捕事件，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开展介绍游说活

动．同时，将召开记者招待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许多议员和政府官员对

徐瑾小姐的来访，已经表示了欢迎．徐文立秦永敏被捕后，美国政府已经

对此向中国政府多次表达了严重关注．它显然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深刻的影

响．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98

Back in a Chinese Prison

By XU JIN

BOSTON -- On Mond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ce again jailed

my father,

Xu Wenli. My mother has not been told what he is charged

with, but the Western press says he is accused of "subverting

the Government."

I grew up without him. In 1981, when I was 8, they

imprisoned him for 12 years for advocating free speech. He wa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his entire term. For the first five

years, my mother and I were allowed to see him for 40 minutes

every two months. For the next three, he was kept in a room not

much longer than a coffin and was allowed no visitors.

All he did this time was try to register a new political

group,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There's no law against

forming a political party.

Night and day since my father's release in 1993, there has

been a team of policemen watching our house in Beijing. Several

stand near the front door, while others sit in the apartment

next door. We have no back door, just a window facing a

schoolyard. Several policemen sit in the schoolyard and stare at

the window. My father had to give advance notice if he intended

to leave the house, and when he did leave he was followed by men

in a car, on motorcycles, on bicycles and on foot.

He was always aware that he might be arrested again at any

moment and kept a travel bag near the door. In April and Jul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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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and again on Monday, the police raided the house. In

these raids they have taken three fax machines, three computers,

two photocopiers, one typewriter, a portable telephone, address

books, my mother's personal journal, some novels and any papers

they could find.

I earned the money to buy those computers by washing dishes

and waiting tables. I am in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on't allow me to attend college in

China.

The newspapers report that China recently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hich

calls for freedom of speech and assembly. My father hoped that

China w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this document. China's

actions this week are a violation of the covenant. Its leaders

should show the world, my mother and me that their commitment

means something.

Xu Jin is a graduate student at Boston University, where she

is studying fine arts.

美国之音：中共逮捕政治反对派人士因国宾到访被一再推迟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 3 日综合报道]中国政府逮捕著名政治反对派人

士徐文立、王有才和秦永敏等人在海外激起强烈批评和反响。美国总统发

言人洛克哈特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都谴责了中国政府逮捕和拘禁两名

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打破沉默，对中国政府的

行动进行辩护。海外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当局对民主党人士的镇压本

来早就准备进行了，但是由于外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访问而被推迟。

美国总统发言人洛克哈特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谴责中国政府逮捕

和拘禁徐文立和秦永民等两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

说，美国对中国政府逮捕两名持不同政见者表示关注。

洛克哈特说，「我们相信这种和平的政治行动，和采取其他形式和平

地表达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所有政府都应该保护的基本人权。我们呼吁

中国政府保证在徐文立和秦永民的案子中保护他们的这种权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美国对中国发生的逮捕和拘禁的案例增加

感到不安。鲁宾说，「我们对最近拘禁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之多感到深深

的不安。这表明对人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严格限制仍然存在，中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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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将不会容忍共产党的反对党。」美国官员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大规模逮

捕持不同政见者的看法已经通过在北京的外交途径正式转达给中国政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星期四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进行辩护。当记者

问徐文立和秦永民到底犯了什么罪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只是说，

他们的案件涉及到国家安全，已经超出了外交部所能够评论的范畴。他还

说，徐文立和秦永民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因此他们是罪犯。朱邦造还表示，

逮捕徐文立和秦永民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得干涉。有记者问，

中国政府这次逮捕持不同政见者是否表明中国政府在执行今年十月签署的

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方面缺乏诚意，朱邦造回答说，这

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徐文立的太太贺信彤在接受「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何宗安采访的时

候说，她不知道她丈夫目前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徐文立到底犯了

什么罪。

另外，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获悉，星期四上午

10 点，杭州公安局书面通知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杭州检察院已经批准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王有才。五个小时之后，杭州公安局紧

急通知胡江霞，王有才的案件已经移交检察院，如果检察院批准起诉，开

庭前十天会通知家属。

组建反对党的浪潮必须拦阻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分析说，一般的案子从正式宣布逮捕到移交检

察院起诉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次中国有关方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王

有才移交检察院，准备起诉和审判，这说明中共高层已经下决心将王有才

投入监狱。

王有才原来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是六四后被政府通缉的 21 名学生领

袖之一。今年六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时候，王有才率先前往浙江省民政厅

要求成立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掀起了中国境内持不同政见者要求组建

反对党的浪潮。

据了解，关于徐文立和秦永敏的最新情况是，星期三北京公安局传讯

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分部的成员查建国的时候暗示，拘捕徐文立是来自

中共最高层的指示，徐文立很可能被判刑。另外，秦永敏已经于星期三被

转押到武汉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该所关押的是等待审判的涉嫌人，这表明

秦永敏可能也会被判刑。

海外舆论对中国逮捕民主党成员做出强烈的反应。星期三晚上，美国

广播公司在影响极大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播放了中国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

新闻，并且播出了徐文立在家中工作的图像。

据法新社援引北京的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这次对持不同政见者

组党活动的镇压，由于一系列外国领导人对中国的访问，从而被一拖再拖。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组建民主党的活动，是从今年六月克林顿访问中国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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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从浙江揭开序幕。然后法国总理若斯潘，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

专员罗宾逊夫人以及英国首相布莱尔相继访问北京，民主党组党活动蔓延

到中国的北京，上海，湖北，黑龙江等九个省市。

中国政府顾忌到国际形象，所以没有对民主党下手。这次江泽民从俄

罗斯和日本回来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什么大的出访任务，比较重要的外

国元首也已经相继访问过中国，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向民主党动手的时机到

了。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新闻分析说，中国政府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成功地

把中美关系恢复到比较亲切的程度，现在却冒着重新冷却和华盛顿的关系

的危险，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的权威

的挑战是多么敏感，对这个出于萌芽状态的反对党是多麽恼火。

旅欧民运人士抗议中共拘捕异议人士

(记者唐秉钧布鲁塞尔四日专电) 旅居欧洲八个国家的三十六位中国

大陆民运人士，今天联署支持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秘书长王希哲发起的

紧急呼吁，抗议中共最近拘捕三名主要异议人士的行为。

根据媒体报导，中共上月底已分别逮捕徐文立、秦永敏与王有才等中

国大陆民运人士。

在三位主要民运人士被捕後，王希哲发起向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发出

紧急呼吁，除强烈抗议中共当局逮捕徐文立、秦永敏与王有才三人的错误

行为外，并吁请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国政府议会、国际

人权组织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此次逮捕事件，以及合适地向北京表达对

此一事件的关注与批评。

呼吁中并指出，北京在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年，

以及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月後，就拘捕三位异议

人士，不但是对全球人民的失信，同时也是对联合国公约的轻视。

根据民联阵欧盟主席、中国大陆民主党欧洲後援会召集人张英提供的

资料，今天签署支持王希哲呼吁的旅欧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目前分别居住在

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瑞士、西班牙、英国与挪威八个国家。

12 月 5 日

中共扩大逮捕组党人士殃及王泽臣王文江 海内外同声谴责政治迫害

(综合北京五日外电报导)近日中共大举逮捕及迫害大陆组党人士，至

少有六名中国民主党人士被捕，对此，流亡海外及大陆的异议人士最近纷

纷指责中共当局这项迫害行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消息人士今天说，

就在海内外的一片指责声中，中共扩大取缔非法的「中国民主党」，已共

逮捕该党七名活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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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人士王泽臣的太太自辽宁鞍山老家向记者说：「公安人员昨晚搭

乘三辆车把我丈夫带走。」

她说：「他们告诉我将只是带去讯问，不过他并未回来，而今早九时

四十分一辆车子折返，停在窗外。」她说，鞍山的活跃人士王文江也遭到

扣押。目前下落不明。王文江受聘为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政治迫害案辩护，

因受到有关当局的阻挠，未能赴上海代林海出庭。

王泽臣及王文江共征集到一百九十个人连署，要求中共停止在宣布中

国民主党为非法政党後而於周一展开的取缔行动。

国内绝食抗议

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辽宁异议人士王泽臣与王文

江十二月二日发起一百九十一人联署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徐文立，两人於四

日晚同时从家中被公安人员带走，目前下落不明。北京着名异议人士任畹

町於四日被公安当局传讯三个小时。另绝食声援王有才的两名学生领袖王

正云和翟伟民亦分别在山东与河南被公安当局传讯及警告。刚获释的武汉

异议人士陈忠和与萧诗昌准备发表声明营救秦永敏，再度被公安当局拘留

四个小时。

中共当局的迫害行动并没有吓倒异议人士，浙江毛国良从前日开始绝

食二十四小时，胡贤焕也从昨日上午八时开始进行二十四小时绝食，强烈

抗议中共逮捕组党人士。四川的刘贤斌於三日宣布继承被捕的秦永敏遗下

的「中国人权观察」之工作。

海外致函中央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大陆着名异议人士许良

英、林牧、蒋培坤与丁子霖等四人於四日联名发表致国家主席江泽民、总

理朱熔基、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开信，对当局以「危害

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及起诉、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组党人士表达不

满，并要求尽快释放他们。

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信息中心」亦透露，由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

桌会议协调人王希哲发起、向国际社会发出联署紧急呼吁书的活动，也获

一百多位社会各界及民运人士联署，抗议中共逮捕徐文立、秦永敏、王有

才、王策等异议人士，要求国际社会关注。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讯息中心说，中共另在全国各地拘押至少四名中

国民主党的活跃人士。

山东的王振云、河南的翟伟民因进行绝食抗议，要求释放另三名中国

民主党的活跃人士--徐文立、秦永敏及王有才而遭到拘押。

武汉的陈忠和及萧诗昌本周稍早曾遭到扣押，因着手准备声明，要求

释放秦永敏而再度被留置讯问。

资深活跃人士任畹町也遭到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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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民运讯息中心创办人卢四清说：「全国各地一定还有其他人

被拘押，但我无法证实。」

尽管如此，中国民主党的其馀志士今天仍奋战不懈。浙江的毛国良及

胡贤焕继续绝食抗议，四川的刘贤斌说，他将持续进行秦永敏发行「人权

观察」时事通讯的工作。

全国救援协调联络小组紧急呼吁

鉴于 11 月以来，杭州、武汉、北京等地警方对王有才、王策、李力

（黄河清）、陈光铭、秦永敏、徐文立等先后实施拘捕。王有才、秦永敏

已被正式逮捕，徐文立遭刑拘，也面临正式逮捕可能，当局某些保守势力

意欲从速从重予以严判。为此，我们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救援协调联络小

组，小组成员为：

湖南：彭玉璋

辽宁：王泽臣（86-412-2314702）

四川：刘贤斌（86-825-2248222）

河南：翟伟民（86-379-7260646）

安徽：王洪学（86-552-4035275）

湖北：陈忠和（86-27-86858887）

北京：张国平 查建国（86-10-67014187）

山东：谢万军（86-538-2820226）

贵州：曾 宁（86-851-5520724）

上海：周建和（86-21-63124316）

吉林：冷万宝（86-431-5972951）

黑龙江：萧利军（86-538-2820226）

浙江：吴义龙（86-571-6969095）

联络小组暂由浙江负责，并紧急呼吁如下：

（1）呼吁中国政府本着人道、理性原则，遵守宪法的有关规定，立

即释放王有才、王策、李力（黄河清）、陈光铭、秦永敏、徐文立等和平

公民。

（2）呼吁中国政府不要被某些极左保守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

而背离改革的轨道，尽快实行政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保障公民的基

本权利

。

（3）呼吁社会各界密切关注这一起严重侵犯公民权益事件的继续发

展，请给予受害者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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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紧急呼吁中国律师界法律界的朋友伸出正义之手，特别是浙江、

湖北、北京律师界和法律界的朋友。

（5）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提供道义上的进一

步支持。

（6）欲提供帮助者可直接与下列受害者家属联系：

王有才家属：胡江霞（联系电话 86-571-8861041）

秦永敏：由陈忠和转（联系电话 86-27-86858887）

徐文立家属：贺信彤（联系电话 86-10-63517814）

中国民主党全国救援协调联络小组

1998 年 12 月 5 日

徐文立被捕前一小时与徐文立的一次通话

王炳章

十一月三十日晚八时，我与徐文立通话，讨论中国民主党组团赴台湾

观选之事。他说，正在起草一份委托书，让我几个小时后再联络一次。谁

知，一小时后，即晚上九点，文立便被逮捕。几小时后，我得知文立和湖

北秦永敏、陈中和、萧诗昌、浙江来金彪被抓的消息。我不得不与中国民

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副主席高洪明联络，由他代表民主党基层选举参选

委员会和京津党部发出一份委托书。(另一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给海外筹

委会的委托书从浙江发出)。

文立被捕，我不奇怪。一是中共已经发出警报，二是文立本人也已做

好心理准备。我在这里，将徐文立被捕前一小时与我通话的要点写出来，

从中可以看出文立的思想脉络和他不怕坐牢的决心。

我建议文立他们国内民主党组织是否写个赴台湾观选计划，然后传真

给海协会，并要求海协会给予方便，看海协会如何反应。我告诉文立，有

个民间团体“全国台湾研究会”(实际上为中共控制的组织)已经组团赴台

观选，既然别的民间团体可以赴台，民主党和北京基层参选委员会也可组

团赴台观选，并要求海协会协助办理赴台手续。当然，我明明知道，中共

控制的海协会不可能成全民主党的这件“美事”，我的意思是，走个手续，

也好看看海协会如何表态，并为同海协会打交道提供理由。

文立在电话中说，中国民主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有自己的自主权，

一来民主党的成立不用中共的批准和承认，二来行事也用不着知会中共当

局。他们北京天津党部已经开决定，鉴于国内人员现在不可能成行，马上

会写一个正式委托书过来，委托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全权代表他们组团赴台

观选，但没必要同海协会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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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徐文立的思想自六月浙江组党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浙

江、山东和东北三省组党后，我们曾与文立联系，希望他来牵头，促成北

京民主党的成立。那时，文立忙于和彭明中发联合作，并与彭明联合建议

“组党缓行”。文立当时强调，他有通盘的考虑，不急于参与组党。后来，

北京任畹町等筹组了民主党北京筹委会，我们尽管知道二人有些不和，但

仍全力支持任畹町的行动，我们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同时，我们也理

解，徐文立要考虑全局，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暂时超脱一些，也许将来

对全局有好处。

十一月初，徐文立突然宣布成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

立了京津地区党部。对于徐文立的转变，有人表示不能理解。我却认为，

这种转变是预料中的事。一则，徐文立本来就有组党的思想基础。傅申奇

同我说，早在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徐就同他就认真考虑过组织民主党的事。

二则，徐文立原来支持彭明中发联的活动，想以更加中性和温和的方式推

动政治改革。然而，中共却对中发联采取打压，手段并不比对民主党的打

压来的软。当温和的道路被当局堵死之后，人们趋向采取较为激进、直接

的抗争，是十分自然的。

徐文立最近另一个思想突破，是关于民主党的成立要不要得到中共当

局批准的问题。起初，徐文立呼吁中共制定“政党法”，以便使反对党的

成立“有法可依”。中共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

后，我们根据该公约的精神，开始造起“废除成立社团的事先批准制，实

行事后报备制”的舆论。为此，我特别写了“中共的社团批准制可以休矣”

一文。王希哲还托人找出了一九四六年中共《新华日报》抨击国民党的社

论，用中共之道，还制中共之身。而真正在行动上否定中共社团批准制的，

是徐文立。他组织的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委员会，是正式的组织，不象其

它各省成立的是“筹备委员会”。他说动湖北的秦永敏、陈中和等，起而

相应，正式成立了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并进行了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党部

的领导班子，去掉了“筹委会”的冠称。中共对徐文立、秦永敏的新一轮

打压活动，可能与两地无视中共当局警告、正式成立民主党党部有关。文

立还多次向我建议，应推动其它各省市的民主党立即“转正”，抛掉“筹

委会”的“冠称”。而我左思右想，认为还是缓一缓好。看来，我这个

“激进派”的帽子应当去掉了。

形势比人强。徐文立的转变，由“不结社”、“缓结社”、“缓组

党”，到“快组党”、“组正式的党”，说明，他不仅能跟上潮流，还有

领导潮流的眼光和魄力。文立，你是个勇者！

(王炳章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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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社论告诫中共应该允许反对党存在

(记者黄矿春纽约四日专电) 针对中共近日来大肆逮捕组党人士，华

尔街日报四日发表社论告诫中共，像徐文立等人筹组的忠实反对党远较发

生群众暴乱为佳。

华尔街日报在这篇以「异议人士在中国」为题的社论中表示，中共这

麽快就背弃两个月前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所许下的

承诺，实在令人沮丧。

社论特别以反讽的语法指出：「虽然徐文立等人坚称他们是在中国宪

法所赋与的权利〖围内活动，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每当共产党

人感觉到权力受到威胁之时，不论是在什麽地方的共产党人，他们什麽时

候守过法？」

文章接着说，中共宣称中国大陆尚未为实施民主做好准备，但是有很

广泛的证据显示，中国大陆至少已准备好要展开民主的进程。

社论警告，事实上中国大陆实施民主再延迟下去可能更危险。整个中

国大陆现在正处於「下岗」的时代，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兴趣日增，不满的

情绪也日益增高，因为薪水未发放所引起的公众抗议事件到处都有。

社论最後说，过去一年来在东南亚所发生的事情证明，允许人民参与

政府因应危机的努力也比较好。想要强力压制不满将导致爆炸性的结果。

而社会的动〖不安将使经济复苏更加困难。北京当局应该考虑，像徐文立

等人欲筹组的一个忠实的反对党远比发生民众暴乱要好的多。

12 月 6 日

继续打击民主党：大连公安带走徐文立办公室人员刘世遵

(记者刘坤原香港六日电) 大陆公安继逮捕异见份子徐文立後，又於

昨晚在大连拘捕曾在徐文立办公室工作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刘世遵，并在全

国严密监视中国民主党成员。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下午发布新闻指出，大连

公安於五日晚上拘捕了刘世遵，至目前为止仍未释放。

此外，公安已在全国密切注视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行动。信息中心获知，

仅五日一天，在四川、贵州、吉林、浙江和辽宁，就至少有十位异见人士

受到公安警告。这些异见人士一出门就被跟踪。

为了营救徐文立，今天中国民主党做出重大行动，由十三省十四名中

国民主党成员组成「全国救援徐文立等异见人士协调援救小组」。他们分

别是湖南的彭玉璋、辽宁的王泽臣、四川的刘贤斌、河南的翟伟民、安徽

的王洪学、湖北的陈忠和、北京的张国平及查建国、贵州的曾宁、山东的

谢万军、上海的周建和、吉林的冷万宝、黑龙江的萧利军及浙江的吴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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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组今天委托信息中心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不要被极左势力及

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而偏离改革轨道，应立即释放徐文立、秦永敏及王有

才。

此外，信息中心透露，海外民运人士王希哲及王炳章宣布将於下周一

到美国国会游说，要求美国对中共施压。

同时，安徽异见人士王洪学今天紧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他

注意事态的发展，并向中共施压。

另，河南郑州中国民主党成员安宁，今晨八时开始绝食二十四小时，

强烈要求释放王有才。安宁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九二年曾参加地下「中国

民主自由党」被判刑五年。

林牧接受法新社采访：组党已超出北京容忍范围

【北京六日法新社电】此间外交界人士与政治异议份子指出，虽然

中共力图改变其人权形象，但大陆异议人士筹组反对党已经超出了中共容

忍的底线，因此才对他们采取大肆逮捕的行动。

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的林牧表示，最近中共着力於改善其国

际形象，但现在江泽民已结束日本之行，被捕的异议人士可能会陆续受到

审判。

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上周一结束他今年最後一次出访，由日本返回大

陆。也就在同一天，大陆媒体报导了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有关「绝不

容许出现反对党」的谈话。

李鹏的谈话发表後，中共公安人员迅速行动，连续逮捕了「中国民主

党」发起人王有才与另两名支持该党的着名政治异议人士徐文立、秦永敏。

王、徐、秦等人都被控「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

其他地方较不知名的政治异议人士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侦讯或拘留，上

海一位把三万个电子邮件位址泄露给海外大陆民运刊物的工程师也同时被

起诉。中共官方也开始向外国表达了强硬的态度，要求他们不要干涉中国

大陆的内政。

香港「中国大陆人权与民主运动信息中心」发言人卢四清表示，从现

在到明年初，中共已经没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因此中共选择在这段时间进

行逮捕行动。「中国民主党」宣布成立已有五个月的时间，当时因为陆续

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亚斯平与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到访，中共为建立国际形象而未镇压异议人士。中

共也在这些重要的国际政坛人物访问後，於十月五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

与政治权利公约」。

西方外交人士说，前一段时间中共对待异议人士的手法还算宽大，只

简短的侦讯後便斥回。不过，这种情况到上周以後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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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吴义龙评论李鹏 11·23 答德国记者问

1998 年 11 月 23 日，李鹏先生接受了德国商报记者的采访，这篇采

访记录（下称《采访》）新华社 12 月 1 日公布。阅后，有些话我们不得

不说，当然，我们不想说这位先生在国务院总理任内，建了一个长江"豆

腐渣"工程，今年暑期让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使千万计的百姓无家可归；

不想说新疆克拉玛依一个剧院大火，让成百上千儿童蓓蕾未开就遭摧残；

也不想说国家粮食系统形成了每天以数千万元人民币亏空的记录；同样不

想说在他任内国家行政机关人员编制如何恶性膨胀，贪污腐败如何猖獗横

行，社会道德如何沦丧崩溃，经济危机如何迫在眉睫，国有财产如何丧失

殆尽……我们只就几个常识问题求教于这位专事立法的中国议会首脑。

这篇《采访》中，当记者问道："对于那些与你们意见不一致的中国

人，你们将如何对待？对于那些想成立非政府组织的人，你们拿他们怎么

办？"李鹏先生回答说："要看这些组织的性质如何。如果是反对中国的宪

法，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例如，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的

统一和独立，反对维护社会稳定，主张搞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那

就不允许他们存在。"除掉某部宪法本身一无是处和反对者不是正常人之

外，所谓反对宪法，主要应是指反对宪法的某些条款，那么，是否宪法的

一切条款都不能反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最初（54 年）制订以

来，已修改过多次，而修改本身就是对某些条款的不赞成与否定，即反对，

不反对就无需修改，此其一：事实证明宪法的某些条款是可以被质疑与反

对直至修改的；其二，即使整部宪法，老百姓就绝无反对的权利？除非是

你李家的家法，否则，你就无权否决别人对任何一部法律包括宪法在内保

留自己的不同乃至反对意见与观点！理由很简单，一部国家大法（宪法）

的出台，根据国际惯例，必须进行全民公决，而民主制度多采用多数制原

则，故全民通过的宪法肯定也会有反对者，以李鹏先生的意见，这些人是

"不允许存在"了？当然，李鹏先生也会知道，反对与不遵守并不是同一回

事，比如我们强调在宪法与法律完善之前，我们遵守我国宪法与法律，但

对于某些法律（包括宪法）条款，我们保留了反对意见！

老百姓对宪法尚可保留不同意见，那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就不能反

对？如果这个大政方针是来自于群众实践，而不是某人的私家专利，为何

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就不能再来自群众？或许李鹏先生以为自己的领导

英明而伟大，不需要任何不同意见！但我们想问：如果没有当初安徽凤阳

小岗村农民否定了当时的所谓国家大政方针而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怎么

有农村经济的大转机？或许在中国经济大发展时期，李鹏先生正好不是国

家的领导人，不清楚这些事实！以李鹏先生的意见，这些人应该"不允许

存在"了？李鹏先生在国务院总理任上肯定是一个大政方针做到底的，否

则为何眼看着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而无计可施！不，92 年以后李鹏先生确

也曾趋时附势地谈过要搞市场经济，可见他也反对他自己一贯施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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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这样的国家大政方针了，当然如果李鹏先生只把"反对"权留给自己则

又当别论了，因为他所指称的国家不是民众的国家！

李鹏先生特别举例说不能反对搞市场经济，我们记得 92 年以前，李

鹏先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调得最多，这种公然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言论甚至行为，李鹏先生是否要不允许自己存在呢？

我们特别注意到李鹏先生很反对多党制，从他的言论中，似乎可以推

导出他反对多党制有四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主张多党制就是"否定共产

党的领导"；第二个理由"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

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

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第三个理由，多党制是西方的，

他说"我们走的道路……不是西方的多党制"，"西方"这个词被特别强调。

第四个理由，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些制度（指多党制等--摘注）也许对

西方是适合的。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主张多党制是否就等同于否定共产党领导呢？李鹏先生应该先搞清什

么叫领导这个问题，依照国际惯例，一个党成为一个时期领导决策国家大

政方针的党，即是获得执政党地位的党。另外，李鹏先生也应该出去走走，

看看比如日本、美、英、法，特别是台湾，主张了多党制，就一定否定了

某一党的执政党地位？中国国民党在实行多党制之后不仍然是执政党吗？

当然国民党面临的竞争压力确实大了，但是正是这种竞争压力，才使国民

党在台的政策较之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更得民心，更少犯全局性的大错误，

这为什么就不好了？！如果依照中国共产党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在没有竞

争压力下：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党政不分，经济建设缺乏有力措施，失

业人口迅猛增长，党群矛盾进一步恶化，我们不知道你们将如何维持自己

的执政党地位！你完全可以借口改革，说这些可以改变，但试问：在原有

体制下，特别是在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衡、制约的条件下，你如何完成这

个改革，如果在原有体制下可以改好，又为何产生了这些问题？我们敬告

你一句，一个政党是否拥有领导权，不是这个政党自己说了算，也不是他

的反对党说了算，由民心向背而定。所以与其害怕多党制，害怕竞争，与

其忙着打压不同的声音，还不如自我约束，接受监督，参与竞争，顺应世

界民主潮流，顺应广大民众的呼声，多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与好事。

第二个理由最有意思，李鹏先生要我们记住历史教训并本着对国家对

人民有利的原则进行制度创新。李鹏先生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想问李

鹏先生，文化大革命"乱得不得了"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是谁造成的？李鹏

先生不要混淆视听！我们记得你们党中央已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社

会混乱与灾难是你们党所谓林彪四人帮和"负有主要责任的"你们党的中央

主席毛泽东造成的！而当时国家的执政党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李鹏先生不

会要否定中国共产党有十年未曾是执政党吧？这一时期中国恰恰只有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李鹏先生如果真的想记住历史教训，这一党专政所造

成的巨大社会灾难，李鹏先生为何避而不谈？只想把社会混乱的责任推给

被愚弄与受辱的普通百姓。李鹏先生如此用心，是本着对国家、对人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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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原则吗？李鹏先生怎么不从这一党专政的教训里得出应该在中国实行

多党制以对执政党增强监督约束的结论（这是基本的思维方式），原因何

在？是弱智呢还是自己在执政党内享有的特权不愿放弃？！

理由之三，多党制是西方的。李鹏先生肯定生长在苏俄，不了解中国

历史。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产生时产生后肯定全中国仅有一个政党，而不是

在多党制的思维形式下产生的！共产党产生后直到统治整个大陆之前，贵

党哪一天否定过多党制？哪一天不在高唱多党合作，党的平等？！而且，

贵党奉行的马列主义恰恰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可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也

是西化）为什么对同样是西方的、且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多党制就害怕如

洪水猛兽？真为国为民着想还是出于一党一人之私利？

而所谓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知道李鹏先生的中国国情是什么样的

国情，是长期封建专制独裁的国情吗，若如此当然容不得异己！是中国国

内已有众多公民希望和正在筹备创建新的对改革起推动作用的反对党的国

情？是一党专政而造成了几十年经济徘徊、社会秩序混乱、民众遭受空前

灾难的国情？李鹏先生不能不正视中国的这种现实！中国的国情早已在呼

唤多党制了。李鹏先生对历史知识的无知可以理解，但你们党的前辈领导

人的文章你却不能不读，比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及重庆时期《新

华日报》的许多社论。我们更希望李鹏先生去读读中国政府于 10 月 5 日

在联合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江

泽民先生承诺签署，并由朱熔基先生的政府正式签署的国际文件，这才是

真正的国情，代表了广泛的民意！

李鹏先生不要忘记你的双手曾浸染过多少和平公民的鲜血，当你在说

"不允许他们存在"的时候，我们又闻到了从你身上散发的血腥！朱熔基先

生说"历史会对＂六四＂作出公正的评判"时，你肯定颤抖了。那个时期，

谁都可能有错，但，惟有你的双手无法洗清。

我们，主张多党制的普通中国公民，本着理性、公开、非暴力的原则，

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践行自己的权利；我们赞成改革开放，并努力推动政

治体制改革；我们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坚持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积

极维护社会稳定。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自由、民主、和谐、公正与富裕

的社会，我们并不为反对共产党而反对共产党，但我们反对任何阻碍中国

达向这一社会目标的任何个人、团体与制度。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正视它

在几十年前一再呼喊并努力追求实现的口号：结束一党专制！

李鹏先生说"主张"多党制，就"不允许他们存在"，不知道他的权利从

何而来，根据《宪法》第 35 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和第 22 条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自由的权利。正如李鹏先生自己所

说的那样，一个新闻记者发表了违反自己国家宪法的言论"那当然是可笑

的"，而你，一个专事立法的议会首脑说出如此违宪的言论，已经不是"可

笑"或"更可笑的事了。广大中国民众三思，三思！！！ (1998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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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

中共 17 日开庭秘审民主党魁王有才 杭州检察院罗列电子邮件等五大

罪状

(香港七日电)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遭

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的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被杭州检

察院指他触犯五大罪状，其中包括他与境外「敌对人士」通过互联网进行

勾结，“用电子邮件将十八份建党文件传播至海外”。

中共将于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正式审判王有才。审判将不对外公开。

杭州检察院罗列王有才的另一罪名是“与海外反对组织「头目」王策

见面”。这是上月二日王策在杭州失踪以来，中共首次正式承认逮捕了这

位海外最大民运组织的领导人。(关于王策的事迹，见下面林樵青先生文

章，和本刊昨日发表的周晓先生的文章。)

而他的妻子胡江霞要求担任王的辩护人，遭到法院无理拒绝。这是对

本星期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50 周年活动的最佳讽刺。

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透过民运信息中心，要求中共当局公开审判王有

才，并允许公民自由旁听。她并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及媒体派人旁听和采访。

王有才是於上月三十日被中共方面逮捕的，不到一星期就被检察院起

诉。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当天，王有才等宣布

组建「中国民主党」，稍後一度被捕。

上月三十日，王有才与其他民运人士包括徐文立和秦永敏等人一齐被

中共当局逮捕。

杭州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列明王有才的五大罪状是∶

--王有才起草的「中国民主党」宣言中有一句话∶「只有建立反对党，

才能消除暴政」，这句话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王有才为「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创建者，起诉书中罗列了王有才

的组党经过。

--王有才於七月十日晚企图以茶聚形式，召集「中国民主党」成员开

会。

--王有才用电子邮件将十八份建党文件传播至海外。

--王有才在「监视居住」期间与海外反对组织「头目」王策见面，且

王有才接受境外四千元人民币及美金三百元，用於购买电脑的捐款。

起诉书认为，王有才於一九八九年後，被判刑三年为累犯，而又与境

外敌对人士勾结，大陆「刑法」一百零六条规定与境外勾结的从重处罚，

所以会依此条文规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重罚。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由於大陆「刑法」一百零五条规定，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首要份子或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所以王有才可能被处以至少十年以上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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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胡江霞要求担任王有才辩护人，但被法院拒绝，法院所持理由是

辩护人不可与当事人有利益关系。但胡江霞表示，大陆异议人士王丹的毋

亲可作王丹的辩护人，为何她不可以为王有才辩护？

胡江霞并透过民运信息中心发出致参加巴黎纪念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

年全体人士公开信，表示大陆在签署人权公约不到两个月，就以颠覆罪审

判依人权公约组建政党的王有才，显示大陆人权状况在倒退及藐视世界人

权宣言及公约。她希望与会人士能为王有才尽一点心力，以利於王有才无

罪释放。

王有才是於上月三十日被中共方面逮捕，不到一星期就被检察院起诉。

今年三十岁的王有才，原为北京大学研究生，一九八九年大陆发生民

运活动期间曾担任「高自联」秘书长，与王丹等人同列二十一名被通缉的

学生领袖。其後，王有才被逮捕，入狱三年。

附一：许良英林牧等呼吁释放王有才的信

江泽民主席：朱榕基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今年 11·30 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机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

罪名逮捕了杭州市公民王有才，并于 12·3日移交检查机关起诉。

我们不赞成组党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王有才的活动并未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未危害国家安全，几月以前，中国政府刚刚签署了

《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在又侵犯公民权利，我们都很不理

解。希望中央政府和最高司法机关责成浙江有关部门，尊重宪法，尊重人

权，立刻释放王有才。

许良英、林牧、蒋培坤、丁子霖

1998 年 12 月 4 日

林牧附记：我们希望：

京生、刘青、胡平、育贤、王丹、军涛、刘刚、薛伟、中国人权、励

之、宾雁、浩成、绍智、戈扬等迅速给以声援，以解救日内即将判刑的王

有才，有些人突出呼吁徐文立，企图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但是当局蓄意

打击的是最先组建民主党而且是真正的民运人士王有才。 他已被起诉 。

民主党评论员文章：绝妙的讽刺

据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七日通知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王有才一

案已于五日移交法院，而法院将于十七日开庭审理。又有消息说，近 千

名国际人权界最著名人士在巴黎庆祝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这两 则消

息具有绝妙的讽刺意味。



309

中共在十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隔两

个月却要审判完全按公约精神在中国从事组党活动的王有才。罪名是"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正是绝妙的讽刺。

中共签署公约之时，不少人赞扬中共的积极态度，殊不知中共只是在

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他们压跟儿就没有想过要执行公约的条款。当

时我们这么讲，人们似乎还很不以为然。但事实胜于雄辩。到目前为止，

中共的一切改革只是在国内、国际压力下，在不妨碍执政党利益前提下所

作的让步。现在反对派要正式宣布成立反对党了，他们不是从中看到中国

出现了和平演化的机会，而是觉得一党专政的利益受到了挑战。六四屠夫

之一李鹏发出了不容许多党存在的言论，接着又拘捕了部分组党人士，要

审判王有才，放出了试探性气球，杀鸡给猴看，妄图把组党的努力一举压

下去。

此际，人权人士正在巴黎庆祝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如果联合国任

由签署国际公约的中国政府公然践踏公约的准则，不能让违约者付出代价，

那么庆祝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意义就黯然失色了，国际公约的签署与否又

有什么价值呢？这种景象本身不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么？

因此，

一、我们对中共即将对王有才的审判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呼吁中共中

止这种愚蠢的行为。中共此举将葬送中国和平实现制度转型的绝好机会，

把和平理性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士都推到激烈抗争的道路上去。

二、我们强烈要求正在庆祝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人士和联合国，对中

共这种背信弃义、践踏人类共同价值的行为进行谴责并采取适当的制裁措

施。

同时我们坚信：中国民主党不会因为部分成员被迫害而放弃自己的努

力。但我们也十分忧虑：如果这种迫害过于严重，而得不到国内各阶层和

国际社会及时的声援和支持，这种努力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成果。尽管我们

乐观地深信：中国的民主化趋势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但这一进程较长时

间的延误或造成动荡却不是不可能的。

12 月 8 日

四川「民主党」成员刘贤斌今天被捕

(记者王曼娜香港八日电) 大陆「中国民主党」成员刘贤斌，今天上

午发信呼吁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声援被中共拘捕的民主党成员，结果下午

就在家中被四川公安局带走。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今天上午，刘贤斌向大陆民运人

士发出三点呼吁，一是要求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在十二月十七日开庭审判

王有才的时候，全部前往杭州法院旁听，不去的则在家中绝食一天，以後

当审判秦永敏及徐文立的时候，也是如此。二是呼吁从今天起每人写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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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进行抗议。三是给予被拘捕的民主党成员家人予以慰问及经济上

的帮助。

信息中心指出，刘贤斌今天刚发出此信後不久，在下午四时，就有六

名四川省公安人员闯入他家把他带走，并且带走他的传真机、通讯录以及

大量的文件。

刘贤斌原为大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坐

牢两年。

今年十一月以来，大陆已拘捕「中国民主党」成员徐文立、刘世遵、

秦永敏、王有才、来金彪、章宝钦和刘贤斌七人。

福建民主党福建筹委会创办人章宝钦被公安拘捕

(记者张谦香港八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福建省

长乐市公安人员於今晨逮捕了中国民主党成员章宝钦。

人权信息中心表示，约二十名公安人员於今晨二时破门进入章宝钦的

家，大约停留一个小时，并带走了一些通讯录、书本及大量有关中国民主

党的文件。章宝钦至今下落不明。

四十一岁的章宝钦为福建矿务局工人，也是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创

办人。本月三日，他曾与其他四名党员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大陆

民运人士徐文立等人。

徐文立也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办人，据悉，中共当局近日将以「颠覆国

家」罪名将他起诉。大陆各地的民运人士已组成「全国救援协调联络组」，

专责营救徐文立及其他将被起诉的民运人士。

徐文立的妻子胡江霞，昨天已透过人权信息中心呼吁海外媒体及国际

人权组织关切这次事件。

「中发联」七人被拘

北京公安局十几名公安和民政局一名官员，昨天上午九时三十分

到北京亚运村中国发展联合会总部，没有出示搜查令便大肆搜查。

抄走两台电脑、传真机和大量文件，并带走彭明等七名「中发联」

负责人。

彭明在拘留三小时之後获释，其馀六人仍被拘留。

「中发联」在内蒙的分会理事长王泽民等十名主要成员在最近一星期

内也不断遭当局传讯并禁止离开内蒙。

民主党人声援王有才「煽动颠覆政权」案十七日齐集杭州示威

【明报专讯】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因杭州法院声称将於本

月十七日公开审理王有才「阴谋颠覆政府罪」案，中国民主党「全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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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联络组」委托该中心发出紧急声明，欢迎西方媒体去杭州采访报道，

并号召全国异见人士齐集杭州参加旁听及声援。

欢迎西方媒体采访

该中心称，目前全国异见人士正准备出发，估计审判日将有上百名异

见人士齐集杭州。

该中心还表示，徐文立妻子胡江霞委托该中心紧急致信正在巴黎的联

合国秘书长安南及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表示中国於十月签署《公民权利

及政治权利公约》後，并没有向人民宣传公约的内容，於是王有才自费印

刷了两千份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准备於五十周年纪念日将这些介绍

给人民，但却遭逮捕，所印的公约及宣言也被没收。因此，胡江霞认为安

南及罗宾逊夫人有责任关注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严重倒退。

青岛“广交友、不结社”民主人士抗议政治迫害

惊悉正在强调依法治国、改善人权，发展民主、并刚刚签署《公民权

利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中共新届政府，竟不顾国际舆论，倒行逆施，

以涉嫌犯罪为由，抓捕国内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秦永民、王有才等。中

共的这一行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公民主张组党结社的合法权利进行打压，充

分反映了新一代执掌权柄的中共党人至今仍沿用唯我独尊排斥异己、一言

天下的陈旧对抗意识和封建政治传统。

我们这些毕生议政不参政的民间“不结社”朋友对中共及其政府这种

唯恐独尊地位被公平的政治竞争程序所动，而不惜违宪侵权、陷人入罪的

做法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开明的中共党人抵制陈腐守旧势力的制肘，与

一切文明、民主的进步力量结合，顺天时，和民心，共同促使中国政府释

放在押的一切政治反对派人士，推动中国向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

类、大家都赢的新文明历史时期转变。

最后。我们真诚希望新一代中共执政者不要制造今日中国更多的“魏

京生”。做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开拓者。

牟传行、邢大昆、燕鹏及“广交友、不结社”民主人士

1998 年 12 月 5 日

12 月 9 日

上海中国民主党成员姚振宪一家赴美国纽约 投身海外民运

(记者张苑香香港九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

上海市中国民主党成员姚振宪一家三口今天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搭乘飞机离

开大陆，赴美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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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振宪在今年四月获释之後，和周建和、韩立法、李国涛及徐虹等多

名异议人士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他并於十一月八日在杭

州举行的「中国民主党」会议中被推选为全国筹委会成员。

为逃避中共逮捕，上海著名异议人士姚振宪将於十日搭乘美国联合航

空公司班机抵达纽约。设於纽约的中国「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驻美国代

表处透露，在中共镇压组党的大逮捕行动展开之前，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及

时发给姚振宪及其家人到美国的签证，使他免於重陷囹圄。

在林海事件中，姚振宪和民主党上海筹委会的同志曾经挺身而出，公

开声援被冤枉的无辜平民，争取老百姓合法权益。为此，上海公安局政保

处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威胁、恐吓，在他出国问题上又横加阻扰。手法极

其卑鄙无耻。直到动身前，为防民主党上海筹委会成员在 12.4 秘审林海

的法庭外抗议，同时也为了搞林海妻子徐虹的黑材料，上海公安局政保处

12 月 3日又将他的护照骗去，说原来做护照时在上面做了手脚，要去换。

其实是要姚去谈话。姚不去，护照就不还给你。无奈，姚冒险来到美领馆

找总领事，说他们不还护照他就要求政治避难。总领事打电话给外事办施

压。甚至提到了抗议的可能性。结果政保才灰溜溜的将护照还给了姚。为

了一个林海案件，上海公安局政保处没有料到会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反弹，

落得灰头土脸，手里拿着个烫手山芋，判也不是，放也不是。

姚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政保现在非常想整林海家属。几次

试图在姚处找徐虹材料。抓了一个林海，弄出一个林海老婆比林海还让人

头痛！林海刚进去那会儿，政保找林妻谈话，就一直怀疑林妻其实是幕后

主使。说她象而林海不象。徐虹现在是中国民主党上海五名筹委之一，在

营救夫婿的过程中出了力，受了锻炼，是不可限量的未来政治明星。

姚振宪本人因从事人权民主运动，乐善好施，常遭中共迫害。最后一

次被捕是由于上海市公安局栽脏陷害，诬告他兄弟俩复制黄色录像带。他

甫於今年四月在上海市第一劳教所服完两年劳教刑罚获得释放。他的弟弟

则仍在劳教所服三年劳教。姚振宪今年四十岁，原为上海一家私营公司东

主，一九九六年四月被当局判劳动教养两年。

姚振宪今年四月出狱後，由於在劳教场被虐待导致体弱多病，因此申

请赴美医病。一家三口分别在九月和十月获发护照，十一月间三人获美国

特许签证，可以在美国定居。

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创建人之一，自十一月三十日当局展

开镇压行动後，他也曾被公安传讯，并被要求交出护照，近日姚振宪一直

住在朋友家中，以防被公安骚扰。

中共近期大肆逮捕民运人士 二十六名民主党人被收押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自从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访

问日本以来，中共当局至少逮捕了二十六名中国民主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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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表示，二十六名民主党成员是於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八日

期间被逮捕，至今仍有十人被收押，他们是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刘

贤斌、欧阳懿、余万宝、文强、来金彪、章宝钦及刘世遵。

曾被捕但已获释的十六名成员是任畹町、吴义龙、翟伟民、王正

云、陈忠和、萧诗昌、吕新华、胡明君、黄晓敏、王泽臣、王文江、孔佑

平、姚振宪、冷万宝、曾宁及查建国。

中国准备起诉徐文立

中国当局采取进一步行动准备起诉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这是当局严

厉打击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部分行动。目前,至少有 20 名「中国民主

党」成员被当局关押,其中两人已被控犯有颠复国家罪。(美国之音)

中共搜捕异议份子提早引爆六四事件十年祭

（记者张蕙燕特稿）电影「教父」中，当饰演教父角色的艾尔帕契诺

接掌黑手党大权时，圣乐响起，教父一边在天主台前为襁褓中婴儿施行洗

礼，宣示著「弃绝魔鬼」，另外一边则是展开帮派大厮杀，杀尽一切异己

份子。这场血腥场景，最近在中国大陆正在上演，我们看到坐稳中南海宝

座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大国外交光环照耀下，一方面在俄罗斯、在日

本宣扬中共为民福祉的改革开放政绩，一方面则在国内大肆搜捕异议份子。

今年是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十二亿人民生活品质的改善为世所公

认。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共当局自甘受损，力挺人民币不贬值，阻止风暴

的扩大与蔓延，更搏得国际一致赞赏。同时，在其大国外交格局下，中共

与俄、法、美、欧盟、东南亚国协、英、日，均先後建立亲密的夥伴关系。

另一方面，中共当局为杜人口实，於十月五日签署了第二份国际人权

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赞同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力。

在此背景下，昔日屡屡以人权议题掣肘中共的西方大国，为了争相分

食大陆诱人的庞大市场，纷纷与中共交好，顿时间，自由人权便沦为国际

政治这盘棋局中无足轻重的卒子。

大陆民主运动人士在失去国际奥援下，如作困兽之斗。自十一月三十

日起，江泽民访日行结束，亦即在中共完成与全球强权建立夥伴关系之际，

中共当局在大陆展开了大肆拘捕行动，首先被开刀的异议人士为宣布组织

中国民主党的成员。

截至目前为止，被逮捕的分别有北京徐文立，辽宁刘世遵，湖北秦永

敏，浙江王有才、来金彪，福建章宝敏，四川刘贤斌、欧阳懿。其中，王

有才、徐文立与秦永敏最近将被以「阴谋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起诉。

遭到留置询问的异议人士，包括辽宁王泽臣、王文江，山东王振云，

河南翟伟民，湖北陈忠和、萧诗昌，北京任畹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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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海电脑工程师林海，因将大批大陆电子邮址传送给海外民运

刊物，已遭到秘密审判。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负责人卢四清焦虑表示∶「全国各地一

定还有其他人被拘押，但我无法证实。」

中共当局连串的逮捕行动，说明高层内在自信不足，其主要著眼点在

於∶目前大陆失业、经济萧条与干部腐败，引发民众情绪不稳，再加上，

明年中便是六四事件十周年祭，更令其大为紧张。因此，民间成立的大陆

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便成了中共斩除的首要标的。

事实上，中共此举无异提前引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十周年祭，让国

际舆论与大陆民众对当年这场最终以血腥镇压收场的六四事件，及早加温，

这不仅不利於中共形象，还有害於中国大陆的整体进步。

明天即为「联合国全球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人

权日。「人权宣言」中开宗明义即阐述∶「所有人类生而自由，且享有完

全平等的尊严与权利。」

中共当局经常以国情不同、大陆追求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为由，抗

拒所谓西方式的人权观。然而，应抚心自省的是，人之所以不同於飞禽走

兽，可以有尊严的活在世间，便不该悲哀地满足於「生存权」而已。

尤其是当跨海迁徙至台湾的中国人，在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下，成功

地进行多项民主选举的同时，更说明∶中国人可以拥有的不光是肚皮的饱

足，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

在中共党史中，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因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位定於一尊；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因著手经济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

活，而得到大陆民众的尊崇；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能否突破前人功绩，

建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端看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察纳雅言，进行

不流血的政治改革，进而建立民主中国了。

中共打压民主党 海外民运强烈谴责

[本刊纽约特约记者 8 日报道]民主党全国救援协调组刘贤斌等三人

被捕，中国政府对结社组党强硬镇压，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今天发布新闻，

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一边签署人权公约，一边加紧人权压制和收缩。

中国人权从国内四川获得确切消息，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成员刘贤

斌、佘万宝、欧阳懿，１２月７日下午３点多钟，分别于四川遂宁、成都

被公安警察抓捕。据目击者和知情者说，大约五、六个遂宁公安局警察，

及刘贤斌妻子所在遂宁中学的保卫处的两个官员，于下午３点多钟抄了刘

贤斌的家，拿走了传真机和一批文件书籍等资料，并且想将收音机也抄走，

刘贤斌的父亲强调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警察才没有硬行拿走。抄家后并将

刘贤斌予以拘捕，带往当地的公安局。但是，抄家和抓人，警察都没有出

示法律文件。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宪向朋友表示，没有法律文件就抄家抓人，

是违反中国有关法律的，将向当地公安局指出，并要求没有履行法律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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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人。中国人权同时获知，在刘贤斌被非法抓捕的下午３点多钟，成都的

异议人士佘万宝、也在遂宁的异议人士欧阳懿，也同时遭到了公安局的抓

捕，被关押在当地的公安局看守所。

据说警察表示，抓捕刘贤斌、佘万宝、欧阳懿，是因为他们非法组党

结社。刘贤斌、佘万宝、欧阳懿三人，都是四川筹组民主党的成员。在中

国警方近来逮捕了王有才等筹组民主党的主要成员后，他们与全国十四个

省市的民主党筹组人士一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救援协调联络

小组，刘贤斌是该小组的成员。他们又成立了发布信息的办公室，刘贤斌

是临时负责人，佘万宝为秘书长，欧阳懿为办公室主任。全国协调联络小

组的宗旨，就是救援近期被捕的民主党成员和其他异议人士，包括王有才、

王策、李力、陈光铭、秦永敏、徐文立等人。近几天，他们发布许多被捕

和救援的信息。由于他们成立救援组织，频繁快速的向外界发布消息，是

导致他们仅仅成立两三天，即全部遭到警察抓捕。

刘贤斌是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并因此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出狱后，

刘贤斌是四川活跃的异议人士，曾经多次被抓捕关押。佘万宝也是曾经被

捕判刑的异议人士，欧阳懿是遂宁活跃的异议人士。

另外，东北大连和鞍山的一些民主党筹备人士，也都遭到拘押传讯。

据中国人权了解，１２月７日，该地区有多人遭到抓捕拘押，有消息来源

说总数多达十余人。目前已知的，至少有鞍山的王文江、杨亮，以及大连

的薛新成，被拘押传讯２４小时，现在已经释放。据说，关押传讯他们，

是因为他们要召开民主党的筹备会议，并可能商讨如何救援王有才等人。

中国人权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一边签署人权公约，一边加紧人权压制和

收缩。人权公约明文规定，结社组党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中国政府既然签

署了就要履行承诺。然而，中国政府显然在反其道而行，近一时期对异议

人士的压制迫害逐渐升级，愈演愈烈。先是偷偷的逮捕了方觉、张善光、

施滨海等大量异议人士，判处李必丰、赵常青、陈增祥、范一平、王金庭

等数以十计的人劳改。现在又由李鹏宣称不准组党，公然发出镇压迫害异

议人士的信号，并随即大肆展开逮捕审判，是对国际社会和人权公约的嘲

弄挑战。国际社会如果不能表示强烈明确的反对，中国的人权发展必然陷

入倒退萎缩之中。国际社会首先要做的，是对王有才、王策、李力、陈光

铭、秦永敏、徐文立等人，进行有力有效的救援，促使中国政府放弃关押

审判而对他们予以释放。

抗议中共审判王有才，将游说美终止中美司法交流计划

[本刊纽约特约记者 8 日报道]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

发言人王炳章今天就中共即将非法审判王有才发表声明，对中共公然践踏

联合国人权公约、迫害民主党组党人士表示强烈的谴责，并将游说美国终

止中美司法交流计划。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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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审判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王有才的行为，完全是非法之举。

组党、结社是中国公民应当享有的天赋人权，连中共本身的宪法也明文规

定了公民的这些权利。王有才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是对公民基本权

利的行使。中国民主党自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筹组开始，就秉承和平

理性的原则，其一切活动都是完全公开的，都在中共的法律之内进行。反

观中共在拘留、逮捕王有才和民主党人的过程中，多次违犯了自己制定的

法律。知法犯法的，是中共当局，而不是王有才和民主党人。应当受到审

判的，是中共，而不是王有才和中国民主党人。

二，中共刚刚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墨迹

未干，就对按照合法程序组织反对党的人士大肆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对

王有才进行审判。这说明，中共根本就没有遵守联合国公约的意愿，根本

就把联合国公约当成废纸。中共的作法，是对联合国人权公约严肃性的讽

刺，是对国际社会的公然挑战。现在，国际社会已经看的非常清楚，中共

签署联合国公约，完全是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是中共向来“说一套、做一

套”的故技重演。

三，中国民主正义党对中共的非法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我们呼吁联

合国人权机构立即组成调查小组，前往中国调查中共违犯联合国人权公约

的行为。

四，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拿出道德和良知，谴责中共公然践踏联合国公

约的行为。

五，我们将游说美国司法部，促其检讨并暂时中止去年与中共签署的

《中美司法交流计划》，游说美国国会，对《中美司法交流计划》的执行

情况举行听证。我们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应当对中共公然践踏联合国公

约的行径进行制裁。

六，我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王策，释放一

切政治犯和良心犯。

王希哲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的外交游说发出紧急通知

各组织、各组织负责人暨所有的朋友们：

为了加强营救国内因和平组常而遭到逮捕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

王策的外交活动，我在华盛顿与园桌会议外交游说小组负责人叶宁、连盛

德、方能达、乔西格等商议过后决定，立即向自由中国运动、中国民运组

织海外园桌会议各组织发出紧急建议通知，建议各组织立即尽量多地派出

自己的有英文游说能力的同志到华盛顿来，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五百五十

多位议员开展地毯式密集游说活动。

一、游说美国国会，立即召开当前中国政府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大

逮捕、审判、迫害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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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说美国国会，立即通过敦促中国政府恪守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

开放言禁、报禁、党禁，保障人民一切合法权利的议案；

三、游说美国国会，立即责成美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和种人权对话

和外交接触中，提出释放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策、林海等一切政

治犯、良心犯的要求。

四、让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和捍卫自

己的政治权利所进行的艰苦卓越的斗争； 参加者请立即与叶宁（202-

822-9487)，连盛德（202-256-2925)联络。由他们统一安排游说的具体任

务。 欢迎一切非正式民运组织的朋友，参加到这场游说活动中来，或积

极以各种方式，支持这一活动。 这次活动，完全是义务活动。赴华府的

一切旅、食、宿、行费用，皆由各参加组织或个人自行分担。 游说宣传

材料，由自由中国运动印发，亦可由各组织自行印发。建议世界各大国首

都的组织和朋友，亦同时依据条件，向所在国议会和政府开展围绕上述目

标的外交游说活动。

12 月 10 日

宁波大学师生促北京停捕民主党人

【苹果日报综合报道】中国当局在《人权宣言》诞生五十年之际大肆

搜捕异见人士，引致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之外，大陆的抗议行动也延伸到

高等院校。浙江宁波大学十名师生昨日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制止事态进

一步发展，立即释放王有才等异见人士。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透露，宁波大学法律系女学生

方笑风等十人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当局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後，又逮捕

王有才等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人士，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异

见人士。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抵纽约的消息，这封公开信是

由宁波大学法律系学生方笑凰发起，获陈钢心、王静萍、刘易申、吴娟红、

方骏明、陈雪峰、吴正彬、刘江黎与胡公素等九名师生联署。

他们在公开信中指出，中共当局十月份才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现在却审判王有才等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政治民主化的

人士，使大陆原先显现的政治宽松气氛又见紧张。

公开信强调，王有才等人所做的完全是在人权普遍原则之下，在法制

的轨道上。此外，中共当局又不准胡江霞等为被告聘任辩护律师，也严重

违反司法程序规定。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中共当局应立即释放王有才

等人。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另披露，四川「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成员

胡明君於十二月八日绝食要求释放王有才等人，但当天晚间就被公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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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走，并被拘留至九日凌晨二时才获释。成都另一名「中国民主党」筹委

会成员黄晓敏八日亦被公安传讯，盘问了五个小时。

该中心统计，自十一月三十日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结束访问日本

之後，至少有二十六名「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成员被逮捕或传讯，其中有

十人目前还在羁押中。王有才、徐文立与秦永敏等三名核心成员将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

王丹游说美对华施压 促释放被捕民主党人士

【明报专讯】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王丹和沈彤等七名学生

领袖将於本周末前往华盛顿，对美国政府及国会进行游说，争取美国施加

更大压力以利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人的释放。

国际上揭露中国人权倒退

不过，中国外交部昨日却再次辩称，三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都已触犯中国法律，北京、浙江、湖北三省市司法机关对三人审查，与保

障人权并不矛盾。据悉，王丹将於当地时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与美国国会

一些议员，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中国目前在人权上的大倒退。

据王丹对该中心表示，美国国会已有非常多的议员赞同采取最强烈的

姿态，谴责中国对异见人士的镇压。该中心称，王希哲也於十二月八日到

达华盛顿作游说。王丹目前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读书，虽然现课程很紧，但

他仍要去华盛顿展开数天游说。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还说，在昨天《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

纪念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冷万宝、王泽臣等九位异见人士委托该中

心致信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表示，在世界各地都在纪念《世界人权

宣言》的日子，中国王有才等依该宣言宗旨活动的人却面临审判，这说明

中共藐视这一宣言。异见人士希望罗宾逊夫人关注中国人权，敦促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迫使中国遵守人权公约的承诺，释放王有

才、徐文立、秦永敏等。

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作出回应

该中心还称，湖南谢长发等四十名异见人士也委托他们发出抗议信，

要求中国遵守对人权公约的承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异见人士并与中国

民主党对话。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中国人权发

展问题时对有关指责作出回应说，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人涉嫌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条款，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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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北省公安机关对这些人做了审查，同中国在保障人权方面作出

的贡献和努力丝毫不矛盾。而且，此事纯属中国内政，其他国家不得干涉。

12 月 11 日

民主党上海代表姚振宪抵纽约指中国大陆组织政党是大势所趋

(记者王应机纽约十日专电) 上海知名异议人士姚振宪九日下午与妻

子张月英，女儿姚艺婷一同抵达纽约，预定今天下午参加各国异议人士在

曼哈坦联合国广场前举行的世界人权日抗议活动，下周赴华府出席美国国

会听证会，为中国大陆上受迫害的其他异议人士陈情。

今年四月在上海第一劳教所服刑两年期满出狱的姚振宪，是「中国民

主党」上海分会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十一月八日在杭州召开的「中

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委会推选出的五十三名代表之一。考虑到他可能

随时被捕，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紧急发给姚振宪可在美合法工作的特许签

证。由於中共这一阵子大举逮捕「中国民主党」人士，姚振宪在此敏感时

刻来美，自然受到美国媒体重视。

昨天姚振宪一家飞抵甘乃迪国际机场时，除了大陆民运人士王炳章，

庄彦，林樵清，鲍戈，鲍缨，谢进平等人在场接机，合众国际社，法新社

与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也都派记者前往采访。

姚振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大陆组织政党是大势所趋，不

存在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但一定要有人推动，「不推不会动」。他预见

组党的努力在三五年内必可见效。

姚振宪表示，目前他不会参加任何海外民运团体，但将和各团体保持

联系，对「中国民主党」从大陆传给他的任何要求都会全力以赴，而他这

次出国，责任之一就是让国际上了解现今大陆上异议人士的艰难处境。

姚振宪抵达纽约之後的第一天，除了拜会「大参考」电子杂志负责人

之外，并出席国际人权行动组织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在联合国总

部内举行的记者会，向国际媒体控诉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并参加该组织於

联合国总部前举行的集会与守夜活动。

姚振宪下周将赴华府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为中国大陆上受迫害的其

他异议人士陈情，并透过美国国会议员的安排，希望於近期内到华府晋见

克林顿总统或其他政府官员及团体，吁请美国救援目前尚在受中共劳教迫

害的弟弟姚振祥及其他政治犯、良心犯。

中共行政干涉司法 律师不敢接案 秦永敏被迫自我辩护

(记者刘坤原香港十一日电) 大陆异议人士秦永敏十二月三日被中共

公安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後，因没有律师敢为他出

面辩护，只好决定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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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新闻指出，秦永

敏被捕後，嘱家人聘请辽宁律师王文江为他辩护，但秦永敏家人与王文江

律师见面後，王即接到公安当局的警告，使王不敢接此案。

秦的家人继续与武汉多家律师事务所接洽，但所接触到的律师都担心

受到牵连而不愿接案。唯一一家律师事务所表示只能在做轻罪辩护的条件

下接案，而无法做无罪辩护。在无律师敢接案辩护的情况之下，秦永敏已

决定自我辩护。

信息中心说，秦永敏於母亲病逝同日被捕，秦要求在其母遗体火化前

见母亲最後遗容，但遭司法部门拒绝。

信息中心同时指出，另一位异议人士王有才聘请律师也困难重重。王

有才的妻子胡江霞每接触一位律师，该律师就受到公安警告。胡江霞说，

王有才现任律师非常胆小，估计不会为王做无罪辩护。胡江霞及其好友王

培钊想自己担任王的辩护人，但已遭法院拒绝。

信息中心透露，九二年因组「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入狱五年的八九年

学生领袖陈卫，从今天上午八时起进行绝食抗议，要求当局释放王有才等。

陈卫虽然身体不适，但仍躺在床上坚持绝食。而刚到纽约的姚振宪，一下

飞机後没有休息，即於十二月十日与鲍戈等人一起去联合国总部抗议中共

逮捕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并要求中共立即放人。

12 月 12 日

公安干涉司法！浙江民主党人王有才律师王文江一度遭中共拘留

(香港十二日电)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答应担任

浙江省异议人士王有才辩护律师的王文江，於十一日晚九点在辽宁省鞍山

市准备搭乘火车南下杭州时，在火车站检票处被两名鞍山公安局人员带走，

拘留至今天中午才释放，并被警告不得为王有才辩护。

中共公安人员警告在辽宁鞍山某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王文江，不得

去浙江省杭州市为王有才辩护，否则後果自行负责。

目前，王有才妻子胡江霞在寻找辩护律师问题上，十分焦急。她原於

上星期在杭州为王有才请到一律师，但该律师迫於官方压力，不肯答应为

王有才作无罪辩护。在此情况下，胡江霞想请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有

才好友王培剑作辩护人，但遭到法庭拒绝。

而胡江霞仍设法请律师为王有才辩护，如十二月七日刚接触杭州某律

师，该律师立即被公安警告不得接此案，现在王文江被中共人员阻挠南下

为王有才辩护，这使得王有才的审判，即使在诉讼程序上，也受到极不公

正待遇。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王有才的情况，相对於两年前的大陆异

议人士王丹、魏京生的审判，可看出中共在方面的倒退，当时王、魏两人

亲属可作辩护人，律师也肯作无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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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九八九年参加过民运、现担任某报记者的袁亚娟，今晨开始绝食

二十四小时，呼吁大陆方面释放王有才等人。住在四川省成都市的袁亚娟，

才产後数月，一些朋友劝她不要绝食，以身体为重，但她执意以绝食方式

声援王有才。

一百八十四位民运人士发表公开信促释放被捕民运人士

(北京十二日美联电) 针对中共镇压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民运领袖的举

动，中国大陆各地的一百八十四位民运人士今天发布给中共领导人的公开

信，呼吁他们履行尊重人权的承诺，释放被捕民运人士。

另两位积极领导成立中国民主党的老牌民运人士徐文立与秦永敏也在

十一月三十日被捕，并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在公安人员突袭检查徐、

秦两人住处并将他们扣留时，王有才已经先行被捕。

公开信也敦请他们取消即将对王有才进行的审判，如若不然，至少要

确保审判公开与公正，而且法院不应受到政府或共党直接控制。

信中指出中共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已有进步，同时赞扬中共最近签署

了两项重要的人权公约，但是也警告，最近逮捕民运人士的作法是为德不

卒，而且造成了「疑虑和很大的失望」。

促公开公正审理王有才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昨日发布由许良英、林牧、丁子

霖、蒋培坤等牵头、全国十四省市一百八十四名异见人士签署的致江泽民、

朱熔基公开信，呼吁北京在开庭审理异见人士王有才时做到公开公正，同

时呼吁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对中国公民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切实推进中国的

人权民主进程。

吁公开公正独立

该封《对公民王有才被起诉的紧急呼吁》的公开信中要求释放王有才

和其他因为持不同思想言论被关押逮捕的人，并希望将在十七日开庭审理

王有才时做到三点：一、公开审判；二公正审判；三独立审判。

「中国人权」表示，在目前高压下，全国十四省市一百八十四名异见

人士挺身捍卫人权，说明了中国人权意识的成熟和提升，这在中国还是首

次出现。「中国人权」呼吁，中国政府能够从中深思醒悟，停止审判并释

放王有才及近期被捕的异见人士。

美国数据自由网发起声援中国大陆林海王有才等政治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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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人权及科学家团体声援林海王有才

[驻纽约特派记者阮玫芬综合外电以及世界日报中央社消息]美国十三

个人权及科学家团体十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全球网友声援被囚禁的中国

大陆政治犯运动，以每人一信方式，寄发电子信给中共当局与媒体，为林

海和王有才辩护。

「数据自由网」发动组成的联盟机构，主要目的在提倡利用互联网路

推动全球的言论自由与人权，十日在公开的声明中说，发动全球网友声援

王有才与林海是因为他们两人被捕都和使用互联网路有关，并希望透过此

一运动协助全球网友在互联网路上言论自由。

林海是因为提供三万个大陆内部的电子邮件使用信箱给在美国的中国

大陆民运电子杂志「大参考」，而在今年三月廿五日被中共逮捕，并被控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另名被捕民运人士王有才，因筹组「中国民主

党」及使用电子邮件传送文件给海外民运人士被捕，亦被控「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

参与联合声明团体包括总部设在纽泽西的「数据自由网」以及美国十

二个著名的人权及科学家组织，它们分别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科学与人

权活动计画、电算工程协会、民主与科技中心、关心科学家委员会、美国

物理学会科学家国际自由委员会、电脑网路自由与权益协会、人权协会、

电子疆界基金会、电子隐私资讯中心、中国人权、纽约科学院人权委员会

与电子杂志「大参考」。十三个英美团体详细负责人联系地址如下：

ORGANIZATIONS AND PRESS CONTACT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s

Science and Human Rights Program

Elisa Munoz

(1-202) 326-6797

emunoz@aaas.org

http://shr.aaas.org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hris Morgan

(1-212) 869-7440

morgan@acm.org

http://www.acm.org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Jim Dempsey

(1-202) 637-9800 x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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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empsey@cdt.org

http://www.cdt.org

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Dorothy Hirsch

(1-718) 229-2813

hirsch@cims.nyu.edu

Committee on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Scientists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Michelle Irwin

(1-301) 209-3200 x3237

irwin@aps.org

Cyber-Rights & Cyber-Liberties (UK)

Yaman Akdeniz

(44-113) 2335033

lawya@leeds.ac.uk

http://www.cyber-rights.org

Derechos Human Rights

Margarita Lacabe

(1-510) 528-7794

marga@derechos.org

http://www.derechos.org

Digital Freedom Network

Bobson Wong

(1-201) 928-4378

bwong@dfn.org

http://www.dfn.org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Alex Fowler

(1-415) 436-9333 x103

afowler@eff.org

http://www.eff.org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Dave Banisar

(1-202) 544-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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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isar@epic.org

http://www.epic.org

Human Rights in China

Xiao Qiang

(1-212) 239-4495

hrichina@igc.org

http://www.hrichina.org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Svetlana Stone

(1-212) 838-0230

sstone@nyas.org

VIP Reference

Richard Long

(1-202) 296-5183

abc@mail.org

http://come.to/dck

二、保护记者委员会致函江泽民呼吁释放林海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330 Seven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01 USA

Phone: (212) 465-1004

Fax:(212) 465-9568

Web: www.cpj.org

E-Mail: info@cpj.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A. Lin Neumann 212-465-9344 ext 140

SENT BY FAX to 86-10-6512-5810

Jiang Zemin

President,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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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Excellency: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is greatly

concerned over the fate of Lin Hai, a software entrepreneur

tried on December 4 in Shanghai on charges of attempting to

overthrow the state by providing e-mail addresses to a dissident

Chinese magazine.

Lin was arrested on March 25 and has been detained since

that time. He is accused of "inciting the overthrow of state

power" by giving 30,000 e-mail addresses of Chinese residents to

VIP Reference, an online magazin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upports democratic reform in China.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if convicted. A verdict in the case

is expected later this week.

The four-hour trial was closed to the public and conducted

in secret. He told the Shanghai Number On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 Friday that he was innocent of the charges,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based Information Center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Movement in China. He also told the court that he

provided the addresses to VIP Reference in hopes of eventually

exchanging e-mail addresses with the magazine to build up his

own Internet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rights group. VIP

Reference used the addresses to expand its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within mainland China.

Lin's wife, Xu Hong, told reporters that police detained her

for six hours on the day of the trial to prevent her from

attending the court session or discussing it with foreign

journalists.

Although Lin is neither a dissident nor a journalist, his

prosecution goes to the heart of journalistic freedom in China.

As an organization of journalists dedicated to the defense of

press freedom, CPJ believes that the Internet should be free of

restrictions on its use as a medium for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e explosion of Internet use throughout China is both a tribute

to your country's growing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and an

outgrowt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desire for alternativ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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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ormation that are not bound by the strict censorship China

imposes on other media.

We respectfully urge you to use your good offices to dismiss

the charges against Lin Hai and ensure fre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n your country.

We await your response and appreciate your attention.

Sincerely yours,

Ann K. Cooper

Executive Director

12 月 13 日

中共继续逮捕：浙江湖北两异议人士被捕另一人下落不明

(香港十三日电)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为声援将被中

共审判的民运人士王有才，浙江省异议人士楼裕根及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

部副主任魏林文分别被捕，浙江宁波大学法律系女学生方笑凰则是下落不

明。

民运信息中心说，楼裕根於本月十日，在浙江省富阳县散发五百份影

印的「王有才其人其事」，结果於十二日上午被中共公安带走；魏林文也

於同日在武汉被中共公安带走。

方笑凰於十日发起十名大学生签名，要求释放王有才，结果从十一日

起开始失踪，朋友传呼她数十次，都未回覆，估计也已被逮捕。

民运中心说，中共将於十七日在杭州审判王有才，目前大陆各地异议

人士正准备前往集结，要求旁听并进行声援，而杭州中共公安也肯定会高

度戒备，甚至采取大规模逮捕。

民运中心还表示，「呼吁各媒体奔赴杭州采访这一重要审判，监察法

庭公开、公平及独立地审判此案」；除了大陆异议人士抗议外，数十位着

名海外民运人士也将於当天绝食抗议，这项活动正由王希哲策划中。

美议员促克林顿施压北京释放被捕民运人士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说，六十位美国国会议员最近联名致 函克林

顿，要求他就近期大肆逮捕大陆民主运动人士一事向北京提出警告，敦

促已签署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中共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

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在联名信函中呼吁克林顿总统 派遣主管人权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前往中国大陆，向中共表达对其人权状况的关 注，并要求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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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被捕的大陆民运人士。同时明白告知中共，如果中共持续 迫害人权，

美国将会在明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重新提出谴责中国大陆人权 的提

案。

这封联名信函还建议，美国助理国务卿应当要求中共「立即与无条件

地释放 所有政治、宗教与劳工运动人士，并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明显的改

善」。

总部设於香港的「亚洲周刊」也报导说，中共逮捕了筹设「中国民主

党」的 民运人士徐文立之後，其家属迄今尚无法得知其状况。按中共的

法律规定，公 安逮捕人犯後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家属。

除了类似徐文立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民运人士被捕之外，上海一

位提供 大量电子邮件位址给海外民运刊物的工程师最近亦遭到起诉，河

南省当局也查 禁了一个旨在监督政府内腐败状况的民间组织。

12 月 14 日

十二月十七日秘密审判民主党：武汉市秦永敏、杭州市王有才

(武汉十四日电)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於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开

庭审判大陆异议人士秦永敏，武汉市公安局今天告知秦永敏家人这项讯息。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批评说，在开庭前三天才

通知被告家人，是严重违反大陆「刑事诉讼法」中应在十天前通知的规定。

四十四岁的秦永敏是一九七九年在武汉出版的民间刊物「钟声」的主

编，他因此入狱八年。九三年又因发起和平宪章运动，被判劳动教育两年。

今年以来，他参与筹备「中国民主党」等活动，十一月三十日在他母亲去

世的同一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捕。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发给秦永敏家人三张旁听证，规定除他家中可

派三人参加旁听外，其他家人、朋友和异议人士一概不可以旁听。

浙江省杭州市法院同时也将在十七日审判另外一名异议人士王有才，

而发起一百八十人签名要求释放王有才的另一名异议人士徐光，则在今天

下午三点，被当地公安人员家中带走，下落不明。

自民党主席王策大陆被捕：「资助危害国家活动偷越国境」

【明报专讯】担任流亡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主席的异见

人士王策在浙江省被正式逮捕，杭州市公安局在给王策家人的通知书中表

示，王策因「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及「偷越国境」两项罪名被捕。

拟助王有才购电脑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王策在浙江温州的家人於本月十三日

接获有关当局的正式通知，指王策因「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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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越国境」两项罪名，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已於本月十一日被杭

州公安局正式逮捕，现关押在浙江省公安看守所中。王策家人已对本报证

实上述消息。

据悉，当局在对王有才的起诉书中提到王策准备资助王有才一千美元

以购买电脑等，估计王策「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罪名应与此有

关。按刑法规定，该罪轻则处以五年以下刑期，重的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按刑法三百二十二条，「偷渡罪」只可处一年以下刑期。

王策自去年十一月担任流亡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主席，

今年十月由澳门偷渡回大陆探访亲友，暗中从事推动大陆民运的活动，十

一月二日，王策在与王有才见面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流亡法国的异见

人士李力及浙江省异见人士黄河清及陈光铭。陈光铭於数日前获释，但李

力及黄河清则情况不明。

浙江示威阶层扩大

王策今年五十岁，为浙江温州人，八四年去美国留学，九二年获夏威

夷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後移居西班牙，但未成为美国公民或西班牙公民。

另外，担任王有才辩护律师的辽宁省鞍山的王文江本月十三日被公安

从家中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这是他在四十八小时内第三次被公安拘留，十二月十一日晚他被拘留

十五小时，十二日下午七时又被拘留十三小时至十三日早晨获释。公安所

有的行动都是针对王文江想前去杭州为王有才辩护。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

主席陈忠和近日亦因为秦永敏找律师而被公安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称，抗议王有才被捕已由异见人士迅速扩大

到其他阶层，继上星期十名宁波大学学生发起签名，要求释放王有才後，

王有才家乡浙江富阳县的一百八十名工人、农民、干部、技术人员及个体

户在王有才朋友徐光的倡议下，联名发出公开信，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

王有才辩护律师王文江第三次遭中共公安扣留

(记者黄贞贞纽约十三日专电) 根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抵纽约

的消息指出，遭中共逮捕的异议人士王有才的辩护律师王文江，十三日下

午六时被公安从家中无故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主席陈忠最近积极为被捕的异议人士秦永敏寻找

辩护律师，十三日下午三时也被公安从家中带走，行踪不明。

十二月份以来王文江已前後三次被公安人员拘留，十二月十一日他被

拘留十五个小时，十二日下午七时又被拘留十三个小时到十三日早晨获释，

没想到不到十二个小时又遭第三次拘捕。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认为，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公安阻止

王文江与陈忠为王有才和秦永敏出任或安排辩护律师，已严重违反人权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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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人权公约明文规定的内容，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各国律师公会密

切关注中共当局阻扰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事实，立即向中国大陆施压，要

求停止这种不当的行为。

自王有才被捕後，大陆各阶层发动抗议活动，继上星期十名宁波大学

生发起签名要求释放王有才後，王有才的家乡浙江富阳县一百八十名工人、

农民、干部、技术人员和个体户在王有才友人徐光的倡议下联名发表公开

信，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

他们在公开信中指出，王有才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大陆民主进程，

完全符合大陆的宪法及国际人权公约，因此他们呼吁法庭进行公开、公平

的审判，宣布王有才无罪立即予以释放。

杭州法院将於十七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开始审判王有才，目前得知约有

近百名民运人士及其它省分数十名活跃的异议人士将齐集杭州，预料民运

团体将可能与警方发生冲突，但民运人士仍坚持前往。

丁子霖谈声援王有才但不主张现在组党

(台北十四日电)一位六四事件受难者母亲、大陆社会良知人士丁子霖，

在中国民主党组党者王有才将被中共审判前，参与声援王有才；不过，她

接受英国电台访问时说，不主张现在组织反对党，时机不成熟，只会导致

无谓牺牲。

在中共大肆拘捕中国民主党人士之际，一百八十四位大陆人士联名要

求，呼吁释放王有才等人，但这封信四位发起人不赞同现在组党，丁子霖

是其中之一。

英国国家电台华语频道对丁子霖进行了专访。以下是提问摘要和播出

的回答。

问∶为何不主张组党？

答∶几乎是王有才一开始申请，要在国内去向民政部门申请组党，我

们当时就感到心里很不安，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组成反对党条

件并不成熟，如果这麽做的话，会给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带来无谓牺牲，

尽管中国政府承诺要签署两个公约，我们不认为签署公约就等於能兑现里

边的条文，在目前，言禁、报禁都没有开放情况下，怎麽可能允许成立反

对党呢？

问∶但台湾民进党当初也是在条件不成熟下组党，结果为台湾民主化

发挥大作用，那你怎麽说？

答∶我觉得当年民进党他冲国民党的党禁，国民党当时处的地位跟今

天共产党处的地位，虽然都是执政党，但处的地位、大的国际背景，目前

国内状况跟当时台湾岛内情况都不一样，不能够简单类比，他们还是先冲

了言禁、报禁後，党禁才逐步开放。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最需要的还是提

高公民权利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打下结实的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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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现在去做冲党禁的事情，我觉得会付出更大的牺牲，会走更曲折的路。

我做为一个六四受难者母亲，我实在不希望有许多人付出生命和自由代价。

问∶既不主张组党，为何声援王有才？

答∶是这样的，我认为每个申请去组党的人，都是他的公民权利，我

觉得我们去倡导要争取公民的权利的话，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这份选择，所

以他们要被当局大肆搜捕的话，我们是非常焦急和不安的，现在他们被捕

了，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没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了，那我觉得出於我们的

良知，我们有这份责任，我们应该为他们呼吁，为他们争取恢复自由而呼

吁，现在大批的这麽搜捕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如果不

及时制止的话，中国就是倒退。

12 月 15 日

传中共拟以“判刑-流放”模式处理王有才等人--王、秦将各做无罪

辩护

[本刊纽约特约记者报道]据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从国

内消息来源获得的信息称，中共高层初步拟定，以“判刑----流放”的模

式处理中国民主党负责人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三人的案子，即：以

“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名”判处王才、徐文立、秦永敏徒刑，然后，

与西方国家私下谈判，以放逐方式，将中国民主党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送

到海外。北京政治圈流传说，中共高层认为，由于中国民主党在国内发展

十分迅速，不尽快、严肃的处理，将酿成燎原之势而失控。对有影响的民

主党发起人和负责人逮捕、判刑，可起杀一儆百之效。但是，中共高层有

些人、特别是江泽民的智囊也担心，中共刚刚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江泽民也有意在国际间树立开明形象，对王有才、

徐文立、秦永敏等人的逮捕、判刑，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先判

刑，再与西方国家谈判、然后放人，以此挽回一些形象，成了中共各派都

能接受的一种选择。过去，中共以此模式处理王军涛、王丹和魏京生，已

经有了先例和经验。

大陆民运界人士对中共的“判刑--流放”政策也很熟悉，并给予强烈

谴责。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中国之春运动发起人王炳章抨击中共的这

一政策称为“人质外交”政策。他说，中共“逮捕、判刑、流放”的做法，

好比将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绑架起来，做为人质，然后向西方国家讨价还价。

价钱满意就放人。这真是一种强盗逻辑。王炳章感叹道，有的西方人士、

甚至人权人士在中共放人时，竟然对中共予以赞扬，这样做，实际上在鼓

励中共的“人质外交”政策。王炳章认为，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应当从

根本上着手，就是，应当大力支持中国的反对党，以尽快结束中共的一党

专政。西方国家应当以某些制裁方式制止中共对民运和人权人士的烂捕、

烂判，并公开谴责中共的“人质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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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主党正义党从国内获悉，王有才和他的妻子胡江霞已经解雇

了王有才的辩护律师，因为，该律师在中共压力下，不愿意为王有才做无

罪辩护。王有才决定十二月十七日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湖

北民主党党部发言人秦永敏也将在同一天受审，他也将自己为自己做无罪

辩护。

京津地区民主党党部主席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十四日前往北京市检察

院查询徐文立下落，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此处没有此人”。可是，北京市

公安局明确向贺信彤表示，徐文立的案子已经转到检察院审理。贺信彤找

不到丈夫的下落，十分着急。她表示，徐文立已经被捕半个月，不用说见

面不能，连徐的下落都不查不出来，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叫人

有“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之感，从中可知中共司法之黑暗。

审判王有才前 杭州滥捕七异见人士防庭外抗议

【明报专讯】为防止异见人士王有才 17 日的审判会上发生异见人士

庭外抗议事件，昨日中午开始，杭州警方至少拘捕了七名中国民主党成员。

公安并在各地警告异见人士不准到庭旁听。

明审王有才防闹事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杭州警方由 15 日中午关始采取统一

行动，至少在杭州市拘捕了七名中国民主党成员，这七名异见人士分别是：

吴义龙、毛庆祥、祝正明、李锡安、余元洪、来金彪及王荣清。

与此同时，公安也在各地警告异见人士不得去杭州旁听王有才的审判，

北京异见人士高洪明，吉林异见人士冷万宝、李维及安福兴等人都受到公

安的警告。但冷万宝、李维及安福兴昨天发表声明，表示即使十二月十七

日到不了杭州旁听，当日亦会绝食抗议审判王有才及秦永敏。

另外，由於辽宁警方不准王有才律师王文江南下为王有才辩护，故十

七日的审判，王有才及秦永敏都只能自辩。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一位议员前日加入旅美中国异见人

士的示威行列，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谴责中国政

府加紧镇压国内民主运动，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在押异见人士，同时敦促克

林顿总统对此施加影响。

美两议员华府抗议

美国会参议员赫钦森和众议院乌尔夫前日与一批中国一间人士在中国

驻美使馆外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地方法院即将对中国民主党主要成员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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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秦永敏和徐文立等人的审判，要求有关当局立即释放所有为行使合法

权利而被捕在押的人士。

在场中国民运人士同时宣布，他们将於 17 日（星期四）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外举行大规模抗议请愿活动。

美议员与大陆异议人士抗议中共镇压反对派

(华盛顿十四日美联电) 「民主在中国大陆是一项罪名」，两名美国

国会议员和一群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十四日公开指责中共当局镇压初萌芽

的反对党，同时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目前被囚禁的反对党人士。

站在中共驻美大使馆的对面街道上，参议员贺勤森和众议员沃尔夫呼

吁克林顿政府，正式反对中共近来逮捕多名中国民主党人的做法。

贺勤森要求克林顿总统让中国人「能够真正的额手称庆」。这位阿肯

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强调，「这些异议人士只是希望拥有组织及登记成立

一民主政党的自由，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眼中，民主等於是一项罪名。」

发表完他们的声明内容後，贺勤森、沃尔夫和其他的中国大陆一九八

九年天安门学运的学生领袖代表，一起越过马路来到中共大使馆前，并由

两位参议员和一位异议人士代表一起敲玻璃门，向中共递交一封抗议函。

由於中共大使馆没有任何回应，这封抗议信最後由门底下的缝塞进去。

12 月 18 日

重庆中国民主党成员许万平被判劳教叁年

(记者张苑香香港十九日电)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成员许万平已於本月初以「扰乱社会秩序」，被

判处劳教叁年，目前关押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劳教是中共独有的一种

可以不经过法庭审判而剥夺公民自由的一种暴力手法，为国际人权人士攻

击许久的野蛮制度之一。

信息中心表示，许万平今年十月初南下湖南长沙，与异议人士商议组

建「中国民主党」事宜，结果被拘留并押返重庆，在获释一天後，又於十

月十四日被捕，一直扣留，据说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在本月初下令镇压

「中国民主党」，许万平即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劳教三年，许万平的

女朋友陈雪英曾前往劳教所探望许万平。

徐文立案将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京法院匆匆开审

【明报专讯】继上海林海，杭州王有才和武汉秦永敏案件开审之後，

北京政治反对派人士徐文立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於下周一开庭



333

审理。徐文立夫人贺信彤昨日在与法官见面之後，确定徐文立已无奈接受

法院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

法院指派律师

徐文立夫人贺信彤昨日下午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

她表示，曾在几天之前到检察院询问徐文立案件之事，但当局以无可奉告

对之。她指出，当局此次匆匆开庭审理，估计是为借圣诞节及海湾战争开

战的紧张时机，避开国际舆论的攻击。

贺信彤昨日在与法官会见之後得知，徐文立已接受法庭为徐指派的律

师莫少平为其辩护。

贺信彤表示，徐文立最初并不接受法庭指派的律师，曾多次向法院提

出要求，与妻子贺信彤见面商量自行聘请律师事宜，但法院以案件未审判

不准见家属为由拒绝徐的要求，徐於是坚持不要律师。贺信彤表示，昨日

与徐文立律师莫少平通过电话，莫指前天与徐文立见过面，徐不反对由莫

少平为其辩护。

信息中心指出，徐文立开始并不接受聘请律师，但官方则透过法律援

助中心，指派一位律师给他，由於该律师曾为多位异议人士担任辩护律师，

所以徐文立并不拒绝由他担任律师。

贺信彤表示，深信徐文立深爱国家，不会做出危害国家的事，但对於

徐被审判一事，则感到无奈。她说：「徐文立推动中国的民主，他早就有

这样(入狱)的心理准备。」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徐文立被控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罪」，罪状有四条：一、组织「中国民主党」；二、号召组织「独立工

会」；三、接受国外捐款；四、在接受海外媒体的访问中有「颠覆国家政

权」的言论。按中国刑法规定，「颠覆国家政权」至少可判处十年以上徒

刑直至终生监禁。

被控四大罪状

贺信彤表示，昨日在接到法院开庭通知，与法官见面之後，得到法院

准许於下周一持有效证件到法庭领取旁听证後，入庭旁听。但她表示，徐

文立的其他亲友，包括徐的兄弟等亲属，都未获法院同意领取旁听证。昨

日，曾到法院要求领取旁听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及查建国亦未成功

领取旁听证，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估计这次审讯仍然未能公开进

行。

按照大陆刑法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颠覆国家政权」罪，至少被判处

十年以上徒刑，甚至终生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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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江霞：「王有才早有入狱准备」

浙江杭州民主党人士王有才前天在杭州中院被审判後，引起海内外舆

论的关注。昨天王有才妻子胡江霞对本报记者称，王有才对自己会被捕入

狱是有心理准备的。

据胡江霞说，在被捕之前，他就对胡江霞说，他会出事，叫胡江霞有

心理有准备。

胡江霞说，她对王有才七月份的被捕是有准备的，但八月份的释放却

没想到。

八月份释放之後，到十月又重新将他逮捕，她也没想到。同一个案子

怎么可以宣布无罪释放之後又以有罪，再次将人逮捕呢。

谈及王有才的日常为人和个性，胡江霞说王有才是个个性很随和但又

有坚定理性的人。由於是学高能物理出身的，王有才看问题都非常理性化，

很少受个人情绪和感情的影响。

胡江霞举例说，王有才有很多朋友，从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

每个阶段他都有很要好的朋友。他的中学朋友中还有监狱中任看守的，但

王有才照样一直把他当作好朋友对待。

她说王有才个性随和，在日常生活上也是个不拘小节，较随意马虎人，

她说，就拿吃饭来说，他是毫无规律的，有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有的

时候午饭到下午两点才吃。王有才生活中最大的兴趣就是和朋友聊天，其

次是看书下棋。

据他妻子说，他的围棋下得很不错。胡江霞说，王有才是在浙江农村

长大的，直到读高中十四岁那年才离开农村。因此中国的底层生活给他一

生的影响非常大。

胡江霞说，王有才人生历程，可以明显看到先是不适应，然後在适应

中竞争超越。

为王策，王有才，秦永敏等被捕民运人士绝食接力救援 活动正式展开

为营救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策等人

开展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的通知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秘书处傅申奇

自由中国运动领导人王希哲、连胜德、叶宁、潘国平

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协调人王希哲、伍凡

最近，中共当局非法审判了王有才秦永敏，二十一日又将审判当前最

著名的反对派人士徐文立。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在面临一场极其严重的考验。

这几乎是一场决战。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顶住这股反动的逆流，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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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肆意迫害政治反对派人士，中国民主运动的车轮又将大大倒退；

相反，如果顶住了这股逆流，中国的民主运动，又将发展出一个新的局面。

当前，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人士是非常勇敢的。他们不怕入狱，不怕牺

牲。我们海外的民运战士，难道就不可以向他们学习，勇敢站出来，坚决

回击中共当局的这股反动逆流吗？

为此，我们发起为营救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策等人开展绝食

静坐的抗议活动。通知如下：

一。成立这次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的协调指挥部。由王希哲、王炳章、

傅申奇、叶宁、连胜德、潘国平、伍凡组成。

二。绝食抗议活动的中心地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前面。时间暂

定从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开始，不定期结束。

三。绝食抗议活动宗旨：抗议中共政府背信弃义，践踏他们已经签署

了的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 ，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政府新一

轮的反人权迫害行为，给予高度的关注和强烈谴责。

四。这次绝食抗议活动的参加者，必须有拼死赴难的决心，反对任何

投机取巧的作秀。

五。绝食将采取接力方式。每一个绝食参加者都必须投入至少四十八

小时以上。

六。愿意参加到这场绝食活动中来的人士，纽约地区可到傅申奇处报

名。(电话：718-699-2011)，愿意参加这次绝食抗议活动的后勤支援工作

人士，可向协调指挥部任何一人报名，然后汇总到傅申奇，潘国平处。

七。全球各城市响应这一绝食抗议活动的，可根据自身条件，在本地

采取或绝食或静坐的方式，进行抗议活动。由于天气严寒，为保障安全，

没有充分的后勤保障的，建议不必采取绝食活动。

由民联阵－自民党与其他民运人士发起的“为王策，王有才，秦永敏

等被捕民运人士向中共政府举行 24 小时绝食接力抗议”活动，今天由中

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欧洲议会所在地法国的斯特拉斯

堡宣布正式展开。魏京生是在撒哈洛夫人权奖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颁奖餐会

上宣布的，并立即拒绝进食除清水外的任何固体或液体食物。魏京生此举

立即引起全场轰动。与会各国代表除慰问魏京生外，并对日益恶化的中国

人权状况表示关心，同时希望被捕民运人士能早日获得释放。

此次每人 24 小时的绝食接力活动，是向中共政府抗议，并提请国际

社会注意：遭中共拘捕的由海外回国的王策，李力，南宪，以及国内的王

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民运人士。绝食人士在 24 小时内除清水外，将

不进食任何含热量的食物。

此次绝食，也是海外民运人士为身在中共囹圄内的民运人士尽上一份

心力。同时，为了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留下吉光片羽，每位绝食人

士将写下简短的“绝食感言”，作为历史的纪念。

此次绝食将分区进行，每区一个星期。纽约区由星期四（12，17）至

下星期日（12，27）止，共 11 人，其他每区 7 人，由星期一至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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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加拿大，日本，香港，德国，法国，

荷兰等欧亚及大洋洲各区。

现将参加绝食人士名单按日期公布如下：

纽约区：郑源（1998，12，17），严家其（12，18）

王涵万 （12，19），王炳章（12，20）

薛伟（12，21）， 倪育贤（12，22）

万润南（12，23），周晓（12，24）

陆耘（12，25），纪红（12，26）

林樵清（12，27）

华盛顿区：赵晓薇（12，28），连盛德（12，29）

孙静（12，30），郑义（12，31）

黄奔（1999，1，1），黄荣洲（1，2）

赵洁（1，3）

洛杉矶区：连培芝（1，4），姜凯（1，5）

熊焱（1，6），莫逢杰（1，7）

郭开智（1，8），陆向荣（1，9）

张醒亚（1，10）

旧金山区：徐英朗（1，11），李建兴（1，12）

刘士贤（1，13），冯开文（1，14）

林牧晨（1，15），简生（1，16）

郭平（1，17）

加拿大区：盛雪（1，18），董昕（1，19）

严明（1，20），刘劭夫（1，21）

陈文超（1，22）周超（1，23）

霍壮（1，24）

日本区：林国辉（1，25），相林（1，26）

边宁（1，27），李俊元（1，28）

王希浩（1，29），李松（1，30）

刘启孚（1，31）

其他各区名单将陆续报上，日后再公布。

(供稿：民联阵－自民党 联系电话：1-718-762-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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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

刘念春获释赴美 徐文立受审判 13 年 王希哲准备绝食

【本报综合北京、纽约二十日外电报导》中国大陆系狱多时的异议

人士刘念春今天获释，并已在家人陪同下，离开北京，飞往美国。(详细

报道附后)

不过，为抗议中共审判王有才、秦永敏等人，并大肆拘捕「中国民主

党」成员，利用异议人士搞「人质外交」，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人士也和

大陆的异议人士串连，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共压制民主，滥捕政治异议者，

并计划在一周内发起绝食抗议。

中共司法部是在今天下午，透过发言人，以「回答记者询问」的名义

对外宣布，「考虑到刘念春在劳教所的表现和他的身体状况，司法机关决

定准予他所外就医。」据了解，刘念春系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被捕，

一九九六年七月被判劳动教养三年，刑期至今年五月二十日已期满，但中

共当局未提出任何理由，仍一直延期关押刘念春。

随後，「新华社」即对外发出简短的报导，称刘念春本人及其家属要

求赴美治病和探亲，已获有关部门批准，於今天离开北京。

不过，消息人士透露，刘念春获释其实是中共私下和英美等国协商过，

最後达成以流放海外方式处理的结果。最近一次的健返检查显示，刘有高

血压、肠肿瘤等疾病。

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刘念春和妻子储海蓝，以及十

一岁大的女儿是在今早十点搭上西北航空飞往纽约的班机，预定在十三个

小时後抵达甘乃迪机场。

刘念春的兄长，也是纽约「中国人权」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刘青说，中

共今天的释放行动并不意谓已缓和或松懈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不过是外界

压力大了，得应付一下罢了。

同时，中国大陆二○五位异议人士今天也发表致西方国家和联合国的

公开信，谴责中共在签署人权公约後，却开始滥捕异议人士的做法是「伪

君子」，违背时代潮流，也显示北京当局根本没诚意改善人权。

另外，美国「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自由中国运动」和「中国

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日昨也发出通知，为营救徐文立、秦永敏、王有

才和其他被捕的大陆异议人士，将於廿七日在联合国总部前展开绝食静坐，

抗议中共官方「背信弃义，践踏已签署的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

通知中指出，中共最近非法审判王有才和秦永敏，廿一日又将审判徐

文立，中国的民主运动正面临一场严重考验，「如果不能顶住这股反动逆

流，任由中共当局肆意迫害政治反对派人士，中国的民主运动又将大大倒

退」，希望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对北京新一轮反人权迫害行为，「给予高度

关注与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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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审判中国民主党人

【北京二十日法新社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明天将开庭审判筹

组「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士徐文立，北京公安今天起全面加强警戒，并

拘捕若干的异议人士，以防发生任何意外。

据异议人士葛洪敏透露，北京公安已将异议人士查建国逮捕，并警告

他和其他异议份子明天不要滋事，或者企图旁听审判。

不过，葛洪敏认为，查建国被捕应是公安为了便於监控，明天审判结

束後应该就可获释。

徐文立是继王有才、秦永敏之後，第三位因带头筹组「中国民主党」

而受审的异议人士。预料，他被诉的罪名也将是「阴谋推翻国家政权」。

如果罪名成立，徐文立最多可被判无期徒刑。

据徐文立的妻子表示，北京公安局已在周五通知她，庭讯将在下周一

早上九点开始，法院只准她一人代表徐的亲友出席旁听。

【大参考北京特约通讯员最新消息》徐文立已经在北京被当庭宣判了

十三年有期徒刑。详细的罪名目前不清楚。王希哲正在准备联合国门前的

绝食抗议活动。

徐文立王有才宁肯坐牢坚拒离国

北京着名异见人士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坚信，徐文立案今日开庭，即

使他再次被判刑，仍会坚持留在大陆，致力改善中国的民主人权，推动建

立制衡的政治架构。徐文立夫妇唯一的女儿在美国，当局多次提出要他们

去美国，但都被徐文立拒绝。贺信彤对本报记者说，她已得知刘念春获保

外就医，「我不是政治人物，对此不做评论，目前我最关心的是我的丈

夫。」

她说，就算这次丈夫被判刑，当局若再提出出国的交换条件，「徐文

立不会轻易改变他的政治信念，中国是他热爱的土地，他决不会选择出

国。」

贺信彤相信丈夫是无罪的。她说：「中国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徐文

立依法办事，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此外，上周被杭州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审判的异见人士王

有才，其妻子胡江霞在得悉刘念春获保外就医的消息後表示为他高兴，但

同时为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人的命运「十分担忧」。她并向记者透

露，当局也曾经多次要求王有才出国，但他们认为「还是留在国内好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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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二百零五名异见者向联国求援

尽管中国当局昨日释放了异见人士刘念春，亦让他前往美国保外就医，

但北京公安仍在昨日下午三点，将中国民主党成员查建国从家中带走，深

圳着名工运人士李文明上周六也被公安拘捕，两人目前下落不明。大陆及

海外的异见人士昨日就中共对异见人士的持续镇压予以强烈抨击，全国各

地二百零五名异见人士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人权专员

罗宾逊夫人和西方各国政府与国会对中国政府施压，立即释放被捕的徐文

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人。

续有异见者被捕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同时指出，北京的中国民主党成

员何德普、高洪明、王志新等人的住所，自昨日开始已有公安的汽车二十

四小时监视。而公安也多次闯入他们的家中表示，徐文立「颠覆国家政权」

案今日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不准他们前往旁听。

205 人签呼吁书

此外，中国各地二百零五名异见人士共同签名的致联合国和西方国家

政府的呼吁书说：「中国政府刚刚签署《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却在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之际，大肆迫害异见

人士，这充分暴露中国签署人权公约的虚伪性及没有诚意改善人权。这说

明中共一直在玩弄两面派手法。」

这些异见人士在呼吁书中紧急呼吁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向中国施压，迫

使中国政府遵守对人权公约的承诺，立即释放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

异见人士。

对组党运动全面镇压的信号

送交者: 民主党评论员 于 December 21, 1998 01:00:52:

我在前不久《评李鹏的讲话》中说：李鹏的讲话是一个试探气球，想

试探一下对民主运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可能性。

现在，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上，讲了一小

时零十五分钟话，他讲了两种不同意味的话。一方面他说：改革是史无前

例的全新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必须鼓励大胆探索，勇於创新，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我们没有未来的全部答案…大胆探索，勇於创新…另一方面又说：要始终

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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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

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一方面要「大胆探索、勇於创新」，一方面新生事物若被认作有害政

权，就要被"坚决消除在萌芽状态"。江泽民的通篇讲话没有任何新意，只

表明了中共当局在政治改革方面"欲改还忧、求稳第一"的保守心态。但我

们可以认为：江泽民的讲话是对组党运动发出了全面镇压的信号。

组党运动启动后，中共拖了近五个月，李鹏发出试探气球后，开始了

个案打击行动，逮捕、审判重要组党人士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虽然

这种试探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但江的讲话表明：中共当局已

作出决策，决意不顾一切，绝不容忍组党可能对一党专政利益带来的冲击。

中共对和平、理性的组党运动采取绝不容忍的态度这一事实，再次向

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宣告：中共的专制主义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为了维护

一党专政的利益，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江泽民讲话以后，全国各地当局都已开始动作，对主要的组党人士采

取了不同程度的打压措施。而各地组党人士已实施了停顿和缓进的战略，

以尽量避免损失。我以为：国内朋友的这种对策是合适的。同时我相信：

无论中共怎样镇压，中国民主党这面旗帜不会倒。在中国，公开组党和秘

密组党的条件已经相对成熟。如果中共真的把和平、理性的公开组党活动

暂时压住，那么只会使秘密组党加速发展，并且使下一波的公开组党运动

以更大规模展开，而对抗程度将会加剧。

事实已经再次告诉人们：指望专制政党的理性来开启民主进程是不现

实的。只有靠反对党的实力才能冲开民主的大门。

我认为：国内已经公开的民主党组党人士仍然有相当的空间作合理、

合法的坚持。而没有公开身份的人士可以抓紧时机与各阶层民众紧密联系，

形成真正强大的力量。在适当的时机再向中共的专制主义发起决战！

江泽民在做第一位真正民选的总统？还是作最后一个刽子手？的历史

性选择上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全民族的悲剧。"尔

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因为江泽民作了可

悲的选择而停止转动。民主的阳光必定照耀中国的大地，但江泽民却不可

能成为第一位真正民选的总统了，除非他现在悬崖勒马！

摘自：北美自由论坛

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30133.html

12 月 21 日

徐文立王有才各判十年以上重刑 世界舆论普遍谴责

（星岛日报综合报道）为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审讯的国内着名异

见人士徐文立及王有才，昨天分别被判十三年及十一年徒刑。庭上，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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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拒绝回答法官的所有提问，闻判後，他说：「这是政治逼害，我不会上

诉！」而美国驻京大使馆在获悉判决之後，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作出严苛的

判决。

官方通讯社昨天道：「刑满释放人员徐文立、王有才因从事颠覆国家

政权的犯罪活动，昨天分别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去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和有期徒刑十一

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通讯社报道称：「经法院审理查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为颠覆国家

政权，徐文立密谋策划成立自称为『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的非

法组织，拟定『章程』，自任『主席』，着手发展成员，策划召开所谓

『全国代表大会』。为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徐文立寻求和接

受境外敌对组织资助。」

此外，报道又称：「经法庭审理查明，一九九八年六月，王有才为颠

覆国家政权，密谋成立自称为『中国民主党』的非法组织，并成立了『中

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拟定了『章程』、『宣言』。为组织、策划、

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王有才还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系，寻求并接受了其资

助。」

但另方面，在中国当局对着名异见人士徐文立作出了十三年徒刑的判

决之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迅速作出回应，指责中国当局这项判决是值得

谴责的。

美国驻京使馆一名发言人说：「我们希望北京中级法院这项令人深感

遗憾的决定不会被贯彻，同时，我们对罪名成立的判决以及这项极严苛的

判刑感到深切失望。」

美国使馆方面又在一份声明中称，没有人可以因为行使国际承认的自

由（包括那些在中国也签署了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

含的自由）而被逮捕。

据徐文立的代表律师莫少平表示，法院以组织反对党、颠覆国家政权

的罪名，判处徐文立入狱十三年，而昨天的整个审判过程，只历时三个半

小时。

昨天，地处北京市西郊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外，守卫森严，

多辆公安车停泊周围，过百名便衣公安与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在四处守卫，

时而阻止记者及途人闯进法院五百米范围内，时而在监视中以微型对讲机

作联络，场面颇为紧张。

当被问及为何要如此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时，其中一名把守的警员说：

「国家安全」。而法院邻近的居民对於有这麽大批警员到场把守，都感到

惊奇，但他们就不知道有关徐文立被审讯的事宜。

法院为徐文立指派了一名叫莫少平的律师，代表徐文立作辩护，但徐

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就质疑：「他连起诉书都没有全部读完，试问他怎能代

表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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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律师说，昨天的审讯过程中，徐文立拒绝回答检察官以及法官的所

有提问，仅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问题作出回应，莫律师转述徐文立的话说：

「他不会上诉，他说这是政治迫害。」

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在审判後表示，徐文立根本就不承认这次判决，

所以不会上诉，他是无怨无悔的。

在庭上，徐文立的辩护律师并未对徐文立有关筹组「中国民主党」的

罪名作申辩，在那名律师长达差不多一小时的总结陈词中，他只着重为徐

文立辩护有关徐文立会见境外记者、流亡的工运领袖韩东方、收受境外捐

助等罪名。

贺信彤说，她是在上周五傍晚才获当局告知，当局昨天会审讯徐文立

的消息的，她续表示，审讯是在秘密以及极度严格的保安状况下进行的，

而她则是徐文立众多的家人与支持者之中，唯一一个能够进入法院里去旁

听的。

但中国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却谎称：「各界群众以及徐文立的家属旁听

了庭审。」

另方面，在王有才的判决书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控王有才收受

了「境外敌对组织」一千三百美元以及数千元人民的资助。(判决书全文

附后。)

此外，英国政府得悉徐文立被判刑十三年後，表示「震惊」。而德国

外长费布尔则谴责中国当局判处徐文立及王有才以重刑，他并警告，此举

可能威胁将来德国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对话。

英美电台报道：中国判处异议人士徐文立长期监禁

[BBC 报道]中国主要异议人士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徒刑。徐文立在成立

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之 被拘留。北京的法院外，戒备森严，不许旁观者

和记者进入法院。徐文立的辩护律师说，徐文立拒绝就颠覆罪为自己辩护。

他说，这是政治迫害。本台 BBC 记者休伊特从北京发来以下报导：

北京一家法庭只用了三个半小时就判定徐文立犯有颠覆国家罪，并判

处他徒刑。由法庭指派给徐文立的辩护律师说，徐文立拒绝为自己辩护，

也拒绝就判决上诉。法庭宣读判决后，徐文立谴责对他的判决是政治迫害。

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出席了审判。她先前抱怨说，审

判前，辩护律师只有四天时间，无法为辩护做好准备。贺信彤说徐文立相

信自己没有犯罪，认为中国没有成立政党属于犯法的法律；而且中国宪法

以及中国十月份签署的联合国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都保证结社自由。徐文

立在过去一年中，要求政府兑现这些承诺。他试图成立一个人权观察组织。

最近，徐文立和其他异议人士一起，试图成立中国民主党。他坚持说，自

己是在谋求逐渐发生的政治改革，而不是革命。但是，徐文立在不断增多

的异议人士中越来越有威望，这一点使当局感到不安。对徐文立的判决被

看作是对异议人士的严厉警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上周表示，任何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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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政治活动一露头就会被取缔。美国官员说对这些异议人士被捕深感

到遗憾。人权组织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停止同中国的人权对话以示抗

议。

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王有才被判刑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 21 日报道]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星期一

在北京被法庭判决犯有煽动颠复国家罪。据法新社报道说，徐文立煽动颠

复国家政权案是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上午九点开始审理的，审

理的过程共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在中午十二点四十左右结束。法官王惠卿

宣读了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的判决，但是没有说明判决的原因。法庭外大

约有一百多名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封锁了街道，不准外国记者采访。

一些外国电视记者前去拍现场图象，结果被警察勒令离开。

徐文立的一些支持者试图出席旁听，结果被法庭告知说，旁听的票早

已经发完。只有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事先获得了一张当局专门给她的旁听

票，因而可以进入法庭旁听。据贺信彤说，法官在审判中多次打断徐文立

的话，对此徐文立提出了抗议。

是政治迫害徐文立不准备上诉

据法新社报道说，在法庭宣读了判决书后，徐文立表示这次审判是政

治迫害，因此他不准备上诉。按照中国的法律，在宣布判决后，如果被告

不服判决，可以在 10 天内提出上诉。据法庭为徐文立指定的律师说，如

果徐文立改变主意，他仍然可以在 10 天内提出上诉。

徐文立是中国老资格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 1978 年到 1979 年期间因

为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被监禁了 12 年。后来在中国申请举办 2000 年奥

林匹克运动会前夕被释放。最近又积极参加了组建民主党的活动，于 11

月 30 号被中国当局逮捕。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是获准旁听今天法庭审判

的徐文立的唯一的一名支持者。

审判徐文立是继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上个周末审判王有才和武汉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秦永敏之后进行的。中国政府在十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加紧了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星期一，杭

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对王有才的刑事判决书，判处王有才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边抓人一边放人，混淆国际舆论的烟幕

北京新一轮大规模镇压民主党活动分子的浪潮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

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向全世界报道了有关北京审判徐文立的消息，另

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一些全国性大报也报道了有关消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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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总部设在美国的民运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举行绝食抗议活动，抨击中国

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声援徐文立，王有才和秦永敏等人。美国

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对中国政府审判徐文立等人表示关切。路透社援引美

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我们希望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令人

遗憾的判决将不会被允许成立。法院对徐文立做出有罪的判决并判处他特

别严重的处罚，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在另一项关于中国人权的进展方面，中国当局一方面逮捕了徐文立，

王有才和秦永敏等人，并对他们处以重刑，另一方面，中国当局星期天释

放了著名异议人士刘念春，允许他以所外就医的名义和妻子储海蓝以及女

儿一起前往美国。刘念春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弟弟。

正在台湾访问的著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分析了中国政府一边抓人，一

边放人的现象，认为这是混淆国际舆论的一种烟幕。

中国政治气氛进来紧张

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最近借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之机发表电视讲话，以

多年来罕见的严厉措词强调中国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并要

把国内外敌对势力消灭在萌芽之中。今年春夏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气氛

曾一度出现了相当活跃的现象。全国各地出现的「组党潮」。克林顿和江

泽民记者会的实况转播等等都使很多观察家希望，经过 89 年天安门镇压

之后的多年沉寂，中国的政治改革大有可能重新起动的迹象。

然而，近几个星期以来的大规模镇压似乎又使这刚刚萌生出来的希望

忽然间破灭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活跃异议人士分别被判处重刑，

甚至北京一个并自认为并非持不同政见组织的政治讨论沙龙，也已面临被

迫关闭的境地。在中国当局对秦永敏等要求成立独立政党的异议人士进行

审判的第二天，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上星期五发表电视讲话，其措词之严厉

是多年来罕见的。

共产党绝不容忍组建反对党

有分析认为，前一段时间的政治宽松气氛令保守派大为不满，认为组

建反对党的热潮直接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这种

情况下，江泽民不得不后退一步，迁就、安抚一直对他不满的中共内部强

硬派。这是中国政治中典型的进两步、退一步的现象。

然而，也有人注意到，江泽民的讲话也许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左派的妥

协让步。目前大量工人失业、贪污腐败盛行，民怨很深。而 1999 年不但

是八九镇压十周年，也是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很多改革措施是否能持

续顺利进行的关键的一年。在此世纪之交，如果放松控制，社会积怨、不

满会像火山一样在各地爆发，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香港「开放」杂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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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金钟说，这次大规模镇压的决定不是出自对左派的让步，而是来自以江

泽民为核心的决策集团内部。

然而，金钟同时也指出，目前的镇压似乎还仅仅限制在政治层面，还

没有迹象显示学术界的讨论也已经受到了限制，而且出版界也仍然相当活

跃。

苹果日报：徐文立判囚 13 年 香港支联会街头抗议

中国政府一边放逐国内的异见人士、一边加强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工

运领袖刘念春刚抵达美国，筹组民间政党「中国民主党」的创党重要成员

徐文立，昨日则被控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

判罪名成立，重判入狱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这也是自魏京生以来，

国内被判刑最重的知名异见人士。

与此同时，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亦对另一名筹组民主党的

成员王有才案审结，现年三十二岁的王有才被指为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政治迫害 不提上诉

据徐文立的辩护律师表示，徐文立闻判後，认为这是一宗政治迫害，

因此不打算上诉。不过，他的律师强调，徐文立可能在十日的上诉期内改

变主意。

欧美国家大都对此表示愤怒，美国驻华大使馆对这个判决亦表示遗憾，

而正在台湾访问的魏京生则斥中共一边拉人一边放人的做法为迷惑国际的

烟雾，重判徐文立更是违反宪法。

徐文立的审讯昨日早上九时开始，北京市上百名公安及便衣一早便在

法院附近严密布防，法院门外停泊了多辆公安车。有外国记者被在场的公

安阻止接近，电视台记者更被公安驱赶。

据外电报道，徐文立的支持者中，仅他的太太贺信彤获准入法院旁听。

她是上周五才接到法院的开审通知书，并获发官方的旁听证。部分异见人

士原定昨日到法院旁听审讯，但法院人员以「他们来迟了、入庭证都派光」

为由，不让他们进入法院。贺信彤引述徐文立在庭上表示，「整个审讯是

非法的，这是对中国民主党成员的政治迫害。」

拒绝认罪 抗议判决

当审判长问徐文立认不认罪时，徐就保持缄默，因为他认为自己有保

持沉默的权利。



346

贺信彤表示，徐文立不会上诉，因为他这样做，就表示承认自己犯了

法。而当审判长作出判决时，徐文立夫妇都齐声大喊「我抗议」。

在三个半小时的审讯中，徐文立拒绝回答审判长的任何问题，他只对

辩护律师的提问作出回应。现年五十五岁的徐文立是於上月三十日晚上被

捕。

他曾经表示，他所作的任何事，都是在法律范围上允许的。

争取民主就有坐牢准备

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对丈夫再次因为推动中国民运而入狱说过这样的

话，「他从事民主事业那一天，就做好坐牢的准备，他是无怨无悔的。」

这也许可以概括出徐文立此刻的心情。早年，他比魏京生更具影响力，近

年两人曾为民运路向而生龃龉，现时一个系狱，一个在流亡海外，可悲矣。

对於徐文立来说，坐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八一年四月，他因为民主

墙运动而被控反革命集团及宣传罪，判监十五年。九三年五月，中国政府

因为争取美国最惠国待遇，提前将他释放，作为交换条件。当时徐文立已

经五十岁了。

黄金岁月在狱中度过

正如徐文立在美国读书的独生女儿徐瑾所说，「他们（指中国政府）

将他（徐文立）的黄金岁月，都锁在十二年的牢狱中。而此刻，他要再次

面对这种日子；但年青不再，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

一九四三年生於江西安福的徐文立，初中就读於长春师范学院附属中

学，後转往北京第七中学念高中。

毕业後，他在海军航空兵地勤部队服役五年，复员後在北京铁路分局

任电工。

积极参与「四五运动」

然而在那个政治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年代，徐文立也卷入了。二十三

岁的他积极参与了七六年的「四五运动」。

七九年北京之春，他任着名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主编；同年十月曾

在北京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活动。甚至九三年他出狱後，徐文立仍然积

极从事民主运动。

命运总是有点巧合，徐文立与王有才是两代人，相差二十三岁，但料

不到，两人都为建立「中国民主党」而同日锒铛入狱。

另外，香港「支联会」昨日游行到政府总部，要求特首董建华，促请

北京当局立即释放多名异见人士。「支联会」并期望中国政府能够落实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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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及结社权利，以及切实执行较早前签署的两条国际人权

公约。

刘念春斥北京搞人质外交

【特约记者纽约专电】刚获释抵美的着名中国工运领袖刘念春，昨以

非常激动的语气，批评中国政府边抓人边放人的「人质外交」政策，是蔑

视人权，蹂躏自己国人生命和尊严的野蛮暴行。

他昨晚在机场接受本报简短访问时说：「这（人质外交）反映了中国

人权的脆弱。」

刘念春於星期日晚九时半（美国东岸时间）从北京乘加拿大航空公司

班机抵达纽约甘鸓迪国际机场，同行的有其妻子储海蓝和十岁女儿，美国

驻华大使馆亦派出一名官员随行打点一切。

背景分析：北京「政治小阳春」假象幻灭

【中国时报记者徐尚礼特稿】中共当局二十一日重判大陆「中国民

主党」骨干徐文立、王有才，明白的表达一项重要讯息，「在大陆组党可

以，下场是进监狱」。而中共对大陆民运人士采取严苛手段，一举粉碎年

初以来，海内外对北京出现所谓「政治小阳春」的乐观期盼。

王有才和徐文立都是大陆老民运分子，进出监狱无数次，但从民主人

士升级至组党分子，由於性质改变，对当局危害程度较大，所以此次被判

重刑。

两位组党人士被判重刑可说是由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一槌定音」。日

前，江泽民在庆祝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强调，「决不

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重提「四个坚持」、「警惕颠覆和分裂活动等，在

在表明中共在政治上仍是高度警觉，任何打着人权旗号的民主运动，只要

被认定有害於「安定团结」，中共决不手软。

江泽民的讲话结合大陆组党人士被判重刑，证明所谓大陆出现「政治

小阳春」仅仅是外界善意的愿望。换句话说，江泽民和克林顿会面时对美

国民主表示「欣赏」，并不代表中共将「照搬」。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专员罗宾森到大陆考察，并於去年和今年相继签署「公民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公约」、「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也不意味大陆民众可以组织政党。

王有才就是趁着克林顿六月底访问中国时宣布组党，接着大陆各省纷

纷出现「中国民主党」旗号。大陆民主人士乐观的认为，中共官方签署了

联合国两个公约有利政治活动，加上最高领导人和欧美元首会面时表现开

明。北京一些民运人士语带兴奋的认为，「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事实证明，所有的看法都太乐观了。比起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三代的

中共领导人所具备的一个特点是对西方流行价值并不陌生，且擅於迎合。

比如人权、民主，即使和各国领导人同桌讨论、相谈甚欢，并不代表中共

同意其实质内涵。可悲的是，只要徒具形式，总有许多人犯了美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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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民主人士认为，做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欲建立历史地位，

唯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按目前中共官方宣传成果看来，只有农

村基层选举、北京区人大直选及党内反腐败斗争等。其中，不仅未见触及

政改的实质内容，连讨论也被禁止，「政治中国」一书主编施滨海被捕，

就是一例。如今，两名组党人士被判重刑，不仅粉碎北京「政治小阳春」

假象，更抹消当局相关国际活动成果，这包括联合国两个公约及江泽民以

下领导人外访，所建立的「开放」形象。面对新的国内外情势，第三代领

导光沿用前朝旧法重判政治犯，终究不是好办法。

立此为照：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8]杭法刑初字第 183 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有才，1966 年 6 月 29 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淳安县人，无

业，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区 14 幢 2 单元 401 室。一九九０年十二

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

政治权利一年；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

利一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被假释，因本案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被刑事

拘留，同年八月七日被逮捕，同月三十日被监视居住，同年十一月三十日

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有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一

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

本案进行了审理。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段荣华、代理检察员张

哲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

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有才于一九九八年六月结伙他

人商议成立“中国民主党”，决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

备委员会”，拟定了公然诽谤、诬蔑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

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

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将上述“章程”及“宣言”向美国、香港等地组织

及个人发送了十八份电子邮件。按照事先商定，由其同伙将“中国民主党

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印刷并在杭州市的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

站及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同年七月，被告人王有才分别

通知他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准备继续讨论成立

“中国民主党”事宜，后被公安机关查获而未逞。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

有才被监视居住期间，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成员会面商谈并接受美元

1000 元。此外，同年五月和九月，被告人王有才还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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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员资助的人民币 4000 元、美元 300 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有才

的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系累犯，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王有才对所控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其行为仅针对现实社会

现象，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关，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有才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为目的，积极进行组建非法政党的活动，一九九八年六月，被告人王有才

纠集祝正明、吴义龙（均另行处理）在杭州市原杭州大学草坪上就王有才

提出的成立政党一事进行商议，决定将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率先

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并各自拟写该党章程。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被告人王有才与祝正明、吴义龙及王东海、林

辉等人（均另行处理）在祝正明家讨论并拟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草

案）”（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诬蔑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专

制”、“政治独裁”和“强权暴政”等，明确提出“获取政治权利、修改

宪法、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

等等，并商定将上述两文公开散发，同时王有才等人分别就联络、宣传、

协商等具体行动进行了分工。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被告人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美国、香港

等地的组织及个人发送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

并要求接收方广为传播。同月三十日上午，按商定由其同伙朱虞夫（另行

处理）携带“宣言”印刷件在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秋涛南苑物

业管理办公室及杭州市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

同年七月四日、五日，被告人王有才又分别通知祝正明、王东海等人

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并要求各人尽可能联络其他人

员参加，继续讨论“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事宜。经联络，林辉等人赶至杭

州，准备聚会。后因被公发机关及时查获而未得逞。

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杭州市公安局监视

居住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的成员会面，就成立

“中国民主党”筹建等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并接受资助的经费美

元 1000 元。此外，被告人王有才还于同年五月、九月分别接受境外敌对

组织成员所资助的经费人民币 4000 元、美元 300 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明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

１、祝正明、吴义龙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与王有才商议成立政党

并决定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２、祝正明、吴义龙、王东海、林辉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

日与王有才在祝家共同讨论修改、定稿“章程”、“宣言”并决定公开散

发；王东海证言还证实当晚进行了具体分工；公安机关从王有才、祝正明、

朱虞夫家中搜查到的“章程”、“宣言”等打印件、印刷件、底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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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等书证在案；“宣言”打印件上园珠笔修改的笔迹经鉴定系王有才所

写；

３、公安机关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国际互联网公开结点上的

浏览发现“章程”、“宣言”已发往境外的证明材料；对王有才住处查获

的“东芝 Satellite Pro 430 CDT”笔记本电脑中的“发件箱”

（NETSCAPE MAIL）检查证实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该电脑通过

国际互联网向境外发送了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

的鉴定书；胡江霞证言证明该笔记本电脑系其从单位借用，其曾将单位专

门配置的网址告诉过王有才；

４、祝正明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根据与王月才商定其将

“宣言”交朱虞夫散发；包建林、袁伯庭、俞水华证言证明朱虞夫在秋涛

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向其分发“宣言”；洪照娣、徐水英证言证明目击被

公安机关抓获的朱虞夫在凯旋路一带散发传单；公安机关从散发现场提取

的“宣言”，经鉴定与朱虞夫、祝正明家中查获的“宣言”内容一致，并

系同一版本；朱虞夫的证言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５、祝正明、王东海证言证明王有才定于七月十一日聚会讨论“中国

民主党”事宜，并被要求分别通知其他人员来参加；林辉证言证明其按通

知来杭准备聚会；

６、公安机关从王有才身上搜得的美元及从王有才住处搜获的邮政汇

款通知、美元定期存单及敌对组织成员发给王月才有关资助王的电子邮件

在案；

７、被告人王有才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所供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

相符。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被告人王有才在进行颠

覆国家政权活动中，与境外组织相勾结，接受资助；其曾因危害国家安全

被判刑，现又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系累犯，均应依法从重处罚。公诉机

关指控事实成立，但指控罪名不当，应予纠正，被告人王有才提出其不构

成犯罪的辩解，经查与事实与法律均不相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六十

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被告人王有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

治权利三年；

二、被告人王有才违法所得的美元 1300 元(其中 300 美元系被冻结在

中国银行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户名为“胡江霞”的“定期一本通”

内的存款，帐号：4531711006500900003575)，予以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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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

二份。

审判长 刘舒海

审判员 孙 伟

审判员 何 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武汉法院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再审秦永敏

(记者刘坤原香港二十一日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明天凌

晨发布新闻指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继十二月十七日对秦永敏进行第一

次审讯以後，将於明天上午九时起对他进行第二次审讯。而根据「徐文立」

模式，法院很可能於审讯後立即当庭宣判，其刑期应在十年以上。

信息中心表示，秦永敏的家人已接到武汉人民法院的通知，法院定於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开始，对秦永敏进行第二次审讯。由於徐文立的审判只

进行两小时就当庭宣判，预料法院在审讯後会立即宣判，刑期应不会低於

十年。

中共指派御用文人马克昌强辩判处异议人士重刑缘由

(台北二十一日电)大陆法院今天判处筹组政党的异议人士重刑之际，

中共透过了所谓的法学家，出面辩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

「应依据法律进行惩治」。

「新华社」引述宣称研究刑法学多年的马克昌说，大陆「宪法」规定，

中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共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

制度。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应「依法惩治」。

马克昌并称，勾引、拉拢、串联他人颠覆国家政权，为此拟定章程建

立社团或政党以及策划并付诸行动的行为，都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他说，只要实施这种行为，就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犯罪的既遂。该罪的

主观方面是出於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因此，具备以

上要件、主体年满十六周岁，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就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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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凌兵称：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不当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凌兵称，徐文立被判入狱十三年，按

中国的刑法，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他质疑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控

告徐文立并不适当；而内地法学专家则指在某程度上，拟定章程建立「社

团」或「政党」已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组党不等於颠覆

凌兵认为徐文立只是筹组「中国民主党」，当局以颠覆罪控告，似乎

不当。他说，成立「中国民主党」并不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推翻

所有制度。这样的组党行为，是否算是颠覆政府，其控罪理据是可以争论

及怀疑的。

法报抨击中共加紧政治压迫

(记者邹明智巴黎二十一日专电) 中共透过司法审判对民主人士镇压，

昨天在武汉及杭州分别审判秦永敏及王有才，今天在北京审判已被监禁十

二年的除文立，均以「意图颠覆」的罪名施以重刑，引起法国媒体严重关

切。巴黎解放报抨击这是政治压迫。

这家中间偏左报纸驻北京特派员陆素安指出，这三位民主运动人士被

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只因为想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申请组织政党。该报

预测，中共将在最近继续透过司法程序，陆续审判数星期来大肆搜捕的十

多位异议人士。

华盛顿邮报社论指美应强烈抗议中共迫害人权

(记者潘应辰华盛顿二十一日专电) 中共北京中级法院今天开庭审判

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士徐文立，华盛顿邮报立即以社论声援徐文立等

以和平方式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大陆人士，并要求克林顿政府应强烈抗议

中共迫害人权。

邮报题为「中国受审」的社论中指出，王有才及秦永敏十七日才刚分

别受审，中共二十一日又将开庭审理徐文立，他们受审的情形让人质疑所

谓中共法治已有长足进步的说法。

邮报说，徐文立等人都可能因模糊不清的叛乱罪名遭判刑十年以上，

但审判过程都不够公开，他们辩护过程甚至无法得到律师的支援。

王有才的律师四天内遭到公安拘留四次，并被告知他只能请求庭上宽

恕，律师因而辞职；徐文立自上个月三十日被捕以来，无法和他妻子或任

何想见的人见面，他的辩护律师也是直到四天前才第一次见面，中共告诉

他的妻子可以到审理庭旁听，但不能记笔记。



353

邮报社论说：「这些案例证明中共宣传的人权现况与实情之间的差

距。」中共今年十月间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克林顿总统还赞扬这是重要

进展，但中共最近审判的这几个案例，都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社论接着说，中共或许以为华府和伊拉克之间打得火热，外界就没人

会注意他们的犯行，但克林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罗宾逊都应该注意

不让中共得逞。克林顿如果对他和江泽民改善的新关系感到骄傲，他应该

利用这种友谊施压，并大声为大陆的民主人士讲话。

邮报今天并在社论对页的言论版，以头题刊登徐文立为华府中国战略

研究所所写的文章，文中要求中共释放异议人士，中共也应遵循国际一致

的标准尊重人权。

China on Trial

The Washington Post

Monday, December 21, 1998; Page A28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was eager to trumpet and claim

credit for what it saw as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Now that China is cracking down on dissent with new

vigor,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test with no less ardor.

China's communist dictators are moving against something

known as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That the regime, with all

its secret police and vast security apparatus, feels threatened

by perhaps a few hundred peaceful democrats may testify to its

long-term vulnerability. But that insecurity is of little

comfort to the courageous dissidents who sought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 speech and association and now face years in

prison under inhumane conditions as a result.

The latest victims include Wang Youcai and Qin Yongmin, who

were tried Thursday, and Xu Wenli, who is scheduled to go on

trial toda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trials call into

question claims that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oward

a rule of law. Each could be sentenced to 10 years or more in

prison for vague charges of subversion. Yet each was tried in an

essentially closed courtroom without the right to counsel.

Mr. Wang's lawyer, for example, was detained four times in

four days and was told that he could do no more than plead for

leniency; he resigned under this pressure. Mr. Xu, who ha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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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allowed to see his wife or anyone else of his choosing

since his Nov. 30 detention, was assigned a lawyer whom he met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ursday. His wife has been given one

"ticket" for the trial and been instructed that she will not be

allowed to take notes.

These cases demonstrate the distance between Chinese

propaganda on human rights and reality. To great international

acclaim, China signed in October the fundamental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human rights. Mr. Clinton hailed this as a major

step forward. But the latest persecution of democrats violates

the most basic obligations of that treaty, including its

guarantee of freedoms of association and expression and of the

right to fair and impartial trials.

Chinese officials may assume that events in Washington and

Iraq will distract outside attention from their latest offenses.

Mr. Clinton and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hief Mary Robinson

should make sure that does not happen. The U.S. president, so

proud of his new and improv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 leaders,

should presume on that friendship and speak up for China's

democrats.

Copyright 1998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美英两国对中共将异议人士判刑表示不满、震惊与失望

(华盛顿二十一日法新电) 美国国务院今天对北京判处北京异议人士

徒刑表示震惊与失望，并要求中共释放这些异议人士。

国务院副发言人佛里说：「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所做的长期监禁判决

以及缺乏适当的审判程序，令人深感失望。」

他又说，这些异议人士「似乎只是致力参与筹组新政党，以及以和平

方式表达政治意见。」

(北京二十一日法新电)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今天抨击中共将着名异议

人士徐文立和王有才判处长期徒刑，并且称这项判刑「可悲」。

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说：「我们希望这项由北京和杭州中级人民

法院所作的可悲决定将不会维持。」

他说：「我们对判决徐文立和王有才有罪和给予他们极为严厉的判刑

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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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发言人说：「任何人不应因为行使国际所承认的自由权利而遭到

逮捕，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在中共自己已签署的公民权暨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所保障的自由权利在内。」

他接着说，美国政府已经由国务卿欧布莱特以私下和公开沟通的方式

的向中共重申：「所有因为和平主张他们政治观点而被捕的人都应被立即

释放。」

另外英国政府今天也对中共此举表示「震惊」。

英国外交部官员费契特说：「今天得知徐文立被审判的速度和被判重

刑感到震惊。」

他说：「中国当局在签署保障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後仍然采取这项行动令人感到失望。」

费契特将於今天稍晚与中共驻英国大使共进午餐，他并未说明届时是

否会提起此事。

徐文立今天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十三年，王有才则被杭州中

级人民法院判处十一年徒刑。

12 月 22 日

秦永敏判监 12 年：藐视「颠覆罪」判决不拟上诉

组党遭镇压

继除文立和王有才後，中国民主党又有一名重要创党成员秦永敏，昨

日被武汉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三年。与此同时，浙江省多名异见人士前日也被公安带走，相信不

久便会被判刑。中国当局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弹，美、

英、法等西方国家同声谴责；王丹等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指摘中国当局

「仍顽固拒绝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

秦永敏的父亲秦庆国昨晚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说，他们家人都没能旁

听昨天的宣判。公安原来同意一名家属出席，由於家住郊区，结果秦永敏

的弟弟秦晓光赶到时，法院已经开庭五分钟，几经交涉，才获准在法院的

监护室看现场录影，但十几分钟的宣判也已经结束。

藐视法院决不上诉

秦晓光说，後来他在庭外等哥哥出来，秦永敏表示，他不会提起上诉，

因为他藐视法院判决。兄弟刚说几句话，秦永敏就被庭警押走。

【明报专讯】中国民主党成员、中国民间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负责

人秦永敏，昨天上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

夺政治权利三年。法庭曾在上周四审理秦永敏案，并宣布「押後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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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昨日上午九点一开庭便照本宣科宣判，秦永敏的家人说，整个过程最多

二十多分钟。秦永敏本人则强调藐视法庭对他的判决，不会提出上诉。

审判过程约 20 分钟

官方新华社的报道称，各界群众以及秦永敏的家属旁听了案件的审理。

但是，本报记者昨日致电秦永敏家中，秦永敏七十六岁的父亲说，法院昨

日上午九点开庭，秦永敏的弟弟代表家属到法庭听审，因塞车迟到五分钟，

被法警拒绝进入法庭。秦永敏的父亲由於住所距法院有七、八十里路，且

身体状鶪欠佳，所以未往听审。

秦弟迟到被拒入庭

秦永敏的父亲告诉记者，经秦永敏的弟弟一再要求，他才被允许进入

监控室看宣判实鶪录像。据秦永敏的弟弟说，当时约九点十几分，法院正

在宣读的判决书已接近尾声，仅听到判决书中「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最

後部分。

秦永敏在宣判完毕後被带出法庭，与弟弟在门口相遇。秦永敏的弟弟

问他判了几年，他隔着老远大声回答「十二年」，并表示不会提出上诉。

秦永敏随即被法警推走。秦永敏的弟弟强调，秦永敏表示他蔑视法庭的判

决，故不会提出上诉。

秦永敏上个月被捕当日，恰逢母亲病逝。因已与妻子离异，八岁的女

儿交由秦永敏的父亲照管。秦永敏的父亲对秦永敏被判刑表示无奈，他强

调说，「现在就只有我维持这个家庭的残局」。他每月有两百元人民币退

休费，要靠秦永敏的几个弟弟资助。秦永敏的父亲说，得知徐文立和王有

才被重判以後，他已料到秦永敏的刑期会在十年以上。他说：「现在最担

心的是秦永敏的女儿，尽量让她不要受委屈。她很聪明懂事，但怕她心理

压力大。」秦永敏的婚姻早就破裂。

秦父表示不方便说

对於记者「你认为秦永敏是否有罪」的提问，这位老人说「中国的法

律不是我们说了算，在中国有些事不方便说。中国的现实情鶪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虽然没有看过国际人权公约全文，按照其中的条款，对秦永敏的

问题已有很清楚的答案。」

秦永敏判决书摘要

●从事颠覆国家政权活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剥夺政治权利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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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1 月，为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密谋成立自

称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的非法组织，拟定了「章程」、「公告」，

并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系，为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寻求并接受

了其资助；

●自 1998 年 3 月以来，以多种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香港大律师公会表遗憾

香港大律师公会昨日亦表示，对徐文立、王有才被判重刑深感遗憾。

大律师公会称，徐王二人的行为只是在行使他们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及参

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些权利均受到中国已签署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所保障。

中共当局违背其「宪法」保障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并且不顾今

年十月才签署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重判这三名异议人士，

已引起国际公愤。

据「新华社」报导，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秦永敏的案件，进

行了公开审理。

法庭判决书指出，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秦永敏为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密谋成立自称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的非法组织，

拟定了章程、公告，并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系，为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

家政权，寻求并接受了其资助。

判决书表示，自一九九八年三月以来，秦永敏还以多种方式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

法庭宣称，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秦永敏的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

政权罪，罪行重大，又系累犯，应依法惩处。

特稿：为大陆民主运动无悔付出的秦永敏

（记者张蕙燕台北二十二日电）今天被中共当局以「从事颠覆国家政

权的犯罪活动」为由，判处十二年重刑的湖北异议份子秦永敏，从七十年

代末期便开始为大陆民主运动奋斗，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虽远不及同时期

的魏京生，甚或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但他为民主运动无怨无悔的付

出，绝对经得起青史的考验。

今年四十五岁的秦永敏，与魏京生有多处雷同，他们均为血统纯正的

工人阶级。出身武汉钢铁厂工人的秦永敏，原本在中国大陆当属根正苗红

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拥有美好的革命前途，但他为了使中国大陆走上民主、

自由与尊重人权的道路，毅然与当今世界最难以撼摇的共产政权对抗，走

上了艰辛坎坷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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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代末期，第三度上台的邓小平，为了从毛泽东钦定接班人

华国锋手中夺取政权，因而鼓吹「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也就在此

背景下，「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魏京生、徐文立以及秦永敏等人，得以

在专制夹缝中纷纷崭露头角。当时，秦永敏是武汉民主墙主要负责人与组

织者，也是「四五论坛」武汉分社的负责人。

这场群众运动，最终在权力斗争擦枪走火为民主运动後，由邓小平出

面紧急喊煞车，而告落幕，参与这波民主运动的人士也以牢狱之灾收场。

其中，秦永敏於一九八一年被捕，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系狱八年。

秦永敏在一九八八年刑满出狱後，工作无着，因而以卖布为生，但却

常遭到公安当局莫名的骚扰，生活不但没有保障，人身自由更是经常受限

制。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秦永敏与刘念春等九人共同起草「和平宪章」，

结果换来的是劳动教养两年。在劳教所内，秦永敏受到看管的公安各种虐

待，并遭为公安放纵、教唆的犯人殴打，导致左睾丸破裂。

秦永敏在一九九五年底出狱後，向人借了两万元人民币开了一间书店，

结局却是书店被指为违章建筑，遭勒令拆除。

中共当局各种的迫害，并未令秦永敏退缩。为了迫使中共当局落实人

民拥有集会、结社的权利，今年十一月份，秦永敏出面组织中国民主党湖

北省筹备委员会，拟定了章程、公告，但在此同时，筹委会依旧宣称尊重

大陆的「宪法」以及接受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地位。

因此，中共扣给秦永敏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充其量只不过

是秦永敏展现对基本人权─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渴求罢了，根本谈不

上任何实质性颠覆国家政权的意义。

然而，中共当局在面对明年即为六四事件十周年、经济景气不佳、失

业问题难解、农民收入连续三年零成长等强大压力下，下达了将一切不利

政治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下」的命令，秦永敏第三度成了待宰的

羔羊。

最可悲的是，中共当局选在秦永敏母亲过世的当口，逮捕了他，让他

无法为母亲送终、尽到人子最後的心意，剩下孤苦伶仃的幼小女儿，更是

无所依势。这些一切一切都是秦永敏为中国大陆民主化付出的代价，但走

过的，必留痕迹，他的努力不会白费。

刘念春召开记者会控诉中共对人权民主的迫害仍然毫不手软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一日专电) 甫於二十日被中共以保外就医名义

遣送到美国的中国大陆着名异议人士刘念春今天在纽约表示，他的获释绝

对不意味着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已获改善，中共对人权民主的迫害仍然毫

不手软。

刘念春是在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位於纽约市的办公室举行抵美

之後的首场记者会中，作以上表示。



359

这位现年五十岁，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人权民主运动，屡遭中共迫害

仍不屈不挠的异议人士强调，他被迫离开中国大陆才能治病的事实本身就

是一种严重的剥夺人权事件。

他指出，中共在人权方面向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近来这

种情况更加严重明显。过去一年多来，中共当局一方面参与签署国际人权

公约、邀请联合国人权高专罗宾逊夫人访大陆、让电视现场直播美国总统

克林顿与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权事务方面的辩论、及举办国际人

权讨论会与对话等，另一方面对人权民主人士的镇压迫害却从来没有停歇

或减轻。

他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欺骗国际舆论的技俩，更加关注及支持中国

大陆的人权与民主运动，迫使中共在人权民主发展上能「表里如一」，绝

不允许蔑视对人权的承诺，及公然侵犯践踏人权。

刘念春今年二月获设於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选为杰出民主人士，

他同时吁请国际社会，努力救援因从事人权民主运动而遭受中共迫害的人

士，如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方觉、李必丰、张善光、林海、施滨海、

及其他所有的政治犯与良心犯。

他并对中共二十日将大陆组党人士王有才与徐文立分别判处十一年与

十三年徒刑表示强烈抗议与谴责，认为是在人权上又一次的严重倒退。

谈到未来的计画，刘念春说，他将先寻求治疗身上罹患的多种疾病，

包括肠炎、胃炎、胆囊炎、胆结石、牙床肿囊、高血压等等，再把生活安

定下来，然後将自身的经历写出来让各界了解大陆的人权惨状。

他坚定表示将继续献身於大陆的人权民主运动。他表示，中国大陆的

人权不改善，工运与民运都得不到改善。他希望留在大陆的异议人士能早

日摆脱被迫害的厄运，并在人权与民主事业上继续努力。

被询及对台湾的了解，他说，从报纸及杂志上得知台湾实施多元的民

主政治。由於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的多元民主给中国大陆带来希望。

他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访台。

刘念春是於二十日晚抵达纽约。随同他前来的尚有妻子储海蓝女士及

十一岁的女儿刘景浩。他今天是由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主席，也

是他的胞兄，刘青与「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陪同出席记者会。

徐文立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徐谨亦在记者会中，向在场的数十名中外媒

体记者控诉中共对其父亲的迫害，并吁请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救援。

美国「人权观察」的创办人柏恩斯坦亦呼吁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向中

共施压，并在商业上采取某些作法，迫使中共改善大陆的人权状况。

徐文立法庭受审情况介绍

今天我们终于联络上了老徐的夫人, 她首先让我转达对海外朋友的关

心的谢意. 下面是根据和她的对话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360

1. 对老徐的指控中, 第一部分为接收外国记者采访, 包括与埃伯尔

访谈, 与安琪的访谈, 与其他四名驻京外国记者的访谈, 与韩东方的访谈,

在庭审的过程中, 中共当局用法国广播公司的对他的采访节目用于指证和

犯罪的证据;

2. 他们让一位四五时期的老朋友夫妇指证老徐, 当时这对夫妻交给

老徐五百美金同时让老徐开了一个收据, 因此此收据就成为老徐接收海外

反革命资助的证据, 这对夫妻讲此款系由王炳章所给. 但在庭审时老徐的

律师讲何以见得是由王炳章交给这对夫妻的? 所谓的证人无法证实此点.

3. 第三部分组党.

贺女士与老徐见过了面, 老徐拒绝上诉, 因为他认为此审判是中共的

政治迫害, 他同时拒绝离开中国前往美国.

中共当局以贺信彤不接收外国媒体采访为由安排贺夫人前往看守所探

望老徐, 但是他们突然不允许会见, 经贺夫人的抗议之后, 安排了半个小

时的会见, 老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比较不错, 但是由于目前被关押在

看守所, 整体情况不算太好. 他表示:

1). 抗议中共当局的政治迫害;

2). 拒绝离开中国;

3). 二十年前是他自己走进了监狱, 这次仍然是他自己走进了监

狱, 他目前以一种大无畏的态度来面对此事;

4). 他以谭嗣同的名言 "我以我血见轩辕" 来勉励自己.

立此为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98)京检分审字第 609 号

被告人徐文立，男子，５５岁，安徽省安庆市人，汉族，无业（身份

证号码：110104430701305），住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4 号 4 门 423

号。一九八二年年六月因犯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一九九三年五月被假释。因涉嫌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看

守所。

被告人徐文立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

院审查起诉，现查明其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先

后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对方对谈录》及伙同秦永敏（另案处理）

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

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

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工会”。

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我肯定是想通

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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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以上言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其它媒体上发表，为

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期间，徐还接受了境外资助。

被告人徐文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为成立“中国民主党”，与境

外敌对分子严家祺相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并

向境内外散发。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

‘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徐文立公

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任“党部主席”。在此期间，

徐通过积极发展成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谓的中

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据

在案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立曾因刑事犯罪被判刑，但刑满后仍无视国法、

与境外敌对分子相勾结，接受境外资助，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罪行重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

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且系累犯，应从重处罚。为保卫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安全，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

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王化军 李磊森

书记员 彭云华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９日

附注：

１、证据目录一份

２、证人名单一份

３、主要证据复印件五册

４、移送证物清单一份。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撰文请所有正直的人关心徐文立

我与徐文立先生一家的友谊已有今二十年，他们一家给了我很多的帮

助。1995 年——1997 年在我被劳动教养期间，徐文立先生尽他的能力关

心我。在我起诉公安局时，徐文立先生还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他不能亲

自去法庭参加我的开庭，于是他委托沙裕光先生参加我的开庭。在我被释

放后，徐文立先生为我在狱中写的《上帝创造宇宙，人也具有灵魂》写了

一篇引荐，这让我终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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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徐文立先生开庭被判刑，作为朋友，我打算参加他的开庭，可是

在路上我被公安局带到派出所，予以传唤，从上午 8 点到下午 1 点，不许

我参加徐文立先生的庭审。

徐文立先生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

稳健的人，下面将我所具有的一些有关徐文立的文章介绍给您，您会有同

感。这样的好人不应被判刑，我请求所有正直的人关心徐文立。

徐永海

1998 年 12 月 21 日

附一：北京徐文立先生的来信

来自农村第一线的消息

五千年第一遭：村级民主直选

秦永敏先生：

前些日子，收到了我的内蒙古的一位农民朋友--丁贵雄先生的来信，

朴实、生动地介绍了发生在他身边的对于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事件--村级

干部的民主直选，现转给你，可否转各位朋友一阅。

有朋友说，当今中国农村干部的民主直选和企业劳资双方协商工资的

机制初步形成（劳方代表的产生过程实质上就是独立工会的形成过程），

将成为中国社会向民主社会演变的两块基石。对此，当然还需要观察。但

无论如何这是有深远意义的良好开端。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主派，我们不会简单地否定中共的一切。好的，自

然会赞扬和肯定；错的坏的，肯定要严厉批评和斗争。当然，我们的角色

定位决定了我们不是赞美派，必要的肯定可以有一点点，我们的历史使命

是批评、监督、直至成为合法的反对派，为多元民主社会的到来而奋斗。

请允许我代表所有的朋友感谢你--秦永敏，为中国民主人权所付出的

巨大努力，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献身精神。

徐文立

１９９８、４、２８

附二：内蒙古丁贵雄先生的来信

徐文立您好：

很想和您面对面的谈这些问题，我和母亲、弟弟承包了十七亩土地，

走不开，我也没有电话，所以，只能给您写信或在公用电话上和您联系，

公用电话离我们村１０公里左右。

我们五原县，二十个乡镇在今年都进行了村一级的直接选举，不管政

府出于什么动机，群众对这种公开、公平的选举是满意的：村长，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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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命制，从此也就结束了。就我们村而言，南北长八百米，东西长一千

米，八十五户，四百口人，谁有几斤几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都有

一个切合实际的尺度。我们县，群众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今年的二

月二十三日，由乡干部主持并提名，群众用划勾的方式进行了这次选举，

通过选民直接参与和民主程序来发展民主制和民主价值观，这种选举是民

主和民主化的根。

选举制和任命制是根本不同的，选举制是大多数群众来选举自己的领

导人；而任命制是自上而下的。群众选举出来的是为群众谋福利的领导人，

而共产党任命的领导人，是为共产党谋福利，只对上头负责，不考虑群众

利益。

群众选举出来的村长，他是代表群众利益的。他是真正为群众，为大

多数人谋福利的，而不是为少数的特权阶层服务的。如果他不为群众谋福

利，群众就有权把他推下去。今年，我们村决策公开，财务公开。但乡、

镇、县还是任命制。

现在，政府给了这种权利，放开了这种权利或叫争取到了这种权利。

有人敢公开的说要竞选村长、乡长、县长等等。

这种基层选举方式，是民主进程的开端，同样也为今后向更高一级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广大农村，果真象外界报道的那样，中国九亿农

民的农村，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这样比较公正的选举。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于广大的农民。一旦播下民主选举的种子，只要我

们团结一致，努力耕耘，就一定会开花结果。可是，这也还是需要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但中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乡一级的选举究竟哪年

开始？

此致

敬礼

内蒙古五原县乃日乡金星一社 丁贵雄

１９９８、４、９

附三：徐文立吁请海内外朋友资助四位新近的蒙难者

秦永敏先生并海内外朋友：

４月２６日接到安徽合肥新近蒙难的沈良庆先生母亲的电话，沈妈妈

急切切的话语震撼着我的心：请你们救救、帮帮我儿子--沈良庆；前几天

我才听说沈良庆在十五大期间被关了几天，挨了打；这次被关，人瘦得不

成样子；现在送去劳教的场所，农活特别重，劳动完不成，就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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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妈妈这一番话不由得让我想起新近相继蒙难的其他几位朋友和他们

亲属的艰难处境。

安徽沈良庆家有七十老父，老母亦有六十多岁，还有离异后由他一手

抚养的儿子，以及一位因沈良庆多次被捕而吓出精神病的小妹妹，全靠老

母一人苦撑着这个家……。

上海杨勤恒家中老父老母，全靠工资收入微薄的弟弟一个人照应，今

年二月杨勤恒被拘至今未让探望，杨勤恒的一切费用也都由其弟一人承

担……。

安徽王庭金的夫人失业在家，他们有一个六岁独女，王庭金被送劳教

所，家里生活全无依靠……。

大同李庆喜早已失业，现在被囚在家（劳教一年在家执行），上有八

十老母，下有十四岁上学的儿子全由他一人抚养，其妻离异而去……。

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已及时向沈、杨、李三家送去了救济款项，但

这毕竟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他们在押期间的家中困境，还希望海内外朋

友都尽可能伸出您的援手，我和我的朋友们将不胜感谢您们。

现将以上四位蒙难者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公布如下，请您们直接与他们

取得联系。

１ 沈良庆大妹妹沈秋慧

（Ｈ） ８６-５５６-５５７７２７９

沈秋慧丈夫方章友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第３人民医院口腔科（邮编２４６００４）

２ 杨勤恒弟弟杨勤铭

（Ｈ）８６-２１-５６０９５７０７

上海市沪太路７５０弄３号２０９室

３ 王庭金的妻子张芳蓉（安徽蚌埠）

（Ｈ）８６-５５２-４０７０５６３

４ 李庆喜的儿子李政（山西大同）

（Ｈ）８６-３５２-４０２４５４７

徐文立

1998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

王丹、柴玲等二十三名「八九」学运领袖抗议中共迫害徐文立等人

(记者张谦香港二十二日电) 包括王丹、柴玲、沈彤及封从德等二十

三名前北京「八九」学运领袖，今天共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局近

日先後判处异议人士徐文立、秦永敏及王有才重刑。

王丹等人透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的声明，除对徐文立等

人被判处重刑表示震惊和愤怒之外，还提出以下四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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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次中共严厉镇压民间组党浪潮，无理审判王有才等人，是中国

人权状况的大倒退，证明中共以前采取的一些貌似宽松的做法是虚假的，

从本质上讲，中共仍顽固拒绝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

二、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施加有效影响，争

取王有才等人获得释放，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明年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就中

国人权展开讨论；

三、我们强烈谴责中共践踏人权，抵制民主潮流的行动，希望中共明

智地面对和处理国内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停止对不同政见的镇压；

四、我们呼吁海内外民运团体和个人，呼吁一切有志於推动中国民主

进程的人士，团结一致，精诚合作，以更大的努力回应中共的顽固，为中

国的未来开辟一个光明的前途。

另外，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中国民主党成员陈忠和及

姜汉生於二十一日晚上九时被公安从武汉的家带走，现下落不明。而在杭

州，中国民主党成员吴义龙也於二十一日晚上九时被公安带走。

信息中心指出，王有才的判决书将吴义龙及祝正明列为主要建党成员，

而祝於十二月十六日遭拘捕，迄今一直未获释，显示中共当局在审判王有

才、徐文立及秦永敏三位民主党核心成员之後，有可能采取第二波镇压行

动。民主党次要成员可能被处以轻刑或劳改，以达到江泽民在改革开放二

十年纪念大会上讲的「将不稳定因素坚决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的。

呼吁人大撤判决

此外，吉林、辽宁、黑龙江的冷万宝、王泽臣、萧利军委托「中国人

权民运信息中心」向中国人大常委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呼吁书，强烈谴

责当局重判徐文立等三人，要求纠正及撤销法院的不公正判决。

英外交部对中共判处监禁徐文立表震惊

(记者欧俊麟伦敦二十一日专电) 英国外交部今天对於中共严厉处置

大陆民主人士徐文立的作法表示震惊与失望。外交部并透露，中共没有同

意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希望派员观察审判徐文立的要求。

在中共当局宣判监禁徐文立十三年之後，英国外交部由费谢特次长具

名发表声明，对於徐案的速审速决，以及判刑之重表示震惊。

费谢特并指出，中共当局在签署保护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国际公民权和

政治权公约之後，却又采取如此行动，令人感到失望。

数度进出中共监狱的知名民运人士徐文立，今年十月英国首相布莱尔

访问北京时亦曾遭中共短暂拘捕，但在英国表示关切之後获释。这次徐文

立於十一月三十日再度被捕後，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也立即向中共当局表达

关切，试图了解他被捕的原因，并希望他能尽快获释，但这些姿态显然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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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并表示，其驻北京大使馆曾试图取得中共当局的许可，派

一名观察员旁听徐文立的审判情形，但是所请未准。

结社自由被否定：北京的严冬又来了

今天，武汉法院跟在北京和杭州之後，判决异见分子秦永敏有期徒刑

十二年。他和徐文立、王有才的罪名相同，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而

且三份判决书使用的措辞也相同，也许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三个人的

刑期则是按他们在民运中的辈份来算的，资格越老，辈份越长。看来地方

法院不过是充当了白手套，整个定案量刑过程则来自中央决策。这场审判

与其说是法律行动，不如说是政治行动。

今年以来，北京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实况转播江泽民与克林顿

的对话，放宽了对传播业的控制，允许「中发联」之类的民间团体短暂存

在，对民运人士的组党活动没有立即镇压......一连串的事实令许多人感

到鼓舞，他们将此称为「政治小阳春」，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大陆的「解

冻时代」来临。但这几天对徐文立等人的审判已给了人们一个清晰的信号：

北京的严冬又来了！

其实，江泽民等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路向很清楚，就是以「稳定

是压倒一切」为最高政治纲领。政治上的宽松或严峻均是以「稳定」两字

为考量。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或许会有短暂的「小阳春」；一旦出现不稳

定因素，立刻就会采取强硬态度。

明年是「六四」十周年，经济前景不明朗，下岗失业人数剧增，民众

对官场腐败和贫富悬殊日益不满。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因此，镇压一切异见分子是必然的选择。

港媒：中共玩弄人权公约

针对中共当局先後判处异议人士徐文立、王有才等重刑一事，许多港

媒昨发表社论，谴责中共当局是开人权公约玩笑，令希望看到大陆进步人

士深感失望。

香港「苹果日报」昨日在一篇题为「重判异见人士是开人权公约玩笑」

的社论中说：「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尽管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在对付异见人士的时候还是毫不手软。」社论称，中共的这些作法

说明了中共虽然表面上愿意与外国人就人权问题对话，甚至愿意签署国际

人权公约，但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戏。

「明报」则发表题为「重判徐文立须付大代价」的社论表示，中共此

举，令国际社会感到失望。社论说，中共十五大以後，江泽民等第三代领

导人一再强调以「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并且签

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表示认同国际人权标准。但当异议人士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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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方式进行组党活动，就是对第三代领导人测试，考验他们是否真能够

「依法治国」，是否真的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尊重人权。

许柯生：中共悖离民心

针对中共对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异议人士徐文立、王有才判处重刑

一事，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许柯生昨日表示，此项作法显示大陆当局

根本不尊重人权的心态，如果北京方面不能切实推动民主化，将使人心愈

离愈远。

海基会「八十七年民间经贸团体大陆事务交流研讨会」昨日继续在桃

园大溪鸿禧别馆举行，许柯生应邀发表专题演讲後，作出上述表示，而在

场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许惠佑则认为，中共不民主与蔑视

人权的纪录，在国际间早已恶名昭彰，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陆也有「养政

治犯」当筹码的嫌疑。

由於大陆著名民运人士诸如魏京生、王丹等人，都是在欧美重要政治

人士访问大陆前遭到释放，许惠佑因此判断，未来徐文立等人也可能被中

共用来与美国等西方重视人权的先进国家交涉。

12 月 23 日

全国各地两百馀民运人士耶诞夜展开百日绝食抗议 香港台北纽约响

应

(北京二十三日法新电)在中共严厉镇压异议人士後目前尚是自由之身

而处境艰难的两百馀名民运人士今天宣布，他们计画进行一百天的绝食抗

议；他们也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分布中国大陆二十一个省份与城市的大约二百一十四位民运人士在一

份传真声明中说，他们将在耶诞夜开始绝食抗议，大家轮流，每次二十四

小时。

这些民运人士包括最近数周曾数度被捕的北京知名民运人士任畹町，

他们说：「我们以这项绝食抗议行动表达对政府迫害的不满。」

在此同时，北京四位较温和的人权运动人士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求

援。他们包括哲学教授丁子霖和故中共总书记的秘书林牧。

他们在致安南的信函中说：「中国政府完全漠视我们的一再呼吁，将

王有才、秦永敏和徐文立三人依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重刑。此举令我们

深感震惊、失望和忧心，我们紧急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促

其尊重我们的基本尊严。」

(华盛顿自由中国运动 23 日讯)港支联常委会作出决定，27 日组织香

港绝食抗议活动，以响应与配合自由中国运动，民运海外圆桌会议发起的

以纽约为中心的全球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王希哲正在发动美国民运人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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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绝食抗议活动，地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口。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

门前的绝食抗议活动也在紧密筹备之中。

（谢幸吟．台北讯）大陆着名民运人士魏京生昨日指出，为声援被中

共迫害的大陆同胞，海外民运组织已发起「轮流绝食」，每人一天，这次

随行的万润南昨日绝食一天，希望能广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大陆目前

的人权状况。

万润南也向媒体证实，昨日确已绝食一天，他希望此举能引起国际社

会关切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他并呼吁各国政府、各界人士立即展开营救

行动，以使大陆民运人士免於遭受中共的迫害。

魏京生昨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演讲会，针对中共最近陆续逮捕并重判筹

组「中国民主党」大陆异议人士，包括被中共以「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

罪活动」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及十一年的徐文立、王有才等人时，

作出以上表示。

对於中共最近压制民运的动作，魏京生认为，这是中共认为外交环境

已好转，无需再释放政治犯，所以才会重新收紧人权的尺度。

有关大陆海外民运工作的未来发展，魏京生在演讲会中强调，仍要以

走「和平、非暴力」的路线继续争取民主与人权，他认为，人权必须要靠

自己的奋斗，而且透过不断努力，才能争取得到。

在演讲会中，有学者批评李总统登辉先生的修宪工程，但魏京生并未

直接作出评论，他只强调，此行不会干涉「本地的政治」。 (魏京生访台

新闻下面还有。)

港报社论指反对派组党会危害中共的安全但并非颠覆国家

香港信报今天发表的社论也指出，徐文立和王有才成立「中国民主

党」，对北京来说是越过了容忍界线，但按照中共当局今年十月份签署的

「公民及政治权力国际公约」中，列明「人人有自由结社权力」内容，徐

文立及王有才只是在实践他们的自由。至於如何触犯颠覆国家、危害国家

安全的罪行，中共官方并未提出明确证据，使民运人士的罪名看起来子虚

乌有。

社论认为，民运人士的组党会危害中共的安全，也有可能颠覆中共的

政权，但这些并非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两者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

社论强调，中共修订刑法後，虽然废除保护政权的「反革命」罪，但

从徐文立等人的控罪看来，「反革命罪」名废实存，「人权公约」内赋予

大陆人民的政治权力仍未有半点落实的头绪。

最近中共当局陆续重判「中国民主党」成员，继日前将徐文立及王有

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及十二年後，昨天又宣布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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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英、德、欧盟 澳洲谴责中共判刑民运人士

(记者陈建国坎培拉二十三日专电)在国际方面，继美、英、德批抨中

共重判措施後，欧盟发言人希望中共当局能释放被判刑的组党人士。澳洲

也加入国际社会挞伐中共迫害政治异议份子的声浪，这一周以来中共法院

於二十二日判决第三名大陆民运人士长期徒刑。

澳洲人报发自北京的报导说，澳洲外长唐纳二十二日谴责中共法庭对

前述三人的判刑，并喻令澳洲驻北京大使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

报导引述唐纳的发言人的谈话说：「澳洲政府非常关切上周对徐文立、

王有才和秦永敏的审判作出重刑判决，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对此一最新发

展的关切。」

澳洲人报也引述一位驻北京大使馆官员的谈话报导说：「我们将对迫

害这些人士的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他们仅仅是以最和平的方式表达个人的

政治信仰。」

徐文立在辩词中说，中国民主党并没有计划号召人民示威，或是为北

京当局制造麻烦。但徐文立曾主张中国民主党应拥有和中国共产党相同的

政治权利。

中共驻美大使馆表示不接受美国要求免除徐文立等人刑期

(记者陈正杰华盛顿二十二日专电)中共驻美大使馆今天表示，徐文立

等人因为接受海外资助意图颠覆政府因而遭到判刑，这是「非常自然」的

事；他并说，中共司法独立，不会受外界干涉，外界不应提出免除徐文立

等人刑期的要求。

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于树宁在记者会上说，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

才「寻求并接受海外敌对组织的资助，并与他们共谋从事颠覆国家的活

动」，因此遭到逮捕和判刑。

他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就连美国法律也规定对从事颠覆活动以

推翻政府的人，可判处二十年以下徒刑和罚金。他也指出，公民暨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规定人民在行使权利时不能违法、破坏社会秩序或危害国家安

全。

对於美国政府是否曾要求免除徐文立等人的徒刑及中共国家主席江泽

民是否可能同意的问题，于树宁说，美国官员曾就徐文立等人被判刑表示

抗议，但中共不接受，他也希望美方不要提免除刑期的要求，因为中共反

对外国干涉他们的内政，更反对干涉他们的司法。

美国国务院昨天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判处徐文立等人重刑的做法。副发

言人佛里说，徐文立等人只是意图组织新的政党，而这是在和平表达政治

理念。

他说，根据中共在十月签署的公民暨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共必须保

护人民和平表达政治理念和结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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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树宁上午在大使馆召开记者会，说明十二月十七和十八日在华府举

行的中(共)美联合商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成果，但由於徐文立等三人分别

被判十一至十三年徒刑，大陆人权状况也成为记者会的焦点。

中国民运的三大问题：组党时机，群众运动与秘密斗争

程惕洁

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内部的民主运动，但其中若干原则，也适用於海外

的中国民运。

一、组党时机是否成熟

这要看是以什麽做为成熟的标准了。是指人民大众有无要求？还是指

统治者有无镇压的决心和能力？如果是指前者，那麽组党条件不但现在已

经成熟，我看在 10 年前的 89 民运中，甚至 30 年前的文革中，也早已经

成熟。否则，就不会有那麽多「反动党派」被取缔和镇压了。如果是指後

者，那麽不但现在会镇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镇压，也许，组党条件

永远不会成熟。

因此，组党的成功与否，和组党的历史条件，是两码事。以现在中共

决策层对待组党和结社的顽固立场，就是非政治性的社团，你只要独立於

共产党之外，它也丝毫不能容忍。这更说明组织反对党有其必要，因为只

有组织良好的政党，才能有效对付无孔不入的打压。在公开活动无法开展

的情况下，组建地下党就要提上议事日程。

二、组党运动和群众运动

目前中国社会冲突日趋尖锐，工农群众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天天都在

从事自发抗争活动。但是这些群众运动，好像都与民主党人的组党活动保

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好像组党活动也基本上限於少数知识份子的精

英群体中，没有深入到工农群众的利益抗争中去。因此，好像两方面都有

孤立无援的感觉。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由於组党人士思想上有一定误区，

也可能是中共分化瓦解策略的成功。因为中共当年同国民党在大陆的斗争

中，就非常重视「先锋队」同工农运动的结合。从这种意义上说，如今民

主党人的民主斗争策略和认识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共产党当年的水平。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如今搞的是民主建党活动，从本质上不同於当年共产

党搞列宁主义政党时的策略。但我认为，任何一个新兴政党，如果不能反

映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不能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结合，永远不可能赢得群

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没有成长壮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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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

我主张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合法和秘密斗争两种手

段并重的策略，而不要简单地强调其中的一手，而忽视另一手。做为某一

个人或者某一特定的团体，也许固定在某种策略上更能符合自己的认识水

平，更有利於发挥自己的特点。但是做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反对党，必须

要从观念上搞清楚，两种策略同时并重是唯一正确的斗争策略。其中的原

因有三个：第一、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只要共产党没有修改宪法，没有开

放党禁、报禁，任何临时的、局部的、表面的宽松，都靠不住。要时刻准

备共产党翻云覆雨、大开杀戒。为了不被共产党一网打尽，必须准备两套、

甚至几套班子，有明有暗。第二、在联络和动员民众方面，为了克服低潮

期群众的畏难情绪，也需要有身份掩护的秘密活动。因为那更容易接近群

众，在某些困难地区和行业开辟最初级的民主动员活动。第三、在把主要

精力放在和平改良的同时，也要准备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和暴力突变，特

别是在和平改良屡屡失败、而民间积累的仇恨和怨怒接近一触即发的时候。

且不说反对党有义务和责任，去充分准备和适时策动突发事件。就是什麽

也不做的话，如果类似武昌兵变那样的事件，客观上突然发生，而反对党

居然事先没有预感，甚至事後也没有适当的对策，那就很可能会葬送一场

千载难逢的、少流血、或者不流血的革命时机。

〔原载：民主论坛 作者程惕洁是社会学博士。〕

12 月 24 日

湖南异议人士张善光十二月二十七日受审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四日电) 中国大陆湖南怀化异议人士张善光被

指控「为境外组织非法提供情报」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将於十二月

二十七日在怀化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倘若罪名成立，最少可被判五年以上

徒刑，最高则会被判处死刑。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张善光只是向海外人权组织

和媒体提供下岗工人示威的情况，及在今年七月计划成立「下岗工人权益

保障会」，却在七月二十一日被捕，八月二十八日正式被逮捕。由於目前

正值年底，怀化法院特别在周日加班开庭。

张善光的家人已聘请长沙某律师行律师为他担任辩护律师。张善光患

有肺结核病，正在医治中，被捕後已五个月停止服药，病情急遽恶化，经

常吐血，八月时又被看守的公安打得吐血。

张善光今年四十五岁，原任中学教师，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因反革

命罪被判刑七年，於一九九六年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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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昨天披露，根据该党从

中国内地得到的消息，「中国民主党」东北三省筹委会负责人王文江已於

二十三日晚被公安当局逮捕，家里亦被抄查。

此外，自从十二月十四日起即失踪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发

言人祝正明，已经证实被公安当局逮捕。

消息来源说，杭州公安局在两天前还向「中国民主党」其他成员谎称，

祝正明已经去上海向美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中共当局在王有才的判

决书中也写明要对祝正明另作处理，显示逮捕他是早有预谋。

另一方面，「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负责人谢万军也已经被公安

当局软禁，电话被切断，出门活动受限制。公安人员并威胁他的太太说，

谢万军随时都可能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中国民主党」河南省筹委会负责人王冰二十日到北京声援徐文立，

被北京公安人员强行扣留、殴打，并押返户籍地安阳市。他已受到安阳市

公安局警告，随时会被逮捕。

查建国准备坐牢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筹委会副主任查建国昨天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

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近日相继被当局判处长期监禁，这固然使该党暂

时失去三位重要的领导者，但其他成员不会因此而放弃理想，反而更坚定

了他们继续抗争的决心和斗志。

据美联社昨日北京消息，徐文立等人被捕之後，查建国亦遭公安机关

拘留和审讯。他昨日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即对公安人员表示，自己随时

准备坐牢，而且回到家中便作好了相应准备。

美联社记者在他的家中，见到一只内装漱洗用具和常用药品的背包。

这位四十七岁的前电脑设计公司经理说，「民主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需要少数人作出牺牲。我们希望以自己的牺牲唤起民众，我们也相

信这种牺牲是值得的。」他的同事高洪明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不仅表

达了类似的观点，而且承认当局的高压手段确实有效。

高洪明说，中国民主党内少数成员会「害怕和退缩」，个别人甚至会

向官方「告密」以保护自己，但是大多数成员将坚持为实现民主改革的目

标而奋斗。

查建国认为，当局以这种激烈手段对付中国民主党实属过分，因为该

党现阶段的纲领是推动和平的民主改革，而不是挑战共产党的权威和统治

地位。

高洪明指出，中国民主党筹委会当初采纳徐文立的意见，以公开声明

和依法登记的方法面世，迫使当局不得不进行公开镇压，使这些原本鲜为

人知的「异见人士」知名度大增。

香港民主党要求立即释放徐文立等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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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四日电) 香港民主党七名成员今天上午到中共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请愿，抗议「中国民主党」三名筹委被判处重刑，

他们指三人被判刑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要求立即释放三人。

民主党发言人黄成智表示，如果大陆当局坚持重判三人，将会失信於

其他国家，他说，大陆在今年十月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原以为大陆人权

状况将会较为宽松，但是，近期大陆当局不断拘控和重判异议人士，令人

非常失望。

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大陆异议人士徐文立、王有才和秦永敏近日被

控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分别被判处十一至十三年徒刑。

让我们来维护人类的道义原则和良知－－绝食抗议声明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共政府总是指责西方说，冷战结束了，西方的冷战思维却没有结

束．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冷战结束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

思维却要坚持，不愿意结束呢？共产党为什么总要把一切和平从事言论、

出版、结社活动的人们视为敌对势力，连＂萌芽＂都要消灭呢？

共产党总是说，他们对国际条约，一贯是信守的．但现在他们暴露了，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欺骗，扩展到全世界了．

为了欺骗全世界，中共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但他们却丝毫没

有改变自己专制统治的意思，这就为十二亿中国人设下了两个巨大的陷

阱．如果有谁多少相信了一点中共签约的诚意，而去要求实践这两个公约

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犯下＂颠覆政权罪＂．果然，中国民主党和他们的

代表人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就落入这个陷阱了！

公约不是规定得很清楚：缔约国＂承担保证＂，人人有权选择和组织

独立工会么？为什么徐文立、秦永敏号召组织独立工会，就算犯下了颠覆

政权罪？

公约不是规定得很清楚：＂缔约国同意＂，人人有权自由地结社，＂

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么？为什么徐文立、王有才、秦永结社组

党，寻求国际（境外）支持就算犯下了颠覆政权罪？

公约不是规定得很清楚：＂缔约国同意＂，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

利，并有权不受国界的限制自由传播他的意见么？为什么徐文立、王有才、

秦永敏把他们的意见在＂境外＂发表，就算犯下了颠覆政权罪？

一个国家政权为了欺骗联合国，为了欺骗世界人民，不惜用签署庄严

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为陷阱，诱使它的人民＂犯罪＂，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国

家犯罪？犯罪的这个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法西斯政权，应不应该受到

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谴责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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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规定，它的成员国屡次破坏联合国宪章原则，当然首先是

人权原则，就应当受到处分．我们要求联合国执行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来到联合国门前绝食．

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维护着人类道义的原则和良

知．而它本来是应该由联合国来维护的．

我们愿意承担痛苦．我们希望通过绝食的痛苦，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

声音．参加绝食者签名：王希哲、黄翔、傅申奇、刘国凯、连胜德、倪锦

彬、孙云、林仁通、陆麟、陈凯、陈信雄、王景华

王希哲将第一个参加绝食。

中国二十三省市 214 位政治异议人士“百日绝食”活动

发出呼吁以接力绝食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继续镇压迫害政治异议人士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组党人士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先生。

中国政府已经签置联合国《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承诺愿意完全接受世界人权的普遍原则。

正当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

江泽民发表讲话，并且庄严承诺：中国政府完全接受国际人权标准，保障

中国人权。然而，中国政府却违背承诺继续镇压迫害中国组党人士。并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重刑。徐文立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秦永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王有才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组党人士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先

生，是根据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基础权利，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进行公开、理性、和平的方式，组建政党是公民享有

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国政府公然蔑视宪法，违背国际人权准则，毫无顾忌

地践踏人权的错误行径，我们表示极大愤慨和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作为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尽管通过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

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政治主张和组建政党，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都

会遭至中国政府的残酷镇压。那么，我们只能动用唯一不能被剥夺的权利

－－绝食权，同中国政府进行和平抗争，用我们的真诚和行动去唤醒国人

的良知。

上海一位普通公民沈继忠，以绝食二十四小时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

无理审判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先生，他的精神激励我们每个有良知的

中国人。

我们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九九年四月十日止终

止绝食活动。（其中新年停止二天，春节停止六天）称之为“百日绝食”

活动，将每天有二名政治异议人士参与绝食活动，时间为二十四小时，用

我们无法被剥夺的权利，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抗议中国政府镇压迫害中

国组党人士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和一切被关押的政治犯，孙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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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涛、林海、施滨海、方觉、杨勤恒、沈良庆、姚振祥、刘晓波、陈增

祥、范一平、赵常青、李毕丰、许万平、张善光、王万星等人，停止对政

治异议人士的迫害，保障基本人权，彻底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林牧、鲍彤、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江

棋生等对此表示同情和关注，他们将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

发起人：

王泽臣 86-412-2314702

任畹町 86-10-60531355

冷万宝 86-431-5972951

刘贤斌 86-825-2248222

佟适冬 86-731-8711059

接力绝食顺序

辽宁:1998 年 12 月 24 日--1999 年 1 月 11 日(元旦停二天)

王泽臣 王文江 宁先华 汤 平 姚福信 肖云良 孙佑平 邹 平 姜立君

杨 明 李一飞 王德丰 赵世强 天 白 朴一哲 李金泉 王 玉 石 坚 徐天

鹏 杨春光 张友嵩 郭成明 李东光 赵忠玉 王益山 王杰民 薛新城 李东

波 李占奎 田晓明 齐 建 魏思民 郑贻春 郑 健

吉林：1999 年 1 月 12 日--1999 年 1 月 15 日

冷万宝 唐元隽 梁立维 姜胜汉 李 维 安福兴 刘少坤 李杰

黑龙江：1999 年 1 月 16 日

肖立君 杨福文 金力

北京：1999 后 1 月 17 日--1999 年 1 月 25 日

高 峰 高洪明 何德甫 查建国 沙裕光 杨 靖 周国强 钱玉民 王志新

徐文海 蔡 健 愈辛焦 熊俊仁 吴若海 马 强 任畹町 凌 海 朱 瑞

河南：1999 年 1 月 26 日

安 宁 王 冰 翟伟民

湖北：1999 年 1 月 27 日--1999 年 1 月 31 日

陈忠和 张俊杰 刘惠平 任秋光 肖诗昌 吕新光 刘飞跃 李卫平 高进

勤 江汉生

湖南：1999 年 2 月 10 日--1999 年 2 月 4 日

胡卓毅 谢长发 金继武 刘建安 杨国强 周佩夫 张帆 佟适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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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1999 年 2 月 5日--1999 年 2 月 7 日

杨再行 曾宁 莫建刚 方家华 杜应国 薛 野

四川：是 1999 年 2 月 8 日--1999 年 2 月 24 日（春节停止六天）

刘贤斌 胡明君 余万宝 杨伟 陈卫 文强 候多蜀 欧阳懿 单礼尚 黄

晓敏 吴思玉 冯达勋 杨劲松 刘平 胡超恩 廖亦武 那胜贵 孔杰 蒋浩 卢

钢 袁亚娟 郑周荣 张永寿

重庆 1999 年 2 月 25 日--1999 年 2 月 26 日

邓焕武 何兵 梁俊西 陈岱勇

陕西：1999 年 2 月 27 日--1999 年 3 月 3 日

张鉴康 付升 郑宝和 李智英 王忠龄 杨海 高军生 马晓明 汤志平

吴双印

福建：1999 年 3 月 4日--1999 年 3 月 6 日

林信舒 谢毅民 章宝钦 罗金 王振兴 陈健

上海：1999 年 3 月 7日-1999 年 3 月 10 日

周建和 张汝隽 李国涛 凌小平 李琨 韩立法 蒋宣文 徐 虹

江苏：19999 年 3 月 11 日--1999 年 3 月 12 日

樊百华 郭绍坤 邵孝澄 王迎政 张玉祥

广东:1999 年 3 月 13 日

黄志伟 林维民

浙江:1999 年 3 月 14 日--1999 年 4 月 10 日

毛国良 胡江霞 吴高兴 吴义龙 祝正明 赵万敏 付 权 黄 强 王培剑

叶文相 黄志道 金秀元 张金林 叶良才 余铁龙 范子良 殷红伟 程 凡 朱

虞夫 毛庆祥 王永庆 毛奇峰 黄海燕 朱春华 邹德祥 崔建昌 高天佑 陈

雪峰 董汉强 方敬畏 方笑凤 方月松 范艺泽 高建松 楼裕根 刘易生 蒋

社华 蒋雪标 沈建民 王杭丽 徐南南 叶 红 叶崇武 王梅云 王有华 王静

萍 吴 闯 王荣清 戚惠民 郑玉林 余杭生 徐 光 俞元洪 李习安 陈立群

陈树庆 胡贤焕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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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继续抨击判处徐文立等人重刑

(记者陈正杰华盛顿二十三日专电)中共判处民运领袖重刑的举动继续

受到西方舆论的挞伐，华盛顿邮报今天的社论也质疑西方国家以「安静外

交」取代公开谴责中共人权纪录的成效，并问西方政府要如何因应中共继

续践踏人权的做法。

另一方面，美国代理国务卿陶伯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对徐文立、秦永

敏和王有才三人为筹组反对党被判重刑一事「深感忧心」，并要求北京当

局予以释放。

但在西方政府因耶诞节假期而放慢脚步的此刻，徐文立等三人似乎没

有刑期可能减免或因西方向北京施压而重获自由的迹象。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指出，克林顿政府约在一年前和欧洲的盟国放弃藉

公开外交使中共改善人权的做法，他们的说法是藉安静外交比公开谴责北

京更能达到使中国大陆人权提升的目的。

这篇社论在说明徐文立等三人的遭遇後指出，如今「结果已经揭晓，

西方国家要如何反应？」

社论指出，在中国大陆「自由发言的代价是十三年的牢狱之灾」。筹

组中国民主党的徐文立在二十一日被判处十三年徒刑，参与这项努力的秦

永敏和王有才分别被判十二年和十一年。

社论说，五十五岁的徐文立在一九七九年就因支持刚萌芽的民主运动

而被判入狱服刑十二年，其中多数时间是单独监禁，而且数度长时间被剥

夺会见访客的权利。

四十四岁的秦永敏曾因参与民主运动在狱中关了七年，另外在劳改营

度过三年，三十二岁的王有才在一九九一年也曾入狱，但他们都「有勇气

继续为自由而发言」。

在徐文立遭到判刑後，国务院副发言人佛里曾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

徐文立等人的行为只是在和平表达政治理念，美国对於他们刑期的长度和

庭审禁止民众和外国人旁听的情况特别感到忧心。

同日，代理国务卿职务的副国务卿陶伯特也发表书面声明，美国并且

透过北京在华府的外交管道向中共方面表达关切。

洛杉矶时报社论抨击中共民主「大跃退」

(记者褚卢生洛杉矶二十三日专电) 洛杉矶时报今天在题为「中共民

主大跃退」的社论中抨击北京当局将三名民运人士判处重刑的行为，认为

这就如同用寿衣把中国大陆正在萌芽阶段的民主思想裹覆起来，断绝了它

的生机。

社论中指出，徐文立等人只是意图以和平的方式筹组政党，以表达政

治理念，这与中共早些时候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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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容而毫无抵触，因为此一公约中说明签约的政权必须维护人民和平

表达政治理念与结社的自由。

社论同时直率批评中共审判徐文立、王有才和秦永敏的行动根本就是

一种欺骗国际的伎俩。在遭到幕後操纵的不公平审判中，徐文立、王有才

分别被判处十三年和十一年的有期徒刑，秦永敏也在二十二日被判十二年

的重刑。

最後，社论用强烈的文字谴责此一在现实政治上的「大跃退」令人诟

病。虽然中共於此同时将另一位民运人士刘念春流放美国，但是这种行径

无法改变世人认为中共政权戕害民主的事实。中共必将为其行为付出重大

的代价。

芝加哥论坛报批评中共镇压大陆民运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三日专电) 针对中共最近大肆逮捕大陆的民运

人士，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今天发表社论严词谴责中共的镇压行动，并

警告北京，此一政策短期内可能奏效，将来势必被人民对更为自由民主的

要求所淹没。

社论批评中共为本世纪最野蛮的残暴政权之一，其统治者正忙於表白，

无意让真正的民主存在他们的「人民共和国」之内。

中共在过去数星期逮捕三十多名企图组织「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并

在本周将王有才、秦永敏与徐文立等三名组党人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分别判处十一年、十二年与十三年徒刑。审判的程序仅是表面上的公平罢

了。

文章指出，中共过去二十年来进行的经济改革已使社会主义解体，并

转向市场经济。此一改变势将同时导致政治自由化。就像在韩国、台湾、

泰国及其他地方所显现的一样，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及经济自由增长迟早

会刺激一般百姓，提高他们要求民主改革的声音。

但是残暴的统治者是不会记取历史教训、顺应民意放弃权力的。没有

人应预期中共会很快并和平地改变。中共视任何型式的政治异议人士为对

它的一种挑战，必须要立刻加以敉平。

社论另写道，中共最近以保外就医名义将另一名异议人士刘念春遣送

到美国，但没有人会感到些许安慰。中共将他送出国是为确保他不再制造

麻烦，因为他可能再也回不了中国大陆了。

法世界报称中共难遏止民主运动

(记者邹明智巴黎二十三日专电) 中共司法当局接二连三对异议民主

人士判以重刑，同时透过官方媒体指控这些民运人士系受外国组织的支使，

「意图颠覆」中共政权。巴黎世界报今天评论说，由中共这种镇压行动，

显示北京无法遏止大陆民主自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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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指出，从毛泽东过世後，中共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迄今二十年，

异议人士问题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尽管开放使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中共对

付意图组织西方式政党、争取自由民主运动，却表现力不从心，不得不透

过司法程序镇压。

这家读者遍及全球法语国家的报纸说，起初仅是一小撮异议人士星状

分散在中国大陆广裘的人海中，而今已扩大成星云，虽然尚无法左右大陆

的命运，中共当局却难禁止世界舆论每天谈论、支援这些英勇的民主斗士。

中共当局对此感到无可奈何。

世界报指出，当年邓小平继华国锋取得领导地位就是拜大字报之赐，

利用不满中共极权统治的异议潮流，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经过

「北京之春」的激荡，邓小平掌握情势，才从中共中央获得令旗，推动经

济开放政策，用以平息异议人士争取自由民主运动。其中魏京生反共立场

最为坚定，一九七九年三月被捕下狱，所受折磨最严酷，其他则希望从中

共改革体制争取言论自由，前天被北京法院第一法庭判决的徐文立就是其

中之一。

中共当时将魏、徐等十多人送到劳改营进行思想改造，企图让毛泽东

死後第一批反动势力胎死腹中。但事情发展远非中共始料所及，争取民主

自由的运动有如细菌慢性繁殖，转变路线缓慢发展，当中共急风厉行则隐

入地下，一旦中共中央出现思想路线斗争，即冒出头来，支持温和派走向

政治开放。一九八六年冬，胡耀邦就是获得学生民主运动的支持而下台。

但二年後却因此大祸临头，大学生大胆要求民主改革，箭头指向邓小

平，演变成流血的「天安门」事件。不过影响所及，全大陆城市的大学生

纷纷声援民主运动，当时总理赵紫阳以为可以借势顺水推舟，进行改革，

但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反遭罢黜的命运。

世界报指出，当前把持政权的江泽民死守邓小平经改路线，拒绝开放

政治多元化，以致中国大陆今天主要城市繁华进步，制造一批新的城市资

产阶级，一般农村则仍然非常贫穷落後。异议人士就是针对贫富极端悬殊

的现象，纷纷提出政治改革陈情，举行各项政治讨论会，各种批评中共政

权手册满天飞，艺术创作也走上呼吁改革的时尚。

但中共的手法相当高明，经过无声无息的忍受一段时日後，一举一网

打尽，专制加上独裁，借文化情感争取同情，提出保护「亚洲价值观」粉

饰其独裁行径，甚至将孔夫子的儒家思想断章取义，混合马克斯主义，蒙

骗世人。世界报说，中共的策略就是利用亚洲价值为饵，逮捕异议人士为

人质，经常是一手放人，另一手抓人，向西方勒索，以获取外交及经济上

的利益。民主斗士魏京生及王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放逐西方。

世界报说，大陆异议人士一旦被放逐国外後，失去对大陆内部人民的

影响力，有些人就失落在西方消费世界中，有些人取得人权庇护，主持大

陆问题座谈会，取得一点接济。该报引述魏京生最近的谈话指出，异议人

士的声音很难一直获得西方舆论的支持，更难从海外发动组织，影响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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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不过中共当局已开始耽心，海外民运组织透过电子网路邮件，与大

陆各地越来越多的民运组织互通声息。

依世界报从大陆所获的消息，当今民运已不再坚持以争取民主理想为

号召，而是采取具体行动，寻找中共内部的矛盾，集合组织各地异议人士，

向大陆人民进行争取人权教育。从中共此次对付民运人士的猛烈程度衡量，

西方世界应可理解北京当前的处境，特别是共产党正面临危难关头。

黑云压顶、在劫难逃：多重危机感促使中共做最后的强硬

北京在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之後，突然鼓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并扬言将动乱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大捕组党的异议人士，并对他们判以

重刑，使一些人颇为惊愕，特别是一些在早些时候认为北京出现了“政治

小阳春”的人更为泄气，那些肯定中共已经进步因而只需沟通而不需施压

的西方政客也感到灰头土脸。

中共之所以不惜自毁形象这样做，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大致

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的异议人士在北京签署人权公约後掀起组党浪潮，使中共感

到“一党专政”的特权利益受到威胁，於是明言不能接受西方国家三权分

立、相互制衡的民主制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宁要腐败，不要民主，全

党上下左右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了。

二，今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情况不妙。“保八”保不了，数字的水份

太多；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大，出卖国企被制止，银行再给国企输血，使

金融问题恶化；人民币汇率虽然保住，但出口受影响，外汇储备下降。中

共官员承认明年经济形势更严峻，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北京当局担心会出现

骚乱。

三，高层权力斗争转趋激烈。这是由於朱熔基下令军队、公检法、政

府部门和企业脱钩，损害了相当一部分特权集团的利益而引起反弹，借反

腐败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也引起不满。江泽民访问日本的失败和刻

意讨好克林顿也被强硬派视为右倾。江朱主流派唯有以强硬姿态来显示他

们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正统继承人。

四，明年是宣扬科学和民主的“五四”八十周年，是反官倒而被屠杀

的“六四”十周年，是中共建立一党专政政权的五十周年，这些目前中国

人关心的重大问题都集结在一起，也会引起好多对中共不利的联想，怎不

使中共领导人寝食难安呢？

因此不论是江朱主流派，还是党内的其他派系，在这个世纪末出现了

危机感，这个危机感又因为“天时”而容易和“末日心态”挂钩，因此对

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做出强烈的反应也可想而知了。在内部讲话中，江泽

民不去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只能引用毛泽东所谓“牛鬼蛇神”七、八年

就要跳出来一次的唯心主义论调来唤起全党的危机感，也算是黔驴技穷了。

(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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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5 日

香港社团抗议中共判处徐文立入狱

(记者张谦香港二十五日电) 香港神州青年服务社几位代表今天向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请愿，抗议中共当局日前审判徐文立等民运人士，并判

处他们入狱。

示威人士向特区政府递交一封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抗议信，他们

在信中要求江泽民释放民运人士。

另外，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昨晚也举行集会，声援近日

被判刑的大陆民运人士。

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侨界团体纷纷指责中共

（吴国兴．加拿大讯）中共对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重判严打的恶劣做法，

业已引起世界民主国家的一致抨击，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外交部发表严厉谴

责後，加国侨界团体也纷纷予以指责，同时呼吁中共政权能够体认世界自

由民主潮流莫可抵挡的趋势，尽早放弃一党极权专政的谬误做法。

加国外交部长艾斯和菲在一声明中指出，加拿大对於中共将一些民运

人士判以重刑的做法，表示极度的关注，同时这种将异议人士判以十年以

上长期徒刑的举动，已经违反了大陆今年十月间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

加国驻大陆使馆人员正积极与大陆斡旋，期望促使日前遭重判十年以

上徒刑的王有才、徐立文、秦永敏，能够获得重新公平审判。

外交部亚太事务部长陈卓愉也表示，加拿大非常注重与中共在人权方

面的的对话，也希望中共方面对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异议人士，能够给

予更大的容忍空间。

青岛“广交友、不结社”民主人士抗议书

惊悉正在强调依法治国、改善人权，发展民主、并刚刚签署《公民权

利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中共新届政府，竟不顾国际舆论，倒行逆施，

以颠覆政权罪为由，抓捕重判国内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秦永民、王有才

等。中共的这一行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公民主张组党结社的合法权利进行打

压，充分反映了新一代执掌权柄的中共党人至今仍沿用唯我独尊排斥异己、

一言天下的陈旧对抗意识和封建政治传统。我们这些毕生议政不参政的民

间“不结社”朋友对中共及其政府这种唯恐独尊地位被公平的政治竞争程

序所动，而不惜违宪侵权、陷人入罪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开明的

中共党人抵制陈腐守旧势力的制肘，与一切文明、民主的进步力量结合，

顺天时，和民心，共同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一切政治反对派人士，推

动中国向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的新文明历史时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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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最后。我们真诚希望新一代中共执政者不要制造今日中国更多的“魏

京生”。做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开拓者。

牟传行、邢大昆、燕鹏及“广交友、不结社”民主人士

1998 年 12 月 23 日

王希哲驳共产党对中国民主党及其领袖们的污蔑

共产党非法审判了民主党领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人之后，就

来强词夺理，企图一手遮遍天下．我们必须戳破它．

一．所谓“颠覆国家政权”

共产党先把结社组党行为本身认定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颠覆国

家政权罪”，然后又以他们犯有颠覆政权罪，来为自己辩解说，判处他们

只是判处“罪犯”，“无关人民结社自由”，“无碍两个人权公约”．这

就是共产党和听命于它的那整套国家司法镇压机器，整套国家造谣宣传机

器和走狗们今天到处张扬的逻辑．

共产党专制统治的辩护士们，你们说，徐、秦、王犯了颠覆政权

罪．我问你们，除了他们组党结社行动本身外，你们究竟从判处他们的

“法官”那里，看到了什么具体的颠覆政权行为？他们的纲领是那样温和；

他们的言论行动又是那样理性．你们为什么要追随一个专制政权去诬蔑无

辜的人？

“他们接受境外资助”．笑话．中国开放以来，从政府到团体到公民，

谁人不接受境外的资助？是不是他们通通都犯了颠覆政权罪？结果，还是

回到上面的逻辑：共产党先把结社本身定为犯罪，然后你的一切行为包括

接受资助就是犯罪；再反过来，又把你接受资助作为你结社犯罪的证据！

这就是共产党对民主党的“司法判决．”

共产党签署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规

定，缔约国公民不但有在本国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还有参加国际工会和

组织国际工会的权利．请问，要实现这个权利，不资助“境外”，不接受

“境外”资助，可能吗？问问共产党，你当年接受的境外卢布资助还少

吗？共产党的党章不是今天还在扉页上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吗？这是不是在教唆犯罪？既然共产党签署承认了的国际公约包含有人民

在结社中国际互助的条款，共产党又怎能把这种互助定为“颠覆政权”入

罪？

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在任何国家都要受到惩处的”

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当年要颠覆国民党的“国家政权”？颠覆国民党

的国家政权，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算不算犯罪？若算犯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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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共产党至今不承认他在历史上一贯是一个犯罪的党，犯罪的政权？若

不算犯罪，为什么你颠覆人家国家政权就不算犯罪，我颠覆你的国家政权

就算犯罪？对人对己两重标准，天下那有这般道理！

你只好解释，国民党的统治是专制的，你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所以

你们有权革命（你们的党史是这样说的吧？）．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既然你们承认国民党这样一个“任何的”国家政权，只要它专制，人

民就有权革命，那么你们今天比国民党专制腐败一百倍，法西斯一百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民就没有权利革你们的命，颠覆你们，推翻你们，打

倒你们，审判你们！

按你们颠覆国民党国家政权的逻辑，这完全是正义的，压制人民颠覆

是法西斯的，正如你们过去骂国民党法西斯一样．

这个正义的原则，在世界上，从美国《独立宣言》发布以来，就被确

立了．它宣告，任何政府的统治必须是经人民授权同意的．若一个政府恶

贯满盈，倒行逆施，要把绝对的专制强加在人民头上时，“人民就有这个

权利，有这个义务来推翻这个政府”．至今，美国在它的宪法《人权法案

修正案》第一条里，还保持着这个革命的原则：“人民有要求改变政府的

权利”．走狗们怎么能够瞎说，在任何国家里，都可以对人民要求改变政

府的呼声加以惩处呢？只有法西斯和共产党这样认为，这样做的．

民主如美国，当然也会惩处密谋颠覆政府的行为，但这并不是政府不

可侵犯，而是人民的意志不可侵犯．你可以要求改变政府，但你必须服从

人民自由选票的最终选择．惩处密谋颠覆行为，本质上不过是惩处对人民

自由的最终选择结果的挑战．

三．所谓“结社自由有法律限制是联合国公约也规定的”

是的，任何自由权利都不可能是没有任何限制．但联合国公约每一条

都说得很清楚，这种限制，只能以国际民主社会共同认可的标准为准

绳．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障人民实现这些权利，就象现在全世界所有民

主国家所作的那样；而不是象共产党把人民实践这些权利的行为本身作为

犯罪加以限制．

当年，国民党制定种种法律限制共产党，使用的也是今天共产党使用

的“自由不能没有法律限制”这个由头．你们共产党的周恩来、吴玉章、

张有渔也同样的使用了我今天反驳你们的理由反驳国民党，你们忘记了

么？忘记了．就读读周恩来、吴玉章的选集，就读读张有渔执笔写得那些

相当好的新华社社论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李怡：引蛇出洞？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徐文立等

肯定不会向中国政府正式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因为光凭中国宪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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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社自由，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公民相信真有这种自由的，包括江泽民、

李鹏在内，也不会相信。正因为中国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于是传达给一

些争取中国民主的人士一个信息，以为中国会遵守公约，才去按公约所定

的结社自由的原则，申请组党。

徐文立等人，是按照正当手续，公开的方式，向中国政府申请。中国

政府也接过了他们的申请书。当时，外界还在中国政府会不会批准他们组

党的事，有不同的议论，有的评论认为中国接受他们的申请书，意味著中

国走向开明、进步；大多数评论则对中国会批准他们的申请采取置疑的态

度。然而，最坏的揣测，也不过是不批准他们注册而已。断然没有人会预

料到，他们正式向政府申请组党，正式行使公民的权利，竟然被冠以「颠

覆国家」的罪名，被逮捕，被起诉，被判刑，而且判得如此之重。

如果这些争取民主的人士，真有「颠覆国家」的意图，他们就不会遵

守国家的法律，向政府正式提出申请组党。他们会秘密结社会组织造反军

队，一如孙中山、毛泽东当年搞革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签人权公约，是一个骗局，不仅不打算遵守，而

且对那些想行使公约所赋的公民权利的人「引蛇出洞」，卑鄙恶劣，莫此

为甚。

有一个笑话，说江泽民到农村，问农民他们想要甚么，有一个农民回

答说：「想当陈胜吴广。」中国诱骗及陷害要行使合法权利的公民，难道

要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采取非法手段吗？ 1998 □Apple Daily Ltd.

摘自【萍果日报】电子版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五日

读者来信照登：我父亲是民主党员 同学们拿着报纸问我是怎么一回

事

大小参考的编辑们好：

我是 xx 省 xx 市的一名学生，我父亲是民主党员。审判徐文立、王有

才和秦永敏的消息在这里几家御用报刊登出后，同学们拿着报纸纷纷问我

是怎么一回事。我平时也从不提起什么民主党的事，因为我主观认为现在

的学生只管学习、不管政治。但这次激于义愤、又为说真话，我就向大家

仔细阐述了一下民主党的情况。没想到大家反应强烈，一位同学说："我

总算也知道共产党有多卑鄙了。"又有几位同学表示怎么也不相信民主党

会要颠覆国家，他们笑着让我尽量讲，还说："我们班里是最民主的了。"

大家普遍同情入狱的几位民主战士，甚至有一位同学经过考虑后表示要加

入中国民主党。然后我们又谈到了中共的内部斗争、新闻封锁、"六四"事

件、警察的流氓行径、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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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好笑，真理就是真理，中共十几年的洗脑教育还不如我一小时

对事实的拙劣的表达；我又感到欣慰，现今学生还没有丢掉六四学生的可

贵品质，他们能够辨别是非、坚持正义。有这样的一代人，不久还将直接

影响中国和中共内部，我相信我们国家还是有希望的。作为率先发起中国

民主党创始地之一的 xx 省，有这样的青年们，是我们 xx 人的光荣。

(A.Z.)

12 月 26 日

港支联抗议中共镇压组党结社权利要求释放徐秦王等异见人士

支联会将於１２月２７日（星期日）响应全球抗议中共政治迫害徐文

立、王有才及秦永敏等异见人士的行动，由铜锣湾崇光百货公司集合，游

行往新华社静坐，要求中国政府落实宪法赋予的组党结社及集会结社自由，

立即释放徐文立、秦永敏及王有才等异见人士，建设民主中国。

敬请抽空出席上述活动。有关活动详情如下：

日期：１２月２７日(星期日)

时间：中午１２时

地点：铜锣湾崇光百货公司外集合，游行往新华社静坐

王辅臣：为大陆公开组党说两句

提倡民主运动公开化，对一个压迫十数亿人的专制大国有着绝对重要

的意义。正是从这些公开宣示的组织存在中，陷于苦难的人们才能直接感

受到民主火种没有熄灭，星星之火仍在燃烧。社会群体的信心就是从可以

昭示的信息中逐渐树立的。限于上千年来旁支别流的帮会门派永远只能在

局部的和一定范围活动中起作用，而从无可能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形成推翻

旧王朝的定乾坤势力，过去、今天与未来都不可能，因而民主运动公开化

到公开组党宣示便有了历史意义。

自从王炳章在美国举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义旗将近二十年，十数个民

运团体生生灭灭，分分合合，在中国恶劣环境下，民主志士遭打击迫害时，

它们一直在唱着民运主角，继承民主传统。然而这并没有能够动摇中共一

党专制的根基（这不是说其意义不大，而是指实效的检验）。当然，无可

否认的是它有着非常鲜明的象征意义，从此在国际，在大陆，有了反对党

人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形成压力。可是对于无新闻自由的中国民

众，大多都未能直接接受，十数年矛头直指中共本体万恶，民主尚未能在

中国境内获得大进展。直至从民主到人权保障，而今公开组党，经八九年

“六·四”残暴镇压后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感受到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不仅有海外民运，大陆本土原来并没有停息，希望的火种萌然在属于你我

的黄土地上。呼号奋斗十数年的民主党人（泛指所有民运同仁）才认识到，



386

没有大陆人民的参与和关心者，光靠民运精英和“领袖”们来打一场争取

人民自由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行的。

天下再没有比王有才等首先高举筹组中国民主党义旗更为直接而有针

对性的实际行动了。有人认为组党不成熟，认为现在只须作准备工作，等

待条件成熟了再组党不迟。经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民以不同方式进行抗争，

成功或失败交接，直至九八年才兴起组成反对党。这一新动向正表明着成

熟的起点。先人早已揭示万物万事起始之微，重于物壮而老的哲理。现代

民主运动自七十年代萌于四·五，起于七八──七九民主墙，经八六学潮、

历八九年六·四血与火的洗礼，无数仁人志士在摸索，在黑暗中前进，也

许还有十年二十年，这个运动仍不会至臻完美，但它从不因幼稚或不成熟

而放弃学步的努力。中国民主党人是好样的，从地下走向地面，人权保障

的一千一百个内容在今天只归结为一项具体可行的实践──公开组党。他

们来得正是时侯，时机恰当。如果没有“六·四”九年来国内外民主势力

顶着中共的压力宣扬理念，没有邓死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民主党人仍会

在地下存在，而经济发展与美国国防战略需要中共──当然中共更需要国

际社会认同它的大国政治与经济地位，都在促使民主党人走向公开化。这

对中共，对民主都是恰到好处和必须的。中共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可不能开

国际玩笑（虽然过去一贯无诚意），大国政治无诚信是件很惨的事，在两

难之中，谁都无法再往后退却，不在这个契机走出关键一步，很可能会丧

失又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民主党人是机智和识大局的。

中共以颠覆政府罪拘捕民主党人，立即使政府自陷于非法地位。如果

一个政府执意不让公民享有基本人权，那么这样的政府，人民颠覆了它也

是天经地义的。中共在这件事上正铸下大错，正在世人众目睽睽之下。英

雄再陷囹圄已非毛贼黑暗时代的暴虐、凭借闭关锁国而可以无法无天、任

其得逞了。适逢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时，全人类正宣告人权时代的

来临。民主党人这一步将迫使中共直接面对中国十三亿人民和国际社会。

今非昔比，无人能阻挡公民以组党呼唤人权保障。它象征着中国公民权利

的正义诉求已由中国走向世界来裁决。

最近李鹏又在公然叫嚣不容组织反对党，正是六·四屠夫绝妙而绝望

的表演；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看来他面临正义审判的日子不会太久。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局部的停滞和倒退总是常有的。若公然违背整个大时

代的潮流，妄图危害和阻挡一个苦难民族走出深渊，走向光明未来的前途，

可以预料，包括良知未泯的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是决不会饶恕并放

过历史罪人的。(1998.12.12. 写于里昂)

捕捉走向宪政的突破口应该是民运的关键

送交者: 艾仑 于 December 26, 1998 17:23:48:

国内民主党人组党，应该说是走了一步臭棋。民主是什么？我以为在

最根本上我们梦寐以求的民主就是宪政。何谓宪政？就是人民参与立法，

而政府有法必依而依法而治－这是从政权运作角度对民主制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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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民主党人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民主问题是三重的：①人民如何参与立法？②政府能否有法必

依而依法而治？③制度能否对个人权利进行保障？

我把第三条专列出来，因为民主制的缺陷在历史上有墨索里尼提出的

极权民主的先例。对民运而言，目前关键的前两条。

国内民主党显然把这关键的两条混为一谈，在组党的目的上就没能达

成一致。步骤上不能步步为营，是浙江民主党的败笔。这里，小生只想以

马后炮的机灵对山东和浙江党人的运作进行一点分析。

从最低的层面，民主党人的目的应该是监督政府有效地把现有法律实

施。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致

命，权力特权阶层如此实践，就是百姓的心态也是如此认同。这一问题，

并不限于政治权利的层面，而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党人在此大有

作为。我们的刑法民法在条款中漏洞殊多，就靠几个马克昌之流的御用＂

法学家＂，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不能从国内乃至海外，成立非政治色彩

的法制促进基金会，辅助人民大众对政府机关大打刑法民法官司，直至违

宪官司？

两年前，武汉市政府婚前体检强制实行处女膜罚款，其中所体现的政

府和百姓的法制权利观念，落后西方近百多年。如此百姓如何能有执法的

政府？而通过法律官司，特别是违宪官司对百姓进行教育，对执法官员进

行教育，其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不错，这样的事中共体制内的有识之士也在大力推动，它不会惊天动

地泣鬼神，但这是实实在在的如一二三的工作。没有知法懂法的人民，就

算你民主正义党取代了中共，谁能保证他不是第二个王泽西？

再进一步的层面，才是人民如何参与立法这样的修宪议题。试想，民

主党不先创造一个懂得自己权利并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的人民，修宪又有什

么意义？

这就是浙江民主党人的冒进！如果你真是要走体制外改良主义道路，

你就得首先尊重现有宪法，就算你心里再不甘愿，现有宪法还有一条类似

一党独裁的条款（四项基本原则）。这恐怕不是你现阶段的任务。从这一

点上我非常欣赏山东民主党在首次亮相时的作法，刘连军等人首先就承认

中共的领导地位。而海外自民党主席王策的保证中共体制三十年不变书就

更高明了。在王有才起诉书中，我看到了对王的违宪指控－意图推翻中共。

不论王的行动多么合情合理，在法律条文本身，似无申缩的空间。

㈡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

人抓了，现在又如何？总结经验，调整策略，营救同志。

一个人的青春没有几年，我最恨者是海外某些人士所说的民主进程可

由进监人数统计的说法。营救同志，这才当前最重要的。

如果你们细读王有才等人的判决书，其莫须有之处不胜枚举。为了同

志，必须争取上诉，争取辩护权，直到最高法院。民主党的成立本身就有

作秀的成分，走到此一步，这个秀只有作到底。比如说，王有才判决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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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接受海外钱款。接受海外钱款能否成罪，这本身就可辩。退一步，这些

款总有来头，总不能不查就接受了罪名吧？民主党不是要推动法制吗？这

个法就着落在你们自己身上了，这是你们自己的创造和机会。如是真正的

民主改良主义者，就拿起法律的武器罢。路漫漫兮，这一步总是有人要走

的。

在联合国前绝食的各位作秀人士们，去华盛顿吧。这不是比饥饿的作

秀之时。你们国内的同志很快要大量的法律手续开销，这才是实事。绝食

的发起者，请反省一下你用他人青春换取个人声名的不良动机吧！

有自号改良派的民运人士对我说，这些人中共总之是要抓的，你说这

些没有用。我只有苦笑，如作此想，这个＂改良派＂其实是＂革命派＂。

既然都没有用，就只有革命一途了，不是吗？就不要自号改良的作秀罢。

摘自：http://www.nacb.com/bbs/freetalk/messages/32560.html

12 月 27 日

【圣诞感怀】圣诞老人写给一些中国人的信

这个九八年圣诞，圣诞老人读著嗬报纸，鼻子酸透了，决定破例亲笔

向下列人士送信。小朋友别妒忌，先看看圣诞老人怎么写──

（一）致徐文立夫人贺信彤：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骑著自行车到法院听审，周遭满是便衣，满座的法

庭内，跟你同坐的人一直打瞌睡。我不会恨他，我要向你的豁达大度学习，

谢谢你启发了我。

（二）致王有才太太胡江霞：

王有才是六四 21 个学生通缉犯之一，他是六四的好样孩子，是正直

的好孩子。为了声援他，我在未来的十一年里不会驶鹿车飞越杭州。

（三）致秦永敏八岁的女儿：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听你爷爷对记者说，你聪明懂事，那末一定晓得，

你爸爸是因为爱国而下狱的。十二年后你更懂事的时候就是你爸爸自由的

时候，说不定他会当上中国的曼德拉哩！(陈也)

摘自【萍果日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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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带领海外民运人士在联合国总部前绝食向中共抗议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七日专电) 为抗议中共镇压及迫害大陆异议人

士，旅居纽约地区的民运人士今天起在联合国总部前展开接力绝食抗议行

动，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此一绝食抗议活动是由「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自由中国运

动、与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联合发起。首日参加绝食者有「中国民

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最近被中共判处十三年徒刑的北京组党

人士徐文立的女儿徐瑾、着名诗人黄翔、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连胜德、和

「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北美支部的施军。

支联会游行促释异见人士

【本报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昨日发起游行静坐，抗

议中央政府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後，仍然重判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异见

人士，显示中国政府无意落实人权公约。 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徐文立、

王有才、秦永敏上周先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监十一至十叁年。

为此内地二百多名异见人士日前开始「百日绝食」抗议行动，支联会昨日

游行并静坐二十四小时至今日，声援内地的接力绝食。

司徒华指是白色恐怖

叁十多名示威者昨日游行往跑马地新华社，沿途大叫「抗议政治迫

害」、「组党结社无罪」等口号，要求释放所有异见人士。 支联会主席

司徒华指出，中共进行的白色恐怖是 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最严重，

内地继续镇压异见人士，显示北京无意落实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他指

出，中国人民将会用人权公约作为斗争的武器，争取应有权利。

司徒华又称，内地昨审判湖南工运人士张善光，他估计刑罚不轻，故

呼吁尽快释放异见人士。

用生命保卫中国的反对党运动---王炳章在联合国前绝食现场的演说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按语：为了抗议中共政权对国内反对党运动的打压，为了抗议中共

对民运人士新一轮的镇压活动，为了唤起国际良知，为了呼吁联合国对中

共的暴行采取行动，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

十点，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开始进行绝食。绝食的带头人是知名民运人

士王希哲先生。王希哲进行的，是无限期的真正绝食。今天陪同王希哲进

行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绝食的，有徐文立的女儿徐瑾、知名民运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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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北美支部负责人施军、自由中国运动发言

人连胜德和民运人士刘信荣。参加绝食宣布仪式的有三十多人。绝食人王

希哲、徐瑾宣读了中英文的绝食宣言。知名政治学者严家其、民运诗人黄

翔，在绝食宣布仪式上讲了话。绝食活动协调人王炳章发表了演说。绝食

活动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注意。一天中，前来慰问绝食人士的各界民众

络绎不绝。下面是王炳章在绝食宣布仪式上的演说全文。}

朋友们，这次绝食活动，由中国民运团体圆桌会议、自由中国活动和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联合发起。绝食的带头人是王希哲先生，还有二十

几位民运人士已经报名愿意参加绝食，他们将陆续伴同王希哲先生绝食一

段时间。还有些民运人士表示，在王希哲倒下后，愿意接上去，继续这场

真正的绝食活动。

我们称这次绝食活动是一场真正的绝食活动，是因为，王希哲等人已

经表示，在这场与中共专制政权的生死决战中，他们将用生命和鲜血与中

共抗争，以死相拼，来抗议中共对国内中国民主党和民运人士的镇压，来

唤起国际良知，声援中国民主党和国内民运人士，保卫中国民主党和中国

的民主成果。因此，这次绝食，与过去几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的象征性

绝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王希哲将持续绝食，直到到生命出现危象。

这次绝食在联合国总部门前进行，除抗议中共的法西斯镇压外，目的

是呼吁联合国对中共政权践踏联合国公约的罪行进行谴责，并采取适当行

动，制止中共的暴行。做为联合国的一员，中共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

签署的联合国公约。中共在签约后，公然违背公约精神，对公民的基本权

利肆意践踏。一个公民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触犯了法律，应当受到法律的

惩罚。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触犯了联合国的公约原则，就应当受到联合

国的制裁。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联合国公约的神圣。

朋友们，面对中共法西斯政权对中国民主党的打压，面对中共法西斯

政权对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组党人士和民运人士的迫害，我们不象

中共那样拥有机枪和坦克，我们只能用鲜血和生命向中共抗议，与中共抗

争，用鲜血生命唤起世界和人类的良知。看上去，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

拥有真理，拥有正义，在真理和正义面前，虚弱的是中共，害怕的是中共，

发抖的是中共。中共在二十世纪未的暴行，正是它即将灭亡的表征。

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强烈呼吁中共释放徐文立、释放秦永敏、释放王

有才，释放王策、释放张林和魏泉宝，释放一切政治犯和良心犯。虽然徐

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为了中国的反对党运动付出了代价，但就象徐文

立所说，他们的代价是值得的。我特别要提一下徐文立先生。在他被捕前

一小时，我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通话。他跟我说，我们中国民主党是一个

有自主权的党，是一个有尊严的党，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不需要中共政

权的批准。他被判刑后，对妻子讲，宁愿死在狱中、也不愿接受流放出国

的安排。铮铮铁骨，令人起敬。正是由于象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这样

的人的牺牲和奉献，才使得中国的民运得以延续，才使得中国的反对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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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得以延续，才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才使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得以延续。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朋友们，一九九八年在中国的民运史上，是光辉的一年。真正对中共

强权起到挑战作用的反对党，是在这一年诞生的。虽然中共对徐文立、王

有才、秦永敏等判了重刑，但是，中国民主党并没有被镇压下去。中国民

主党仍然屹立在神州大地，中国民主党的主体仍然存在，中国民主党仍然

在顽强奋战。我这几天从国内得到的信息表明，中国民主党的主张、中国

民主党的名字，已经被中国广大的民众所熟悉，有一些知识分子，一些下

岗工人，在民主党受到打压后，仍然表示愿意加入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

正义党。这说明，中国的反对党运动是打不垮的。突破党禁，是民主运动

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这一关早晚要闯。而在一九九八年，中国的民运人士

为了突破这一关，进行了伟大的尝试，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使中国的民

主运动推进到反对党运动的阶段，使中国的反对党运动登上了中国的政治

舞台，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将来，在书写一九九八年的民运史时，这

一年将以反对党的成立永垂史册。

让我们象王希哲所说、所做的那样，用生命保卫中国的反对党运动，

保卫和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

现在，我宣布，联合国前的绝食活动正式开始。

(1998,12,27)

注：愿意参加绝食、或支援绝食活动的人士，请电话联系：

电话：718-699-2011 or 718-699-3985 or 718-592-2666

12 月 28 日

杭州民运人士祝正明失踪两周可能被捕

【大陆新闻中心综合外电报导】据消息来源指出，居住於浙江省杭州

市的大陆民主运动人士祝正明已失踪两个星期，可能已被中共逮捕。此外，

中共最近亦要求严厉打击地下宗教活动，以防境外敌对势力对大陆进行政

治渗透。

据居住於杭州市的大陆政治异议人士吴义龙表示，祝正明自十二月十

四日起便不见踪影，可能是因涉入「中国民主党」一案而在最近中共的镇

压行动中被捕，他是第四位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捕的大陆民主运动

人士。

香港的「中国人权与民主运动」组织也向新闻界表示，祝正明被捕後

可能在近期内与其他同案的政治异议人士一样，被中共的法院处以重刑。

中共近二周来严厉打击大陆民主运动人士，湖南劳工运动人士张善光

上周才因「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获判十年徒刑，先前被捕的「中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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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发起人王有才与徐文立则分别被判十一年与十三年，同案秦永敏被判

十二年。

北京的「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彭明认为，中共最近镇压反对党人士只

是大陆民主的一个「短暂的低潮期」，明年中共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时就会

改观。这些镇压行动很容易理解，中共党内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和压力，

社会矛盾也日渐加剧。

明年同时也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十周年，中共在政治上必须

紧缩，以免各种社会矛盾藉机扩大冲突。彭明表示，他所领导的几个讨论

政治改革的团体也在最近全部结束活动。

此外，据香港「明报」报导，中共最近除了打击政治异议人士之外，

也要求地方政府对地下宗教活动保持警戒，以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

大陆进行政治渗透及搞分裂活动。

报导说，中共高层最近严厉要求地方领导人要严防邪教组织和利用宗

教进行非法活动，对这些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活动，要保持清醒头脑和

高度警惕，一旦出现此种违法行为，要及时、果断、坚决地打击和取缔。

报导指出，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等单位已下达「关

於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认真妥善地处理好宗教活动问题的通知」。

中共高层还指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是

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敏感，各种

矛盾交织，一旦处理不当，或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严重後果。

报导说，中共高层还要求进一步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佛像，严格控制

新建寺庙。对一些地方大刮「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之风，中共高层也斥

之为「不讲政治的表现」。

附：祝正明简历

祝正明，男，汉族，浙江江山人，工程师，1962 年 10 月 2 日生，

1982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分配在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

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两次被评为联合公司先进生产者，1988 年调入

杭州，从事过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设备调试等技术性工作，并担任车间

主要负责人。1998 年春被选拔参加省经委举办的全省大中企业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培训班，为期三个月。

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痛恨专制不平等现象。

89 年学运期间，曾在北京天安门发表演说，并向天安门学运领袖递

交过十条政治运作建议，"六四"后回杭潜心从事西方历史、政治思想史研

究，遍阅各主要图书馆的大部分有关民主的中外文书籍，95 年开始，从

基本民主观念入手，写成《政治民主》一书，98 年 1 月完稿，联系近十

家出版社无人敢接印，4月进行自费印刷，遭查封。

98 年 6月初，分析了国内社会现状和政治时局，积极筹划建党活动，

起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中国民主党章程

（草案）》，并进行印刷、散发，联络诸位民运朋友于 6 月 25 日前往注



393

册，从而掀起了一轮冲击党禁的全国民运浪潮。7 月 10 日，遭抄家，被

抄走电脑、打印机、数字收音机、数千页文稿、通讯录、大量《公开宣言》

和《章程（草案）》等三十一种物品，被关押十六天，监视居住五十天。

于 11 月 8 日经选举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负责人，全国筹

委会筹委。

现住址为：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花园岗化纤新村 2 幢 3-304 室，邮

编 310011，住宅电话：0571-8097075。

徐文立：“若死狱中 只要为我种棵树”

【华盛顿二十八日电】据「华盛顿邮报」报导，日前甫遭中共判处十

三年徒刑的大陆异议人士徐文立，在获知判决结果後，只要求妻子转告女

儿：「好好把书念完」，并表示如果自己死在狱中，只要为他种一棵树就

好了。

现年五十五岁的徐文立日前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十三年重

刑，其实他真正的罪名，是在中国大陆主张民主。

在此之前，徐文立和他现年二十六岁的女儿徐瑾也曾经分离过，从徐

瑾八岁到二十岁的十二年岁月里，徐文立因为创办「四五论坛」刊物被判

刑坐牢。期间，刚开始父女还可以有每月的定期面会，徐瑾可以坐在父亲

的腿上，但不久，狱方就禁止了这种身体接触，最後的三年里，狱方甚至

禁止徐瑾去探视她的父亲。

即使如此，那段岁月里，徐文立并没有忘却自己的父亲角色，他透过

书信教导女儿该念什麽书，面对师长嘲弄时如何自处，徐文立甚至尝试用

书信的方式教导女儿游泳。

由於徐文立的个人问题，徐瑾无法申请进入大陆大学，去年她从美国

巴德学院毕业，虽然徐文立去年已经出狱，却不敢申请前往美国参加女儿

的毕业典礼，因为他担心一旦出国，中共将不会准许他返回中国大陆，而

徐文立始终拒绝采取流亡的抗议途径。

所以上月三十日，当徐文立再次遭到中共逮捕时，徐瑾只能在遥远的

美国默默关注，她透过媒体知道，徐文立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控「颠

覆国家政权」，法庭甚至不让他为自己辩护。

中共官员在面对外界指责的时候辩称，他们是依据中国大陆的法律进

行判决，但事实上，即使前苏联，当他们把犯人送到古拉格群岛时也说，

他们是依照自己国内的法律判决。任何专制国家都可以任意制定自己的法

律。

获知被判处十三年刑期後，徐文立仍然保持他一贯的冷静态度，在获

准与妻子贺信彤独处三十分钟时，徐文立对贺信彤说，他将利用再次坐牢

的机会整理一下思绪，多读些书，写些文章。徐文立并要求妻子贺信彤转

告在美国念书的女儿徐瑾：「好好把书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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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如今正听从父亲的指示继续攻读研究所，但也尝试在美国进行营

救父亲的活动。徐文立遭到判刑当天，徐瑾在纽约就对当地记者表示：她

父亲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十二年又四十七天，如今又被判十三年，徐文立所

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希望中国大陆早日走向政治民主。

在纽约飞回波士顿的飞机上，徐瑾从报纸中获知，徐文立告诉她的母

亲贺信彤，如果他死在狱中，就为他种一棵树当成纪念。在返回学校的路

途中，尤其是这个理应与家人团聚的圣诞节日，徐瑾不禁悲从中来。(中

国时报)

12 月 29 日

杭州异议人士祝正明被迫切断与民运关系

(北京二十九日法新电) 消息人士今天说，失踪多时的中共异议人士

祝正明，上周获释後即被刻意切断跟民主运动的关系。

杭州民运人士王荣清接受法新社电话访问说：「祝正明几天前获释，

但他的家人对他施压，不准他再跟此间的异议人士联络。」

跟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有关的民运人士说，祝正明十二月十四日失踪後，

即被杭州公安当局拘禁。

王荣清说，祝正明後来於二十二日获释。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从祝正明被拘禁的时间看来，令人

担心他不久可能会被中共指控或被正式逮捕，而不只是拘禁审问而已。

中共最近加强对政治异议人士展开镇压行动，在短短一周内即判处四

位异议人士徒刑，其中三位跟中国民主党有关。

湖南省当局二十七日判决劳工运动领袖张善光十年徒刑，罪名是「危

害国家安全」。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因为颠覆罪被判十一年徒刑，武汉民运人士

秦永敏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北京异议人士徐文立因类似罪名被判十三年徒

刑。

今年七月杭州有二十位民运人士於试图成立中国民主党杭州分部时，

遭杭州公安镇压拘禁，祝正明即为其中之一。

当时中共当局要他们「修正路线」，祝正明执意不肯。公安虽然於八

月允许祝正明回家，但一直对他保持密切监视。

12 月 30 日

中共当局闪电式开庭审判从西班牙潜回中国的民运领袖王策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中共当局星期三开庭审判从西班牙潜回中国的异

议人士王策。这一消息是王策的妻子唐绚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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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旅居西班牙的唐绚中说，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星期三

打电话通知她，中国已经开庭审讯王策。这位领事告诉唐绚中为王策请律

师。但是目前唐绚中不清楚王策是在哪一家法院开庭受审。据杭州市检察

院日前发出的通知说，王策被指控犯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和“偷越国境罪。”中共选择在年关前突击审判王策，耐人寻味。

王策现年四十九岁，是海外民运团体的负责人。他在美国夏威夷大学

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移居西班牙，持政治难民身份，多年来一直被中

国当局拒绝回国。今年十月十八号，他经澳门秘密进入中国，十一月二号

在会见王有才后即在杭州被捕。唐绚中透露，王策虽然持有西班牙旅行证

件，但他此次进入中国，未带有任何身份证明。

唐绚中最后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王策已被开庭审判的消息，目前

无从证实。

中国政府审判王策“危害国家安全”和“偷越国境”案

秘密潜入中国的异议人士王策的妻子唐绚中表示，中国政府星期三开

庭审判王策“危害国家安全”和“偷越国境”案。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

者江楠的采访报道。

VOICE：现为西班牙政治难民的王策今年 10 月由澳门潜入中国大陆，

他在 11 月 2 号同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会面时被拘捕。12 月 10 号王策被

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和“偷越国境”的罪名正式逮捕。

王策的妻子唐绚中向记者表示，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的一位领事星期三

通知她，中国已经开庭审讯王策。

ACT1：唐绚中指出，这位领事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说明是中国的哪

一个法院开庭审判王策，她还说，王策已经被开庭审判的消息目前无法通

过其他途径证实。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法院官员拒绝透露是否将审判王策。

12 月 19 号，王策在温州的家人收到一封信，王策在信中委托家人为

其聘请律师。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认为，这表明当局可能会在近期

内审判王策。王策的姐姐王希仁介绍说，

ACT2：王希仁介绍了为王策寻找律师的进展情况，

ACT3：王希仁并不了解唐绚中所说的，王策已经被开庭审判的情况。

王策现年 49 岁，曾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是海外

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主席。

另外，最近两个星期之内，中国政府将民主党人士徐文立，秦永敏，

王有才以及工运人士张善光判以重刑，并判民运人士张林和魏泉宝劳教三

年。中国政府的这些作法是否意味着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至少是在人

权问题上失败了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李．麦克莱内在接受本台记者里查

德．芬尼的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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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4：“我们同中国有着非常广泛而复杂的关系。我们在为数众多的

问题上同中国保持接触，中美关系极为复杂和多层面。人权是中美关系最

为重要的层面之一。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可以改善和改变中国的作法。

我不认为接触政策失败了，这一政策立足长远，著眼于中美两国的长远利

益。我们也坦率地指出，中国目前的一些作法是错误的，我们会继续在这

些问题上直言不讳。”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王希哲，在纽约绝食声

援徐文立等人，星期三已经进入第三天。王希哲今年五十岁，曾在中国的

监狱度过十六年，因而体质很差。目前已有近三十人表示要接替他继续在

联合国前绝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 214 名异议人士的绝食行动眼下正在

进行中；星期二辽宁海城的朴一哲和李金泉的绝食，已于星期三被辽宁抚

顺的李一飞和王德丰两人接替。

秦永敏八岁女儿思念父亲 亲笔信上网感人至深

秦聃柯在信中写道，她每天都在想念父亲。听爷爷说，父亲要做十二

年牢，她现在才八岁，秦永敏要坐牢十二年，即她要二十岁才能与父亲团

聚。秦聃柯还表示，不相信父亲会做坏事。秦永敏已离婚，前妻现在北京

工作。由於秦聃柯的户口在武汉，故他只能在武汉上学，由秦永敏照顾。

秦永敏被捕前曾表示，他可能再次入狱，但不後悔，唯一的牵挂就是秦聃

柯，故他请朋友在他入狱後好好照顾女儿。

秦永敏：

我亲爱的爸爸！

我每天都在想念你！你到哪里去了，怎麽这多天不见你回来，听爷爷

说你要坐十二年的牢，是真的吗？我看你没有怎麽出门，怎麽会做坏事

呢？你坐十二年牢回来後我不就有二十岁了吗？爸爸我好好想念你呀！我

求求好心的叔叔伯伯们救救我爸爸，让我早点坐在我爸爸的怀抱里。我先

向所有关心我爸爸的人们问声好！

祝爸爸新年好！

你的好女儿：秦聃轲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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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支持民主事业同盟”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抗议

[自由亚洲电台 29 日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支持民主事业同盟”成

员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徐文立，秦永敏和王

有才。

MC: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日前被判重刑。12 月

29 日中午，美国首都华盛顿“支持民主事业同盟”成员在中国驻美大使

馆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下面是自由

亚洲电台记者江楠的采访报道。

VOICE：（Demonstrator Shouting)顶著毛毛细雨，一些美国“支持

民主事业同盟”的成员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

手持标语，并高呼“释放三名民主人士”的口号。

“支持民主事业同盟”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若干民间团体组成。该

组织负责人蒂默希．库伯宣读了该组织要求释放三名被判重刑的中国异议

人士的宣言。库伯说，

ACT1：“我们今天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前来表明我们对大洋彼

岸三名勇士的支持。这三个人置他们的财产，个人自由和生命于不顾，献

身于为中国人争取民主的事业。”

示威活动的另外一名参加者，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绿党成员史蒂夫．唐

纳森这样表达了他参加抗议活动的目的，

ACT2：“最近三位民主人士被判刑令人愤怒和震惊，特别是中国目前

正在试图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打算增进民主。他们三人被判刑，表明中国

政府在退步，这当然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但这更是对中国人民权利的粗

暴侵害。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表明我们对民主人士的支持，要求中国政府释

放王有才等三人。”

示威者之一阿尼斯．杰根说，

ACT3：“我希望中国政府保证徐文立等三人享有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世

界上每个人的权利。我希望中国政府停止言行不一的作法。”

示威者原计划将一份抗议书递交给中国大使馆，但一位维持秩序的警

察通

知示威者，中国大使馆将不接受示威者的抗议信。

立此为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徐文立案刑事判决书

（1998）一中刑初字第 2769 号

[编者按：本刊总第 282 期(1998.12.22)曾经刊登过徐文立案《北京

市人民 检察院分院起诉书》全文，研究中共法西斯伪法制者，请对照阅

读。]

公诉机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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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徐文立，男，五十五岁，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无业，住北

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四号四门四二三号。一九八二年六月因犯组织反革

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一九九三年五月被假释，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刑满，一九九七年五月剥权

期满。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被羁押，同

年十二月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莫少平，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徐文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向本院提起

公诉。本院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收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王

化军、李磊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文立及其辩护人莫少平到庭参加诉

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一九九

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先后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

对谈录》及伙同秦永敏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

“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污蔑

“人大选举是‘黑箱’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

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

回事”，“我肯定是想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

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言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

其它媒体上发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期间，徐还接受了境外资

助。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为成立“中国民主

党”，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

（临时），并向境内外散发。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

标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任“党部主席”。在此

期间，徐通过积极发展成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

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

为。被告人徐文立在法庭审理中未做辩解。被告人徐文立的辩护人认为，

起诉书对被告人徐文立的指控，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部分指控适

用法律不当，请求法院予以公正裁决。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徐文立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颠覆国家政权的准备活动。一九

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被告人徐文立在境内外刊物及其它媒

体上发表议论和文章，煽动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

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宣称“我肯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

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未来的那

个宪政和现在已有的宪法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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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徐文立为颠覆国家政权积极进行组织活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间，被告人徐文立策划成立“中国民主党”，并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

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

“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

并向境内外散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被告人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

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自任“党部主席”，并设立了副主席、秘

书长，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北美分部”“中国民主党北京天

津地区党部新闻发布中心”等机构。在此期间，徐文立通过积极发展成员、

举行宣誓仪式等活动，扩大组织，筹划召开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一九九八年二月至十一月间，被告人徐文立为组织、策划、实施颠覆

国家政权，积极寻求并接受境外资助，且在《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中

明确规定寻求境外资助。

上述事实，有查获的用来进行组织、联络活动的传真电话等物证以及

书证、证人证言、刑事科学鉴定结论等证据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立曾因犯一九七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又与境

内外敌对分子相勾结，寻求并接受境外敌对分子资助，进行组织、策划、

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

家政权罪，系首要分子，又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分院指控被告人徐文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

徐文立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能成立。本院根据

被告人徐文立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五

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一，被告人徐文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自

判决执行之日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九

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

三年。

二，查获供犯罪使用的传真电话等财物，予以没收（清单附后）。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惠庆

审判员 任连才

代理审判员 柏 军

书记员 黄 璇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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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证物清单

1 ，电话机 一部

2 ，传真电话 一部

3 ，打印机 一台

4 ，电脑 一台

5 ，通讯录 五本

6 ，《中国之春》 二本(总第 172、173 期)

12 月 31 日

思想压不垮，反对党制衡腐败的概念已在中国大陆深植民心

[本刊纽约特约记者 31 日报道]临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

从国内获得的信息指出，中共对于中国反对党运动的镇压，效果可能适得

其反，“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正义党”的名字和主张，通过中共的

公开镇压和官方媒体报导，已经深植民心，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注意并公

开讨论反对党的问题。更令人注意的是，很多中共的中层干部已经接受反

对党权力制衡的民主思想。

中国民主正义党今天披露了一项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显示，

在中国审判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之后，受访的北京知识分子中，百分

之七十一表示知道了中国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受审的消息和中国民主党的存

在，百分之六十三的人公开承认多党制衡对国家会有好处。而在审判徐文

立等组党人士之前，敢于承认“知道中国民主党存在”的知识分子可谓寥

寥无几。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共宣传机器的反面宣传。

一九九八年，在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可以称

为“反对党运动起始年”。由年初中国之春创办人王炳章闯关回国、筹组

反对党所带动的组党运动，成了九八年中国民运发展的主旋律。今年二月，

先是中国民主正义党在国内秘密宣告成立，海外响应建立了临时总部。一

个坚强的、海内外配合运做的民运组党推动团队初步形成。六月，趁克林

顿访华之际，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及一批民运人士将组党活动公开

化，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并公开申请注册。接着，山东和东北的民运人士

跟进公开组党，中国民主党就象野火一样在神州大地蔓延，公开的反对党

运动迅速得到发展，目前已经波及二十多个省市。突破党禁的反对党运动，

成了中国民运的主流，对中共的一党专政进行了直接挑战，对中共当局形

成了巨大压力。

著名政治学者、八九民运的领导者之一严家其教授认为，九八年的组

党运动，其意义超过了八九民运。因为，中国国内民运开始结束无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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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状态，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开始了一场以实际行动、而不只是言论

的真正突破中共一党专制的运动。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现任中国民主

党浙江筹委会秘书长朱虞夫认为，党禁早晚要突破，一党专制早晚要结束。

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组建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给民众提

供另一种选择，是使社会减压、实现中国和平转型的重要措施。朱虞夫说，

筹组反对党的民运人士都深知组党的危险性，深知中共镇压的残酷性，但

是，大家都做好了赴汤蹈火、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没有代价的民运是不

存在的。

的确，组织反对党的运动付出了代价。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置

一党私利于国家和民族之上。在反对党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终于

放弃了一时的容忍态度，对反对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为了反对党运动付

出代价、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有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陈增祥、魏泉宝、

张林等反对党人士。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共的镇压可能起到了反向效果。中国民主党的

名字、反对党的概念，通过中共媒体的宣传，已在民众中开始普及。可以

不夸张地说：“中共的镇压和宣传帮了民主党的大忙。”中国民主正义党

的国内人员最近进行了一项随机口头调查。鉴于国内的特殊环境，鉴于调

查题目较为敏感，调查不可能用公开问卷的形式，调查者只能多在朋友、

和朋友的朋友圈子内进行，采用随机访谈、聊天的方式，少数为陌生人。

在“闲聊”中，调查者巧妙地问：“报纸说最近判了几个民主党的人。你

知道有个民主党吗？你注意到民主党这件事吗？”然后，再在适当时机问：

“你看多党制衡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在访谈、“闲聊”的六十多

名知识分子中，百分之七十一说知道民主党的存在和受审的消息，百分之

六十三认为多党制衡对国家有好处，认为有坏处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八。虽

然这项调查人数有限、方法远达不到科学民意测验的水平，但仍然具有一

定参考价值。调查者称，在徐文立等受审前，当他与人谈论民主党的时侯，

知道的人非常有限。湖南省的一位民运人士说，因为湖南大学成立了民主

党筹委会，校园中议论民主党的人很多。以前是悄悄地议论，中国民主党

领导人被判刑的消息见报后，议论趋向公开化了。因为，官方报导了，人

们议论成为理所当然了。可以说，中共发动官方媒体，报导判处徐文立、

秦永敏、王有才的消息，目的是杀一儆尤，但在客观上，是对民主党一次

免费的大宣传。同样，中共外交部宣布判处魏泉宝、张林劳教，起到了宣

传民主正义党的作用。一位留学过美国的社会学者还透露了另一个有价值

的信息：他在访谈的二十几位中共中层干部中，发现反对党的概念已经被

中共大部分中层干部所接受。他接触的一半以上的中共中层干部认为，制

止腐败的最好办法是多党制。这位社会学者说，毕竟，现在的中层干部相

当多的人是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这种观念上的转变，预示着中国社

会的大变革就要来临。

还要指出的是，中共虽然判处了徐文立等人，但徐文立等少数人的牺

牲，保护了中国民主党的主体。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正义党并未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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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积极的活动。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给在联合国绝

食的王希哲发来慰问信就是一个仍在活动的明证。浙江、山东、辽宁、吉

林、黑龙江、湖南、湖北、北京、上海、天津、河南、四川、贵州、福建、

长沙、湖南大学等地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仍然存在，仍然经常活动。国内

两百多位民主党员和民运人士正在进行接力绝食，显示他们的意志和与中

共抗争到底的决心。浙江民主党的成员说，在王有才被判刑后，仍有很多

群众同民主党联系，表示支持，甚至表示愿意加入民主党。王有才、秦永

民被审判时，成百上千人聚会声援。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共极权高压下发

生的。这就是民意，是反对党运动深植民心的表现。

总之，中国政治反对派运动在一九九八年是起始年和播种年，今后的

几年如果各派精诚团结，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比赛给中共找麻烦，避

免内耗，充分发动群众，分化、瓦解当权的共产党各利益阶层，民主的局

面就一定会出现。

九九自由歌 --献给 1998 为中华自由民主受难的先驱者们

送交者: 人民歌手 于 December 31, 1998 06:25:39:

电影《红高粱》插曲

人民歌手填词

一九九九酿新酒，

好酒捧在英雄手。

喝了咱的酒，

见了恶霸心不抖，

坐牢只当去旅游。

喝了咱的酒，

面对坦克更抖擞，

长安街上挺胸走。

喝了咱的酒，

不怕推到菜市口，

脑袋掉下眉不皱。

一四七、三六九．

九九归一争自由。

大块肉、大碗酒，

天安门去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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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

好酒！

好酒！

标题新闻：各界强烈要求王希哲立即停止绝食，与中共斗争从长计议

王希哲绝食已达八十小时，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来信慰问

[本刊记者 30 日报道]抗议中共迫害民主党和民运人士、呼吁联合国

关注中国人权的绝食活动已经进入了第四天。截止发稿时，王希哲完全绝

食已达八十小时以上。绝食活动协调人之一、也是医学博士的王炳章，今

天检查了王希哲的身体，发现他的身体已明显虚弱，体重下降，脉搏不如

以前有力，有轻度脱水。另外，王希哲的口腔出现溃疡。鉴于王希哲以前

坐牢很久，身体底子较差，王炳章博士和前来探望的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

教授以及官平非医生、张鸣医生等都力劝王希哲停止绝食，让他人接力。

但王希哲坚持继续绝食。由于天气降温，绝食指挥部在联合国总部前搭起

帐篷，晚上，王希哲等冒着严寒在帐篷中继续绝食。绝食指挥部医疗小组

密切关注着王希哲的健康状况，随时待命，如有进一步异常，将强行将王

希哲送往医院。王炳章指出，象王希哲这样五十岁年龄的人，绝食两三天

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超过三天，就应特别注意。王炳章和其他前

往看望的医务人员都劝王希哲多喝些富有维它命的饮料。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得到王希哲绝食消息后，非常关心，特意从国

内发来一封致王希哲的慰问信。下面是该信的全文。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致王希哲等绝食民运人士的声援信

王希哲先生

并转各位绝食抗议的民运人士：

我们以十分焦虑的心情密切关注着你们的绝食抗议活动。中国最近的

政治审判，向世人展示了中世纪那黑暗的一幕：这是对人类良心的审判，

对人类良知的审判，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审判；这是二十世纪末少数无视人

类准则的人所创下的又一恶例。一个政府害怕被人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

由所颠覆，可见其本质之虚弱，可见其法理之难容。

你们是中国的圣雄，你们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唤醒着世人对世界

五分之一人类现状的关切：那些口称反对强权的人，用他们的强权肆无忌

惮地践踏国际公约，欺骗世人并将《世界人权宣言》玩弄于股掌之间。正

是那个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政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年代残害了数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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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并剥夺了十多亿人民的政治权利，目前仍蛮横地对试图行使自己固

有权利的人处以严刑。

声名狼藉的共产制度经过苏联、东欧人民的反抗，已经破落为孤家寡

人，形影相吊，朝不虑夕。中国民主党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希望促进中

国共产党的改革，使之克服缺点、革故鼎新，以崭新的面貌在新的世纪里

生存发展。然而我们的这种善良愿望却遭到了非理性的苛待，这是我们国

家和人民的不幸。个别顽固人物为什么要堵塞中国社会这只高压锅的减压

阀呢？为什么决心与人类为敌，使自己沦落为政治流氓呢？始作俑者，其

有后乎？

你们绝食已三天，我们的心伴随着你们度过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

分钟。我们从严密封锁的新闻中捕捉每一条有关你们的信息。你们气贯长

虹，你们的精神凌越于巍峨的联合国大厦之上。我们钦佩你们，在你们身

上体现着中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精神，为了中国美好的明天，你们将个

人生死置诸度外，我们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了为改革中华慷慨赴难的谭嗣同，

看到了为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民族而从容蹈海的陈天华。你们的壮烈行为

使那些政客相形见绌，使那些为谋求一己私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屑小们益

显渺小。我们全体中国民主党人谨此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我们的努力将为全人类所肯定，我们的奋

斗和牺牲将日益体现其永恒的价值，为了我们深深钟爱的中华，我们必将

无怨无悔地继续沿着这条荆棘之路一往无前。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

1998 年 12 月 29 日

大陆二十三名文艺界人士元旦起绝食

(记者张苑香香港三十一日电) 中国大陆「文化复兴运动」二十三名

成员自元旦日起分别在北京、上海、浙江、贵州发起绝食运动，要求中共

释放四名「文化复兴运动」成员马哲、吴若杰、李曦、刘宪立以及最近被

判刑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和张善光四人。

他们今天透过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的声明指出，绝食的

目的是为了促请中共顺应历史，认清形势，推进民主与政治改革，建立理

性制度的文明，释放全部政治与良心犯。

绝食行动是由北京和贵阳的诗人马强及熊晋仁发起的，吴若海、朱修

阳、李珊时、里记、陈蔚等二十三名作家、导演、记者、诗人及剧作家响

应参加，他们将自元旦日上午七时开始分别在各人自己的家中绝食二十四

小时。

「文化复兴运动」是由大陆文化人士发起的运动，他们提倡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及建立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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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文化复兴运动」的成员马哲、马强、熊晋仁和吴

若海同时在贵阳被捕，後来马强、熊晋仁和吴若海三人获释。据悉马哲已

於十一月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法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七年。

吴若杰是贵阳摇滚乐手，他与商人李曦只是向海外媒体证实四人被捕

的消息，便於今年四月被贵阳当局判劳教三年，目前两人关在贵阳劳教所。

现年仅二十九岁刘宪立是安徽业馀作家，他在今年三月前往北京访问

了徐文立及北京一些自由派学者，准备出版一本关於政治体制改革的书，

三月份被逮捕，并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预料明年初将会有判决结果，如果罪名成立，最

高可判终身监禁。

徐文立看守所内遭凌虐

[记者王羿儒台北讯] 据被重判入狱十三年的北京着名异议人士徐文

立的妻子贺信彤表示，徐文立在看守所内的待遇十分恶劣，公安把他当作

死囚看待，强迫他二十四小时戴上手铐。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表示，贺信彤在十

二月三十日那天，前往北京半步桥公安看守所，为徐文立送冬衣和换洗的

衣服，但看守所拒绝她的要求，要她把衣服带回去，并且不准她和徐文立

见面。

「人权信息中心」指出，徐文立自从十一月三十日被捕至今已经一个

月，一直没有换过衣服，现时北京气温下降至摄氏零下八度，但公安人员

却没有为徐文立提供睡床，要他睡在地上。公安并把他当作死囚看待，强

迫他二十四小时戴上手铐。贺信彤非常气愤地表示，徐文立既不会逃跑，

也不会自杀，公安人员为什麽要虐待他？

徐文立虽然已经判刑，但他的家门外现在仍有公安人员二十四小时监

视。另外，他家中的电话最近经常被人骚扰，电话铃响了，却没有人说话，

有时每小时出现十多次。贺信彤表示，由於她家中的电话受到严密监控，

因此普通人绝不会骚扰她家，她相信，骚扰她的正是公安局本身，目的是

干扰媒体与她联络。

另据「人权信息中心」表示，四川异议人士余万宝及刘贤斌十二月二

十九日被四川广宁及遂宁公安局宣布监视居住，出门要向公安汇报，而公

安也派人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们。而刘贤斌为免被捕已远走他乡，目前公安

正在搜寻他。

立此为照：徐文立案法庭实况记录(1998 年 12 月 21 日上午九时)

（徐文立妻子贺信彤整理）

时间： 1998 年 12 月 21 日上午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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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庭 第六庭

人员：审判长：王惠庆 审判员：连任方 代理审判员：柏军（女）

书记员：黄璇（女）

公诉人：王代军，李磊森 书记员：彭元华（女）

辩护人：律师莫少平，律师助理：刘东滨

旁听：共 22 人，我的座位在左侧中间，其余的旁听者我均不认识

法警 2 人，摄像 3 人（从三个不同角度从始至终摄）摄影 2 人

审判长：带被告徐文立到庭！

（徐文立、两名法警一起步入法庭，他很平静，穿着从家走时的衣服，

目视前方，昂首挺胸。我被安排坐在左侧的旁听席中间，这时，我叫了他

一声：?文立！?文立看到我，笑了。两名法警立即用手握他胳膊，不让他

停留，我又说：?下一个律师我们请张思之！?因为法庭剥夺了作为家属的

一切权利，从 11 月 30 日文立被带走，我不曾得到任何消息，既不通知我

为什么抓人，也不告诉我何时被捕，我几乎每天与他们联络，但回答只有?

无可奉告?，直到 12 月 18 日下午 4：30 通知我参加旁听。审判长怒目盯

我，并警告我，若喧哗将把我逐出法庭。）

审判长：被告人徐文立，你还有什么曾用名？

徐文立：主要是徐文立。

审判长：民族？

徐文立：汉族。

审判长：你的籍贯？

徐文立：安徽省安庆市。

审判长：你的职业？

徐文立：自由职业者。

审判长：家庭住址？

徐文立：北京宣武区白广路 2条 4 号。

审判长：徐文立，你以前是否受过法律制裁？

徐文立：如果说那称得上是法律制裁的话，1982 年判刑 15 年，剥夺

政治权利 4年。

审判长：这次什么时候洁案？

徐文立：1998 年 11 月 30 日。

审判长：什么时候市公安局宣布逮捕？

徐文立：1998 年 12 月 3 日。

审判长：（读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公诉人名单）

徐文立，你有权申请回避，你申请吗？

徐文立：我发表以下声明：这次审判，是中国共产党少数人对中国民

主党人的严重的政治迫害，所以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就象我在看守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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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拒绝回答他们任何问题一样。一，12 月 9 日审判人员通知我可以请律

师，我表示放弃，又说要为我指定律师，我也拒绝了。12 月 8 日有两位

律师到七处看守所，就是今天的莫律师和一位姓冯的女士，鉴于他们在这

样一个金钱至上的风气下，能够不收取报酬，免费为我辩护，我认为是值

得尊敬的，我本人表示接受。二，鉴于这次开庭，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共

产党的少数领导人对中国民主党的迫害，因此，对法庭的提问，我将不做

回答，我只回答律师的问题。

审判长：被告人徐文立，法庭是重证据，轻口供，没有证据，只有口

供不能定罪，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可以定罪。

审判长：下面开始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审判长：被告人徐文立，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了吗？

徐文立：（不语）

公诉人：徐文立，你交代与路透社记者艾伯乐的谈话的事实！（宣读

了其中?结束一党专制?）

徐文立：（不语）

公诉人：（宣布刑诉法一些规定）徐文立，你听见没有？为什么不说

话？你不说话，我们也可以给 你判刑，判你有罪。

徐文立：（不语）

审判长：徐文立，如果对起诉书的内容有异议你可以否认。

徐文立：（不语）

公诉人：合议庭，根据本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因为被告人拒绝回

答，公诉人询问到此结束。

审判长：辩护人有什么问题？

莫律师：我来提几个问题。徐文立，你的回答出于你的自愿，你也可

以不回答。起诉书指控的第一项事实，你接受这次来访是事先安排好的？

还是随机来访的？

徐文立：不能称为境外记者，这些记者都是中国政府邀请来京的驻京

记者，不只是艾伯乐，还有很多。我接受过很多次驻京的外国记者的采访，

这次采访是事先安排好的。

莫律师：是由记者安排的？还是你安排的？

徐文立：这次是我提出的，但大部分采访都由记者提出采访要求，一

年多来，有很多次，大约有几百次吧，大都是由记者事先主动安排的。

莫律师：第二个问题，请把这次采访内容的中心意思介绍一下。

徐文立：中心意思可以归纳为四句话：?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

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是围绕这个中心意思说的，请大家

注意，这里没有主语，而且用的是?结束?，而不是?打倒?、?推翻?，强调

用和平的方式，至于由谁来结束，很可能是中共自己，可以说中共也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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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件事，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已经回归，香港有民主党，还有民进

党，，它们不是在中国吗？

邓小平主政后，提出?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共自己也不认为

是一党专制，因此与中国现实并不抵触，这个结果有可能由别人作，也存

在中共自己进行结束。

莫律师：你的中心意思和中国现实法律不冲突，对吗？

徐文立：是的。

莫律师：这些文章是否征求过你的意见？

徐文立：征求过，最后定稿都是由我自己做的，我家门口总有几个公

安，每次我都告知他们，并把定稿的文章给他们一份，今天的这些所谓证

据，实际都是由我主动提供的。

莫律师：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公诉人：（出示证据，北京市公安局的证明材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在年月时段广播了《徐文立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的证明材料。

审判长：徐文立，你对这份证据有异议吗？

徐文立：（不语）

审判长：辩护人有意见吗？

莫律师：有。本身这份谈话的内容，公诉人只读了其中的一部份，不

能完全表达徐文立的意见，徐文立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

请求宣读同样是这份证据中的部份内容，请读原文。

审判长：公诉人举证后再读。

（公诉人举证，断章取义地只读其中个别句子。）

（莫律师读《徐文立和路透社驻京记者艾伯乐先生的谈话》将公诉人

故意跳跃和漏读的读了出来）。公诉人：（举证）

1 ，从徐文立家中搜查出的 1997 年 12 月 7 日给王希哲的有关这个谈

话的传真。

2，文检鉴定书。

（法警向合议庭、被告人（徐文立拒绝看）辩护人出示这些书证）

（莫律师再次宣读文稿中被公诉人故意歪曲的有关段落）

公诉人：被告人拒绝回答问题，但不妨碍我们判他有罪，下面我们将

安琪的采访和经过公布，对于徐文立的颠覆政权的罪行，我们将用事实予

以揭露。（读与安琪的谈话内容）

莫律师：徐文立，请你讲一下安琪对你的专访一文的中心意思。

徐文立：就其内容，这是我们企求的目标（解释那几句话的的观点）

这和艾伯乐谈话的中心意思没有什么区别。

莫律师：安琪的来访是谁来安排的？

徐文立：安琪女士原来在大陆是记者，她是?六四?以后出国的，现在

是独立撰稿人，是在她由法国去美国时，安琪主动提出的。

公诉人：举证《安琪专访》一文，有《中国之春》172 期上徐文立的

手写文字，??凡是要求发表时，徐文立必须有本人签名，才供发表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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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作业。（向合议庭、被告人（徐文立拒绝看）

辩护人出示证据）

公诉人：举证 1997 年初，《与四记者谈话》（CNN 麦百柯女士，路

透社记者贺琳女士，美国之音记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米希尔先生）

莫律师：徐文立，请介绍一下谈话内容。

徐文立：我谈了目前国内的主要问题，人民的参与权，当时面临人大

选举，以往的选举是基本是在人民不知情下进行，我特别强调分析我们中

国民运的形势、目标、途径，我们要建立一个平台，一个架构，使人们充

分发表自己的见解，推动民主进程，这个过程是和平、理性、公开、非暴

力的------

公诉人：（出示《与韩东方对谈录》）

徐文立诬蔑全国总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共产党从来没把工人当作领导

阶级，要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以对抗全国总工会------

莫律师：这次对谈是谁提出的，发表时是否征求过你的意见？

徐文立：韩东方约谈的，他在香港，发表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其中主

要是说如下几点：

一，关于?黑箱?作业，本身讲的只是缺乏透明度。

二，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国际公约，工人有权组成立自己的工会，

维护自己的权利，应当从共产党领导一切的现状中解脱出来，共产党不能

领导一切，代替一切，包打一切，工人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维护自己的

宪法保障的权利。

三，?独立工会?是工人的一个独立组织，工人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

当然要申报，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现在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我们寻求

的是为不同的政党建成一个?平台?，这些政党应是成熟的，负责任的，互

相制约的，我本人不想组织独立工会。莫律师：（宣读《与韩东方对谈

录》，针对指控，将相关内容特别是漏读部分读出，有关黑箱作业段落，

有关共产党不应包打一切等，及联合国公约）

公诉人：出示《告全国工人同胞书》，徐文立和秦永敏在这里煽动鼓

吹，

号召工人成立独立工会，推翻全国总工会，污蔑总工会------

莫律师：徐文立，这个告书是谁起草的？

徐文立：武汉秦永敏。

莫律师：你修改过吗？

徐文立：修改过。

莫律师：内容与你本意完全一样吗？

徐文立：为了尊重起草人的意见，没有大修改，不完全代表我的本意，

主要是讲这么几个问题：

一，中国政府自己签署了这个公约后，是应该向公民宣传的，这个公

约赋予了公民人人有权组织工会的权利，人人有参加自己工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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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经历“文革”，不应有大的社会动荡，

希望下岗、失业工人近期内尽可能放弃街头行为，争取社会稳定，更多的

把行为局限在本单位，当然可以适当地向政府施加些压力。

莫律师：我理解你的中心意思主要是：

一，这个“告全国工人同胞书”没有完全表达你的意思。

二，只是要介绍一下公约的内容。

徐文立：是的。

莫律师：发表时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徐文立：是的。

公诉人：（出示证据）：

1，12 月 27 日晨，回签王希哲的传真.（告王希哲国内当时成立工会

的条件）

2，市公安局的证明，下载的在电脑网络上发现的材料，有不同版本

的告书。

3，1998 年 2 月 8 日的询问笔录。

莫律师：有关的证明材料内容不尽一致，（随即宣读了不一致的内

容）。（证明告书与徐文立的一些想法并不一致，而徐文立只是作了修改，

不能反映全部）

徐文立：我要求：

一，请现在宣读国际公约的有关部分内容。

二，修改的过程口供不足以作为证据，我签的东西有三种，若签?基

本相符?实际上是相差很远的意思，不能作为证据。

三，在告书中特别告诉了工人怎么行使这种权利的表述，并没有让工

人不顾法律，去组织工会。莫律师：（宣读《告书》部份内容，证明公诉

人的指控不全面，并指出，《告书》有些内容与徐文立的一些想法不一致，

与王希哲的传真更证明徐文立对独立工会一事并不想搞工会。

公诉人：（宣读有关接受境外资助的证据）

莫律师：有关这 500 美元有几个问题：

一，是谁给你的？知不知道是谁交给转交人的？

二，转交人是不是告诉你是王炳章给的？

审判长：出示证据再问。

徐文立：我见到证据再答。

公诉人：举证，读侯宗哲证言、侯宗哲妻子贾志敏证言、徐文立收条。

侯宗哲是 1998 年 12 月作的证言，证言大致：1998 年 2 月，一天晚上，

突然来了一个自称赵力的人，找到侯宗哲家，说，王炳章托他给徐文立

500 美元，请侯转交。侯说，他许多年与徐文立没来往了，赵力说他不认

识徐家，麻烦侯转交。2 月 27 日侯宗哲将款交给徐文立，并请徐打个收

条。侯宗哲妻子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证言，只说她在另一房间睡觉，并没见

到来人。侯去送款时，她嘱咐侯，钱的事说不清，一定要打个收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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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律师：辩护人对侯宗哲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贾志敏的证言的

真实性同样提出异议。

公诉人：（出示鉴定结论，证明收条上的字是徐文立所写）

莫律师：这收条是你写的吗？

徐文立：是我写的，我回答几个问题：侯宗哲是"民主墙"时期的朋友，

后来很疏远了，这个收条是我写的。当时是有这么回事，他送来 500 美元，

只说是朋友让他转交，但这 500 美元究竟是谁提供的，有问题。侯宗哲作

为朋友，如果转达王炳章的意思，作为朋友，能转身就把收条交给公安局

吗？我怀疑是公安局安排的，也许这钱就是公安局给他的，而且只是他们

夫妇二人串通作证。公诉人插话：你没有证据证明是公安局给的。

徐文立：我是没有证据，你们同样没有是王炳章给的证据。

公诉人：（出示《中国民主党章程》，读其中某段落）。

莫律师：《中国民主党章程》是由严家其起草的，那么，大纲或者基

本构架是你提供的吗？

徐文立：我是在前言部分做了一个概括，接受了严先生、宪政学家们

的意见，把专制改成专政落笔是我做的，宗旨是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

公心至上有别于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政治原则上强调公开，理性，和

平，即非暴力。

莫律师：组党的目的是什么？

徐文立：在民主社会，民间要有反对党，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进行制

衡。要有多党制衡，才能对中共的腐败进行制衡。

莫律师：这次组党，你们履行了什么手续？

徐文立：有的，是没有公开的，组党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应在官方机

构登记备案，这一次没有这样做，主要出于三点考虑：

一，中国政府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两个公约的实质性内容赋予了公

民有组织政党的权利。

二，法律没有禁止组党的条款，而法律不禁止的事，公民可以做。

三，没有相应的政党法可遵循。

鉴于以上三点……

审判长：（粗暴地打断了徐文立的谈话，不许他讲下去）

莫律师：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了吗？

徐文立：我们只是提议筹备，没有受到全国授权，不会去做。

公诉人：出示证据（张辉证言，查建国询问笔录，成立公告 1，2，3

号）

莫律师：有异议，吕洪来自己否认是副主席。

公诉人：进一步出示证据,施军加入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书,由此可说明

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组织活动方向向境外渗透。

法庭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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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尽管被告人徐文立不回答公诉人的提问，但本案证据已经核

实，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被告人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一，被告人的行

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告人徐文立于 1982 年因犯组织反革命集团

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主观恶性大。16 年前，就

勾结王希哲等人声称反对封建社会主义，并企图组党。被告人一贯敌视人

民民主专政，刑满后，特别是 1997 年 5 月剥权期满，反而变本加厉。被

告人徐文立利用境外媒体，制造舆论，声称“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

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作

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宣称

“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

二，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民主专政，并接受境外资助。

三，勾结境外敌对分子，组建?中国民主党?其首要目标是：“在中国

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网罗成员加入，举行入党仪式。上述活

动中，涉及政治、经济，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莫律师：（宣读辩护词）（见后）

公诉人：被告人徐文立，主观上有目的，客观上有行为，从言行来看，

攻击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要“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而且和境

外分子严家其共同制造的《中国民主党章程》，不是单纯的思想阐述，被

告人徐文立组建中国民主党，避讳使用“推翻”字眼，但针对的是宪法确

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个党章也是徐文立勾结海外敌对分子严家

其共同制定的。

公诉人：一，关于被告人是否要煽动成立独立工会，是其颠覆国家政

权的言论，言论与行为之间有联系。二，“境外资助”一事，证人证明得

很清楚，完全可以认定。三，适用法律上，既有煽动的行为，也有事实的

行为，从重处罚，适用法律是适当的。

公诉人：看他的言行，是主观上的，接受采访，组党是具体行为。主

客观是完全一致的。成立“独立工会”是行为的一部分，应看到整体，主

观犯罪现实与目的，不相抵触。

审判长：被告人你可以作最后陈述。

徐文立：（停了片刻，说，好，我作了最后陈述吧。）

16 年前，我曾到中级法院，16 年后，我又站到这个席位。当时是反

革命罪，很庆幸，今天这个罪名已经没有了，这说明中国社会在进步。上

次，我被判刑 15 年，我坐了 12 年零 47 天牢。我的牢狱之苦，这次面临

的将不比上次的少。这我很清楚，我赞赏谭嗣同的一句话：“我以我血荐

轩辕”。

审判长：被告人徐文立，你的讲话要针对这个案子，不要说得太远。

徐文立：我不主张革命、暴力，我不会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

翎！

审判长：再次提醒你，必须回到案子上，不许扯远，在法庭上听我审

判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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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93 年到现在，我有多次出国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我是自

愿地，或者是受到某些人的抬举站在这里。我站在这个地方，有些人

说我执着，有些人说我有点儿傻。国家政权是公器，不存在颠覆。公器不

存在颠覆，除非国家政权是个人的，私党的，或者家族的，别人提些看法、

意见，就颠覆了个人、家族、小集团的私利。国家是确实存在的，国家要

有管理，无政府对人民是不利的。6 月 25 日浙江筹建中国民主党，证明

中国人民是进步的，是中国法律不禁止的，又受到刚刚签署的国际公约的

保护，希望中共通过权力机构立即制定政党法。政权的管理，由两项构成：

一是什么样的人去管理，二是怎样实施管理。战后意大利政府……

审判长：（粗暴地）你离题万里，整个审讯过程，你不回答问题，表

示你蔑视法庭，停止你的陈述！宣布休庭 20 分钟。

徐文立：你剥夺了我作最后陈述的权利！

20 分钟后，开庭进行宣判。

宣判：经合议庭讨论，被告人徐文立与境内外敌对分子相勾结，寻求

并接受境外敌对分子资助进行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

主义，是犯罪活动。其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系首要分子，又系累犯，

应从重处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

根据，予以驳回，依照刑法第 105 条第一款，第 106 条，第 55 条第一款，

第 56 条第一款，第 66 条，第 64 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徐文立犯颠

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徐文立：我抗议！这是政治迫害！

贺信彤：我抗议！审判长，你是不公正的，你亵渎了法律，你的法庭

审判不是独立的！

(完)

莫少平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并征得被告人徐文立同意，在徐文立

颠覆国家政权案中担任徐文立的辩护律师。我将遵照刑事诉讼法第 35 条

之规定，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

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派后，我认真查

阅了本案卷宗，充分了解案情，会见了徐文立，经过对本案卷宗的研究和

今天的法庭调查，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对部份事实认定不当，适用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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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京检分审字第 609 号起诉书指控徐文立颠覆国家政权的第一部

份“犯罪事实”是：“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 1997 年 11 月至 1998 年

4 月间，先后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访谈录》及同伙秦永敏（另

案处理）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结束一党专

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污蔑人大选举是

“黑箱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

工会”。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我肯

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

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议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其它媒体上

发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辩护人认为检察院的上述指控是不能

成立的，理由是：

1，起诉书指控徐文立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对谈录》及发

表《告全国工人同胞书》是为了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没有法律依据。

（1）起诉书所罗列的徐文立的言行，在我国现行的法规中并没有禁

止性的规定，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可能有这样禁止性的规定。

（2）如果全面的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分析徐文立的所有言论，并不能

得出徐文立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的结论。

（3）即便是“舆论准备”按我国法律规定也不能构成犯罪。

2，没有证据证明徐文立本人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告全国工人同

胞书〉中虽有：“我们建议全国工人同胞们立即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工会”

的言词，但这本非徐文立本人的真实意思，首先，〈告全国工人同胞书〉

不是由徐文立起草的，徐为尊重起草人，仅对该文做了稍许修改，所以该

文主要反映的是秦永敏的观点；其次，徐文立曾多次明确表示反对立即成

立“独立工会”，如在〈告全国工人同胞书〉发表后的 1997 年 12 月 31

日徐文立答王希哲传真中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内并无形成独立

工会实体的形势，绝大多数工人朋友们尚无此迫切的需要，所以，以上两

个历史文献（指〈告全国工人同胞书〉和〈独立工会章程〉注）带有很大

的超前性。”在 1998 年 2 月 6 日询问笔录中，徐文立说：“我觉得在中

国搞类似波兰那样的自由工会，走不通。”问：你是不是煽动（指成立独

立工会注）？答：不是。1998 年 2 月 8 日询问笔录中，徐文立说：“我

本人无意要做什么，……我本人无意去组织什么活动，这要在中国有相关

的法律、法规后才能实行。”又说“所以我告诉王希哲，在现在的中国成

立‘独立工会’是天方夜谭。”从以上证言中可以看出，起诉书指控徐文

立“煽动成立独立工会”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3，起诉书指控徐文立的第一部份“犯罪事实”不符合“颠覆国家政

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起诉书指控：“徐还接受了境外资助”。但检察院所依据的证

据，只有侯宗哲证言、贾志敏证言及徐文立所写收条。以上证据材料仅是

中间转交人的证词，没有委托人的证词，证据上不完整，不能直接证明徐

文立所收 500 美元的确来自境外，也不能证明此资金是用来资助徐文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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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的，因此，起诉书中所称“接受境外资助”不能成

立。

（2）起诉书指控徐文立“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勾结，共同制定

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可是，没有证据证明此《章程》系共

同制定，只有严家其起草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而没有徐文立起草此

〈章程〉的证据，因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制定。综上，请法庭对辩护人的

辩护意见予以充分考虑，根据事实和法律给予公正的判决。

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 莫少平

1998 年 12 月 21 日

1999 年 1 月

1 月 1 日

中国民主党再次呼吁中共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党禁

【明报专讯】尚未「出世」便受到当局严厉打击的中国民主党元旦发

表一份声明，呼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党禁及开展政治

体制改革。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年造就的

腐败官僚阶层，在去年发生的特大洪灾中将其罪恶一面充分地暴露出来。

虽然共产党有一个纪检部门，但是对党内的腐败却束手无策。「要反

腐败就应该有反对党。」

声明还说，中国在新的一年里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要防止亚洲

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实现国企、金融和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中国政府

必须下决心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以配合经济改革的进程，否则後者将前

功尽弃。

由于中共还没有开放报禁，公民事实上不能自由办报，中国民主党至

今并没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工具。他们的声音能传达到多少人，值得怀疑。

1 月 3 日

中国民主党上海成员韩立法及蔡桂华被沪警陷害遭控召妓

【明报专讯】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日表示，上海

中国民主党成员韩立法及蔡桂华在失踪两个月後，其家人已获公安局通知

两人因「涉嫌嫖娼」将被拘留九个月，要至今年七月才能获释。该中心认

为，最近发生四宗异见人士「嫖娼」的案例是公安设下圈套加以陷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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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不仅可禁止异见人士活动，也可在判决後减轻国内外的抗议压力，以

及抹黑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

[中共警察已经卑鄙到用这种黄道上的下三滥手法来捍卫红色政权，

叹服！]

另方面，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则报道称，十月二十三日晚一名相

识不久的人邀请韩立法去闸北区某宾馆喝酒，韩立法不胜酒力醉倒，当第

二天早晨醒来时已在闸北区公安看守所。

而十月三十日晚，蔡桂华则被一相识不久的人约到徐汇区一家叫「博

士娃」的宾馆谈生意及跳舞，期间那位姓马的人士表示如累了可入某房间

洗澡；而当两人洗澡时，突然进来两位年青女子，她们二话不说就宽衣。

宽衣途中几名公安冲入将蔡桂华拘捕，後在十二月二十日才通知其家人说

蔡桂华「涉嫌嫖娼」被拘留九个月。 (摘自 星岛日报)

1 月 4 日

中国警方在各地不断拘捕传讯中国民主党成员 丁贵雄在内蒙古被逮

捕

(北京四日法新电) 一个人权团体今天说，一名和非法「中国民主党」

有关的中国大陆异议份子，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即在内蒙古遭警察扣押。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一项声明中说，现年三十六岁的丁贵

雄，一周前从家里被带走，目前仍被警察扣押。

丁贵雄以前是内蒙古五原县的一名工人。他在被扣押之前，十二月曾

被警察问话四次。但这次传讯历时一星期，至今未获释放，事态相当严重。

自从中国领导人要求各省市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后，警方

在各地不断拘捕传讯中国民主党成员。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平的采

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上个星期在全国政法会议上要求各省领导人将打

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作为重点之中的重点。在此之后，中国各地的

警方继续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中国民主党。

去年十一月中旬，中国有关当局已经对中国民主党的主要成员王有才，

徐文立和秦永敏判以重刑，并且传讯了中国民主党的其他成员。

在江泽民讲话以后，内蒙古的公安人员于十二月二十八号拘传了中国

民主党成员丁贵雄。现年三十六岁的丁贵雄是内蒙古五原县的工人，去年

十二月以来，曾经四次被公安人员传讯。

星期一，记者打电话到丁贵雄在内蒙古的住所了解情况，他的房东对

记者说：

这位妇女说：丁贵雄十二月二十八号被公安人员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他的弟弟最近来找过他，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

去年十二月五号，大连警方拘留了中国民主党成员刘世遵。十二月二

十九号，公安人员又拘传了刘世遵的妻子，和两个姐姐，向她们询问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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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情况。刘世遵被捕前曾经为中国民主党在北京和天津

地区的负责人徐文立工作。星期一，警方释放了刘世遵。

此外，上海中国民主党成员韩立法和蔡桂华的家属最近了解到，他们

二人被警方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予刑事拘留九个月的处罚。

就最近中国有关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行动，中国政治事务分析家，

[胡锦涛传]一书的作者任知初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任知初先生指出，根据他去年下半年在中国国内的观察，新生的中国

民主党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影响力还不是很大。

最后，任知初表示，对于中国来说，一九九九年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

因素。

中共再逮捕中国民主党成员刘世遵和其家属

(记者张苑香香港四日电) 曾在「徐文立办公室」工作的中国民主党

北京、天津党部秘书长刘世遵的妻子、大姐和二姐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

辽宁大连同时被拘捕，他的妻子林海芬及大姐刘智君在盘问三小时後获释，

二姐刘慧君则被关押二十八小时後才获释。公安主要想向她们了解刘世遵

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情况，同时，公安又抄查了刘慧君和林海芬的家。

人权中心表示，刘世遵是在十二月五日在大连被拘捕，由於刑事诉讼

法规定扣留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而当局在期满前夕抄家并拘捕他的家人，

显然是试图收集足够证据将他正式逮捕，一旦被逮捕，也可能被判以重刑。

刘世遵今年三十六岁，是八九年北京服装学院学生，是北京「高自联」

成员，曾被扣押一年。今年九月开始在「徐文立办公室」工作。

报导指江泽民指示重判民运人士

(记者张谦香港四日电) 即将出版的香港开放杂志报导，中共当局最

近大肆逮捕民运人士并重判徐文立、王有才及秦永敏等人入狱超过十年的

原因，是忧虑一九九九年政局不稳，因此先行清除「不稳定」因素。

报导指出，中共方面最近突然改变立场，大肆逮捕及判处一些民运人

士入狱，与当局估计明年大陆形势趋於严峻有关，而逮捕和重判民运人士

入狱，则是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指示。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江泽民於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结束日本访问

返回北京後，在内部做出了两个重要报告，一是谈国际形势，二是谈大陆

形势。在大陆形势部分，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江泽民的谈话後，以文件形

式向下传达，内容解释了中共当局近日逮捕民运人士的原因。

文件表示，一九九九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六四」北京风波

十周年、中共建国五十周年，而且又是澳门回归的一年，加上国外敌对势

力与大陆反动势力相勾结，对大陆政治社会稳定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

各地领导要保持高度警惕，各方面要做出积极回应。



418

文件要求各地密切注意一切不稳定因素，主动积极向上级汇报。

消息人士指出，为应付今年政局的不稳，中共当局最近成立了一个专

责的「治理国情临时领导小组」，以统筹情治文宣统战系统以及各地区的

工作，由江泽民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总理朱熔基、国安部长许永跃、公安

部长贾春旺、武警司令杨国平及中宣部长丁关根等。

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方面最近对徐文立等民运人士的重判，正是根据

此文件的精神。

报导也引述消息指出，在民运人士於大陆各地纷纷建立民主党分部後，

中共政治局曾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之策，会议一致认为民运人士太猖狂，

应及时制止这股逆流，如果未能予以制止，一旦民运人士与下岗工人合流

闹事，就会引发社会动乱。

1 月 9 日

全国各地二百一十四勇士接力绝食：中共强力镇压民运结盟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透露，针对大陆各地二百一十四

名异议人士为抗议中共当局将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人判处重刑，而

准备进行百日接力大绝食一事，中共公安自六日起，分别传讯了十位参与

绝食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并警告异议人士不得绝食，否则後果自行负责。

信息中心表示，公安从六日至八日分别传讯长春市的李维、安福兴、

唐元隽、冷万宝、姜胜旱，吉林市的刘少坤，双辽市的李杰，及哈尔滨的

萧利军、杨福文和全力叁等十名中国民主党成员，传讯内容大同小异，都

是警告异议人士不得参加绝食及不能相互串联。

信息中心指出，大陆各地二百一十四位异议人士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宣布举行一项百日接力大绝食活动，以抗议中共当局将大陆着名异议人

士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等人判处重刑。这项绝食活动已广泛引起大陆

各界热烈的回响，到一月八日共有二十八名异议分子参加绝食，此外，在

一月一日还有二十叁名记者、作家和画家投入绝食活动。

信息中心说，至一月八日，辽宁的薛新城及李东坡完成了二十四小时

的绝食，一月九日则由辽宁的田晓明及李占奎准备进行绝食接力，吉林和

黑龙江的异议人士准备在十二日至十六日举行绝食抗议，十七日以後则由

北京的任畹町等异议人士进行绝食接力。

信息中心表示，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在家中进行绝食一事都要加以阻

止，不但显示中共对人权及宪法的践踏已到了非常严重的起步，同时也说

明北京当局相当地心虚。

信息中心指出，这场绝食活动原定在四月结束，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

的非异议人士准备加入绝食行列，人数远远超过原来的二百一十四人，预

料这场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绝食抗议活动，

将持续并跨越「六四」十周年，这也是中共当局目前最担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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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等四位被判重刑民运人士家属控诉中共迫害

——证词将被列入国会听证记录

[本刊纽约特约记者 9 日报道]据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透露，中国民

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和中国民主

正义党秘书长傅申奇在一月八日美国国会中国民主党和人权问题听证会上，

带去了最近被中共判处重刑的民运人士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秦永敏的弟

弟秦晓光、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张善光的妻子何雪竹的电话录音证词。

他们以被害人家属名义的身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最新的信息。由王炳

章录制的四位受刑人家属的证词，是对中共专制迫害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士

和组织独立工会人士的最有力的控诉。

这些原本最有价值的国会听证证词，原定由录制这些证词的王炳章在

听证会上播放录音。但可惜由于民运派别顷轧，四位判刑人家属的录音未

能得到机会在听证会上播放。会中，王炳章、王希哲和傅申奇等，向有关

国会议员、记者及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散发了受刑人家属的录音

证词资料，引起了听政会的注意。听证会前和会后，主持和提案听证会的

国会议员吉尔曼、罗巴赫等议员，对受刑人家属录音证词极为重视，考虑

决定将该项家属证词列为国会听证的正式记录，价值与出席听证的证人证

词一样。

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在录音中说，徐文立在判刑后仍被带上手铐，待

遇极为恶劣，向对待死刑犯一样。经严重抗议，伙食才有改善。徐文立带

着手铐，给妻子写了一个条子，徐文立的律师将条子转给了贺信彤。结果，

他的律师竟然遭到当局警告。王炳章推测，中共当局可能故意虐待徐文立，

以逼迫徐文立出国。贺信彤坚定地回答，根据她对徐文立的了解，中共打

算驱逐徐文立出境的计划必定破产。贺信彤讲，徐文立虽然深受迫害，但

仍然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

秦永敏的家属透露，秦永敏被捕已经超过一个月，判刑也已近一个月，

但至今秦永敏的家属还没有接到判决书。更有甚者，秦永敏的女儿给父亲

写了一封信，该信在海外发表后，仅仅八岁的秦永敏的女儿竟然也遭到中

共当局骚扰。中共连小女孩也不放过，令家属十分气愤。另外，秦永敏的

多位亲属也无缘无故地被骚扰和警告。

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说，王有才已经被捕三个月。三个月中，虽然她

经过多方面努力，仍然不得允许与丈夫王有才见面。

湖南民运人士张善光因组织独立工会被判处十年重刑。他的妻子江雪

竹控诉说，张善光被捕已近四个月，并被判刑，但她从未许可见丈夫一面，

甚至连她给丈夫送衣服的权利都没有。江雪竹忧心地表示，她不知丈夫四

个月没换衣服是怎么过来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的上述表现，多处违反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凡看

过上述录音证词、具有良心的人，无不对中共毫无人性的行为表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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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理们读了受刑人家属的证词无不动容，因此考虑列入

国会听证记录。

另外，王炳章、王希哲、傅申奇等还在听证会现场散发了徐文立受审

过程法庭记录。中共在审问过程中，对徐文立起诉的理由包括如下几项：

(一)与海外“敌对”分子王希哲等联系；(二)接受海外“敌对”分子王炳

章的资助；(三)发展海外民主党党员施军；(四)与海外“敌对”分子严家

其勾结起草民主党章程；等等。中共就是根据上述“证据”和“罪名”，

将徐文立判处十三年重刑，令人十分气愤。从这第一手的资料中，我们也

可看出海外民运对国内民主党的支援，看出中共十分恐惧国内民运与海外

民运的结合。这分资料也引起了议员的重视，考虑将列入国会记录。

1月 10 日

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的证词

──姚振宪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民主党事件的听证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我叫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创建者之一。

当中共当局大肆逮捕民主党人之际，我在贵国驻华外交人员的帮助下，于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携妻子、女儿来到美国。因此，我是中国民主党目

前唯一流亡海外的成员。今天，我要在这里向诸位介绍我所知悉的关于中

国民主党的一些情况，呼吁国际社会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中国民主党人，

这也是我们党交给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当贵国总统克林顿先生首次踏上中国国土

之际，中国民主党在浙江省的三名成员王有才、林辉和王东海向省民政局

递交了一份要求批准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报告，这是共产党统治

中国以来中国人民首次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宣告成立反对党，此举不仅轰

动了世界舆论，也震惊了北京的独裁者。由于当时正值克林顿总统访华，

中共当局不便下手镇压，但是等克林顿总统返回美国以后，杭州等地公安

部门便从七月十日起拘捕了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程凡、王培剑、吴

高兴、朱虞夫、林辉、方笑凰、王强等十多位民主党人。不过镇压行动也

使中国民主党的名字传遍全球，这是当局始料不及的。

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中国民主党并不谋求推翻现政权，也绝无在中

国制造社会动荡的计划，这同当年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的做法绝然不同。我们党要求所有党员都遵守中国现有的法律，哪怕这些

法律只体现独裁者的意志。我们党的政治诉求是在中国实现全面的直接民

主选举，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实行合理的权力制衡，使立法、行政、司法

三权分立，并允许多党竞选议会议席和最高行政职位。这些主张虽使独裁

者不满，却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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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动员力，急切想扼杀中国民主党于萌芽状态。众所周知，

由于中国目前仍实行一党专政，而且共产党本事也没有直接、公开的竞选，

权力分配完全是“黑箱作业”和幕后交易，所以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腐败

的国家之一。共产党宣称要加强它的领导，实际上是要维持其在独裁体制

下所能取得的特殊利益。这种不合理的权力架构迟早会被人民打破，我们

中国民主党只是希望中国的体制转型能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进行，也

希望中国共产党能顺应时代潮流而逐步还政于民。我们党的纲领以及历次

重要会议都是这样强调的。

中共当局拘捕浙江省民主党人的行动激起了海内外强烈的抗议浪潮，

这使它惊慌失措，于是在去年八月底之前，上述被捕人士陆续获得释放。

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

工人、农民、商人、国家公务员以及法律界和文化界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表

示支持中国民主党，许多人以公开或秘密形式直接成为民主党成员。鞍山

市一名共产党藉律师王文江先生则索性于九月十四日宣布退出共产党加入

民主党。现在我们党的秘密成员已超过一万名，一旦解除党禁，中国民主

党很可能会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党。

我和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韩立法、佘万宝、刘贤斌、谢万军等

同志拿出个人仅有的存款，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并商议决定每隔半个月宣

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省市级筹委会。这样，我们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

成立了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四川、湖

南、贵州、河南、重庆筹委会，并决定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庐山秘密召开中

国民主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及我

们在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内部发生分歧，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于十一月九日提

前由五十三名各省市代表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任命吴义龙先生

负责起草党的全国性重要文件。

这时中共当局终于忍耐不住了，于是第二波镇压行动在全国展开。从

十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月底，韩立法、周建和、徐文立、蔡桂华、曾宁、

何兵、高洪明、秦永敏、陈忠和、刘贤斌、刘连军、谢万军、王冰、祝正

明、吴义龙、查建国、王有才、方笑凰、朱虞夫、李国涛、任畹町、赵昕、

王荣清、佘万宝、欧阳懿、章宝钦、王泽臣、王文江、胡明君、文强、刘

世遵等中国民主党成员不断遭公安拘捕和传讯，这期间我和哥哥姚振义也

一度被分别拘留了十天和十五天，刘贤斌先生和王冰先生在被捕时还遭到

了毒打。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杭州、北京、武汉法院以危害国家

安全的罪名份别判处王有才先生、徐文立先生、秦永敏先生十一年、十三

年和十二年徒刑，上海和重庆的公安部门也分别将韩立法、蔡桂华、许万

平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判处“收容教育”九个月和“劳动教养”三年。这

是北京当局在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之后对人权的大肆践踏的又一案

例，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恶意挑衅。

最后我要指出，中国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国大陆民众，我们的经

费主要来自党员自筹和民间捐助，虽然极个别成员同境外组织联络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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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助，但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并未成为我们党的主流。目前虽然我们党

的一些成员被判重刑，但党的核心力量仍保持著，更多不为当局和外界所

知的党员仍在频繁活动，他们的活动会不断扩大这个党的影响力，并最终

取得胜利。我相信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和诉求一定会成为中国的现实！

谢谢！

姚振宪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1月 11 日

中国民主党成员在杭州演讲也冒犯中共，将被拘留十天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一透露，杭州的“中国民主

党”成员来金彪星期一获杭州市公安局通知，说他因为“非法集会”而将

被拘留十天。但通知给他 15 天的申诉期。据来金彪表示，他近期曾在杭

州的湖滨公园向游客演讲，号召反腐败。身为基督徒的来金彪还在公园向

人们讲解圣经。而这就构成“非法集会，”并因此被拘留十天，来金彪对

此感到非常荒谬，并准备提出申诉。在此之前，来金彪因为去年 11 月 30

号在公园演讲，曾被拘留了 48 个小时。

北京消息：中美两国计划于星期一开始人权对话。中国民主活动人士，

原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女士表示，希望双方能认真讨论问题，而 非如

演戏一般仅仅陈述各自的立场。她还说，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势不是很好，

而且需要与国际社会保持联系，所以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

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将起一定作用。

与此同时，辽宁省的异议人士决心不顾阻力，把全国范围的“百日绝

食”抗议行动继续下去。

民主党继续绝食！又一异议人士闯关后失踪估计已经被中共公安逮捕

(北京十一日法新电) 中共与美国即日起在华府举行两天的人权对话，

但是就在中共外交部长助理王光亚正为恢复一九九五年中断的此一人权对

话作准备之际，中共公安显然又拘禁了第三个自美国进入中国大陆的异议

人士。

此外，辽宁省的异议份子也不理会公安的威胁，誓言展开百日的「接

力式」绝食活动，藉以抗议北京丝毫不容忍异议人士。原定在今天绝食的

郑义群 (音) 决定按照计画进行绝食。他在电话上告诉记者说，中共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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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签署了两项联合国保障人权公约，却又对中国民主党成员加以镇压，

根本欺骗了国际社会。

中共此一高压手段已导致主要民主活跃人士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

三人在去年底被判处重刑。华府抨击中共的作法，据悉国务卿欧布莱特一

再拒绝於今年元旦庆祝「中」美建交二十周年以示抗议中共镇压大陆民主

人士。

此外，民主活跃人士、现任北京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也透过电话向

记者表示：「我希望双方能够坦诚讨论问题，而不仅是各说各的立场，好

像在演戏。」

1月 12 日

中国"公审"不同政见者是宣告民主党的公开化

——记民众在杭州法院外抗议王有才的受审情况

从有关信息获知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筹委有关人士王有才、

秦永敏定于 1998 年 12 月 17 日分别在杭州、武汉"公审"，徐文立 12 月

21 日在北京"公审"。这是共产党执政五十年来的新鲜事，在某种意义也

许是一种社会进步。

作为一个退休者，我以好奇心理在上海就近选择去杭州，如果按官方

许诺能旁听岂不一睹为快，看看王有才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由于对杭

州人生地不熟，12 月 17 日早上 7：30 下火车后我打听到乘 28 路公交在

武林门下车可走往目的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到了少年宫广场，在尚未看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牌之前的小道

上就受到警察的阻挡，于是我说明来意。警察说要旁听证。我申明那就按

规定去办好了。警察又说："没有了，都发完了。"看来不仅进不了审判厅，

连法院大门开在何方也不能知晓，真扫兴白跑了一趟。此时站在我旁边的

还有几个人，经交谈得知他们起道比我还远，有昆明、长沙、河南而来的，

有许多人几天来一直在此等候领旁听证，却至今没有看到发过一张。

无奈，我们只好后转，退到小道尽头与另一条路的交叉处。这时我才

明白在这儿聚集的人群是同我们一样的。这群人约有 300-500 之多。其中

还有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我想这可能是外国通讯社的采访记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群在继续聚集。显然他们是不会沉默的，从七嘴八舌

的议论中我并没有听到说王有才不是，而大家都在讲王有才应该无罪释放。

一位八旬高龄的退休工人讲"昨天，《钱江晚报》写着凭身份证可以领取

旁听证，原来是骗人的假话。"接着更气愤地说："王有才有什么罪？共产

党只允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社会那么腐败还不准别人批评，不想

想当年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将近十点，来了几辆警车，估计是王有才

被押来了，突然，一位妇女拉开写着"抗议"蓝字的白布，这时警察要冲进

人群抓那妇女，一大批中老年人在那妇女周围拉起人墙，把警察挡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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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人在不远处刚举起相机，被一个机灵的年轻警察发现，这警察迅速走

去要抢相机毁胶卷，还扬言要那人交出身份证，那人马上跑进人群中据理

力争不买帐。我还听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讲："我们也是为了吃口饭，

不得不应付。"可见当局所为不得人心。下午一时许几辆警车开出，表明

审理暂告结束，外面的人群还是久久不散。

此次"公审"政治犯到底有些什么人旁听只有天晓得。然而杭州之行目

睹民情深为激动，我决心象吴玉章那样也以六旬翁入党从政，但我申请加

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民主党。尽管民主党的创建艰难是可想而知，但共产

党的经历值得借鉴。

当年的国民党独裁导致腐败无能退缩到孤岛台湾，如今的共产党专政

步其后尘而产生严重政治危机。现代国际上是向民主政治发展，而一个国

家没有政党竞争是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的。国民党在台湾卧薪尝胆吸取了

以往失败的教训而开放党禁，出现了民进党、新党与国民党竞政的民主局

面，

最近，（12 月 5 日）通过立法委员和台北、高雄市长和议员的选举

还表明国民党的威望在提升。共产党应该反省，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开

放党禁，要允许人们说"不"。民主党的出现是国内外时局发展的产物，况

且中国（共产党）当局在联合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五十年的党禁，多少人带着莫须有的罪名蒙冤受屈，牺牲性命，这

种现象不能继续重演。

王有才无罪！

秦永敏无罪！

徐文立无罪！

中国民主党出现了！

Y.Z.

1998 年 12 月于杭州

反对党

如今这个敏感的词是不会出现在国家级的传媒中的，因为我们大陆的

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刚将一位按照正常手续申请组建政党的公民绳之以法，

原因嘛，就是他居然吃了豹子胆，敢组建反对党，虽然该公民声称拥护中

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理解，既然拥护我，就加入我不就

完了，还费什么劲另起炉灶组建新的政党，臭小子，你肯定是想反对我，

于是，二话不说，将脸蒙上，扮成土匪，将该公民劫持了，啊？弄错了，

它们没有蒙面，是打着国家的旗号，用颠覆政府的罪名将该公民非法拘禁

的，天啦，那它们不怕被人骂吗？它们公然挑衅公民的权利，难道它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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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眼睛都瞎了吗，难道它嘲笑国际公约对它来讲是一纸空文吗？难道

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可以为所欲为吗？

答案是，可以。中国共产党可以将任何一个大陆公民根据党和人民

（此人民限高干二十四人）的意愿定以任何罪名，然后锒铛入狱；中国共

产党可以进行完所有的暗箱操作后，对其它公民嫣然一笑，说，他是反革

命，稳定第一，经济第二，道德第三，民主滚蛋；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在

联合国嘈杂的抗议和喧闹声中继续它摩登的欺诈行为，我们是尊重人权的，

我们是民主的，我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滑稽的伪人民政府。

于是，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允许黑社会的帮派存在，却不允许反

对党存在，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一个黑社会头头被指控颠覆政府罪，里面看

来是有几番风景的，反对党和黑社会对中国意义是迥然不同的，第一，黑

社会对社会和老百姓的危害远远大于反对党，而反对党对社会和老百姓是

有利无害，他声称要反腐败，挖蛀虫，而中国共产党不下大力气抓黑社会

的帮派头头，而抓反对党的未来党魁，可见中国共产党并非将老百姓的利

益放在首位，第二，如果黑社会杀一百个人甚至一千个人，这些人也只都

会是平民，中国共产党大不了将自己的丈八蛇矛拿出来，将他们刺的破肚

穿肠，自己不会有损失，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如果有反对党，就不一样

了，反对党会跳起来在报纸和电台大声呼吁，社会治安这么差，中国共产

党你是有责任的，你们政府辞职吧，我们保证改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

行，我们就让贤，我们是不会效仿某些政党占着茅坑的恶劣行径的等等诸

如此类的话。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中国共产党象抓鸡一样全国制造白色恐怖抓反对

党筹建委员们的险恶用心了，他们想维持超级茅坑党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中国大陆的官场臭气熏天是世界闻名的，无官不贪是众所周知的，比

如被新加坡早报暴光的广西合浦县一条有多名贪污官员聚居的街道，被当

地人称为“腐败街”的故事真是让外国人耳目一新，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

了，我们如今看政府的各个部门就是一个巨大的狗窝开出的不同的洞，出

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执政党应该关心什么问题？经济、人口、犯罪、民生、环境。

经济我想无非就是创造和流通，而我们现在大量劳动力流失的局面不

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下岗的职工都是重加工业和纺织行业，这

两个行业也是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国有企业的大头，而下岗分流主要流

入服务行业，而如今世界服务行业走向高科技和电子信息化，而我国如今

的服务行业的落后和原始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如果能有很

足的后劲来发展国民经济简直是痴人说梦。

人口的问题暂时不理会，我们来讨论人口的素质问题和人才的使用状

况，建国以来教育的失败是当今执政党永远无法推卸的责任，将因为历史

的沉淀而记载入中国最荒唐的教育历史上，同时人才的流失和人才的浪费

和闲置也将深深的将中国共产党刻在老百姓心中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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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问题的尖锐和广泛实在是历史罕见，如今在大陆的很多城市，市

民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生活的贫困使更多的人挺而走险，同时道德的沦

丧更使人左右迷茫。

一般人在失业后紧接着就是生存危机，社会毫无福利保障，执政党的

智力上的贫乏和愚蠢使老百姓在危险的火坑之间来回穿插，生存如同刀头

舔血。

至于环境更是惨不忍睹，如今我们至少将五十年内能浪费和破坏的都

做完了，现在已经到了杀鸡取卵的地步，很多城市人呼吸的空气宛如毒气，

至于声波污染，电磁波污染和河流、近陆地海洋的污染已经使麻木的中国

共产党都不能坐视不理，如今也呼吁要环保，您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习

惯是不到裤子都穷的典当掉是不会哭穷的。

中国共产党如此失败，而且自己内部简直可以用一句台词形容，就是

“他宛如一个年老的戏子，用粉扑在脸上掩饰那些流着脓血的狼疮……”

却仍然要霸占一个少年中国的青春！

可恶！

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代表老百姓的强烈意愿，想自己组建政党的

浙江公民王有才的惨痛遭遇（颠覆政府罪，什么跟什么嘛，根本就是不给

人家活路嘛，批评共产党就是反政府，组建个小党就反政府了，揭露贪污

也是反政府，共产党根本就是独裁嘛。）给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们一个深刻

的教训，就是用正常的合法的手续向中国共产党申请组建政党无疑是与虎

谋皮，所以，我们推荐所有的中国人一定不要放弃组建一个反贪污、反腐

败、反独裁、反一党独大、反超级茅坑党的自己的政党，但是在形式和方

式上一定一定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和它写给外人看的法律，它涂改

法律跟上厕所一样频繁，要知道。

所以要学习古人卧薪尝胆的毅力和耐心，我们推荐一种方式，首先在

互联网中向人们宣扬自己的主张和对社会和国家的改革方案，然后发展和

集结社会力量，逐渐从网络中影响到社会中，如果你有七八万人的组织严

密，信念坚定的人民政党党员，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敢再来一次全国范

围内的大屠杀行动，就是万一不幸舍生取义，我自己认为死得其所，大丈

夫一生也不枉然。王有才先生的组建民主党的失败在于主张没有得到大多

数老百姓的响应，同时在社会各个层面形成的影响太小，忽视了号召力的

作用，要知道，中国的民主之路将是一条由小百姓参与的普遍行为，而不

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没有等到这一天，独裁永远是独裁，可能只是形式不

同罢了。

如果我参与一个老百姓自发组建的政党，我会致力于以下几件事情，

同时向全国人民承诺，作为本党的短期奋斗目标：

1．立刻停止三峡工程和北京耗费资金 60 亿的歌剧院的修建，同时停

止所有诸如此类的劳民伤财的大型工程。（三峡有必要修吗，我走访长江

中下游城市，现在工厂停工，市区电压过高，中国电力网调配不当，电力

过剩现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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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直辖市和 100 座大中城市所有政府官员实行普选，允许任何

公民自由参加竞选。

3．开放新闻检查和报禁，言者无罪。

4．首先在全国 100 座大中城市设立城市救济站，解决生存线附近挣

扎的人们生活问题。

5．由老百姓自己组建“快刀斩乱麻”肃贪特别行动小组，清查流失

的国有资产，此举如果一年内不能使国库增加 5000 亿，本党全体自杀以

谢天下。

6．银行私有化，国家资产大部分是从国有银行流失的。

7．对国内彻底开放电信行业。

8．将政府人员精简百分之九十，如今有 4000 万吃政府饭的人，太多

了，同时公开政府每年的财务细则。

9．全国实行大学义务教育（您可能会担心钱不够，我告诉您一个大

学生总比一个政府人员花的钱要少吧，能将 4000 万政府里的酒囊饭袋砍

掉多少，就至少可以培养多少大学生，同时，大学生至少不贪污吧。）

10．提倡私立学校和扶植民族教育事业，取消愚弄人民的道德修养和

政治等课程，教育将在自由的环境中发展，国家和政府将再不可能指导人

们该如何去活和如何去想，而人们开始自己思索我们该如何去活如何去想。

11．废除限制人才流动的户口制度。

12．将国有企业的所属权问题提交人大审议，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活

保障问题提交人大审议。

13．致力妥善解决城市住房问题，推荐协调空闲的大量商品房和大量

住房困难户的尖锐的冲突问题，困难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政府一定要立刻

解决。

14．修改法律，将约束政府人员的渎职和贪污，将最严厉的惩戒司法

腐败和不公正，而决不是将针对老百姓的刑罚加强加强在加强，而恰恰中

国共产党一直就在做这种事情，严以待人，宽以待己。

15．对国外开放中国保险行业，让先进的有基础保障的生活来到每个

中国人的家庭和身边。

这就是我加入一个反对党要做的努力，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我坚定

的相信，我会等到这一天迎面扑来，势不可挡。 (文/李永铭)

1 月 18 日

王有才、鲍彤、卢四清当选九八年度杰出民主人士

(记者张谦香港十八日电)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负责人卢四清被美国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为一九九八年度杰出民主人士之一，对於能

够获得这项殊荣，卢四清谦卑的说，他从事推动中国大陆民主活动不求什

麽，今後还会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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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四清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说，他在香港主权转移後没有离开香港，

一直从事推动大陆的民主活动，但从来都没有想到安全的问题。他说，他

一直只是尽力而为，不求什麽，希望做到无愧於心。

但卢四清指出，在香港从事推动大陆的民主活动，其策略是尽量不要

直接挑衅中共方面。

自大陆来港的卢四清，於一九九三年在港创立「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

心」後，透过自己的努力，已逐渐使该中心成为全球监察大陆人权状况及

发布民运消息的最重要组织之一。

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办的一年一度「杰出民主人士评选」已

有结果，由海外二十名著名教授和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的评选小组，今年

选出了大陆的王有才、鲍彤和香港的卢四清为「九八年度杰出民主人士」。

今年 32 岁的王有才因为参加 1989 年学生抗议运动坐过牢。去年夏天,

他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之际向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中国

当局在 12 月 21 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王有才 11 年徒刑。

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在家里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她说:"

王有才从我认识他开始就一直在从事民主运动方面的事情。现在得奖,我

感觉可能是大家对他的信任,给他的荣誉吧。我感到比较高兴。"胡江霞说,

她现在不能把外面的消息告诉丈夫,因为她一直没有获准和王有才见面。

另一位获奖人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在 1989 年六

四事件后,鲍彤由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在 1996 年获释

以后,他继续倡导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当美国之音记者给住在北京

的鲍彤打电话时,鲍彤还不知道自己得奖的消息。鲍彤说:"我觉得,德先生

和赛先生是在 80 年前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由西方请到中国来的。

现在,加州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承认我在这方面为德先生做了一点

工作,我感到高兴。我感谢他们的评选结果。我想,我确确实实应该为中国

的民主做更多的事情。"鲍彤还表示,如果他能够拿到护照,愿意到美国领

奖。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倡导民主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于 1985 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

新闻稿说,它"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官方的援助,没有办公地址,也没有经常

开支",全体理事都是义务工作,并且不参与投票。基金会有 20 位评委,义

务参加投票,他们都是学术和新闻界人士,包括: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

英时、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佩里.林克---也就是林培

瑞、德国鲁尔大学教授赫尔穆特.马丁---也就是马汉茂、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安德鲁.内森---也就是黎安友、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员副院长

杨国枢、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总编李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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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发布的简介指出，该中心的运作已对大陆人

权的改善及推动大陆的民主事业起了重要作用。第十三届杰出民主人士颁

奖典礼将於四月二十四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1月 19 日

胜利终将属於中国民主党

——访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创建者姚振宪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抵美的上海著名异议人士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

上海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在过去近十年的民运活动中，

姚振宪和他的家庭曾以“民运资助人”的身份接济过无数落狱的民运人士

的家属，并变卖家产先後出资支持过“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上海人权

协会以及去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抵美第二天，姚振宪便在“国际人权行

动联盟”的安排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举行记者会，强烈谴责中共

当局拘捕、审判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并揭露曾经关押过他的上海市第一

劳动教养管理所强迫劳教人员生产 adidas 足球等出口产品。一九九九年

新年伊始，姚振宪又风尘仆仆再度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所举行的听证

会，就中国民主党事件作说明报告。本刊特约记者波歌在纽约对他进行了

专访。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对话。采访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

“民运资助人”不求索取

问：姚先生，大陆民运界朋友都知道上海有个“姚家”是“民运大家

庭”，整个家庭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前仆後继支持民运，并且接济过不少

被捕入狱或被迫失业的民运战友及其家属，所以许多人包括公安当局都将

姚氏兄弟称为“民运资助人”。我想请您谈一谈你们“姚家”的情况。

答：我们一家有兄弟四人，哥哥姚振义在钢厂当工人，我是老二，经

商办厂搞个体，下有两个弟弟姚振贤和姚振祥，姚振贤在中国青年旅行社

上海分社工作，姚振祥在去法国之前承包“华联工程队”，一九九六年闯

关回国被捕，至今仍被关押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

理所二大队二中队。我们四兄弟都成了家，孩子也都大了，妻子对我们搞

民运不仅理解，而且支持。只要我们兄弟中有一个被捕，整个家庭的人都

会齐心协力奔走营救。由於经商，家里经济比别人宽裕些，所以我们以前

常帮助一些有困难的民运人士。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多提，现

在我来到美国，以前得到我们家帮助的人也反过来帮助我们，如鲍戈和林

牧晨等朋友自己也很困难，却执意接济我们。

问：您太客气了，希望您能多谈谈自己是如何被称为“民运资助人”

的。

答：其实也没什么，有的民运人士被逼下岗、失业，我就安排他们到

我公司干，甚至个别民运人士的妻子也在我公司领过工资。每当他们印材

料或去外地活动缺钱，我就尽量给足他们。九五年有一位民运朋友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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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向国外发传真、打电话，几天里就花去几千元。这次筹建中国民主

党筹委会，我把几年前买下的一套商品房卖了，到各地走了一圈，把钱分

送给最需要经费的同志。姚振祥也帮助过不少民运人士，他的妻子朱雅萍

还长期领养一位在美异议人士的孩子。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对别人有

所帮助，自己也就有了价值。

问：当您和弟弟被判劳教以後，你们的家属有没有向国外有关人道援

助机构申请过什么诸如医疗费、人权奖、慰问金之类的钱？

答：没有。我们搞民运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奉献和牺牲，而不是为了索

取。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总是有的，不妨让他们多得一些。将来我们靠自己

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也会生活得很好，而且我们还会象以前一样尽自

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现在到了国外更要讲人格和国格，这样才能得到别

人尊重，自己心里也坦然。民运在海外要有好的形象，需要民运人士多奉

献少索取，更不能以各种神圣的名义去捞取好处，而愚弄别人的同情和支

持。

为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

问：您的品格和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请介绍一下您的过去以及最初对

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

答：这个说来话长。我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生的，父亲姚钟声

是上海无线电九厂的工人，母亲马美金身体不好，在家带孩子，那时我们

家境贫寒。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毕业後被分到上海郊区崇明县前进农场十六

连种田。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中基本未学数理化，只读毛泽东的“老

三篇”，共产党真是毁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到了农场後，亲眼见到农场领

导瞎指挥，不顾自然条件下令种双季稻，结果是多种多亏，劳民伤财。农

忙时我们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干活慢了便会挨批斗，由於不堪凌辱和迫

害，“五七连队”等几个先进连队经常发生自杀事件。有人逃回上海，连

队就派出民兵去抓人，抓回後先关押後“强劳”，“强劳队”一般专干抬

石等重活。那时的政治控制完全是法西斯专政，记得有人敲墙时不慎震落

了毛泽东像，或者在写黑板报时将“大跃进”误写在“大跌进”，竟然都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那些整天喊革命口号教训人的干部，有的背底

里干尽坏事。

问：真是暗无天日。那么，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农场的呢？

答：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当了兵，先被分配到东北吉林市孤店子机场

空军四十三师集训，第二年八月便到东丰县空军１２８团任机械员，维修

米格１５战斗机。想不到革命军队也象农场一样黑暗，一些高干子弟仗势

欺人，到处耀武扬武，寻衅滋事，还跑到附近村庄偷鸡抢猪，打架斗殴，

使军民关系恶化。那时军队里就有嫖娼和“包二奶”的现象，我们师的１

２７团机务大队有个教导员去长春出差勾上一个“马子”（女流氓），还

公然带回宿舍姘居，而把自己的老婆扔在农村。部队的女卫生员、女文工

团员、女文职机要员如果被某个师团级干部看上，党组织便会反复对她做

“思想工作”，要求她“服从革命需要”。当年叶群不就是被林彪用枪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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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委身於他的嘛。我们部队还发生过好几宗驾机投“敌”的事件，飞行员

驾着飞机逃往苏联和台湾。这样的军队可想而知一定军心涣散。

问：叛逃或许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您总共在部队里呆了几

年？

答：三年。一九七六年三月我退役回上海後，被分配在市煤炭公司下

属的龙华煤场油库当操作工。一九八四年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申领

了个体工商执照，业务经营项目是橡胶粘接，专门给工矿企业的输送机上

的输送带粘合接头。等我积累了一些资金後，我便承包江苏昆山花桥镇漕

村泾村针织服装厂，自产自销服装并长途贩运到西安、安徽等地，同时，

又在上海静安寺和金陵路商场租柜销售服装。一九八九年，我在上海大木

桥路鲍戈家门口开了一个“影联电器修理部”，一九九零年以後又同南京

军区航空工程部驻上海的１１８厂军代表室合办“三益电器技术服务部”，

一九九一年又同“二炮”驻上海的三产合办“虹峰技术服务部”。有军方

作後台，工商所、税务所、市容三整顿办公室、交通警、电器质检部门等

衙门就不敢来找岔子勒索、盘剥，否则谁吃得消他们巧立名目雁过拔毛。

有一次顾客打伤了我们一名修理员，军方接到我们的电话後不久，王三全

上校立即奉命率数名军人开着吉普车前来助威，听候我们调遣，派出所所

长见状连忙赔不是，答应立即惩处肇事者。不过，军方每年年底总要“狮

子大开口”，截留我们数万元“所得税”，逢年过节还要我们出资给二十

多名军代表每人送一份礼物，平时他们也会将一些吃喝花用拿来我们公司

报销，军队腐败可见一斑。我常从内心深处为这个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

愤慨和忧虑。

接受民主运动的洗礼

问：您的感受一般民众都有同感，但是您没有逆来顺受，最终踏上一

条争民主、争自由的不归路。请问，是什么事情改变了您的命运，使您从

此投身於民主运动？

答：应该说一九八九年“六四”对我的触动最大。那是一场全民性的

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运动，不仅仅是学生、工人参加，而且许多共产党干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都走在游行队伍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骂邓小平、邓

朴方和李鹏，希望他们被判刑。当镇压行动开始，人们却都希望被通缉的

学生能够逃走。每当我看到报上出现学生被捕的消息，真是心如刀绞，恨

不得能立即找到那些学生的父母，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从那时起，我和全

家人对民运人士肃然起敬，同情他们的遭遇。当我听说“上海人权协会”

的会长李国涛是上海“高自联”的常委，便从心底为弟弟姚振祥是“上海

人权协会”的一员而感动骄傲。全家人都知道姚振祥常常为持不同政见的

老作家王若望秘密做一些事，大家不知怎么都产生一种神圣感，尽量从各

方面帮他一下。凡是姚振祥带回家的朋友，我们都看作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那时我是上海鹭峰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只要姚振祥开口，我就将流动资金

取出给他作活动经费，公司的办公室也常常成为他们的会场。一九九四年

五月鲍戈、杨勤恒、杨周、林牧晨、戴学忠、李国涛等人被捕，王辅臣害



432

怕也被抓去判劳教，便求我们帮他出逃，於是我就秘密将他安顿在我新买

下的商品房内，然後通过关系同香港“支联会”以及美国的王炳章取得联

系，成功地帮助他同姚振祥一起逃往法国（此中细节现在还不便公开）。

问：好象有报道说姚振祥从法国回来後不久，你们兄弟两人就都被判

处劳教。

答：是的。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根据特定的联络方式在云南省河

口境内的中越边境处将秘密潜回大陆的姚振祥接进来，这当然是公安所不

知道的（姚振祥带有海外民运团体给他的重要使命，等他将来释放後再公

布内情吧）。春节期间，警方忽然得到风声觉察到他已回到上海活动，便

四处通缉他。四月间有一天我们被一个过去见过的人撞见，他跟我们一起

走进常德路一家咖啡馆叙谈，但是不知怎么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发现公

安已包围了咖啡馆，我们就这样被捕了。当时政保处给我们的罪名是“偷

越国（边）境”。紧接着政保处抄了我们的家，搜走了电脑和传真机。当

他们搜到姚振祥买来的一盘获奥斯卡奖影片的录像带时如获至宝，连看都

不看就诬称我们“复制、传播黄色ＶＣＤ”，专案组负责人吴建中和朱海

鹰很快宣布判处姚振祥和我劳教三年和两年，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拿到过

《劳教决定书》。

问：上海市公安局的政保系统经常栽赃诬谄民运人士，譬如他们曾诬

称傅申奇“偷盗自行车”、杨勤恒“拥有毒品”、韩立法“收赃”、蔡桂

华“嫖娼”、徐虹“盗窃”、章华麟“买黄带”、杨周“造谣”、戴学忠

“漏税”等，反正判处劳教是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把关的，完全由公

安说了算。那么您的劳教经历是怎样的呢？

答：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兄弟两人被政保处从上海市第一

看守所押解到远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服刑。

那天警车在半途发生车祸，与另一辆车相撞，起因当然是政保处的人酒後

开车。我左胸的一根肋骨当场被撞断（我记得劳教所保存着那张Ｘ光片，

编号是４０３６２）。但是劳教队却以我“不认罪”、“态度恶劣”为由

拒绝给我治疗，并企图掩盖车祸真相，瞒过司法局。

问：据鲍戈揭露，上海市第一劳教所曾强迫犯人生产用於出口的彩色

灯串和足球，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我们劳教队生产过 adidas 足球、香港足球协会的足球，还有韩

国公司的足球。我们每天至少要被强迫劳动十六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被催

着起床干活，而吃的却是枯叶烂茎的“菜皮汤”，汤底还淀着泥沙，伙食

费其实已被狱警扣下改善自己的伙食，而加工足球的所得则成了狱警们的

奖金，难怪他们穷凶极恶压榨我们。劳教局管教处的李兴豪处长有一次跟

我谈起劳教所的一些问题时，毫不晦言地承认干警素质差，每年都发生劳

教人员被打死、自残自伤、逃跑等事件，有些干警还向劳教人员家属索要

钱物，甚至奸淫劳教人员的妻子或姐妹。看管我的狱警叫夏新雪，他也跟

我透露四岔河镇的饭馆经常客满，往往都是劳教人员的家属在请管教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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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他还介绍说，一些干警还同以前留场的劳教人员亲属通婚，譬如劳

教所管教科卢科长的丈人就是劳教人员。

问：警匪一家嘛。您是政治犯，狱警对您的看管方式有哪些特别之

处？

答：他们禁止我看书、看报和写信，不准我所在的监房有纸和笔，而

且禁止其他劳教人员跟我说话。他们还专门指派三名刑事犯监视我，但是

这几名刑事犯私下却向我讲述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有关劳教人员受虐待的事

例。其中王汝双、李玉华、张礼柏释放後，甚至按我交待的方法将他们写

的控告材料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真给鲍戈，这恐怕是政

保处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吧。政保处曾多次通过劳教局的人找我谈话，表示

只要我肯“揭发”其他民运人士，并在释放後肯配合他们抵毁民运，便可

提前释放我，而且释放的方式可以是“保外就医”。吴建忠处长曾经无意

中泄露他们以前曾使用过这种手段，以种种小恩小惠的手段收买了个别人

性上有弱点的或是私心过重的民运人士，来分化和破坏民运。但我始终拒

不理会他们的利诱或威胁，还进行过好几次绝食，闹得他们头痛。我不能

为了求得早日释放而做昧良心的事，我相信弟弟姚振祥也决不会这样，否

则他也早该释放了。提前获释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一种耻辱，作为民主战士，

应该让共产党看到我们人格力量的所在。

坚持国内民运的独立性

问：那么您是什么时候获释的呢？接着又进行了哪些活动？

答：记得释放的那天是去年四月二十五日。出来後我知道许多著名的

民运人士在这两年里相继去了国外，心中不免怅然。好在鲍戈临走前给我

们留下许多各地民运人士以及外国通讯社驻中国记者站的地址和电话，这

对我们太重要了。不久，我便悄然加紧同外省民运人士联络，并酝酿形成

一个网络，统一在一面旗帜下。

问：是不是酝酿成立一个反对党？

答：是的。外省市的民运人士来上海找我们时，也向我们传达了他们

也正在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的信息。因为中共已宣布要在年内签署《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上美国总统将进行“六四”以後的首次访

华，中共肯定要做出某种宽松姿态，这对於组党应该说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当然风险仍不可低估，组建人士都得做坐牢的准备。不过，要冲破党禁总

得付出代价，当年台湾的党禁和报禁不也是被反对派人士齐心协力冲破的

吗？目前，中国的政局和经济、社会状况总体来说尚属稳定，在这种情况

下共产党对於国内出现一个反对党的容忍程度要比动乱时稍大些，而且，

只要组党活动平稳地进行，按部就班法律条文，不急功近利地过多发表迎

合境外传媒或组织的口味的挑战性言论，或者采取浮夸骄躁的冒进行动，

那么，估计受打压的程度不致过於严酷。

问：提到组党的时机问题，海外民运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存在，您在

国内时听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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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从电脑网络上知道一些，甚至至今还有人否认中国民主党的

存在，他们远隔重洋仍指点江山。不过，我们的组党理念和行动计划却一

直是独立的，未受海外左右，至少国内组党人士的主流如此。虽然有个别

同志没有同大家商量就把国内的组织同境外组织牵扯在一起，但这并未改

变我们党组织核心的独立性。以前有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给人的印象总是

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活动定位於迎合海外，甚至以能当上西方人权外交的筹

码为荣耀，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不够成熟和缺乏政治

远见，而且没有民众基础。关於组党的时机问题，我们早有定见，如果抛

开狭隘的功利心，我想海外民运界对於我们的这一富有创意的民主实践应

当予以肯定，更何况组党事件已在国内外造成一定影响，连中共的各大报

纸也都赫然列出“中国民主党”的大名，所以它在中国民运史上的重要性

是任何评论家都否定不了的。民主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的代

表力量，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的，民运老战士在这一问题

上要有宽阔的胸怀。

问：您知道在美国也有两个新成立的民运团体与你们民主党有关吗？

答：听说了，一个叫“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另一个叫“中国组

党运动海外後援会”，非常感谢他们对中国民主党的关注、支持和声援。

国内同志非常珍惜与海外民运团体所结下的战斗友谊，我们希望这种友谊

是纯洁而崇高的。海外团体现在存在矛盾，国内同志不是很清楚内情，所

以大多数不愿被利用介入其中，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贵州的同志

就曾经发过一项声明，说不需要海外的人当他们的发言人。即使以後逐渐

知晓海外矛盾的缘由，也还是不介入的好。你想想，民运朋友翻脸了，谁

会高兴？只要少一份私心，相互间的排斥也就少了。还有一点海外民运团

体必须明白，这次中国民主党被判重刑的三位同志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

才，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接收境外组织的资助。其实有一些在这次组党工

作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同志反而只是被拘留或被“监视居住”。共产党一

贯认为向人民指出那些反对它的声音是有着境外敌对势力背景的，这样便

可以把自己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说成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遇到这种情

况，共产党的报纸便会进行报道。所以，国内民运坚持它的独立性和人民

性，在政治上显得多么重要。

问：那么您是如何看国内民运的外援问题的？

答：外援很重要。当年中共起家，就是倚仗苏共撑腰来颠覆本国政府

的，使中国沦为苏俄的附庸。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全是进口货，都

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结果在中国造成动乱、分裂和人民生灵涂炭。现

在中共“留苏派”仍然怀恋“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红色贵族身份，众

所周知，江泽民和李鹏都曾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和培训，成为他们在

中国的代理人。我们民运也需要外援，争取世界和平、民主、进步力量的

支持。不过，海外在支援国内民运时，要充分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後

果，既要为国内民运人士及组织的安全着想，也要考量中国普通民众的接

受程度。如果援助完全是无私的，并且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或许就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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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稳妥些。前些日子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同志一度发生分歧，外电报道後造

成不良影响，据知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海外民运团体的矛盾的介入，而且他

们还各自找了在海外的发言人，这样我们党组织就很难进行协调了。

中国民主党可以星火燎原

问：你们在国内从事民运，必然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各方面都受打压

和限制，因此，除了极个别人得到海外捐款之外，大部分人的生活可能都

很困难。那么你们创建中国民主党所需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当然主要靠自己。建党初期，我和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韩

立法、胡明君、佘万宝、程凡、刘贤斌、谢万军等各地同志都拿出自己仅

有的存款来使用。还有一些经济上较有能力的朋友，虽不直接参与组党工

作，却捐出不少钱。各地党组织的经济状况不平衡，我们就平摊捐款，兼

顾大家的需要。曾宁、韩立法、李国涛、安宁、刘力平、张帆都没有工作，

蔡桂华和谢长发“待岗”，佘万宝和刘贤斌因参加组党担心牵连他们所在

的公司，都辞去了工作，而谢万军和赵昕更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我去年

四月从劳教所释放後虽然也成了“无业人员”，但是我将一套商品房卖了，

妻子张月英向单位辞职也得到一笔钱，後来我和吴义龙到全国各地去活动

时便用上了。何兵和秦永敏青黄不接时，都及时得到我们的接济。一些同

志的眷属也更加努力工作，承受更多的压力。王泽臣的妻子开了一家小豆

沙厂，因丈夫是民主党人，公安、工商、环保、卫生等部门都来找岔子，

她强忍着委屈的泪水对丈夫毫无一句怨言。刘贤斌是个漂亮的小伙，却趿

着布鞋背着黄书包满街跑，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吴义龙八月二十九日去

十二个省市联络，十六天里没住过一夜旅馆，都睡在火车、汽车以及车站

广场上。为了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各地党员互访联络多了，大家

都慷慨解囊，为来访人员无偿提供食宿并购买回程车船票。在这里我要特

别指出，我们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受到我们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的朋

友、同事、同学以及各界群众。虽然我们中的极个别同志同境外组织联络

并获得一些资助，但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并未成为我们党的主流。

问：我们的读者很想了解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的活动情况，有些读者

还向我们打听怎样加入民主党，但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所以我只想请您谈

谈您自己的活动情况以及其它一些方便说的组党内情。

答：大家知道，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克林顿访华当天，王有才、林辉、

王东海代表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在杭州向民政厅申请注册，其实在此

之前，浙江大学研究生吴义龙先生就已经同包括我在内的骨干秘密商议公

开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机以及此後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和後续工作。六、

七月间，浙江和上海两地的党员几乎每星期都互访、联络。长春的唐元隽、

西安的傅升、福建的章宝钦也专程远道而来商议组党事宜。各地同志决定

从九月起，每两星期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省市级筹委会，就这样我

们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後建立了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

黑龙江、上海、北京、四川、湖南、贵州、河南、重庆筹委会。九月间，

我和吴义龙又到武汉、成都、贵阳、广州、长沙、郑州、西安、北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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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地跟同志们会面。十月我又和傅升一起去杭州，在那里也见到不少从

各地来的同志。我们商定十一月十一日在庐山召开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

成立大会，由各地派出的代表参加并选举中央领导班子，章程由祝正明先

生起草，并请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教授

也写一份章程草案供我们参考。但是由於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出现严重分歧，

并妨碍了全国筹委会预定的组建程序，再加上中共当局企图利用这次民主

党的内部矛盾乘虚而入进行镇压，因此我们经多方紧急磋商，决定由五十

三名代表提前於十一月八日宣布组成全国筹委会。这五十三位同志是吴义

龙、祝正明、周建和、秦永敏、王文江、马少华、刘贤斌、谢万军、佘万

宝、傅升、王有才、冷万宝、曾宁、刘连军、许万平、任畹町、王泽臣、

唐元隽、朱虞夫、赵昕、王东海、徐文立、毛国良、翟伟民、王洪学、邓

焕武、刘力平、张鉴康、品洪来、刘世遵、李国涛、何兵、谢毅民、岳天

祥、郭新民、韦登忠、杨在行、王屹峰、安宁、王冰、肖丽君、陈忠和、

谢长发、周大杰、邹佩夫、张玉祥、崔建昌、陈晓昶、姜福祯、王高明、

李智英、郑宝和和我。考虑到形势危急，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庐

山会议”被迫取消了。

问：您能否再介绍一下你们的宣传工作以及人民群众对中国民主党事

件的看法。

答：目前我们的党员已超过一万人，许多不为外界和当局所知的党员

正在将中国民主党的党章、宣言、申请注册报告和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政治与民主》、《在野党》期刊等宣传材料四处

散发。上海的蔡桂华同志被捕之前在复兴公园定期组织群众研读联合国人

权公约，成立读书会；韩立法同志也经常到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

大专院校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民主党的理念。虽然去年当局在上海抓了向

海外电子杂志《大参考》提供国内电子信箱地址的正方计算机公司经理林

海，但是我们的一些党员仍在通过电脑同各省市民众交流对政治问题的看

法。林海的妻子徐虹是我们党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女党员，说来很有趣，她

还是公安介绍给我们的呢，徐汇区政保处的吕可等人有一次在审问我时，

无意中泄露了林海案的一些线索，使我们得以找到这位巾帼英雄，并向海

外传媒公布此案。其实公安人员对“上面”的镇压命令以及腐败状况也有

看法，毛何杉、黄剑、熊杭新等政保侦察员有时无奈地说他们只是在“吃

这碗饭”和“交差”而已，甚至说如果将来中国真的搞多党制，他们决不

会替共产党干。由於这次中共各大报纸都登了对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

三位民主党人的审判，关心政治问题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注意到

了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公开的反对党的存在，我们真要感谢他们从反面来

为我们党做了一个大广告，而且是免费的。虽然我们党现在还未真正成为

一种对执政党的有效制衡力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况我们

党的核心力量仍完全保存着，而且还积累了建党初期的经验和教训。我相

信胜利终将属於中国民主党。

问：现在您已来到美国，有什么打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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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严家祺教授说得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民主制度

和民主秩序的建立是不可能。所以我到了海外之後，仍将根据党的指示开

展工作，争取各种民主力量都来支持中国民主党。至於我个人，我将自食

其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不当“伸手派”。你想想，如果没有“六

四”流血，海外民运会得到这么多捐款吗？吃“民运饭”、“工运饭”或

“人权饭”的朋友，要对得起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学生才是。

问：好，谢谢您接受采访。

1月 20 日

浙江大学研究生吴义龙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校方开除

【北京二十日美联社电】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

浙江民运人士，也是「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吴义龙，在即将结束研究所学

业，获颁硕士学位前夕，突然遭到就读的杭州大学开除。

由於今年适逢「六四」事件十周年，杭州大学此举立刻引起一阵臆测。

一般认为，吴义龙被开除学籍，应该是和他曾协助王有才等人筹组

「中国民主党」浙江支部有关。王有才因本案被判十一年，他在口供中曾

提到吴义龙。

据表示，吴义龙是在昨天由杭大校警陪同，赴学校教务处和有关人员

晤谈。校方表示，决定开除他是由於他参与了「中国民主党」。

1月 23 日

长篇纪实：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来龙去脉

金枫

去年春夏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气氛曾一度出现了相当宽松的现象。

以六月王有才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为发端，在全国各地出现的一个颇具规

模的“组党运动”。克林顿和江泽民记者会的实况转播等都使很多观察家

希望，经过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後的多年沉寂，中国的政治改革大有可能

重新起动的迹象。

然而，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有才、徐文立分别在杭州和北京被法

院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三年，稍後，

秦永敏也被武汉市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们三人同时

都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消息传出後，令世界震惊。这使得刚刚萌生

的“中国政治制度和平转型的一线希望”忽然间破灭了。这无疑是把一切

抱着平稳发展，良性互动，渐进改革社会政治善良愿望的人们，重新又推

到了对立面。

中国公民集会结社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有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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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中国政府今年早前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对公民结社自由亦有明确阐述：“一、人人有自由结社权利，包括为保障

其本身利益而组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二、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

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

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权利之行使”。但是中南海用自己的行

动，把这些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

王有才宣布组党石破天惊

三十岁的王有才，原为北京大学研究生，一九八九年大陆民运期间曾

担任“高自联”秘书长，与王丹等人并列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其

後，王有才被逮捕，入狱三年。去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

陆当天，王有才在杭州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这在中共统治半个世纪後的

大陆带来的震撼，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王稍後被捕却又被“监视居住”

获释；十一月三十日，王有才与徐文立、秦永敏等人，又一齐被中共当局

逮捕。

王有才被捕不到一星期就被起诉。杭州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列出王有才

的五大罪状包括：王有才起草的中国民主党宣言中提到“只有建立反对党，

才能消除暴政”（这句话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王有才为中国民

主党的最主要创建者；王有才於七月十日晚企图以茶聚的方式，召集中国

民主党成员开会；王有才用电子邮件将十八份建党文件传至海外；王有才

在监视居住期间与海外反对组织负责人王策见面，而且，王有才接受境外

四千元人民币及美金三百元捐款，用於购买电脑。起诉书指称，王有才於

一九八九年後，被判刑三年，为累犯，出狱後又与境外敌对人士勾结，据

刑法一百零六条规定，与境外勾结者，从重处罚。

在开庭审判前，王有才的妻子公开呼吁中共公开审判王有才，并允许

国际人权组织及媒体派人旁听和采访。至於胡江霞要求担任王有才辩护人，

但遭到法院拒绝，法院所持理由是辩护人不可与当事人有利益关系。中国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

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

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

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正在被执行刑罚或

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胡江霞当时就向

法庭表示，王丹的母亲可作王丹的辩护人，为何她不可以为王有才辩护？

很显然，杭州法院不准胡江霞担任王有才辩护人是一种公然执法犯法

的行为。

十二月上旬，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的林牧向海外媒体表示，

中国大陆的组党条件尚未成熟，但在王有才被起诉以後，许良英林牧等四

人立即发表了“呼吁释放王有才的公开信”：

江泽民主席：朱榕基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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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机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的罪名逮捕了杭州市公民王有才，并於十二月三日移交检查机关起诉。我

们不赞成组党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王有才的活动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并未危害国家安全，几月以前，中国政府刚刚签署了《公民

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在又侵犯公民权利，我们都很不理解。希

望中央政府和最高司法机关责成浙江有关部门，尊重宪法，尊重人权，立

刻释放王有才。署名的有许良英、林牧、蒋培坤、丁子霖。

值得一提的是，此信传到海外的时候，有一段“林牧附记：我们希望：

京生、刘青、胡平、育贤、王丹、军涛、刘刚、薛伟、中国人权、励之、

宾雁、浩成、绍智、戈扬等迅速给以声援，以解救日内即将判刑的王有才，

有些人突出呼吁徐文立，企图树立一个正面的形像，但是当局蓄意打击的

是最先组建民主党而且是真正的民运人士王有才。他已被起诉。”

审判王有才引发群众抗议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王有才的时候，数百名

群众在法庭外围观抗议。抗议者包括浙江大学和宁波大学的学生、杭州市

工人，市民，下岗人员，以及从全国各地前往声援的民主党成员。据在现

场的浙江民主党成员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讲述，一位名叫任兵的下岗女工，

手持写着“抗议”的横幅参加抗议活动。任兵被维持秩序的警察带走，横

幅被没收。不过，任兵被扣留三小时後获释。

这是中共建政四十九年以来，第一次在“政治审判”时，发生颇具规

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旧金山热心中国民运事业的华侨徐英郎感叹，“王有

才先生和夫人是非常斯文的人，有点象中国传统的秀才一样。就是这些文

弱的书生，秉承着中华民族，千古以来大仁大智大勇的气魄，干出惊天地，

动鬼神，千秋不朽的丰功伟业。他这次被判入狱十一年，对他来说，‘求

仁得仁’而已。据说，他为了长期坐牢，已先去做了割盲肠的手术。”

据在王有才妻子胡江霞讲，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陆彼德专程到了

杭州中级法院要求旁听，但被警察拒绝。陆彼德在法院门口与胡江霞见了

面，他表示，美国对王有才一案和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十分关注。胡江霞

说，法庭上共有四十六人出席旁听，包括王有才的妻子和哥哥、妹妹。王

有才看上去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尚佳。审判员念完起诉书後，王有才进

行了自我辩护。王有才事先准备了发言稿，逐一驳斥“五点”起诉内容。

王有才说，组党结社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中国政府也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

约，他只不过履行了一个公民应当拥有的权利。王有才的自我辩护数度被

法官打断。法官在王有才自我辩护之後，并未宣布审判结果，就宣布休庭。

王有才受审吸引了一些外国记者，警察後强行没收了外国记者的录音

带和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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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参与组建民主党

徐文立是中国老资格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

期间因为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被监禁了十二年。这次也是三位判刑者被

判刑罚最高的。据王炳章於去年十二月二日写的“徐文立被捕前一小时与

徐文立的通话”中披露，十一月三十日晚八时，与徐文立通话，讨论中国

民主党组团赴台湾观选之事。一小时後，即晚上九点，文立便被逮捕。王

对徐文立被捕，并不奇怪。一是中共已经发出警报，二是徐本人也已做好

心理准备。在王看来，徐文立的思想自六月浙江组党以来，有了很大的转

变。浙江、山东和东北三省组党後，当时王等曾与徐文立联系，希望他来

牵头，促成北京民主党的成立。那时，他的态度是“组党缓行”。後来，

北京任畹町等筹组了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十一月初，徐文立突然宣布成立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立了京津地区党部。

对於徐的转变，有人表示不能理解，王却认为是预料中。一则，徐文

立本来就有组党的思想基础，早在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徐考虑过组织民主

党的事。二则，徐文立原来支持彭明中发联的活动，想以更加中性和温和

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然而，中共却对中发联采取打压，当温和的道路被

当局堵死之後，趋向采取较为激进是十分自然的。

王炳章介绍，徐文立另一个思想突破，是他起初呼吁中共制定“政党

法”，以便使反对党的成立“有法可依”。後来真正在行动上否定中共社

团批准制的，是徐文立组织的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委员会，是正式的组织，

不象其它各省成立的是“筹备委员会”。他说动湖北的秦永敏、陈中和等，

起而相应，正式成立了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并进行了选举，产生了湖北省

党部的领导班子，去掉了“筹委会”的冠称。徐文立还多次向有关人士建

议，应推动其它各省市的民主党立即“转正”，抛掉“筹委会”的“冠

称”。徐文立的转变，由“不结社”、“缓结社”、“缓组党”，到“快

组党”、“组正式的党”。王炳章称其“是个勇者！”当然也有人对徐文

立的这种转变感到蹊跷，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香港报纸上的一则报导，

标题就是“徐文立任畹町争当民主党魁”，说中国两位著名异见人士徐文

立和任畹町为争夺“中国民主党”主席之位而闹翻。任畹町昨日发表声明

指责徐文立过分追求权力。这次是“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组成以来首次出

现内讧。任畹町发表声明指责徐文立计划利用党内势力建立北京的支党，

这是他为了获取权利而利用他人，并在声明中指徐文立为“非党员”。对

此，徐文立则透过电话作出反驳，他指任畹町自九月被公安扣留问话及警

告後，曾公开声称他将不会继续尝试组党。徐指责这是“弱者的行为”。

十二月二十一日法院为徐文立指派了一名叫莫少平的律师，代表徐文

立作辩护，据莫律师介绍，审讯过程中，徐文立拒绝回答检察官以及法官

的所有提问，仅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问题作出回应，在庭上，辩护律师在

差不多一小时的总结陈词中，只着重为徐辩护有关徐会见境外记者、流亡

的工运领袖韩东方、收受境外捐助等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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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中共非法判处十三年的重刑後，在北京市

看守所与妻子贺信彤见面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徐向贺表示，他坚决留在

国内，哪怕坐牢时间再长，哪怕将牢底坐穿、哪怕死在大狱，也不会接受

中共出国流放的安排。徐表示，坐牢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他将利用

再次坐牢的机会，整理一下思绪，多读些书，写些文章。

据报导，徐被北京法院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後，“带著手铐”写了一

封信通过律师转给他的妻子，信中说，“对我所谓的公开审判，实际上只

不过是一种政治迫害的手段”。因此，他强调，“首先，我不回答任何问

题；其次，我不为自己辩护；第三，我不向高院提出上诉。这是一种反抗

政治迫害的沉默抗议。”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徐文立在获知判决结果後，只要求妻子转告

女儿：“好好把书念完”，并表示如果自己死在狱中，只要为他种一棵树

就好了。他的女儿徐瑾如今正听从父亲的指示继续攻读研究所，但也尝试

在美国进行营救父亲的活动。徐文立遭到判刑当天，徐瑾在纽约就对当地

记者表示：她父亲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十二年又四十七天，如今又被判十三

年，徐文立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希望中国大陆早日走向政治民主。

湖北民主党公告成立五天秦永敏被捕

四十四岁的秦永敏是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大陆民主墙时代的民主运

动人士，一九八一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八年。一九九三年

十一月，秦永敏与刘念春等九人共同起草“和平宪章”，结果被判劳动教

养二年，在劳教所内被犯人殴打，导致左睾丸破裂。今年秦永敏不但积极

投入中国民主党筹组事宜，他也组织了了人权观察，并多次尝试向有关部

门申请登记注册，於十一月三十日，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

就在他被捕的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发布

成立公告：“鉴於组党结社是我们的天赋人权, 鉴於中国政府已签署的联

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明确保障一切人的组党结社权利, 鉴於中国大陆现行

法律中没有禁止公民组党的条款, 鉴於中国大陆尚没有《政党法》规范组

党行为,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经广大同仁的推选, 决定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正式成立。”该公告特别提到“本党部所遵照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为

严家祺先生起草,该临时党章拟提交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修改, 决定。”

他们除了全文公布严家祺起草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也同时还发布

了“中国民主党誓词 (临时)”，及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

秦永敏先生任发言人。

在王有才走上法庭的同一天，湖北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秦永敏也进

行了审判。据出席旁听的秦永敏弟弟讲，起诉秦永敏的“罪状”包括筹组

中国民主党、创办“中国人权观察”、并向联合国递交人权报告、与海外

“敌对组织”联系等。秦永敏在法庭进行了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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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判结束後，秦永敏的哥哥秦晓光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他因为

迟到五分钟而被禁止进入法庭。当法庭宣判後，秦永敏被带出法庭时，他

隔著门大叫，“秦永敏，罪名是什么，多少年？”秦永敏则在法庭内大喊，

“颠覆国家政权罪，十二年。”秦永敏还说，“我不会对判决提出上诉，

因为我瞧不起这个法庭。”接著，他们就把秦永敏带走。

对於秦永敏被判处十二年的重刑，秦晓光说，“我们对此判决并不意

外，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没有公平可言。”秦永敏八岁的女儿，得知父亲不

能回家的消息後，写了一封信，希望大家能救救她父亲，在海外媒体刊登

以後，令人不胜唏嘘。

国内民运人士并没有被吓倒

据报导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朱虞夫透露，他二十日无故被公安

当局“请去”问话，被纠缠了几个小时。放回家才获悉王有才被判刑的消

息。原来，中共公安当局怕宣判王有才时民众有抗议活动，才把浙江民主

党人都看押起来。朱虞夫认为，真正害怕的，是中共独裁者，不是民主党

人，中共用判刑的办法也吓不住民主党人。因为大家都做好了付出代价的

思想准备。他已经和家属交代清楚，做好了随时被捕、坐牢的准备。

另一位成员吴玉龙二十一日晚被中共公安从家中带走，公安人员在没

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还对吴家进行了抄家。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透露，

吴义龙被带走时，她问警察吴明天可否回来，警察回答说：“不一定。”

吴义龙在被捕前曾表示，中共连他们这么温和、理性的民主党人都不能容

忍，说明中共执意对抗政治改革，欲将改良的道路堵死，这对中共、对中

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付主席高洪明称，在审判党部主席徐文

立的当天，中共将一批民主党人和徐文立的朋友全部监禁起来，说明中共

内心极为恐惧。高洪明认为，中共对徐文立进行审判，目的是想吓住其他

民主党人，但是中共的目的是达不到的。高洪明认为，中共对民主党的审

判，其实大大提高了民主党的声望。事实表明，中共镇压所得效果，正使

得中国民主党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据称，浙江杭州在审判王有才後，

大批人士与浙江民主党成员联系，希望加入中国民主党。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十二省市筹委会发表“关

於当局限制公民权利打压浙江民主党的紧急声明”，提及二十一日浙江党

准备召开本省及上海党会议并准备了会议地点。这次警方打压不仅是针对

这个会议的，而且也是针对建立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因十一月十日受全

国委托由浙江党操作，联系全国，五十余人共同签署了权威性中国民主党

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并决定经全筹会民主程序集体决定下设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筹备组，当这一工作尚未进行时，发生了警察的骚扰迫害事件。

为此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无条件释放民主党党所有成员，送还抄查物

品。声明落款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北京、四川、贵州、河南、



443

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筹委会（按拼音顺

序），执笔人是任畹町。

民主党首次党大会遭警方阻止

中国民主党来自各省的党员，原先准备十二月五日在辽宁召开首次党

大会，但却受到警方阻止，多名异见分子经当局扣留了四十八小时之後，

已经获释。据报道，虽然十二月五日当局释放了辽宁鞍山王泽臣、王文江

及孔佑平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但在大连警方又於十二月五日晚将曾在徐

文立办公室工作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刘世遵带走。同时，公安在全国范围内

严密监视中国民主党成员，仅五日当天就在四川、贵州、吉林、浙江、辽

宁等地，有至少十名异见分子被公安警告无事不要外出，而这些人一出门

即被跟踪。

据外电报道，获释後的王泽臣说，他们已计划上周六在辽宁举行中国

民主党的第一届大会，但警方制止他们前往开会。据称，自十一月三十日

当局宣布中国国民党为非法组织，并先後逮捕徐文立、秦永敏等党内多名

活跃分子之後，王泽臣与王文江搜集了一百一十九个签名，要求当局终止

对他们的打压。湖北的陈忠和也表示，他与一名姓萧的异见人士亦已经获

得释放，但他们仍要求当局释放另外三名仍然在押的异见者。

在六日，中国民主党作出了重大行动，由十三省十四名中国民主党成

员组建了“全国救援协调联络小组”来营救徐文立等。河南郑州的中国民

主党成员安宁，从六日早晨八时开始绝食二十四小时，强烈要求释放王有

才等人。安宁为北京大学学生，九二年因参加地下“中国民主自由党”而

被判刑五年。目前声援王有才等人的组党运动，抗议中共镇压暴行的一场

接力绝食活动，正在有声有色的展开，这个活动甚至也吸引了一批自由艺

术家的加入。

在《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纪念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冷

万宝、王泽臣等九位异见人士委托海外人权组织致信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

逊夫人表示，在世界各地都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日子，中国王有才

等依该宣言宗旨活动的人却面临审判，这说明中共藐视这一宣言。异见人

士希望罗宾逊夫人关注中国人权，敦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实际有效的

行动迫使中国遵守人权公约的承诺，释放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

香港大律师公会对王有才等被判重刑深感遗憾。港民主党举行游行示

威活动，促释王、徐、秦三人。香港学者认为中共判处王有才等人罪名不

当，组党不等於颠覆。政论家杜耀明认为，北京扼杀公民权利，将延误统

一大业。《苹果日报》社论则指出“重判异见人士是开人权公约玩笑”。

《明报》评论则认为“北京的严冬又来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百分之一百安全感和绝对

管治，即使有微细的风吹草动或内部温和的体制改革建议，他们还未有信

心接受……如果是个开明的政府并拥有现代管治技巧，他们应该在某情况

下让人民宣泄，相反，堵塞气孔只会造成炸弹效应。



444

抗议中共海外民运奋勇争先

十二月十四日王丹和沈彤等，前往美国政府及国会展开游说活动，以

争取美国施加更大压力促使王、徐、秦等人的释放。当天下午，王丹与美

国国会一些议员，还在国会山前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中国目前在人

权上的大倒退。王丹表示，美国国会已有非常多的议员赞同采取最强烈的

姿态，谴责中国对异见人士的镇压。

十二月十六日，当王有才等被审判的消息一传出，正在欧洲议会访问

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当即宣布绝食 24 小时，由民

联阵－自民党与其他民运人士发起的“为王策，王有才，秦永敏等被捕民

运人士向中共政府举行 24 小时绝食接力抗议”活动，随即也在欧洲议会

所在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宣布正式展开。魏京生是在撒哈洛夫人权奖十周

年纪念大会的颁奖餐会上宣布的，并立即拒绝进食除清水外的任何固体或

液体食物。魏京生此举立即引起全场轰动。与会各国代表除慰问魏京生外，

并对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心，同时希望被捕民运人士能早日获

得释放。

此次每人 24 小时的绝食接力活动，是向中共政府抗议，并提请国际

社会注意：遭中共拘捕的由海外回国的王策，李力，南宪，以及国内的王

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民运人士。绝食人士在 24 小时内除清水外，将

不进食任何含热量的食物。为了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留下吉光片羽，

每位绝食人士将写下简短的“绝食感言”，作为历史的纪念。绝食活动按

计划分区进行，每区一个星期。共有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加

拿大，日本，香港，德国，法国，荷兰等欧亚及大洋洲各区。

王有才等被判刑的消息传来时，王丹等二十三名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

领袖，也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当局此次严厉镇压民间组党浪潮，是中国人

权状况的大倒退，证明当局以前采取的貌似宽容的做法是虚伪的，本质上

讲，中国政府仍顽固拒绝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

自浙江省杭州法院十七日审理王有才开始，中国民主党纽约临时总部

发起声援，联名海外民运人士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女士，

要求调查中共践踏人权的情况。王希哲以“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名

义联名发表控诉函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女士，控诉中共的

暴行，信中说明秦永敏等人的“罪名”只是行使联合国人权公约有关结社

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共审判的不仅是两个无辜的中国公民，

而是同时审判人权的原则、民主的精神、及它刚签署的联合国公约。该信

还表示，中共在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之後，事实上大陆的人权状况不仅没

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人的案例就是证明，

中共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後，被“非法”拘留与逮

捕的民主与人权倡导者已多达一百多人次。海外民运人士，要求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派小组或人员到中国大陆签约後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情况进行

调查，特别是到中国各省会见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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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自由中国运动致信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会，指出在签署联合

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之後不到三个月，中共独裁者的行动把他们的

真实面目清楚的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极权帝国压制自

由民主、违反其在公约之下的国际义务、威胁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专制

本性并未改变丝毫。中共政权不负责任的行动也向全世界清楚的表明，它

已经完全辜负了克林顿政府的信任，使世界领先的宪政民主的美国与“宪

政式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成为

国际关系史上的笑柄。呼吁国际社会抛弃“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的幻想，

采取行动并对中共施行贸易制裁。

王希哲等海外民运人士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绝

食示威。他们在事前发表的“绝食抗议声明”中问道：为什么冷战结束了，

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思维却要坚持，不愿意结束呢？共产党为

什么总要把一切和平从事言论、出版、结社活动的人们视为敌对势力，连

“萌芽”都要消灭呢？“一个国家政权为了欺骗联合国，为了欺骗世界人

民，不惜用签署庄严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为陷阱，诱使它的人民‘犯罪’，

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国家犯罪？犯罪的这个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法西斯

政权，应不应该受到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谴责和制裁？”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表声明指“江泽民选择作最後一个刽子手。这是他

个人的悲剧，也是全民族的悲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因为江泽民作了可悲的选择而停止转动。民主的阳光必

定照耀中国的大地！”

国际舆论齐声谴责中共镇压民主党

中国政府以肆无忌惮地镇压异议人士和中国国内的民主党人的行为，

来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西方国家立即作出强烈谴责。

其实，在中共这一波的镇压行动刚开始，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团共同主

席波洛西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盖哈特立即发起，由五十三名众议员和两位

参议员联署了一封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信中要求克林顿总统重新为中国的

人权奋斗。美国舆论也要求重新评估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要求政府

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重新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并重新

检讨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弗里在记者会上宣读一份由助理国务卿托尔伯特签

署的声明，称“美国政府深刻谴责上述宣判，”而且对有关法院审讯草率、

判刑过重“深感不安”。他指出，王、徐、秦等人似乎只是意图组织新的

政党，而这是在和平表达政治理念。根据中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暨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必须保护人民和平表达政治理念和结社的权利。

弗里也表示，美国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对於全球和区域和平稳定及其他

美国利益都很重要，但美国将继续对类似侵犯人权的严重情况“发言”，

并“继续视强化中国人权为我们政策的关键要素”。他还说，美国也将透

过华府和北京的外交管道向中国表达这些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指



446

出，徐文立被判长期监禁乃“错误决定”，美国政府“对徐先生被判有罪

及将服重刑感到非常失望”，“希望北京中级法院的此项判决能被推翻”。

美国使馆又在一份声明中称，没有人可以因为行使国际承认的自由（包括

那些在中国也签署了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含的自由）

而被逮捕。

法国外交部前日发表的声明特别强调中国两个多月前才签署“公民及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於向国际社会宣誓将遵照有关条款保护本国民众

的人权。因此，“任何违反公约内容的行为皆不再是内部事务。”

德国外长菲舍尔对两位中国民运人士被判重刑表示愤慨，指判决令人

“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公民因登记成立一个民主政党而被认定有罪，

我对此感到震惊”。这位德国外长并警告，中共此举可能威胁将来德国与

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对话。他又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徐王两人。西方分析人士

估计，菲舍尔十二月初因会见魏京生而招致中国抗议，现在他又对王、徐

两人判刑的指摘很可能使双边关系进一步降温。

英国外交部次官法切特昨日在伦敦就此事发表评论时，同样表示“震

惊”和“失望”。英国首相贝理雅上月访问中国时，尚对中国签署两个有

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表示肯定，而且为其政府坚持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辩护。

稍後，欧美国家采取了进一步的联合行动抗议中共迫害。德国外交部

发言人艾特曼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说，欧洲联盟及美国等国外长已对中共镇

压政治异议人士的作法表达抗议。由德国外长费雪领衔的这项抗议，呼吁

北京释放最近数周内遭到判刑的几位异议人士。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

些抗议已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向中共外交部正式提出。

西方舆论界认为，中国法院的判决对美、英等国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

不啻当众羞辱，更令他们难以面对本国议会和选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在日内瓦呼吁北京确保公民的基

本人权，包括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她在一份声明中说，她一直在跟进上

述三位中国异见人士的案件，而且曾致信中国有关当局，“促请他们允许

国际观察员旁听审判。”“我亦表示支持所有确保公平审判的措施，”她

说，“并得到中方提供审判过程书面介绍的承诺。”她还说，“我将继续

呼吁（中方）尊重国际公认的思想、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享有公平审判

的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的声明指出，北京、杭州等地法院对异见人士的仓促审

判，暴露出中国司法制度有名无实，与国际公认的准则背道而驰。总部设

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前日亦发表书面声明，指中国政府以重刑对待异见

人士的和平努力，使其在国际人权公约上的签字一钱不值，将永远失去国

际社会的信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向全世界报导了有关中共审判异议人士的消息，

另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一些全国性大报也报导了有关消息。

一些总部设在美国的民运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举行绝食抗议活动，抨击中

国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声援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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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放话：“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

“六月以来，民主建党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国内民运呈现出良好前

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内已发展到十二个省市。这表明中国民主的实

现日益临近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汇聚她的仁人志士组成坚固同盟的时刻到

来了。这是民主派成熟为组织化独立政治力量的信号。”不过，严酷的现

实，必须要求民运人士进行冷静的反思当初的这种判断。

官方《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一日报导国家主席江泽民结束俄罗斯、日

本访问返回大陆。在同一天，官方新华社发表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有关

“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的谈话，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载。而

这次采访据报导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进行的，当时德国《商报》记者思立

志问：我想明确一下，是否说在中国没有成立新的政党或团体的馀地？李

鹏说，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

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因为这对国家、

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人们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

《商报》记者又问，对於那些与你们意见不一致的中国人，你们将如

何对待？对於那些想成立非政府组织的人，你们拿他们怎麽办？李鹏答，

要看这些组织的性质如何。如果是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

例如，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反对维护社会

稳定，主张搞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那就不允许他们存在。如果是

在某个领域成立从事对社会有益活动的社会团体，经过依法申请批准注册，

是允许的。

在这次访问中，李鹏在谈到新政党的问题时说：“如果此举旨在导向

多党制，并且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不容许的。”李鹏否定西方式

的民主和多党政治。他告诉德国记者：“中国推进民主和法治，但是，我

们不会采用西方的权力分散、多党制和私有化来达到目的。”记者请他对

新政党发表评论时，李鹏说：“如果西方记者在发表见解时有违其本国的

宪法，或是缺乏了解，那是可笑的。”“如果他想把自己国家的宪法强加

於别的国家，那就更可笑了。”

众所周知，李鹏在“六四”血腥镇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

就是由他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的，所以乘江泽民出访之际，他借接受外国

记者访问发表的这番谈话，实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此後中共公安人

员迅速展开行动。

“中国民主党”从宣布成立，到创始人王有才被捕已有五个月的时间，

当时因为陆续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亚斯平与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到访，中共为建立国际形像而未镇压

异议人士。中共也在这些重要的国际政坛人物访问後，於十月五日签署了

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一般认为，从江泽民结束访日到今年四

月朱熔基访美，中共已经没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加之国际舆论把焦点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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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克林顿丑闻和美英与伊拉克的冲突上（上一次伊拉克引发的中东战争

危机，曾也给中共提供了回避国际舆论焦点大肆镇压民运人士的机会），

因此中共选择在这段时间进行逮捕行动。

江泽民亮出全面镇压组党运动的信号

十二月十八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上，

讲了一小时零十五分钟话，其中强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

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

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

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

在萌芽状态……。

此间的观察家注意到，江泽民在做这番讲话的时候，尽管已经与李鹏

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相距二十五天了，但是他的用词和语气要比以僵硬保

守著称的李鹏还要严厉，江泽民的讲话也许并不仅仅是出於对左派的妥协

让步，在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他们正在展开着一场看谁更强硬的比赛。

在王、徐、秦遭受审判後，江泽民又於十二月廿三日在全国政法会议

上表示，中共明年将持续镇压反对运动。这是他六天内第二次发表强硬谈

话，他誓言粉碎对共党统治的任何挑战，保持“社会安定”。他也要求官

员要“讲政治”，这是遵守党意的委婉说法。他在这项对高级执法官员发

表的谈话中使用了毫不妥协的言辞，这些话在过去一年半来比较不常听到。

江泽民的严厉语气，凸显了王有才等组党人士被以颠覆罪名遭到草草审讯

和判刑的事件。为了强调共党不容异端的态度，官方《人民日报》都刊登

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三位民运人士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长期徒刑的

简短报导。中共官方媒体一向很少提起民运人士，这些报导不啻是对大陆

十二亿人民的警告。

江泽民指出，明年是中共建国五十周年，澳门也将回归，因此，要确

保社会政治稳定。他重新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这个重要原则，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特别指出，要

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自觉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

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任何破坏稳定的因素，只要一露头，就

要坚决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中共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一条重要的成

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

目前大量工人失业、贪污腐败盛行，民怨很深。而 1999 年不但是八

九镇压十周年，也是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很多改革措施是否能持续顺

利进行的关键的一年。在此世纪之交，如果放松控制，社会积怨、不满会

像火山一样在各地爆发，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有评家认为：江泽民的讲

话是对组党运动发出了全面镇压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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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尚待反思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局一方面大肆迫害异议人士，另一方面，几乎

在同时又释放了著名异议人士刘念春，允许他以所外就医的名义和妻子储

海蓝以及女儿一起前往美国。魏京生分析了中国政府一边抓人，一边放人

的现象，认为这是混淆国际舆论的一种烟幕。继续以“判刑、流放”的方

式处理王有才等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实乃中共的“人质外交”的继续。

随着近日刘念春等来美，中共的“人质库”已显空虚，急需补充新的人质。

王有才等可能都会成为中共“人质外交”的牺牲品和筹码。所以徐文立表

示不会接受中共做为人质外交筹码、流放出国的安排，在一些海外民运人

士眼里“具有重要的宣示性意义。”

过去多年来，海外民运一直遭到“山头林立”的批评，把精力都消耗

在无畏的“内斗”上了，但是每当国内发生大的事件的时候，基本上还能

在表面上“团结一致”把矛头朝向北京专制者，只是在外界的压力减弱的

时候，民运的“内斗”才渐渐回温。眼下必须正视的一个现象是，在组党

运动的带动下，海内外民运在走出谷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同时升温，甚

至出现了白日化的趋势，在王、徐、秦刚刚被宣判，最需要各种支持帮助

的时候－－也是揭露批评中共专制政权最好的时机，却有人为了争名争利

“大打出手”。

在这里，不但要总结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策略，也的

确要每一个把自己真正当作民运人士的人不断提醒自己，你把“枪口”对

准了谁！在作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在采取每一个行动的时候，起码都要

问一问自己，这到底是有利於民运发展的，还是可以给对手－－中共专制

者有机可乘的？更何况，生活在民主自由环境中的海外民运人士，即便你

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那还得遵守这个环境赖以存

在的游戏规则吧。在你无法按照自己意志创造新的游戏规则之前，除了遵

守原有的游戏规则，别无选择。这是一个民运人士基本素养和常识中的应

有之义。

1月 25 日

中共称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案审结

(北京二十五日电)中共今天透过官方新华社对外宣布，被重判的大陆

异议人士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案，已分别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武汉市

中级法院和浙江省高级法院审结。这意谓三名受到关注的大陆民运份子，

将按中共法院判决的刑期执行。

徐文立、泰永敏、王有才是大陆活跃的异议人士，去年中起，他们在

各地推动成立中国民主党，随後在十一月三十日分别被捕，并於十二月二

十一日、二十二日被法院以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判处十三

年、十二年、十一年重刑，引起国际人权界的关注与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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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称，一审判决後，徐文立、秦永敏本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没

有提出上诉，判决已分别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今年一月四日生效。王

有才提出上诉，经浙江省高级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月 29 日

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中国异见人士继续进行争取民主活动

尽管中国政府最近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但是

有些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被吓倒。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民主

党的一些活动人士决定在武汉举办一次公开集会，敦促中国人大尽快批准

和执行联合国两个公约。这是民主党主要活动人士被逮捕以来，其他民主

党成员首次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举办活动。

据法新社报道说，由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和中国人权观察武汉总部

联合发起的集会计划在三月一号到三月三号在武汉公开举行。讨论会的主

题是敦促中国人大批准联合国两个公约。据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

由中国运动组织发布的新闻说，这两个组织决定在今年三月中国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会议之前，由民主党各省筹备委员会和各界在武汉联合举办一个

研讨会，敦促中国人大迅速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以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研讨会结束的时候，将发布一份呼吁

书，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国际公约付诸实施，并且修

改与联合国公约相冲突的国内现行法律。

据报道，这场讨论会将向中国政府主管人权的官员发出邀请，同时欢

迎联合国和各个国家的人权官员，人权活动家，民间的人权组织派代表或

者观察员参加研讨会，也欢迎邮寄或者电传论文在大会上宣读。筹备大会

的联系人是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办公室主任和中国人权观察武汉总部秘书

长萧诗昌。电话是 027-86858887

由于中国最近逮捕了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的发起人王有才，秦永敏和

徐文立，并且以他们犯有颠复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他们 11 年，12 年和 13

年徒刑，这次中国政府如何对待民主党活动分子计划在今年三月公开在武

汉举行的活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托中国人权观察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公开信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罗宾逊夫人：

您好！我们中国民主党和中国人权观察向您——尊敬的罗宾逊夫人及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全体官员写封信，介绍我们党及民间人权组织的情况和

表达我们的意愿。

中国民主党是去年成立的在中国境内的第一大反对党，其分部遍布全

国各地，除西藏外都有民主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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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观察是目前中国境内的最大的民间人权组织，除西藏及少数

地区外，均有我中国人权观察员在工作。虽然中国政府违背他们签署了的

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去年底对民主党和中国人权观察进行了严酷的镇压，

逮捕审判了民主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但中国民主党并没有被压垮，他们

平静地，理性地承受了这一切，并坚持着他们的工作．

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希哲是我们民主党全国（包括海外）筹

备委员会的杰出领袖。是我们中国人权观察民间人权群体组织的几位主要

领导人，特别是王希哲先生，他是我们民主党在海外的领袖和主要领导人，

也是我们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在海外的主要代表人．去年中国民主党、中国

人权观察及《中国人权观察》杂志在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希哲等

人领导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进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进步作出了

重大贡献，使中国的民主力量得到飞速发展。因此我们中国民主党及中国

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观察》杂志特向罗宾逊夫人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

达以下愿望：

1 ，建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罗宾逊夫人邀请王希哲，姚振宪（中国

民主党上海筹委会领导人之一），施军（民主党京津党部北美分部领导人）

参加今年三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并安排其发言，以表达我们

中国民主党及中国人权观察所有人员的心声。2，希望每年的联合国人权

会议都有中国民主党及中国人权观察的代表参加。

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年一度的会议能为改善世界各国人民的人权状

况做出更大贡献！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

中国人权观察全国委员会

信件由民主党湖北党部主席陈忠和受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托起草

发出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我的父亲徐文立无罪--徐瑾在国会听证会发言稿(1999.01.08)

送交者: 徐瑾 于 January 28, 1999 12:36:45: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仅仅三个半

小时的开庭审理之後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我父亲徐文立判处了十

三年的徒刑。这种审判是可耻的。那些所谓的“犯罪事实”──那些我父

亲被据以控诉的罪行──实际上都是和平、理性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都

是受到中国去年十月刚签署的“国际公民的政治权利公约”以及“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所保护的。

没错，我父亲和外国记者交谈，他在文章中也表达了对一党独裁的不

满，鼓吹成立独立工会并要求改变选举制度。他的论述发表在国外刊物上，

他也和其他人讨论想法交换意见。而这些都是罪行吗？所有他的这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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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公开且合法的。这次审判可说是典型中共制度下的“先判後审”。我

父亲只在审判前三天见了一次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开庭时既无证人，当

然也就谈不上对证人的讯问；所有我父亲能做的只是一篇不到十分钟的辩

护陈述，而当他想读出这篇辩护书时，却遭到法官的拒绝。

这个审判宣称是“公开”，但中国法制体制下的这个公开和国际上所

认知的公开完全是两回事。外国媒体被拒旁听而且被阻拦於法院外远处的

隔离区；国际人权组织要求特派员旁听观察也未获准；其他国家的外交官

员，包括外国使馆人员，也都被拒旁听。

亲朋家属中，我母亲是唯一获得旁听证而能入庭旁听的人，就她孤零

零一个。旁听证的发配照理是先来先有，坐满为止；但我母亲算了一下，

旁听席上坐了二十二个人(有些人甚至还睡著了)，而空位则还有一堆。我

母亲也被警告不得在审理过程中做笔记。

我父亲决定不上诉，他认为上诉等於是合法化了司法部门对他的整个

起诉和审判。而且他希望借此表明中共不仅违反了国际公约，同时也违反

了中国自己的国内法律和诉讼程序。这个审判说明了中国多出一部新的刑

事程序法和刑法以外，其司法系统的不独立和一九八一年我父亲第一次被

判重刑时是一模一样的。在共产党的中国，正义是必须向领导人的意志低

头的。

我父亲知道他被判重刑的真正原因是中共害怕那些想法相同而属於不

同团体的人组织了起来──象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政治异议者。而我

父亲所做的只是想利用他结社自由的权利来组织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

党，以期望终能建起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政府。

我父亲并不是唯一被判重刑的人，中国民主党的另外两位成员秦永敏

和王有才也因为相同而和平的组党行为而遭到类似的可耻审判。还有许多

一些和中国民主党有关的人也被侵扰、监禁、剥夺职业。

张善光因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谈到两起农民抗议事件而被判十年徒刑，

而这样的审判显然也和他以前想把工人组织起来有关，因为中共是不允许

独立工会存在的。今天也在此参加听证会的刘念春先生，也曾因为要求让

工人组织工会保护他们的权益而被关禁。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我请求贵委员会设法促使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些人，使我父亲

和他们都能重获自由。其他被控以类似罪名而将被审判的人也应被释放。

我希望美国政府能利用各种机会抗议中共对中国人民之自由的剥夺。我之

前也已表达了希望克林顿总统和高尔副总统能为我父亲的事件直接和中国

最高当局直接交涉，但迄今未获任何回答。

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支持今年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

通过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决议案，并且要求白宫和国务院执行工作以确保

此决议案能最终通过。

我坚信中国领导人不应简单地以“内政”为借口来掩饰他们违反国际

公约的行为，或借口甚么政治、公民权利得视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社会、

文化、经济发展而不同。在这问题上，中国的十二亿人民应有权谈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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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利赋予所有中国公民集会、讨论并选择他们领导人的自由，而这种

权利是中国人民、中国领导人和你我所共有的。

谢谢你们同意将我的陈述收入今天听证会的纪录里！

1999 年 2 月
2 月 4 日

陕西、河北、河南、辽宁、湖北黄岗等民主党党部宣告成立

在执政的共产党严厉打压的恶劣情况下，在中国政府判处民主党代表

人物严酷重刑的情况下，在镇压手段造成恐怖气氛的形势下，民主党的党

员们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继续实践自己的宪法权利，继续高举政治反

对派的旗帜，继续进行组党活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此举犹如在高压

造成的一潭死水里掷进了一块巨石，势将掀起新的波澜。

「中国民主党」河北党部今天宣布成立

(记者张苑香香港四日电) 大陆「中国民主党」多位核心成员虽然已

被判处重刑，但各省支部仍在陆续成立中，河北省党部今天宣布正式成立。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引述「中国民主党」河北省党部发

表的成立公告指出，现行大陆法律没有禁止公民组党的条款，河北省党部

将遵照「中国民主党」党章的原则成立，并由即日起开始运作。

河北省党部主席为王强，副主席为醒民、李平，秘书长由醒民兼

任。

人权中心表示，还有多个省市将会在近期内宣布成立党部。

「中国民主党」五个党部今天成立

(香香港四日电) 大陆「中国民主党」虽然受到中共的打压，但今天

上午却有五个党部相继宣布成立。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除了已宣布成立的河北省党

部外，其他四个新成立的党部包括辽宁省党部、河南省党部、陕西省西安

市党部和湖北省黄冈市党部。

这些党部在成立公告中表示，组党是天赋人权，大陆签署的国际人权

公约中也有保护组党的权利，而大陆现行法律中并没有禁止公民组党。

公告表示，从今天开始将会吸收愿意遵守「中国民主党」党章和符合

党员条件的人加入民主党，党员加入民主党时所宣读的誓词为：「我自愿

加入中国民主党，拥护党的章程，遵守党的规则，努力完成党规定的任务，

与全党同志一起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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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的核心成员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在去年十二月分

别被中共判处十一至十叁年徒刑，但「中国民主党」仍然非常活跃，「中

国民主党」计划在叁月联合国人权大会举行期间，在武汉举办有各省成员

参加的会议和中国人权问题研讨会。

「中国民主党」自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共有二

十叁个分支，成员超过一千人。

中国民主党干部名单

河北省党部

主席：王强

副主席：醒民、李平

秘书长：醒民兼任

辽宁省党部

主席：王泽臣

副主席：王文江

秘书长：刘世遵

河南省党部

主席：冬钱

第一副主席：林遗勉

第二副主席：刘霞

办公室主任：王萍

秘书长：廖了

第一副秘书长：汝浩

副秘书长：晓冰、

钱春亮、贾兰平、

文青、李又名、纪晓亭

陕西省西安市党部

主席：傅申

秘书长：张虎



455

湖北省黄冈市党部

主席：高白龄。

跟踪报道：当局重判多名中国民主党主要成员之后

中国当局为了将所谓“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重判了多名中

国民主党主要成员。但当局的这一作法并没有吓倒中国民主党。星期四又

有五个中国民主党地方党部日前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为什麽在严峻的形

势下继续挑战执政党？

新近宣布成立的五个中国民主党地方党部包括河北，河南，辽宁，西

安和湖北省黄冈市党部。

全国多处的民主党成员为什麽在中国目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继续进

行组党活动？河南省党部负责人冬钱先生表示，中国民主党不应该在徐文

立，王有才和秦永敏等被判刑后就停止发展。

中国民主党的主要理念就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冬钱相信，大多数

中国人能够接受民主党的理念。

辽宁省党部的负责人王泽臣先生也表示，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认识到，

不结束一党专政，就无法遏止腐败：对于当局对民主党的打压，王泽臣强

调，当局决不可能消灭民主党。

民主党西安党部的负责人傅升先生虽然对民主党的运作方法持有自己

的看法，但他丝毫不怀疑广大民众对中国民主党的支持。

民主党河北省党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对该党部的成立做了

进一步说明。

中国当局认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民主党的存在既是对执政党的挑战，

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中国民主党上述五个地方党部的成立，是中国当局重判三位主要民主

党成员后，民主党作出的强烈反应。中国当局对此将采取什麽措施？人们

拭目以待。

2 月 6 日

中国民主党成立“全国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北京四日法新电)就在三名领导人被中共判处重刑还不到两个月之际，

被宣告为非法组织的中国民主党今天宣布成立全国委员会，以协调各省的

党部。

中国民主党的北京成员高洪明说：「来自北京、河北、辽宁、天津、

陕西、湖南及北美地区中国民主党党员，已决定组成一个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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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呼吁各省加入全国委员会，我们也希望很快就举行第一

次全国性的中国民主党会议。」

去年十二月，中国民主党的王有才、徐文立及秦永敏三人分别被以

「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处十一年、十三年及十二年徒刑。

高洪明指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加上流亡在外的王希哲等人是全国

委员会永久委员，另外十八名异议人士则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

他说：「我们已形成一个共同立场，我们也不畏惧，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在法律范围内。」

上周，位於美国的自由中国运动广播网说，中国民主党党大会将自三

月一日至三日召开。

中国民主党辽宁党部王泽被捕

中国民主党辽宁党部成立才两天，其主席王泽即被当地公安人员逮捕。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王泽於今天下午二时在马鞍山家中被

三名公安人员带走。公安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目前不知道他被关押在

何处。

今天五十二岁的王泽，从事小生意，曾於一九七九年参加民主墙运动，

前後共坐牢五年。

前天民主党宣布成立辽宁、河南、河北、西安及湖北黄冈市党部。

2 月 7 日

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中共继续镇压异议人士逮捕刘贤斌

(北京七日法新电) 异议消息人士说，在非法的中国民主党积极准备

举行全国性的论坛之际，中共当局今天拘禁为该党活动的四川省异议人士

刘贤斌。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传真给法新社的一项声明中说，

北京警方在刘贤斌访友後准备回去时逮捕他，目前下落不明。

刘贤斌是去年十二月被判处十叁年重刑的老牌异议人士徐文立的好友。

他和徐文立和中国民主党都有密切关系。中国民主党昨天宣布计划要成立

一个全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活跃分子陈忠和及萧诗昌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联合国秘书

长安南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罗宾逊女士出席预定叁月一日至叁日在武汉

市举行的中国民主党论坛。

这封透过设在美国的「自由中国运动」发表的公开信说：「此一论坛

的主要目标和话题将是自由结社权利的行使，以及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批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两项 (人权) 国际公约。」

北京活跃分子高洪明昨天说，北京、湖北、辽宁、天津、陕西、河北、

湖南和北美等地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已同意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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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东北的警方在反应行动中，拘留了辽宁省的中国民主党党员

王泽臣。王泽臣已在今天获释，并立即发出一项传真声明说，中国民主党

并未在辽宁省成立分部。

中共当局在去年十二月发动镇压异议人士的行动，老牌异议人士徐文

立、武汉活跃分子秦永敏和中国民主党发起人王有才因颠覆罪名分别被判

处十叁年、十二年和十一年有期徒刑。

他们是在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警告不再容忍後被判重刑。李鹏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宗旨在於追求多党制及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则不容

该组织存在。」他表示：「根据我们的宪法，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国家建

设的领导者。」

美支持中国人民组党权 国务院指北京审判行动令人不安

【世界日报记者林宝庆六日电】美国国务院昨日表示，美国支 持中

国人民组党的权利。美国国务院是针对大陆的「中国民主党」日前宣布在

五省成立党部的消息，做评论时表示的。 国务院说，美国强烈支持所有

中国人民享有国际认可的言论 及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

美国并关切任何限制言论及结社自由的官方行动，并认为 过去数月

的逮捕、审讯及判刑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已对北京 官员提出这个问题，

并将继续提出。

国务院强调，美国促请北京遵守其对人权的承诺，释放所有 因和平

表达政治及宗教见解而入狱者。美国强调不支持任何 政党，而是支持组

党的权利。

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上月已在国会提出支持中国大陆公 开组党的

决议案，表达美国国会支持中国民主党成立的意愿，并呼吁中国大陆保障

组党人士的权利及安全。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9）杭刑初字第 1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策，原名王左峰，男，1949 年 3 月 15 日出生，汉族，浙江

省温州市人，博士文化，经商，居住西班牙瓦伦西亚市。因本案于 1998

年 11 月 3 日被监视居住，同年 12 月 10 日被逮捕，现押于浙江省公安厅

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策犯偷越国境罪，资助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活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 1999 年 1 月 4 日受理后，依法

组成合议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胡根明，代理检察员王玉王咸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策到庭参加诉讼。

本庭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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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策于 1998 年 10 月 19 日从越

南边境老街地区偷渡潜入我国境内活动，并于同年 11 月 2 日在浙江省杭

州市玉泉公园一茶室内与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王有才会面并资助其

1000 美元。认为王策的行为分别构成偷越国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活动罪，要求依法惩处。

被告人王策对所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解其偷越国境不属情节严重，

资助王有才 1000 美元系生活费，不构成犯罪。

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人王策系境外敌对组织“民联阵－自民党”

主席。1998 年 10 月 19 日晚，被告人王策在越南边境老街地区非法渡过

中越两国南溪界河，潜入我国边境河口地区，后化名“李卫强”进入内地

活动。

1998 年 10 月 26 日，被告人王策到达浙江省温州市，在温州会见了

黄河清（另案处理）等人，并指使黄安排其与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且正被

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王有才（已被判刑）见面。同年 11 月 2 日上午 11 时

许，被告人王策在浙江省杭州市玉泉公园一茶室与王有才进行会面，并资

助王有才美元 1000 元。

上述事实有证人王有才，陈光铭，李贵方，邓焕武，黄河清等人的证

词，从王有才身上搜得的美元及王策化名“李卫强”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等

证据证实，被告人王策也供认不讳，且与上列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相符。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策违反国境管理法规，偷越国境，情节严重，并

资助境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人，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偷越国境罪，资

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

成立。被告人王策辩解其偷越国境不属情节严重。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

策系境外敌对组织头目，入境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偷越国境

实属情节严重：被告人王策又提出其资助王有才 1000 美元系生活费，不

属活动经费，显系对法律的认识错误，故本院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六十九条，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策犯偷渡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犯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

治权利二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

金人民币 5000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 10 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

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 1 份，副

本 2 份。

审判长 何敏

审判员 孙伟

代理审判员楼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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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印章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刘东晓

2 月 9 日

中国的公安部门警告中国民主党主要成员停止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继上星期中国民主党五个地方党部宣布成立后，

中国的公安部门星期二分别在北京，西安和武汉传唤了三名中国民主党主

要成员并警告他们停止任何组党活动。武汉市公安局星期二上午将民主党

成员吕新华从家中带走，拘留三小时后将其释放。西安市警方当日上午拘

留了民主党西安党部的负责人傅升四个小时。北京的民主党成员查(ZHA)

建国,也被拘留四个小时。此外，北京的高洪明和陕西的李智英也分别受

到公安部门的警告和威胁。

国际人权组织抗议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新一轮的打压

北京消息，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星期二在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表

示，该组织已经敦促欧洲联盟在这个星期举行的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中，

抗议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新一轮的打压。《大赦国际》秘书长萨内在致欧

盟成员国的信中强调，中国当局无视国际舆论，继续打压异议人士的作法，

严重影响了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萨内指出，中国当局迫害异议人士的

新发展让人们怀疑中国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诚意。

2月 10 日

民主党辽宁支部号召春节期间对“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慰问

本刊消息：中国民主党辽宁支部星期四发出倡议，号召各地民运人士

在春节期间，对“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慰问和经济援助，以此来开始今

年纪念“六四”十周年的活动。

西安中国民主党成员傅申被先后传讯两次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五披露，西安的中国民主党

成员傅申星期二被先后传讯两次，直到星期三才获释。在他被拘留期间，

公安人员还查抄了他的家和办公室，抄走通讯录和书本等。公安人员还警

告傅申，如果他继续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下次和他见面就是在监狱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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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河南异议人士安均近日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倒退观察”

的组织，专门监督中国的“倒退”行为。安均在成立公告中表示，近期中

共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镇压异见活动，导致中国在民主、法制、人

权、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有倒退。他成立“中国倒退观察”就是要阻止

这些倒退，促使中国进步。

2月 12 日

刘连军：回忆 1998

前几天有朋友来信让我谈谈对当前民主党发展的看法，对当前的形势

我暂且先不谈，我想先回顾一下 98 年我亲身经历的民主党申请事件。

在 98 年 9 月 4 日我在山东时，谢万军兄给我来电话与我商量在继浙

江民主党之后在山东成立民主党山东筹备委员会，我说很好，因为组党是

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且中国目前之局势，是非成立反对党不可，因为没有

反对党，执政党便无监督，当前绝对的腐败就是来自绝对的权力，只有让

执政党受到竞争和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彻底地根除腐败。

然后我们三人决定申请书先由谢万军寄出，我们 9 月 10 号到山东民

政厅交申请。

9 月 10 号，我与万军兄在山东省会济南市会合后，赶到民政厅时已

经中午了，我说这个点了就先吃饭吧，我们就到了一小饭馆，要了一斤半

水饺，万军是东北人，爱喝酒，问我来点吧，我说算了吧，下午还有事，

红头涨脸的不好看。我们正吃着水饺，这时就进来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也

要了水饺。我与万军一边吃一边聊，谈了对国内外一些事的看法，这帮人

就盯着我们看，竖着耳朵听。我们吃完了，他们的水饺正上来，一看我们

结账，竟然饭也不吃了，也跟着慌忙掏钱结账，我与万军一下子明白了是

怎么一会事。

万军结账时非要他付钱，我说还是我来吧，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确

实，万军为了追求理想，一月收入几千块钱的工作丢了，全身心地投入民

主活动，不辞劳苦地奔波，孩子因为患过敏性气管炎，一月还要支出不少

药费。

我们出了饭馆，迎面又走过来两人，与我们擦身走过。我对万军说，

这可能是为我们来的，咱们停下来等等，他们肯定会回来，果不然，这两

人过去后，又回来了，看到我们看他们，他们又与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停

住了。万军说不管他们，咱们走咱们的。于是这帮人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们，

走走停停，一直到了民政厅的门口。

这时还不到上班时间，我与万军又坐在地上聊，我们俩商量着在申请

中怎样说，以及怎样应付在这期间可能出现的事情，我俩当时最担心地是

如果这门卫不让我们进怎么办？最后是如果不让我们进，我们就与他们讲

理，大不了与他们闹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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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在下午上班后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民政厅社团管理处，进门后，

我们向管理人员说明了来意，接待我们的是两位副处长和一位女科长，他

们很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里，我们问他们收到了申请没有，他

们说收到了，但是申请写的太简单了，没有把组织政党的重要性说出来，

我说我可以当面谈谈在中国组织反对党的重要性吗？没有等他同意，我便

从过去到未来，从老百姓到政府，从腐败到反腐败洋洋洒洒地把要在中国

建立反对党的必要性说了一通，这位副处长听了后说，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我说由于公开组织申请政党在新中国以后还是第一次，我们有些事在法律

的角度也抓不准，还是由您来给我们提提意见吧，于是这位副处长就依据

社团管理条例对我们作了解释，第一，法定人数不能低于 50 人，每人的

姓名和通讯地址要全。第二，领导人从副秘书长开始以上要有详细的履历。

第三，要有固定的办法场所。第四，注册资金不能低于 5万人民币。

我说，经您这一说我们还真有些不成熟，比如这人数和资金等方面还

有差距，不过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他说你可以把现有的人数现在写写，我

说现在写实在太乱，没有个头绪，过后我们再来时，我给您一份详细的。

这时，我与万军压住心头的狂喜，对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和指导表示感

谢，并说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们马上说，这是我们应该作的，

谈不上帮助。我们一边谈，万军一边记，最后请他们过目，问他们是否是

这几项条件，他们也说是。我们立即告辞。

出门后，我与万军大喜过望，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史上跨时代的一

步，因为这意味着政府以法律的形式默许了我们组织和筹备反对党的合法

性，这必将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因为中国一旦多党制实现，民主化的中国

必然到来，而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对于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必

有很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共产党世界营垒也会出现大的变化。

我跟万军商量我们两个分头行动，于是一个匆匆赶回潍坊，一个直奔

东平。

回到潍坊后，我来不及吃饭，一口气把消息打出来，先是发给秦永敏

先生，又将它分发大参考等刊物。

当晚，亚洲自由电台就打来电话询问，我便把实际情况向他们作了证

实。

果然，这个消息震动了海内外，大量的朋友和媒体打来电话询问，并

且激发了国内朋友们组党的热情和信心。但是这种反应也带来了它的反面

效应，就是引起了共产党政府的恐慌。大量的海外记者打电话到国务院和

山东民政厅，据后来的公安人员对我说，这种电话多到使他们无法正常工

作。共产党政府由对这个问题的默许态度，变成矢口否认。但又不好直接

否认，因为我对外宣称中国政府开放党禁，如果否认开放党禁，岂不是说

我们是一个一党专制国家，如果不否认开放党禁，国内外的形势已经“来

势汹汹”。最后，只得把这次申请一概否定，国务院对外声明在山东根本

就没有收到所谓的民主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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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记者又向我来证实，我说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我们确

实去申请过，他们也对我们作了技术性指导。当然，也不否认政府在这之

中使用的一计，以口头的承认来获取我们详细的人员名单，在收到一些朋

友的这些意见时，我也对这方面的原因作了考虑，当时我的决定就是，首

先要肯定政府的诚意。其次我心里也想，你若想引蛇出动，我就叫你来个

金蛇狂舞，这就是将计就计。从这一点上也确实使他们大为恼火，为以后

拘留我埋下了引子。

不过，当时为了稳定政府的情绪，我与万军在对外声明和回答记者中

一再表明，我们将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江泽民和现政府现执政党在

当前历史时期的领导地位。并且所有活动公开化，并主动接受政府领导和

指导，定期向政府汇报工作的详细进程。这些策略性的声明，如果有政治

头脑的人，当然会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和万军在国内却遭到了强烈的

抨击，说我们还不如直接成立一个花瓶党算了(不过我始终认为，如果现

在真有人能成立一个花瓶党，我还真对他五体投地)，并且一位国内的民

主老前辈打电话给谢万军，要求他在 24 小时以内对上述声明作出更正，

否则就对我们作出反击。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干吗我们在赢了里子的

时候，非去在乎那点表子呢？

这种把戏当然骗不了共产党，在申请的第二天，我市的公安局王科长

就到了我家，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刘连军，你心里很清楚政府开不开放

党禁。”，我一脸庄重地回答：“是，我是非常相信政府会顺应历史的潮

流的。”此人一笑了之。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全国民主党申请活动就开始动开了，我

也加紧了活动，我上青岛被扣，被送回潍坊，回来后是星期天，也没有什

么继续对我采取行动，但到星期一晚上，忽然我的门口有公安站岗，深夜

得到消息，是谢万军在泰安被拘留，原因是携带宣传品。我当时也没有在

意，因为万军的宣传品我看过，没有过激的地方。但到了星期三晚上，就

把我带走了，第二天以造谣扰乱社会秩序处以拘留十三天的处分。我通过

公安人员得知万军在泰安是因为撒发传单被拘留的，并且传单上有我的名

字。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万军在寄给我传单时说要把他寄给朋友，没有

说要上街撒发，当然我并不是说万军连累了我，我个人被拘事小，民主党

受阻事大，再说杭州已经出现过因为朱虞夫先生撒发传单被拘而引发对民

主党拘捕的事件了，这次再去撒发传单刺激当局，实属不理智。当然这也

与万军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有联系的，就事论事，不牵涉个人问题。

释放回来后，公安便加紧了对我的控制，全国的民主党申请便一个接

一个地开始了。在前一个月(98 年 12 月)我在北京又一次被遣送，负责我

的公安人员与我同龄，我与他说话没有什么顾忌，他开着玩笑对我说：

“你小子现在上北京作买卖来了，点起火来不管了，你知道你 9 月份申请

完民主党后我们歇了几天班吗？”，我则“勉励”他“为人民服务”。

在这中间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徐文立先生筹组民主党一大筹备组的

事，这件事在各地民主党筹备委员会中引起了很大争议，我也持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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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我认为不管从主客观上民主党都不具备成立全国委员会的条件，最

重要的是各地筹备委员会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各地委员会在运作的操作上，

还缺乏规则和成熟，局部还运转不良，就是进入全国性运转，这可行吗？。

仓促筹备一大，必会引起民主党国内大的分裂和来自政府的镇压，这个问

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情绪激动，我当时写了一篇对徐文立先生个人

攻击很强的文章，现在徐先生被捕入狱，我想起来，心里又很内疚，老觉

得对不住他。不管徐先生怎样，他现在在作牢，这种贡献是任何人都否定

不了的，再就是有朋友现在还对徐先生有意见，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争论

赶紧停止吧，第一是因为徐先生现在已经在牢里了，要看到他这是对民主

正在作出的一种贡献；第二是不能对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人进行攻击。说

到这里，我得再说一下，我所认识和接触的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先生，

都是一些善良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们为这个社会前途忧虑，希望这个社

会不出现动乱和暴民政治，希望这个社会由和平的方式转入民主化社会，

不论从动机和行动都没有越规，却被当局判处重刑!前几天我听到全国各

地发生了几起爆炸案，我想，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必然

不会长久，就象这涛涛的长江东流水，你如果不顺应它的流向通过合理的

调节来畅导，其结果必然是它夺路而走，在一场洪水泛滥之后，再形成新

的道路。因为堤坝不能永远的提高，并且堤坝越高，危险也随之加大，一

旦破堤而出，对自然造成的危害也必然很大。一个社会不是通过解决问题

的方法来消除矛盾，一味采用高压政策，一旦失效，也必会出现大的社会

动乱。政府不与这些守规则的对手打交道，那么他只能面对不守规则的对

手了。再到后来，我不断听到要成立全国委员会的消息，心里着急，我曾

在电话里焦急地对秦永敏先生说，我们干吗非要成立这么一个全国委员会，

在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本来我们是为一件事同心协力，但现在却要为

一些名额，职务打吵吵。但是已经起不了作用了。

之后徐先生成立了京津委员会，并任主席，不可否认，他的行动是勇

敢的，但问题出在最后——结局是失败的。在本质上徐先生是没有错的，

从民主的角度，他有这个权力，他有成立和平政党的权力，任何对他的审

判都是无理的，任何对他的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但从策略上来说，我想

他或许还能采用另一种更好的办法。但是，社会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不

能假设。而我欣赏一句话，这是一个老牌间谍说的，他说：“我走的很慢，

但我走的很远。”这就是我在 98 年所经历的民主党过程。 (1999 于山东)

2 月 13 日

民主党湖北省分部两名重要成员陈忠和及萧诗昌被拘捕

【明报专讯】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分部两名重要成员陈忠和及萧诗昌昨

日被公安带走。估计两人被捕与叁月份将在武汉举行的两次中国民主党重

要会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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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权民运中心消息称，被捕的两人分别是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分

部主席陈忠和及办公室主任萧诗昌，目前两人下落不明。据悉，萧诗昌被

捕时正在自己的小店中做事，拘捕萧的叁名公安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

况下，将其带走。而陈忠和则是由武汉市公安局政保科两名公安带走。

据估计，两人被捕与叁月将在武汉举行的两次中国民主党重要会议有

关。一是在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中国人权观察」将举办一次人权研讨会，

另一是叁月中国民主党各省的部分成员预备召开的一次会议。

查建国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成立公告

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

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湖北党部、辽宁党部、天津党部、陕西党部、

河北党部、河南党部、北美党部即日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联合总部领导机构总部委员会。由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希哲、

陈忠和、张汉江、萧诗昌、吕新华、魏林文、锺积林、刘飞跃、吴树江、

王志强、王泽臣、王文江、付升、刘世遵、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王

志新、王平渊、冬钱、林伊缅、魏晓冰、王强、施军、王根田、王林海、

陈晓昶、丁贵雄，三十一名委员组成。

总部委员会四常任主席：徐文立、王希哲、秦永敏、王有才

总部委员会下设两个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和监察委

员会（简称监委会）。

执委会委员：查建国、陈忠和、王泽臣、付升、高洪明、刘世遵、冬

钱、张汉红、王强、吴树江、施军。执委员国内委员按排名顺序轮流每人

主持执委员工作三个月。主持工作期间为总部委员会执行主席。

监委会委员：萧诗昌、何德普、林伊缅、王文江、吕新华、王志新、

王志强。监委员委员按排名顺序轮流每人主持工作三个月，主持工作期间

为监委会主任。

联合总部恳盼中国民主党各省市筹委会，根据各地情况完成建党程序，

在正式组建党部後加入联合总部工作。

联合总部愿和中国民主党各省市筹委会，各地民运人士共同为召开中

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努力。

联合总部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

的民主宪政，当前三大任务是：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公民权利、推动政治

改革。

联合总部坚持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的宗旨，坚持公开、理性、和平

即非暴力的政治原则，遵守中国现行法律，与中国共产党等其它九个党在

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共同为中国民主自由的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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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接山东筹委会负责人谢万军电话通知：山东党部成立，叁加联合

总部工作，此事待後正式下文

执行主席查建国

1999 年 2 月 13 日

2月 20 日

中国民主党联欢，浙江地方当局驱散民众春节联欢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消息)正月初五即 1999 年 2 月 20 日下午，中

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部分在杭成员五十余人在杭州美政桥老年活动茶室欢

聚一堂，共贺新春，大家喝茶，唱歌，表演魔术，互相贺春，现场氛围欢

快。但是，春节联欢会在举行 2 个小时之后，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横加阻挠，

一次纯粹的新春联欢会由于警方的干扰而提前结束。联欢会一开始，几十

个便衣和警察就围集在会场外面。一小时后，逐个传讯、检查身份证、登

记与会成员，责令停止联欢，并带走来杭打工的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员王

金波先生。警察的行为招致了茶室合法经营者和周围围观群众的不满。

我们本着妥协、对话的立场，在基本实现联欢目的之后，主动散会，

但我们必须申明：希望有关方面尊重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要滥用权力、

无视宪法，执法犯法。同时对当局随意拘押公民，随意干涉公民的正常生

活提出严正抗议，并敦请当局尽快还王金波先生的人身自由。

1999 年 2 月 20 日（正月初五）

打压组党人士：个案处理，乱了方寸，法制、人道都不顾

送交者: 民主党消息 于 February 19, 1999 16:54:44:

中共当局对国内的组党活动及海外民运人士回归大陆的活动非常恐惧，

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行动。但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非常心虚，乱了方寸。

据北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去年发生一波波组党运动及民运活动高涨

以后，中共上层就发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一切活动都是

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全面镇压，不能手软。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

状况已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这类社会活动，只要不是明确反对共产党的，

可以用社团法加以规范，制约，使其不具有破坏性。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

最后以妥协折中的办法解决，即以个案重点打击，暂时压住再说。绝大多

数组党人士都受到骚扰，但安然无恙。

但在执行这种对策的时候没达到预想效果，一方面，这种打压引起国

际社会的强烈反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重新调整；另一方面，并

没有把组党运动和民运活动压下去，筹委会继续活动，新党部继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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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两派意见纷争再起，目前还没有定局，所以对各民主党党部还没

有采取行动。

在前一段的打压行动中，由于上面的意见不具体，使得执行部门左右

失据，乱了方寸，弄得连基本的法制和人道都不讲了。

武汉秦永敏被判刑后，判决书至今没有送达家属。家属多次提出质询，

相关部门一会说，要给的，一会儿又说没有决定。可见他们顾虑重重。

张林母亲找不到儿子！！

回国民运人士魏泉宝和张林被匆匆忙忙判了劳教后，当局至今不敢把

他们具体的关押地点通知他们的家属，也不让家属见面和送物品。魏泉宝

的哥哥找遍了广州的劳教所，没有下落。一月二十八日张林年迈的母亲，

到广州公安局信访办公室，没有下落，办公室出具信函请各劳教所查询。

张林的母亲拖着肿涨的腿行动不便，找遍了广州所有的劳教所，没有消息。

最后，她找到了广州第一看守所，起先看守所也说不知道，张林母亲要他

们向上级汇报。她说：我儿子是中国人，回自己的国家怎么是偷越边境？

这个边境是中国人的边境还是美国人的边境或日本人的边境？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我不走了。围着看守所用凄惨的声音哭喊着：张林、魏泉宝，

你们在哪里？妈妈看你们来了。看守所弄得没了主意，最后承认张林在第

一看守所，但不许见面，不能送东西。好说呆说，甚至哄她说：张林还有

些问题要查，查清了随时会放他，劝她回家。我们怀疑这种说法只是搪塞

之词。政府难道真的不知道张林、魏泉宝在哪里吗？不是，是他们拿不准

该不该告诉家属。当局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如临大敌呢？是因为下面不

清楚上面会不会改变主意，或有其它什么打算。但如此一来，却戏弄害苦

了家属，家属何辜？要受这精神折磨？要受这劳顿之苦？还有没有基本的

法制和人道？张林的母亲希望国际社会的媒体予以关心，委托我们把她的

电话向新闻界公布，欢迎媒体采访，她要控诉当局这种毫无人道的恶劣做

法。她的电话是：86-552-4089044.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对当局的打压组党人士、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

以及无视基本法制和人道原则的恶劣做法发表如下评论：

中共当局的顽固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阻挡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是

徒劳的，中国民主党人不会被吓倒，她已经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政治现

实，中共现在还可以继续压制她，但不可能消灭她。而中国民主党的存在

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的。我们向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呼吁：向一切对中国的前途还有责任感的

共产党人呼吁：停止镇压和继续加剧矛盾的举措，创造宽松的政治气氛，

抓住历史机遇，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还政与民，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进

入二十一世纪。特别呼吁他们：对一切违反基本法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行

为进行干预，不要让这种恶劣的行为继续发生。

同时筹委会也向国际社会呼吁：继续对中共的顽固派施加压力，迫使

他们最起码要遵守人类文明共同要遵守的一些法制原则和人道原则，中国

作为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必须受到国际的监督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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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信息中心并表示，在春节前後，大陆各省市召开了政法工作会议，

把所谓「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维护政治稳定」作为今年政法工作

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预测，在「六四」十周年前，中共将会进行新一

轮严厉镇压异议人士的行动，如果国际社会不施加压力，大陆又将有许多

异议人士被捕入狱。

它指出，去年是大陆人权纪录最差的一年，如果美国不在联合国谴责

中共的人权纪录，必将鼓舞中共采取新一轮的镇压异议人士行动。

2月 24 日

中国民主党成员高洪明建议修宪删除“四项基本原则”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中国民主党成员，北京的高洪明，星期一上书全

国人大，要求在修改宪法时，将“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删除，以此来

保障公民权益。高洪明还认为，宪法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应改为

“全国国防委员会”，以利于军队国家化。与此同时，吉林的中国民主党

成员安福兴则要求人大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二次会议上，重新评价八九年的

“六四”事件及实行全国大赦，释放所有政治犯。(RFA)

武汉中国民主党员陈忠和及萧诗昌据信遭中共公安拘捕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四日电)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席陈忠

和及党部办公室主任萧诗昌昨天下午五时离家後，至今一直下落不明，相

信已被公安拘捕。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陈忠和及萧诗昌昨天下午离

家，前往武汉市一家酒店会见美联社一名驻北京记者。两人刚出门，便被

大批公安跟踪，两人其後致电给家人及朋友表示，如果他们在晚上九时仍

未回家，则显示已被公安拘捕。

至晚上七时两人与家人和朋友失去联络，相信已被拘捕。

「中国民主党」和「中国人权观察」计划在三月一日至三月三日在武

汉市一家酒店举行中国人权研讨会，讨论两份国际人权公约。武汉公安曾

在二月十三日拘留陈忠和及萧诗昌两人，警告他们不得召开人权研讨会，

但他们在昨天上午通知武汉市公安局，表示人权研讨会将会如期举行。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关于加强党内建设的通知

各党部：

现将北京党部副主席查建国在一次北京党员大会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

要点转发给你们。望各地参照北京的做法，结合自己的情况，扎扎实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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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抓党内的建设。有些工作看似很平凡，很简单，但不断地重复去做，日

久就会见成效。争取今年下半年进行一次党内建设工作的交流。

联总执委会

99 年 2月 24 日

关于党内建设的六个问题

查建国

中国民主党在极其严峻的高压形势下能否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能

否在今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自由民主中国的中流砥

柱？

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

尤其是这一、两年，我党对外公开活动宜缓，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稳健的方针。那么，我们将用更多的精力来练内功。如何练党的自身建设

这门功，今天讲六个问题。

一、发展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

尤其是这一、两年，我党对外公开活动宜缓，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稳健的方针。那么，我们将用更多的精力来练内功。如何练党的自身建设

这门功，今天讲六个问题。

一、发展新党员。党的自身建设的基础是人，当前首当其冲的任务是

发展新党员。发展新党员的方针是，积极、审慎、重在质量八个字。每个

党员都有发展新党员的义务，像滚雪球，像传销。今年我们党部的指标是

**人。要表彰在发展工作上做的好的同志。还要坚持学习党的文件、两个

介绍人、入党宣誓三个环节。新党员可用化名入党，并不留书面申请等任

何文字材料。秘密党员可单线联系。

二、健全领导班子。

党部执委会、监委会各要配齐 3-5 人，经党员大会通过。

执委会是领导中枢，条件允许每周应开例会一次。

参照联总执委会、监委会工作条例，制定本党部两套班子的工作条例。

三、建立几线班子。

我党部一线是徐文立，老徐被捕了，二线是***、***，现已顶上。三

线、四线是保密的。在二线人员失去自由时，三线人员立即组织新的领导

班子，坚持工作。三线人员失去自由时，四线班子立即顶上，并开始准备

五线、六线班子。新班子集体领导，政策根据形势而定。我们只要有这种

大无畏的、前仆后继的、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四、坚持过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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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下分党小组活动，党小组每月至少活动一次，由党小组长负责主

持，先提议题程序，提高会议效率，注意节俭。由党小组长负责收党费，

上交党部。财务开支半年一次对全体党员公开。

五、加强纪律性。

强调三个纪律。第一是保密纪律。党的公开文件、活动可以讲，内部

的活动、文件均要保密，党员名单、活

动安排是最高机密。今天要宣布监委会关于将张晖免职、除名的处分决定。

在高压面前，有人不干了，但还没有伤害到别人；有人背叛，出卖同志。

这都是错误的，但性质不同。张晖属于背叛性质，不干了，可以退党，但

背叛行为就要受到批评。我们每个党员都要过三关，一是警方关，勇于善

于面对传讯，有随时被捕坐牢的准备；二是工作关，因民运活动，失去工

作怎么办？“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三是家庭关，在家里委曲求和，

也是要做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过三关是个思想斗争的过程，是战胜自

我的过程。当然，我们要讲究策略，尽量减少损失，这和思想上过三关是

问题的两面。第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尤其是在当前特殊的情况下，

要关照集体，顾全大局，补台不拆台，不争个人私利。第三是党员不准跨

党加入其他政治组织，特别任务需要，须向组织汇报，获得批准方可。宗

教自由，不在此纪律之列。

六、加强学习。我们讲现在民主党的整体素质低，这一是说组织建设

不成熟，不壮大；二是说很多党员思想素质还不足担当党交给的工作，提

高的空间还很大，这就要加强学习。我们的口号是无畏多思，战胜自我。

我们

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学习分三类：一类是党的文件的学习，

尤其是党章（临时）的学习。为了适应学习，我们搞了个“中国民主党资

料汇编”，现已出三期；第二类是时局的分析，要坚持收听各种广播，查

看各种资料，善于进行时局分析，是一个搞政治的人的基本功；第三类是

基本理论的学习。从头到尾第看完几本书，学习民主理论，学习人权理论，

学习法律知识。结合实践，当前要重点研究“民主党成立的合法性”“我

们如何在现行法律下活动”等民运中的问题，中国现时的难点、疑点问题，

每个人都要写文章，最近，**、***等七个同志写的文章不错，好的文章

可编在“中国民主党资料汇编”中，对大家的学习都是督促。中国民主党

是现代的、开放型的、学习型的的新型政党，我们这些首创党员应当严于

律己。不负历史的重托。

2月 25 日

武汉又有两名民主党人姜汉生张汉江被中共拘捕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五日电) 中国大陆武汉市继日前两名民主党成

员被拘捕後，今天又有两名民主党成员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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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今天下午五时，武汉民主党成员

姜汉生被公安局人员从家中带走，下落不明；「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副

主席张汉江今天上午八时也被公安从家中带走，至今尚未获释。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席陈忠和及党部办公室主任萧诗昌於二

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前往当地一家大酒店，准备与一名外国通讯社记者会

面时，也与亲友失去联络，相信已经被拘捕。

「中国民主党」和「中国人权观察」计划在三月一日至三月三日在武

汉一家大酒店举行人权研讨会，讨论两份国际人权公约，当地公安曾警告

他们不得召开这研讨会，但他们於二十三日致函公安当局，表示研讨会将

会如期举行。被捕四人都是这个人权研讨会的组织者。

人权组织抨击北京加强镇压异议人士

(北京二十五日法新电) 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抨击中共於全国人大

召开前拘押「中国民主党」的两名重要成员时，中共今天逮捕了该党的另

一名活跃人士。

「中国民主党」的活跃人士卢新华表示，武汉的一名「中国民主党」

成员今早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

他说：「公安当局业已拘押了中国民主党的三名成员，以阻止我们召

开会议。」

卢新华表示，「只要我们还是自由的，中国民主党的会议就将按照计

划进行。」

消息人士说，中共公安人员二十三日拘捕了萧诗昌和陈忠和。

四十四岁的萧诗昌是商人，五十岁的陈忠和是武术教练，为「中国民

主党」驻湖北代表。他们邀集该党的大约八十名支持者三月一日至三日在

武汉集会，以激励「中国民主党」。该党主要领导人去年底被捕入狱。

萧诗昌和陈忠和本月二十日被公安人员拘押了七小时。之前，他们曾

告诉公安当局打算在全国人大会议於三月五日揭幕前召开「中国民主党」

会议。

华盛顿的「自由中国运动网」抨击中共公安人员拘押萧诗昌及陈忠和，

呼吁联合国「公开谴责中国政府最近的大规模迫害人权」。

「中国民主党」在克林顿总统去年访美时成立。

中共当局去年十二月将「中国民主党」三名主要成员--北京的徐文立、

武汉的秦永敏和「中国民主党」创办人王有才--逮捕入狱，以颠覆政府罪

名分别判处十三、十二和十一年有期徒刑。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关于编辑“中国民主党资料汇编”的决定

为了加强党内建设，为了不使我党宝贵的资料散落遗失，执委会决定

将原京津地区党部的“中国民主党资料汇编”由联总接手进行编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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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中国民主党资料汇编”（简称“资料汇编”）集号连续，性质为内

部传阅保密材料。我党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出版民主党正式的、合法的宣

传刊物。

资料汇编汇集联总和所辖各党部的党内文件，汇集党内各项工作的倡

议、计划、总结，汇集党内外的理论探索、政策争鸣、批评和自我批评文

章。它是文件的汇集、内部争鸣的场地、学习的资料、工作交流的园地。

成立编辑部，负责“资料汇编”的编辑、印发等一切工作。编辑主任

由联合总部执行主席担任，各党部各出一名编委。编委名单请各党部在 3

月底之前报现执行主席查建国。

编委负责组稿、收发、组织本党部党员传阅，在本地区复印、保管等

工作。

资料汇编不定期编印，费用在联合总部目前没有经费情况下由编辑部

主任负责筹集。

1999 年 2 月 25 日

2月 27 日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公告：人权研讨会不定期延期

原定于三月一日在中国武汉召开的，由民主党湖北党部，中国人权观

察武汉总部主办的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研讨会，因遭到中共的持续打压，

至今民主党湖北党部主席陈忠和，秘书长萧诗昌仍被非法拘押，上述两个

公约研讨会事实上已无法如期举行．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受中国民主党

全国筹委会，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委托遗憾地发布公告，该研讨会不得不不

定期延期举行．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和平集会的无理

压迫行为；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陈忠和，萧诗昌，

张汉江等湖北民主党负责人；

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是中国政府签署了的国际公约．中国民主党海外

筹委会呼吁联合国，呼吁世界公正舆论给予中国政府强烈的批评，并充分

揭露中国政府对全世界人民的欺骗．

同时，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发布消息，作为后续准备的联合国两个

人权公约的浙江研讨会将于北京时间 2 月 28 日下午一时半（即美东时间

今夜十二时半），在浙江杭州某茶肆举行．由浙江民主党负责人祝正明主

持，并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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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九时发布

2月 28 日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委员会（执委会）工作条例

１、执委会的地位，

１。１、执委会是联合总部最高领导机构——总部委员会常设

机构，进行总部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党务行政领导工作。

１。２、执委会与联合总部所辖各地党部执委会是领导与被领

导关系，地方党部执委会服从联合总部执委会全国统一活动安排。

但地方党部对本部人事安排、财务管理有完全的权力。对本部工作

安排有相机处置的权力。

１。３、执委会接受总部委员会常任主席的工作指导，接受总

部委员会执行主席的直接领导。

１。４、执委会接受总部监委会的监察。

２执委会的职权

２。１、解释党章（临时），监督党章（临时）的实施。

２。２、制定党章（临时）以外的各种工作条例，规章制度。

２。３、在总部委员会闭会期间决定联合总部领导机构所属部门的

领导人选。

２。４、制定、监督实施党的各种活动计划，提出召开总部委员会

并负责工作报告。

２。５、对外代表联合总部发言

２。６、批准新加入的地方党部名单或解除地方党部与联合总部的

所辖关系。

２。７、总部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３、执委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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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执委会实行多数原则制。联总正式文件须经执委会多数同

意。少数不同意见可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通过的决议案。

３。２、执委会内部会议、交流、联系和不公开的文件均属党内机

密，严守党内机密是所有执委的义务。

３。３、党内不同意见，执委会内部不同意见不得对外公开，执委

未经执行主席批准，其他执委不得代表联合总部对外发言。

４、执行主席的工作

４。１、执行主席是总部委员会的执行主席，也是执委会工作的主

持人。联总文１号文件规定了执行主席的任职期限和接替顺序，如有变

动须经执委会、监委会联席会议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４。２、在执行主席失去人身自由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覆行其职责

时，按联总１号文件排名顺序下一位执委自动替补为执行主席。执委如

长期缺任，则执委会决定从总部委员会委员中替补新执委名单，并同时

决定委员会委员替补名单。

４。３、执行主席负责召集执委会会议。联总文件必须有执行

主席签名方可生效。

４。４、执行主席是联合总部对外正式发言人。

４。５、执行主席自行组织自己的工作办公室，任期结束时自

行解散。

４。６、执行主席在任期后第一周内要写出工作计划，去职前

最后一周要写出任期工作总结。这两份材料以总部文件形式下发所

辖各党部。

５、本工作条例修改须经执委会、监委会联席会议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

６、本工作条例已经执委、监委多数通过。从此文件下发之日

起生效。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日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监察委员会（监委会）工作条例

１、监委会的地位

１。１、监委会是联合总部最高领导机构总部委员会常设机

构，进行对总部委员会和执委会的监察工作，保证党的纪律的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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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监委会与联合总部所辖各地党部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

导关系。

１。３、监委会接受总部委员会四位常任主席和一位执行主席

的工作指导。

２、监委会的职权

２。１、监委会有权调阅执委会的全部文件、工作会议记录，

并提出意见和向常任主席汇报意见。

２。２、监委会负责进行对联合总部所有领导成员的资格审查

和行为调查，并提出审查报告和调查报告，负责对违纪的领导成员

做出处理意见。

２。３、监委会行使对联合总部财务管理的监察审计权力。联

合总部出纳班子归执委会领导，会计班子归监委会领导。

２。４、调节和仲裁党内重大纠纷.

２。５、监委会行使总部委员会委托的其他职权。

３、监委会的纪律

３。１、监委会实行多数原则制。监委会正式文件须经监委会

多数同意。少数不同意见可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通过的

决议案。

３。２、监委会内部会议、交流、联系和不公开的文件均属党

内机密，严守党内机密是所有监委的义务。

３。３、党内不同意见，监委会内部不同意见不得对外公开，

未经监委主任批准，其他监委不得代表联合总部对外发言。

４、监委主任的工作

４。１、监委主任主持监委会工作，列席执委会会议，但无表

决权。联总文１号文件规定了监委主任的任职期限和接替顺序，如

有变动须经执委会、监委会联席会议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４。２、在监委主任失去人身自由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覆行其职

责时，按联总１号文件排名顺序下一位监委自动替补为监委主任。

监委如长期缺任，则监委会决定从总部委员会委员中替补新监委名

单。

４。３、监委会文件必须有监委主任签名方可生效。

４。４、监委主任是监委会对外正式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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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监委主任自行组织自己的工作办公室，任期结束时自

行解散。

４。６、监委主任在去职前最后一周要写出任期工作总结。这

份材料以总部文件形式下发所辖各党部。

５、本工作条例修改须经执委会、监委会联席会议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

６、本工作条例已经执委、监委多数通过。从此文件下发之日

起生效。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日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财务管理制度

一、联总经费来源：

１、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和非政治组织、企业、个人不带政治条

件的捐款

２、地方党部和党员个人的捐款

３、党营企业收入.

４、地方党费收入和地方党部自行筹款由地方党部自行处置

二、联总经费接受人职责：

１、了解经费来源，并对此负责；

２、经费来源、数额、接受方式直接向执行主席汇报，并有对

其他人保密的义务。

三、出纳工作：

１、负责接受和安全保管联总经费；

２、开支人民币壹万以内由执行主席签名批准，壹万元以上由

执行主席和监委主任联合签名批准；

３、按月登记现金流水帐，做到帐钱相符；

４、出纳直接受执行主席的领导，并有义务随时接受联总会

计、监委会的审计监督；

５、出纳的任免由执行主席和监委主任联名批准。

四、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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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负责财务总帐的记帐和安全保管工作；

２、监督出纳工作；

３、会计直接受监委主任的领导，并接受执行主席、监委会的

审计监督；

４、会计的任免由执行主席和监委主任联名批准。

五、联总经费的分配和使用范围；

１、联总经费的分配本着实际需求和公开、公平的原则，分配

方案须经执委会多数同意，执行主席签名批准；

２、经费的使用范围和优先安排的顺序：通讯费（含必要通讯

设备费）、资料费、交通费（跨省市交通）、被捕党员律师费、入

狱党员家庭生活补助费、接待费（严格控制）、专职党务工作人员

生活补助费。

六、党产管理；

１、党产投资须经执委会批准；

２、党产股份须明清，收入单独建帐；

３、联合总部派专人进入党产企业管理班子，负责或参与党产

管理工作；

４、必要时联合总部成立党产实业管理部，党产实业管理部工

作条例另制定。

七、必要时成立联合总部财务部，财务部工作条例另制定。

八、本管理制度修改须经执委会、监委会联席会议简单多数通

过。

九、本管理制度已经执委会、监委会多数通过，从此文件下发之日

起生效。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日

1999 年 3 月
3 月 4 日

中共高层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新看法，对组新党派产生歧见

[纽约特约记者报道]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正在开两会，各民主

党派人士在两会中都比较活跃，已经或准备提出一些比较尖锐、大胆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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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共上层则对各民主党派的功能达成新的共识，即提高民主党派参政、

议政的水平，使民主党派在反腐败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在这个

限度内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但对是否允许组织新党派来发挥这种功能，

则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允许组织新党派将会引起政治风潮，可能会

失控，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以开门，用社团法

加以规范，并设定前提，再加上执行严格的审查和批准制度，可以控制局

面。而江泽民在内部谈话，表示倾向后一种意见。

在人大会议即将修宪的前夕，中国民主党东北三省的支部，发表声明，

强烈反对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

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四发来的传真，中国民主党吉

林、辽宁、黑龙江三个支部的负责人，冷万宝、王泽臣、和萧利军，致函

全国人大及国家主席江泽民，反对把邓理论写入宪法，主要理由有两条：

一是邓理论本身自相矛盾，容易引起争议；二是要维护宪法尊严，取消四

项基本原则等，本来就不应该写入宪法的内容。

另据民主党海外中心消息：国内中国民主党十几个筹委会和党部，分

别或联合发表了致国家主席江泽民及人大代表公开信。中国民主党东北三

省筹委会的公开信由黑龙江：肖利军、辽宁：王泽臣、吉林：冷万宝签署。

他们在公开信里对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的建议，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

们说：一、此建议如同原先写进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与人民应享有

的思想、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等基本自由权利相冲突。二、思想理论有

不一致和变化的特点，不能成为明确的准则，人民不易遵守，不利于宪法

的权威性。三、理论一旦成为宪法内容，就会造成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

主义。他们还提出了诸如：重新评价六四，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反对

个人崇拜，把毛泽东纪念馆改为六四或文革纪念馆；等等建议。

3 月 5 日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的十项建议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我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提出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国民主党全国筹

备委员会欢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法治国家”的修宪建议，为了使中

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以尽一个在野党的义务，我们向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十项修宪建议如下。

第一，敬请取消宪法序言中有关“四项原则”的陈述。

我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次提出的修宪方案，不仅继续要

把所谓“四项原则”放在序言中，而且，把“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

想”并列。由于“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很不一致，

所谓“邓小平理论”又可作多种不同解释，宪法写进这些不确定东西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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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权威性。加上有关“四项原则”的语句采用的是“将来时时态”，

并非法律语言，更为重要的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把

某一个党作为“领导党”、把某一种“思想”或“理论”作为“指导理论”

的做法，中国各党派都应处于平等地位，如同宪法序言结尾处说，“各政

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第二，把“保护私人财产权”写进宪法第二章。

我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修宪建议中有“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样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

“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否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

为了使中国能真正建立起公平竟争的市场经济，有必要在宪法中明文规定

“人民有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赔偿，不得占为公有。”

第三，删除宪法中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条文和语句。

国家与政府是两个概念。台湾有“国策”一说，但一般地说，“政策”

一词和“政府”相联。政府更迭，政策就可能有所调整、改变，重大的政

策调整、改变造成经济制度的变化。我国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的宪法中有“开展三大革命运动”，“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无产

阶级政治挂帅”。一九七八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写进了“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这类的形象化的非法律语言。一九八二年五届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的宪法中有“计划经济”、“农村人民公社”、“禁止土地出

租”、“国营经济”这些用语，现在都已修改掉了，把经济政策、经济制

度写进宪法，只能增加宪法的不稳定性。中国要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这有赖于两个前提，一是“保护私人财产权”，二是“励行法治”。美国

是一个实行市经济的国家，美国宪法中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的规

定，在美国，一个社区的公民，如自愿建立财产公有的“公社”，也受宪

法、法律保护。今天把“市场经济”写进宪法，与过去把“人民公社”、

“计划经济”写进宪法一样，是对宪法结构和功能的误解所致，中国不同

于美国，中国宪法应有自己的特色，但要在中国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关键还是要在宪法中明文“保障私人财产权”和“实行法治”。

第四，在公民基本权利中明文增加“组党自由”。

结社自由当然包括组织政党的自由．因此，组党自由也应受到现行宪

法的保障。但中国实际政治中，许多司法机关不保护结社自由更不承认

“组党自由”。为此，我们建议，宪法第三十五条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组党、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五，在宪法中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涵义。

“国家安全”是一个针对外部的概念．是一个国家为了防止他国用武

力或武力威胁，保护国家的存在，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采取的军事或非

军事措施的总称。国家安全最主要的领域是国防和外交，其次是反间谍。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应有明确定义。宪法第二十八条应修改为：“国

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间谍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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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破坏公共安全和其他犯罪活动，惩办犯罪分子，同时维护其基

本人权。”

第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

第五十九条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军队按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代表产生办法

和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的保障办法由法律规定之。”

第七，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规定连任届数

不得超过两届。

在“法治国家”，武装力量的统率权属于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一九八二年宪法把武装力量统率权交给国家主席以外的人，另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为当时由邓小平掌握最高军事权力面设计的。这种体

制，在世界上只有极少非法治国家才出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没有全国

武装力量的统率权，而把这一权力交给另外的一个人，往往容易导致军事

政府，在平时，则会造成军事首脑对政局的直接干预或幕后操纵。为此，

必须坚决改变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为“垂帘听政”而建立的体制，明文规定

国家主席兼任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军队国家化开辟道路。

第八，保障司法独立，为取消党的政法委员会确立法律根据。

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改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任何政党、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九，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即将成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违

反宪法

宪法第三十一条改为：“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

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在特别

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可以和宪法一些条文规定不一致。

第十，设立与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专司宪法监督职能

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是要建设宪政国家。从制度建设上看，建设宪政

国家的关键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全面检讨和修改现行宪

法设计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

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与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专司宪法监督职能。

上述十条，敬请全国人大认真讨论而采纳之．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

3 月 6 日

中国民主党已发展到二十七个支部 (九个党部,十八个筹委会)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安徽异见人士王洪学宣布中国民主党

安徽党部昨日成立，这使中国民主党现有二十七个支部，其中九个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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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个筹委会。党部与筹委会的不同之处是，党部从成立之日起正式发展

党员，而其内部也会进行分工。

反对邓理论入宪法

王洪学昨天也以安徽党部的名义发出公开信，要求人大批准两个人权

公约，平反「六四」，以及修宪时删除四项基本原则及不要将邓小平理论

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宪法。

3 月 8 日

内蒙古四民主党人赴京请愿 辽宁上海三名民主党员被捕

【明报专讯】内蒙古异见人士刘川、王泽民等人上周五在内蒙古赤峰

市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内蒙古筹委会。当局近来严控各地异见人士，担心

他们上京妨碍人大政协两会的进行，但据悉四名内蒙古异见人士已到达北

京准备向人大代表请愿，甚至可能往天安门绝食抗议。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日透露，异见人士刘川、王泽民

上周五在内蒙古赤峰市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内蒙古筹委会；至此，中国民

主党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组建二十八个分支，其中包括九个党部、十九个

筹委会。刘川、王泽民曾在内蒙古创建「松山文学社」，该文学社拥有一

千多名会员。

拟往天安门绝食抗议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又引述提供以上消息的内蒙古异见人士陈

前林的话指出，目前，当地蒙古族人民已对沉重的税收、中共官员的贪污

腐化极为不满，有一千多名内蒙古人委托他及另外三人到北京向人大代表

请愿。这四名受委托人士已到达北京。陈前林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

他们将到天安门绝食抗议。

辽宁上海三名民主党成员被捕

(记者张苑香香港八日电)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目前正在北京召开，

各地多名异议人士在这段期间外出时遭拘捕。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辽宁鞍山市「中国民主党」

成员王泽臣及王文江昨天上午九时外出探访朋友时，在火车站被拘捕，扣

留了九个小时才被释放。

另外，上海市「中国民主党」成员李国涛由於与其他异议人士曾致函

「总理」朱熔基，要求释放另一名被捕的异议人士傅申平，前天上午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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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拘捕，拘留四十三小时後，今天凌晨三时才获释，拘留期间更被上海公

安局人员殴打。

3 月 9 日

《关于吸纳鲁、皖、晋、内蒙古四党部（筹委会）加入联总的决定》

各党部：

最近中国民主党山东党部、安徽党部、山西党部、内蒙古筹委会相继

宣告成立。四党部和筹委会负责人谢万军、王洪学、韩武、清林面谈或多

次电话联系，要求参加联合总部工作。联总执委会决定吸纳鲁、皖、晋、

内蒙古四地方组织加入联总。加入联总的各地党部不分时间先后，规模大

小，一律平等。

增补谢万军、刘连军、王洪学、韩武、清林五人为联总委员会委员。

增补谢万军、王洪学、韩武、清林四人为联总执委会委员，担任执行主席

顺序在吴树江之后。

成立党部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望各党部能够团结本地区一切民运人

士，扎扎实实进行党的自身建设，为全党统一之日，党的全国第一次党员

代表大会召开之日而奋斗。

联总执委会

１９９９年３月９日

3月 12 日

吴义龙被无理遣送回乡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书面表示抗议

(本刊消息)1999 年 3 月 9 日下午五时，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

吴义龙被杭州市公安当局强制送回安徽，其妻子单称峰要求同行遭公安拒

绝。

吴义龙自 1999 年 2 月 26 日晚被警方无任何理由"留置盘问"48 小时。

其后又以"案情需要"为名被"监视居住"在杭州景芳派出所。今天又被强行

送回原籍。

吴义龙本是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因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在

1999 年 1 月 18 日被校方开除学籍，并多次遭到警方的无理骚扰和拘押。

对杭州公安当局任意关押民运人士、践踏公民权利的做法，中国民主党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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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筹委会表示强烈愤慨与抗议。但是，该党并没表示采取什么具体的抗议

行动。

3月 14 日

中国民主党举行研讨会 十余名成员被杭州公安非法拘捕

(记者王曼娜香港十四日电) 大陆公安拘捕异议人士的行动继续进行，

今天杭州市四十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原定下午举行研讨会，但遭到当地

公安阻止，有关方面估计至少有十名成员被扣留。

香港中国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杭州的四十名「中国民主党」成员，

原定下午一时半在杭州东清茶室举行「如何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研讨会，

讨论今年如何具体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发展，当地公安获知此消息後，中午

采取行动，拘捕了王荣清、朱虞夫，祝正明等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

现在三人仍在扣留中，由於多人失去联系，中国民运信息中心估计，至少

有十人被扣留，但尚未得到证实。

该中心指出，目前杭州市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有七十余人，杭州

「中国民主党」成员在二月二十一日举行春节联欢时曾被公安驱散，但在

二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到访北京同一天时再举行「人权研讨

会」，公安却不敢采取行动，不过，这次公安又在开会前拘捕了民主党多

位成员，阻止召开会议。

3月 15 日

中国民主党拟在杭州集会抗议公安无理扣押党员

(记者王曼娜香港十五日电) 杭州市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为了抗议

当地公安昨天扣留数名成员，今天向杭州公安局申请在三月十八日举行静

坐集会，抗议公安侵犯人权。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四十名杭州「中国民主党」成

员原定於三月十四日下午举行「如何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研讨会，但会前

多名党员被公安扣留，其中来金彪更被扣留七天，他正在拘留所绝食抗议。

信息中心指出，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今天向当地公安申请於三月

十八日下午一时至五时在杭州湖滨公园举行静坐集会，抗议公安拘押民主

党成员的行动，共有五十名成员参加。

另外，信息中心又指出，武汉市「中国民主党」成员姜汉生的父亲姜

保民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姜汉生、陈忠和、萧诗昌和吕新华四名河北「中国

民主党」核心成员的命运，他们自二月二十三日起被扣留至今已有三个星

期，根据大陆「刑事诉讼法」扣留不超过一个月的规定，这四人有可能在

下周被正式逮捕，这也意味著他们即将被判刑，姜保民希望外界施加压力，

促使大陆尽快释放被扣留的民主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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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民主党」更呼吁美国及欧盟对大陆在人权问题上施加更

大的压力，迫使大陆改善人权。

接力绝食转到浙江 民运人士吴义龙、毛庆祥为政治权利绝食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3 月 14 日消息) 中国政府在去年签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至今未向人民公布《公约》内容，

更不允许人民了解《公约》各条款，对于渴望知道《公约》内容的群众，

竟然出动大量警力以暴力驱散，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理应受到文明

社会的谴责。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希望中国政府和有关方面不要再在违反人

权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人民享受政治权利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

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刚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连人民起码的社

交生活都被非法骚扰，不得不使人感到极大的遗憾。

全国各省民运人士为抗议有关方面对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的政治

迫害，自 98 圣诞日开始接力绝食，从 1999 年 3 月 14 日起由浙江省民运

人士继续。由于大家踊跃参加，人数远远超过原先所公布的，第一批公布

的绝食者名单安排日期如下：

希望大家将时间安排在当日 0 点到次日 0 点，参加绝食者必须是完全

自觉的行为，如有身体不适，请提前通知下一任绝食者接上，请尽量写下

《绝食感言》，联系人可由姓名排列在前者担任。

日 期： 姓 名： 联系电话或传呼：

3月 14 日（星期日） 吴义龙 0571-6969095

3 月 15 日（星期一） 毛庆祥 0571-6066394

3 月 16 日（星期二） 王荣清 0571-6042826

3 月 17 日（星期三） 李锡安 0571-8014148

3 月 18 日（星期四） 祝正明 0571-8097075

3 月 19 日（星期五） 朱虞夫 0571-6064283

3 月 20 日（星期六） 王东海 0571-7910207

3 月 21 日（星期日） 余元洪 0571-4144995

3 月 22 日（星期一） 王培剑 0571-126-20672809(BP)

3 月 23 日（星期二） 来金彪 0571-6082041

3 月 24 日（星期三） 戚惠民 0571-8854311

3 月 25 日（星期四） 聂敏之 0571-5186140

3 月 26 日（星期五） 萧利彬 0571-6958629

3 月 27 日（星期六） 杨 子 0571-8052206

3 月 28 日（星期日） 池建伟 0571-5151168-22501(BP)

3 月 29 日（星期一） 杨建民 0571-797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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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星期二） 洪家炯 0571-6965203

3 月 31 日（星期三） 高天佑 0571-7070700-90320(BP)

3 月 19 日

中国民主党成员余铁龙在杭州被公安人员强行带走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杭州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余铁龙星期五中午被公安

人员强行带走，下落不明。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五披

露，杭州公安局的四名公安人员星期五中午闯入余铁龙位于杭州近郊梅城

镇的家中，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将余铁龙带走。余铁龙现年六十岁，是一名

中医，在去年参加当地的村长选举时曾获得最多票。但是因为他是中国民

主党成员，有关当局否认选举结果，强行重新选举。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同时披露，武汉的中国民主党成员

陈忠和在今年二月二十三号被警方拘留。但是由于他的父亲病危，陈忠和

在三月十七号已经被释放。与他同时被拘捕的民主党成员肖诗昌、姜汉生

和吕新华仍然在押。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表示将定期举行会议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五披露，中国民主党浙江筹

委会日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今后每个月将定期举行两次公开的、由民主

党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以及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

人权事业。这份声明希望，公安当局尊重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集会

自由的权利，不要对集会加以干涉。

3月 22 日

民主党和平聚会又被杭州公安驱散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一日电)「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昨天原定在

杭州一家茶室举行聚会，讨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但聚会被公安

强行驱散，四名筹备人员遭拘留数小时後获释。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讨论联合国大会的聚会原定

在下午二时开始，但中午十二时已有大批公安闯入该茶室，将筹备人员毛

庆祥与李鍚安带走，并勒令茶室内所有参与者离开。

另外两名筹备人员来金彪与王荣清在离家前已被公安带走，四人各被

扣留约五小时，於下午五时获释。

杭州的「中国民主党」曾分别在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及三月十四

日与二十日举行聚会，每次都约有数十名成员参加，但是除了二月二十八

日的聚会，由於美国国务卿正在大陆访问而未被驱散外，其余三次都被公

安强行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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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国民主党」委托信息中心发表声明，对公安这种侵犯人权的

行径表示抗议。

3月 31 日

吴义龙发表声明回应浙江大学《关於开除吴义龙学籍的决定》

浙江大学 1999 年 1 月 18 日作出《关於开除吴义龙学籍的决定》，

决定是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 年 12 月对王有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

案的判决为基础，引用有关“教学管理规定”而作出，对此，我有如下的

申明：

第一、以违宪的法院判决为根据，对我实施的处罚也是违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结社--自由”，因此我与我的朋友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

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相反，一切妨碍或阻挠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因此，《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

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1998 年 6`月份，我与王有才等人援引上述宪法条款正式向浙江省民

政厅申请筹备中国民主党浙江地方组织，有关部门的回答是：“我们民政

部门不接受政党登记，只接受社团登记。”後来外交部有关人士进一步提

出“结社自由不包括组党自由。 如此，我与我的朋友们同有关方面的分

歧是产生在对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理解上，也就是说我们组党结社是否违宪

关键在於如何解释宪法第三十五条，而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

《宪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却超

越了自己的权限，对王有才申请组党是否有宪法根据一事作出了裁定，显

然属於违宪的行为！在以这种明显违宪的判决结果强加於我，同样也属违

宪的决定！

第二，结社自由当然地包括了组党自由，理由如下：首先中国大陆有

所谓“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以及“民主建国会”等

政党，如果只有在“党”的名义下才能称为“党”的话，那又如何解释这

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其次，尽管宪法的序言中有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

党合作”的规定，而无视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不允许公民

组党，那麽，请问叁加与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它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人

是否是中国公民？他们的权利又从何而来？难道宪法公然允许一部份人可

以组党另一部份人绝不允许吗？但这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根本相抵触！其三，宪法《序言》九三年

修正案中有“多党”合作的规定，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除共产党之外还有所

谓八个党派共九个政党，那麽宪法上有哪一条规定叁与合作的政党只允许

是九个，不能是十个或更多呢？有人说这是历史形成的，但历史形成的特

权已被上述宪法第三十三条所否决！其四，中国共产党建党与建国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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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多党制与党派之间平等的历史，也要求组党自由，我们知道中国共产

党的产生是在西方多党制思维下产生的，而中国共产党一经创立，它就为

自身的合法性作出努力的抗争，并最终冲破一党专制的牢笼，我想中国共

产党最初的创始者们绝不是希望建立新的一党专制，因此我们的宪法才有

所谓“多党合作”的说法！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四九年以前最有

感染力的政治囗号正是“结束一党专制”，“党与党的平等”。这後一点

正体现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上！

第三，关於我所筹组的“中国民主党”。

我必须首先申明，中国民主党还未正式成立，我与我的朋友从去年 6

月以来依法从事的仅是筹组中国民主党，此其一。其二，1998 年 6 月 25

日，我们曾向有关方面递交了申请，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申请成立中国民

主党。而筹备与申请则是当年《社团管理条例》所允许的公民权利（修改

过的《社团管理条例》由於增加了一些条款反而不适於政党则是後来的

事）。

我曾就上述两点向有关方面作出过申述。当时有关方面问我“中国民

主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你有甚麽看法？我的回答除了认为把公民申请

筹组政党援引宪法条款是否恰当的问题变成专政机关镇压的问题，其中根

本地违背了宪法之外，我还指出：一、将一个还不存在的政党进行定性是

不科学的、不尊重客观的行为。二、中国民主党的性质由於其处在筹创阶

段，因此并未确定，它的性质最终如何、除了叁加者的主观愿望及认识水

准之外，与社会包括执政党之间的互动，也会影响它的走向，故我希望有

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促使其朝向健康的发展，这也是执政党应该考虑的事

情，而不是要将它逼向自己的对立面！三、杭州市中院认为中国民主党的

目标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浙大校领导也在给我的四点答覆的最後一点里

也希望我今後“不要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不要从事於破坏社会稳定

的活动，遵守宪法与法律。”（另三点後文将引出），似乎认为我过去在

这些上都没有做到！这些，我想，若不是不了解我们筹建政党的目标，就

是发生了严重的误解。

给一个政党定性，一看其行动及其行动的结果或必然产生的结果。二

则是通过其言论与自己宣称的政治目标。而中国民主党还是一个未成的事

实，那麽现在可以判决的依据是筹创者的言行。筹创者的言行到底如何

呢？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以来，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中国民主党的

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与《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根据检察机

关的指控：“以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即使承认诽谤“朝

廷”，诽谤真的能够颠覆政权？至多构成诽谤嘛！（况且宪法第三十五条

的言论自由又如何落实？）这两份纲领性文件没有一句话是号召民众推翻

共产党，推翻政府，相反，我们只强调健全政治体制，建立起制衡制约监

督与竞争的政治体制，倡导直接的民主选举制度。难道我们的政府不希望

有权力监督制约与竞争？难道反对让民众选举自己政府的领导人？起诉书

还说“民主党公然叫嚣要获取政治权力。”不要忘记《宪法》第二条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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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於人民。”一个作为公民组织的民间组

织自然也应获取本属於她的权力又有何不当？我想提请有关方面注意这样

的事实。我们在很多文件中都提到我们不应否定历史，共产党的执政党地

位是历史形成的，但同样共产党也需要监督与制约，这从共产党自身也会

犯错误甚至犯特大错误，比如十年文化大革命，就自然得出的结论！共产

党的权力也需要合法化的程序！我们也曾明确地提出：在政治转折期，承

认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与江泽民先生的国家元首地位。我们甚麽时候，在

哪个场合或文件上宣称过或实施过颠覆政府的言论或行为？相反，我们一

再宣称：民主制度的确立，不是改朝换代，依靠推翻式的彻底否定，依靠

复仇式的政权更不利於民主的真正确立；彻底否定一个政党，确立另一个

政党的一党独大，仍然是专制与封建的行为！我们反对任何一党自以为伟

大、正确，任何党派都有历史局限，都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因此，也绝不

能指望一个政党一定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同时又完全不犯错误的政治制度，

我们只希望进行制度的修补与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完善，在目前，中

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缺乏的便是实质上的监督制约制衡与竞争机制，反对党

的建立只是完成它的第一步！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创立反对党不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党只

是相对於执政党而言。基於民主制度的原则，我提出“不对抗、不对立、

相互竞争、相互制约、促进中国政治健康发展”的与政执党相互关系原则。

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应是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压力，二是动力，

三是减压。此三者何谓？我们知在中国推行改革由於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

也由於封建保守势力与极左思想的深刻影响，改革要从文革的巨大阴影中

走出是极大不易的，前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

说：很遗憾，十五大江泽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而他从大会简报上没有看

到一个代表讨论政改！中国政府於去年 10 月 5 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然而这项公约要在中国人大通过肯定怫压力重重，我更

记得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以南巡讲话的方式阻止了极左政治蔓延的趋

势！还记得七十年代末由胡耀邦、邓小平二先生在民间煽起了的思想解放

的浪潮，来拉开改革的序幕？事实上，今天，实在到了需要一个成熟的、

理性的民间力量反映民意为改革提供动力，同时给社会保守势力施以压力！

进入 1998 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事实上经济与政治两项改革，都

转化成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比如股份制和公司化，中共中央曾提出明晰产

权。实际是确立责任人的问题，而最终能使责任人自觉负责，确立“私有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势在必行！否则股份制公司化必然失去其应有

意义！想超越人性或扭曲人性的任何政治制度最终都会破产！随着改革难

度的增大，上层决策者在根本制度上首尾两端，犹疑不决，加上金融危机

的波及与自身制度的不健全及累积起来的诸多问题，各种矛盾都有总爆发

的趋势，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变革平稳的实现，显然不只是执政党

自己的事，形成一个民间力量并消融一部份社会压力正是我与我的朋友筹

创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目的。一般来说，当社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威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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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了他的生存权时，一些有政治诉求并有组织才能的人对社会稳定有关

键性的作用，如果他们可以寻找到一个理性、非暴力的并遵守法律的合法

的反对党，他们便不至於冒更大的风险为争取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但相

反，如果社会上没有这样的组织存在而且任何组织都是非法的，社会能量

没有发泄的场合与方式，最终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真正动乱。

第四，我做了些甚麽或说了些甚麽？

我一直关注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1989 年曾以一个观察者的角色

观察了 89 学生运动的全过程，此後我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留冬谷的香

溪》。这既是我从《资治通鉴》中读出来的小说，也是从现实生活里提练

出来的东西，在古代，平民百姓或王公大臣，以得到皇帝赐同性为荣，而

今天我们也抱定了一个主义或一个招牌以为抱住了一切，“姓资姓社”实

际上正是封建氏族观念的根深蒂固的表现，但九二年邓小平先生南巡讲话，

终止了我这篇小说的写作，我以为“姓资姓社”的问题从此将不再有争论，

大家只是去踏踏实实地过生活，然而情况并不如此乐观，“戴帽子”的虚

伪仍然大行於世！

改革进入 98 年，政治体制明显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此徘

徊下去，不仅丧失前些年取得的经济成果，而且会丧失老百姓对改革的热

情与信心。事实上，政府 97 年以来 5 次降息，银行存款不减少反增多说

明百姓的对未来或现行政策已缺乏信心了，而同时由於行政体制不科学

（缺乏制衡制约与有效监督）吏治极度腐败，况且扰民害民的事件时有发

生，如何保障改革进一步深化，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我们难道等到灾难临

头才醒悟吗？98 年 6 月份，我与我的朋友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作出筹

创民主党的决定。

现代文明社会，无一例外的都推行多党制以便党派之间有个监督，制

约与竞争，缺乏竞争的政党必然腐败蜕化，而缺乏监督制约必然导致决策

失误与权力滥用，於这个党不利，於这个党所执政的政府不利，更於这个

国家的人民不利，中国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肯定不可避免，而政治的

现代化如果不接受政治体制实际是一门科学则更荒谬。权力之间的监督与

制约制衡从中国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就开始了探索，但这种制度由於有特权

的存在、监督与制约制衡最终并不能兑现，而且这种制度也未把社会稳定

包括政权结构的稳定考虑进去，（由於考试制度把决定权集中在少数人手

里）。所以西方社会引进这种制度的时候，并在实践中取消了特权，权力

自身实行三分，相互独立并相互制约，这是针对权力腐败而作出的。而针

对考试制度由少数人决定选任，转向由社会大众决定选任的多党竞争，官

吏直选和公务员考试相结合，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於得以实现，因此，只要

我们不否定政治体制是一门科学，多党制必然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项内容。

那麽在中国如何创生反对党？显然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由中国共产党一

分为二或更多，一条是由民间成长出的反对党。第一条道路由於震动性太

大，而且双方政治力量都相对强大，且都可能与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在共产党一贯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思维模式下，造成巨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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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可能性必然是巨大的；另一条从民间成长出反对党的道路，由於在

一段时间里未得到政府承认，甚至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其发展必然是缓

慢的，这样通过相当长的时间，民众与执政党都逐渐会熟悉并事实承认它

的存在，它的壮大是必然的，并最终介入社会政治成为一支可以对执政党

有制约制衡与竞争的力量！台湾开放党禁的成功的事例应引起社会有关方

面的重视。

8月底到 9月上旬和 9 月中旬到 9月下旬，我先後观察了上海、北京、

陕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广东、辽宁、安徽等地的民运发

展状况，我与我的朋友确定了在中国大陆循序渐进地开展筹组民主党运动。

我们一致认为筹组中国民主党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完

善政治体制，实际上我们只是借助筹组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开展民主运动。

我们认为一个政党的诞生只是为反对另一个政党，或为了获取政权，这本

身是可悲的，况且“打江山”“夺取政权”实在是把“政权”理解成可以

私家拥有的财产了！我们以为这是一种封建落後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政

府只是百姓（纳税人）以纳税的形式雇佣的公共服务机构。11 月 10 日向

政府在关部门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可以说从 6`月到今

天我没有做一项有害於社会稳定的事，更没有想去颠覆政府，相反，倒是

政府的有关部门几 次的无理关押与拘禁。其中，11 月 20 日只是准备与

省内的几个朋友见面就被“拘留溧盘查”超过 48 小时；12 月 15 日，由

於帮助朋友王有才延请律师和希望旁听王有才绊一案件的审理，失去自由

超过 60 小时：12 月 22 日第三次被“留置盘查”，理由是米准备向省政

府递交一封王有才案判决的意见书，一个公民与朋友会面，帮助朋友依请

律师和正当表达意见何罪之有？

第五，关於学校的四点答覆

99 年 1 月 19 日，学校向我传达了《关於开除吴义龙学籍的决定》，

我就学校怫决定提了两点看法：第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行为是

违宪的，以违宪的米决定为基础，对我实施处罚也是违宪的；第二，没有

哪一条教学管理规定学生不允绊申请组党结社。因此这实际上是一项政治

迫害。

学校方面对我的意见作了认真对待，并於两个小时左右之後给了我四

点答覆：浙江大学人事处长沈满鸿先生强调这是校方领导集体作出的答覆，

答覆如下：

1、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有才的审判是符合宪法的。

2、吴义龙的所做所为不符合我们的办学宗旨。

3、吴义龙在王有才组党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已由法院审理证实，

而且不听劝告。

4、仍希望你在今後不要叁与颠覆国家政权和有碍社会稳定的事，

遵守宪法怫律。

关於第一点，学校并未给我详细的说明，浙江大学的法律系在国内法

律界有一定的地位，我仍然希望有关专家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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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关於第二点，说我的行为不符合办学宗旨，我希望学校方面提

供你们的宗旨是甚麽？难道一个学生关心了国家政治前途就有违了这个宗

旨？我记得四十年代也是浙大，当初的校长竺可桢先生就曾为学生受政治

迫害而去南京政府请命！我们浙大的办学方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该

是“求是育英”。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校领导们是否愧对先人的这一追

求？求“是”的“是”，可不是某个政策而是“真理”！浙江大学想成为

世界一流大学，我看只有在各方面真正的独立思考，并唯“是”是求，才

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育英”，看一个学校公然对有独立思考且品学兼优

的学生作出开除的决定，我不知道要育何等样的“英”？甚至连保障宪法

赋予的公民受教育权也未做到！

其三，我并不否认我在发起筹组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中的作用，我的

一切所为皆是公开的。作为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我的所为是一种理性

的认识，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校方及系主要负责人以及当地安全部门，

公安部门都曾几十次地与我进行过交谈，我没有看出或者说他们并没有提

供有力的证据或理由，让我相信在旧有的政治体制下可以必然避免曾发生

过的一切。我曾经说过：如果在旧有政治体制下可以避免造成社会政治混

乱与社会不稳定（比如文革）以及社会贫穷与吏治极度腐败，那麽为甚麽

会产生这些问题？既然过去和现在已经产生了这一切，又为甚麽将来就一

定可以回避这一切。

最後我仍感谢浙江大学的广大教师和校方给予我的一切关心与照顾，

也希望能与校领导进行一次坦诚的、不愧於知识分子良心的交谈。

1999 年 4 月

4 月 4 日

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悼念「六四」死难者被公安驱散

(记者王曼娜香港四日电) 香港中国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杭州市

五十名「中国民主党」成员昨天下午前往烈士陵园悼念「六、四事件」死

难者，结果被公安驱散，有三人被拘捕。

信息中心指出，在四月三日下午，五十名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分两批

前往杭州万松岭和于子山烈士陵园，向「六、四」死难者献花及表达哀思，

当三十名成员到达万松岭烈士陵园时，早有八辆警车三十名公安在等候，

公安将他们隔离盘问後再赶出烈士陵园，并对吴义龙、毛庆祥、陈树庆三

人盘问约三个小时，其後再押送他们回各自家，同时，公安也没收写有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花园。

不过，前往于子山烈士陵园的二十位民主党成员却侥幸未被公安发现，

他们集体向烈士鞠躬默哀，并将花圈摆放在显眼的地方，花圈上写着，

「纪念为自由民主而献身的人们」，落款是「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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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

中国民主党接机四人在京被捕

(星岛日报综合报道)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四名原定今天前

往机场迎接王希哲的北京异见人士，於今天早上被中国当局拘捕。

而另一名预先获知王希哲行程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查建国则於周日

被公安从家中带走，现在下落不明。

他们返到住所後，发现屋内的电话线被切断。丁子霖表示，那些公安

将他们视为「叛国者」，她强烈反对这些严重违反公民权利的行为，她认

为公安部门这些引起纷争和对抗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

另一名异见人士高洪明透过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致全国人大的

公开信，要求当局允许人民在清明拜祭「六四」的死难者。他呼吁当局在

北京八宝山公墓建立「六四」事件死难者纪念碑，并要求「六四」的责任

者李鹏引咎辞职。

今天上午，北京异见人士沙裕光和高洪明被公安人员带走，而另一名

异见人士何德普周日晚被公安带走，这几个人都是北京中国民主党的成员。

高洪明吁中共建「六四」纪念碑

(记者王曼娜香港五日电) 北京「中国民主党」成员高洪明今天发出

公开信，呼吁中共当局为「六四」事件死难者建立纪念碑以供国民悼念。

为了防止他前往天安门广场拜祭「六四」死难者，今天大批公安守候在他

家楼下。

香港中国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中国民主党」成员高洪清今天致

公开信予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中共当局允许民众在清明节拜祭

「六四」死难者，追认「六四」死难者为人民英雄，并在北京八宝山公墓

建立「六四」死难者纪念碑供国民悼念，以及要求「六四」责任者李鹏引

咎辞职。当这封信发出後，高洪明住家楼下出现大批公安人员，防止他去

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死难者，

另外，信息中心又表示，北京「中国民主党」成员查建国四日晚上九

时在家中被公安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公安并未向其家人说明原因。但信

息中心认为，由於查建国知道王希哲将在北京闯关入境，估计他被拘与此

事有关。

4月 11 日

关于公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党章（临时）的通知

各党部：党章为一党之大纲，不可谓不重要。中国民主党自浙江同志

首发之后，出现各种版本党章。联总执委会在征求所辖党部意见后，根据

多数意见，决定将王希哲同志组织、严家其同志执笔起草，徐文立同志第



492

一次修改，联总执委会第二次修改后的党章（临时）发给你们，成为联总

所辖各党部统一党章。

联合总部是中国民主党部分地方党部（或筹委会）的联合体。它是局

部的、过渡性的联合体，因此党章也是临时性质的，待中国民主党全国第

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再决定正式党章。

希望各党部自行印制党章（临时），学习、执行、宣传党章是我们每

一个党员的义务。并希望各党部把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反馈到联合总部执

委会。

党章（临时）文本附后，本文件下发之日为党章（临时）正式公布时

间。

联总执委会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１日

附：

中国民主党党章（临时）

总纲

一百多年以来，无数先烈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前仆后继，英勇献身。

在这世纪之交，中国大陆面临全面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将民主自由事业

进行到底是解决一切中国问题之关键。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开

放言禁、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

中国民主党的基本纲领是：

（一）维护基本人权，建立法治秩序；

（二）保障私有财产，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三）根治腐败政治，建立高效，廉洁政府；

（四）维护社会公正，建立全民的社会安全制度；

（五）发展全民教育，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

文化水平；

（六）植树造林，加强环境保护体系；

（七）确立人民与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政党退出军队，军队保

持政治中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国防。

（八）尊重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

“充分自治”或“高度自治”。

（九）发展台海两岸之间的友好联系，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

推动中国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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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关系，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和纲领，中国民主党

愿意和中国其他政党，在遵守宪法条款，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竞争和合作，依靠中国人民，把中国建设为自由民主，社会公正，富强文

明，多元统一的现代化国家。因此，中国民主党的宗旨为“公心至上，为

大众服务”。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原则为“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

第一章党员

第一条：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公民，认同党的目标、宗旨和纲

领，志愿遵守党的章程的规定，可以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党。申请入党指提

出书面或口头入党申请，由两位民主党人为其入党介绍人，由地方党部组

织部门批准，并进行入党宣誓。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民主党，拥护

党的章程，忠实于党，公心至上，服务大众，不畏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

而努力奋斗。”

第二条：每一个党员都隶属于党的一个组织。

第三条：党员义务如下：

（一）遵守党的章程，服从组织决议；

（二）宣扬党的纲领，争取民众支持；

（三）参与组织活动，担任党的工作；

（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五）介绍优秀人才加入中国民主党；

（六）缴纳党费。（每人每月暂按１０元人民币缴纳，多者不

限。）

第四条：党员权利如下：

（一）依据党的章程，行使党内选举和被选举权；

（二）在党内会议有发言，提案及表决之权利；

（三）为参与全国与地方选举，有接受党的提名与支持之权利；

（四）对党的工作有建议和获得资讯之权利；

（五）对违反党章的党员，有检举，控告和依据章程，对选举产

生的领导人行使罢免的权利；

（六）对党组织给予自己的处分有申辩，提出请求，申诉和要求

有关组织给以答复的权利。

第五条：党员有退党自由，但必须以书面向其所属的党组织提

出。

第二章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

第六条：中国民主党按民主方式组织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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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决议以多数决定为原则，但重大事项需经出席人数三

分之二通过。

（二）上级权力组织应由党员直选或下级组织代表组成。

（三）党的各级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均由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

生。（特殊情况下，为确保会议成员的人身安全，可采用不固定会场，不

统一时间，签名通过的方式进行。）

（四）党的各级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必须定期向组织报告工作。

第七条：党的组织分区域组织，直属组织和海外组织三种。区域

组织分中央，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县市（包括市辖区），乡镇四

级。在自治区，可增加自治州一级。党的中央党部，党员的组织为党的直

属组织。党的海外组织划分为欧洲，北美，澳洲，日本等党部，其组织层

级相当于省级党部。

第八条：中国民主党是否设立香港，澳门和台湾党部，在时机成

熟时另行决定。

第九条：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区域组织，应设党员代表大会。党员

人数少于一百人的地方，设立党员全体会议。过本区域全体党员半数的会

议，才能称为党员全体会议，否则只能称为党员会议。各级党员代表大会

和党员全体会议，为本区域的权力机关。

第十条：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分选举产生代表和当然代表两类。民

意代表（人大代表或议员）和上届委员会委员为当然代表。除上述两类当

然代表外，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均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均由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通讯投票（电话，传真，电脑网络投票）不能代替选

举。

第十一条：中国民主党党员，如有三人或三人以上被选举为各级

人大代表或议员，应成立中国民主党“人大党团”或“议会党团”。

第三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二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民主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每

隔两年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一次。必要时经党的全国委员会决议，或二分之

一以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应召集党的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全国

代表大会或临时全国代表会议不设分会场，由聚集在同一地点的代表组

成。电话，传真和电脑网络会议均不能代替集会。在遇到严重政治迫害情

况下，全国代表大会可以延期举行。

第十三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以下成员组成：

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出之代表；

２、直属党部选出之代表；

３、海外党部选出之代表（在中国民主党成立初期阶段，可以暂

缺）。

４、上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秘书长

５、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党员或议员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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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项代表人数必须超过后二项代表人数，其名额按选举办法分

配。

第十四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职权如下：

（一）修改或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

（二）听取和审查全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选举或罢免党的领导机构，包括全国委员会直选委员，

党的主席，副主席，监察委员会。

（四）就涉及全党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或决定。

第四章中央党部

第十五条：党的中央党部是指党的全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

会，党的中央秘书处和其他中央机构。

第十六条：党的全国委员会由两部分委员组成：第一部分有各省

（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党部主席或相当于主席的负责人组成。

第二部分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直选产生。全国委员会

委员人数视党的发展情况，由筹备委员会和上届全国委员会决定。党主

席，副主席兼任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全

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后举行，全国委员会的任期相应地改变。

第十七条：党的全国委员会会议由党的主席召集。在全国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全国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领导国内党的工作，指

导海外党部的党务。

第十八条：中央党部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由党的主

席任免，其任期和主席相同。

第十九条：中央党部设若干专门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党的主席

在直选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中任命。

第二十条：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十一至十七人组成，由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直选产生，每届代表大会改选一半左右人选，监察委员会设主

席一人，副主席一人。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如下：

（一）监督全国委员会，党的主席，副主席，中央秘书处和其他

中央机构的工作。

（二）审议全国委员会，党的主席等的决定是否符合党章。

（三）监督中央党部财务。

（四）调节和仲裁党内重大纠纷。

（五）有关监督事务的其他职权。

第五章地方党部

第二十一条：在不违反中国民主党纲领和章程的前提下，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可以按照本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章程，建立地方党部和

基层组织。

第二十二条：在竞选全国人大代表或议员，以及竞选全国性公职

人员事务上，地方党部必须服从中央党部的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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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党的纪律

第二十三条：中国民主党党员各级组织。在党内对党的纲领，路

线，策略，政策及主要干部言行，均可以自由讨论，批评。党员及各级组

织不得以见解或意见不同而拒绝服从党的决议，决定或拒绝参加活动。更

不得以各种公开对抗的方式分裂党。

第二十四条：省级组织之决议，活动，如违反党章和党的政策，

中央党部有权撤销该决议和活动，如省级组织不服，可向中央监察委员会

提出申诉，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裁决。

第二十五条：党员之言行如违反党章，党的决议或破坏党的名

誉，党员所在组织应予以适当处分。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由党的全国委员会

制定。

第七章经费

第二十六条：党的经费来源如下：

（一）党员缴纳的党费；

（二）非政治性组织，企业和私人捐款；

（三）国外非政府组织，不带政治条件的捐款；

（四）党营企业收入和其他收入。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中国民主党创党党员之入党手续及第一次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召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八条：本党章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后施行。党章之修

改须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人数三分之二通过。

4月 12 日

中国民主党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进行大幅政经文化改革

(北京十二日法新电) 在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即将届满

十周年前夕，中国大陆仍属非法却已在全国各地近三十个省市落地生根的

「中国民主党」今天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进行大幅政治、经济和文

化改革。「中国民主党」在信函中向北京当局提出二十三项要求，包括党

政分家和终止共党利用国家资源等，并呼吁保障新闻、政治和文化自由。

公开信联署人之一的马强告诉法新社说：「这些建议是我们透过讨论

和交换意见方式分析多年後，认为中国必须采取的措施。」

现年二十九岁的马强表示，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时机并不必然与六四天

安门事件或四月十五日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即将届满十周年有关。

继北京签署保障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联合国公民暨政治权利公约後，

「中国民主党」的多名成员於去年公开活动，但旋即遭到北京当局的严厉

打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负责人徐文立被捕後判处十三年徒刑，其

他创党人士王有才和秦永敏也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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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国民主党」文宣负责人的马强说：「我不晓得我的未来命运

如何，但不论发生什麽事，我对民主的信念都不会改变。」

这封信函进一步呼吁中共终止武力恫吓台湾和保证西藏及新疆地区能

获得自治。此外，信函也呼吁中共重新评断被北京领导人指为系由反革命

份子主导的「八九」民运事件。

信函说：「 (中共) 中央委员会必须为『六四』和文化大革命诚心向

全国道歉，恳求人民的宽恕，并针对事件成立一个『调查和赦免委员会』

进行广泛的公开调查。」

此外，「中国民主党」另一名重要干部王志新也在这封信函上署名。

马强目前是自由作家，他拒绝透露「中国民主党」有多少名成员，唯表示

公开宣布加入「中国民主党」的有几十馀人。

隶属中共官方的“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朱穆之九日表示，没有必要

重新评断六四事件，并辩称为阻止中国大陆陷入混乱必须采取镇压行动。

4月 14 日

民主党山东筹委会谢万军不堪迫害追捕铤而走险逃到国外

自由亚洲电台 13 日消息：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发言人庄彦星期二

向国际新闻媒体透露，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委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谢万军，

由于不堪忍受半年多来中共的迫害、逮捕、软禁以及对其家庭的迫害，因

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并于上星期五成功地逃脱当局的追捕到了国外，目前滞

留在远东某地。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已经和美国国务院接洽，要求安排

谢万军一家前来美国。

庄彦指出，谢万军的出逃是中国民主党对中共压迫人权的有力控诉。

美国谴责中国骚扰和逮捕民运人士

日内瓦消息：美国星期一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谴责中国骚扰和逮捕民

运人士。

美国负责全球事务的国务次卿洛伊发言说，在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继

续被骚扰、逮捕和拘留。中国政府还禁止出版一些书籍并查封报纸。洛伊

说，美国承认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中国公民比他们的上一代

人在经济选择、国内旅行以及选择地方官员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但洛伊

又说，中国人权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和缺陷，有待改进。

美国正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寻求其它国家的支持，以便共同提出批评

北京人权政策的谴责案。

此外，洛伊在发言中还批评阿富汗、古巴、伊拉克等国的人权纪录。

他还间接谴责南斯拉夫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为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说，

许多国家的政府使自己的国民受尽屈辱。它们口头上拥护民主，但在同时

又搞假选举、野蛮镇压异议人士、并且压制新闻自由。洛伊呼吁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主动推动民主，宣布“人人有权享有一个民主的政府。”(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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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

民主党山东筹委会谢万军经俄罗斯流亡美国

(记者王应机纽约十六日专电)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发言人庄彦透

露，一周前逃出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主要负责人谢万军，十

五日已安全踏上来美路程，预定今晚抵达纽约。

庄彦十五日晚间透露，谢万军这次是在百般无奈，中共想置他於死地

的情况下，从他被软禁的东北长白山一林场冒险逃出。谢万军使用化名，

经过一波三折，从中俄边境混入俄罗斯，美国驻海参崴领事馆立即对他伸

出援手。随後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与美国务院紧急接洽，安排谢万军来美。

据悉，谢万军这次是由美驻海参崴领事馆核发来美特别签证，由美驻

海参崴领馆人员亲自送谢万军上飞机，将在阿拉斯加首府安克拉治进入美

国国境，再转机前来纽约。

中国民主党透过海外信息中心报导，谢万军逃出中国大陆的事，这几

天引起大陆民运人士广泛高度关切。在该党三名主要人物相继被判重刑後，

谢万军能成功逃出大陆，安全来美，使大家松了一口气，将有助大陆反对

党运动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

4月 20 日

谢万军现困在俄罗斯的美国领事馆等待航班飞往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报道)北京消息：据法新社星期一报道，上星

期逃出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主要负责人谢万军，目前正在俄

罗斯等待航班飞往美国。

据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王希哲说，谢万军将乘星期二的班机来美。

他的出逃是因为在山东家乡受到威胁、有人要将他置于死地。美国驻俄罗

斯领事馆已经通知谢万军，美国国会批准他赴美政治避难的申请。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主要负责人谢万军现困在俄罗斯海参威的美国

领事馆内。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主要负责人谢万军在于上周逃出中国后，现困

在俄罗斯海参威的美国领事馆内。目前美中俄三方正就这一事件进行交涉。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主要负责人谢万军于 4 月 12 号持旅游签证从

中俄边界进入俄罗斯，他现在以国际难民的身份住在海参威的美国领事馆

内，美国方面已为他签发了特许签证。

谢万军原定于星期一抵达美国，但由于签证问题，现受到俄罗斯方面

的阻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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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彦先生认为，谢万军目前滞留在俄罗斯一事，与中国有关方面直接

插手有关系。庄彦先生还透露，谢万军在逃出之前，没有来得及通知家人，

现在谢万军的家人已获知他的近况。

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海外发言人王炳章先生说，根据联合国有关难民的

规定和国际惯例，俄罗斯方面没有理由干涉此事。

小评论：谢万军问题处理不慎，民主党可能损员折将

从网络上的新闻看来，谢万军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同当年方励之夫妇

的情况类似。我们可以从俄国目前政府的腐败，俄国政府同美国政府在科

索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上，以及中国政府对于海外的正义/民主党的态度

上，猜想谢万军可能要在海参威美国领事馆内居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

国政府应该不会让谢万军被俄国政府送回中国，但是，本来简单的操作，

已经因为新闻炒起来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美国政府对中国异议人士的

人道援助，变得非常被动。谢万军不象方励之那么有国际影响和名气，美

国政府为谢万军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容太乐观。考虑到中国，俄国，美国

三国的关系和立场，估计谢万军必须在三国协调好之后，前往第四国。本

来一件小事，显然会变成一件烦琐复杂的包袱。(郝亦农)

4 月 27 日

民主党人士吴义龙在广州被警方拘捕 民主党福建筹委会成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吴义龙，星期一在广州被警方拘捕。广州警

方为什麽拘捕家住杭州的吴义龙呢？

据美联社的消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吴义龙和广东民运人士苏

隔石，于星期一晚上在广州被拘捕。苏隔石于数小时后被释放。31 岁的

吴义龙原为杭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因与王有才一起参加浙江民主党组党

事宜，而于今年年初被开除学籍。

苏隔石先生证实了他和吴义龙同时被拘捕的事实。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秘书长朱虞夫先生说，吴义龙是受中国民主

党浙江筹委会的委托南下广州联系事宜。谈到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近

期工作打算，朱虞夫先生透露说，要在今年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

表大会。

不惧政府镇压福建继续组建反对党

尽管中国政府去年年底逮捕了要求组建反对党民主党的几名主要负责

人，但是中国内部要求组建反对党的呼声并没有停息。据总部设在华盛顿

的自由中国运动组织负责人连盛德介绍说，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是星期

天宣告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认同中国民主党的纲领和宗旨，支

持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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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承诺，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将遵守现行宪法和法律，承认中共的执政

党地位，与先前成立的各省市筹委会、党部一道，以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为

自己的根本利益，以在野党的身份开展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联系人电话：

张宝钦 0591-8958103

陈依斌 0591-7829258

谢毅民 0596-2053960

中国国内异见人士要求组建反对党的运动是从去年克林顿总统访华的

时候开始进行的。浙江的王有才等人前往浙江民政厅要求注册成立民主党，

开始了中国大陆内部组建民主党的浪潮。但是，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开始

对组建民主党的活动人士加强镇压，先后逮捕了浙江的王有才，北京的徐

文立和武汉的秦永敏等人，并分别判处他们十年以上长期监禁，从而使中

国民主党在中国内部的组党活动陷入低潮。连盛德介绍说，中国民主党海

外筹委会最近通过评选，把徐文立，王有才，和秦永敏评为中国民主党年

度模范党员，表彰他们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时的勇气。自由中国运动还表

示，他们将努力争取世界其它 230 多个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争取联署一份

[1999 自由中国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违犯已经签署的两份国际人权公

约的行为。

1999 年 5 月
5 月 2 日

敏感时刻中共大搜捕 王泽臣等七异议人士突然被捕

距离「六四」十周年仅一个月时间，大陆各地的异议人士正在积极串

联及筹划「六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但中共也采取了严厉的打击行动，

近日在黑龙江、湖南、北京等地至少已有二十人被拘捕。

据设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日透露，辽宁异议人士王泽臣；

吉林的冷万宝、唐元隽、安福兴；黑龙江的萧立军、全立、杨富文等七人，

五月一日下午在黑龙江一家饭店商量有关「六四」的筹备活动时，突然被

大批公安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在昨日上午，长春异议人士安福兴被公安带走，其後公安并查抄了他

的家，搜走通信录及一些文章。而在中午左右，大批公安闯入长春著名异

议人士唐元隽及冷万宝家中，对两家大肆查抄，搜走电脑、通信录及一些

书本。

此外，湖南长沙各公安分局自四月二十九日起，也分别拘捕了杨荣、

谢长发、刘伟、唐明奇、刘建安、姚小舟、周敏、谭力等八位异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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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他们在六月四日前绝不可以进行任何活动，并强迫他们签写保证书但

被拒绝，虽然八人已於五月一日获释，不过仍受到公安严密监视。

另据人权信息中心表示，在湖南长沙又有四名异议人士被公安传讯警

告，他们分别是胡卓毅、杨国强、李少强及邹佩夫，该四人已於一日获释。

民运中心又指出，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祝正明因为拜访北京一位

著名民运人士，一日下午也被公安拘留五小时後获释。 (王羿儒)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成功举办中国民主革命史讲座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美东党部于今天(5 月 2 日)下午一时至五时，

假座曼哈顿华阜某华人餐馆工会礼堂，成功举办了中国民主革命史讲座。

今天的讲座由著名作家，现代史家；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辛灏年先生主

讲。讲座由美东党部负责人孙云主持。老作家王若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大同盟杨怀安，民进党顾问洪哲胜，中国发展联合会易改和民主党海外筹

委会负责人王希哲，傅申奇，民主党员陆麟，倪锦彬，姚振宪等和其他人

士四十余人出席，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辛教授的讲课。辛教授在分两段，长

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课中，紧紧围绕革命与改良，革命与复辟等主题，古今

中外，广征博引地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辩护。尖

锐批判了六四以来，泛滥于中国思想界的所谓“告别革命”的虚无主义思

潮和投降思潮，理直气壮地为革命辩护。辛教授指出，没有革命或革命形

势的威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改良与进步。对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

辛教授指出，在不需要使用暴力的时候革命者使用暴力是非理性的；但在

革命者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时，不敢使用暴力同样是非理性的。教唆人民

在统治者的屠杀面前放弃暴力反抗是最大的侵犯人权。辛教授指出，中国

共产党的革命，实质是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反动，是一种在革命口号掩

盖下的专制的复辟。辛教授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批判。辛教

授的精采讲课，不时引起一阵阵的掌声。最后半小时举行了自由的讨论和

辩论。洪哲胜，王若望，傅申奇等与辛教授特别就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洪哲胜，傅申奇都自称研究

马克思二三十年，是这方面的权威，引起了与会者善意的笑声。香港无线

电视台拍摄采访了讲座。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就定期举办

这类讲座的意义等问题，回答了电视台的问题。

下一次讲座将在五月十六日举行。由著名学者严家其先生主讲。

5 月 8 日

吴义龙被关押遣送站 妻子致函提出抗议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浙江杭州异议人士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星期四

致函杭州公安局，抗议将他丈夫作为盲流，非法关押在遣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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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异议人士姚振宪星期五发来的传真，吴义龙四月底去广州找工作时，

被广州公安局非法拘押。后经单称峰据理力争，警方答应将吴义龙保释回

杭州。但吴回到杭州之后，又被关押在盲流遣送站，要等六四之后，才能

释放。单称峰在信中写道：这种做法，既违反人权，也不利於社会稳定。

异议人士徐文立患严重牙病要求狱外治病

(记者王曼娜香港八日电) 被中共判刑十三年的大陆异议人士徐文立，

因为在狱中罹患严重牙病，导致十一颗牙齿脱落，无法吃硬食物，徐文立

和他的妻子贺信彤都向监狱提出在北京医院看牙医及植医，但未获当局批

准。

香港的中国民运信息中心今天引述贺信彤的话说，在中共国务院总理

朱熔基四月初访问美国前，中共当局表示会把徐文立送到狱外医治牙病，

但朱熔基访美结束後，当局态度开始转变，对此不闻不问，甚至其家人要

求给予徐文立少量蔬菜及水果以利牙病，也未获当局同意。

另外，贺信彤表示，徐文立被捕时被公安炒家带走的三百余件物品，

虽然法院判决时只没收其中六件，其它物品依法应该退还给徐文立家人，

但公安至今一直予以扣押，贺信彤已写信给大陆全国人大，但未获回覆。

5 月 9 日

反对霸权主义，励行政治改革，声援中国学生爱国行动

中国民主党英国分部将在美国驻英使馆前举行示威

五月七日晚，由于北约飞机攻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 4 名中

国公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由此事件，触发了中国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的爱

国行动，中国民主党英国分部全体成员为之振奋，将于 5 月 10 日中午一

时正，在美国驻英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对北约轰炸造成的中国公民的死伤，我们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北约提

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北约必须作出赔偿和公布事件真相。我们要求中国

政府改变对内压迫，对外软弱的屈辱外交，下决心励行政治改革，团结全

国人民，早日变中国为一个民主的强大的国家。

抗议声援活动将由来英参加民运研讨会的著名民运领袖王炳章先生带

队指挥。提出口号是：“声援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霸权主义！”

“哀悼中国驻南斯拉夫死难人员！”“励行政治改革，改变屈辱外交，罢

免卖国外长唐家璇！”

中国民主党英国分部 1999 年 5 月 9 日于伦敦

巴黎民运人士申请绝食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

中国民主党欧洲工作委员会及法国六四纪念委员会，中国之春欧亚联

盟于五月十日向法国当局申请在美国驻法大使馆前绝食示威，严正抗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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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大使馆，造成重大无辜人员伤亡和巨大

财产损失，坚决支持中国学生近日来在国内各地的正义爱国行动。上述团

体强烈要求按国际法准则严惩这起战争罪行的一切凶手。首批参加绝食人

员：王辅臣，岳武，薛超青等。申请绝食时间自五月十一日至廿六日止。

刘连军：所有的生命和自由，都应该得到尊重

当从互联网、收音机里听到科索沃的阿族独立，塞族镇压，北约轰炸

时，我想一百年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讲，是多么漫长又多么短暂，多么变幻

又多么相似。人类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地掌握了毁灭自我的武器，但

却没有形成一套自我保护的文明法则。

我们常常说国际准则，国际准则，可什么是国际准则?又靠什么来维

护这个国际准则?驻在地人民到底有没有选择独立的权力?一个国家有没有

干涉别的国家的权利(即使是这个国家在施使不义)那些死去的阿族人、塞

族人、中国人和轰响的炸弹告诉我，国际原来并无准则，因为世界各个角

落的文明发展并不统一。联合国则象个股份公司，当决定要作的事符合各

大股东的利益时，就会很快达成协议，当损害了某一大股东的利益时，它

便对什么也无能为力。

中国大使馆的被炸使这种反美情绪在中国从一边倒的宣传中强烈的爆

发出来，我们从新闻中听到了塞族人的不屈的呐喊，却没有听到阿族人的

哭泣。南联盟政府、俄罗斯政府、中国政府注定要在这个问题是休戚与共

的，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独立问题。

这已经超出了政治的涵义，这里面掺杂着民族主义和对现代文明的不同阐

释。

南联盟的错误在于他们过于相信塞尔维亚人的力量可以通过威胁，恐

吓，直到剥夺阿族人的生命就可以维护一个国家的统一，而西方世界则一

味地认为只有通过精密制导的导弹和无休止的轰炸就可以让塞族人接受他

们的条件和价值观念。实际上，他们犯的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认为有强

权就可以达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世界发展了一百年，人类的文明还是在原

地踏步。

当电视屏幕上出现北约的导弹的准确时，我发现了它的一个无法避免

的错误，那就是必须通过飞行员的眼睛来判断目标。无论它威力多么大，

离不开人的眼睛和那颗脆弱幼稚的大脑。这种先进的武器，其实与原始的

步枪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若是能区别的话，那只是杀伤力而已。而西方那

种貌似博大精深的外交政策的成败，全在于飞行员的一刹那的判断。西方

政府这种依仗高科技对南联盟无原则的轰炸，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种行

为忽略了对平民和无辜者的伤害，就象在伊拉克一样，无辜的平民受了惩

罚，而独裁者却毫毛未损，这是一种多么荒唐的行为！他们通过用炸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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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一个国家和地区和人民公有的建筑物来教训这个国家的政府，却从反

面承认了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领导的合法性。

西方政府试图用这种行为来弥补他们对落后国家失败的外交政策，但

炸弹永远也不会替代文明的交流。

当我们能毁灭这个世界时，我们却不能准确的判断这个世界，这实在

是一个悲剧。历史曾一次一次给人类机遇，让我们的文明从废墟上堆砌起

来，但在今天却不行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彻底毁灭自己。

从上街游行的愤怒的学生，失去亲人、挚友处在痛苦中的人们，他们

告诉我，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来讲。从电视里我又听

到江泽民的声音：“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可哪里的人民又是可以

战胜的呢?是阿族人?是塞族人?日本人?美国人?当我们得知所有的人民都

是不可战胜的时候，人类是不是应该为了自己的命运坐下来进行重新谈判?

是不是重新要学会对别人的权利进行尊重？

现在，我们的无辜的同胞在流血，我们在为他们哭泣、呐喊。但请不

要忘记，同时还有塞族人，阿族人，伊拉克人，科威特人......

所有的生命和自由，都应该得到尊重，让我们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默

哀。

中国民主党推举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由大陆异议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党七日在巴黎举行欧洲工作会议，决

议推举民运斗士王有才、秦永敏及徐文立为二千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强调以和平、非暴力手段在中国大陆推展政治民主化的中国民主党，

由创办人之一的旅美民运先锋王炳章主持欧洲工作会议。他指出，中国民

主党是大陆人民在现存的专制体制下，争取宪法所赋予基本人权的产物，

旨在敦促中共履行其对联合国两项人权公约的承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

自由、公正理想的新的尝试。

中国民主党於一九九八年六月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已在大陆二十叁

个省、市建立了支分部，在美国及欧洲分别成立工作委员会。王炳章特别

推崇王有才、秦永敏及徐文立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奋不顾身向中共政

权挑战，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争取万世的和平、自由与繁荣而奋斗，应是

明年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最佳人选。

会中，来自法国、西班牙、荷兰、德国、挪威、英国等各地的代表与

该党美国总部筹备委员会成员一致决议，发动国际社会营救为推动中国民

主党而身陷囹圄的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叁人，同时为推动中国大陆

民主政治的发展，敦促北京政府信守其签署的联合国两项人权公约的承诺。

同时，为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为中国民主党牺牲奉献的精神，该党

将争取提名这叁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5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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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主党成员被杭州公安带走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星期一发来的消息说，杭州的中国民主党

成员李巴根星期天晚上，被该市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随后，他的家也被

查抄，许多通讯录、书本和信件等都被抄走。45 岁的李巴根是浙江日报

的职员。

此外，该信息中心披露说，从去年 12 月以来，有人不断从中国内地

每天向该中心以传真方式长时间发送废纸页，迫使该中心不能接受来自大

陆的其它信息。星期一，有人用了三个小时传输了近两百页黑纸，估计耗

费了人民币上千元。同一天，该中心还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近 150 个虚

假传呼电话以及上百个干扰电话。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认为，这是内地

公安机关在挥霍国家钱财、阻挠民众向该中心反映情况。

5月 19 日

中国民主党申请杭州集会要求平反「六四」

(记者周佳虹香港十九日电) 杭州王荣清等四名中国民主党成员今天

下午向杭州公安递交申请信，要求六月三日在杭州举办纪念「六四」活动

以平反「六四」，预计届时将有五十人参加。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申请书是由「中国民主党」浙

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申请，目的是纪念及探讨十年前的「六四」事件对大

陆的影响及如何具体平反「六四」。杭州公安接受了他们的申请书，但没

有表示是否批准。

北京学运领袖江棋生被海淀公安逮捕

民运中心又透露，临近「六四」，中共加强打压异己的行动愈来愈多。

昨天深夜十二点，前北京学运领袖江棋生被海淀公安从家中带走，并被大

肆抄家，直到周叁下午仍未获释。江棋生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是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班学生。

5月 20 日

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告北京市民书》

今年 6 月 4 日，是“六四”十周年纪念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呼吁

所有有良知、有条件的北京市民，在 6月 4日当天，以合法、安全的方式，

纪念“六四”十周年。为此，我们建议：

一、6 月 4 日当天尽可能穿着浅色服装，例如白色、浅灰色、浅黄色

等。

二、6月 4日当天尽可能去天安门一带，在不影响现场施工的前提下，

静坐或静站一段时间，但千万不要贴标语，也不要呼口号，仅仅采取静默

的抗议方式。



506

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公民穿着浅色服装，或者禁止公民坐立，

所以上述抗议方式，完全合法，绝对安全，不会带来麻烦。我们希望看到

这个呼吁的北京网友，将内容转告身边的亲属朋友，共同参加此次纪念活

动，同时也希望外地网友进行类似的纪念活动。

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主任委员 春水

99 年 5月 20 日

5月 31 日

中国民主党驳斥人大外委会有关「六四」言论

(记者周佳虹香港三十一日电) 对於中共全国人大外交委员会指摘美

国参、众议院煽动反华浪潮，大陆中国民主党今天发表公开信表示有关言

论是谬论，并强调世界各国有权对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提出批评。

中共人大外委会负责人昨天发表谈话，指「六四」早有定论，不需平

反，而且「六四」的「果断行动」维护了社会稳定。人大外委会并抨击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在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对此言论，中国民主党北京及天津党部委托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

中心发表公开信，逐一反驳人大外委会的言论。公开信表示，中共官方对

「六四」的定论是错误的，一定会被历史推翻。公开信表示，在暴力镇压

下的政治稳定是一种假象，「六四」的镇压造成了真正的不稳定，成为大

陆今後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国民主党在信中并提出三大建议：一、立即停止镇压民众纪念「六

四」的行动，并释放被拘捕的人；二、成立「全国人大六四事件」特别调

查委员会及公布事实真相；三、在大陆开放「六四」事件全民讨论，相信

人民有公论，历史自有公论。

1999 年 6 月

6 月 1 日

民主党人士爱心悼六四

(记者王应机纽约三十一日专电) 来自中国大陆 的最新消息指出，

六月一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成员毛庆祥，池建伟，郑大中，陈

树庆等人前往杭州市 武林广场捐出鲜血，以爱心纪念十年前在震惊世界

的「 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化流尽最後一滴血的年轻大学 生及市民们。

旅美大陆民运人士姚振宪透露，上海民主党筹委会 发起人之一韩立

法，因在狱中宣传民主理念，宣布将悼 念「六四」死难者，被监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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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夥同囚犯，连续数 天毒打，导致韩立法浑身伤痕。狱方害怕韩立法

生命不 保，通知他的家属前往探望，并威胁不得泄露消息。

韩立法一九九八年到外国语学院及同济大学为民主 党宣传，并吸收

党员，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捕，判 「收容教育」九个月。

不得为纪念六四设立捐血站

在北京,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表示,105 位六四遇难者家属在

法院起诉 1989 年的国家领导人。丁子霖 17 岁的儿子在 89 年 6 月 4 号被

军队开枪打死。她拒绝提供其他参加起诉行动者的姓名,原因是他们可能

会比她受到更大的压力。在杭州,被宣布非法的中国民主党五名成员要求

为纪念六四而义务献血,但是捐血站以这是一项政治行动的理由而予以拒

绝。异议人士王荣清表示,他们星期天聚集在杭州一个公园进行讨论,并且

散发了传单,没有遭到警方的拘捕。

北京校园里的政治热情已经消减

法新社在回顾六四事件发生的那个夜晚时说,1989 年,6 月 3 号夜里,

曾在 40 年前解放北京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人民军队又来到这个首都。

法新社说,这一次军队进城却是为了野蛮镇压持续了 6 个星期的震憾全国

的示威行动。路透社在一篇关于六四受害者的报道中说,被坦克碾断双腿

的方正和其他受害者在中国已经被人们淡忘了。报道说,被遗忘的人中还

包括数以百计的死难者丶被关押者和流亡者的家属。报道说,同情示威学

生丶具有改革头脑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也被人们忘记了。法新社报道

说,10 年前,北京的大学生们站在要求民主的群众抗议活动的前沿。但是,

现在校园里的政治热情已经消减,学生们的目光则集中在没有那么高尚的

理想上面了。

政府和异议人士对峙需要胆略和智慧走出六四阴影

香港信报一篇署名陈小雅的文章表示,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十年,现在

应该是在那场不幸事件中受害的中国走出六四阴影的时刻。文章指出,十

年来,政府和异议人士之间两军对峙,噩梦始终缠绕着对峙的双方。文章分

析说,政府一方被自己的实力所阻碍,以为政府有实力就可以轻视异议人士

和他们的主张。文章表示,异议人士则存在着道义的障碍,以为与政府和解

就是投降或者背叛。文章指出,这种对峙都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而受害最大

的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丶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自己。文章建议异议人

士走出理想政治的层次,迈进现实政治的门坎。文章提醒中国政府应该认

识到实力有「有形」和「无形」之分,并且是可以消长的。文章呼吁,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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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方应该为了中国的整体利益,尽量化解负面因素,在复杂艰险的国际环

境下拆除各自的障碍,以他们的胆略和智慧走出六四的阴影。(VOA)

王有才狱中绝食要求平反「六四」

(记者周佳虹香港一日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 息中心今天透露，

正在服刑的王有才自称将在狱中绝食 二十四小时，要求平反「六四」。

但由於大陆监狱严禁 在狱中纪念「六四」。王有才的家人担心他的行为

会招 致公安虐待。

现年三十二岁的王有才是「八九」民运後被中共通 缉的二十一名学

生领袖之一，「六四」事件後被判刑三 年，去年十二月又因为筹组「中

国民主党」被判刑十一 年。据悉，一些组织计划提名王有才参选今年诺

贝和平奖。

近期中共持继拘捕异议人士，愈近「六四」，拘捕 行动愈见频密。

一名曾於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 天安门抗议的深圳异议人士缪希

科，昨天也被公安拘捕 。近一个月来，已有超过六十名异议人士因筹备

「六四 」十周年纪念活动而被当局拘捕，至今仍有十几人未获释。

6 月 8 日

桂林市中国民主党成员李志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三年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二披露，广西的中国民主党成员

李志友已于五月底被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判刑三年。

29 岁的李志友去年 12 月底，因为在桂林的公园里张贴中国民主党建

党宣言等传单，而被拘留。当局在拘押了李志友近半年之后，于五月中旬

对他开审。最近李志友的家人才得知他已被判刑三年。李志友已向广西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6月 10 日

中国民主党河北党部创建人余峰「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

(记者周佳虹香港十日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中

国民主党河北省党部创建人余峰日前被公安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被公安刑事拘留。

民运中心指出，被刑事扣留的中国民主党河北党部创建人余峰，三十

七岁，於六月八日被公安带走并刑事拘留。余峰是一名工厂工人，也是中

国民主党河北省党部的创办人。中共当局严令禁止该党在大陆的任何活动。

中共当局九日告诉他的太太，他被控以意图颠覆国家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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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共打压异己的行动升级，几乎每天都有民运人士被拘捕或判

刑。民运中心认为，北约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後，西方对大陆人权

压力减少，中共藉机镇压异己。民运中心呼吁海内外民运力量采取行动向

中共施压，以营救可能被判刑的大陆民运人士。

6月 13 日

中国民主党辽宁筹委会负责人王泽臣被刑事拘留可能判刑

(记者周佳虹香港十三日电)大陆「中国民主党」辽宁筹委会负责人王

泽臣，於「六四」十周年期间被公安拘捕後一直下落不明，直到昨天其家

人才获通知，王泽臣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已被正式刑事拘留，意谓着

他可能面临被判刑的命运。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在大陆，一旦被正式刑事拘留，

被判刑的机会就很高，因此，王泽臣目前的情况非常危险。

王泽臣与多位民运人士因为策划纪念「六四」十周年活动，於上月二

十日被公安拘捕，当时外届揣测六四过後他便会获释，但六四已过十天，

除了王泽臣外，仍有近二十位民运人士未获释。

民运中心透露，长沙一名汽车电器厂工人廖石华，因为多次组织群众

及下岗工人到湖南省政府请愿，也於昨天被公安以「聚集冲击国家机关」

罪被正式刑事拘留。

此外，民运中心指出，八九学运领袖刘刚的妹妹刘明原本获当局发给

护照，准备到美国探望刘刚，但上周却被中共国安局拘捕，虽然最後获释，

但国安局表示，因为刘刚於九六年是「偷渡」到美国，所以不让刘明赴美

探望刘刚，并没收了刘明的护照。

6月 16 日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社会要稳定 执法要文明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消息)六月八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部分成员看望并慰问了 6 月 3 日下午遭便衣警察非法拘禁致伤的吴兆龙先

生。

吴先生今年八十岁，是具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看不惯目前

社会上的许多不合理现象，经常在西湖边一公园的民主角发表意见，抨击

腐败。是一位善良、极富正义感的老人。探访他时，他展露出手臂、腿上

的青紫伤痕，讲起受伤的经过。

6 月 3 日下午，支持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一位女士杨子佩带黑

纱、白花进入西湖一公园自发悼念“六·四”死难同胞。在场大批便衣警

察非常紧张，要将杨女士带走。此时，吴兆龙先生及现场数十名群众自发

上前围住杨子，保护她不被抓走，警察与群众发生争执。吴先生与群众一

起纷纷指责警察滥用权力，无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便衣警察恼羞成怒，

粗暴地扭转吴先生与其他三位群众的手臂、野蛮地扭打着把他们推进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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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吴先生手臂、膝盖等多处受伤，裤子撕破，鞋子丢失，在涌金派出所

关押盘问至午夜 11 点多才被释放。

整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公安便衣从未出示身份证件。吴先生被拘禁、

审讯、释放的过程中，警察也从未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在中共多次强调

要“依法治国”的时候，不知杭州警方的这种行为是否违反有关规定？这

种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对此，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言人

敦请杭州公安当局注意：在中国社会向民主化、法制化进步的时候，作为

“人民警察”应该亮证执法，文明执法。不要任意侵犯公民的言论和信仰

自由，不要任意剥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不要任意动用警力，以造成社

会的不安定因素。

6月 19 日

杭州公安突然拘捕当地五名中国民主党成员

【明报专讯】杭州公安局今日采取行动，突然拘捕了当地的五名中国

民主党成员，并查抄了部分成员的住所。「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认为，

此举显示当局镇压异见者的行动正在加剧。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今日下午三点，十五名公安突然

闯入中国民主党成员朱虞夫的家，将他与另一名民主党成员韩申一同带走。

随後，公安抄家达两小时，将朱虞夫电脑、通讯录及各种文件全部抄走。

今日下午五点，公安闯入王荣清家，同时带走王荣清家、及到访其家

的另一名民主党成员毛庆祥。而当天上午，杭州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李巴根

也被公安带走。

综述：六四十周年前後一月民主党已有八十多人被拘押

(记者黄矿春纽约十八日专电) 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

心」今天披露，中共已经展开新一轮镇压民运行动，在六月四日前後一个

多月，已有八十多位各省、市「民主党」领导人及成员被拘押，另有更多

的人遭传讯或软禁。

该中心表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十周年刚过後不久，虽然在吉林省

有几个人获释，却仍然软禁在家。目前绝大部分各省、市「民主党」主要

领导人及成员，包括辽宁的王文江、浙江的祝正明、安徽的吴义龙、北京

的查建国及高洪民等，至今仍无获释的迹象。

此外，在「六四」过後中共另将甘肃「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岳天祥与

郭新民，广西的李质民、河北的王峰和刘建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

处重刑。

过去两天，中共又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

正式拘押「民主党」辽宁省筹委会主要负责人王泽臣，及「民主党」湖南

大学筹委会负责人佟适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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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指出，美国与中共现正处於冷战的边缘，中共选择此一时机对

大陆民主运动进行全面镇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历史已经证明中共每在岌

岌可危的的关口，总是运用民族主义来唬人，继而转嫁及掩饰其独裁的本

质。经济发展不会改变中共极端的独裁本质。

「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心」表示，目前中共在大陆采取愚民的方式

挑起所谓的「新民族主义」，其实是为转移所遭遇到的强大政治与经济压

力。这等於再次向世人自我彰显一个事实，即中共的确是人权价值及全球

民主与自由的威胁。

该中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近来对大陆民运人士的严厉镇压，以及

大陆人权状况的极度恶化。

6月 22 日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强烈抗议中共无理关押民主党成员

6 月 19 日下午，杭州警方突然闯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王荣

清家里，将王荣清及同时在他家的毛庆祥与两位从上海来的朋友带走，在

路上“巧遇”从北京来的朋友，一并带走。与此同时，警方又将另一成员

朱虞夫从家里带走并抄走一台电脑及大量资料。当天晚上，警方又到毛庆

祥家里抄走书籍、刊物及通讯录。他们的电话都被切断 48 小时以上。第

二天，当地派出所即通知他们家属送日用必备品等然不说任何理由及关押

期限。当天，另一成员厉坝耕失踪。

我们对警方阻挠民主党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表示强烈愤慨，对其抄家、

切断电话等野蛮行径示强烈谴责，对无理关押民主党成员表示强烈抗议！

同时，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吴义龙 4 月 28 日起被杭州警方以

“办案需要”为由“监视居住”为名在杭州市遣送站秘密关押（匿名电话

告之，其妻访得）至今未释，关在斗室，不能放风，每餐一饭一汤，汤里

两片菜叶，无油。对这种严重侵犯人权、无视人道的行径我们表示强烈抗

议！另外，成员祝正明亦被剥夺人身自由，下落不明，我们表示强烈的抗

议！

呼吁当局顺应世界民主潮流，以国家前途为重，尊重宪法所称的结社

自由，尊重人权，释放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朱虞夫、厉坝

耕等民主党成员；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防止打压的扩大化！

6月 27 日

谁是反动派？──中国民主党浙江组党周年有感

辛灏年

什麽是反动？就进步和倒退的意义来说，就是逆潮流而动。单就近、

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而言，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君主政治，以多党政治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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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一党专政，就是进步的。反之，维护君主统治，坚持一党专政，自然就

是倒退，也就是反动。就不用说那些一心要反对民主、复辟专制、钳制自

由和阻断进步者们了。

历史的事实是，自从辛亥成功，推倒满清，结束帝制，中国就诞生了

政党政治。据中共的中国近代史称，辛亥之後的中国，「民主空气浓厚，

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行中。仅 1912 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

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 86 个，政治团体 22 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

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

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推动政党政治，

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由是，专制政治的「一权堂」，瞬

间即被民主政治的「多元化」所代替。其时，若不是存在着一个「才足以

帝制以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则中国政

党政治的民主道路，未必就会遭遇後来的艰难和反覆。

民元之後，虽因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张勋的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的

复辟混战，而阻断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但是，中国民间组党的政治趋

向，却没有因此而被阻断。窃国大盗袁世凯固未敢扑灭民间的组党风潮，

张勋和混战中的北洋军阀则更没有能力来消解民间的组党潮流。及至北伐

成功，中华民国初获统一，虽然中国国民党为汲取辛亥之後形形色色专制

势力图谋复辟的教训，而遵循孙中山先生所规定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思

想，以实施训政，但训政的手段既在维护革命的权威统治，以巩固刚刚建

立的革命政权和刚刚创建的新社会秩序；又在推行地方自治，以培养人民

将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政治能力。训政的目的，更是为

了实行宪政，以还政於民。训政的时间亦明确规定为六年。因此，国民党

的一党训政，也就与一个党、一个阶级的永久专政有着霄壤之别。更何况，

在规定的训政期间内，除掉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扰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之外，

人民不但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种种自由，甚至享有不拿枪以宣

传共产革命的自由。彼时，人民不仅拥有合法组织各种政治社团的权力，

而且，民间的新闻和出版事业，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发展，产生了迄今仍

能够标傲於後人的巨大思想文化成就。虽然，由於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

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未能如期结束，对宪政的准备亦时起时落，但随着抗日

战争的全面爆发，在本应该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战争岁月，正在领导艰

苦抗战的中国国民党，却不仅首先予作出了「四项保证」的中共二万残馀

以合法存在，并逐步地开发了党禁，因而在实际上结束了训政。由是，民

间各种政团、政党遂应运而生，不仅能够独立存在，而且能够参预国是，

更能够与国民党、共产党一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预并负责修改、制定

「宪法」，直至在 1945 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上，写下了「政治民

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各党派合法与平等」的进步条款。中国的政党政治和

民主宪政历经 30 馀年的艰难推进，终於成功在望。

然而，中国民主宪政的曙光、中国人民自辛亥以来已经拥有的组党自

由，却因为中共打赢了那一场内战，而归於灰飞烟灭。中国人民非但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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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集会、结社的自由被剥夺殆尽，而且，49 年後，当中国浙江的

有识之士王有才等人，终因对中共一党长期极权专制的彻底厌弃，决心揭

竿而起，於 1998 年 6 月 25 日，和平地、理性地向从来就没有登记注册的

中共及其地方政权登记组党时，他们的囹圄之灾也就接踵而至。中国大陆

人民历经了近 50 年的痛苦，才终於掀起的一阵组党风潮，遂为迄今连任

何集会、结社自由都绝不允许的中共所镇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任何一家统治者

均骂成是「反动派」，尤将「国民党反动派」骂得人尽皆知，甚至老少妇

孺，个个耳熟能「详」。然而，综观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民主宪政的艰难

进程，特别是辛亥以来 88 年中国人民自由集会、结社和组党的历史，则

真正的反动派，究为阿谁？（1999 年 6 月 23 日於纽约）

6月 29 日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领导人查建国高洪明双双被捕

(记者周佳虹香港二十九日电)自北约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後，

中共大肆拘捕异己，今天下午又有两名北京中国民主党核心成员被公安拘

捕及抄家。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谴责，大陆的人权已倒退到「六四」

以来最差的地步。

民运中心透露，被拘捕的查建国及高洪明，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

党部的两名副主席，是该党继徐文立後两名最重要的核心成员。两人於

「六四」十周年後并没有高调活动。

自中共使馆被炸後，已有超过一百九十名异议人士被拘捕，至今仍有

三十人被拘留，三十一人被「监视居住」，随时可能再被捕，另有四人已

被判刑。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其中，王泽臣、王文江、朱

虞夫、王荣清、吴义龙及佟适冬等，都是该党的核心成员。

1999 年 7 月

7 月 2 日

张伟国：方兴未艾的中国组党运动

杭州民运人士王有才去年六月二十六日申请筹建中国民主党，转眼已

满一年了。以王有才公开申请建党为发端，在大陆各地出现了一个颇具规

模的公开「组党运动」，并且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在中南海大肆庆祝中

共建党七十八年之际，我觉得纪念刚满一周年的中国民主党筹建活动，也

许是更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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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组党中共自毁结社自由

王有才等大陆民运人士的义举，实质上就是在行使一个普通公民的宪

法权利。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

u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北京当局去年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公民结社自由

亦有明确阐述：「一、人人有自由结社权利，包括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组

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二、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

或公共安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

要者外，不得限制此权利之行使」。

如今，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在各地公开从事组党活动的人士，虽然大

多已经遭到中共的逮捕和全面镇压，有的要麽被判处长期徒刑，要麽被送

去劳教，要麽被赶出国门，但这等於是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揭穿了中共

「依法治国」的欺骗性。

虽然冷战结束了，中共甚至与被它批评为霸权主义的美国结成了所谓

的「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但是它对於自己的人民却依然坚持「一党专

政」的旧思维，继续把一切和平从事言论、出版、结社活动的人们视为敌

对势力，誓言要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把它

自己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变成了一纸空文，把自己和广大人民、社会公

正与正义对立了起来。

唤醒民智民主党带动新风潮

中共对民主党组党运动的镇压，也从反面教育了大陆的广大人民群众，

他们在改善了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觉悟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和享有

精神生活的自由。王有才去年底被判刑时，法庭外面出现了抗议人群，他

和秦永敏、徐文立被判处十年以上的长期徒刑後，组党运动出现了更大的

规模和更强劲的势头，更多的人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前仆後继地投身到组

建民主党的运动中去。

据报导，整个大陆除了西藏以外都出现了公开筹组民主党的活动。在

中共增加镇压力度的同时，公开的组党运动居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实在是中共执政半个世纪中前所未有的。

一个政党就像一个人一样，有新生、有衰老，也可能有死亡。如果讲，

一九二一年建立的中共，因为拒绝进行政治改革而正在走向死亡；那麽一

九九八年王有才掀起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由於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民主

潮流，已成为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尚存一线希望的新生。虽然中共看上去是

一个庞然大物，仍旧掌握绝大多数的政治资源，并且开动了专政机器全力

镇压民主党和其他异议人士，但是它终究无法抗拒衰老和死亡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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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权共党转型唯一契机

民主党代表的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政治力量被镇压以後，势必会在整个

中国大陆制造出「逼上梁山」的效应，大陆社会上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暴力

恐怖活动，以及社会犯罪手段更趋残忍狠毒，背後大多有对中共统治不满

的因素存在，以至於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之於其人之身」、以暴易暴的

恶性循环，这无疑将增添人民群众的苦难，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也将加

速中共的最终覆灭。

中共如果想要避免最终灭亡的下场，理应认清现代政党政治的游戏规

则，通过政治改革自觉地把自己转型为一个现代执政党，不但要释放王有

才等中国民主党的组党人士和一切政治犯，而且要切实保障一切公民行使

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基本权利，把自己放在与中国民主党和所有其他

政党平等竞争的位置上，尊重人民在自由选举中的抉择。如此中共或许还

有可能得到「新生」，并有继续执政或重新执政的希望。这在完成了转型

的东欧国家和海峡对岸，都已经得到了证明。

（作者张伟国先生为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现为美国加州

大学柏克莱分校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7 月 5 日

甘肃中国民主党岳天祥判刑 10 年，郭新民判刑 2 年，王凤山判刑 2

年

【本刊香港专讯】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称，甘肃省天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今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三名异见人士岳天祥、郭新

民、王凤山三人判刑。其中岳天祥被判刑十年，郭新民、王凤山分别被判

刑两年。

据报道，三人是因成立「中国工人观察」而於今年一月被捕，今日被

判刑。四十四岁的岳天祥与四十三岁的郭新民都为天水市运输总公司下岗

工人，王凤山是天水机械厂高级工程师，三人都是中国民主党成员。

中国民主党蔑视疯狂镇压, 继续向中共一党独裁专政发起挑战

江西广西云南省民运人士宣告组党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五日专电)牋无惧於中共的严厉镇压，中国大陆江

西、云南两省及广西自治区的民运人士日前分别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

筹委会，表达对推展反对党运动，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决心。

根据设於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心」从大陆得到的消息，参

加前述三个省及地区的「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的民运人士分别是：江西



516

省的王新农、刘国彰、李吉民、姜燕、崔建昌、余国柱等；云南省的林藜、

陈有华、李一丹、许建平等；广西自治区的言震、马建国、李志民、向恩

雨、薛振标、李小龙、王志晶等。

这三个省及地区的民运人士在宣布组党的声明中说，「中国民主党」

在大陆公开活动已有一年，值此周年纪念，特别是在中共疯狂镇压之际宣

告组党，除了向中共再次宣示民主党人士要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决心之外，

也向世人表明民主党不畏镇压，中共休想遏止大陆的民主潮流。

声明中另表示，「中国民主党」过去一年多来的表现证明该党已经成

熟，各省的民主党之间已经建立起平等有效的的协调中心，以及多层次、

多梯队的协调机制，坚定推展大陆的反对党运动。

此外，为有效深入民众，结合民意发动人民，「中国民主党」将揭露

中共假借爱国主义来掩饰其专制的虚伪性，并在国际上寻求民主社会的支

持。民主党人士认为人权的价值是无疆界的。

前述三个省及地区的民主党人士中，绝大多数都历经一九八九年民主

运动的洗礼，也都曾为此遭中共拘禁过。

「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心」另披露，中共目前正对大陆的民主运动

进行自一九九五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镇压，仅在今年六月四日前後就逮捕了

一百八十多人。该党强烈谴责中共的暴行，并呼吁全球民运力量紧急动员，

团结一致对抗中共的镇压。

「中国民主党」海外美东党部将於七月六日傍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

举行向中共抗议的集会示威。

背景分析：

目前大陆正在经历 95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镇压浪潮，风声鹤戾无所不

在。特别是在中共领馆被炸之后，中共当局有意在拿民运人士试刀，故意

向国际民主社会公开挑战，回击： "岂容人权高于我独裁者主权 "。

其中另一个主要原因：在当今危机四伏的大陆，中共决意要不失时机

地借机铲除要其心腹大患：中国民主党，因为在过去一年来，中国民主党

在大陆发展迅速，深服民心。在当今大陆中共统治腐败无以复加、国难当

头之际，在大陆普通的老百姓心目中：中国民主党已成为中共的最大克星，

大陆未来变天的希望和寄托。只要中国民主党这个声音在大陆存在一天，

它的象征意义难能被扼杀，在中国这个特殊土壤里，只要有温度和时机，

中国民主党就会呼风唤雨，变天有术。对此，中共心里非常明白，所以目

前中共表现得胆战心惊，丧心病狂地对民主党封杀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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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前大陆民运和大陆中国民主党面临空前严峻的镇压之际，在中

国民主党公开活动一周年之际，又有三个省和地区的民运人士公开宣示他

们对推进大陆反对党运动和早日结束大陆一党专制的决心，以及对中共淫

威的蔑视。

中国民主党江西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云南省筹委会和中国民主党广

西自治区筹委会已于日前分别在大陆当地省份内宣告成立。这三各地区的

筹委会已分别于日前向香港民运与人权信息中心，向大陆反对党运动协调

人和大陆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庄彦暨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心发来了成

立文告。同时，中国民主党江西省筹委会，中国民主党云南省筹委会，中

国民主党广西自治区筹委会已分别正式委托庄彦为其上述各省和各地区的

海外统一发言人，代表他们各省和地区进行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政党外交和

其它运作。

上述三省和地区民主党代表本地的广大民运人士在其成立文告中说：

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已有一年了，在民主党公开活

动一周年之际，特别是在中共疯狂地镇压中国民主党之际，我们之所以选

择这个时机公开宣告本地区民主党的成立，再次向中共一党专政发起冲击，

除了向中共再次宣示中国民主党人决意要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决心之外，

也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向世人表明中国民主党不畏镇压，中共休想彻底铲除

民主党，而且现在中共越是镇压民主党，大陆涌现出的人就越多。

南斯拉夫事件过后，现在大陆民众的情结在冷却在反思。相反，令中

共慌慌不安的是，现在越来越多民众在主动寻找民主党，要求加入这个行

列。中共休想扼止住大陆的民主潮流。因为民心所向，今天民主党已成为

大陆民主潮流的象征，成为中国走向多党制新民主时代的凝合剂。

这三个省和地区的民主党在公开文告中还说：今天，在面对中共疯狂

镇压之际，民主党人能表现出这种大气魄和生机，证明在过处一年来中国

民主党已趋成熟，大陆各省民主党之间已建立起平等有效的协调中心和多

层次，多梯队的协调机制，坚定地推进大陆反对党运动。中共将无法遏制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民主党目前所面临的策略和如何寻找国内和国际大气候来

推进大陆反对党运动时，这三各省和地区的民主党人都一致认为：大陆从

来就没存在过甚麽民族主义，综观中国人民受内外压迫的历史，大陆在历

代专制之下，一直就徘徊在所谓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之间。只要在专制之

下，爱和卖都是一回事。大陆只有确立了真正的民主多党制宪政政体，才

会有真正的爱国主义。

为有效地深入到民众中去，结合民疾、发动人民，中国民主党必须保

持其独立性，以避免落入中共虚假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圈套中，中国民

主党必须揭露中共的假爱国主义的一贯虚伪性和掩饰专制的府庸性。

在国际上，中国民主党要毫不含糊地寻求国际民主社会的支持，他们

认为：人权的价值是无疆界的，人权就是高于一切独裁者的主权。

参加在上述这三个省和地区民主党成立筹备工作的民运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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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民主党有：王新农，刘国彰，李吉民，姜燕(女)崔建昌，余国

拄等。

广西民主党有：言震，马建国，李志民，向恩雨，薛振标，李小龙，

王志晶等。

云南省民主党有：林藜(女)，陈有华(女)，李一丹，许建平等。

在上述三个省和地区的民主党人当中，他们决大多数都历经 89 民运

血的洗礼，而且大部分人当年都为此坐过牢。所以，他们对当前中共疯狂

镇压和中共的淫威非常蔑视。

如江西的李吉民曾是 89 江西工自联负责人，他当年为此曾坐过四年

中共大牢。江西崔建昌，祖籍山东青岛市人。89 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

89 民运期间在杭州被中共做为学自联头头，入狱两年半。

还如广西民主党马建国 89 期间是广西工自联，为此他曾坐过五年中

共大牢。还如广西薛振标，他是王有才的同窗好友。 89 期间王有才被通

缉后，在他家躲藏了半年，结果他和王友才双双同时被抓，都被中共关了

两年半大牢。

给中国民主党一些建议

飞龙 (99.07.05)

1. 简化和统一称谓：现在中国民主党各地的组织有浙江王有才系的

“筹委会”和徐文立秦永敏系的“党部”的区别，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

只能让投奔者胡涂，在江泽民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在美国作生意，品牌的

称谓讲究 make it simple, make it stupid(简单，简单，再简单，傻瓜

也能懂！)这样才能深入大众人心，才能发展起来。一个党的文件和组织

名称复杂到博士才能搞清楚，这个党一定兴不起来。为此，不才我建议中

国民主党各地的组织一律以“支部”称呼，立即废除“筹委会”和“党部”

的称谓。等条件成熟，召开代表大会，再选举总部和委员会等。

2. 既然中国民主党是公开组党，各地“支部”联络人的地址应该大

量公开，要花大力气作广告，撒传单，留名片，打知名度。目的是为了吸

引投奔者。现在，许多对共产党和现政府不满的人不知道到哪里找组织，

民主党就是他们的旗帜。要不断地组织活动，把各地的公园、茶室变成民

主党二线、三线党员碰头交换信息的经常场所，等让共产党的警察忙不过

来的时候，党禁也就冲破了。这方面要学习法轮功和传销的经验。

3. 名誉党员。中国民主党的敌人如此强大，现在唯有靠道义的力量

求生存，建议中国民主党设立“名誉党员”制，给那些特别勇敢或者对中

国民主党的发展特别有帮助的人士授予“名誉党员”称号(一年内可以拒

绝)，比如鲍彤、魏京生都应该吸纳为“名誉党员”。六四那天在天安门

广场抗议的那个北大学生和打白伞的中年干部都凸显了民主党的精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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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们不是党员，就应该授予“名誉党员”给这两个人，并号召全党向他

们学习。

4. 宣传！宣传！再宣传！应该尽快建立自己的各种宣传渠道。许多

的学生在秋季又要出国留学，要培养自己的骨干党员送出国来，利用互联

网宣传。这方面大、小参考已经积累了经验，可以学习。

7 月 6 日

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被拘捕

香港消息：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北京市

公安局星期二拘捕了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然

而，没有对家属说明拘捕他的原因。

何德普原为北京社科院职工，曾经参加 79 年民主墙运动。去年，何

德普又和其他人一起，参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并因此受到当局刁难。

此外，中国民主党北京地区成员查建国的女儿查彗怡星期一接到公安

局的通知，要她为查建国聘请律师。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

在正式逮捕后才能请律师，所以，查建国已经被正式逮捕。[中国人权民

运信息中心]认为，查建国的罪名可能是“颠覆国家政权”。

据报道，查建国是六月二十九号被捕的。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还报道说，甘肃天水市的三名中国民主党成

员星期一被判刑。其中岳天祥的刑期为十年，郭新民和王凤山分别为两年。

7 月 7 日

四川逮捕民主党人 镇压行动进入高潮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负责人陈卫、刘贤斌、佘

万宝、和欧阳懿等四人，於星期三晚上同时被捕，并被抄家。

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三发来的传真，四川警方对这

四位民主党负责人，采取突然行动，没有出示搜查证，便抄家抓人，显示

全国镇压民主党的行动，进入高潮。消息说，以上四人，都曾经积极参加，

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并在六四事件之后，被捕坐牢。

7月 12 日

宁波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女学生王笑凤因支持民主党被开除

(记者舒振辉香港十二日电)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

大陆浙江省宁波大学日前开除一名法律系二年级女学生王笑凤，指她与中

国民主党成员勾结进行反官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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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中心指出，宁波大学於本月八日将王笑凤开除，是因为她在校园

内张贴违反官方立场的大字报，内容指中共当局在北约轰炸中共驻南斯拉

夫大使馆事件时，故意煽动大学生进行反美示威抗议，却绝口不提「六四」

屠杀事件。

另外，校方也以王笑凤支持中国民主党立场以及她在「六四」十周年

前夕胸戴白花纪念死难者为由将她开除。

民运中心指出，校方安排在暑假期间开除王笑凤系希望避免触发校内

学生群起抗议。

王丹：担忧中国民主党处境

近一个月来，几乎每天都传出大陆公安全面打压中国民主党的消息，

大批民主党二线成员纷纷被捕，并面临着课以重刑的前景，由于北约轰炸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的影响，国际社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明

显受到牵制，所以对中共新一轮打压民间组党的行为的抗议声浪不高，这

使得中共更加无所顾忌，中国民主运动正在经受一九八九年之后最大规模

和最为严重的打击。

中国民主党的处境值得外界给予高度的关注。首先，中国民主党的政

纲可谓温和之至，有的民主党筹委会还提出「接受江泽民的国家元首地

位」，民主党的活动紧守法律程序且一律公开化。应该说，民主党的活动

恪守了理性、守法的原则，但中共不能容忍哪怕是温和的反对派，这是一

个危险的信号。

它表明中共无意在面对社会矛盾时采取灵活的政策调整措施，这只能

使朝野双方的对立向激进的方向发展，并将大大削减社会变型稳定进行的

可能性。

其次，民间组党结社的努力是中国民主化的良好开端。中国缺乏反对

派方面的经验积累，这种真空将使得民主变革到来之时，社会陷入旧的规

则瓦解，新的规则缺位的尴尬状态。

现在开始积累民主政治的运作经验，有助于使中国的民间反对派更加

成熟。而当局的严厉打压一旦成功，终于得以起步的民间民主化进程又将

陷于中断，中国民主前景将更加令人无法乐观。

在当局的高压下，中国民主党并未畏缩，一方面是大批成员被捕，另

一方面是又不断地有新的民主党筹委会宣布成立，双方的较量已进入白热

化阶段，民主党的勇敢努力尚未得到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人的高度支持，因

此大有孤军奋战之势。这是我们所有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希望中国稳定变

革的人应当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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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严重抗议中共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新一轮迫害(声明全文)

海内外同胞们：

腐败的中共专制政府最近借北约误炸中使馆事件之机，在国内煽起了

一股义和团似的狭隘民族主义仇外浪潮。在这一反动气氛的掩护下，中共

政府再次践踏它签署了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对坚持抗争一年之久的国内民

主党发动了新一轮的镇压。逮捕了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之后的第二批民主

党主要领导人，活动家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吴义龙，朱虞夫，毛庆

祥，王泽臣，刘贤斌，佟适冬等人及 200 多名反对党，反对派人士。这充

分证明了中共煽动的狭隘仇外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用来对付国内民主

力量的民族法西斯主义。

中共政府口口声声在国际反对霸权和强权，为什么要在国内推行霸权

和强权？难道在国际反对霸权和强权仅仅是为了在国内肆无忌惮地，不受

任何制约地对自己的人民施行霸权和强权么？

我们和全体海内外同胞一样，希望祖国的强大。但这种强大应该是中

国人民可以民主地掌握自己命运的强大，也就是人民掌握着自己国家主权

为前提的强大。这种强大可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而人民不能

掌握国家主权，国家主权被未经人民授权的中共政府暴力窃夺和暴力把持

的情况下，中国的强大，就是法西斯的强大，是一种全世界人民必然感到

威胁的强大；它不可能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同情，相反，它不得不随时处

在与全世界人民和世界主流敌对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和中国人

民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人质，中国只可能被中共拖垮，中国也就根本不可能

强大。因此，腐败专制的中共政府，正是今天中国强大的最大障碍，正是

造成中国不断与世界人民为敌，在全世界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

海内外同胞们：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民主党和一切反对运动，异议

人士的镇压；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实行政治改革，制定计划逐步还权于民，

还政于民，使中国真正得以成为一个现代民主的强大的国家；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释放查建国，

朱虞夫，佟适冬等一切中国民主党党员和一切政治犯。

签署：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美西党部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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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

中国民主党的核心成员沈阳市律师郭承明遭正式起诉

(记者舒振辉香港十三日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沈阳市

公安局今天下午拘捕了中国民主党辽宁筹委会的负责人郭承明，指他企图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民运中心指出，中共当局因为郭承明涉嫌非法在省政府广场前举办

「六四」烛光集会，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将正式逮捕他。

民运中心指出，虽然郭承民的案件正交由中共检查院起诉，但法院已

发出「逮捕令」，这意味着郭承民肯定会被判刑。当郭承民的家人接到信

後，都对郭承民的官司表示悲观。

现年三十四岁的郭承明，被捕前是沈阳市的律师，并且为辽宁中国民

主党的核心成员。

7月 14 日

中共以「颠覆罪」正式起诉中国民主党辽宁党部主席王泽臣

(记者周佳虹香港十四日电)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今天上午以「颠覆国

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中国民主党辽宁党部主席王泽臣。香港中国人权

民运中心指出，「正式逮捕」意谓着肯定会被判刑，估计王泽臣会被判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民运中心指出，该案已移交检察院起诉，估计不久後便会审判。

五十五岁的王泽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因反「四人帮」被判死刑，

後因「四人帮」粉碎才死里逃生，但今年五月又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被公安

拘捕。

自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战机轰炸以来，中共利用西方在人权

上对大陆影响力渐弱的时机，大肆镇压异议份子。迄今，超过二百名异议

人士曾被拘捕，有七人被判刑，九人正在起诉及审判。民运中心估计未来

两个月至少会有二十名中国民主党核心成员将被判刑，呼吁国际社会向中

共施压。

中共公安正式逮捕中国民主党四川省负责人刘贤斌

(记者周佳虹香港十四日电)近日，中共打压中国民主党的行动明显升

级，继郭承明、王泽臣後，今天下午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

捕四川中国民主党负责人刘斌贤。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刘贤斌的妻子下午接获四川遂

宁市公安局通知，表示刘贤斌已被正式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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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岁的刘贤斌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六四」後曾被判刑

两年半并被开除学籍。他於七月七日被公安从家中带走，不到一个星期已

被正式逮捕。

7月 15 日

民主党家人开始遭到株连：杭州朱虞夫的母亲和儿子被审讯

[本刊综合国内消息特别报道]文革结束后，中共领导人总结了自己家

人被株连的痛苦经历，在对待政治犯时一般不连累家人。但是，最近中共

面对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潮，为了扑灭这股逐渐组织起来的政治反对派力量，

有关当局饥不择时，不仅对当事人刑讯逼供，而且开始拷问家属。

朱虞夫 18 岁的儿子朱昂受到公安威胁

据了解，99 年 7 月 14 日上午 9 点，现被中共秘密逮捕的浙江民运老

战士朱虞夫的母亲接到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的电话，被告知当天上午必须

带朱虞夫 18 岁的儿子朱昂去公安分局一趟，否则后果自负。因朱昂不愿

前往公安局，年近 80 的朱虞夫母亲因害怕，在小女儿陪同下去了公安分

局。但公安以朱昂没同来为由，派出两名公安随同朱虞夫母亲、妹妹一同

来到朱虞夫弟弟家。在被严厉告知因朱昂涉嫌政治犯罪必须接受审问后，

朱昂被迫下楼受审。二公安在向朱家人宣布如朱昂不老实交代，将在其上

大学政审时予以清洗，以及将在朱昂学校将朱昂拘留，甚至采取强制措施

等手段，迫使朱昂说实话之后，随即在朱虞夫母亲住处单独审问了朱昂。

后经朱昂回忆，二公安先诱惑，后威逼，最后因朱昂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二公安只得作罢。之后，又立即对朱虞夫的妹妹进行盘问和威胁，并谎称

朱虞夫交代，有材料放在其妹妹处，要其交代情况。因朱虞夫妹妹实际上

从国外回家才很短时间，根本不清楚其兄之事，也无可奉告，二公安无计

可施，在强制朱家人失去整整十个小时自由后，来到朱虞夫弟弟处，恼羞

成怒对其说：“限朱昂在七月底之前把问题交代清楚，否则他上大学是不

可能的，而且过了七月，我们将在朱昂的学校拒捕朱昂，你们!看着办。”

当问二公安姓名时，两人说：我们是（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的。之后，

立即离去。

看来，杭州公安局已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株连家属的行动，朱虞夫的家

属已经因为朱虞夫的持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

另据了解，朱虞夫的弟弟在前几日两次接到不明身份的电话，电话的

对方告知说是朱虞夫的政治朋友，正在为朱虞夫准备法律援助，让朱虞夫

弟弟晚上八点以后带上有关朱虞夫的一切材料去离杭州十几公里远的萧山

看守所等候联络。因朱虞夫弟弟无材料可带，只身去了萧山看守所，结果

有两人与朱虞夫弟弟进行了联络，在得知朱弟并无其兄材料后以回电话为

由一去不回。此事大有蹊跷。

各地民主党临危不惧 纷纷要求公开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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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杭州代号 0571）

邮 编 电 话

------------------------------------------------------

王有才 杭州翠苑 5区 14 幢 4-401 室 310012 8861041

王东海 杭州东太平巷 12 号 236 310007 7910207

吴义龙 杭州大学 B幢 216 号 BP：191-3697085

毛庆祥 杭州清泰门外莫邪塘西村 15 幢 82-104 室

310016 6066394

王荣清 杭州采荷一区 7幢 1-401 室 310016 6042826；

1396504532

李锡安 杭州丽水路 4 幢 13 号 404 室 310015 8014148

祝正明 杭州莫干山路花园岗化纤新村 2 幢 3-304

310011 BP：127-8021415

朱虞夫 杭州清泰门外莫邪塘南村 26 幢 1-102 室

310016 BP：127-2023491

余铁龙 建德市梅城镇王山顶村 317106 4144995

余元洪 建德市梅城镇王山顶村 317106 4144995

郑玉林 温州市小南路 31 弄 8 号 325000 (0577)8413448 ；

9031899；98592108

林 辉 台州三门县泗淋乡 317106 （0576）3590295

王荣跃 杭州潮鸣红枫苑 12 幢 6 号门 702 室 8070458

王培剑 （0574）5328826；BP：0571-126-2067280

二、上海（直播代号 021）

邮 编 电 话

---------------------------------------------------------

韩立法 65410275；

BP: 64389300-112227

李国涛 嘉定塔城路 450 弄 17 号 102 室 63642040；

BP: 62478800-202740

姚振祥 永嘉路 485 弄 17 号 邮： 200031

小木桥路日晖六村 24 号 16 室 200032 64037129；64319775；

1381755783 BP: 52330-883086

章华麟 陕西南路 550 弄 2-301 室 64749234；91200954；

BP：54888-200831

蔡桂华 日晖二村 94 号 303 室 64164474；BP: 126-5267180

蒋覃文 浦东凌兆路 726 弄 7 号 202 室 200124 58492684；

BP: 54888-599597

杨勤恒 沪太路 750 弄 3 号 207 室 200065 5609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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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心光 65849032；

BP: 127-2127899

徐 虹 北桥镇七林村 28 号 64903856；1381621956

姚天生 海防路 457 号 BP: 127-2269595

谈志华 绍兴路 18 弄 53 号 BP: 64645678-35957

马 林 56126137; BP: 64645678(95950)-87747

王妙根 BP: 55999-59353

戴学忠 管弄路 121 弄 17 号 101 室 Tel & Fax: 56056324;

BP: 126-222479；91353158

徐纪成 浦东（东建）潍坊二村 2号 402 室 58777358；

BP: 127-2122511

杨宏伟 逸仙路 322 号 65428772；65446346

BP: 127-2203747

顾国平 64546680；

BP: 191-3169895；1303248987

王勇刚 62153433-22081

汪建华 交通路 2285 弄 17 号 404 室 56056521；

BP：54882-63842；1303222356

凌小平 63064644

应晚成 武川路 5 号江湾机械厂 200434 65077788-79606

中国民主党不可战胜！各地支部严正表态

(一)、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呼吁

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借口稳定，大肆打压中国民主党人。年初吴义龙、

刘贤斌、山东车宏年、甘肃岳天祥等皆遭到拘禁。四月以来，全国警方又

大肆关押了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及党部成员吴义龙（浙江）、王则臣（辽

宁）、王文江（辽宁）、刘贤斌（四川）、王荣清（浙江）、佟适冬（湖

南）、祝正明（浙江）、朱虞夫（浙江）、毛庆祥（浙江）、查建国（北

京）、徐光（浙江）、李志民（广西）等，福建的张宝钦、谢毅民先后被

拘禁。现除了祝正明在家监居，张宝钦、谢毅民释放外，其他民主党人仍

在关押中。

80 年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呈现为一体化关系，政府的改革措施得到

民间广泛响应。八九事件后，政府与民间迅速分离，形成政府在台上唱戏，

百姓台下自行其事的局面。97 年下半年到 99 年 6 月两年中政府 8次降息，

期待民众拿出存款，增加消费，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但事实上，存款总

额由 4万亿上升到 7万亿，表明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已剥离。

同时，我们要指出 92-95 年的经济，通过政治变革即节减行政开支，曾唤

起民众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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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形势与认识，我们提出如下呼吁：

一．不要再象八九年一样，以打压的手段，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

绪，因此，希望各地当局尽快释放所有在押民主党成员。

二．通过政治变革，寻找社会动力，唤起民众，赢得民心，我们以为，

在目前阶段

（1）尽快落实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之间的分立制衡关系；

（2）开放党禁，完善监督机制，抓住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实现民

主政治。

(二)、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声明，关注查建国，高洪明的审判

中国民主当京津党部副主席查建国先生，高洪明先生的组党案即将开

庭，本党部呼予各界人士给予关注。

大家不会忘记，京津党部的主席徐文立先生，在去年 12 月间法院对

徐文立先生的组党案件的审理是极不公开的，更谈不上公平的，公正了。

在那次开庭审理的前一天晚上，北京警方加班上岗，动用各种手段将徐文

立先生的部分朋友剥夺了行动自由，使他们无法前去法庭旁听，而那些摆

脱了警方的控制来到法院申请旁听的人士，不但享受不到“公开审理，自

由旁听”的公民权利，反而被中共警方带走进行盘问和审查。更令人气愤

的是，一些外地朋友竟被中共警方虐待後，遣送原籍，交给地方进行管制。

事隔半年，京津党部的两名副主席查建国先生，高洪明先生，再次因

相同的原因，面对中共的法庭。

自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误炸後，中共开始对民主党人进行有

计划，有部署的全面镇压。表面上看，中共是想在世人面前，表明自己继

续坚持一党独裁的决心，但从根本上讲，中共是害怕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在

社会中进行传播。

我们认为，一党独裁制的社会和现代政治的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在这种极权体制下，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各种权利和自由被阉割殆尽。自从

执政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民被恢复了一定的经济自由，但是公民

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依然丝毫得不到保障，不受监督的执政

集团逐渐演化为集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为一体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这种情

况下百姓有冤无处申，有屈无处诉。以至于现在的中国治安恶化，失业剧

增，经济萧条，腐败成风。在人民承受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和灾难的同时，

官僚特权阶层却利用公款吃喝嫖睹，贪污挥霍，使中国变成了有权人的游

戏天堂。而这一切都是在於国家权力的绝对集中和垄断。

中国民主当的出现正是为了打破权力垄断，建设民主法制的中国。中

国民主党以“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为宗旨，以国家的权力的分立和制

衡的宪政体制为目标，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以争

取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为目前的出发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民主党京津党部的主席徐文立先生，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的民

主而甘愿坐牢，换来了民主党人今天行使结社自由权利，呼予民主改革的

公开局面。今天京津党部的查建国，高洪明两位先生也将面对中共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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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国家民族的大义而受审，这是民主党人的骄傲，

历史也将给予公正的评判。

我们坚信，在中国大陆，伴随着中国民主党人的铮铮铁骨与中共铁幕

的撞击声，中国人民必然能够沐浴在世界现代化文明的阳光之下，中国必

将摘去愚昧落後的帽子，成为当代文明世界中平等的一员。中国民主党是

不可战胜的！(联系人：何德普)

(三)、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严正声明关注刘贤斌、佘万宝的审判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载：公民有

结社自由的权利。刘贤斌、佘万宝等人在此法律权利之内所进行的中国民

主党四川筹委会的合法申请，符合法律程序，合情合理，反映了社会和人

民的要求。然而，近段时间，中国政府却捍然对他们和中国民主党筹委会

其他成员进行非法逮捕、拘押和审判，公开违背当局一再宣称的“依法治

国”、“建设民主文明社会”的政策规定。对此，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

和民运人士表示愤怒和抗议，强烈要求当局明智地立即无罪释放一切政治

犯。

二，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

对等的，只有和平共处、平等对待、互相监督、自由竞争，通过协商对话、

让步、合作，才能共同处理好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中国能否实现多党民

主政治，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对话合作，取决于中国共产党

是否采纳正确的民主政策。

三，只有民主法治能拯救中国社会，只有民主法治才能挽救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前途和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我们痛心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

实际政策背离民主法治越走越远。

四，中国民主党这面民主进步的旗帜永远不会倒下，鉴于形势，被迫

暂时转入地下。中国民运人士深知：只有民主正义力量的强大才能实现中

国社会的民主与公正。专制和腐败正危及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和国内民运人士一道紧急呼吁国际社会严

重关注中国人权的恶化和非法治状况，呼吁海内外民主进步力量、党内，

体制内改革派、各民主国家、国际人权组织给予中国民主人士的和平抗争

和险境以声援和援助。文明人类对专制国家的野蛮镇压不能熟视无睹、袖

手旁观，袖手旁观就意味着同意犯罪。

7月 17 日

湖南大学六十五岁副教授佟适东及长沙工运分子廖石华遭起诉

(记者舒振辉香港十七日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中心今天透露，湖南省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昨天以「颠覆罪」，正式起诉中国民主党核心成员佟适

东及长沙市工运成员廖石华，预料两人将会被判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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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中心指出，现年六十五岁的佟适东是湖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他

在去年创立湖南大学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由於中共当局怀疑佟适东於「六

四」民运十周年期间在校内进行非法宣传，以及推动民主活动，结果在六

月中将他拘捕。

另外，现年五十岁的廖石华是汽车维修工人，曾经多次带领工人向中

共政府机关发起反腐败的抗议请愿。廖石华同样於六月中，参加一次省政

府前举办的请愿会时被中共拘捕，他更被法院判处「颠覆国家政权」、

「聚集冲击国家机构」双重罪名。

民运中心表示，由於两人涉及进行「颠覆国家政权」，肯定会被法院

判处十年以上重刑。

7月 30 日

中国民主党上海创始人韩立法因绝食被判劳教加刑两年

(记者周佳虹香港二十九日电) 去年被判劳教九个月的上海中国民主

党创办人韩立法，原本在二十二日刑满出狱，但由於韩立法曾在狱中绝食

抗议，被中共判加刑劳教两年，目前韩立法正向上海劳教委上诉。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由於韩立法被关在上海第三看

守所期间多次被公安毒打，因此他曾以绝食作抗议。韩立法因遭当局陷害

于一九九八年底以莫须有罪名被判劳动教养。经过长达九个月的关押。按

《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规定，本将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重获自由，

为此，韩家亲朋好友无不欢欣鼓舞，翘首以待。

但直至二十二日深夜，为之苦苦等待了二百七十余个日日夜夜的亲人

们仍不见立法的身影，焦虑不安之下，经多日多方打听，方得知一些模糊

的消息：分局警方声称：韩立法在关押期间因有非法举动将被延长劳动教

养两年。

闻此消息，众人愕然，立法家人悲痛欲绝。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对

上海警方蓄意迫害上海民运人士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同时将在查

证属实后通过正常的途径表明我们的态度。筹委会通过紧急磋商后决定：

近日内将聘请一名资深律师迅速参与韩立法被判刑一事，争取早日掌握有

力资料，为韩立法进行辩护，争取让韩立法早日重见自由阳光。

民运中心指出，上海公安担心韩立法获释後再次从事「中国民主党」

的活动，所以在他刑期届满前，以绝食不遵守看守所制度为由加判其劳教

两年。据悉，韩立法马上将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劳教所劳教。

Telephone contact:

Ha Lifa's home: 86-21-65410275

Han's sister Han Lixiu: 86-21-65843390

Han's sister Han Lifen: 86-21-6443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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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三点声明

一、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的核心是非常团结的，中国民主党上海地

区的党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顺利展开。

二、对近日获悉韩立法在劳动教养期限即将届满之时又被当局以莫须

有的罪名延长劳动教养二年的决定表示震惊。并强烈要求有关当局向韩立

法家属通报当局做出此项决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保证韩立法获得依

法起诉的权利，保证韩立法或其家属聘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的权利，保证

韩立法能够获得公开、公平审判的权利。

三、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对前一时期某些人在海外中文论坛上对中

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负责人之一的姚振宪及其家人进行的诽谤和诬蔑表示

极大的愤慨！对企图挑拨民主党上海筹委会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做法表示愤

慨和极度的鄙夷！ (上海民运传真记者 白丁 供稿)

张林在劳教所绝食抗议遭毒打

(记者周佳虹香港二十九日电) 因偷渡返回大陆而被判劳动教养的纽

约异议人士张林，从四天前开始绝食，抗议遭公安毒打及劳教所条件恶劣。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张林目前被关在广州花县赤泥

镇的广东省劳教所，是一座采石场，张林每天需工作十二小时，上周又无

故被公安毒打，因此於二十五日起绝食抗议。

张林的母亲段瑞华表示，一般劳教犯每个月都可见家人一次，但自去

年十一月至今，公安都不让他们母子俩见面。段瑞华今天会再次前往劳教

所，要求探望张林。

三十六岁的张林於一九九四年被当局判劳教三年，其後於一九九七年

合法出国。他於去年十一月返回大陆被拒绝後偷渡回国，被当局以「偷渡」

罪名判处劳教三年。

传徐文立狱中染重病

其妻称徐手足及腹部肿胀已无法站立

【路透社北京二十八日电】大陆异议人士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今天表

示，系狱坐牢的徐文立出现有手部、足踝和腹部肿胀的情形，这显示他可

能染患有心脏或肝脏方面的毛病。

五十六岁的徐文立因参与创立「中国民主党」，挑战中共的一党专政，

而遭入罪判刑十三年，目前已入狱服刑七个月。

前天曾前往探监的贺信彤说，徐文立脚部上个月肿胀得很厉害，严重

到无法站立的程度。贺信彤表示，徐文立的腹部也呈现肿胀，看来情况严

重，头发全都白了，没有一丝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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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8 月

8 月 1 日

谢万军抵纽约 决心献身民运 翻山越岭逃入美驻海参崴领馆

(本刊特约记者纽约综合报道)因创建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备委员会而

遭迫害，被迫越境逃往俄罗斯，受到美国驻海参崴领事馆特许庇护的一九

八九年北京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活跃人士谢万军，经美国外交人员及联合

国难民署长达三个多月的斡旋之后，终于获得自由，已搭乘韩国航空公司

的 087 号班机，于七月三十一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七点三十八分抵达纽约

肯尼迪国际机场。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成员庄彦、潘国平，美东党部成

员孙云、倪锦彬、陆麟，知名民运人士王炳章，六月间刚抵美的周建和，

以及鲍戈等人一同前往机场迎接。王希哲从美国西部发来贺电，并检讨说

“这次你流亡海参崴被阻，除了国际大形势的暂时恶化所致外，我们的营

救工作确有失误的地方。这个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来承担。我向你道歉。”

出逃前，谢万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北京政府严密监视中，他同妻子于显

杰及女儿谢宏程如同软禁般住在长白山一处林园中生存权受到威胁。谢万

军说，今年四月，他趁夜摸黑逃出监控网，黑夜严寒中翻过长白山头，走

了近两个小时抵中俄边界，在边界以假名“谢乃军＂办理了边境旅游签证，

到了俄罗斯直驱美国驻海参崴领事馆，寻求美国政府保护。中国公安部获

悉后立即下令通缉，并要求俄罗斯政府予以协助，设法将谢万军遣送回国

受审。随后俄罗斯外交部多次向美国领事馆要人，皆遭美方回绝。美国象

庇护当年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方励之夫妇那样，保护着谢万军的安全，

然后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同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斡旋，使谢万军终于获

准登上了从俄罗斯飞往韩国的班机，中途转机来美。

谢万军说，到了美国最理想做的事，“除了发展中国民主运动，没有

其他＂。

谢万军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出生于辽宁省图县，一九九一年毕业于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一九八九年学潮期间，曾担任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

联合会临时指挥部临时总指挥，后遭拘留审查及软禁。一九九六年在深圳

发起民间反日保钓示威运动，一九九七年到上海同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发起

人鲍戈商讨运动计划，被当局逐离上海，并开除公职，一九九八年参与创

建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备委员会及全国筹委会，其妻于显杰因此被山东省

东平县实验中学开除教职，并没收住房。当局对于谢万军的迫害，一度激

起徐文立等全国一百多位异议人士的强烈抗议。

谢万军妻子于显杰原是山东省东平县实验中学老师，因支持谢万军而

被开除教职。谢万军自四月逃到俄罗斯后，便再也没和妻子及六岁的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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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谢宏程联系。谢万军在谈到逃亡过程时，也流露对妻小的思念。谢万军

说，在逃亡期间，他已对“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有了慎密的思考，希望到

了自由土地上，能为中国民运尽更多力量。谢万军表示，如有必要，不排

除未来回大陆的可能性。

谢万军走下飞机便立即和周建和一起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北京中级人

民法院于八月二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负责人

高洪明和查建国。声明如下：

首先，我们对美国政府给予中国反对党人士的人道关怀和援助表示感

谢，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向北京的独裁当局施加有效的压力，促使徐文

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中国民主党重要领导成员以及其他被囚禁、迫害的

异议人士尽早获释。

中国民主运动现阶段虽然面临困境，但是追求民主、自由是全体中国

人民的共同心声，因此促使中国从专制转向民主、从人治转向法治的一切

努力，在当今中国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正是我们作为政治反对派力量

继续存在的价值所在。我们相信，一旦中国的党禁被突破，中国民主党一

定会成为中国最具号召力的政党。

中国民主运动要得到中国大陆民众以及海外侨胞的支持，必须始终立

足于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为大多数中国人民争取权益，维护国家和民

族的尊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评谢万军事件

程旭东

谢万军终于出来了。离开了被强迫居住的美国驻海参崴领事馆，于 7

月 31 日乘飞机抵达纽约。

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可知谢万军是在今年四月中，千辛万苦逃抵俄罗

斯的美国领馆，并寻求美国的庇护。美国也愿意给他庇护，由于他是民主

党人，和美国这边的正义党人有点接触，于是美国就通知了纽约的正义党

－和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民主党美东党部等等是同一班人，并叫正义党人

准备去接谢万军抵美时的飞机。

可是美领馆和谢万军本人万万没有料到，正义党这边会先捅出消息，

让中共知道，中共立即向俄罗斯施压。那时，美国及北约正在为科索沃问

题轰炸南斯拉夫，俄国和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于是中俄两国联手，不让谢

万军离俄，致使谢一直被阻留在美领馆内。直到最近，科索沃问题解决，

美国已赔偿了中国驻南领馆被炸人员伤亡的损失，三国关系有和解的迹象，

在三国谈判相互谅解后，谢才得以离开美领馆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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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 年 11 月，我根据当时李洪宽先生主办的《大参考》网

络杂志每日的记载，把 1998 年 6 月至 1999 年 8 月中国民主党组

党的有关新闻报道、评论，按照每天的时间顺序进行摘录、整理。

原文 60 多万字。2019 年 10 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删减，

成为了这部 52 万多字的《中国民主党组党史》。编辑完稿后，

我把书稿发给了当年参与组党的几位中国民主党人，也发给了至

今依然活跃的中国民主党人，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并请他们作序。

很高兴收到了他们的指教，也补充了一些遗漏的重要组党文件。

王希哲、王军涛和王丹先生欣然答应作序。这三位先生，恰恰是

文革、“四五”到“八九一代”三个时期代表性的异议人士，在

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和发展历史中，这三位先生也都参与其中。由

此可以证明：中国民主党凝聚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民主运

动薪火相传，只要一党专制不倒，中国民主党这面反抗的大旗就

会永远高举。

编辑出版此书，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发

展壮大的几个组织，可以早日坐在一起，和国内坚持理念、不惧

牺牲的民主党人一道，把中国民主党打造成中国最强大的反对党，

并最终回归中华大地，在民主宪政的未来中国，获得选民的支持，

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网上找到当年民主党未能整合，自己有感而发写就的评论短

文《同质与共识》作为自序。

郑存柱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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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与共识（代后记）

——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来看中国民主党

郑存柱

2010 年 4 月 13 日

近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召开成立大会，中国民

主党有了一个新的组织，而加入这个新的组织的新老党员也有了

一个新的起点。近日，刚刚翻阅了一遍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一书。虽然这是一部罗尔斯研究社会正义的经典著作，但是，其

中的一些观点却完全可以拿来分析海外的中国民主党现象。新加

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由一批由王军涛博士领队的宪政协进会

的成员，也有不少政治学者。因此，此文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疑。

一、“最初状态 ”与“无知之幕”

这两个概念都是罗尔斯的假说，然而正是从这两个假说为起

点，罗尔斯推演出他的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纯粹的程序正义。

以这两个假说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只能遗憾地发现民主党全

委会恰恰缺失了最基本的程序正义。

表面上看，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声称“重新”成立了中国民主

党，把以前的组党尝试和海外发展和历史上的路线纷争和个人恩

怨都清空归零，好像是回到了一个“最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但是“最初状态”设计者的本意是“原初状态观念

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达成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

的”也就是说，一旦公平的程序已经建立，不管什么样的程序，

倘若程序能够得到很好的遵循，结果应该是公平的。全委会把过

去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都放在“太初有道”之前的“荒废虚空”

的黑暗之中，然后全委会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于是有了一

个全新的“最初状态”。

但是罗尔斯的“最初状态”的设计者，却有另一个不可分割

的假说“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 。无知之幕假设

程序的制定者对自己的利益所在一无所知，这样就不会提出对自

己有利的原则。这样一来“在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为了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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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义原则达成公平一致的协议，必须把各种条件规定得足以消

除那些在交易中占便宜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在任何社会制度背景

中是不可避免的。”纽约的朋友也知道民主党的历史分歧和现实

纷争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制定规则的一方，

不但没有用“无知之幕”遮盖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反而最终排斥

了另外一个主要的民主党派系——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参与。

没有“无知之幕”的“最初状态”失去的正是其精髓所在：程序

正义。这样的全国委员会不可能真正地名副其实地代表所有的民

主党员，也无法说服旁观的海外民运朋友。这样的民主党“新起

点”失去了厚实的正义基础，未来的道路不可能顺利和精彩。

二、同质和共识

罗尔斯在这本著作中使用了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修饰语来说

明他的共识，那就是 “重叠”（overlapping consensus）。所

谓的共识，不是指大家都具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而是指不同的组

织和个人，源于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所必然形成的不同的观点。

但是各自的观点的外延却又有“重叠”。这就是罗尔斯所谓的

“共识”。因此，这样的共识是承认差别存在的共识，这样的共

识也反映了罗尔斯所认同的“合理的多元性”（reasonable

pluralism），而这种多元性正是中国民主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

之一。“宪政民主的政治价值就是……制定出公平的合作制度”。

“正义的概念如果能够成为合理的学说的重叠的共识的焦点，那

么，为了政治的目的， 这个概念就足以建成正当性的公共基

础。”如果放弃了由分歧的却又可以“重叠”的共识而追求公义，

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可惜的是，全委会的召开不是在耐心磋商所达成的“重叠的

共识”的基础上，而是抛弃了民主党内部的“异议分子”，由一

群“同质性”很强的“朋友”发起并“重新”成立了中国民主党。

众 所 周 知 ， “ 同 质 ” （ homogeneity ） 意 味 着 “ 排 他 ”

（exclusiveness），反映在政党性质上，强调高度“同质”的

政党，就是追求“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的政党，共产党

正是企图保持高度的“同质”来拒绝分裂，同时也拒绝民主的。

好在民主党全委会选出了两个主席，没有“一个领袖”的专制之

嫌，但是“排他”却成了民主党全委会的无法撕去的标贴。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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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派系的意见“重叠”，也就缺失了足够的权威来整合统一，

以便形成“最大”的反对党来和共产党竞争和抗衡。难怪创党先

驱王有才先生面对纽约地区民主党多胞胎的现状无能为力，却只

能“感到很难过”。

三、“善”的概念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三大主要的概念，除了前文所提到

的“重叠的共识”以及公共理性的概念（idea of public

reason）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抽象的“善”的概念(idea of

the Good) 。西方人具有宗教的传统，所以道德和“善”也是政

治学里面的重要内容，罗尔斯也不例外。他把来源于上帝或者康

德的“绝对命令”的形而上的“善”的概念，进行功利主义的具

体化而分成人类几大主要的基本需求，其中最后一条就是“自我

尊重的社会基础”（the bases of self-respect）。

同样，正如潘晴先生在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竞选之前的质询中

向王军涛先生提问所指出的，民主党人在进行追求宪政民主这样

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善”，特别是罗尔斯最

后所指出的“自我尊重”。这不仅仅是民主党的缺点，这是缺少

宗教情怀的中国人和中国组织的共同缺点。民主党全委会在“善”

和“尊重”的考量上顾此而失彼。基于观点的不同，无意忽略或

有意抹杀 1998 年组党所形成的民主党“北京派系”或民主党联

总派系，这还可以理解。但是对民主党创党时期国内外的主要人

物徐文立和王希哲先生的历史贡献一笔抹杀，在民主党“新的起

点”上忘记给与前辈足够的尊重，这不仅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

是道德常识和社会观感上的的缺憾。另外，因人设立的“双主席”

制度，却又过分误解了“尊重”。竞选失败的一方，如果有风度

地承认失败并转而支持新的主席，将会赢得投票人发自内心的尊

重；派系妥协的双主席制，却恰恰相反，暴露出双方想赢怕输、

不能合作甚至担心无法继续合作的心态。这是信任的危机，也与

“善”和“尊重”风马牛不相及。

四、历史经验主义、现实功利主义和未来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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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主要观点无关，

但是也是受到此书的基本原理的启发而有所感悟。也许不是很恰

当，但是我还是把徐文立和历史经验主义，王军涛和现实功利主

义，王有才和未来理想主义来进行类比分析。

徐文立先生是 79 民主墙时期的民运前辈，丰富的民运经验

既是优点，有助于他在海外继续领导民主党联总，但是经验主义

也往往会画地为牢。民主党联总不要一直自恋于历史的合法性和

正统性，应该从历史经验中解脱出来，以健康的心态来和新成立

的民主党全委会进行良性竞争和善意互动。

纽约朋友们看到了中国民主党作为国内 10 多年不倒的旗帜

的感召力，于是愿意以民主党为基础来整合统一海外民运，但是

没有经过充分商谈就仓促成立新的民主党组织，功利性太强，就

像一对才子佳人没有经过感情的酝酿就匆匆入洞房。自己爽是爽

了，但是前戏不足，则后患无穷。

王有才先生的民主党理念，一直是比较纯粹和理想化的，而

现实却并不允许这样的政党的存在。王有才大脑中的完美的民主

党，放置在条件不足的当下的中国和海外，不知不觉中已经犯下

了逻辑学上的“误置情境”的谬误（fallacy）。作为一个理想

主义的书生，不愿意妥协，不容易退让，坚持的是百分之百正确

的原则。但是，1998 年组党之时，民主党从概念到现实，就是

在妥协和退让中寻求发展空间和生存理由的。作为民主党的创党

人之一和民主党主要的领袖性人物，王有才先生不但需要坚持自

己的理想，更需要的是成为民主党各个派系之间、理想和现实之

间的平衡。毕竟大家都明白，民主党不能整合统一，就无法真正

重新起步，走向明天，走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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