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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入越南风暴眼 北京被指弃南海核心利益

在中共的现实思索之中，越南国
内的“茶杯风波”或将外溢并引发连
锁反应，显然是北京驰援越南的“理
由”之一。今年 5 月越南国内爆发
“工潮”，表面看来乃抗议中国 981 号
钻井平台南海作业，但究其源头实际
上仍在于越南内部问题难解。而从
越南共产党 60 多名老党员向党中央
发表公开信，要求“放弃社会主义，不
要再依赖中国”来观，这场“杯中风

江苏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 1 月
4 日被中共公布落马，成为 2015 年
被调查的第一个中共副省级官员。
有消息称，同日被中纪委带走的，还
有无锡新区 80 后美女宣传部长余敏
燕，并暗示杨、余二人关系暧昧。该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众多网友热评。
现年 53 岁的杨卫泽是 2015 年
被调查的第一个中共副省级官员，
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六个省会城
市的市委书记和第八个中共十八届
中央候补委员。

凭什么可以考入公务员队伍？
凭什么 股份达 20 亿元人民币之巨。
会提拔为部长？
也有网友回忆，
“余敏
据接近江苏省官场消息人士透
燕以前是南邮艺术团负责老师，
大一 露，杨卫泽曾想“抱”某前任中央高
的时候她还在学校，
记忆最深的就是 官未果，而后在主政无锡期间，盯上
这人说话不算数，
大二的时候听说她 了出身该市的“大官”——时任中央
去挂职锻炼了，
原来……”
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
还有网友感叹，新区的管委会 “杨卫泽先是巴结上了周永康的弟
主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全进去 弟、当时的无锡惠山区国土资源局
了，新区要地震了。截至目前，中共 副局长周元青，后来由他引荐到北
官方媒体，已指出杨卫泽曾攀附周 京去见了周永康。”该消息人士介
永康搞江苏版“西山会”，但没有透 绍，
“ 见了大哥以后，周元青介绍杨
露无锡新区宣传部长余敏燕被带走 卫泽说，
‘这是咱们无锡的父母官’。
的消息。
然后周永康也就是跟杨‘客气了客
网络热议 80 后美女部长被查
气’。”
“结果杨回到无锡以后大动干
杨卫泽涉周永康案
1 月 5 日，有网友发文披露：
“昨
戈，不仅叫停了对周的老家厚桥镇
天晚上，杨卫泽的红颜知己，无锡新
2014 年初起，有关杨卫泽即将 的大肆拆迁、保住了镇名，同时还把
区宣传部长余敏燕被中纪委带走。” 垮台的传闻就不断在网路流传，包 西前头村打造成了明星村庄。周永
接着就有网友进一步披露，余敏燕 括他同前委周永康有牵连的传闻。 康后来一看，说‘哎，这个小子不错
是杨卫泽情妇，与杨育有一女。公开 杨卫泽还给周永康的兄弟和妹妹， 的’
。两人就这样建立起了关系。”
资料显示，余敏燕系锡山中学 1992 以及周永康的儿子周滨输送大量利
而后的政治生涯，杨卫泽屡次
届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于南京艺 益。
涉险“过关”，被认为与该背景有关。
术学院，曾在南京邮电大学任教，后
2004 年 11 月-2011 年 3 月，杨 而随着“周老虎”被传出现问题，杨
转入仕途，曾任北塘区区长助理，其 卫泽曾任 6 年半的无锡市委书记，而 的权力根基开始松动，这也成了关
父是做交通工程的。
当时祖籍无锡的周永康正走上其政 于他落马传闻的开始。
余敏燕被调查的消息也引发了 治权力的最高峰。
江苏或成
“重灾区”
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则补充道：此女
有消息称，杨卫泽给周永康的
专业钢琴，80 后，4 日夜一起被带走。 儿子周滨送的工程项目超过 5 亿元
一名南京地方官员称，杨卫泽
有网友质疑，一个弹钢琴的艺术生， 人民币，而他自己拥有的上市公司 被调查，应与一位江苏省退休高官



近一年来对他的实名举报有关，举
报的内容涉及其在无锡与苏州任上
的诸多事宜。
据了解，杨卫泽在无锡、南京任
职期间，利用权力大兴土木，强拆民
宅，怨声载道。多年前，杨卫泽在扬
州任职时，在会上总结强拆经验，提
出对付被强拆户最有效的方法是威
胁、控制他们的孩子，即不配合者其
未成年子女会有生命威胁。
江苏是江泽民的老家所在地。
2013 年 10 月，时任南京市市长、被
称为江泽民老家扬州“大管家”的季
建业被带走调查，之后，江苏官场出
现一系列的动荡，南京市多个区委
书记纷纷落马。
据报导，自季建业落马后，与杨
卫泽搭档的官员也纷纷落马，其中
包括杨卫泽任江苏省交通厅长时的
副厅长章俊元，任苏州市长时的副
市长姜人杰，任无锡市委书记时的
市长毛小平，
毛已被免职或判刑。
有评论分析，杨卫泽落马，代表
中纪委正重点调查江苏，由于周永
康家族在江苏耕耘多年，人脉极广，
江苏可能成为继四川、石油帮、政法
系统后，
另一个
“重灾区”
。
(王小 综编)

前 中 共 政 协 副 主 席 、统
战部部长令计划于 2014 年冬
至当天落马。港媒近日曝光
令计划被双规现场细节。据
称，2014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4
点，令计划出席中共政协党
组会议。会议进行到 5 点半
许，中纪委高层官员进入会
场，宣读中纪委决定：即日起
对令计划实施
“双规”审查。
当双规令宣布的那一
刻，令计划拿水杯喝水，手发
抖，
水杯摔了。
令计划在中纪委审查书
上签字时，把令计划的划先
写为繁体，又改为简体。被
带走时，令计划对参加会议
的政协副主席们说，
“ 两年九
个月以来一直惶惶不可终
日，
我罪有应得......”
令计划所称的两年九个
月 惶 惶 不 可 终 日 ，指 的 是
2012 年 3 月 18 日凌晨 4 时许
发生的法拉利车祸事件，其
23 岁的独子令谷在车祸中当
场身亡。
另 据 报 道 ，在 这 两 年 多
的时间里，四面楚歌之下，令
计划虽继续出席各种场合，
但是明显寡言少语，强作镇
定。
(刘晓山 编辑)



无锡美女部长被查 传为杨卫泽情妇

令计划被双规现场细节曝光：当面忏悔

基础之上，为应对共同挑战和促进彼
此发展的双边关系转变。而伴之
2014 年 5 月中越关系紧张，越南力求
在经济等领域与华脱敏则愈加明
越共褪色 中共救是不救？
显。不仅越南国会代表、学者、经济
正如有关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
专家频频提到要减少依附中国经济
地区范围内的颜色革命往往具有连
的方案，越南总理阮晋勇更是直言，
锁效应，或沿着中间夹缝地带呈链条
要大力发展国内市场，使进出口市场
状反应，并且或继一国之后在地区多
多样化，开拓和发展新市场，避免过
个国家呈现并发反应，而当前越南乱
度依赖中国或其他任何经济。在这
局之下的世界就正在面临这样一种
样一种现实之下，中国不利用自身对
风险。中南半岛的动荡或将从南海
越经济优势对河内施加影响，反寻求
的一侧逐渐辐射开来，且其波及范围
重回数十年前“传统”同越南进行意
更是极有可能远及亚太。
识形态捆绑，
难度可见一斑。
基于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地缘政
其三，越南当前乱局在很大程度
治条件，往往导致颜色革命在地区范
上源于其内部，外部施力成效几何也
围内呈现出连发、并发和多发的特
应当成为北京应对越南危机的重要
达成的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的基 量度。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当前越南
点。在此现实之下，其他地域所发生 更为担心的。
而从冷战结束东欧剧变引发的 本原则协议，然而一年时间不到，越 共产党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偏弱，其上
的“颜色革命”或许能够为当前的中
南半岛敲墙警钟。从 2003 年格鲁吉 “苏东波”直接导致苏联解体来看，颜 南就将承诺抛之脑后。而越南在西 层权力结构缺乏核心，集中度不够，
亚的“玫瑰革命”成为独联体地区链 色革命的“启动效应”，即每一轮革命 沙主权问题上的出尔反尔，更是早将 最高权威愈趋呈现扁平化，基本上造
条状反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样 最终或都指向特定大国、世界霸权的 其自身降格为“国际信誉等级极低” 就了一个平等者间相互竞争的局面
一场风波影响横跨南高加索、新东欧 地区对手，先期引爆的国家往往分布 的国家。另外，就在越共近来主动加 存在。而伴随 2001 年越南“九大”政
和中亚三段弧线上的多个国家。到 成大国的外围据点或战略支点，一旦 强与中共党际联系的同时，越南当局 改以及随后的“十大”，越南国家权力
发生在北非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 关键环节失守，就会破坏大国赖以生 借机中国与菲律宾南海争端案发表 则进一步分散，国会作用的加强，从
春 ”亦 呈 引 爆 发 式 的 并 发 反 应 ，由 存的体系完整性，越南引发的“远东 声明，呼吁国际海洋法庭关注越南的 根本上导致了政治上由总书记、国家
2010 年底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 波”伤及的对象极有可能指向中国。 正当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清楚地暴露 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四马驾
始，迅速波及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 鉴于此，无论是出于为社会主义国家 出越南并无半点意愿在海上领土问 辕，再加之近年来，越南“祖国阵线”
多个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并发特点。 作整体考量，还是中国自身利益，北 题上松口，甚至大有反咬中国一口之 的地位和作用的明显提升，河内的主
嫌。
中南半岛地区周边各国与越南存在 京似乎均无理由作壁上观。
席台前实际上已有“四驾半马车”并
其二，在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让位 驾齐驱。
很大相似性，或也极有可能导致其因
三因素掣肘北京难解越共之困 于利益博弈的今天，半个世纪前的
越南的
“色变”而集体沦陷。
并且恰恰是这样一种权力分散
不过，外交政策的“谜底”往往是 “同志加兄弟”中越情谊是否有让步 作用下形成的“弱王”格局，不仅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则是，
1991 年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 国家利益，而地缘政治、战略安全环 于其他方面利益的价值而被中共至 较 大 程 度 影 响 到 了 当 前 的 中 越 关
家已由 15 国锐减为 5 国，虽然以苏联 境、经济发展潜力等因素则是制定外 于高位，着实值得深思。越南有一句 系，还直接导致了迄今为止城市化
“天堂太远，中国很近”，其中包含 率只有 30%、工业化水平仍属初级
解体为端，
“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 交战略和政策的主要依据，在此意义 话，
在，而“共产党”3 个字表面上亦不再 之上，若单纯将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 着互相矛盾的两层意思——其一中 阶段、新兴城市中产人群的数量有
北京之举似乎仍显鲁莽。 国是通向天堂的拦路虎，其二中国本 限，且组织化水平和舆论动员程度
是各执政党的统一称谓，但接受马克 解困越南，
其一，诚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 身就是天堂，而这也从根本上暴露出 均尚未充分发育的越南社会结构，
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追求社会主义
是仍是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在践行的 部，乃东南亚地区人口和军事大国， 越南对于中国的矛盾心态。
不足以承受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巨大
事实上，近十年来越南官方的中 压力。邓小平曾言，中央领导集体
共同目标。若放诸国际共运的大背 且素有中南半岛的前沿屏障和重要
景下来观，以中国为首的 5 个社会主 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农 国认知正经历着从榜样到伙伴、从关 一定要有一个核心，那么越南现在
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无疑与国际共运 夫与蛇的故事或许仍应为北京引以 注低级政治领域向关注高级政治领 的情况则是为此做了反面的注脚，
的未来前景更直接相关。也正是因 为戒。从中越两国交往历史来观，越 域以及从追赶到平等的变迁。作为 在此意义下，越共褪色背后的更深
为此，越南一旦爆发颜色革命可能在 南官方言行不一实际上早有先例。 同一地区同时崛起的两个邻国，中国 层次问题或在于，北京虽有意伸出
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引发的连锁反应 2013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越之际， 与越南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 援手，但根本无力力挽狂澜。
同样不容小觑，这或也是是当前北京 越南还与中国确认将认真落实两国 双边关系也逐渐向在各自国家利益
(欣予 撰写)


杯中风暴外溢引惶恐

暴”毫无疑问波澜已起，并且伴之越
南的“褪色”，危机不止步于此一国也
开始显然。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中国军报发
表题为《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策
动“颜色革命”
》的评论文章，指称一
些西方国家对华策动“颜色革命”，加
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
因”工程，
“妄图对解放军官兵拔根去
魂，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北
京对可能发生颜色之变的极度紧张
已然可窥。而近段时间来，无论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中
着意强调外交工作的意识形态，还是
中国外长王毅刊文强调社会制度、中
共领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中
国外交的根基”，抑或中国著名演员
孙海英就信仰问题同中共官方喉舌
爆发激烈争论，则愈加凸显了北京为
遏颜色革命，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并进
一步影响外交领域之态。并且正是
在此背景之下，中共近日有意搁置被
视为核心利益的中越海上争执与越
共进行第四次高层交流，更是难免惹
人关注。
2014 年 12 月 25 日中国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应邀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诚然
海上争执仍是两国无法避谈的关键
事项，但两党关系却显然占据了此访
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也
反映出，在核心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抉
择面前，北京执意倒向了意识形态。
然而，尚且不论冷战结束后各国均放
松了对意识形态之争的现实下，中共
此举是否合时宜，即便越南真正步上
颜色革命后尘，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
起到真实帮助亦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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