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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人物

 

 
谭作人 

 

1999年9月，前往可可西里，参加为期

二十多天的义务劳动。[1] 2001年，被

成都媒体评为“成都市文明市民”。

[2] 2008年，就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

平保城”行动，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

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

[2]。 2009年2月，起草《5·12学生档

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进行进行汶川

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调查。

“确认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

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

学生的真实数据”。[3]同年3月28日，

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留。

[4][5]8月1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浦志强担任谭作人的辩

护律师。谭作人所传唤证人或被警方控

制 ... 

 司徒华﹕带病度79岁生辰 心系政改 12:00 AM2010-02-28

争取民主超过20年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生

日前的一个月证实患上四期肺癌，现时养病之

余仍心系政改方案。他认为，民主党及终极普

选大联盟主张理性对话，与中央沟通，争取最

大的民主空间，策略正确，「若有人认为民主

党与建制派有得倾便是亲政府、亲共，这是戆

居、荒谬」。司徒华最希望能够战胜病魔，有

足够精力撰写回忆录。

 廖祖笙：渎职者温家宝“流淌道德血液”？ 1:00 AM2010-02-28

“温秀秀”到处“秀秀”，但担任中国总理这么多年来，事关民生、民权的社会问

题在他任上无一解决，他的各种表述永远娓娓动听，可他的治下无休无止凄风苦

雨、黑暗无边，这是不是渎职？言行脱节即为“流淌道德血液”？

 张鸣：官二代的特权阴影 12:00 AM2010-02-28

……用制度限制官员的特权，尤其至关重要。因为趋利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单

靠道德约束，是根本关不住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硬性制度约 束，那么地方官员交

换优待，破格提拔的歪风，就会越刮越烈，大幅度地侵夺挤占平民上升的通道。最

终，会有那么一天，危及国家的稳定。

 孙文广：成都要办人民公社？ 12:00 AM2010-02-28

私人经营农业的模式，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创造了

农业的辉煌。这是一条建筑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基础上，以私人经营为主的农业发展

道路，是一条广阔、光明、成熟的道路。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经验，中国如何发展

农业，要走什么路，现在应该认真的思索讨论。

 王光旭：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 12:00 

AM 

2010-02-28

这部电影目前在台湾都还鲜为人知，我真诚的推荐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看看这部

电影。透过这部电影的视角，您可以了解七八0年代台湾政府在诡谲多变的国际氛

围中的困境与挣扎，也可以带领您了解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党国体系如何分崩瓦

解，台湾的政体如何逐渐的走向民主化的过程。

 右派老人刘凤麟致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先生的公开信 
12:00 AM 

2010-02-28

邓小平说：“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反右是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

分量太重了…。”而您却说：“是妈妈打错了孩子。”我不知该怎么理解您的话，

基于我们是同类人，请问是打错了，还是错打了？您知道打错的占99.98％，有意

留下打对的是0.02％。不是错打而是打错对吧! 

 廖祖笙：温家宝的计算结果是1+1=9999.99 1:00 AM2010-02-27

在对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持续的哀告中，我已经说过：“百姓连年来所面临的

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绝非‘不治之症’。我已经为胡锦涛和温家宝写过一份

总结，我认为用混、装、狠、厚、夸这五个汉字，就基本能概括他们主政的历程。

 胡少江：数据是真是假？ 12:00 AM2010-02-27

真正对中国经济数据质疑最多丶反感最大的是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在这方面最为

显着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由於中国工资增长的官方数据所引发的不满。……中国官方

公布的工资增长水平数据竟然是将占工资收入者百分之五十四左右的低工资收入者

剔出在外而计算出来的。连国家统计局的局长也不得不表示，他对低收入人群的工

资“被增长”现像“感到脸红”。

 叶光庭：胡锦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12:00 AM2010-02-27

吕加平经过多年研究，弄清了江泽民的底细：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江的老子是汉

奸，而且江本人（当时是学生）也曾当过日寇奸细；以后他留苏时，又与克格勃勾

勾搭搭，被拖下水，爬上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之后，曾多次访问俄罗斯，订立出卖大

片国土的秘密条约。这就是网上风传一时的江泽民“二奸二假”的重大历史问题。

 

  
 

推荐作品 更多

鲍彤：话说希腊神话中的“提坦”们 

鲍彤：从对刘晓波终审中得出的结论 

【赵紫阳祭】鲍彤：异数中的异数 

法广访鲍彤：和谐社会要让人讲话 

鲍彤：共和国早就被一党专制颠覆了 

民族自决 更多

陈维健：达赖喇嘛终止转世与西藏的民

主转型 

《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

议》阐释 

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毕研韬 
草虾：中国是蒙古一部分，西藏不是中

国一部分 

茉莉：《野鸽子》带来文字狱 

民主运动 更多

刘贤斌：以哈维尔之眼看中国 

吴庸：正视刘晓波《我的最后陈述》 

从刘晓波“我没有敌人”这句话谈起

（胡平） 

冉云飞：26位狱中良心犯服刑地址 

格丘山:牛乐吼回来了，我一直装看不到 

改革30年 更多

《外交事务》姚洋：北京共识的终结 

陈永苗：吴敬琏是“一根卖女孩的小火

柴” 

杜光：我的改革观 

杜光：“国进民退”的危害和深层次根

源 

杜光：反改革的高潮和共产党的分裂危

机 

气象万千 更多

孙文广：成都要办人民公社？ 

张鸣：官二代的特权阴影 

韩寒：太紧 

十年砍柴：警惕地方权力门阀化 

蚁族：年轻的、受过教育却没有工作的

人们 

美国政经 更多

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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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文章
< < 2010年 2月 2 8日 > >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孔识仁：中国学术关于“政权正当性”理论的简述
12:00 AM 

2010-02-27

中国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皆不缺乏关于“政权正当性”的理论资源，但缺乏当代国

人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缺乏不溺于西化心态而光复中华文化道义的省察和决心。

当代中国民主化有双重历史重任：一、是政治上继承中国百年宪政传统而开来，完

成民主化，建立相较于西方和台湾而择善去劣的改良型的民主政治（即“第三共

和”）；二、是光复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之道义。

 孔识仁：政道、合法性理论和康晓光等人的问题
12:00 AM 

2010-02-27

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阐发。牟宗三说：“中国在以前于

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这就是有治道无政道。所

谓政道，“此即安排政权之道”，并进而提出民主政体。应该说，这里的政道概

念，是和我们说的政权合法性或曰正当性最接近的。

 朱忠康：铁幕中的一扇“窗户” 12:00 AM2010-02-27

在长达六十年时间里，中华民族道德沦丧，千年文明被野蛮兽性吞噬。中国人像没

有脊梁柱支撑一样，匍伏跪拜在地，成为中共一呼百诺的奴隶。在这样严酷的环境

中，有一群社会中坚人物挺身而出，顶住强大的政治高压，办起了一份民间刊物，

作为五七老人群体披露心声的园地，这就是《往事微痕》。

 黎鸣：中国人的理论成就等于零 12:00 AM2010-02-27

回顾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中国人除了“阴阳五行”之

外，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值得说一下的“理论”，而“阴阳五行”理论从它产生的

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僵死了，就再也得不到任何的发展和进化了。为什么中国人的

“中医中药”感到了极大的危机？

 一个人出去了，一群人进来了（王丹） 2:00 AM2010-02-26

曼德拉的故事以前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那种象征意义，对

于我来说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为了追求自由， 有的时候我

们反而要以失去自由作为代价。而更加吊诡的是，在遥远的

南非，曼德拉这个人出狱了，而在几乎是世界另一端的中

国，一群人为了同样的理想入狱了。 历史，难道就是这样在

循环中前进的吗？

 遇罗锦：我们该做什么?——读廖亦武的信 2:00 AM2010-02-26

忍忍吧, 出不来, 不等于你失去什么, 反而增加了你的光彩和份量. 不光彩的是

中共. 你不知道你在海外人们的心目中, 有多么高贵; 并不是因为你出不来你就

低了. 假如我们非得在外面造声势, 非让你出来不可, 万一你进了监狱, 我们于

心何忍? 

 冯正虎回国与廖亦武出国（胡平） 1:00 AM2010-02-26

这边厢，冯正虎8次回国被拒；那边厢，廖亦武13次出国被拦。两个人都手持合法

中国护照，一个想回去回不去，一个想出来出不来。中国的事就这么荒诞。在经过

3个月的机场抗争后，冯正虎终于回到中国。这无疑是公民维权的一个了不起的胜

利。那么，这件事对廖亦武的事情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寒山：涛哥合唱和网民重唱 12:00 AM2010-02-26

这一次在中国的艺术家面前上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给人的印像是胡锦涛

对文艺的欣赏水准提高了一个档次。但他为什么不一个人唱呢？是对自己的独唱没

有信心、生怕被录下来放到视频上让中国人都看到总书记的歌唱水平不不如他的领

导才能吗？一个专业 歌手陪唱还不够，要三个才放心，总书记似乎太放不开了，

导致他的歌喉被轻而易举地和谐掉了。

 姜维平：薄熙来和张春江 12:00 AM2010-02-26

张春江案，我们应引发深的思考，更应当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用说搞多党

制，能第一步先搞党内派别公开化或合法化，就能比较公平地打击贪官，有效地治

理腐败，象共产党这样虚伪的借反腐搞内斗，借内斗忽悠百姓，既败坏了社会风

气，又丧失党的公信力，容易留下冤假错案……

 鲍彤：话说希腊神话中的“提坦”们 2:00 AM2010-02-25

明明是穷人最多的国家，偏偏有用不完的钱，已经营建了世界历史上最昂贵最奢华

的奥运馆和世博会。咱们中国，可以说是国富民穷，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别 看

老百姓生活无着，官员们挥金如土，每年几千亿、几千亿地公费请客，公费买汽

车，公费观光旅游，公费盖别墅。上行下效，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特稿】陈永苗：中国模式：烧香搞错了坟头 12:00 

AM 

2010-02-25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在拒绝组织化官僚化的道德原教旨

的讲话 

九.一一：文明的命運（陈奎德） 
盖茨风波：哈佛教授、警察和总统都犯

了错误 

龚小夏：“百日新新政”推动下的美国 

龚小夏：奥巴马的经济计划与新“茶

党”运动 

人物春秋 更多

司徒华﹕带病度79岁生辰 心系政改 

江平与我交往26年及为我无罪辩护而败
诉 

自由与微笑：胡适图像研究（冉云飞） 

达喇喇嘛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服

务奖章 

任彦芳：聆听艾青，心向太阳 

维权动态 更多

右派老人刘凤麟致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先

生的公开信  

朱忠康：铁幕中的一扇“窗户” 

遇罗锦：我们该做什么?——读廖亦武的
信 

一个人出去了，一群人进来了（王丹） 

冯正虎回国与廖亦武出国（胡平） 

宪政共和 更多

施化：“一统天下”不需要公平制度 

赵紫阳：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 

张博树：“共和”60年 
浦志强三味书屋讲座暨贺卫方点评录音

整理稿 

江平：为民主呐喊！ 

胡温当政 更多

廖祖笙：渎职者温家宝“流淌道德血

液”？ 

廖祖笙：温家宝的计算结果是

1+1=9999.99 
胡少江：数据是真是假？ 

姜维平：薄熙来和张春江 

寒山：涛哥合唱和网民重唱 

民主 ABC 更多

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近义，

还是反义 

赵枫生：民主的标准是什么 

叶孝刚：一党专政势必淘汰 

茉莉：中共新专制主义的平衡术 

吴稼祥：总统不幸国家幸 

上海帮与江泽民 更多

叶光庭：胡锦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中国政府愿意为上海违法官员背黑锅

吗？ 

金钟：江泽民厚颜干政 

习近平向默克尔转交江泽民专著遭议论 

林保华: 江泽民为何大谈佛缘？ 

媒体脉动 更多

未普：中国特色的五毛党文化 

陈永苗：华龙网以余秋雨的方式遗臭千

里 

冉云飞：冉氏新闻评论周刊（146） 
李金铨：大外宣政策想影响西方媒体是

痴人说梦 

毕研韬：媒体的春天还远吗？ 

史海钩沉 更多

王友琴：第七个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吴

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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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组织化官僚化的建制二者之间游移。在目标的好话说尽和手段的坏事做绝之

间，在其构成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人民，其社会基础是乡土还是城市之间，在这一

些具有冲突和张力的二元中游移。

 陈维健：达赖喇嘛终止转世与西藏的民主转型 12:00 

AM 

2010-02-25

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府，近年来出色的表现，已经完全具备领导

西藏民族的能力。由此，达赖喇嘛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弘扬佛法，致力于世界和平事

业上。达赖喇嘛终结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从政治上来说是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从

教规上来说是一项伟大的不失时机的宗教改革

陈独秀嫖娼事件：改变中国历史？（王

焱） 

冉云飞：2001—2007年反右资料汇集 
苦胆：袒护的根由 

章立凡:“保皇公司”与“革命公司” 

旧文重读 更多

思想流变 更多

刘晓波案：言论自由与国家利益能否对

抗 

安希孟：从对立走向对话的科学与宗教 

廖亦武：左翼鲁迅的伪自由书 

虚舟：说“追求” 

施化：自由言论的支点在于自由意志 

文化园地 更多

黎鸣：中国人的理论成就等于零 

江平：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

期 

张辉：公民社会与中国多元文化的重建 

梁京：精英的“文化大国”梦与韩寒的

“和谐人生”梦 

黎鸣：中国人丧失了理解力  

台海两岸 更多

王光旭：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 
林保华：花莲琴奏出新乐章 

秀才遇到兵：台湾科学家被北京公安置

留一日 

蔡英文掌舵：民进党走在正确方向（陈

破空） 

林保华：细看马英九暴力化  

港澳透视 更多

共产党渗透香港民间组织 

冉云飞：一位大陆人看香港反高铁事件 

黄伟国：高铁抗争突显港府原罪 

「八十后」横空出世揭开香港新社运序

幕 

金钟：反高铁、建高铁  

经邦济世 更多

施化：当中共政权与房市同命运…… 

章立凡：房老虎的食物链 

刘军宁：国进民退实质是官进民退 

胡少江：房地产泡沫的真正根源 

雷颐：“国进民退”引爆辛亥革命 

书香世界 更多

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译本

前言 

余杰：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 

陈冠中荒诞小说：《盛世，中国2013》
结尾 

鲍朴：纪念赵紫阳逝世五周年 

朱学渊评茉莉：读索尔孟的《经济不说

谎》 

网络攻防 更多

美国媒体称中国对美国网路安全威胁最

大 

内部人士解密蓝翔技校，关于黑客门的

权威消息 

RFA热点：微博在中国 
《大西洋月刊》：网络勇士 

朱健国：北京意图关闭网络大门 

海外华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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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德国宪法权利，打击中共间谍帮凶 

“海龟（归）引出的问题（余英时） 

格丘山：女儿的日本房子(夏威夷归来之

三)  
贝岭：我最后的北京 

二十年前就开始的寄明信片运动 

最新热点

孔捷生：三个中共领袖毁在薄一波手里 

任不寐：中国的大屠杀 

北大网站遭封杀内幕 

廖祖笙：渎职者温家宝“流淌道德血

液”？ 

孙文广：为焦国标鸣不平——声援北大

教师之四 

郑永年：中国政权交班的最大难题 

风啸啸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必复返 

周炯：意识形态梳理与主流媒体构建—

—新意识形态下的中国电视民生新闻 

张鸣：官二代的特权阴影 

蔡崇国：得经常讨伐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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