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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喜歡看由湯漢斯主

演的美國荷里活戰爭大片《雷霆救兵》，可能

都略有所聞，不過習近平不是太看得明白周潤

發、鞏俐合演，張藝謀執導的《滿城盡帶黃金

甲》，可能就不是太多人知道。

是真是假，就要問問發帖的「學習粉絲

團」微博博主。

2011 年 11 月 21 日，中共一中全會選出

習近平出任黨總書記一個星期不夠，一個名叫

「學習粉絲團」的微博賑戶悄悄成立。

博主很明顯就是習近平的粉絲。下午 1 時

09 分，博主發出第一條微博，是習近平一中

全會後見記者時，官方的一張面帶笑容的揮手

照片。隨後幾天，有數張習近平年輕時的照

片，有一張看起來習近平只有幾歲。之後三個

月，「學習粉絲團」越來越撲朔迷離，而在事

件不斷升溫之際，「學習粉絲團」的「粉絲」亦

衝破 100 萬。

12 月，習近平南巡廣東，才真正令「學習

粉絲團」「火」起來。12 月 8 日晚上 7 時 02

分，「學習粉絲團」發微博，表示收到前線最

新消息，習近平下午 5 時 35 分左右，抵達橫

琴開發區展館，行程未有通報官方媒體，附帶

三張習近平走路的照片。12 月 11 日上午 9 時

26 分，又一條新消息，「習近平五分鐘後到廣

州東濠涌視察。」果然又應驗。

1 2 月 1 5 日 ， 新 華 社 提 及「 學 習 粉 絲

團」，「以草根追星方式實時直播習近平南下考

察，展示總書記親民風格。」。2 月初，「學習

粉絲團」再引起注意，其中有習近平在辦公室

看報紙、講電話和上網的照片。之後習近平到

甘肅，「學習粉絲團」又多次網上貼身追蹤，

車隊出發，回到酒店，一清二楚。

超近距離照片，掌握領導動向，博主的身

份開始受到懷疑。

2 月 5 日，博主主動澄清自己不是黨員不

是官員，只是一名普通上班族。信息和照片來

源，有的是網上，有的是當地人提供，考慮安

全因素，部分行程已延遲發布，他沒有受任何

團隊操縱，亦同樣遭受刪帖等困惑。五日後博

主接受美聯社的獨家訪問報道，終於揭開神秘

面紗，博主叫張洪銘，四川人，08 年從一間

技術學院退學，現在在江蘇無錫做裝修，他自

稱是領導人的粉絲，開設微博只是想讓民眾覺

得領導人更親切。

劇情之後峰迴路轉，一日後，「學習粉絲

團」在微博上含淚說再見，說可能國民現有的

認知，或者現實環境容不下「學習粉絲團」，

對「學習粉絲團」造成的困擾表示自責和遺

憾。又一日後，「學習粉絲團」又再回歸，原

本表示 2 月中接受集體採訪的張洪銘，最後突

然辭職，表示要去一個沒有人找到他的地方。

事件暫時告一段落，不過再見又回來的舉

動就引來不少猜測，「學習粉絲團」亦衝擊很

多有關「中國領導人」的傳統想法。

背後操控的迷團

究竟「學習粉絲團」背後有沒有人操控的

迷團，似乎仍然未解開。很難想像張洪銘一名

普通工人，會有習近平在辦公室看報紙的「貼

身照」，張洪銘的身份很值得懷疑。有可能在

11 月剛開始時，張洪銘只是一個人在管理粉

絲團的微博，加上由網友提供的習近平在外時

的近照及行蹤資料，令粉絲團聲名漸大。其後

到 1、2 月時，「一人管理」有沒有起變化就不

得而知，可能有人認為粉絲團有利用價值，故

意向粉絲團提供照片，而照片的提供肯定經過

授權，估計中央內部沒有人敢私自發放領導人

的近照。另一個可能是一種「共同管理」狀

態，最極端的可能就是有人已把整個粉絲團微

習 近 平 與 他 的 「學習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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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接 收 」。 而 張 洪 銘 的 突 然「 辭 職 」「 失

蹤」，更令人懷疑是否有幕後主腦。

新華社 12 月說「學習粉絲團」是「草根式

展現總書記親民一面」，說明粉絲團的利用價

值。粉絲團是純粹民間自發建立的團體，利用

粉絲團可建立領導人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至

少外表看來沒有官方成分，是一種軟性的宣傳

策略，可幽默可風趣可輕鬆，不一定嚴肅古

板，沒有官方規限。更上一個層次，就是甚至

可透過一些「比官方更官方」的貼身照片，製

造一種「偽官網」的感覺，即當大眾都認定「學

習粉絲團」有某種潛在官方背景，但又不是

「真官網」，中央就可透過了解「學習粉絲團」

的粉絲，發揮監察人民對領導人評價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並沒有事實根據，只是提出幾

種可能性，思維推展示不一定嚴謹。但如果內

地政府，真有打算利用「學習粉絲團」，刻意

製造一個在官方控制下的習近平民間形象，那

也可以說代表內地政府重視網絡輿情，嘗試在

網絡，尤其是微博上爭取更多發言權。但「學

習粉絲團」的「再見又回來」，就令人感覺突

兀，代表可能有人對處理領導人消息及塑造領

導人形象有分歧。

挑戰權威發報

以往只有官方媒體，新華社、中央電視

台，才有最貼近領導人的消息。為統一思想，

不能任意報道領導人的新聞。領導人要建立威

信，就要有「權威發報」。電視、報紙等傳統

媒體，中國共產黨已有幾乎完全壟斷性的優勢

及控制，但由「央視新聞」的官方微博一句留

言，「神馬情況？學習粉絲團比我們快，比我

們近！」就多少折射出官方傳媒對粉絲團的 

意見。

報道領導人的新聞快和近，從來是新華

社、中央電視台的專利，國內外傳媒一般只能

等待新華社、央視發放的資料。但「學習粉絲

團」的更快和更近，就是挑戰，甚至破壞新華

社、央視的「權威發報」。當一個普通人都有

比新華社和央視更快更近的材料，新華社和央

視就會失去最有價值的傳統功能。將來一旦兩

者的消息有差異，新華社和央視當然仍是最權

威，但就可能會引發猜測尷尬局面。

論影響力，「新華視點」的官方微博有超

過 470 萬粉絲，「央視新聞」有 270 萬，仍然

比「學習粉絲團」的 106 萬要多，但就已經超

越了「國務院公布」的 104 萬，比「天津發

布」的 68 萬，「鄭州發布」的 8 萬等不少地方

政府的官方微博粉絲數目亦多很多，雖然與北

京、上海的 200 多 300 萬仍有一段距離，同很

多明星的幾千萬粉絲相比更是相距甚遠，但如

果「學習粉絲團」繼續發放貼身照片，粉絲數

量未必沒能力追趕央視。「央視新聞」的「半抱

怨半開玩笑」留言，就算不是一種不滿，聽起

來亦不像是一種欣賞，語氣更像是對「學習粉

絲團」全新報道領導人新聞方式的「驚訝」。

顛覆傳統領導形象

單一的領導消息來源，有利塑造固定的領

導形象。中國的領導人的形象，就是神神秘

秘，高深莫測。西裝畢挺，握手，拍照，開

會，講話，就是中國領導人在《新聞聯播》中

的常態。《新聞聯播》中，領導總是出席大大

小小的會議，發表指導思想，無非就是灌輸一

種「領導很忙」，「領導都勤政為民」，「領導正

在處理國家大事」的情感，民眾見到領導就安

心，用內地的語言就是「心裡踏實」。

神秘的領導對中共有好處，要人民相信中

共的意識形態治國理念是正確無誤，就要樹立

一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高高在上，無法觸

摸，不能接近，不能質疑，不能反對，不能對

抗，是一種權力的膜拜。所以習近平講話之

後，社會就要組織群眾去學習習近平的講話，

然後貫徹落實。做法與毛澤東時代的個人祟

拜，程度可能不同，但本質相類似。

經過多年的傳統傳媒塑造，神秘的領導形

象已確立。中國領導人不需爭取選民支持，更

沒有法例列明領導要向公眾公開自己的資料。

習近平女兒可以隱姓埋名用化名繼續在美國哈

佛大學讀書，又有多少人知道國務院副總理李

克強太太程虹是一名大學的英語教授，兩人還

有一名女兒。領導人的模糊化，在內地似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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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都沒有預先安排，真正考察民意云云，就算

不是精心策劃，也明顯是一次等待良久的宣傳

機會。攝影師在李克強講話時，沒有拍攝領

導，而是特寫小孩屁股，相信是得到指示拍攝

家訪時的溫韾意外小場面。而如果要在剪輯時

刪走小孩露股片段亦一定可以，故意在《新聞

聯播》時播出，就是為之後一連串的造勢文宣

舖路。無論如何，種種

跡象顯示，新任領導已

更能掌握如何利用傳統

媒體與互聯網，更有系

統 分 工 兩 者 的 報 道 內

容，有意識地將兩者結

合作為宣傳工具。

其實領導人利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建立個

人形象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台灣的馬英九總統

的 facebook 賬戶，有 140 萬個粉絲，差不多

每天都有新照片新文章，「按讚」和留言的起

碼有幾千至上萬人。2 月 14 日情人節，馬英九

上載一幅與夫人周美青的舊照，馬英九正大口

吃著糕餅，周美青在旁邊表現訝異，照片題為

「我怎麼嫁給這種人」。去年美國總統大選

中，連任的奧巴馬就是首名在 twitter 上宣布勝

利的美國總統，附帶一張他與夫人米歇爾擁抱

的照片，照片在 facebook 有 230 萬個「讚」，

超過 11 萬個留言。

馬英九和奧巴馬的賬戶，肯定不是他們自

己一個人在管理，背後一定有龐大的團隊在協

助，展現的也一定不是完全客觀的形象，只是

他們希望建立的形象，但至少他們都不希望自

己充滿神秘色彩，脫離群眾。領導都希望建立

一個「人」的形象，一個會吃飯，會與太太擁

抱，有七情六慾的人的形象。

當領導人和所有平民百姓一樣，都是一個

人，當領導都會看電影，都會有看不明白的電

影，當人民明白領導不是全能，領導的神化就

會消失，個人祟拜就再沒有市場。因為，領

導，是人，不是神。人會犯錯，明白每個人都

會犯錯，就會明白權力需要制約的道理。

習以為常，「領導人嘛，無可能什麼都讓你知

道，不可能知道太多」，說穿了就是要保持神

秘感。當然也有更實際原因，避免被攻擊被牽

連，低調處理家人關係是中國官場為官之道，

看看總理溫家寶，因為做珠寶生意的夫人張培

莉，帶來多少閒言閒語就略知一二。

但中國已經不是農村社會，城鎮化超越五

成，超過七億人住在城鎮的今日中國，互聯網

年代手機上網用戶已突破五億，群眾不再停留

在被動接收《新聞聯播》中的領導固有嚴肅神

秘形象，而是會更主動在網上去挖掘領導的真

實一面。於是就催生出像「學習粉絲團」的群

體，領導的過去、家人、行蹤，在民主社會都

不是個人資料或私隱，人民渴望知道更多領導

的生活不是因為八卦，而是一種對公權力的監

察，因只有掌握更多資料，才能確保權力正確

運用。非官方報道領導消息的「學習粉絲團」

於是就「火」起來，亦反映社會希望領導人更

開放，更透明，更願意接觸大眾的民意期待。

粉絲團顛覆傳統中共宣傳策略，亦顛覆傳

統中共領導形象。維持單一權威消息發放，維

持領導人的神秘，民眾知道領導越少，對中共

來說可能就越好，但另一意見可能認為粉絲團

有存在價值，有利建立新任領導人的親民作

風。粉絲團的再見又回來，可能就是兩種勢力

的拉鋸結果，亦表現出一種舉棋不定，未有全

盤通略，想試但又怕的曖昧感覺。不過，一切

都是猜測，官方當然不會表示曾介入粉絲團的

運作，但有沒有人找過「疑似博主」張洪銘

「喝茶」「聊天」，給予「意見」「建議」就很

難斷言，亦有可能整件事件都只是由一名「普

通工人」引發都說不定，亦有人懷疑粉絲團根

本就是官方建立，就更加無從稽考。

掌握新媒體作宣傳工具

隨著「學習粉絲團」的興起，「向李學習」

等李克強支持者的微博亦相繼成立。早前李克

強突擊家訪時，沒穿褲子大露屁股的小孩「走

紅」，不會完全是一場偶然。報道在《新聞聯

播》播出後，先在微博測試群眾水溫，再在

「央視新聞」官方微博上載「完整版」視頻，

之後排山倒海一面倒的正面評論，表示領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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