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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陈发树输得真不是时候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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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sbmjpl@sina.com

□

付克友 成都商报评论员

班主任的信能否“拯救”芮成钢

□

李迎春 成都

不能让数字作了“裸官”的遮羞布

□

徐琼 成都

免费治疗知晓率低急需其他“网络”支持

□

刘昌海 河北

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被检

方带走调查，官方消息寥寥数语，民间

舆论却是滔滔大浪。一时间微博、微信

关于芮成钢的议论纷纷，大多是揭发和

讽刺，舆论争相“补刀”芮成钢的现象甚

至引起外媒注意。

7

月

26

日，芮成钢的高

三班主任、合肥八中语文老师姜守传以

“公开信”的方式，为自己的学生受到的

“非议”鸣不平，呼吁公众“实事求是待

成钢”。

中国民间有师父一词，所谓“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姜老师的字里行间流

露出的情感宛如慈父。在芮成钢身陷囹

圄、清白莫辨的特殊时刻，在“过去不乏

攀附者 ”，“现在很多人都不愿再见记

者，怕沾上腥味”的今昔对照之下，姜老

师以一己之言，“舌战众人”， 自有其慈

悲和勇气。

学生终究是社会人，老师仅仅是学

生生涯的过客， 学生的成功与败落、得

意与失意， 其实与老师没有多少关系。

姜老师没有责任与义务站出来为曾经

的学生辩护。 一个孩子的人格养成，最

重要的影响来自家庭教育；至于成人之

后的为人处世，则更多地受到社会环境

的熏染。当老师的，对于所谓得意门生，

还是不卑不亢的好。

但姜老师以个人身份，要求舆论节

制、客观，却是他的公民权利。姜老师的

“不平”确有理由，纵观整个舆论“揭批

斗”，狂妄，自我中心，善于拉关系、积人

脉，像“于连”一样不择手段向上爬，都

成了芮成钢的“罪”。在法律宣判之前，

芮成钢几乎已被道德法庭判了“死刑”。

对于一个完全失去话语权的人，这显然

有失公平。

姜老师很纠结 ， “不想看到墙倒

众人推 ”，但自己也深知 “自古以来 ，

世事如此 ”。 尽管情感上难以接受 ，

但理智来看 ， “这个国家最富有代表

性的年轻精英 ”， 为什么一朝落难 ，

却无人同情 ？原因大概有三 ：芮成钢

成功的精英形象 、 高调而有争议的

行为 、 涉嫌以职务行为牟取私利的

“惊人 ”案情 。

芮成钢的案情至今并不明朗，大约

是“成立公司利用采访资源牟利”。说实

话，这样的罪错并不稀奇，在强势媒体

内部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工作资源牟取

私利，绝对不独芮成钢一人。公众的常

识是，凡是个人被赋予过多权力、又置

身于权力不受约束监督的环境，都会滋

生腐败。芮案的“惊人”之处在于，长期

以来芮成钢有意无意地戴着某种光环，

映衬出他的公众形象与私下行事之间

反差之大。

英语好，经常采访各国政要权贵，但

说到底也只是专业主持人， 芮成钢真正

进入公众视野、开始“明星化”，却来自几

起争议性事件，比如故宫星巴克、提问奥

巴马与骆家辉等， 尽管批评与支持声都

有，芮留给公众一个“民族主义”与“爱国

主义”的背影。实际上，无论是赞美者口

中的“爱国主义者”，还是批评者口中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切的前提都应

该是而且首先是守法者。

补刀这个来自于游戏的词，顾名思

义，就是在对手受伤虚弱甚至濒死的时

候补上一刀。这样一解释，补刀一词的

褒贬立现。芮成钢的“罪与罚”，终归要

由法律裁定。舆论的补刀，或者高中班

主任的拯救，都只是闲话。

记者日前从广东省委组织部获悉，

广东已基本完成全省“裸官”任职调整工

作。据报道，广东共有“裸官”

2190

名，其

中作出岗位调整处理共

866

名。对裸官进

行摸查，源于今年

2

月

26

日中央第八巡视

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时， 提到广东

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并要求对“裸

官”开展专项治理。

广东全面摸底调查“裸官”，完成任职

调整，这样的“工作报道”虽包含详细具体

的数字，但对外界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信

息含量。

866

人，若干个厅级、处级、科级，没

有名字、没有职务，也没有调整的具体内

容，裸官成了一堆数字，看不清道不明。

曾有一名将军说，在战场上，当一个战士

牺牲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一万名

战士牺牲时，他们就只是一个数字。人可

以说话，可以交流，可以被看到，可以被

监督，但数字是无声的，它能以宏观的方

式，抹杀所有具体的细节，从而让人很难

去触摸具体事实。对裸官而言，人们最想

知道的是具体事实， 而非一堆无从下手

的数字。

广东公布裸官调岗情况， 网上有很

多议论，绝大多数包含着对腐败的联想。

“裸官”是近几年反腐领域的“热门”。但

这次摸底处理中， 并未提及裸官涉及的

腐败案例。 这与人们的认识似乎很不相

符。反常往往引发质疑，

2000

多裸官全是

清官，多少让人难以相信。这不是公众恶

意的有罪推定，而是在特定社会现实中，

目前的结论显得太过“完美”，而调岗的

处理又显得太过“轻描淡写”。

更重要的是， 包括清查裸官在内的

各种公共政策的实施， 既需要对组织内

负责，也需要对公众有所交代。从目前的

情况看， 组织内显然掌握着裸官详细而

具体的情况。但对公众而言，只有宏观数

据，却没有具体情况。在公共伦理中，官

员作为公众人物其家庭状况不属隐私，

公众有权知晓。 而由于裸官的腐败风险

系数更高， 公众更有权知晓其身份和职

务。所以，官员的家庭状况要“裸晒”，裸

官更要“裸晒”。

一堆数字公开的意义是很有限的，

因为你说

866

也好，

668

也好，都只是数字

而已，公众无法判断其具体内涵，也无法

监督。 这样的公开是用公开的形式掩盖

不公开的实质。

需要强调的是， 在裸官信息空白的

前提下， 用数字向公众交代裸官的状况

和处理情况是一种进步，但仅有“数字”

远远不够。裸官需要裸在公众面前，而不

能用数字把他们挡在公众视线之外。

这几天，一条关于“农村儿童先天性

心脏病可免费治疗”的消息，在网络中扩

散开。该消息称，新农合参保病人、符合

国家计生政策、 年龄在

0

至

18

周岁的孩

子， 均可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免费接

受先天性心脏病治疗。这一项目从今年

5

月实施至今，仅有

10

多名患者就诊。医生

认为， 偏远地区患者知晓率低是影响就

医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每

1000

个新生儿中约有

6

个

患先天性心脏病。据此估算，我国每年有

15

万病儿出生。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是降低该病自然死亡率的关键。 国家

的免费治疗政策， 无疑是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及其家庭的福音。

但这样的福音，只靠互联网进行扩散

显然会存在盲点。虽然互联网有着传播信

息广、传播速度快等优势，但互联网有特

定的使用群体，不同的互联网用户关注的

信息也有不同的侧重，对于上网不便的偏

远地区或知识层次相对较低的农民来讲，

很可能接收或关注不到这样的消息。

其实除了互联网之外， 我们还有其

他的网络，可以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比

如从各级政府到村级的行政管理网络，

即使是在没有互联网的几十年前， 即使

是不发达的偏远地区，通过这一网络，国

家的方针、政策也能够准确传递。

而另一个网络是县、乡、村逐级的医

疗网络。由村里的医生组织，在基层医院

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者进行初步检查和

筛选没有任何问题。各大医院开展“送医

下乡”活动，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子。

患者知晓率低，无非是两种情况，一

是信息传递不畅， 一些人不知道有免费

治疗的政策； 二是基层群众对疾病的认

知不够，不知道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只要我们利用好行政管理和各级医疗这

两个网络， 就可以不让国家的好政策在

“最后一公里”抛锚。

在沪指逼近

2200

点、创出年内新高的

时候，在云南白药股价稳步攀升的时候，

陈发树输了官司。

7

月

25

日，云南白药晚间公告称，公司

第二大股东云南红塔集团与陈发树的股

权转让纠纷已获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

决。红塔集团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

陈发树返还

22.076

亿元本金及利息，红塔

集团仍持有云南白药

12.32%

的股权 。至

此，这起“中国最大股权纠纷案 ”最终以

陈发树败诉落幕。

就云南白药股价变动的利益而言 ，

陈发树输得真不是时候。

5

年之前， 陈发

树与红塔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红塔

集团所持云南白药

6581.3912

万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国有法人股的转让价为每股

33.543

元。如今，这部分股权数量已增至

8555.8086

万股，按昨日收盘价

53.59

元计

算，价值达

45.85

亿元。但陈发树除了拿到

几百万贷款收益 ，

23

亿元的投资浮盈竟

鸡飞蛋打。

就引爆股市的国企改革背景而言 ，

陈发树输得更不是时候。 沪指为什么创

出年内新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启动，显

然功不可没。 日前， 当国务院国资委发

布，将推首批央企国资改革试点名单，中

粮地产、 中粮屯河、 中成股份就连拉涨

停。最近，交行上报“实施混合所有制”申

请的消息， 也在高歌猛进中引领了银行

股的底部崛起。在某种程度上，陈发树正

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者， 然而

他却倒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启的序幕

中。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悲哀。

但这不只是陈发树个人的悲哀 。当

此之时，陈发树败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

坏的榜样。 这个榜样会给那些在混合所

有制改革中跃跃欲试的民营资本什么暗

示呢？首先，它恐怕会影响民营资本对国

有资本的信任。 红塔集团与陈发树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最后却成了废纸一张。

虽然，云南红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

须获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后”方能

实施，而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复“不同意本

次股份转让”。然而，为何批复是在

2

年多

以后？要知道，陈发树拿出的可是

22

亿真

金白银，就这样白白损失了投资机会。这

是不是在告诉民营资本： 参与国企改革

的效率实在有点低？所谓“为确保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说服

力也很值得怀疑， 因为当初红塔集团转

让股权， 也正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所同意

和要求的。你说是“保值增值”，但也不排

除有人怀疑是股价上涨之后的 “见利忘

义”。这恐怕又会让民营资本留下这样的

印象

:

参与国企改革只能啃骨头，要想吃

肉喝汤恐非易事。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启， 需要

的是一个可以让民营资本引以为豪的成

功榜样， 而不是一个让民营资本引以为

戒的失败榜样。陈发树说，他“打赢是赢，

打输也是赢 ”， 但这场官司其实没有赢

家。陈发树输了，国有资本恐也输了民营

资本参与改革的信心、信用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