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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猝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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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临洮县县长柴生芳因睡眠重度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诱发心源性猝死
这起突发疾病死亡事件，却引来一些网友的猜疑：“睡觉死”“畏罪服毒”
当地县政府办：当前大力反腐，各地官员的相继落马，令一些民众形成固定印象，以为在官员死亡的
背后，总潜藏着负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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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甘肃临洮

8月15日凌晨，甘肃省临洮县县委副书
记、县长柴生芳，因睡眠重度呼吸暂停低通
气综合征诱发心源性猝死。
在当地官方的定性中， 柴生芳是忠诚
的共产主义战士， 有关他的事迹正进一步
挖掘整理。 其遗体从临洮县送往定西市火
化当日，百姓在城区十里相送，场景罕见。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网络上，柴生
芳之死，一度引来无数幸灾乐祸、猜疑及
诋毁。

柴生芳：信访群众
心中的“亲民”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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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
他连续工作“17.5小时”
猝死

死因

质疑

正名

8月15日凌晨， 临洮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柴生芳在办公室卧室内睡觉时猝死。
柴生芳的卧室位于该县统办楼417室，
紧邻小会议室和他的个人办公室。 县政府
办公室解释，为工作方便，柴生芳到临洮县
后一直住在统办楼。417室由两房间组成，
主房原为县政府的小型会议室， 侧房原为
小办公室，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中央8项规
定出台后，侧房因无法向走廊改装出房门，
遂成为卧室。
甘肃省公安厅介入调查， 法医做出结
论称，柴生芳因“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引发心源性猝死，死亡时间为15日凌
晨3时~5时之间。
柴生芳原计划15日前往20公里外的辛
店镇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 一同前往的还
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龙晓林， 两人会合时
间为当日上午7点30分。龙晓林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7点22分，他给县长打电话，电话没
人接，遂通知办公室工作人员罗斌去敲门，
罗斌在卧室门口听到水流声， 以为县长在
冲澡洗漱，遂离开。7点40分，柴生芳仍未出
门，这与其守时的行为习惯反常，于是罗斌
用钥匙打开卧室，发现柴生芳已无呼吸。
罗斌描述， 柴生芳着外衣仰面睡在床
上，他脱了鞋子，但一只脚在床上，另一只
脚挂在床沿。“床边有一盆没来得急用的
洗脚水，桌上有一个啃了一口的胡萝卜，卫

生间的自来水仍在哗哗响。” 从现场看，柴
生芳因实在太累，“一睡就睡过去了。”
龙晓林介绍，14日，柴生芳连续工作了
17.5个小时。 这天上午8点10分至8点50分，
柴生芳接待了两名上访群众， 后与县委书
记石琳一道， 陪同甘肃省副省长王玺玉调
研引洮工程。下午2点30分，柴生芳赶到县
文化中心主持了全县的捐资助学大会，之
后与石琳共同检查了县城北大街改造工
程。晚7点半至15日凌晨1点半，柴生芳在统
办楼310会议室连续主持了6个小时的县政
府常务会议。
龙晓林当晚也住在统办楼， 两人一起
回各自的宿舍。 他说， 常务会的每一项决
策，都等着柴生芳最后拍板。散会后，在3楼
至4楼的楼梯间，县规划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仍拿着一份文件前来请示，“县长提出，怎
么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项，会后还在说？”
此前一份医院的检查报道已向柴生芳
发出预警。8月3日至5日，柴生芳与县商务局
局长王建府到北京参加某招商会，4日晚，他
就“打呼噜”的问题，抽空到北京同仁医院
做检查，几天后，该医院做出了“睡眠呼吸
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重度）”的结论。
“我把结论转告给他，他看了一眼，并
不在意。”王建府称，此后柴生芳公务繁忙，
并认为病没那么严重， 准备忙完这一阵再
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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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睡觉死、畏罪服毒死……”
猜疑
柴生芳猝死的第一条消息， 由临洮县
县委向定西市市委请示后， 通过官方渠道
于15日下午发布。
柴生芳一位在甘肃省省政府工作的朋
友胡青（化名）称，当时，一县之长猝死，令
当地有关领导十分紧张， 一时不知如何定
性，部分领导一度反复强调“因病死亡”。
临洮县官员反思此事件认为， 官方发
布的第一条消息过于简单， 从而引来网络
世界的大范围联想和质疑。
这些质疑主要包括： 柴生芳为何死于
办公室， 为何会睡觉死， 是否畏罪服毒自
杀。 一些网友评论称 “该死， 没一个好东
西”、“有没有女人”等。尽管后来官方认定
柴生芳因“劳累过度”猝死，但仍有网友认
为， 打呼噜太严重才导致气道阻梗最后缺
氧死亡，跟劳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龙晓林最初忙于县长后事， 并未顾及
网络评论，后来他浏览发现，一些网友的评
论幸灾乐祸，“有的甚至过于歹毒”。他称，
他并没有以匿名的方式去做选择性的回
应，但“憋屈、十分愤怒”。
临洮县委宣传部对县长之死进行了舆
情监测，他们发现，在临洮县当地甚至整个
甘肃省，很少有网友“说柴县长的坏话”。
相反，广东、山西等地网友，则毫不留情地
对柴生芳之死冷嘲热讽。
成都商报记者向30位持质疑态度的网

友发去私信，仅收到3条回复，其中一位称
“不记得何时做过评论”，一位答复“一个
官员的猝死就广为报道， 请把关注度转移
到人民群众还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网友“咚咚锵那个啷个哩哏儿啷”则解
释，记不起来自己是如何做的评论，但在事
态明朗前，他一般不做评论，“我质疑的是那
些语焉不详的消息”。 他认为，“仇官仇富”
代表了当前一部分人的心态，“死者为大，冷
嘲热讽总是不好的”，但就柴生芳而言，之后
的无数“正面报道”并不会改变他对此事的
看法，“就是一个人突发疾病死了而已。”
甘肃警方对“唯一一位”发布虚假信
息的临洮网友进行了问话。在腾讯微博里，
临洮网友 “书香可人”原创了一条消息：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委副书记、 县长柴生
芳服毒自杀，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
条消息出现在官方消息之前。
“书香可人”是一位教师，被问话后，
他迅速将消息删除。 其妻子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丈夫回老家时偶然听到县长死了，未
经核实就发布了微博。她称，他们虽然是临
洮人，但未见过县长一面，她解释，丈夫是
文科生，性格执拗，说不上疾恶如仇，但刚
愎自用，事后她批评丈夫不该“不负责任恶
意揣测”，她认为“言论自由也要以客观事
实为基础，官员不能一概而论”，并因“给
死者家人造成伤害”表达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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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 ，临 洮 县 百 姓 上
街为县长柴生芳送行

官员
“基层官员都很辛苦”
诉苦
柴生芳的侄子柴裕红称， 网络来势汹
汹的猜疑和谩骂，让家人无比愤怒，他82岁
的爷爷一度召集家人商量如何应对，“最后
我爷爷说，即便是他的6个孩子，对一件事情
看法也不尽相同，要理解不同的声音。”
柴裕红介绍，柴生芳出身贫困，其最终
选择从政，是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柴生芳是
定西市学历最高的官员， 也是全国屈指可
数的博士县长。柴生芳的同僚及亲友认为，
柴生芳如果在考古领域深耕， 也将成长为
出色的专家。
1969年7月，柴生芳生于甘肃省宁县一
个农民家庭，系6兄弟的老五。1986年，柴生
芳以庆阳地区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 进入
北大考古系就读， 毕业后分配至甘肃省文
物考古所，1997年5月， 他被公派到日本国
立神户大学留学， 先后获艺术史学硕士和
文化结构博士学位。
2002年10月， 柴生芳回国后在甘肃省
委办公厅工作， 后相继担任陇西县政府副

县长、定西市安定区副区长、临洮县县委常
委等职，去年9月，其担任临洮县委副书记，
同年12月当选为政府县长。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龙晓林说， 当前
国家大力提倡反腐， 尤其最近一段时间
以来，各地官员的相继落马，令一些民众
形成固定印象，即官员意外落马、死亡背
后，总潜藏诸多负面因素，“绝大多数官
员是干净的， 尤其西北地区的基层官员
都很辛苦。”
临洮县商务局局长王建府说， 真正的
贪官、坏官只是少数，他们作为基层官员，
经常忙得没有休息时间， 每天都处于高压
之下，电话24小时不能关机。此外，他们也
没有体检和年假，柴生芳本人，每个月的休
息时间都得不到保障。
甘肃省省政府工作人员胡青称，她第一
时间赶到了临洮县，发现当地政府最初有点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强调柴生芳前段时间还
去北京看了病。

荣誉
被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加身
成都商报记者在当地连日调查走访发
现，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柴生芳均获得高
度认可，当地普遍认为，柴生芳是数十年来
最勤政为民的县长。
柴生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群众对
官员的普遍认知。 临洮县辛店镇苟家山村
中的6户低保户是柴生芳的扶贫联系户，38
岁的龚彩琴是6户低保户人员之一。去年10
月，柴生芳突然来到她家，问她为何成为低
保户，并送来食用油等慰问品，“以前见到
当官的就怕， 没想到这么大的官能到我
家。”龚彩琴说，以前联系她家的官员，“就
留了个电话。”
58岁的上访户张文卓， 曾是临洮县公
安局副局长， 因犯错误被判刑10年， 刑满
后，他因拆迁问题不断上访。柴生芳曾主管
一段时间的上访工作，“他突然到我家，说
老人家，不需要你上访，我来下访。”张文
卓说，以他对官场的了解，“这是实实在在
牺牲的县长。”
当地无数群众到殡仪馆吊唁柴生芳，
缅怀的民众以老人居多。8月18日， 柴生芳
遗体被送往定西市火化， 当地群众从四面
八方赶来送行。 临洮县线市街的商户们证
实，百姓送县长一程，是自发的，不是政府
组织的。县政府办公室称，县政府原计划向
各单位发文，要求民众上街送县长，后考虑
方式不妥，最终并未发文。
在临洮县，柴生芳一共记了29本工作、
读书笔记。 在一本工作笔记中， 他写道：
2002年进入省委办公厅工作以后， 在跟随

省委领导下乡调研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基
层给领导安排的调研点， 其实是多年来各
级领导参观调研的固定站点， 有些甚至数
十年不变。记得当时在一个点上，当讲解人
员不无自豪、 滔滔不绝地介绍他与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省市（地）县各级领导的合影
时， 我的脑海突然出现了一个概念——
—
“景点”，这分明是一个“政治景点”，而且
是各级领导“到此一游”必看的一个“固
定景点”。
目前，柴生芳已被追授为“定西市优秀
共产党员”、“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其事迹已引起中央层面关注。 成都商报记
者了解到，接下来，甘肃省将进一步挖掘整
理柴生芳的事迹，将组建巡回报告团，在全
省掀起学习柴生芳的热潮。
柴生芳逝世前不久， 甘肃省旅游局旅
游培训考试中心主任秦斌辉曾和他有过一
场辩论，辩题为貂蝉故里是否在临洮。秦斌
辉与柴生芳一起长大，两人是挚友，他评价
柴生芳过于“抠门”，“他希望一切资源，都
为发展他的临洮县所用。几千万的项目，他
希望几十万办下来。”他评价好友“有人情
味、有良心”，认为“只有具备了人情味和
良心，才能谈有党性。”
秦斌辉说， 柴生芳之死一度引发广泛
猜测、质疑、攻击，这些声音加重了其亲友
的痛苦，但他也不希望接下来的官方宣传，
将柴生芳塑造为过于典型的人物，“柴生芳
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只希望大家看到
一个有血有肉的柴生芳。”

辞硕导办私塾 3人给他“跪”了
中央财大教授将办私塾，目前已有3人拜入门下，其中两人已行跪拜之礼

责编 官远星 编辑 余蕊均
美编 帅才 校对 诗雯
cdsb86612222
新 浪 微 博 ：@ 成 都 商 报
腾 讯 微 博 ：@ 成 都 商 报
商 报 报 料 热 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上周，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在
微信朋友圈发表声明称，将停招研究生，并放
弃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 并将以众筹的方式
开办私塾书院。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广泛关注。
昨日， 黄震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之所
以尝试招收私塾弟子， 是希望找到一种创新
人才的培养模式。”他称，他对弟子的教导模
式是“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随时随地。不会
局限于地点，会到处调研。”同时，他告诉记
者，现在他门下已有三位弟子，最早的两位弟
子于2012年夏天在湖南岳阳楼完成“跪拜之
礼”后，正式成为他的弟子，而这两位弟子现
在为互联网金融业人士。

办私塾圆20年前梦想
8月29日晚6点， 黄震通过其朋友圈发表
了“停招研究生、请辞导师”的声明。声明中
称，他将放弃“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岗位，并

已与学院有关主管领导沟通：“1、 因个人学
识、能力和时间有限，指导无方，为避免误人
子弟，从今年起，原则上我不再招收硕士研究
生。2、在读的各位学生，必须严守师训学规，
若不遵者，尽可自定主意，凡愿另择良师者，
本人设宴欢送。3、今后好学者若要从学于我，
可到本人即将开办的私塾书院，行跪拜之礼，
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
昨日， 黄震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说，“我当硕士研究生导师已经10年，毕业的
学生有40多个，在读的还有六七个。现在马上
又有新生入学了， 所以特别赶在这之前决定
不再招研究生了。” 他说，“停招研究生请辞
导师的声明并不是心血来潮， 也不是开玩
笑。” 黄震回忆道，“我一直很怀念20年前在
岳麓书院攻读研究生时我和我老师的相处时
光和方式。 当时就萌生以后要创立私塾书院
的想法，二十年来念念在兹。”他透露，未来
的这家私塾一切均拟众筹:众筹中外名师，众

筹有志学员，众筹私塾场地，众筹运营经费，
众筹教学课程。

“跪拜之礼，是对知识的敬畏”
其实，在过去的三年中，黄震已尝试招收
了三名私塾弟子。“大弟子王小禅， 真名王
磊，现已成长为上海骏合金融CEO。二弟子廖
琦， 现在是湖南长沙P2P公司宜投通CEO。”
黄震还有一位弟子也正在创业中。黄震说，王
磊和廖琦都是在两年多以前在湖南岳阳楼行
过跪拜之礼后进入师门的。“我之所以尝试
招收私塾弟子， 是希望找到一种创新人才的
培养模式，破解钱学森之问。”据了解，黄震
对私塾弟子的招生没有学历要求， 亦不需交
学费。“他们找我也不是为了文凭，珍惜随学
机会。今后招收私塾弟子，因材施教，量体裁
衣。关键要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激发出创
新思维。”

廖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黄震）
的理论性的学术上的东西可以通过我们去实
践落点，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发现需要做调整，
他在学术上再根据理论和现实相结合， 我们
互补互动。特别是民间普惠金融的东西，需要
更接地气的信息，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更接近
生活、更接近市场、比在学校理论更有用的东
西。” 作为黄震大弟子的王磊表示，“当时跟
着黄震老师跑鄂尔多斯、温州、湖南等地，一
路上都跟着，蛮辛苦。没有一个教授还像他一
样用脚去丈量。”黄震说，目前私塾已经得到
了20多位老师的响应希望参与， 他正在进行
梳理，之后再进行招生。
针对有网友说“跪拜之礼”是不是有点封
建落后的问题， 黄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这正是出于对知识的敬畏。学生跪拜
的不是老师，而是孔子等先贤，老师只是一个
象征。我认为真心敬畏知识的人，能够发自内
成都商报记者 张蒙
心地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