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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评论

国人不能盲目追寻“哆啦A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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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全球“利用”的中国人

省长摄影家落马留下的“遗羞”

近日，一个关于日本漫画人物“哆啦

Ａ

梦”的展览甚是热闹，吸引观众达数万

之多。

日本动画闻名全球， 业已成为现代日

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件， 并成为日本当代

政治特别是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

年

3

月

19

日，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甚至

“任命”“哆啦

Ａ

梦”为日本“动漫文化大使”。

日本媒体对外宣称，哆啦

Ａ

梦将要肩负在国

际上推广日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加深人

们对日本卡通文化、饮食文化理解的任务。

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国际舆论的

一致认可，有评论提醒公众，一个卡通人

物的授予“大使”仪式，由日本外务省主

持，而不是由主管经济或文化的部门去推

动， 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关注。 这说明，

“哆啦

Ａ

梦” 所承担的责任并非是文化目

的， 而是含有极强的政治意义。 事实上，

“哆啦

Ａ

梦”出任“大使”的建议源于日本前

外相麻生太郎提出的“动漫外交”，其目的

是日本政府期冀用动漫、游戏、流行音乐、

时装等流行文化来打造日本的国家品牌

形象、提高国家魅力、增强世界各国对日

本民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认同。

日本动漫逾越其文化含义， 成为日

本对外政治一部分， 不是今日方被人所

关注。早在

2002

年，美国政治分析专家道

格拉斯·麦克格雷在《外交政策 》上就发

表文章指出日本动漫、流行音乐、电玩游

戏等流行文化在世界上的强大影响力和

政治威力。

2003

年

8

月，美国《时代周刊》亚

洲版刊出关于日本大众文化的特辑 ，指

出日本正从一个“制造国日本”向 “文化

国日本”转变。而日本政府也确实在积极

强化和灵活运用其在经济和安全保障两

方面都具有益处的文化， 努力将海外对

日本动漫、影视、游戏和美食等现代日本

文化的兴趣转化为政治资本。

“哆啦

Ａ

梦”是日本输出国家价值观

和实现其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

看起来危言耸听， 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

2004

年

12

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

成立了一家个人咨询机构， 次年

7

月，该

机构提交 《创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日

本》报告书，提出在世界上积极培养 “爱

好日本动漫的世代 ”、通过 “创造性地吸

收”使日本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化创造的

据点”，努力成为“架构多元文化和多元

价值观之间的桥梁”。这些举动背后的动

因只有一个： 在平衡日美同盟关系与亚

洲邻国的关系中，培养更多的“知日派 ”

和“亲日派”，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日本借用“哆啦

Ａ

梦”这个卡通形象的

目的由此可见一斑。 但反观当前我们社会

中的一些现象，不得不让人心生忧虑。时下

一些少年少女中“哈日之风”盛行，崇拜日

本明星直到狂热无比，日本动漫、日本游戏

牢牢拴住了不少年青一代的心神，说、言、

文、唱不仅带有日本腔，甚或带有日本风。

从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来说， 这不仅让人

遗憾，而且可以说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

当前的世界， 是一个开放和交融的

世界。我们不提倡闭关自守，但文化的吸

收要兼容并蓄，择优而行，更重要的是要

基于对本国文化的传承、发扬，不要一哄

而上，什么都吃。这不仅考验下一代的辨

别力和学习力，也考验我们弘扬、传承本

国文化的水平和能力。

在华润集团原董事长、 党委书记宋林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后， 傅育

宁从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任上空降华润，临

危受命。最近，傅育宁在接受采访时说，宋

林事件之后，“

40

多万员工抬不起头来”，现

在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工作做好。

傅育宁说这话， 可以理解为一句玩

笑，当不得真。本来嘛，宋林落马，就算在

华润内部，想必也有拍手叫好者，也有冷

眼旁观者，还有诚惶诚恐者———作为一起

震惊全国的窝案，华润集团目前已有七名

高管被调查。怎么能笼统地说“

40

多万员

工抬不起头来”呢？

然而，傅育宁说这话时，又是很认真

的。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宋林窝案发生

后， 代表华润集团

40

万员工做深刻反思、

刮骨疗毒的表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

为给

40

万员工加油鼓气。

问题是，这样的激励恐怕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员工真的因为老总下课就抬不起头，是

干不好国企的。 相反， 只有员工都抬得起头

来，国企才能搞得好。国企搞得好搞不好，取

决于企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 而员工能否抬

得起头，又验证企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

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企业里，老总和

每一个员工都各司其职，人格平等。企业

搞得好不好，当然会给每个员工不同的身

份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但是老总是个坏

蛋还是好人，跟他们真没多大关系。就算

老总下课走人，在自由流动的高管市场自

然会有合适的人选去替代，哪里会影响员

工的日常生活和情绪。

在一个市场化程度低下的企业里，老

总当然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化身， 甚至拥有

一手遮天、难以监管的权力，使企业的现代

治理结构成为一种摆设， 员工都唯老总马

首是瞻。当然，他们也极有可能不同程度地

成为既得利益共同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

损。于是老总落马，他们也抬不起头来。这

样的体制下，企业怎么可能搞得好呢？

当下的国企改革，说到底就是打破仍

然存在的政企不分，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

度。正如傅育宁自己说，华润遇到的问题，

源于在坚持市场化运作上还不够充分和

彻底。而让员工抬得起头，更加的市场化，

才是搞好企业的关键。

领导干部猝然落马， 留下多少善

后尴尬。近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秦玉

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

织调查。北京、上海地铁方面相继发布

消息称， 将在

22

日地铁停止运营后撤

除悬挂在灯箱内的秦玉海摄影作品。

伴随着官员坠落， 转瞬间荣耻颠

倒，铲除题词、撤下墨宝，便成为曾经

供奉者的唯一选择。这组名为《水墨云

台》 的灯箱广告取材自秦玉海摄影作

品，可算是一种新型的领导墨宝，因有

“宣传河南风光” 的社会价值附着其

上，比起以往流行的单纯的领导题字，

显得技高一筹：它是雅好，传递领导干

部的修养与情操；它是成就，证明领导

干部业余爱好“玩”出专业水准；它是

爱民，表现领导干部热爱一方水土、以

推介本地旅游为己任的民生情怀；它

还是政绩， 有力的宣传确实提高了河

南云台山风景区知名度……看起来是

件多赢的事， 那么，“省长摄影家”（秦

玉海曾任河南省副省长） 的是非功过

到底如何评判？

公众首先要问， 这些光鲜的社会

效益表象下面， 省长摄影家是否有经

济利益，是否以权谋私。不同于某些热

衷题字、作画，最终由雅好换雅贿的官

员， 似乎秦玉海的摄影作品并未带给

他什么现实利益 。

2011

年一篇公开访

谈中，他声称自己拍摄的云台山作品，

被焦作几乎所有酒店和服务场所无偿

使用，而《水墨云台》遍布几大城市地

铁，恐怕也是无偿使用。

似乎是你情我愿、甚至不无高尚，

著作权人主动放弃获酬的权利， 他只

是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到处可见而

已，公众总该没话说了吧。且慢，以权

谋私，所谓的私，除了“利”字，还有个

“名”字。何况，名利之间，时常是可以

转换并兑现的。这个名，可以是热爱摄

影，也可以是热爱乡土，仅此两项，就

为秦玉海引来海外知己， 获得价值数

百万元的摄影器材“长期免费使用”。

摄影、 书法是官员开辟业余爱好

的重地，好像门槛很低，实际上要出类

拔萃却难。 据业内人士评价， 秦玉海

“不是特别专业， 属于资深爱好者水

平”。但他的个展不仅屡次进京，更远

赴法国、韩国，其中资费想来不会是他

本人承担； 云台山风景长期雄踞京沪

等城市地铁黄金广告位， 说起来是城

市形象推广，但耗资巨大的投入，是否

符合一个县级城市风景区的财力，换

句话说， 是否有拿财政公帑买领导一

笑的嫌疑，也未可知。

官员的雅好， 之所以能产生名不

符实的影响力，实在是跟其身份有关。

可惜， 不少官员有意无意地展示自己

的个人喜好， 下属与外界则照单全收

配合赞美与掌声， 而官员则越发努力

地“追求”起个人爱好来，以至于最后，

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在某一方面确有过

人才华……

看那 “河南风光 ”灯亮 ，看那 “河

南风光”灯灭。秦玉海倒下，那些摄影

作品变成了今日的遗羞。这事再次提

醒后来人， 不将个人爱好变成公事，

这是为人的自知之明，也是为官的政

治伦理。

员工抬得起头 国企才能搞得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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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全球购“苹果”再次引发訾议，

“丢脸又丢到国外去了”。 每每听到这些

“中国人丢脸”的指责，总有一种感同身受

的惭愧。可听得多了，难免生疑，除了真正

的中国人，有谁会为一部分中国人的“丢

脸”而真正难受呢？究竟是哪些人，抱着怎

样的心态，在消费这些新闻？

iPhone6

销售当天，美国、日本都传出

关于中国人的不好议论。是的，确实有一

些中国人总是爱插队、 高声喧哗等等，但

也确有围观者和传谣者爱犯 “不客观”、

“标签化中国人” 等同样不被现代文明所

认同的错误。

一个日本华人桥本隆则在博文中反

问： 苹果公司为什么要在日本销售日本

完全用不上的

SIMFREE

苹果手机？ 他的

答案是， 因为几乎没有领先的技术和创

新足以在日本吸引眼球， 所以苹果公司

才出此“高招 ”，依靠中国人排队抢购制

造新闻……

商人设局，可美其名曰“销售策略”。

同样是玩弄消费者心理，不违反法律即为

正当。在这场策划中，一些中国人固然有

被人利用的弱点，但那些心知肚明利用这

些弱点的世界知名企业，是不是就具有完

胜这些中国人的文明素养呢？

全球抢购奢侈品， 全球抢购日用品

……那些中国人在向全球贡献自己绝大

多数收入时，也向全球人民输出供他们娱

乐消遣的“丑闻”。

韩国媒体就用装萌的语气假装纳

闷： 为什么中国人难抵苹果诱惑呢 ？可

是， 韩国人曾经也是日本和美国产品的

疯狂拥趸啊。 今日， 三星成为韩国人在

“死亡和税收” 外躲不过的第三件事，足

见韩国人对某个品牌的执迷， 并不输于

中国人。而没有强大的宣传攻势、优势明

显的产品、 超越其他品牌的售后， 仅凭

“三星”二字，就要让“思密达 ”们忠心相

随，恐怕也很难。所以，归根结底，三星之

于韩国人，就像苹果之于中国人一样，都

是市场的胜利。唯一的遗憾，就是中国手

机企业还不够争气。

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用尽各种方法欢

迎中国人去散尽钱财，但又用尽各种方法

去嘲笑后者掏钱的姿势和表情……我盼

望，这样的“围观”能激发国人的觉醒，但

也希望他们不要在其中失去自我。中国人

可以变好，但“他人”也并非都是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