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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微博

“在黔西南刮起最炫民族风”

1957年出生的陈鸣明是贵州贵定人，布

依族，17岁就在贵定县定东公社当知青，后逐

渐步入仕途。

2007年2月调任黔西南州委副书记之前，

陈鸣明曾任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等

职。 陈鸣明在黔西南州工作了6年多的时间，

职务从副书记、州长到州委书记，仕途平稳。

如今在黔西南官场，人们称陈鸣明为“老

书记”。黔西南州委某部一要求匿名的副部长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黔西南官场，大家习惯

将陈鸣明与其前任州委书记陈敏合称为“二

陈”。在陈敏担任州委书记时，陈鸣明担任州

长。上述官员认为，“二陈”是为黔西南做了

贡献的。“一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 最担心的

就是扯皮， 导致下边工作无法展开， 但 ‘二

陈’到黔西南之后，配合默契，就如左右手。”

在当地官场看来，“二陈”在黔西南留下

了清廉、务实印象。

尽管陈鸣明深陷网络漩涡并已噤声一段

时间，但不难看出，此前陈鸣明一直是贵州推

行网络问政最彻底的官员，其新华网的微博，

还被选为2012年十大最具魅力政务个人微

博，评选理由是“关民生、重作风，在黔西南刮

起最炫民族风”。

■微博

“

金州

”

“凡黔西南人开微博都关注”

陈鸣明于2009年11月8日开通新浪微博，

并汇报行程“午后到贵阳开会”，但直到2011

年7月2日，其第二条微博才诞生，内容是关于

兴义市（黔西南州州府所在地）一些基础设

施建设进展的情况。此后，陈鸣明几乎每天必

写微博，发布时间不定，内容多是行程、《人民

日报》的评论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等。

陈鸣明最初的微博名叫“金州”，但没有

进行实名认证。“金州” 系黔西南州别称，于

2005年由中国黄金协会授名， 盖因黔西南八

县（市）“处处有黄金”。

“他曾在多个场合说，有些人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骂娘。”黔西南州州委某部副部长陆晴

（化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陈鸣明十分痛恨

谩骂中国、中国政府的人。

陈鸣明早期的微博转载了大量理论文

章，微博转载率极低甚至为零。后来陈鸣明逐

步增加与网友的互动，并转发一些人生哲言，

转发量才逐渐上升。陆晴介绍，凡黔西南人开

设微博，不论是政务微博还是普通网民，陈鸣

明都会关注。“他想知道黔西南人到底在微博

上说些什么， 他希望听到更多人的声音。”

■潜水书记

“指挥下属答网友问”

正如很多开微博的官员那样， 陈鸣明的

微博生涯，也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潜水”期。

陆晴微博的第一个粉丝就是“金州”。起

初，她并不知道“金州”的真实身份。2011年5

月，她下基层，每次下乡回来都要发微博记录

与百姓交流的成果。没想到，这些微博被陈鸣

明关注。“他专门托工作人员打听我的身

份。”陆晴推测，陈鸣明可能认为，政府工作人

员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容易。

陈鸣明还在微博上推介黔西南的风土人

情。 黔西南州州委宣传部网络科副科长龙瑞

见，就曾在微博上被“金州”揪住，被命令回答

网友有关黔西南历史的问题。当时，陈鸣明在

微博上向网友介绍黔西南， 网友的提问五花

八门，历史、人文、旅游无不涉及，“金州”有点

招架不住，急寻救兵。其时，龙瑞见正在编撰一

本《黔西南历史上的今天》，被点名应战。“我

心里纳闷，‘金州’是什么人竟来指挥我？”龙

瑞见说，但他还是回答了网友的问题。 依据

“金州”微博发布的行程，龙瑞见推测出“金

州”可能是陈鸣明。某日他斗胆给“金州”发

私信， 问 “你是陈书记不？”“金州” 回答：

“是”。“你不问他，他不会说自己是谁。但你

问了，他肯定会说。他性格很直。”龙瑞见说。

■微博问政

呼吁官员占领网上“精神高地”

不久前，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陈

鸣明提到，开微博“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把

批评当鞭策，把谩骂当提醒。”他的理解是，网

上能听到最直接、最真实的声音，他呼吁官员

“一定要让主流的声音、 正面的声音引导舆

论，占领‘精神高地’。”

在陈鸣明主政黔西南期间， 多起网络舆

情在其过问下顺利解决。2011年12月11日，一

则名为《震惊，贵州小学生冬天赤脚上课》的

消息出现网络，引起陈鸣明关注。在查实孩子

系黔西南州安龙县德卧镇甘河小学的学生

后，他指派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进行调查，并

个人捐助了5000元。今年1月，针对网友举报

的“黔西南办酒席之风盛行”“办酒席成为牟

利工具”， 陈鸣明微博批示：“领导干部要带

头节俭办事，狠刹大办酒席之风。”此外，他还

微博解决了多起资源浪费、噪音污染等举报。

陈鸣明离开黔西南后， 当地政府还处理

一起网络举报兴义市某农家乐非法饲养野生

猕猴事件，因处置迅速，被网友称为“微博问

政秒杀谣言”。“陈书记离开后， 黔西南的微

博问政，依旧保持得很好。”龙瑞见说。

7

月

28

日，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在实名认证微博上转发了一条美国枪击案的消息，

一网友回复谈及近期城管事件，陈鸣明与网友发生争论，称“有人巴不得祖国天天出

事，出事就小题大作……”“这些人不爱国，是败类、人渣”，其激烈言论引发网友的争议

和质疑，有网友扬言要追查其财产及家人去向。

面对质疑，陈鸣明表示愿接受对其财产的调查。

7

月

29

日，陈鸣明为不妥言辞微博

致歉，称“监督和批评本身就是爱国的表现，以后，有话好好说”。

新闻回顾

贵州副省长陈鸣明骂网友：“不爱国是败类人渣”

“微博问政” 是黔西南的一项 “重要课

题”。 黔西南州曾专门出台加强微博管理的

有关意见，要求全州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人民团体应建立官方微博， 各县

（市）委书记、县（市）长和宣传部长、文化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必须开设微博。

陈鸣明自称每条微博都是亲自制造。

“我的微博不但自己发、长微博自己制作，而

且州委办公室很多同志都是在我的倡导下开

微博。”他认为，大多数微博内容积极向上，部

分微博揭露了社会的一些阴暗面，“但这毕

竟只是个别现象， 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而整个社会是充满阳光的。”

不过，在黔西南，开微博的官员多，但实

名认证的官员极少，究其原因，在于官员担心

特殊身份导致言论被无限扩大，“摸着石头试

水是一个原因。”龙瑞见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龙瑞见说，以他的了解，陈鸣明所表现

的是对国家“朴素的爱”。在陈鸣明看来，爱

国是一名政府官员的伦理底线，而此次失态

骂网友是“败类、人渣”，可能是有人触碰了

他的底线。

今年2月1日， 在前往贵州省政府赴任

时，陈鸣明发微博向黔西南人民告别。在2月

4日写的《情系黔西南》一文中，他提到：有

时工作中情绪急躁， 对工作和干部要求过

严，批评别人方式方法欠佳……而他在那条

道歉长微博中说：“我是一个喜爱微博的普

通网民，还是一个副省长，对自己说的话更

要负责，更要注意，以后，有话好好说。”

现在，力推微博问政的陈鸣明，已有一

周没有在网络上发声了。他的秘书王颖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陈鸣明很忙，采访他得“过

了这个风头”。

“如果官员闷声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

在龙瑞见看来，陈鸣明此次“失态”，正是当前

网络生态的真实体现， 应给予足够宽容，“只

能说，现在还不是官员开微博的春天。”

现在还不是官员开微博的春天”

一种声音

深圳本地某网站进行网络调查显

示，截至前日

18

时，近八成受访网友支持

要求官员实名开微博的呼声， 六成网友

认为官员微博内容应以公属性为主。不

过， 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政府官员均表

示不会实名开微博， 深圳市某单位一位

不愿具名处级干部的观点十分具有代表

性，“太危险，平时一点感悟和思考，写成

文字放上微博，加上政府官员背景色彩，

很容易遭到一些网友的误读， 弄不好就

成了新闻事件，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我肯定不会开通，身边政界的朋友

几乎也没有开通的， 普通官员的职责不

在于引导舆论， 为何要将个人色彩浓重

的微博加上政府官员背景呢， 政府也没

有相关规定， 如果明文规定就是另外一

回事了。”该处级干部说。

据悉， 目前深圳全市各区和市直各

部门、 各单位开通的政务微博总数超过

50

个， 其中深圳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

微博“深圳微博发布厅”最为有名，粉丝

高达

96

万。另外，还是有部分政府官员开

了实名微博，如新浪微博认证为“深圳市

政府新闻办发布组负责人”的“黔龙爷”，

以及新浪认证为 “深圳交警局法制科科

长”的“深圳交警李广群”等，他们的微博

内容除了工作答疑，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

见闻等。 （羊城晚报）

深圳：八成受访网友齐喊官员实名开微博

新闻链接

“骂人副省长”的微博人生

在任贵州省副省长之前， 陈鸣明曾在黔西南州担任州委副书

记、州长、州委书记等职。这期间，陈鸣明是贵州省推行网络问政最

彻底的地方主政官员。然而，自7月28日骂网友是“败类”“人渣”、

7月29日发长微博致歉表示要“有话好好说”之后，陈鸣明已有一

周没有在网络上发声了。

对于他的“骂人事件”，黔西南州州委某部副部长陆晴（化

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陈鸣明十分痛恨谩骂中国、中国政府的

人。另一位黔西南官员说，陈鸣明所表现的是对国家“朴素的爱”。

在陈鸣明看来， 爱国是一名政府官员的伦理底线， 此次失态骂网

友，可能是有人触碰了他的底线。

“我是一个喜爱微

博的普通网民，还是一

个副省长，对自己说的

话更要负责， 更要注

意， 以后， 有话好好

说。”

———陈鸣明

“他曾在多个场合

说，有些人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骂娘。陈鸣明十

分痛恨谩骂中国、中国

政府的人。”

———黔西南州州委某

部副部长陆晴（化名）

“在陈鸣明看来，爱

国是一名政府官员的

伦理底线，而此次失态

骂网友是 ‘败类、人

渣’， 可能是有人触碰

了他的底线。”

——— 黔西南州州委宣

传部网络科副科长龙瑞见

“

骂人

”

背后的

陈鸣明

2013

年

05

月

25

日，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医学院大礼堂。主席台上玩

iPad

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