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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年年，，因因一一组在父母的鱼摊组在父母的鱼摊
上帮忙杀鱼的照片上帮忙杀鱼的照片，，99岁的孟凡森走岁的孟凡森走
红网络红网络，，引发众多网友点赞引发众多网友点赞，“，“懂事懂事，，
能干能干”。”。因杀鱼手法娴熟因杀鱼手法娴熟，“，“眼神犀眼神犀
利利”，”，他被网友称为他被网友称为““杀鱼弟杀鱼弟””

■喝下百草枯的“杀鱼弟”已脱离危险期，大约一周后可出院
■他坦承心里的负担只会越来越大，包括家庭、未来等各方面

8年后，当年走红网络的“杀鱼弟”
孟凡森重回公众视野，却是因为“服下
剧毒百草枯企图自杀”。7月31日下午6
点，与家人发生激烈争吵后，17岁的孟
凡森喝下一瓶混合着百草枯的冰红
茶，之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辍学”“家暴”……一时间，不少
人尝试寻找此事背后的“答案”。而在
病房内，孟超王凡夫妻俩日夜守候着
儿子，“在我们心里，他都是个大人
了，怎会料到他会做出这傻事。”

8月13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传来好
消息，“‘杀鱼弟’”已脱离危险期，进入恢
复期”，该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菅
向东说，“大约一周后可以出院”。

买药、喝药
受不了父母争吵，觉得委屈

百草枯是一个多月前就买下的。
直到现在，孟凡森依然清晰地记

得买药时的情形。“那天是周五，下午6
点左右，爸爸去接妹妹放学，我就去附
近的种子农药店买百草枯。”

买了一瓶8块钱的百草枯之后，他
悄悄跑到自家门店后面的仓库，拧开
了瓶盖，“当时正在气头上，爸妈上午
11点多开始吵，下午又开始吵，心里很
烦。”于是，想着“没了就清静了”。

但农药的刺鼻气味阻止了他，他急
忙拧好瓶盖，将农药藏进了仓库的一个
柜子里。之后，他曾问母亲，“百草枯是不
是很厉害？”母亲错愕，“你买啦？”“我没
买，我买那干啥啊？”孟凡森打个哈哈，将
母亲瞒了过去。谁也没将这件事放在心
上，直到7月31日下午6点左右事发。

孟凡森回忆，当时父亲叫他去马
路对面菜市场内一家水产店算一下
账。这家店的店主是孟家的一个远亲，
父亲孟超到批发市场进货时会经常帮
其带一些货。结果店主与孟凡森因黑
鱼价格发生了不快，随即赶到的孟超
以为儿子又跟人吵架，“我又没叫你过
来算账，你过来干什么，还跟人吵架”。
年轻气盛的孟凡森，火也冒起来了，

“是你叫我来的”。
父子争执一直持续到自家店门口，

母亲王凡和邻居试图平息争吵，都凶了
孟凡森几句，“你跟你爸吵什么吵？”这
让孟凡森更加气愤，第一次对父亲动了
粗，孟超胳膊被抓出一条血印。众人将
两人拉开。二妹孟雯看见，哥哥蹲在鱼
摊前，满眼泪水。不一会儿，孟凡森走向
店铺后面的仓库。这次他将百草枯倒进
了冰红茶里，随后喝了下去。家人发现
时，100ml百草枯只剩了一半不到。孟超
赶紧骑电动车载着儿子向附近的苏州
第四人民医院驶去。洗胃、催吐、利尿，
一番抢救，孟凡森被送进了ICU。8月4
日，他被转至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治疗。

不寻常的成长
意外成网红，却不爱读书

“这孩子跟着我们吃了太多苦。”8
月8日晚，王凡倚在病床边上看着熟睡
的儿子，对红星新闻记者说道，“他太
累了。”

孟凡森出生于2001年3月的一个
夜晚。孟超记得，自己当时看到儿子出
生特别高兴，并给儿子取了小名“大
发”，“寓意好”。2004年，爸妈抱着尚在

襁褓中的大妹孟晴从山东来到苏州打
工，孟凡森则留给了家中的太爷（孟超
的爷爷）照顾。捡垃圾、做小工、卖菜、
卖鱼……经过几年打拼，2008年，孟超
夫妇拥有了自己的水产店。

2010年，孟凡森从山东老家来到
苏州，回到父母身边，却难以融入这座
城市。他不喜欢和陌生人讲话，天天跟
在父母后头，看他们卖鱼杀鱼。不料，
半年后，因为一组照片，孟凡森成了网
络红人。照片中，他手持尖刀，速刮鱼
鳞、剖鱼肚，瞪视着一旁的顾客，引发
众多网友点赞：“小小年纪，厉害”“懂
事，能干”。他也被冠以“杀鱼弟”的称
号。但随之而来的，是网友对其父母的
质疑，“孩子不用上学吗？”“把孩子当
作赚钱工具”……

其实，父母送了他去读书，但孟凡
森总是旷课，跑回家帮忙杀鱼。后来，
一些教育机构曾给孟凡森捐赠过书
包、笔记本，学校也答应减免学费，于
是孟凡森又“重返校园”。但没过多久，
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为此，孟超还追打
过孩子。但时间一长，家里生意忙了，
也就懒得管教了。

孟凡森断断续续读到初一。“本来
就不想上学，成绩全年级倒数，就更不
想上了”，病床上的孟凡森说。

孟超也问过儿子不上学有何打
算？儿子回答，“想跟着老太爷放羊。”

于是，14岁的孟凡森又回到了他
熟悉的水产店。

王凡觉察到儿子的情绪变化。有
几次，她看到“儿子闷闷不乐的，什么
也不说，就是干他的活。有时粗活重活

还抢着做。”时间久了，孟凡森的手臂
上多了几道伤疤，脚上一层厚厚的死
茧，但个头更高了，力气更大了。

现在，孟凡森还要在医院待上一
周，等待恢复。他说，“出院后，想回老
家先休息半年。”

频繁争吵的家庭
母亲：“很少关心他在想什么”

2011年，孟凡森和父亲曾受邀去
上海参加一档亲子节目。在节目中，主
持人问：“儿子长大后最想干的事情是
什么？”孟超的答案是“杀鱼”，儿子的
答案是“开厂”；“儿子最喜欢吃的是鱼
头，鱼身，还是鱼尾巴？”孟超的答案是

“鱼头”，儿子的答案是“鱼尾巴”。
七年后，在医院病房里，红星新闻记

者问：“你儿子的偶像是谁？”孟超的答案
是：“山鸡（陈小春扮演的一个电影角色）”，
儿子的答案是：“林正英（香港影星）”。

一直到儿子喝药，王凡才意识到
“17岁的儿子还是个孩子”，而孟超还
不知道“自己哪方面做错了”。在孟凡
森度过第一轮危险期后的那几天，他
不止一次问儿子，“为啥想到喝毒药？”
得到的答案是，“天天听你在耳边嚷
嚷，还有你和妈吵架，真的心烦”。

这个家庭的争吵太频繁，“有时一
天两三次，有时四五次”。近两年，孟超
的腰椎疾病加重，让他愈发易怒，妻子
王凡也检查出肾病，“每天累得喘不过
气，中午你想休息，她也想休息，但店
又不能关，难免吵几句嘴。”

“我们很少关心他（孟凡森）心里
在想什么。”王凡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没有大视野，难成好企业。”这
是四川信托企业目标中的一句话。

对于四川信托来说，在实现
受益人财富保值增值的同时，四
川信托同样重视对员工、对企业、
对社会的贡献，追求客户受益与
员工成长、企业发展乃至社会进
步之间的相向而行、良性互动、和
谐共赢。

作为中国的“实业投行”，信
托具有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和实业投资市场的制度优势，是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川信托开业以来，紧跟国家经
济、产业政策以及重大战略引导
方向，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同时，
发挥信托的信息和管理优势，保
障重要项目顺利运行。

2017年，四川信托大力拓展服
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全年
累计投向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规
模达2799.96亿元。其中，为“一带
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
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全年累计投入资金25.39亿元。

在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和扶持
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四川信托同
样有着不小的贡献。2017年，四川
信托积极融入国家新一轮西部大
开发、扩大内需、统筹城乡发展战
略和成渝经济区、天府新区建设，
年末四川省内业务规模599.48亿
元，占比14.80%。至于对中小企业
的服务措施，四川信托是在传统
贷款、投资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创
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加大
信贷投放等方式，助力中小企业发
展。2017年，四川信托累计为中小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1052.22亿元。

举众生之力，抒人间大善。在
服务实体经济之外，四川信托还
探索出了一条公益长效机制模
式。2017年，四川信托为对口扶贫

的康定市量身定制了“贫困家庭
收入增长奖励计划”及“青少年教
育促进计划”，创新建立授人以渔
的“造血”扶贫机制。此外，四川信
托先后与四川省、成都市慈善总
会发起设立锦绣慈善基金、帮基
金，搭建金融援助和公益救助平
台，陆续推出“帮一帮慈善信托”、

“尊悦豪生慈善信托”、“中民慈善
信托”等多个与公益事业深度结
合的信托产品，从2014年锦绣财富
品牌发布至今，已援助了5所高海
拔地区学校的600余名学生。

年报显示，四川信托大力发
展 慈 善 信 托 业 务 ，截 至 2017 年
末，共成立4单慈善信托，位居行
业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信托还
将目光投向了家族信托，寻求在
财富传承中延续慈善精神。今年6
月24日四川信托率先发布《2018
中国家族慈善财富传承专题研究
报告——慈善信托在家族财富传
承中的运用》，报告指出，在家族
财富传承过程中，慈善不仅有利
于家族实现价值传承，同时也能
扩大家族的影响力。

“一个家族要想实现百年传
承，需要传承下去的不仅是物质
财富，还有精神财富。”刘景峰表
示，使一个家族紧密结合的核心
不是金钱，而是家族的美德与精
神，在家族信托的构架下嵌入慈
善信托，可以很好地实现家族慈
善和财富的传承。

刘景峰表示，中国私人财富
管理方兴未艾，充满机遇。四川信
托将以资产管理、投资银行、财富
管理为公司核心业务，在资产端、
资金端、管理端三方面齐头并进，
协调发展，从“资金提供者”向“资
产管理者”转变，“力争五年内将
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一流资产管理
机构。”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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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四川信托向优秀“资产管理者”转变

资管新规渐行渐近，信托也正悄然转型。根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统计数据，
主动管理类信托产品占比逐月增加，今年前6个月平均占比涨幅9.7%；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
等创新类信托业务也都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对于行业而言，回归信托本源，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主动管理能力，正成为信托行业转型
前进的必由之路。资管新规之下，信托公司该如何抓住转型契机，提升核心竞争力？又该如何与
国际对标打造一流的资产管理机构？

作为较早一批市场化信托公司，四川信托早在2014年便迈开了创新转型的步伐，在行业
中率先启动转型战略，推出财富管理品牌“锦绣财富”，更是在家族信托业务、慈善领域持续
发力，实现从单一的“资金提供者”向“资产管理者”的转变。

四川信托是在四川省信托投资公
司、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整顿重
组，合并部分优质资产并引入战略投
资者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的信托公司。

2010年11月28日，四川信托正式扬
帆起航，开业之后，四川信托在工商企
业、证券投资、基础产业、房地产等多
个领域稳步推进信托业务，恰逢信托
行业的狂飙突进黄金时代，借助这轮
东风，四川信托凭借其良好的激励政
策和市场拓展能力，资产管理规模和
营收也实现了大幅增长，一度被誉为
市场黑马。

“其实对标同处于第一梯队的信
托公司，公司在2014年左右开始放慢
了发展步伐。”据四川信托总裁助理马
振邦介绍，很多同处于一个梯队的信

托公司，在2013年规模仅3000亿元左
右，到了2017年底达到7000亿到8000亿
元，而四川信托在2017年底管理信托
资产规模超过4000亿元，当年实现营
收和净利润24.42亿元、9.21亿元。

“我们主动从之前的追求快速扩
张转向追求稳健发展，”马振邦介绍，
实际上2014年是四川信托重要的转型
之年，这一年，四川信托开始向着打造

“一流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愿景，重
新制定经营战略。

四川信托秉承一直坚守的“风险
防控第一、效益发展第二”经营理念，
重新确定稳健发展的战略，加快构筑
风控合规体系，通过对投资项目一以
贯之的全程管理覆盖，打造卓越的风
控合规管理能力。

公司不断健全事前防范、事中控
制、事后监督的全程风险管理分段责
任制和专业化风控体系，业务部门严
谨尽职调查、风控合规独立发表意见、
项目评审专业化分工、核保核签双人
负责、资金账户严格管理、项目监管章
证兼收、估值清算准确安全、信息披露
及时到位，确保公司持续、稳健、规范、
健康发展。

据悉，四川信托还建立了自上而
下的分级授权体系，形成了“全员参
与、流程管理、立体监督”的内控体系，
并通过科技手段加强内部控制。建成
并投产的“一专双录”系统、CRM系统、
恒生业务系统，通过严格的审批流程
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2017年末，四川信托累计管理信

托资产规模达1.51万亿元，为客户创造
收益250.28亿元，“锦绣财富”旗下主动
管理型产品，至今未出现过一例违约
的兑付风险事件。近期，“锦绣财富”更
是在家族信托业务、慈善领域持续发
力，成为信托业财富管理品牌当中极
具代表性的标杆之一。

在金融严监管和资管新规落地的
大背景下，如何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完
成资产端、资金端、管理端的齐头并
进，成为摆在众多信托公司面前的课
题。

作为较早一批市场化的信托公
司，2014年10月，四川信托以打造成熟
的财富管理业务为思路，将“回归信托
本源”、“支持实体经济”作为转型指
引，推出财富管理品牌“锦绣财富”，提
升主动管理能力，力争资产管理、投资
银行、财富管理核心业务齐头并进。

“传统的‘以产定销、以产品为中

心’的业务模式仍停留在理财的初级
阶段。”四川信托总经理刘景峰指出，
理想的财富管理业务应该属于理财业
务的成熟阶段，即“以销定产、量身定
做”，以客户为中心，应该具有较高的
产品选择能力，根据客户不同人生阶
段的财务需求，通过科学和专业化的
资产配置，实现较为稳定且较高的投
资收益，成为客户长期高级个性化理
财顾问。

在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
所所长翟立宏看来，四川信托的这次
转型，不仅是企业迈出的重要一步，更

是信托业转型的一个探路者。“信托公
司必须要从卖产品扩规模，转型到深
度发掘客户资源，为已有客户提供个
性化、定制化服务，获得持续发展动
力。”

2018年1月2日，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了2017年度银行间本币
市场交易300强。300强名单中以银行、
证券、基金公司为主，也有5家信托公
司入围，四川信托榜上有名。本币市场
交易排名越靠前，说明交易量、体量越
大。说明四川信托在货币市场上优势
明显，市场活跃度位居行业前列。

此后，四川信托以“锦绣财富”为
载体，推进锦绣家族办公室重塑整合，
聚集行业顶尖智库，构建综合服务平
台。

四川信托除了拥有业内一流的专
业化家族财富管理团队，也积极与国
内外多家家族财富专业服务机构达成
战略合作意向，构建了集法律咨询、移
民规划、税务筹划、资产管理、公益慈
善等高端家族财富传承服务为一体的
综合化家族办公室平台。为客户提供
专业化、个性化、多元化的理财资讯、
资产管理和家族财富定制等服务。

回归本源 打造主动管理能力

稳健经营 风控第一

帮一帮
大视野下的大企担当

近日，身体逐渐恢复的孟
凡森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采
访，问他之后最想做什么，他
说，先回老家休息半年，回来再
打算。

红星新闻：你最快乐的时
候是什么时候？

孟凡森：小的时候，在老家，
天天玩，没有现在那么多心事。

红星新闻：你现在有什么
心事？

孟凡森：这么跟你说吧，负
担只会越来越大。

红星新闻：这些负担是什
么带给你的？是家人，还是自己
对未来的迷茫？

孟凡森：各方面都有吧。
红星新闻：出院之后最想

做什么事情？
孟凡森：先回老家休息半

年，回来再打算。
红星新闻：现在最想对父

母说什么心里话？

王凡（一旁的母亲插话）：
爸妈你们不要再吵架了！

孟凡森：非常赞同！
红星新闻：为什么不喜欢

“杀鱼弟”这个称呼？
孟凡森：我不想做网红，宁

愿做个普通人。
红星新闻：有喜欢的女生吗？
孟凡森：没有，我根本没有

往那方面去想。
红星新闻：杀鱼的日子苦

不苦？
孟凡森：现在来讲，杀鱼的

日子肯定要比在医院的日子好
过。

红星新闻：以后还会继续
杀鱼卖鱼吗？

孟凡森：我也是该想想别
的了。反正医生说好了还要休
息半年，希望在这半年能找到
自己喜欢做的事。

红星新闻记者 李文滔
发自山东、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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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爸妈别吵了”
我不想做网红
宁愿做个普通人

8月13日，孟超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片对医院和媒体表示感
谢。图片中，他和儿子（即杀鱼弟，左一）对着镜头比着胜利的手势

身体里的毒药已除
“心病”还需慢慢医杀鱼弟
“杀鱼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