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反腐事件盘点：

“表哥”“房叔”们的倒掉

□

新华社记者 杨一苗

2012 年即将结束，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并

没有到来，但一些官员却在这一年里，因腐败

行为曝光而提前结束了政治生涯。 官员们的被

查处引发了一场场舆论盛宴， 但专家学者认

为，“草根”反腐最终应真正推进制度反腐。

反腐提速 多名官员落马

2012 年，一场场反腐事件不断出现在公众

的视线中。 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

场的笑容惹怒了网民，随后他在各种场合所戴

的名牌手表被曝光，“表哥”杨达才的各项职务

被撤销。 被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 经纪检部门核

实，此人“拥有 21 套房产，却只申报两套”。“表

哥”与“房叔”，也成为今年的网络热词。

此外， 不雅视频在网上流传的重庆北碚

区委书记、向情妇写“离婚保证书”的山东省

农业厅副厅长， 以及被女主播举报的黑龙江

双城市人大代表……这些官员在舆论的持续

关注中纷纷落马。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中国廉

政研究中心评出了 2012 中国反腐倡廉十大事

件，“表哥”、“房叔”事件呼唤加强官员财产监

督位列其中。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二部反腐倡廉蓝

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 No.2》中

称，调查显示，近六成民众对今后 5 年至 10 年

中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 但同时，

“一把手”监督难、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领导

干部与不法企业主之间的巨额利益输送等问

题，也使不少干部群众感到忧虑，希望尽快从

体制机制上加以有效规制。

快速回应成反腐新特点

在这一系列反腐事件中， 网络的发酵催

化作用明显加大， 一些反腐事件或生发于网

络，或在网民的关注中持续升温。 而有关部门

对一些网络爆料事件的快速介入和有效处

理，也充分体现了网络“快”的特点。

从 11 月 20 日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在网络

上被曝光，到 11 月 23 日就被免去职务并接受

立案调查，一共不过 60 多个小时 ，这被网民

戏称为“秒杀”。 而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

德给情妇写“离婚保证书”，经调查属实后，也

迅速被立案调查。

同时，名表、豪宅、情妇、艳照等这些足够

吸引眼球的词汇， 也将网民和舆论的目光快

速聚焦到当事人身上。 或因个人生活奢侈腐

化，或因私生活混乱，“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多

数反腐案件的导火索， 当官员的个人生活进

入公众视线后，便迅速具有了娱乐色彩。

陕西省社科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郭兴全

认为，网络反腐具有公开性高、参与性强的特

点， 能够弥补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

不足。 但这种方式的娱乐化倾向也使反腐内

容相当狭隘， 在满足了一部分网民猎奇心理

的同时仍留有大片反腐盲区。

反腐需要更多新主张

前不久，广州市民李芸卿被曝拥有多套房

产，并迅速被冠以“房婶”、“干部”的标签。 然而

经广州市纪委调查发现，李芸卿只是一名退休

工程师，并非领导干部，其收入来源全部合法。

在一片反腐热潮中， 一些人为追求或维

护个人利益，利用网络等渠道进行虚假爆料，

也误伤了一些无辜公民及官员。

对此， 郭兴全指出， 传统的反腐体系环

节多层级多，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与自下而

上的反腐方式相比效率较低， 而“草根” 反

腐透明度较高， 举报信息经网络及媒体“放

大” 后， 会形成较大舆论压力， 倒逼相关部

门介入调查， 并进一步推进反腐制度的创

新。 但同时， 如何甄别真假爆料信息、 如何

对接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 也成为新形势下

的新课题。

从党的十六大开始， 中央就提出惩防并

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党的十八大再

次强调这一方针。 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新的

反腐办法。 广东省就开始在一些地区试点领

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度， 根据广东省发布

的《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要求，试点地区

将推行考察对象廉政报告制度， 考察对象在

接受组织考察时，要如实填报个人家庭财产、

投资经商、廉洁从政等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在

谈话对象中公开。

（据新华社西安 12 月 27 日电）

2012 年美与丑的交锋：

社会道德热点事件回眸

□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毒胶囊”、“虐童”、“人体试验”……过去

的一年， 道德失范事件一次次刺痛人们的心

灵，有人惊呼“道德失守”、“拯救道德”。 然而

“最美司机”、“最美教师”、“信义兄弟”等普通

人身上散发出灿烂的道德光辉， 让人们看到

“天使仍在人间”。

那些“负能量”与“正能量”

2012 年 11 月， 部分企业在白酒中添加

塑化剂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消费者闻“酒”

色变。“白酒塑化剂”风波未平，只养了 40 多

天就上市销售的“速成鸡 ”再掀波澜 。 上半

年，媒体披露部分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毒

胶囊” ……这些消息引起社会对食品安全事

件的持续关注和追问：企业到底有没有道德

底线？

不仅在经济领域，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道德失范事件也屡屡发生。 2012 年 8 月，

一科研机构对 24 名湖南儿童进行“黄金大

米”人体试验的事情被揭露，引发社会强烈关

注。 尽管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这

起事件暴露出少数科研人员科学道德严重缺

失。 10 月份，浙江温岭一名幼儿园女教师双手

拎起孩子的耳朵拍照的“虐童”事件被曝光，

引发社会愤怒。

但，同样是女教师，出生于 1987 年的甘肃

兰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教师李成环在结婚 1 个

月后， 前往青海玉树为 700 多名孤儿送去棉

鞋、电脑、书籍等物品，在返回的路上却不幸

发生车祸罹难。 李成环被媒体誉为“最美教

师”。 2012 年 5 月 29 日，杭州客车司机吴斌拉

载着 24 名乘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前方

飞来一块铁片，击穿车窗玻璃，击中了他的腹

部， 他忍痛将车停稳。 乘客安全了，“最美司

机”吴斌却因伤势过重而离世。 7 月 21 日北京

暴雨中，150 名农民工勇敢地救出被大水围困

的人， 事后其中的一位对记者说：“救人是人

的本分和良心……”

过去一年，这些被誉为“最美 ”的名字闪

烁在人们的记忆中， 也在一次次地治疗着不

良道德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创伤。

日渐明晰的道德选择

既有“魔鬼”，也有“天使 ”，以此作出“道

德沦丧”或者“道德升华”的论断都是片面的。

如果我们跳出这些热点事件本身来回顾和观

察，一种现象或许值得欣慰。

“最美司机”吴斌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在

互联网上，网民毫无例外地表达了对他的赞美

和钦佩，数千名社会各界人士赶到殡仪馆为这

位英雄送行。 兰州“最美教师”李成环去世后，

兰州市政府为李成环的爱人安排了正式工作，

这一“搞特殊”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争议，网民赞

扬说政府此举“很给力”。

回顾 2012 年每一件道德热点事件，全社

会对丑的谴责、对美的赞扬全部立场鲜明、观

点一致。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文轩认为，爱

憎分明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进步， 表明社会

正越来越趋向于向往真善美、厌恶假丑恶。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单纯从现象来看，道

德失范事件近年来暴露得越来越多，但这并不

意味着社会道德滑坡，相反，这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社会对道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要求越来

越高；其次，社会对“负能量”的批评、对“正能

量”的赞美使道德标准趋于明晰，逐步成熟的

“道德舆论场”会让人们的行为趋善避恶。

道德建设探索“制度托底”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 从整体

看，社会的风气依然是积极向上，道德在国人

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2012 年，一些地方政府在逐步探索，用制

度保障为道德建设“托底”，免除道德实践行

为的后顾之忧， 这成为除舆论规范之外社会

道德建设的有益尝试。

7 月，《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

条例（草案）》提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因

为在抚恤发放和责任免除方面作出了明确规

定，避免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这部从

政府规定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草案在第

一时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广东省公安

厅相关负责人说， 这一举措就是为了弘扬社

会正义， 鼓励见义勇为并保障见义勇为人员

的合法权益。

11 月，山东省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

和保护条例》，以地方性法规形式明确，见义勇

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

表达谢意、予以慰藉。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此举

也旨在扬善惩恶、确立社会道德“风向标”。

研究者认为，社会道德是软性约束，一方

面要靠社会对道德标准有高度的认同和践

行， 一方面要用制度建设来为道德事件行为

“托底”，用制度保障来提升社会道德，强化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修养

等，让好人有好报形成社会共识，营造“崇德

尚善”的社会氛围。

（据新华社兰州 12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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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树八一孤儿学校的学生悼念“最美教师”李成环。（资料图）

“最美司机”吴斌出殡，数万民众自发而来送他最后一程。（资料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