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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

学院发表演讲。 在谈到文学与社会现实以

及政治的关系时， 莫言说： “小说家是社

会中人， 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但

小说家在写作时， 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

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 文

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 关心政治但

大于政治。” 这是中国作家关于文学的价

值取向的又一次个性化阐释， 朴实而深

刻。 从中获得共鸣与启迪的， 不应囿于作

家与文学爱好者这个圈子， 也应包括更为

广泛的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写作者。

对于文学与社会现实以及政治的关系，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读与争鸣。 “文

以载道”、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

而作”、 “文学具有阶级性”、 “文学就是人

学” 等等， 就是其中的一些著名论述。 从

中国历史这一维度来观察， 文学与政治的

关系尤其纠结， 尽管千百年来捍卫文学的

独立性、 纯洁性与多样性的作品薪火不绝，

但是从总体上而言， 文学是政治的附庸，

在某些极端的历史时期， 文学甚至沦为权

力的奴仆或打手。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

的解放， 今天， 我们欣慰地看到， 文学独

立于政治、 文学回归人学， 文学从一花独

宠到百花齐放， 正在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

新景观。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面向世

界抒发 “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 的情怀，

便是中国文坛新景观的生动注脚。

“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 把所有的

人都当做人来写”， 这个从莫言口中说出

的观点， 并非莫言的原创或独创， 它是

“人道主义” 或 “以人为本” 思想的文学

表达， 其渊源或交集， 可以从 “众生平

等” 的宗教观、 “民胞物与” 的哲学观、

“平等自由博爱” 的宪政理念以及 “文学

就是人学” 的文学观中去寻找。 实际上，

“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 是古今中外众多

优秀作家的共同追求。 无论是列夫·托尔

斯泰的 《复活》 还是雨果的 《悲惨世

界》， 无论是泰戈尔的 《飞鸟集》还是艾

青的 《大堰河， 我的保姆》， 无论是曹雪

芹的 《红楼梦》 还是索尔仁尼琴的 《古

拉格群岛》， 文学史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之

所以恒久流传， 究其根源不外乎两点：

其一， 作者具有超凡的写作才华； 其二，

作者坚守了以人为本的写作立场。

要做到 “站在人的立场写作， 把所

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并不容易。 首先，

它要求写作者具备独立的而非依附性的

人格， 在必要时敢于同外来干预力量作

斗争； 其次， 他要求写作者有 “一视同

仁、 将心比心” 的信仰与情怀。 如果求

全责备， 能够毫无争议地做到这两点的

作家并不多， 包括说这句话的莫言本人，

他在 “站在人的立场上” 写作方面亦有

可改进之处。 这无疑和作家的人性弱点

和社会环境的种种制约有关。 但正因为

如此， 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的价值取向

更值得追求。

人性与兽性的纠结， 金钱与道义的

冲突， 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理想与现实

的矛盾， 普世价值与特色理论的摩擦，

凡此种种， 构成了我们眼中并不完美的

社会生活画卷。 我们置身其中， 生活、

工作并且憧憬着。 表达这一切， 是作家

的天然使命； 求解这一切， 则是所有公

共知识分子的必要担当。 而无论是表达

还是求解， 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使用和

传播， 换言之， 两者都和写作相关。 只

不过作家的写作通常体现为小说、 诗歌、

戏剧、 散文等文学作品， 而公共知识分

子的写作通常体现为学术论文、 调查报

告、 会议讲稿、 公共议案、 新闻报道等，

对于后者而言， 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的

价值观也有大力倡导的必要。

毋庸讳言， 在中国当下的公共舆论

场域， 八股文的写作风气大行其道， 或

闭门造车、 或刻舟求剑、 或夸夸其谈、

或生搬硬套、 或避实就虚， 或欺上瞒

下。 很多书籍、 文件、 报告、 议案等，

从写成下发之时起就没人看， 成为办公包

或书桌的累赘， 是典型的文字垃圾。 摆官

腔、 摆学究腔， 热衷于套话、 空话、 假

话， 就是不说人话， 是这些垃圾文字的通

病。 在这方面， 一些官员的文章尤其起了

坏的表率作用。 改进此类文风的方法之

一， 就是倡导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 写作

者要把自己当成人而不是当成某个头衔，

也要把读者当成人而不是当成傀儡。

反求诸己， 作为新闻工作者， 我们在

写作的立场上也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新

闻媒体是社会公器， 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

实、 无限逼近人们欲知而未知的事件真相，

是媒体从业者的使命。 这种使命反映在民生

新闻写作中， 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 然

而， 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或某些不当的

外来干预， 使得某些媒体本应坚守的以人为

本的写作立场， 向商业逻辑和权力逻辑妥

协， 从而导致异化的新闻报道时有发生， 在

这些报道里， 弱者被漠视， 模范被拔高， 英

雄被吹捧， 个人的权利以集体的名义被架

空。 如果说， 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些缺点尚情

有可原———其对应的毕竟是虚构的人物，

那么， 新闻报道中出现这些缺点则是致命

的， 因为它戕害了真实， 从而戕害了作为新

闻媒体灵魂的公信力。 在这个利益日益多

元、 价值急遽嬗变的年代， 站在人的立场上

写作， 应成为媒体从业者的坚守和共识。

《新财富夜谈》 是一档由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制作、 每周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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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开发：机会还是陷阱？

� � � �备受关注的中国页岩气第二轮勘探权

招标结果

6

日公布，

19

个中标区块中，

17

个区块被国有企业瓜分， 民营企业只得两

块资源。 按照国土资源部 “页岩气探矿权

招标项目招标文件” 的规定， 得分第一名

的候选企业为项目的中标企业。 电力、 能

源、 煤炭、 投资等企业表现强势， 中石

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延长石油等油气四

巨头全军覆没。 此前遭遇热炒的华银电

力、 湖北能源等上市公司并未进入名单。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以

17.35

亿元，

投标了最热门的重庆黔江区块的勘探权，

成为最大 “赌徒”。

中国之所以关注页岩气， 是因为美

国取得了成功。 页岩气促使美国的综合

能源自给率上升到

2011

年的

81%,

天

然气价格跌至

10

年来最低。 今年

4

月

份， 美国亨利中心的天然气批发价格为

1.89

美元

／

百万

BTU

， 而英国同期价格

为

9

美元， 德国为

11

美元， 日本进口

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为

16

美元 。 如今，

中国也跳进页岩气开发的大潮， 页岩气

的中国之路走得会顺畅吗？ 在昨天甘肃

卫视播出的 《新财富夜谈》 节目中， 财

经评论员叶檀、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韩晓平、 谷儒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晨， 一

同激辩页岩气之争。

油气垄断大门初开

勘探权抢食激烈

叶檀： 中国国土资源部迄今已经举行

了两次页岩气探矿权的招标， 第二轮特别

火热， 三分之一是民企。 其实民企心里还

是忐忑不安的， 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招标

还对勘探资质有要求， 很多民企发觉他需

要花个几百万或者是上千万的挂靠费， 是

不是值得？ 如果你是民企， 你会进去吗？

韩晓平： 肯定不会进去。 现在给的

区块应该说是比较边缘的， 不在中石

油、 中石化登记的区块之内。 第二， 区

块太大了。 一个区块

1000

平方公里，

按照要求至少一平方公里一年要投

3

万， 连续投

3

年。 你投这么多钱， 还拿

不到区块， 因为人家可能每平方公里投

10

倍的价， 即便拿到勘探权以后， 后继

还有很大的投资。 实际上国外很少有这

么大区块进行招标的。 早期风险勘探，

民企、 中小企业能够进入的话， 应该区

块隔得稍微小一点。 第三，

83

家投标企

业大部分是没资质的， 现在全国大概有

100

多家有气体勘探开发资质， 它允许

你找一个有资质的企业合作一起来开，

所以这里头， 成本可能也有。

美国页岩气的成功要归功于很多中

小企业， 有

6300

家公司从事页岩气相

关产业。 美国页岩气之父乔治·米歇尔

曾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上世纪

80

年代乔治·米歇尔开始进军德克萨斯

州北部的巴奈特页岩构造， 他将房地产

利润全部投入到了页岩气开发的技术尝

试中。 这些风险投资几乎花光了乔治所

有积蓄， 他不得不在

2002

年将公司出

售给了德文能源公司。 德文公司进一步

完善了米歇尔积累的各种技术应用经

验， 并于

2006

年实现了大规模的应用

推广， 使页岩气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 至今各类风险投资者仅在巴奈特页

岩构造上就打了超过

40

万口生产井，

使页岩气产量剧增。

韩晓平： 米歇尔是德克萨斯人， 他

有一个很大的牧场。 美国的土地上面是

你的， 下面也是你的， 他开始在德克萨

斯巴奈特进行钻探， 所有的经验都在

那， 所以大家都集中在巴奈特了， 并不

是意味着巴奈特资源是最好的， 美国还

有更好的资源。 现在大家都在讲页岩气

技术，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页岩气应

该说没有技术， 只有经验。 页岩气用的

水平井水压力技术， 全是我们在勘探开

采石油、 天然气中普遍使用的技术， 并

没有为页岩气专门研究的技术。 只是米

歇尔把这个技术在页岩气的开采中试用

了。 所以页岩气必须要打更多的井， 要

更多的投入， 要开放市场， 让大家都去

寻找解决的方法。

页岩气是机会还是阴谋？

叶檀： 我们已经看到有部分民企去

吃螃蟹了， 他们会不会吃螃蟹把自己的

牙齿给咯掉啊？

李晨： 我呼吁社会应该有一点警惕，

页岩气不仅是泡沫， 而且还是有点阴谋性

质的泡沫。 美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资本

界投了钱现在血本无归， 面临回收的问

题。 美国页岩气领域的活跃的钻机数量从

两年前的

1200

台钻机， 到去年

950

台左

右， 最新的数据是

400

多台， 产能大幅萎

缩， 需求大幅下降。 这个阶段正好是美国

退潮的时候， 所以他们向中国企业、 中国

资本市场去游说， 急需找到一个巨大的市

场来购买他们的设备、 技术和服务来帮他

们资本解套。

纽约时报记者

Clifford Krauss

在

《资产泡沫之美国页岩气狂潮》 的报道

里写道： 美国每年有上千亿资本投入页

岩气勘探开发， 每年打井十万多口。 当

天然气热潮让大部分美国人受益时， 许

多天然气勘探公司和数以万计的投资者

至今仍然亏钱。 天然气巨头

XTO Energy

的

CEO Rex W. Tillerson

在出席今夏纽约

的一个活动时对行业的困境直言不讳：

“我们如今亏得裤子都没了。 我们根本不

赚钱， 所有人都在亏钱。” 天然气热潮是

金融危机后， 少数几个华尔街投行的重要

利润点之一。

Jefferies & Company

投行为

美国天然气勘探公司募得的资金大部分来

自于海外油气公司， 如法国的道达尔和中

国的中海油。 投行告诉投资者们美国的页

岩气革命是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机会。

李晨： 美国为什么会亏呢？ 因为天然

气的新增的市场全是在替代燃煤， 燃煤现

在是

4.5

美元一热单位， 所以一旦天然气

价格涨过

4.5

美元， 马上需求会下降。 美

国页岩气的配套设施较好， 打出气后可以

通过市场化的管网变现。 中国去搞的话有

可能是高投入， 有很多非市场化成本， 像

挂靠费加大了投入的成本。 油服公司、 专

业研究机构、 专业的物探公司也都很少，

水平也参差不齐。 再加上管网这块市场化

变现、

LNG

液化加气站少， 所以说页岩气

在中国尚没有生存的土壤。

叶檀： 如果是资本来了， 不管是不是

阴谋， 只要是双赢的就行。 如果是单赢的

话，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如果是双输的话，

那世界上最悲惨的悲剧就出现了。 我国目前

在页岩气勘探领域迈出了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未来在技术领域方面的保护， 在利权方面的

保护， 在环境方面的保护， 以及建设开放的

中下游市场， 都是确保中国矿产高效开发、

有序开发必不可少的环节。 天然气、 煤层气、

光伏等行业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中国经济禁

不起制度性的错位。 （文字整理： 陈靓）

我国急需重建

野生海洋资源体系

吴智钢

2012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深入实

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加快推进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 发

展海洋经济。” 笔者认为， 要发

展海洋经济， 首先就要保护好海

洋资源， 并且急需重建业已区域

枯竭的海洋野生资源体系。

最近一两年频频发生我国渔

民在邻国海域捕鱼而被捕的事件，

凸显出我国海洋野生资源已经趋

于枯竭这一残酷的事实。 我国海

洋资源长期缺乏完善的保护法律

和制度， 加上长期的只取不予，

过度捕捞和开发， 是导致我国海

洋野生资源趋于枯竭的根本原因。

为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有鱼有虾

的海洋环境， 作为建设 “美丽中

国”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重建

一个拥有丰富野生资源的 “美丽

海洋” 已经时不我待， 各级政府

和我国百姓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

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只有

通过建立必需的法制制度， 树立

合理开发和合理捕捞、 合理养殖

的规范， 并且建立大规模的合理

分布的公益性放养基地， 才能有

效地重建我国的海洋野生资源。

海洋野生资源趋于枯竭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大陆海

岸线长达

1.8

万多公里， 岛屿海岸

线长

1.4

万多公里， 大陆海岸线总

长

3.2

万多公里。 此外， 我国还拥

有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

拥有较大海湾

150

个。 我国浅海渔

场占世界浅海渔场的四分之一， 其

中生物种类繁多， 海洋野生资源曾

经十分丰富。

既然如此， 我国渔民为什么

还要舍近求远， 不辞劳苦地远赴

外国的海域去捕鱼？ 原因很简单，

尽管我国拥有辽阔的海疆， 但目

前我国的野生海洋已经趋于枯竭。

相关的数据表明， 从

2001

年开

始， 在我国野生海产品捕捞最大

的海域东海， 野生海产品捕捞量

已经呈逐年下降趋势。

在我所喜欢的海钓活动中， 也

可以从微观上， 证明了我国野生海

洋资源的趋于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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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钓友

们在深圳市近郊的盐田海边可以轻

易地钓上许多一两斤重的海鱼， 而

现在， 即使去离市区更远的南澳出

船钓鱼， 要想有好收获也不是轻易

的事情。 此外，

2010

年以前， 在深

圳市大梅沙滩钓， 一天钓五六斤沙

尖鱼是容易的事情， 可是， 自从

2011

年日本发生核电站爆炸事件之

后， 去年和今年， 人们在深圳周边

的沙滩上已经很难钓到沙尖鱼了。

野生海产品资源的趋于枯竭，

不仅仅将会对我国渔业生产和渔

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更重要

的是， 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沉重

的话题： “我们可以将一个严重

缺乏野生海洋资源的海洋留给我

们的子孙后代吗？” 如果没有一个

“美丽海洋”， 那么， 我们建设的

“美丽中国” 将至少是不完整的。

海洋资源枯竭的几个主因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 我

国海洋野生资源枯竭的主要原

因，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随着中国百姓生活水平

的提高， 人们对包括海产品之内的

水产品的消费需求大幅增长， 并且

有继续大幅增长的趋势。 美国 《华

盛顿邮报》网站

2010

年

9

月

22

日

报道称， 据美国 《国家地理杂志》

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捕

获和消费的鱼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

家， 美国名列第三。 报道称， 当年

中国鱼类年消费量为

1360

万吨， 但

中国人均鱼消费量比美国低。 另外有

数据统计称， 中国人均水产品消费已

从

1990

年的

11.5

公斤增至

2006

年

的

25.6

公斤， 预计至

2020

年将再增

40%

， 达到人均

35.9

公斤。

其次， 过度捕捞造成海洋野生资

源趋于枯竭。 北欧金融集团格里特利

尔银行曾经于

2007

年

11

月在上海发

布一则 “中国海产品产业报告”， 称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产品生产

国， 此项报告显示：

2005

年中国海产

品生产总量为

5100

万吨， 已占全球总

量的

35%

；

2006

年中国海产品出口近

80

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三。 随着我国

渔业部门捕捞设备的现代化和探鱼雷

达等科技手段的应用， 我国的海产品

捕捞量已经超出国内需求量， 随着我

国海产品的大量出口， 我国海域的海

洋野生资源趋于枯竭， 近年来我国海

域的捕捞量已经出现负增长。

其三， 工业污染导致海洋资源损

失。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 工业化

进程十分迅速， 推动了经济快速发

展， 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

领先于全国的水平， 但与此同时也造

成了近海海洋环境的污染， 从而造成

了海洋资源的损失。 有研究报告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海洋环境污

染一直比较严重。 其中， 近海水质劣于

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面积， 从

1992

年

的

10

万平方公里， 上升到

1999

年的

最高值

20.2

万平方公里， 平均每年以

14.6%

的速度增长。

1999

年以后， 我国

的海洋环保工作初显成效， 总体污染状

况得到改善。 我国三大河流黄河、 长江

和珠江的出海口， 一度成为所在流域的

主要排污口； 随着 “环渤海经济圈” 的

经济成长， 渤海近海区域曾经是全国各

海域当中污染最为严重的海域。

其四， 海洋资源保护法律的缺

失， 客观上纵容了渔业的过度捕捞，

也放纵了经济活动对海洋资源的侵

害。 我国目前没有以直接保护海洋资

源为名义的法律， 一些涉及到海洋资

源的法律， 如 《渔业法》、 《野生动

物保护法》 等， 在保护海洋资源方

面， 也整体上缺乏有效的执行。

急需建立保护和重建机制

建设 “美丽中国”， 必须配套建

设 “美丽海洋”； 而 “美丽海洋” 必

须拥有丰富的野生资源。 各级政府

和人民群众对此应该充分认识到其

重要性和紧迫性， 按照可持续发展

的科学观，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建立保护海洋资源的机制， 并且重

建部分业已损失的海洋资源。

一、 需要法律法规护航。 我国应

该制定 《海洋资源保护法》， 制定可

操作的具体细则， 并且应该成立相关

的执法队伍， 使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执

行。 笔者在渔村调查时发现， 在我国

海域炸鱼、 电鱼的事情屡屡发生， 这

种灭绝一切鱼类、 极大破坏资源环境

的做法必须得到切实有效的制止。

二、 应该建立有序开发、 可持续

开发的机制。 在很多国家， 建立了很

具体的规定， 在什么地方可以捕什么

种类的鱼， 多大的鱼可以捕， 多小的

不可以捕， 都有具体的规定， 我们应

该仿效这些制度。 笔者在深圳某海域

发现， 当地一片海域被某公司承包养

海胆， 结果具有 “海底推土机” 的海

胆一年内就把这片海域丰富的海藻全

部吃光， 使这片海域变成了 “海底荒

漠”， 类似这种极度破坏综合资源的开

发应该得到制止。

三、 设立海洋保护区， 建立人工

鱼礁区， 坚持长期放养人工种苗。 最

近， 澳大利亚宣布将某海域划定为海

洋保护区， 这种做法值得我国仿效。

深圳市几年来在周边海域使用建筑材

料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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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工鱼礁区， 以利于野

生海鱼的休养生息， 这种做法值得在

全国推广。 惠州市和深圳市长期坚持

在每年适当季节， 向大海大量放养人

工繁殖的鱼、 虾、 蟹、 贝类种苗， 这

种做法也值得向全国推广。

四、 加大力度整治海洋污染。

中央有关部门应该对全国沿海沿江

的污染做出全局性的治理安排， 并

从财政拨出专款， 用于治理海洋和

江河的污染， 对目前仍然在污染海

洋和江河的排污源进行净化或者关

闭， 还海洋江河一片蓝天， 还海洋

江河一汪洁水。

Wu Zhigang蒺s Column

拍岸涛声

银行“私售”非法集资产品出卖的是国家信用

周俊生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嘉定支行因为销

售的一款信托理财产品血本无归， 引起

了巨大风波。 最新消息称， “私售” 这

一产品的一位女性客户经理已被华夏银

行开除， 并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

面对投资者的声讨， 华夏银行说这

是银行内部个别员工的 “私售” 行为，

但这家支行的行长一个人就购买了几百

万这个产品， 而华夏银行表示即使如此

也不代表这个产品是银行发行。 这种说

法充分暴露了这家银行内部管理的混乱，

一个职工 “私售” 产品， 居然可以骗过

行长， 把行长一起拖下了水， 这已经不

是华夏银行所说的 “很难发现” 了， 而

是发现了也认为是正常的， 这家银行的

风险内控机制不是形同虚设， 而是根本

没有建立。 很显然， 在这样一个乱糟糟

的环境里出现这样的事， 把板子全都打

在一个普通员工身上， 是不公平的。 如

果说确实是一起 “私售” 行为， 那也只

能说这已经不是某个员工的个人行为，

而只能是这家银行支行的集体行为。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由

通商国银所发行的这款理财产品涉嫌非法

集资， 河南省警方因此已经展开调查。 按

理来说， 一个信托产品， 在短短一年的时

间里， 即使投资失败， 也不大可能出现血

本无归的结局，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 这个

产品从其开始销售， 发行人就居心不良，

存心要骗钱。 事实也正是这样， 通商国银

的关联公司早在去年发生于河南的担保危

机中就已深陷泥潭， 为了还债， 他们注册

了通商国联， 其目的就是为了发行这个信

托产品， 而在这个产品销售完成后， 这个

在北京注册的公司就人去楼空， 其实是它

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在北京注册、 在上

海销售， 都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而布下的

迷魂阵。 按理来说，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

机构， 对这种理财产品的风险性有比普通

投资者更深刻的认识， 但是这家银行不仅

对这样一个充满疑问的产品毫无警惕， 反

而和它联手忽悠投资者， 实际上是为其承

担了 “托儿” 的角色， 使其轻松地达成了

诈骗的目的。

像这样一个信托产品， 即使打出了很

诱人的收益率， 但如果它放在马路上兜售，

很难有投资者会对它瞥上一眼。 但是， 当

它进入银行系统销售， 而且在银行的大户

室里销售的时候， 投资者的信任度就会陡

然增加。 这是因为， 银行在投资者心目中， 是

由国家信用作背书的机构， 尽管目前我国的商

业银行已经面对市场， 但这种国家信用也为它

的市场运营提供了便利条件。 今天， 非法集资

尽管时有表现， 但经过多年的教训， 投资者对

其已经有一定的警惕性， 而银行在投资者心目

中则是一种合法渠道， 通过银行出来的任何产

品， 都是值得信任的， 这种信任其实是投资者

对国家信用的信任。 在去年以来公开报道的一

些非法集资大案中， 很少有专业银行参与其

中， 但华夏银行此次发生的这一事件则打破了

这一个 “惯例”， 它 “私售” 非法集资产品，

其实出卖的是国家信用。 但是当国家信用被银

行这样出售以后， 银行还能继续赢得投资者的

信任吗？ 简单地说， 我们到银行储蓄， 是不是

会在某个时候被告知这是个别工作人员的 “私

储” 行为， 而导致血本无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