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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逃哪里去了？ ”电话
里一位远在广西朋友的问
话， 让周江森为之心惊：“当
时就懵了，我逃什么？为什么
要逃？！ ”

2008年， 周江森公司所
在地发生了一起贪腐案 ，一
时间，网络上有关“周江森涉
案，已变卖财产跑路”等消息
满天飞。因为生意上的往来，
那位广西朋友急于跟周江森
确认。在那之前，周江森并不

怎么关注网络， 但一夜
之间， 身处舆论漩涡中
心，让他猝不及防。

从那时候开始 ，有
关他的各种谣言就从未
间断 ， “给官员行贿 ”、
“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商
业利益”，甚至还传出了
“省人大代表资格将被
罢免”等各种谣言。当中
捏造的某些细节， 如同
戏剧性般的情节， 跌宕
起伏。

为了消除影响，周江
森在每一个散播有关谣
言的网站都实名注册，在
网络前台显示的昵称都
用真名，在论坛上公布事
情的经过，说明自己所处

的地理位置， 公布手机号码，
希望能消除谣言产生的影
响。 “但是收效甚微”，周江
森很无奈，“大部分人都先入
为主，相信‘无风不起浪’，你
出来辟谣，就会被猜测是不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谣言就像
一个漩涡， 不断地吞噬诚信。
2008年的那则谣言，最终导致
在广西那个几乎到手的项目
流产，涉及合作项目资金近10
亿元。 ”

“面对网络谣言，作为民
营企业处于劣势。 ” 周江森
说，和党政机关、大型国有企
业相比，中小型民营企业，既
没有官方的信息发布平台 ，
也没有专业的人力和精力来
应对。

现在常有一些个人或网
络 公 关 公 司 开 出 3000 至
10000元的价码，“承诺”可帮
周江森删除在网络上的文
帖，但都一一被其拒绝。 “身
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行得正，
就不怕魑魅魍魉。 ”

周江森说， 当下国内的
部分网络平台， 已经被商业
力量所利用和重视。 在商业
利益的驱使下， 网络公关行
业的部分“越轨”操作，就会
利用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和网
民对于网络平台的信任扰乱
正常的市场秩序， 影响企业
的正当经营。所以，为了市场
竞争的有序有道， 为了网络
平台的公正开放， 对网络大
幕背后各种力量的约束势在
必行， 尤其要呼唤适合网络
环境的制约机制或监督办法
的出台， 保护网络平台的开
放性和公共性， 还广大网民
清新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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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领域，他们是官员、学者、商人。 在传统语境
中，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现代语境中，他们是“网络红人”，
只不过，“红”得有些无奈，甚至无助。 他们都经历过网络谣言的冲击，
有的差点因此被免职，有的丢掉了近10亿元的商业项目，有的遭受了
人身攻击……

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然而现代传播速度空前，许多谣言在被
证伪前已伤及无辜。 如何在网络言论和社会规范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为此，本报记者
分别采访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衡南县委书记周千山，湖南省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周江森。 他们
以亲历者的身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从曾经的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掌舵人， 到如今的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从报纸
一纸风行到 “人人手中握有麦
克风”的自媒体时代，范以锦始
终矗立传媒革新的潮头。

作为中国传媒界的有影响
的人物， 范以锦在微博上的粉
丝数已突破80万。 有人说他是
“微博控”，但他自己认为，虽然
喜欢微博 ，但还没到 “控 ”的程
度。 “我每天在微博上花的时
间少则半小时，多则4小时。 中
午睡觉和晚上睡觉之前一定会
看微博。 只要有人@ （网络用
语 ，指 ‘提到我 ’）我 ，我看到就
一定会回。 ”

这使得他对待自己在微博
上的每一次发言都更加谨慎 ：
“不同的公众人物对待手中话语
权的方式不一样。我倾向于采取
比较谨慎的态度，一般自己没有
弄清楚的，就不会随便发言。 但
是我会对事实清楚的事件发言，
有一些我可能会正面去谈，有一
些我不会直接讲出来，但网民一
看就知道我的意思。 ”

“比如重庆卫视不准播出
商业广告的事情， 我没有直接
点名，只在网上发了‘广告是个
好东西’的微博。 我不直接说这
个事情， 但是我会理性发表自

己的看法。 ”
对于有些公众人物在网络

上发言极为随意的现象，范以锦
认为“这是在过度消费自己的公
信力和滥用话语权，长此以往将
会对个人形象造成损失。 ”他主
张公众人物在发言时要有理性，
对于尚未弄清楚的事情又想表
达意见时， 可以拿出来大家讨
论，但不要急着下定论。

面对职业生涯里受到的攻
击和诽谤， 范以锦早已举重若
轻 ： “针对我个人的攻击并不
多，有骂其他人，但殃及池鱼把
我卷进去的。 ”“人格侮辱会对
人的名誉造成伤害， 但我相信
网络有其制衡的力量。 ”范以锦
同时表示， 他忍受网络言论的
底线有两个： 一是事实的真实
性，不能无中生有；二是不能打
着公布真相的旗号侵犯个人隐
私：“用肮脏的语言进行人身攻
击是我无法接受的。 但在对方
真正有诚意沟通的前提下 ，我
是愿意进行交流的， 哪怕言辞
激烈一点也没关系。 ”

谈到如何辨别网络谣言
时，范以锦首先提出，制造谣言
和传播谣言要区别对待：“制造
谣言的主观动机是恶意， 造谣
者本身知道事情是假的。 而传
播谣言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是
传播者相信并判断谣言是真
的， 转发的结果可能证实是真
的，也可能证实是假的；还有一
种可能是传播者明知是谣言，还
继续传播。 ”采访中，“主观动机”
是范以锦提及频率很高的一个
词语，也是其认为能拿来判断一
个人是否真正造谣、传谣的分水
岭，“有意造谣、污蔑，唯恐天下
不乱的应该受到处罚。但主观无
恶意的无意传播者，在原则上应
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

但范以锦也补充说：“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要看造成
后果是否严重，如果涉及重大、
敏感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无
论其主观动机如何， 也应对其
进行适当处理。 ”

“我是网络红人啊！ ”这话
出自一个官员之口， 多少让记
者有些惊讶。 不过这轻描淡写
的背后， 却有着一份难与人道
的痛苦。

在网上，他被称作“三搬书
记”，这个称呼源自于2008年那
场县城搬迁事件。 由于历史原
因 ，衡南长期处于 “有县无城 ”
的状态。 2003年，县治从衡阳市
区迁至云集镇。 几经建设，依然
是“白天热热闹闹，晚上冷冷清
清 ”。 为了做旺衡南新城的人
气，发展县域经济，提振干群精
气神， 从2007年开始， 衡南县
委、 县政府要求全县机关干部
带头“搬人、搬家、搬心”。

本意是要求党员干部将心
扎下来，避免出现以前那种“乡
干部不住乡、县干部不住县，都
往市里跑”的现象。 但措施出台
后， 在网上却形成了 “强制搬
迁”一说，让周千山始料未及。

省、市调查组的相继介入，
反复多次到上级领导部门汇报
相关情况。 “那段时间真的让人
疲惫不堪，甚至一度产生了‘我
们错了吗’ 这样思想动摇的想
法。 ”周千山说，直到相关部门
对网上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 ，
证实是子虚乌有的谣言时。 他

们才坚定了发展不动摇的信
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 周千山
坦诚，网络谣言确实给他“上了
一课 ”：谣言虽古已有之 ，但在
网络时代， 其影响与危害却容
不得人轻视。 对于这种新变化，
从一开始的茫然应对到逐步正
确对待， 作为党员干部在观念
与行动上都要及时做出调整。

周千山说， 在信息公开不
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
众信任的转型期， 人们的一些
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
而加深， 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
式的成见。 譬如：公职人员非正
常死亡，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
观”———“看， 又一个贪官自寻
短见了”。 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
甚至推而广之， 变成了对一些
特定人群的预判， 尤其是主政
一方的县委书记。

作为 “网络红人” 的周千
山，现在面对网络舆论，显然很
有心得：对网上的声音，党员干
部必须 “听到 、看到 、做到 ”，也
要“不畏浮云遮望眼”。

“听到”———对于网民的发
声，无论“正反”意见，只要是理
性发声，党员干部都要耐心听，
用心听，不能置若罔闻。 这也是
领导决策凝聚民智的一个重要
途径。

“看到”———对网民反映的
问题要深入调查，冷静观察，了
解实际情况，掌握事实依据。

“做到”———要及早公布事
实真相， 信息公开是应对谣言
最好的方式。 同时，对一些存在
的问题要及时 “纠错 ”，努力将
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现在， 周千山面对各种网
络声音要比以前 “淡定 ”多了 。
在他的主导下， 衡南县委成立
网络舆情监测中心， 及时回复
网友的各种质疑。 他定下的原
则是：只要是牵扯到工作问题，
通过相关部门及时回应； 但如
果是针对个人的一些无根据猜
测和质疑，不做回应。

公众人物要理性发言

受访人：范以锦（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不畏浮云遮望眼

身有正气能祛邪

受访人：周江森（湖南省第
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湖南远
见集团董事长）

受访人 ：周千山 （衡阳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衡南县委
书记）

张权 黄晓辉 彭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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