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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关于中华百货店的报道及由此引发

的一场新闻官司，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影响

之大，可谓非同寻常。 为这场新闻官司，《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汇报》、《新民晚

报》和香港《大公报》等境内外

20

多家媒体作过报道。

联合国《新闻日报》由此赞扬中国新闻的开放度。

为何这场新闻官司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记者其

时如何应对呢？

两个个体户的冤假错案

1980

年， 长沙市个体户黄希林、 谭年勋合伙借

贷从上海买回了

10

多块 “哈哈镜” 经商， 赚到了一

些钱， 便在黄兴路上开起了中华百货合作商店。 店

子不大， 资金不多， 但由于占据市中心地段， 经营

的又是时尚的廉价小百货， 生意做得活， 几个月就

有了

6

位数的出进。

顿时， 人们议论起中华店赚了

10.8

万元。 市工

商局于

1981

年

5

月派员进店清查。 清查的人宣布查

账、 查物、 查人， 连店里人员出差、 进货， 都要经

他批准。 负责查账的老彭， 查了一个多月， 没查出

什么问题。

11

月上旬， 在没出示任何抄查证件的情

况下， 工商局没收了店里的部分货物和营业执照，

又罗织超越经营范围、 倒卖外货、 转手批发、 倒换

外币等四条罪名， 将黄希林和谭年勋送进看守所，

分别关了

354

天和

154

天 。 后因公安部门

4

次报捕 ，

检察部门均未批准， 只得以 “保外就医” 为由放了

他们。

黄希林和谭年勋出来后， 便不断找工商部门要

结论。

1983

年

3

月

5

日， 《经济日报》 发表 《长沙一

件悬案久拖不决原因何在》 的报道， 对此案表示关

注。 这事启发了黄希林，

3

月

11

日他举行新闻发布

会， 向记者们披露了事情的全过程。 当时在长沙记

者站工作的我和刘政、 熊先志等被邀请参加， 还有

省电台的李赤亚、 韩科湘， 省电视台的黄河清、 袁

四庆、 徐骏前。

会后， 我们便写了 《两个体户召开新闻发布会

被收容审查年余尚未结案 ， 恳请辨明是非 》 的稿

件。 在稿件中， 我们就违反公安条例超期关押未作

出结论进行报道。 次日， 我们又特地采访了长沙市

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 他当即指出： “对黄、 谭收

审是错误的， 不发口粮更是错误的。” 三家媒体发

表了 《市委领导过问此案 ， 可望加快处理 》 的消

息。

然而， 市工商局的领导和少数人想不通： 新闻

界和他们做对， 岂能如此罢休？ 批捕、 起诉不行，

他们决定对中华店罚款

3000

元， 并定于

7

月

21

日向

黄希林宣布。 听到这一消息后， 我们前去采访， 准

备续报 。 谁知黄希林当场拒绝在罚款决定书上签

字； 记者也被轰了出来。

当晚， 工商局便派人赶写材料， 到省会几家新

闻单位告记者的状 。 但报社领导给了我们大力支

持。

7

月

23

日， 三家媒体同时发表了 《他们为什么

害怕记者采访》 的报道。

顶住压力 艰难调查

作为政府执法机构的长沙市工商局并没有因此

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工作失误。

1983

年

8

月初， 他们由领导带队去北京， 向国

家工商总局政策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汇报中华店一案

的情况， 带回了一份 《长沙市发生一起记者严重干

扰工商行政部门办案的事件 》 的简报 ， 把它作为

“尚方宝剑”。

为此案成立的调查组倾向也十分明显。 在听取

双方意见的调查会上， 一位调查组成员竟然跑到市

工商局办案人的后面， 告诉他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

么。 还有一个成员私下对工商局的同志说： “这场

官司， 我包你们打赢！” 在没有听取我们意见的情

况下， 一篇混淆是非、 明显偏袒一方的调查报告下

发了。

当我们得知调查报告发出时，心急火燎地于

8

月

24

日赶往岳阳，向正在那里开会的省委领导汇报。 省

委领导问明情况后，当即表示要调查组收回报告，并

要我们带回他的亲笔信。 次日清晨动身返长，哪知天

雨路滑，车刚到新市镇，就与一辆吉普相撞，车上记

者全都受伤。 回到长沙，我的头被严实地包扎着，眼

睛都看不见，躺在床头，忍着剧烈的伤痛，口述汇报

材料，要黄河清和我爱人记录整理。

针对市工商局罗织的四条 “罪名”， 我们兵分

几路， 全面出动， 调查核实事实。 一连几个月， 在

完成正常采写任务的情况下， 从没休息过假日， 加

班加点， 跑了上万里路， 走访了

70

多家单位， 访问

了

300

多位证人， 取回了

200

多份证明材料。 和工商

局的处理决定进行一一对照： 四条罪状， 纯属子虚

乌有！

我们又找来一本又一本的工商管理文件学， 找

来一堆相关资料看， 文件、 报纸和书籍堆在桌上足

有一尺多高。 从中摘条文， 找实例， 做卡片， 记笔

记……还特地就政策、 案例问题去请教了一位区工

商局负责同志和另一位老工商。

有了确凿的事实作依据，有了法律法规作准绳，

心里更加踏实了，认定中华店一案确是“左”的思想

影响造成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们随即写出了有政策

法规、有事实依据的调查报告，准备向省、市反映。

与此同时，工商局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另一种

调查”。

第一是记者们坐的那辆丰田车。 有精明的下属

发觉它不是电视台的，一查，果然是出租汽车公司的

营业用车。

第二是记者吃了饭没有？ 有人查到了，黄希林在

“又一村饭店 ”请客吃饭 ，整整一桌 ，他当时还喝多

了，……时间、地点都像。

也是想神神到，怨鬼鬼来。 又有人报告黄希林在

“又一村”订了两桌，准备请记者吃饭。 赶去的办案

人，戴着墨镜，死盯着那边的雅座。 还有，看这些记者

到过哪些单位，找过哪些人员，凡是记者找过的人，

都要去重新谈话，掌握动向。 这样的调查，真像进铺

子买针线扣子，要什么，有什么。

幸好，有一位局外人，《经济日报》驻湖南记者徐

德火，主动出来澄清了事实。 他根据自己的调查，也

写了一份材料，向省委反映情况。

省委《决定》定铁案

我们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报告， 佐以百余份旁

证材料以及政策法规、依据。 材料寄出后，引起了各

方关注。 人民日报记者详尽采访，先后发表《应该严

肃处理长沙市工商局负责人诬陷记者的问题》等

3

篇

报道。 北京、上海等地的

13

家媒体先后发表了几十篇

文章， 揭示和批评了长沙市工商局干扰记者采访和

错误对待个体户的行为……全国记协专门召开会

议，听取我们汇报，随即致函省委，恳请尽快解决市

工商局攻击甚至诬陷记者的问题，并建议表彰

8

名记

者在报道中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 国家工商总

局了解到“

7

·

21

”事件真相后，明确承认了那期简报

与事实不符，并于

1984

年

9

月

6

日行文收回简报，向记

者致歉。

省委对“中华店”一案以及由此引发的这场新闻

官司，早已给予高度重视，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调查

组。

1985

年

2

月下旬，省委又连续两次召开常委会议，

并于

2

月

25

日下午宣布了省委对长沙市工商局负责

人污蔑记者的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 原中华百货合

作商店属基本守法户； 长沙市工商局无端指责和污

蔑记者，应作出深刻检讨，并向记者道歉；报社、省电

台、省电视台的

8

名记者应受到表彰。 《湖南日报》头

版头条刊载了这一消息，并配发了评论《进一步克服

“左”的影响，正确对待报纸批评》和

8

名记者的照片。

这一前后

3

年的新闻官司，总算以省委的《决定》

圆满结束。 但它留给我们回味、 思索的东西很多很

多。

(

作者系原湖南日报社社委、高级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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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力柱

采访当年报道新闻官

司的记者周永龄 （中）

和刘政（左）。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 �

湖南日报一直重视舆论监督工作， 每年要刊发不少

舆论监督稿件，目前专门刊发此类稿件的专版专栏有《读

者来信》，《记者在你身边》等。

《读者来信》从专栏到专版，已办了

30

来年。一直是湖

南日报舆论监督的主阵地。目前设有“记者调查”、“投诉

直通车”、“呼吁与建议”等小栏目。每周一期。

《记者在你身边》专栏开办已有

10

年，在要闻版不定期

刊出。主要刊发一些重要的舆论监督稿件。

要开展好舆论监督， 就必须加强报纸与读者的沟通联

系。近年来，湖南日报一直在与时俱进地探索与读者联系的

新途径。在传统的群众来信来访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先后采

取了设立投诉电话、开通电子邮箱等办法。

随着计算机和上网交流的普及，

2004

年，湖南日报群工部

与湖南日报网站湖南在线又联合推出了《投诉直通车》栏目，

读者如有什么烦恼和困难，只要打开电脑，点击

www.hnol.net

，

进入《投诉直通车》，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编辑。《投诉直

通车》 采取的是湖南日报报纸与网络同时处理群众投诉的办

法， 由群工部记者处理读者投诉， 将处理结果在网上刊发出

来。同时，也在湖南日报《读者来信》版中设立了《投诉直通车》

等有关栏目， 将采访编辑的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稿件在报纸上

同时刊登。

2008

年，《投诉直通车》共处理读者网友投诉

5500

余

条，比上年增加

37％

，收到读者网友的评论

31900

多条。

随着手机短信的广泛使用，

2006

年， 湖南日报群工部

又专门设立了

13973128110

的手机接受读者短信投诉，编

辑摘要在《读者来信》专版上刊登。

最近， 湖南日报又设立了

18907312110

的

24

小时新闻

热线。 （本报记者 屈新武 整理）

■

链接

左上图为 《湖南日报》 关于省委

对长沙市工商局负责人污蔑记者的问

题作出的处理决定的报道和本报评论

员文章及

8

位受表彰的记者照片。

右上图为全国记协致函省委， 恳

请尽快解决长沙市工商局攻击甚至诬

陷记者的问题的信。

中下图为 《民主与法制》 有关这

起新闻官司的后续报道。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本报在

4

月

8

日刊登新闻图片 “如此利用英雄姓名实

在不该” 之后， 立即引起了省、 市工商管理部门的重视。

4

月

9

日， 引用雷锋名字的大幅广告牌被工商部门拆除。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2009

年

4

月

6

日， 记者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大道与西

二环交汇的桥上看到了这条广告。 商家为引人注意， 竟

然将雷锋的名字引用到广告语当中。 如此做法， 实在不

应该。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 � � � 1985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3

时至

6

时， 中央整党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五省农村整党工

作会议的湖南代表时， 赞扬本报美术编辑谢丁玉的漫画

《一叶障目》。他说：

“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好东西，近期刊登了一幅题为《一叶

障目》的漫画，香港同胞来了信，加上明报的文章，我这里有

个材料（嘱秘书当即拿来材料）。叶上是‘贿赂’二字。于是乎

贪污、盗窃、假药、淫秽录像都出来了，四害为所欲为，加上

‘一叶障目’形成五害，要大胆查处，以正国法。要向‘一叶’开

刀。如果一叶障目，就倒霉了，开放政策就搞不好。开刀要开

大刀，应对行贿者施以法治。”

(

以上系湖南省委整党办公室李传友同志笔记摘录）

薄一波赞扬

本报漫画《一叶障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