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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查办孙小果案 打造扫黑除恶“样板间”
张静雯
因为河南南阳当地媒体的一则新闻，
一家叫青年汽车的公司突然在社交媒体
刷了屏。事情缘起于 5 月 23 日南阳媒体对
“水氢发动机”的报道。按照报道的总结
描述，刚刚下线的这款发动机，能让汽车
“只需加水即可行驶”，一听说这么硬核的
新技术诞生，老司机们瑟瑟发抖。
（相关报
道见 06 版）
青年汽车掌门人庞青年特意强调，他
们的技术不是
“水变油”
，
而是
“水变氢，
氢变
电”
。为了和 35 年前鼓吹
“水变油”
的江湖
骗子撇清关系，庞老板也是很努力了。至
于见证奇迹的时刻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庞
青年讳莫如深，
只说加了配方保密的
“催化
剂”。虽说我中学毕业后就和化学相见不
相识，
但好歹也记得，
催化剂只能给化学反
应加把劲，
但不参加反应，
到头来自己还是
全须全尾的。催化剂丢进水里，
水还是水，
催化剂还是催化剂。
硬着头皮读了些科普和专家解读之
后，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水氢动能转换即便
理论上可能发生，
也成本高昂，
这项技术在
咱们国家远没有走出实验室。有专家打了
个比方，
如果要在车里完成这一切转化，
那
这辆车得背个化工厂上路才行。
不过南阳当地似乎没有被这些困惑所
干扰，
至少在23日媒体的报道里，
这个项目
获得了市委书记的亲自“加持”，书记显然
心情大好，飙英语点赞。等到遭受舆论质
疑了，
当地政府的口气完全换了个调调，
说
这项目还没通过验收，记者报道不准确引
起了误解。
公共传播专家看到这种回应，一定很
抓狂。据南阳工信局的负责人说，这项目
当地是开过会、
听庞青年他们介绍过的，
但
估计当地官员没听明白，现在又要求庞青
年再给出一份情况说明。但没闹明白不要
紧，
不影响政府对庞老板的信任，
青年汽车
的合作项目，
当地政府豪爽地投了40个亿，
花 8000 万从庞老师儿媳负责的公司采购
“氢能公交客车”。南阳政府官网上，挂着
十条和青年汽车合作项目有关的稿子，对
一知半解的项目投入如此大的热情，真够
“果决”
。
2013 年，一个从斯坦福辍学的姑娘号
称研发出一种血液检测技术，刺破手指滴
几滴血，就能代替 240 项医疗检查。验血
生意一度风生水起，姑娘成了硅谷的创业
女神，直到被较真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扎实
的调查啪啪打脸，起底的书标题直接叫
“坏血”。号称实现技术突破的血液检测，
费用 2.99 美元起，便宜到令人发指。看到
这里，你心里可能要开始默念“事出反常
必有妖”了。好巧不巧，庞青年也吹嘘过
他的水变氢技术近乎零成本。妖和妖长
得还挺像的。
“坏血”姑娘极擅长造人设讲故事，顶
级名校肄业生，
想法大胆吸引眼球，
比起核
心技术，
她更擅长打进
“圈子”
，
让投资大佬、
商业大鳄给她站台。庞青年的人设虽然相
比之下土味十足，
比如标榜自己
“中国经营
管理大师”什么的，但打眼望去，路数倒是
神似。
庞青年确实很
“厉害”
。2008年崭露头
角后，他开始大规模扩张，制定了一个 444
亿元的投资计划。在进军南阳之前，
他的摊
子先后铺到八个地方，
和多地政府几乎都是
“相见恨晚、
不欢而散”
。2010 年，
青年汽车
承诺在宁夏石嘴山投资打造西部汽车集散
中心，换取了“露头煤矿生态治理工程”项
目，
拿到矿区之后，
转手就分包转包了出去，
套现 10 亿。2011 年，
相似的套路被用在了
鄂尔多斯，
不过运气差了点，
腾挪之间出了
差池，
直接导致庞青年被立案侦查。2016年
和济南闹得更不愉快，直接被当地政府告
了，
索赔投入的5.3亿余元扶持基金。
这么一看，2018 年底青年汽车又跑到
南阳“攻城略地”，简直是件匪夷所思的事
情。2017 年，当青年汽车宣布发明出全球
首辆水氢燃料汽车的时候，就被怀疑是骗
局。当年还有几篇报道，揭了这家企业和
数个地方政府不愉快的往事。这么些“黑
历史”
好像都没有让南阳动摇。
不得不说，庞青年总能准确摸到地方
的痒处。就拿石嘴山来说，这座位于贺兰
山和黄河交汇处的城市，长期依赖煤炭产
业，一度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当时和青
年汽车合作相关的政府纪要里，
说的是
“为
了抢占西部大开发先机，推进石嘴山产业
升级和转型”
。南阳是河南人口第一大市，
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比
重很大，
在当下的环境中，
转型迫切可想而
知。
“水氢发动机”这样的操作在南阳高调
落地，
有没有利益交换现在可说不好，
但至
少反映出在这样的转型时代，地方急于求
成心态的一个畸形的注脚。
妖娆的
“老司机”
，
在不正常的大环境下
才可能一骑绝尘。只要加水车就开跑，
只要
几滴血就能测遍二百多种病，
一打眼望去就
令人生疑的
“技术突破”
受到追捧，
结结实实
地讽刺了这个时代盲目荒唐的一面。
“老司机”庞青年开的究竟是啥车，可
能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反正局外人看着
真挺糊涂的。怕就怕，有些地方政府被求
政绩的心弄得晕头转向，
脑袋一热，
就火急
火燎地上车了。

今日社评

“老司机”
庞青年
你开的究竟是啥

本报评论员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5 月 24
日披露，已将云南昆明孙
小果涉黑案列为重点案
件，实行挂牌督办。全国
扫黑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央第 20 督导组已责成云
南省组织专门力量，依法
严查孙小果涉黑案及背后
存在的严重问题，全国扫黑办将配合中央
督导组对该案同步督办，一盯到底，彻底
查清问题，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回应社会
关切。
今年 4 月，中央扫黑除恶第 20 督导组
进驻云南省期间，昆明市打掉了孙小果等
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官方通报中点出
孙小果的名字，人们这才发现，此孙小果
竟然就是 21 年前被处以死刑的那个“昆
明恶霸”。据报道，孙小果 1994 年因强奸
被判 3 年有期徒刑，后被暂予监外执行；
1998 年他强奸（受害者中有未成年人）、
故
意伤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寻衅滋事等
再次受审，被判处死刑。然而孙小果的死
刑神不知鬼不觉被改成死缓，经过多次减
刑很快出狱，在本轮扫黑除恶风暴中，孙
小果再次成为涉黑涉恶典型，孙小果案再
次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重点案例和焦点

孙小果案已经成为见证 20 多年中国依法治国进程的
典型案例，成为检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色的一块“试金
石”。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要坚决排除干扰阻力，坚决打掉
黑恶势力背后的“官伞”
“警伞”
“庸伞”，通过依法查办孙小
果涉黑案件，打造一个禁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扫黑除恶
“样板间”
。
事件。
20 多年前震惊昆明、
轰动全国的孙小
果案，
现在以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冲击与震
撼力度备受舆论瞩目，
20 多年前该案呈现
出来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种种疑踪谜团，
现
在仍然重重压在所有关注该案的人们的
心头，
一个也没有得到破解——
1994 年孙小果参与轮奸女青年，是
谁把他的年龄从 19 岁改成了 16 年，让他
以未成年人身份获得轻判且监外执行？
1997 年孙小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
是谁通过什么样的神奇操作，把他的死
刑改为死缓？当年媒体披露并质疑孙小
果案的种种怪象，孙小果的母亲打电话
威胁媒体记者“我一个月叫你入狱”，此

人为何如此狂悖嚣张？据称孙小果的母
亲和继父都在昆明公安系统任职，其生
父身份神秘玄妙，至今没有确定的“人
选”，除了其父母神通广大，其生父背景
更是深不可测，孙小果能够“起死回生”
并继续作恶，背后究竟是何方神圣在为
他撑起“保护伞”……
20 多年时间已不算短。如果说，20
多年前孙小果案未能严格依法查办，孙小
果未能受到应有的严惩，与当年法制不够
健全、特权人物容易干预案件、对司法的
监督存在薄弱环节等因素有关，
那么在 20
年后的今天，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有力推
进，防止干预司法已形成完备制度体系，
对司法活动的权力监督、舆论监督、社会

莫迪轻松连任助推
“新印度”
圆梦
23 日傍晚，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
民党宣布取得马拉松式议会下院选举
胜利，莫迪本人在推特赋诗称，
“我们共
成长，我们共繁荣，我们将共建强大包
容的印度，印度再次获胜”。国民大会
党等对手均甘拜下风并对莫迪及人民
党表示祝贺。当天，印度股市暴涨并创
历史新高，本币和国债价格强劲上扬，
表明资本市场看好莫迪执政“2.0 版”，
预判其第二任期将更为顺畅地推行既
定政策，助推
“新印度”
梦想逐步成真。
延续 6 周并分 7 个阶段举行的印度
议会选举堪称世界规模最大民主选
举，加之印度地缘分量和经济地位双
双提升，因此十分引人注目。尽管和 5
年 前 相 比 ，这 次 投 票 率 下 降 1.5% ，但
是，由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下调选民年
龄限制，总数 9 亿注册选民中的 64.9%
参加投票并决定 545 席位中 543 个席位
的归属（其余两席由总统指定），已足
以让这场选举气势如虹，而莫迪及执
政党再获历史性胜利，更让国内外“莫
粉”兴奋不已。
尽管最终结果有待选举委员会确
认，但是初步统计显示，人民党以一己
之力斩获 302 票，不仅高于单独组阁所
需的 272 票，还比上届选举多出 80 票，
其主导的执政联盟赢得总席位接近

380 个，因而以绝对优势锁定胜局，莫
迪已毫无悬念将连任总理。
莫迪及执政联盟的胜利，堪称民粹
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胜利，不仅顺
应当今世界政治潮流，还体现了选民
对莫迪政府执政能力和突出业绩的总
体认可，更是折射了印度民众追随莫
迪实现民族振兴并跻身世界大国的美
好愿望，甚至寄托了普通印度人对出
生寒门却一鸣惊人的莫迪式草根英雄
的敬仰与膜拜。
过去 5 年，尽管莫迪政府面临不少
治理挑战，包括遭遇瓶颈的经济增长、
达到 45 年来高点的失业率、农民收入
不景气、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贫困人口
数量庞大且居高难下，但是，谁也不能
否认莫迪政府功大于过。在莫迪一系
列重大改革推动下，印度经济增速保
持平均 7.3%的增长率，位居全球主要
经 济 体 增 速 榜 首 ，2018 年 GDP 达 到
2.689 万亿美元，虽然被法国反超，但仍
位居全球第七位；营商便利排名也上
升 65 位，吸引直接外资 1930 亿美元，比
5 年前增加 50%。此外，印度制造业、金
融业、航天业、IT 业和服务业实现大发
展，
“ 印度制造”成为继“中国制造”后
的又一世界级经济现象。
莫迪政府的清廉形象也成为催票

曾和一位在街道办工作的朋友聊
天，
说他们每天都很忙，
“上面千条线，
下
面一根针”，几乎上级制定的所有政策，
都要经由他们这一级落实下去。若仅仅
是工作苦点儿累点儿，
倒也没什么，
占着
位子，拿着工资，当然是要做事情的；主
要是干实际工作的被问责的概率太大，
而且如果真的是由于自己的失职渎职，
给国家和老百姓造成了较大损失或恶劣
影响，
追责自然也是应该的，
关键是有的
时候对你的问责很莫名其妙，你可能工
作做了很多，
只是由于没有
“记录在案”
，
出点儿纰漏就可能落个处分。所以，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得时时刻刻记
得将所做的工作形成文字材料、视频图
片等保存好，
以备检查，
他仅去年一年就
记了厚厚六大本工作日志！
这位朋友所说的除了本职之外还得
做好记录的情况，就是眼下很时髦并引
起人们热议的
“过度留痕”
现象。初次听
到
“留痕”
这个词时，
笔者的感觉是新鲜，
而且还觉得很有些创意，因为注意将相
应的资料收集起来并存档保留，既有利
于了解和促进工作进度，梳理总结经验
教训，而且留存的“第一手资料”还可以
变为“史料”，以备未来史学的研究和发
展。不过，
在看过一些报道后，
却发现在
一些地方及领域，用“过度留痕”取代了
实际的工作，
说穿了就是一种形式主义，
它不仅增加了具体工作人员的负担，而
且还在老百姓心目中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
招来的只能是不信任和骂声。
例如，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
广大的农村依然存在一些贫困户，甚至
是赤贫户，
而如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走
向富裕，享受社会进步和变迁带来的福
利，也就成为我国历届政府的重大关
切。近年来的精准扶贫政策，就给这些

贫困户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而这些成
就的取得，当然也离不开基层扶贫工作
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按理说，
扶贫干部应该是很受贫困户们欢迎的，
不过，在极个别地方却出现了令人匪夷
所思的现象。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说
有扶贫干部到贫困户家里走访，户主却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你们把我的贫困户
去掉吧，我不要你们扶贫了！”扶贫干部
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国家有各种补贴和
救济，别人求还求不来呢？扶贫干部开
始做说服工作，
但贫困户却不为所动，
原
因就是那些
“录入系统”
的
“过度留痕”
工
作让他们不胜其扰，于是才有了不当这
样的无奈之举。
在网上一份“自我表扬”的新闻稿

潘洪其

监督不断强化优化，孙小果“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现在因涉黑涉恶再次撞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枪口上，他还能有当
年的“好运气”吗？他的“保护伞”还能继
续保障他有惊无险渡过难关吗？
中央扫黑除恶第 20 督导组近日专门
听取了孙小果案件情况汇报，要求云南省
委组织精干力量，依法严惩、深挖彻查到
位，把该案办成铁案，中央督导组将适时
组织“回头看”。云南省委表示，省市相关
部门要密切配合，深入调查，依法彻查，对
在该案中为孙小果提供保护的国家公职
人员，无论涉及到谁，坚决一查到底、决不
姑息，依纪依规依法严肃处理；相关情况
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全国扫黑办挂牌
督办并配合中央督导组同步督办的重点
案件，孙小果案已经成为见证 20 多年中
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典型案例，成为检验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成色的一块“试金石”。
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以更强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坚决
排除干扰阻力，在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
上取得突破，坚决打掉黑恶势力背后的
“官伞”
“警伞”
“庸伞”，通过依法查办孙小
果涉黑案件，打造一个禁得起法律和历史
检验的扫黑除恶
“样板间”
。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的重要招牌。莫迪本人一直延续着敬
业、勤勉、亲民、克己奉公的“救世主”
光环，不仅维持了传统选民的忠诚度，
还对刚获得投票资格的青年选民形成
吸粉效应。莫迪政府在第一任期内虽
然尚未实现“零腐败”、
“ 零丑闻”，但反
腐力度与效果明显，印度的国际透明
排名上升 7 位。这些业绩也让大多数
选民愿意继续将国家帅印交给这样罕
见的“梦之队”。
莫 迪 政 府 过 去 5 年 奉 行 独 立 、平
衡、不结盟并强调印度利益优先的民
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外交，大大提升印
度的国际地位，释放了民众渴望已久
的大国存在感。基于多极化趋势和亚
太力量格局调整，莫迪领导下的印度
获得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等世界
大国的竞相青睐，并在多边机制中备
受追捧，使这个传统第三世界国家跃
升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新地缘中心。
此外，莫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行
动，进一步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
增加了他和执政联盟的大选得分。
很显然，治理 13 亿人口且以传统
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对任何领导
人和政府都是艰巨挑战和难以速成的
使命，但是，莫迪政府毕竟前所未有地
为印度掀开了神话篇章，让多数国民

“过度留痕”
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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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兴希望和路径。因此，人民党
再次延续选举奇迹，表明多数民众愿
意以极大耐心给与莫迪政府信任，愿
意赋予其更多施政时间和腾挪空间，
以便完成宏大改革及施政蓝图，进一
步完善和优化治理，解决发展中的存
量和增量问题，包括积重难返就业压
力的庞大人口脱贫。
莫迪曾誓言在 2025 年让印度经济
总量达到 5 万亿美元，2032 年翻番达到
10 万 亿 美 元 而 跃 升 世 界 第 三 大 经 济
体。今年大选他更是强调继续打造投
资主导的增长模式，继续建设“新印度”
并兑现 5 年前的誓言，即将 21 世纪变成
“新印度世纪”。但是，投资拉动模式是
否持久有效维持经济保持较高水平增
长？庞大青年就业压力如何释放？8 亿
农业人口如何在推进城市化和不断改
善生计的前提下实现“消肿”？都是实
现
“印度梦”
所必须攻克的难关。
对于问题多多的印度和挑战重重
的莫迪而言，5 年时间无疑太过紧促，
甚至很难消化第一任期尚未兑现的诸
多诺言。但是，5 年一大考，只要莫迪
政府继续扮演魔术师角色，相信民众
会用选票奖赏他的能力和业绩并而给
他更多施展空间，共圆酝酿已久的“新
印度”之梦。

马建红（法学博士）

中 ，描 述 了 某 县 扶 贫 工 作 的“ 业
绩”——为了做到“精准识别”贫困户，
他 们 首 先 逐 户 逐 人“ 过 筛 子 ”、
“大走
访 、大 排 查 、大 整 改 ”，做 到“ 一 户 一
档”。为了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该县把
“加强和规范精准扶贫档案工作”作为
重要一环，在各乡镇、村的“精准扶贫
档案室”里，
“ 一排排档案柜上，整齐地
摆放着统一的档案盒，里面档案编排
规 范 、标 识 清 楚 ”，在 档 案 资 料 中 ，则
“记载着每一位贫困户由贫困到脱贫
的整个过程”，内容包括“贫困户申请、
身份证、户口本、低保证、调查表、信息
采集表、成员变更表、审批表、受益确
认 表 、一 卡 通 、十 大 扶 贫 工 程 受 益 资
料、退出调查表等 13 类”，还有“村级民

主评议材料、审核确认材料、帮扶工作
文件材料、脱贫退出文件材料、贫困村
信息采集表等 5 类必备资料，以及社会
捐赠、走访慰问等相关证明、表格、影
像等辅助资料”，做到了“步步留痕、事
事有迹”。而且为了做好“精准扶贫档
案工作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还制
定了《建档立卡暨精准扶贫档案资料
管理规范》，全面推行“一室、一柜、一
袋、一卡、一图、一策”的“六个一”规范
管理，让扶贫工作“有据可查”，最不可
理喻的是为了严格按照档案规范管理
要求，该县还“统一订购了 12000 个精
准扶贫档案盒，分发至各乡镇、村，对
档案号码编排、封面填写、案卷装订、
卷内目录、页码标识、脱贫户标注等进
行了统一规范”。根据这里提到的各
种材料，贫困户为了“脱贫”，得浪费多
少时间，填多少无用的表格，难怪贫困
户不要扶贫干部帮助扶贫呢。另外，
颇让人不解的是，那些用于购买制作
档案的纸张、档案盒、档案柜的钱，省
下来能解决多少贫困家庭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难题呢！
如果上边能少一些“过度留痕”检
查，多一些政策和资金的扶持，让基层
干部踏踏实实地去多做些本职工作，少
一些高消耗低效率的行政空转，让他们
“累并充实着”，既是基层工作人员之
福，
更是百姓之福。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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