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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他们
跟我一样”
三年前， 只有 28

岁的张海超为了证明
自己因长期在充满粉
尘的环境下工作 ，而
罹患尘肺病， 冒着生
命危险进行了开胸手术。

“开胸验肺”后，张海超只平静了不到两个月。在中国
尘肺病医疗基金会资助下，他到北戴河进行洗肺治疗。出
院后，他才发觉自己出了名，咨询电话不断打来，许多农
民工告诉他，因为看了他的新闻，才发觉自己也有相同的
症状，可能也得了尘肺病。

这些人的经历让张海超感同身受。 “我从自己维权的
痛苦中挣扎过来，便想，是不是也可能帮帮他们。 ”

从不上网的张海超买了电脑， 注册了 QQ，300 多个
好友中，大多是病友、劳工维权律师和媒体记者，他也开
始自己研究和尘肺病有关的资料，并自学相关法律，十几
本关于职业病和工伤条例的法律书都被他翻烂了。

每天接受维权咨询，成了张海超生活的重心，即便吃
饭时来了电话， 他也宁愿放下筷子， 先解答完病友的问
题；碰上典型的尘肺病案例，他还亲自实地调查。

张海超发现，大多数尘肺病患者维权难，都有“人为
因素”在作怪，维权者往往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赔偿。
在他看来，这其间的关系很微妙，也很难取得证据，但当
尘肺病人想要取得维权所需的相关环境和检测等报告
时，却被互相推诿，无从下手；另一方面，尘肺病有一段潜
伏期，农民工的流动性又很大，若工人是在离开用人单位
后才发现患上了尘肺病，很多用人单位便不认账了。

他认为，惟有抗争才可能有效，那时，他的 QQ 签名
是：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放弃肯定失败。

贵州的一则尘肺病案子，就令张海超记忆深刻。
2005年，因生产环境不达标，贵州省施秉县恒盛硅铁厂被

相关部门处罚 10万元， 但该厂的生产环境并没有进行整治，以
至于该厂在 2010年的一次体检中，诊断出 192个尘肺病患者。

“如果相关部门在 2005 年除了处罚还有别的措施，

后来怎么会这么悲惨？”张海超感慨，“这些和我一样想靠
打工致富的农民工，最终又因病返贫，比没打工前还穷。”

“让更多的人知道法律赋予了自己哪些权利”
2010 年 6 月， 张海超到四川达州旁听一起尘肺病维

权的案子，认识了担任原告代理人的律师张士谦。被告方
在工作证明中造假，张海超便和张士谦商量，利用自己的
名人效应，吸引了多家媒体前来报道。被告方很快同意庭
外调解，尘肺病人也拿到了用工单位的赔偿。

“我是张海超”成了一句非常有效率的话。
不过，张海超觉得这不是长远之计。
他渐渐明白，上访、找媒体等各种吸引眼球的手段，

都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 不能解决一个群体的问题。
“只有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这条路才能行得通。 ”

这个程序需要从最初做起。
如今，只要有人找他咨询，张海超的第一个问题都是：

你和用人单位签劳动合同了吗？ 你买社会保险了没有？
“很多农民工觉得找着个工作不容易，就不愿意计较签

不签合同、上不上保险，但其实有了合同和社保，工伤啊赔
偿啊，就不会像我当年那么费事儿，可以走正常法律程序。 ”

张海超说，如果他当年
有社保，如今就可以每
月从社保局领工资，医
药费也可以报销。

“在我剩下的日子
里（张海超是三期尘肺
病患者，理论上的生存
时间只有 7 年）， 选择
一些有代表性的职业
病案件亲自代理，让更
多的人知道法律究竟
赋予了自己哪些权利，
能够推动中国法治的
发展，我就很高兴了。 ”
张海超说。

“我不在乎输赢”
正是在这种考虑

下， 他接受了代理尘肺病人黄福华的案子。 此案 2 月 29
日上午在浙江省永康市法院开庭。他没有首先将维权予头
指向黄福华的用人单位， 而是建议黄福华起诉永康市江南
街道卫生院，后者是黄福华的常规体检单位，却拒绝向黄福华
提供体检报告。 同为代理律师的张士谦对这个案子不是很有
信心，他劝说张海超，“要不咱们撤诉吧，我还是希望你代理的
第一个案子赢得漂漂亮亮的。 ”但张海超拒绝了这一提议。 他
并不在乎输赢，———“如果这个案子成功了， 每个医院都会知
道，自己有告知义务，不论支付体检费的是职工个人，还是用
工单位，如果输了，那么这将成为引起全社会讨论的话题。 ”

他期待以此来继续自己当年未完成的法律维权进程。
接下来， 张海超希望接手一个有关 “争取后续医药

费”的案子。 “后续医药费，在全国没有一个标准，希望通
过媒体关注，推进案子，让更多的人争取到后续医药费。”

虽然只有 31 岁， 张海超略显瘦弱的脸上已有了皱
纹，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因为患病，他走路不能
过快，上三层以上的楼就会很吃力，然而每每开玩笑时，
他还会开怀大笑，笑声爽朗，充满阳光。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 8 期 王臣/文）

张海超的 维权之路
从开胸验肺到为病友出庭 新新新

张海超握住尘肺病患者王铁苟的手，鼓励他勇敢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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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两万元债务竟卖肾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 当时何青

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
千块钱。 ”在杭州，何青娶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几个月后，由于生活
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
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
刷卡埋单。 “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 ”

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 “如果

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 条信用
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
费。 ”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

“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
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 ” 而且， “这种
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
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 ，没借到多难堪
啊。 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

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
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
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
能卖 4 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 ”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
择， 花 126 元买了一张火车票到了漳州。 在漳州等了 3
个月， 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
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 ，和另外两个 “供体 ”一起来到广
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 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
小旅馆里，中介强子跟他签下了 2万元的“有偿捐肾”协议。

2月 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 ”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

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
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 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 ”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
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 20 分钟后，
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

何青花 250 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 9000 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尔何青也会
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 折
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 ”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

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
去年上半年， 孙明在连云港做水晶灯饰的生意，因

为没有经验欠下 8 万元债务。 孙明急于还债，无奈之下
就想到了卖肾。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到期了没钱还
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

2011 年 11 月 20 日，孙明买了张火车票，一路从老
家西安站到成都。 在成都待了两天，因为没有配型成功，
中介给了他 400 元路费打发他回去，不死心的孙明又辗
转来到广东，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见到了中介老板强
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平时很少见到强子，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
才会看到他，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 ”董楠原本
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就只能等待。 后
来慢慢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他就专职负责“养人”。

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 3 个月，一直没有配上
型。 后在他人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

卖肾者的种种“理由”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每

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

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 岁， 陕西人。 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

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 因为头脑灵活，能说
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忙“养人”。 董
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

肾者的生活费。 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
以从中赚取 500 元“介绍费”。

小丁，22 岁，河南人。 为了凑 3000 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
阿管，24 岁，广西人，从小被爷爷养大，一直待业。 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

肾。 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就租个房子，买台电脑，玩网络游戏赚钱，后因为体检不合格
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 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 张信用卡一共欠了 5 万元债务，一直表现
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留下一封遗书。

阿豪，19 岁，广东人，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
他每天都在念叨的 iPad2 和 iPhone4s，同时还要给 QQ 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 3000
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然无法劳动，住在 250 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每天无聊地上
网，玩着新买的手机，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
何青、孙明等均为化名。 ） （摘自《南方日报》3.26 闫昆仑、徐刚/文）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 100 万名依靠透
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 年，国内合法
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 4000 例。 巨大的
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
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 一个专门找患者，
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
找“供体”，并负责出钱“养人”。 通过中介做
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 5 万元。

寻找 “供体”—提供食宿—
安 排 体 检 —配 型 成
功—签署协议—移植
手术，是非法器官交易
中介的典型流程。

人人都知道肾很
值钱，但到卖肾者手中
的 能 有 1/10 就 不 错
了。

每个人卖肾的动
机，其实并不复杂。 但
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
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
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
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
个体的命运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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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舒淇就是善待一代人的青春 因早年的艳照被重新曝出， 舒淇又
一次引起了娱乐界与舆论界的震荡，高晓松为此感慨“我们这个行业，卖身卖艺
卖青春……”更是被群起戏仿。 《色情男女》之舒淇有多么性感，《美人草》之舒淇
就有多么清纯，《玉女心经》之舒淇有多么妖媚，《最好的时光》之舒淇就有多么静
美，这是舒淇的两面，缺少任何一面，舒淇都不足以成为舒淇。 由舒淇想起璩美
凤，曾经深陷性爱丑闻的她，在忏情录的序中写道：“如果你看过我的日记，如果
你览过我的身体，现在我只祈求你用一丝的悲悯，尝试着来阅读我的心。 ”只是，
我们冷若冰霜的内心，是否还有一丝浅薄的悲悯？ 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善待舒淇，
就是善待终将逝去与正在呼啸而过的青春。
谣言止于“知”者 我们的媒体和舆论一直说“谣言止于智者”，要求我们不
传谣不信谣。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谣言反映了民众对国家前途的高度关注，说明
关注者对这个国家抱有信心和期待。 我们是否应该检讨：自己是不是太傲慢，没
有关注到民众对信息的正当需求呢？ 仔细想想，所谓“谣言止于智者”的说法值得
重新思量。 从文法上说，“智”有可能是个通假字，它的正字或许应该是“知”。 “谣
言止于知者”的意思当然很清晰：当信息最大限度公开了，当公民的知情权最大
限度保障了，还会有流言蜚语，还会有谣言吗？ （摘自《环球时报》3.30 马勇/文）

“ 丝”诞生，门第观念回潮 网络名词“屌丝”是对于当下一个特定青年
群体的描写，他们出身卑微、相貌平凡，却又有抱负，“经常到网上侃历史和政治，仿
佛自己是学者”。 “屌丝”一词，遂成为一个带有自嘲，而又有些“嘲他”的贬义词。 我
们无法忽视的是，与“屌丝”同时，还有相关其他的词汇———“高富帅”、“女神”、“七
分女”等等，“屌丝”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定义，因为有了“高富帅”，才会显露出“屌丝
们”的存在，因为有了如马诺、干露露这样的“女神”，才会让“屌丝”更加“猥琐”，在
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里，几乎成为了被嘲弄、被伤害、被玩弄的对象。
金正恩“新政”百日 “吃米饭、喝肉汤、住瓦房、穿绸缎”，这是金正恩关于经济
方面的一个新口号。 金正恩在执政以后，不断发表关于经济民生的谈话，主要的一个就是提
出“国民经济要在 3年内恢复到上世纪 60到 70年代的水准”，即所谓的吃米饭、喝肉汤的水
平，而这个“米饭肉汤”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曾提出的口号。 （摘自《时代周报》3.29）
好多企业家维护特权制度 在特权社会，我们企业、企业家要花大量的
精力争取这些特权，这就要浪费大量的时间。 为什么要伺候政府官员？ 因为你经
商的权利只能来自于他。 另外一方面， 好多企业家拿到特权之后就维护特权制
度，他认为这个事就应该让他做，不断游说政府，说这个是高科技产业，说谁谁谁
没有得到审批怎么做。 （张维迎）

（本栏目稿件除署名外，其他综合《新快报》、《羊城晚报》等）

在中国经济快进
的同时， 一个强势利
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
也显著强化， 各种复

杂利益交织在一起，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
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
被边缘化。 目前国民财富的分配情况是：政
府财政每年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35%左
右，企业资本拿走了约 45%，广大的农民和
城镇普通劳动者群体只拿走了剩下的 20%。

经济利益强化的部委
在一些宏观政策调控或经济体制领域

改革的问题上，部委之间相互争斗的事件可
谓层出不穷，近十年来这种博弈已从原来的
隐蔽性转向公开化。不管是蜗牛般的医疗体
制改革， 还是停滞不前的三网融合困局，以
及多年只见打雷、不见下雨的收入分配体制
改革， 无不牵涉到部委之间的利益博弈，而
一轮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更是部委利
益争锋的典型。 此外，许多法律或政策的出
台也由于部委之间的利益瓜葛遭拖延 ，例
如，一部《反垄断法》酝酿了 13 年才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露脸，其背后是商务部、工商总
局和发改委三大部委的起草权之争；《能源
法》的至今难产同样触及到多个部委之间的
既得利益再分配；民间投资“新 36 条”出台
快两年而细则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 ，40
多个部门涉及其中；等等。

倘若上述利益之争还只是比较隐晦的
话，那么接下来部委纷争的利益博弈就显性
化了。 如 2004 年开始的三部委千亿企业年
金博弈 ；2005 年央行与建设部的取消房屋
预售制度之争 ；2006 年国家版权局和文化
部相继高调介入卡拉 OK 版权收费；2007 年
出台燃油税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 ；2008
年大部制下啃不动 “铁老大” 改革的尴尬；
2009 年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网络游戏
管理权上互不相让 ；2010 年商务部和海关
总署在电子产品 “入境税” 上的掐架；2011
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在奢侈品关税上的论战；
至今仍陷入拉锯争斗的环境税划分，背后除
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外，部委之间也有千亿蛋
糕切分。

垄断日盛的国企
国企尤其是大型垄断央企， 享受着政

策、资金、项目、市场等方面的特殊“照顾”，
企业利润十年间翻了 8 倍， 年均增速高达
25%，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速。

但作为国企真正所有者的全体人民现
实中却难享红利 ，2008 年在垄断行业就业
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 8%， 但是却拿
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 事实上，垄断国
企利益集团化的倾向正在不断固化和膨胀，
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钳制和改革阻力，例如央
企退出房地产领域没有下文，央企酒店业务
板块剥离的软化处理，盐业专营制度改革的
一拖再拖，发改委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陷入迷雾 ，等
等。 垄断老虎越养越大，倘若放任这种局面
持续，“国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社会不公
平现象将会日益严重。

这些垄断行业， 还以其极强的游说能
力， 影响和干扰行业标准与政府决策或立
法，严重影响企业和市场的公平，侵蚀了普
通老百姓的利益。 比如电动车行业，持续多
年的行业标准纷争于 2009 年 12 月骤然升
温， 表面上看是电动车行业标准的新规范，
变相提高了电动自行车行业的门槛；而其背
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电动自行车的标准
限制演变成了行业的经济利益之争，人为设
置政策门槛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行业强势
利益群体的干扰。 同样，乳品新国标关键标
准最后一刻翻盘，让舆论惊呼“这简直是一
夜退回 25 年前”，而乳品企业绑架行业标准
的质疑一直不曾停止。

GDP 导向的地方政府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

期中，地方政府的所谓“新圈地运动”搞得轰
轰烈烈，各省市撤村圈地发土地财可谓如火
如荼。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
某些县市甚至在 80%以上。

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抑制地方政府
的卖地冲动，先后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出让
金的政策：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教
育经费、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不过目前
的效果并不太好，地方政府往往与中央政府

虚与委蛇，10%的规定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的背后有一个

强硬帮手———房地产开发商。一些地方政府
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在政策执行中
打着政府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与开发商
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这也造就了近年来大多
数土地违法违规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而土地
管理和房地产交易领域的腐败，也是近年来
最严重的行政权力腐败之一。腐败官员与房
地产商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造成了中国特
色的“地产反腐，一端总是一窝”。 在此过程
中，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却未能得到有效的
保障，往往成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牺
牲品，不管是农田征用，还是暴力强拆，弱势
群体利益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

依附权势的黑色经济团体
藏身于地下的黑色经济团体，也可以视

为强势利益集团中的分利者之一。它们之所
以能够顽强的存在，有的甚至日益壮大并形
成产业链，其背后往往依附着政府公权力和
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

从一些侦破的经济涉黑案件看， 房地
产、民营公交运输、高利贷、肉食品、娱乐赌
博等产业无不组成了一张张复杂的黑色网
络。一些黑色经济团体负责人的头上竟然带
着“红帽子”，从谋求经济利益加紧向政治领
域渗透的趋向明显，形成了官黑勾结共同与
民争利的独特局面。目前国内黑色经济总规
模到底有多大并无十分准确的数据，不过从
地下洗钱的规模可管中窥豹。 权威分析表
明，中国大陆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
钱至少高达 2000 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 2%。 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近
期破获的一起特大转账提现型地下钱庄案
件也显示，2 年时间， 利用一家投资公司做
掩护，20 家“空壳”潜公司为载体，将 727 亿
多元转至 4473 个境内外账户， 金额涉及 29
个省市。 可见，黑色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生
活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依附权势又使其
规模日益庞大，严重侵蚀着民众利益。
（摘自《南风窗》2012 年第 6 期 陈午和/文）

链网式的强势利益集团
强势利益集团利益扩张格局呈日益强化之势，且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缠越来越复杂，纵横交织

形成一张巨大的链网，侵蚀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加剧了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热图冷语
【背景】 斯

诺克中国公开赛
后，奥沙利文罕见
的叼着烟走进新
闻发布厅，在被问
到为何会做出如
此举动时，奥沙利
文 笑 着 回 答 说 ：
“在英国， 室内是
严格禁烟的，不过
在中国好像大家
并没有很强力的
反对 ， 所以在这
里，我感觉好像可
以随心所欲，想怎
么样就怎么样。 ”

【点评】 从奥沙利文后来的解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他“出格”的原因———“最近几
天在中国杯的比赛现场，我看到警察和安保以及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室内抽烟，就放松了
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国人的行为成为了老外效仿的准则，这到底是侮辱还是讽刺？

（摘自《扬子晚报》3.31）

“在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

●《其实不一样》(2 版)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也
脏。 你我都脏的核心往往就是否认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自己的一切落后
进行辩护。●中国再以如此高的速度发行货币，今日我们每月上缴的几百元到数
千元不等的社保 ， 到时候能够领取的养老金 ， 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吗？ 《货币持续超发让我们“老不起”》(3 版 )讨论了这一让人忧虑的话

题 。 ●《王小妮：我注定和体制无法相处》(6 版)很多东西都是习以为常，
反常成为了常态，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因素，对于敏感的王小妮，无法
释怀的荒谬感正是她不断逃离的命定之数。 ●凡有“肮脏”和不可见人之事，必
有所谓“白手套”为之瞒天过海。 《情感“白手套”你身边有几只》(7 版)告诉

我们情感“白手套”的为难和尴尬。●《做官要会“做漏”》（8 版）所谓“做漏”，
即有意暴露出工作上一些明显的疵漏或问题，好让上级发现，凸现出上级的能
耐。 ●庞大的苏联帝国何以忽啦啦似大厦倾，《关于苏联解体的 10 种学
说》(10 版)为我们条分缕析了其中各种复杂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