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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福塑料银鱼事件：
“一场误会”引发的风波

再煮三国

一线

俗话说：良臣择主而事 ,良禽择木
而栖。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谨

慎、科学的选择辅佐对象，选择一个

可以引领自己走向成功、实现理想的

“主公”、“领导”。三国时，郭嘉就因为

选择跟随曹操而成就功业。

宁可清贫，绝不轻佻
要想成功，绝不可跟随庸主，否

则，轻者，事业受挫、名声受损、心情

郁闷，重者，身败名裂、祸及家人、贻

害子孙。

郭嘉就是凭着自己的知人之明

和“宁可清贫，绝不轻佻”的决心离开

了“庸主”袁绍。

其实，袁绍当时被公认为是“天

下英雄”，麾下谋士如雨、猛将如林、辖

区广大、军队数十万，并且，袁绍对郭嘉

极为敬重，以厚礼待之。但是，郭嘉认为

袁绍并非成就大事之人，是一个昏庸之

主，于是，就毅然离开了他。

离开袁绍后，他一直赋闲在家，忍

受着孤独、耐住寂寞、抵制诱惑，尤其是

要承受“壮志难酬”的悲凉。从公元 190
年到公元 196年，在坚强地挺过了漫长
的 6个年头，2000多个日日夜夜后，直
到公元 196年，郭嘉受荀彧的推荐去辅
佐曹操，才开始自己辉煌的事业。

郭嘉经荀彧推荐，投到曹操麾

下。第一次见面，就和曹操相谈甚欢、

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遗憾，认

定曹操就是苦苦寻找的明主。那么，

郭嘉何以认定曹操就是“真”主呢？归

根结底，还是因为郭嘉发现曹操才是

雄才大略的一代明主，可以带领其走

向胜利。他认为袁绍在“道、义、治、

度、谋、德、明、武”等十个方面都不如

曹操，曹操必然击败袁绍。第一、所谓

“道胜”，是说袁绍作为世族子弟，注

重形式，礼仪繁多而无序；曹操能够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事而制

宜，“道”高一筹。第二、所谓“义胜”是

说曹操把握天下大势，符合时代要

求，合乎道义。第三、所谓“治胜”是说

汉末大乱的原因是统治者“政失于

宽”，而袁绍以宽济宽，所以不能很好

地统治。曹操“纠之以猛而上下知

制”，符合宽猛相济的治国规律。第

四、所谓“度胜”是指袁绍外表宽厚而

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曹操则“用人

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在气度

胸襟上胜过袁绍。第五、所谓“谋胜”

是说袁绍谋划很多却不善于决断，总

是把握不住时机。曹操机警果敢，“应

变无穷”。第六、所谓“德胜”，袁绍喜

欢虚名，享受被吹捧的感觉，很多喜

欢吹捧的阿谀奉承之徒归附了他；曹

操以诚信对待士人，不喜欢外在的美

化，讲究实用，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那些忠正而有远见的并且务实的士

人“皆愿为用”。第七、所谓“仁胜”是

指袁绍只是妇人之仁，见人饥饿，表

现出同情体恤的样子，眼界所及都是

自己看到的。曹操对于眼前小事或有

疏失，而对于天下大事则“虑之所周，

无不济也”，以施政的方式恩德施于

四海。第八、所谓“明胜”是指袁绍常

被谗言所迷惑，而曹操则明辨是非。

第九、所谓“文胜”是说袁绍不明是

非，曹操明辨是非，凡是对的就支持，

凡是错的就反对。第十、所谓“武胜”

是指袁绍用兵喜欢摆花架子，实质上

不懂兵法，曹操则用兵如神，士卒感

觉踏实，敌人却闻之胆寒。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

己者死。知遇之恩历来都是极为珍贵

的，是文臣武士通向成功的重要途径

之一，越是做大事越是如此，越是高

层事务越是如此。

郭嘉自辅佐曹操以后，十年如一

日，为曹操出谋划策，成为曹操智囊

团的核心成员之一。

纵观郭嘉十年的曹营生涯，我们

不难发现，他对曹操忠诚之至，勤勉工

作，待主以敬，每逢战事则有奇谋，把

曹操的事业推向高潮，而自己却因劳

累而亡。可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诸葛孔明相比。而这也构成了他被

曹操重视、重用的基础，也是他赖以选

择、追随明主成就事业的依托。

中国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现在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

社会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企业家、管理者，不仅仅要有商业智

慧，还要有把握和运用规则的能力，这样才是经济全球化不断

深化的环境中，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

不能把职业经理人培养成匠人

记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法商结合它具体是一个什

么样的特色，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个特色呢？

孙选中：我们的工商管理是法商复合型，实际上是知识复

合，就是两类学科把它整合到一块来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我

们深刻地感悟到，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要转型，以前是速度、

规模，现在要转向内涵式的，质量的发展，所以在这个转变过

程当中发现，其实我们还缺少把握这种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

方式的理性方法，所以后来就提出，从法商知识结合转变为法

商管理。

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既要考虑到传统的商业规律对它

的影响，更要考虑到相关的规则对我们管理的影响，所以实际

上就不是简单的知识结合了，是一种管理思想和方法的结合，

所以当时提出法商管理这两者的结合。

就是说作为一个管理者，他不仅要精通商业管理的一些

基本的理论知识，把握这种方法，还要掌握一定的法学规则上

的一些思路和方法，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想，单纯有法商知

识不行，单纯有法商管理的思路不行，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种价

值观，一种智慧的改变。

要让管理者有这样一种法商智慧，有了这种法商智慧，他

能应对国际化的这种不断地变化和我们现在面临的发展方式

的一种大的转型，从法商知识到法商管理，到现在的法商智慧，

这三者一结合，我才认为是真正适应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和中

国以质量或者说以理性发展未来的一种新趋势需要的人才。

记者：您希望您的学生到商学院来学到什么样的东西，您

认为什么样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孙选中：其实到商学院来学习的学生，国际上都有一个大

家共同认可的，它培养的就是我们说的是职业经理人，以后很

多人出去是做商业活动的，但是作为我们这儿来说也不尽然，

很多人出去也不一定只从事商业活动，很多人也进入了政府，

还有社会的其他组织里面，因为他真正来学习是学习一种思

想，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种思想和方法，它不仅在商业

领域适用，在其他领域也适用，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有一个

我们的定位。

当然，我们核心的定位是培养具有法商智慧的新时代管

理者，就是我们说的国际化和发展方式转型这种新时代所要

求的这种人才。

企业家不懂法不讲政治就是个愚蠢的商人

记者：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他可能做大到一定程度就会

翻船、出事，就比如当年的黄光裕，您是怎么看待比如说黄光

裕这个事件的呢？

孙选中：因为国美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从他本人来

说，我觉得他的缺乏可能就没有做到我刚才讲的我们的人才

特征：讲政治、懂法律、有思想、善经营。他是善经营的，但是他

在讲政治、懂法律、有思想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所以他个人犯

的事儿，应该说是一些愚蠢的事情。我经常给一些我的学生

讲，真正在法律上，或者政治上出问题，几乎都是愚蠢问题，所

以黄光裕个人的事情绝对是犯的一种愚蠢的问题，自认为自

己很聪明，很有经营智慧，他什么都敢挑战，所以红线他也不

在乎，但实际上今天不是那个时代了，必须要注意。

另外，整个国美的机构组织其实他也需要转型，因为他原

来是家族式的管理方式。虽然也是上市公司，也有股权结构，

但实际上他的管理机制还是一种以家族的那种机制为主的一

种运作，所以他就必然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

记者：还有另一类案例，就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是华为、中兴，它走到美国就被说成

是危害国家安全。

孙选中：被人家起诉了。

记者：您会给这样的企业一些什么建议呢？

孙选中：这个问题是很典型，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要讲政

治、懂法律、有思想、善经营，因为讲政治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

概念，因为任何一个市场它不是绝对完全开放的市场，而在这

个市场里面，政治因素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要以

为，美国是市场经济，它是绝对开放的，其实我们是误解了，任

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它肯定要保护它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要讲政治。对中兴、华为的排

斥，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授意的，绝不是什么公司在起诉，它是

要保护它的国家利益的，因为中兴、华为严格说来现在在技术

方面发展很快的，在国际上的影响也非常大，而且进入了很多

国家，但是美国就可能，不管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

角度感觉，中兴、华为，对它的国家利益可能要形成挑战，报告

说它的技术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不要单纯地认为，国际化的经营或者贸易是一个纯

商业问题，不是的，它也带有很多政治因素、法律因素。

你如果有法商智慧，事先就会分析，就有所准备。这个案

例你深入下去看，其实玩的是法商智慧，玩的是规则。

当在世界竞争过程当中，最高水平的是你去改变规则，你

来建立规则，在规则下，大家就是平等的。

记者：其实刚才听您说的，您对于一个好企业家应该具备

的素质，第一就是要讲政治，第二是要懂法律。

孙选中：有思想、善经营，这是一个综合的素质。

摘自《网易会客厅》

曹操需要郭嘉这样的“智囊”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孙选中

中国企业家
最缺“法商管理”智慧

王东飞

舆情

事件回顾

一条微博引爆一宗舆情

10月11日17:09，新浪微博网友
“六楼的巴比伦”发布微博称，其母亲

在家乐福（成都八宝街店）买的银鱼是

塑料做的，并附图展示，同时这条爆料

微博一并推送给了当地四家媒体。

随后（11日17:16—18:55），该网友
通过微博连续发布了3条图文信息，分
别对所质疑的银鱼外形以及家乐福方

面的回应情况做了介绍。其中一条描

述银鱼特点且附有大图的微博信息推

送给了新浪四川网的官方微博。

当日，该网友就此事发布的最后

一条微博称，家乐福方面希望私下沟

通解决此事。

成都家乐福官方微博就网友质疑

连发六条微博，表示高度重视此事，对

在售银鱼采取了下架封存措施，并分

别快递送至不同地区的三家检测机构

进行检验。

同一日（12日），新浪四川官方微
博关注了此事，“塑料银鱼”事件开始

被更多网友知晓。

12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
等当地媒体介入“塑料银鱼”一事，分

别采访了网友“六楼的巴比伦”和家乐

福的相关负责人，同时把网友和超市

提供的银鱼送到权威部门检验，并向

有关专家就银鱼真假进行求证。

13日，三家报纸媒体《华西都市
报》、《成都商报》、《昆明日报》发布了

有关的新闻报道，随后网络媒体相继

参与转载传播。

13日，媒体调查结果证实网友购
买的银鱼并非塑料制作，是真鱼。此消

息传播开来后，这宗舆情渐渐式微。

18日前，家乐福方面送检银鱼的
查验结果一直无下文，媒体因受限于

未有最新素材，因此对于银鱼的证实

结果，一直停留在13日媒体公布的检
验结果上。

18日上午，成都家乐福官方微博
发布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当日晚，网

友“六楼的巴比伦”连发两条《关于银

鱼事件》的微博，回应家乐福并致歉。

至此，家乐福“塑料银鱼”事件以

爆料者自我检讨，公开致歉的方式，让

人有些出乎意料的“匆匆”收场。

舆情平息后，反观这一事件，更像

是“一场误会”。

媒体信息传播

（一）新闻信息传播走势

解析：家乐福“塑料银鱼”事件经

媒体曝出当日至第四日，新闻曲线图

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大起大落。从骤

然增减的新闻量可以看出，这宗舆情

前四日的特点，可谓来得急，去得急。

随后几日的数据趋于平稳下降，舆情

渐渐消弭。

（二）微博信息走势

在两大微博平台上所统计的微博

条数，仅以网友主动发布的相关信息

为统计对象，网友转发的微博不在统

计之列。

解析：从微博数据曲线图走势看，

微博信息走势受新闻报道量多寡的影

响，亦与新闻报道走势相关联。两家微

博平台在媒体报道的第二日即迎来了

关注高潮，微博量分别达到最大值。随

着新闻报道的减少，微博网友的关注

热情也随之降低，相对应的微博量也

不断减少。

腾讯微博的相关信息量较新浪

微博波动大，说明在网友关注该事件

的稳定性上，新浪微博网友更稳定。

舆情应对点评与启示

家乐福“塑料银鱼”事件发生后，

作为舆情当事方的成都家乐福在应

对舆情过程中既有可圈可点之处，又

有瑕疵纰漏之处。总体来说，家乐福

方面在面对和处置此次有惊无险的

突发事件时所表现出的坦诚、老练，

让一宗可能影响全国的舆情很快消

弭，同时亦让爆料人对“这一误会”表

现出歉意。

然而，尽管家乐福方面在舆情应

对处置过程中表现的滴水不漏，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这一事件背后仍然潜

藏着令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

成都家乐福方面在舆情爆发后，

所采取的应对处置措施，接下来从反

应时间、沟通方式、应对手段上逐一

点评。

反应及时，第一时间与爆料者沟

通

网友“六楼的巴比伦”通过微博

爆料吐槽后，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

收到了成都家乐福官方微博发来的

私信，家乐福方面希望双方私下沟通

解决此事。

从网友发出爆料微博，到超市官

方微博私信回应，这中间仅有不到两

个小时的间隔，单从这一点来看，家

乐福在日常的舆情预警、响应工作上

做得比较到位。

通过连发微博、试吃活动回应质

疑

成都家乐福官方微博于12日至
18日，连续发布了12条微博来回应质
疑，引导舆论。同时，通过免费试吃现

炸银鱼活动吸引媒体记者和消费者，

消解公众疑虑，起到了化解舆情的作

用。

优讯分析师注意到，事发当天家

乐福方面通过私信与爆料者沟通（私

了）无效后，转而在事发第二日连发6

条微博，回应网友“六楼的巴比伦”的

质疑。同时，对在售银鱼下架封存，并

分别快递送往不同地区的三家检测机

构检验。

13日，当地媒体调查性报道发布
后，又借报道中专家的证实结果连发4
条微博，向更多媒体提供银鱼为真鱼

的事实，借此来打消媒体和网民继续

质疑的想法，最终达到引导舆论目的。

14日上午，“家乐福中国”与“家乐
福成都”形成联动，同时借专家之口再

次向媒体说明网友曝出的银鱼为真

鱼。

18日，家乐福方面送检的样本检
测报告出来后，“家乐福成都”再次发

布微博同时@六楼的巴比伦、《成都商
报》和《华西都市报》，向公众进一步证

实。至此，家乐福方面的微博应对处置

告一段落，这宗舆情也俨然平息。

相关负责人回应内容前后不一

现管理疏漏

12日，《华西都市报》的记者针对
再次上架的却与之前有明显不同的银

鱼，向超市李经理了解情况。该负责人

称，前一批货卖完了，所以换第二批，

两批鱼来源和品种一样。看起不同，是

因解冻时间长短不一，或送货批次不

同。

然而，同样一个问题，该负责人在

回答《成都商报》的记者提问时称，不

清楚前后上架的银鱼是否同一批次，

由于头一天的小银鱼已经卖完，无从

对证。

仍是同一个问题，四川省自然资

源研究所研究员丁瑞华在对前后上架

的银鱼解剖观察后称，两种小银鱼的

身体构造齐全，确认为真鱼，不过是两

个品种。

从超市李经理前后不一的回应中

以及和专家的对立观点中分析，家乐

福方面回应内容的真实性受到影响，

同时，也让舆论质疑其严谨性。

这宗舆情虽然以爆料者的“自我

认错”、公开致歉走向平息，但“一场误

会”仍暴露了家乐福方面在食品安全

上的疏漏。不管是同一批次还是不同

批次，同样是银鱼，且价格也相同，然

而在观感、质感、口感上两者却相差甚

远，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家乐福方面最

清楚。

屡屡曝出的各类问题事件，让家

乐福历经挑战，如何走出问题怪圈，安

全机制完善同时，人员的严格管理、培

训才是避免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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