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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遇上经济：
承载能量超乎想象

2012年 11月 8日是第十三个记
者节。这一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职业

所能承载的能量，远远超过公众的想

象。

创造者———
道琼斯指数改变世界金融

1872 年，马萨诸塞州最好的阳
光照在了 21 岁的穷小子查尔斯·亨
利·道(Charles Henry Dow)身上。他在
斯普灵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找到

了一份工作，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

想———当记者。此后的几年里，只有

小学文化的查尔斯·亨利·道辗转几

家报社，成长为一位优秀记者。

1879 年，他如愿来到纽约，成为
专门报道金融的记者。

目睹股票价格经常在华尔街联

合投资者们控制、垄断下引起的暴涨

和暴跌，查尔斯·亨利·道觉察到急需

一个“更好的、可靠的财务报告”，他

预测“有一种可以衡量那些工业巨头

正在做什么的方法，来把握金融市场

总趋势”。

1882年 11月，查尔斯·亨利·道
和另一位年轻记者爱德华·戴维斯·

琼斯创立了道·琼斯公司。同为记者

的查尔斯·博格斯特莱斯在三个月后

加入。

1882年底，道·琼斯公司把华尔
街金融信息手写在劣质纸上，定名为

《顾客晚报》。这份只有两页的晚报迅

速取得成功。查尔斯·亨利·道随后发

现股票市场急需一个“反映总体走势

的晴雨表”。1884年 7月 3日，他在
《顾客晚报》上首次刊登了一项包含

11种股票的指数，其中包括 9家铁路
公司和两家汽轮公司股票的平均价

格，指数一经推出，就迅速被华尔街

所接受。道·琼斯指数就此诞生。

后来，查尔斯·亨利·道又发明了

“工业平均指数”，即当时被认为投机

性最强的 12家工业公司股票的平均
收盘价，并于 1896 年 5月 26日首次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

道·琼斯指数成为世界上历史最

为悠久的股票指数。目前，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中的 30种成分股是美国蓝
筹股的代表，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

财务指标，而是世界金融文化的代号。

查尔斯·亨利·道这个 100 多年
前的年轻记者，用一个念头改变了华

尔街，而且至今影响着全世界。

发现者———
女记者开启安然覆亡之路

大约在 2000 年年初的某一日，
美国《财富》杂志记者贝萨尼·麦克莱

恩（Bethany McLean）初次看到安然
（Enron）公司报表的时候，也许手边还
有一杯刚煮好的咖啡———那应当是

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这位做过高盛

公司分析师的漂亮女记者，当时还未

曾料到她即将撬动一桩美国史上最

大的公司丑闻。

贝萨尼对安然公司“过于完美”的

报表产生怀疑，并引发了调查的兴趣。

“一份让

人看不懂的报

表，很可能就

是一个有问题

的报表。”贝萨

尼认为。

当时的安

然公司是世界

上最大的综合

性天然气和电

力公司之一，

是北美地区头

号天然气和电

力 批 发 销 售

商。2000年，安
然公司在全球

《财富》500 强
中排名第 16
位。然而，贝萨

尼看到了盛名

之下被遮蔽的

阴影，为此她

用了近一年时

间对安然公司

展 开 独 立 调

查。2001 年 3
月 5 日，贝萨
尼发表了题为

《安然股价是

否高估》的文

章，首次公开

质疑“安然的

报 表 令 人 费

解”，向公众传

达她的调查结

果：安然公司

持续多年精心

策划、乃至制

度化系统化的

财务造假。

贝萨尼的

报道震惊美国。以她为开端，其他记

者持续跟进，安然公司的黑幕被调查

记者们一一暴露于公众面前。

2001年 12月 2日，安然公司向
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在破产

申请文件中安然公司开列的资产总

额为 498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最
大的公司破产纪录。作为安然丑闻中

获刑最重的涉案人，前 CEO杰弗里·
斯基林因欺诈等罪名被判处 24年零
4个月监禁。

安然公司在如日中天之际的突

然崩溃，引发了美国公司接连爆出丑

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华尔街历史

上最长的一个“大牛市”也由此结束。

美国休斯敦地区检察官、时任安

然特别行动小组负责人约翰·休斯顿

在回忆安然案时评价“调查记者起到

的作用最大”。

思想者———
记者不只是时代的记录者

“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

字, 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
朵竖起来倾听。”———这句话总结了

彼得·德鲁克（Peter F援Drucker）的地
位。这位“现代管理之父”的第一份职

业正是新闻记者。

如果说彼得·德鲁克用他的睿智

思想改变了世界，那么在中国，新时

期经济进程中，也离不开有独立思想

和创新精神的“学者型”记者。

“时代变了，现在的记者不再只

是充当耳目喉舌，而要有头脑，有思

想，互联网时代，记者应当再造新的

价值。”著名记者、现任中国企业研究

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作为记者，李锦以擅长调查研究

闻名于业界，成为中国智囊型记者的

代表人物。

自 1978年起，李锦从事农村调
查 30年，由他采写的来自农村基层
的调查文章曾得到 38 位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批示或赞扬。1982年，邓小平
听取汇报农村改革情况并对其作出

“你有发言权”的评价，这一幕后来被

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再度呈现，而李

锦也成为片中唯一出现的新闻记者。

1995 年，李锦蹲在胜利油田大
明集团调查研究 58天，写出长篇论
文《资本经营试论》，对“资本”概念进

行重新定位。2009年，李锦写出近万
言意见书寄给温家宝总理，提出“正

在出现的信贷大跃进极易引起泡沫

经济，如果不及时抑制会为中国经济

发展带来货币的灾难”。收到李锦来

信的第 11天，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强调优化信贷投向，使

资金真正落实到支持实体经济运行

上。

在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进程中，一

些富于思考、勇于创新的记者已经不

只是冷静敏锐的旁观者，而是以他们

的睿智思想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并由此迸发出超越记者职业

的巨大能量。

“对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对国家

重大课题的破解力以及社会进步的

引领力，这三种能力是新时期中国记

者应当再造的新价值。”李锦说。

本报记者 汪静赫

黄如论：
继造桑梓之庥祯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慈善家。他出身名门，却自幼家境贫

寒，他早年赴海外谋生，不惑之年应政府之邀回国投资。至今，

他捐资公益慈善事业达 41亿元，平均每天捐出 53万元，平均
每小时捐出 2.2万元，连续七年荣获“中华慈善奖”。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的卡耐基”的黄如论。

“我看一下福建人的数据，从 2003年到 2010 年，福建企
业捐款遥遥领先，它 GDP是第 11、12名，但是它（捐款）遥遥
领先，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经济学家何志毅在

“2012第十届华人领袖（上海）峰会”上所作的演讲。他还曾提
到，为什么福建没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却有厦门大学、集美

学村？ 或许，这正是闽商的独特之处。

闽商对于慈善公益的执着由来已久。他们的谋生足迹遍

布世界各地，却不约而同地在发达之后，回到家乡捐助教育、

发展医疗、修桥铺路。他们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是积累了多

少财富，而是为家乡父老做了多少善事。随着时代发展，闽商

致力公益慈善的范围也日益开阔，除了造福乡里，非典疫情、

汶川地震、西南五省大旱，乃至成立各种慈善基金会，都有闽

商急公好义热心捐助的身影。这个群体中，涌现出很多慈善

家，稍远的说，有著名侨领陈嘉庚、李光前、胡文虎等；从近的

说有曹德旺、黄如论等。

这些人中，黄如论身上汇集了很多闽商的特点，比如家境

贫寒、白手起家，比如早年出国谋生，靠诚信、勤奋和远见掘得

第一桶金，比如将造福家乡父老视为分内之事———“为了家乡

做贡献，我也应该的！”（黄如论在捐建的福建江夏学院一期工

程竣工典礼上所说。）但纵观黄如论回国 21年慈善公益历程，
他的捐赠仍展现出显著的个人特点。

黄如论早年曾执鞭树人，创立世纪金源之后，又将“育好

人”定位为企业信念之一。在慈善公益领域，黄如论多次大手

笔捐助文教事业，捐资兴建了河南省首座文化艺术类本科院

校———中原文化艺术学院（3亿元），福建江夏学院（4.6亿元）、
福建科技新馆（9亿元）以及五所中小学（合计 8.4亿元），还积
极捐助北大、人大等高等学府，在各地设立各类奖学金、奖教

金，捐助希望工程。

黄如论将敢为人先的创业风格带入慈善领域，通过改善

捐助地基础设施水平、帮扶新农村建设等，将“输血”变为“造

血”，帮助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依靠自身努力逐步致富。

2008年，黄如论响应云南省政府的号召，一次性捐赠 1.816 亿
元，用于帮扶云南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养老和新农村

建设项目，辅助当地逐步构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壮有所

为”的和谐社会体系。其中的新农村建设项目，通过帮助当地

种核桃树，同步投资核桃油加工厂，达到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

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核桃经济逐渐形成规模，当

地核桃的价格也由原来的几元一斤，逐渐提高到每斤 25元左
右。25元一斤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平均每个核桃的售价，相当
于一个鸡蛋。黄如论曾说：“用荒山种核桃，既可以绿化也可以

创收，发展畜牧业，畜粪还可以当肥料，制成沼气解决用电，这

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初步计算可以解决当地 1.2万多人的
就业及生计问题。”

陈嘉庚曾提出“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

这正是闽商长久以来行善助人、报效家国的写照。在闽商中，

一个人的事业成就鲜以豪奢炫富来体现，更多是看他是否为

人仗义、有担当、助人为乐，懂得回报社会。在这样的地域文化

影响下，同持反哺情怀的黄如论与时俱进，将现代公共管理思

想与传统慈善捐助结合，为闽商的慈善行为写下新的时代注

脚，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感受到人性人情的温暖。

一分爱的投入，必有一分爱的回报，更有源源不断的爱的

传递。在 2005年重庆“为了山里的孩子”义演晚会上，一个受
过黄如论资助的小女孩儿，得知晚会上能见到他，当天很早就

起床，把自己平日里舍不得吃的鸡蛋煮好，用手绢层层包裹，

放在怀里。从山里到市里一路颠簸，鸡蛋到黄如论手中时，依

然是热的。黄如论不止一次感慨：“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

物！”

钟浅鸣

在时代的进程中，记者不只是记录和报道者，而且还是
创造者、发现者和思想者。

记者的价值：不仅仅报道事实
李锦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传播

生态与信息产业格局带来了深刻的

变革，在其影响下，传统新闻传播方

式、传播效果、评价标准等都产生了

极大的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记

者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身为一

名记者，又该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时

代？

移动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的

普及，速度异常迅猛。目前我国网民数

量已达 5.38亿，这种冲击速度之快，带
来变化之深刻，是十多年前未曾想到

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已经

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全民记者”时

代。所谓“全民记者”时代，就是自媒体

时代，一个人人可以运用电脑、手机等

网络平台参与信息传播的时代。例如最

近网络上纷纷扬扬的“表哥”事件，正是

网友在一张偶然的视察照片中发现新

闻线索，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对腐败

现象给予了揭露。可以说，这就是“全民

记者”的一种行为体现。

2009年 3月，我以一封万言信上
书温家宝总理，引起连锁反应，甚至改

变国家信贷走势。正是因为互联网给我

这个在体制内已经提前步入赋闲阶段

的老记者带来了第二次新闻生命。

互联网的兴起也让我的新闻思想

得到了进一步的蜕变与升华，为我提供

了另一个施展新闻才能的场所。我写博

客已经四五年了，写博客要有人看，又

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价值追求。而且互

联网快速传播新闻的能力使我能够在

最短时间了解到经济形势变化，网友的

畅所欲言也给我以启发，这些都为我写

万言信打下了基础。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的主见能自由地呈达上面。可以说，

没有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快速，并打

破体制的封闭性，就没有万言信的成

功。

由于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虚拟

性等特点，现在的新闻传播愈来愈呈现

出自由、平等、竞争与民主的倾向，这是

互联网时代对待新闻的最大冲击所在，

也是价值所在。网络新闻为民众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表达渠道，为民众的政治参

与营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培育了民众自

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增强了政府工作

的透明度，强化了民主监督的效力。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网络本身虚拟性

等特点，也凸显出了一些问题，如虚假

新闻和网民言论的非理性张扬等。这就

需要新闻宣传管理部门的有力引导与

规范。

2008年 6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
了人民网强国论坛，这可以视为网络引

起最高执政者高度重视的标志。在这稍

前阶段，很多地方领导视网络为“洪水

猛兽”时，总书记把网络引导能力当做

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来看，开拓民意诉

求渠道，让老百姓有更多话语权，这反

映我们党走向民主的勇气和决心，表面

看是新闻文化界的事，实质上是中国政

治民主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走向现代

文明的标志。

今年 2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
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和建议，其中就包括财经评论员、知名

博主。体现出中央对于网络舆论的重

视。

互联网是技术，是载体，而内容是

根本。好内容加好技术，这是方向。内容

在前，技术在后，不可本末倒置。新闻媒

体适应互联网时代，要借用互联网技

术，但是根本的东西借用不了。传统媒

体人要看清楚一些，现在的新闻竞争是

体制打破了，打开了围墙，在同一天地

下竞争，最重要的是内容的竞争。新闻

内容的价值标准起变化了。

新闻前辈范敬宜曾说过：“离基层

越近，离真理越近。”这句话远未过时。

“自媒体”时代来临，记者的职业精神、

自律意识、专业水准和公信力就显得更

加弥足珍贵。在声音多元、舆情复杂的

今天，更要捍卫记者的职业操守，更要

以扎根基层、报道事实、还原真相为己

任。如果一个记者仅仅是在网上搜索二

手新闻，不去了解真相，长此以往，将会

是整个新闻行业的痛楚。

一个媒体、一个记者在互联网时

代要适应和学习互联网，提高和充实，

要创造价值、引领互联网。应该说互联

网时代是媒体人才价值再造的时代，

媒体新的价值形成的时代。作为记者，

我们应该走进互联网时代然后引领这

个时代，追求发现思想、引领社会的价

值，成为“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国家难

题的破解力与社会进步的引领力”，这

种价值追求已经突破了体制的约束，

是互联网时代体制内外共通的普遍价

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互联网时

代，创造一个新大的空间，形成新的影

响力。

可以断定，今后十年，新闻媒体发

生的最大变化，必然与互联网时代的新

闻价值创新有关，因为我们已经走进这

个历史门槛。

（作者：著名记者、《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人物

他出身名门，却自幼家境

贫寒，他早年赴海外谋生，不惑

之年应政府之邀回国投资。至

今，他捐资公益慈善事业达 41
亿元，平均每天捐出 53万元，
平均每小时捐出 2.2 万元，连
续七年荣获“中华慈善奖”。

mailto:liulinglin@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