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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明星集体失声

第五代领导班子上台之前，中共
政坛曾一度明星辈出：王岐山的救火
队长角色、俞正声的周全老练、张德
江的临危受命、周强的法治湖南、胡
春华和孙政才的履历完美，还有在

“蛋糕论”的隔空对决中，互不服输的
薄熙来和汪洋……热闹喧嚣中，颇有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意味。虽然薄
熙来早在 2012年两会后因为王立军
出走美国领事馆后，就引发多米诺骨
牌效应，一系列违纪违法甚至草菅人
命的丑事被揭发落马。但是令人奇
怪的是，除了在十八大后已经入常的
王岐山、俞正声、张德江等，其他官员
没有入常的官员虽然各自分布在不
同的岗位，却统一开始或主动或被动
地锋芒不再，很少再有引发外界热议
的言行出现。

比如 1950年出生的李源潮，一
直是中共政坛的明星级人物，其主政
江苏之时，因为处理 2004年铁本钢
铁违规扩建和 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
等事件而受到舆论界的肯定。李源
潮因为覆盖中央和地方的完美履历，
仕途前景被外界看好，曾一度被称为
十八大入常热门人选。落选常委后，
李源潮在 2013年两会上接替习近平
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成为自 1993
年荣毅仁后20年内第二位非政治局
常委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案例。在中
国，国家副主席曾经被视为“花瓶”，
但自曾庆红始，国家副主席与其他中

共党内职务相结合成为实权在握
者。李源潮在担任国家副主席的同
时，还担任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中
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辅佐习近平
的管理外交工作。事实上，自十八大
之后，李源潮的公开活动多与政党外
交有关，如刚上任时和习近平一起会
见外国驻华使节及国际组织驻华代
表、中日关系日趋渐冷时会晤日本前
首相村山富市、会见港澳专家学者；
他也出访外国，在哈瓦那与古巴共产
党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
（Raul Castro Ruz）会谈、代表习近平
出访朝鲜，显示他在外交方面的角色
吃重。2014年 11月，李源潮忽然出
现在珠海航展开幕式上，作为第一位
出现在珠海航展的副主席，李源潮此
番露面曾引起外界关注，但是其循规
未引起多大的波澜。

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之一的汪洋，
195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被外界认
为中共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汪洋因
为敢说敢做，一度是媒体报道的热
点人物。在十八大之前汪洋以“蛋
糕论”、“腾笼换鸟”、与薄熙来争锋
闻名中国政坛，进入中央，担任国
务院副总理后却在舆论中渐渐消
失，以致不时有声音发问“汪洋去
哪儿了”？其实在2013年7月的第五
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汪洋
的各种语录曾风靡中美舆论场。据
香港《明报》当年 8月 21日曾援引
北京消息人士称，汪洋因为中美第
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风趣谈话

而遭批评。当时在与美国代表团的
对话中，汪洋说，“我们（中美）两
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
多克，代价太大了。”据传汪洋这番
谈话被高层领导批评说：“你是代表
国家开展活动，不是为了听掌声，
博笑声”，并要求汪洋要“严肃认真
做好总结检查”。此后汪洋彻底低
调，淡出了媒体视线。

此外还有被视为第六代接班人
的胡春华（1963 年出生）、孙政才
（1963年出生），曾是“中国最年轻、
最时尚的省长”的周强（1960年出
生），代表新生代官员的陆昊（1967
年出生） ……在仕途看好的前提
下，因为年轻，他们在十八大后一
度是外界热议的官场“潜力股”，但
是很快，习近平开启的大手笔改革
和反腐浪潮中的川地官商地震、石
油帮倒台、山西窝案以及多个超重
量级的老虎——如前政治局常委周
永康、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前军
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将谷俊山等纷
纷落马的反腐大戏，让无论是关心
中国政情的媒体和观察家还是不关
心政治的斗升小民一致抽气惊叹，
拍案叫绝。那些曾经一言一行都要
被分析预测、长期占据媒体、尤其
是新兴网络媒体主要位置的明星官
员们，在习近平的官场新常态氛围
下，不约而同地收起自己的个性和
张扬。他们有的在低调踏实的继续
为自己的政绩添砖加瓦，有的却无
实质性的成绩去匹配外界的期望。

习近平塑造官场新常态

“在这样一个全新时期，许多体
制与措施是新的。因此，我们也同样
需要有适应‘新常态’的思维与态
度。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体，都如
此。”今年 6月 9日的中共党报《人民
日报》在《大转折时代需要“新常态”
思维》一文中如是说。一个月前的 5
月 10日，“新常态”一词首次出现在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之中，随
后“被不断扩延至政治、文化、社会等
各个领域，中共“官场新常态”已经现
雏形更是在山西窝案爆发后成为媒
体议论的话题。

习近平在上位之初，曾用“子率
以正，孰敢不正”来说明领导责任的
重要性。中国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
也在中共高层的调控下经历一场转
型。从 6月份总理李克强召集八省
长进京述职，斥责为官不为、尸位素
餐的官场现象，到 10月 10日习近平
称“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无不
证明中共高层对官员执行力的注
重。多维新闻之前已有分析称，近两
年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用
人哲学也现出明显轮廓：稳健、基层
经验、有执行力。从之前的陈希、何
毅亭、黄坤明、刘鹤，到后来的王儒
林、巴音朝鲁，皆是如此。而山西原
省委书记袁纯清反腐不力被调任和
上海自贸区管委员党组书记戴海波
无作为而被免职更是表明，过去那种
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投机心态

官员的生存空间已经开始被压缩，他
们已经难以适应中共高层要求的第
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模式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要求。

如今回头再看，无论是“党委负
责”、“政治生态”还是政治“新常态”，
中共领导层显然不仅在整理其整党
治吏思路，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官场生
态已经发生变化的信号。对于官员
们来说，正如《人民日报》文章所称，

“理解习近平‘新常态’里的不拘常
例、不违常情，重要的不仅是学习，更
需分辨是非、认清大势，并且勉力笃
行。”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在这样的氛
围下，不仅是部分过去混日子的官员
开始敛声屏气以防被“枪打出头鸟”，
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也开始收
敛锋芒埋头做事，力求让自己跟上党
魁习近平的步伐。

同时，作为中共政坛少见的强势
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整风、反腐、
改革、依法治国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
组合拳接连出台后，强烈吸引了外界
的关注。不仅在中国大陆，西方媒体
也对习近平报以极大的热诚。今年
4月，美国《时代》周刊在网站上公布
2014年全球 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名单，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
第二次入选该名单，也是习第五次上
榜。为习近平撰写评语的美国前驻
华大使洪博培评价称，习近平是继邓
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
人，风格稳重自信，他将促进中国在
竞争高度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取
得成功，获得全球思想领袖的广泛关
注。在习近平的如此强大气场下，不
仅他身边的另外6位常委成为“众星
托月”的角色，其他官场明星更是“众
星萤火之光，岂可与皓月争辉”？

综上所述，习近平的强大气场、
官场新常态的压力重重、以及反腐逐
渐透明化后，落马老虎们的级别之高
和敛财数据之巨造成的震撼效果，都
极大地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度，造成了
今日明星官员们不再夺目于媒体和
舆论场的原因。他们或集聚实力等
待下一次政坛起跳，或缺乏实力支撑
逐渐昨日黄花。所谓“滚滚长江东逝
水，浪花淘尽英雄”，不管过去他们曾
经怎样闪耀，今后的仕途，只有依靠
自己的实力和业绩来开拓。

(王新 撰写)

政坛明星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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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香港 《凤凰周
刊》起底徐才厚被查抄内幕的
长文，但随后被删除。文章爆
料徐才厚 3月 14日被带走后遭

“夜袭”抄家，徐宅地下室仅美
元、欧元现金超过1吨重，还有
大量和田玉和各类金银珠宝。
此外，还曝光徐才厚的独女徐
思宁两次婚姻内幕以及徐才厚
妻子赵某已经疯疯癫癫的现状。

徐才厚的独女徐思宁
两次婚姻均告失败

据报，徐才厚独女徐思宁
在总政联络部系统工作，但知
情人称，很少见她上班。网传
徐才厚女儿结婚时，谷俊山还
曾送了一张内有2千万元人民币
的银行卡作为贺礼。

报导援引多位知情人士
称，徐思宁有过两次婚姻，第
一次与前夫感情甚笃，但因不
孕被迫离婚；第二任丈夫，徐
思宁与其关系不睦。徐才厚让
女儿徐思宁再次离婚，但两人
已育有一对双胞胎。

文章称，徐才厚于今年3月
14号在301医院东院南楼六层被
采取强制措施，其妻赵某、女
儿徐思宁同日被隔离审查，一
名秘书董某也被带走。徐的秘
书董振波被专机从北海舰队押
至北京，董开设的公司 20亿资
金被冻结。

徐才厚3岁年幼的外孙无人
照看，当局有关方面召回离婚
后被徐指令到河南某部的前女
婿回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徐妻已经疯疯癫癫

据香港媒体 《凤凰周刊》
报导，军中“大老虎”徐才厚
除在家中藏有巨款，还在原中
央军委办公地点“八一大楼”
地下有一个秘密储藏室，仅美
元、欧元现金超过1吨重，还有
大量和田玉和各类金银珠宝里
面放满现金，由其秘书和一名
负责勤卫的女战士看管。

该文章透露，徐才厚的妻
女和秘书都借徐的权势大肆受
贿。徐才厚的老婆赵某正是受

贿案的经办人和受贿人。文章
指，赵某收取谷俊山弟弟“进
贡”上海优质地段的房产，四
套打通装潢精致的豪宅。该处
房产使用登记人填的是徐才厚
年仅 3岁的外孙的名字。徐才
厚在四川成都也有占地数亩的
别墅，受贿人同样是其妻赵
某。

据报，徐才厚案发后，徐
妻赵某案发后被限制自由，协
助审查。赵某很快全线瓦解，
几天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
见人便称：“我有罪，我有
罪！”。徐才厚病重病危期间，
军方通知其妻赵某前去探视，
不料赵某竟拒绝。

6月30日，徐才厚被“开除
党籍”，并被移交军事检察机
关。10月 27日，徐才厚移送审
查起诉。官方通报中称，徐才
厚对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0月底，在中共军委的古田政
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公
开提起徐才厚案，称要肃清徐
案影响。

徐才厚和女儿徐思宁

前女婿（左）徐才厚
（中）徐思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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