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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财经频道知名主持人芮
成钢、频道副总监李勇和一名制
片人，7月11日被检方带走。

7 月 11 日晚间，央视二套《经
济信息联播》播出时，直播现场只
有谢颖颖一人主持，而不是按原计
划由芮成钢和谢颖颖共同主持。
当晚的节目画面还可以看到，谢颖
颖旁边另一个主播位上的话筒都
没有拿下。据一名央视内部人士
证实，芮成钢是当天晚间直接从央
视被有关部门带走的，并未通知当
时的节目。

现年 37 岁的芮成钢，毕业于
外交学院，2003 年起在央视英语
频道工作，因专访过数百名国际
商业界、经济学术界及政界的领
袖人物而知名，同时他也是央视
最有公众影响力的主持人之一。

与芮成钢一起被带走的还有
46 岁的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
勇，他是《经济信息联播》、《环球
财经连线》等新闻资讯节目的主
管领导。 （据《北京晚报》）

记者从中央组织部获悉，张
田欣因涉嫌违纪，近日中央已免
去其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委员职
务。7月9日，云南省委常委、昆明
市委书记张田欣还率队调研西城
海口片区开发建设工作。

张田欣，男，1955年7月生，汉
族，云南江川人。1984 年 6 月入
党，1978 年 5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
历。 （据新华社）

云南省委常委
张田欣被免职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安徽
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韩先聪，男，汉族，1955 年 11
月生，安徽肥西人，1982 年 1 月参
加工作，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农学学
士学位。 （据新华社）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韩先聪被调查

央视“名嘴”芮成钢
被检方带走

据新华社电 记者 7 月 12 日从
公安部获悉，世界杯期间，全国公
安机关严厉打击赌球违法犯罪活
动，侦破了一批重大赌球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 108 名，涉案金额逾
180亿元。

据悉，今年5月以来，江苏连云
港公安机关从一起参与网络赌博
输掉巨款的职务侵占案线索入手，
发现境外某赌博网站在我国境内
大肆发展代理人并组织网络赌博
活动。7 月 4 日，江苏、广东、福建、
甘肃等8省公安机关统一开展集中
收网行动，一举摧毁涉及多省区市
的特大跨国网络赌博及赌球犯罪
团伙，抓获 17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收缴、冻结赌资3000余万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
公安机关已侦破开设赌场、聚众赌
博刑事案件7267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2.3万名。

世界杯赌球案
金额超180亿元

反腐
档案

“对大众来说，他们可能仅仅知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谚语，人们通过
自己或者周围也能够对这个社会现象
有自身的体会。”李纾进一步解释，“而
这个研究把这个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
题提炼出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并且去
考察它背后的神经机制。”

“这个研究揭示了人在收受金钱
时大脑的一些变化，研究本身是科学
的，是很好的探索。”北京一名心理学
研究者说，“但反过来，通过心理干预
或药物治疗，来阻止人们的受贿行为，
我倒觉得不那么有效。腐败是社会大
环境中的问题，光有心理学的研究还

太单薄。”
其表示，有些人的大脑可能更容易

被金钱激活，受到刺激，这并不是病，
只是一种特征。而媒体及公众将这个
研究与腐败关联，其实是表明一种社
会期待，“但期待用心理治疗一个方法
来治疗腐败显然是不可取的，不过我
倒觉得对于官员的心理辅导应该提上
日程，据我所知，国内这方面还比较空
白，不够普及”。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
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

“要解决腐败的问题，有着阳光大道，制
度是主要的办法”。

中科院：“吃药反腐”系误读

身上带 47 张银行卡、13 个 U 盾、4 个笔记
本电脑、两万元现金等，却在高速路上跳车撞
向疾驰的车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因案情离
奇，陕西省靖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介入调查，
发现跳车男子崔某正被网上追逃，他曾担任河
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涉嫌贪
污受贿1.4亿元。

高速上跳下出租车
事情发生在 6 月 30 日。据当时拉载崔某

的出租车司机吕师傅介绍，当日上午，他拉着
自称姓崔的中年男子去陕西定边。当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车辆行驶到青银高速靖王段
时，崔某的举动把吕师傅吓了一大跳。“他说想
下车，还用胳膊猛砸车玻璃，我只好减速准备

停到紧急停车带，没想到车还没停他就突然打
开车门跳了下去，并向路过的车撞去。”

吕师傅说，在同向车道上连续撞向三辆车
都被对方躲开后，崔某有些气急败坏，此时，反
向车道正好驶来一辆半挂车，崔某便越过高速
路中间的隔离带，一头撞向半挂车，随即被弹
出很远，吕师傅第一时间报了警。

7月12日，陕西省榆林市交警支队高交二
大队副大队长张欣说，他们到达现场后，立即
将崔某送至附近医院，但其仍因抢救无效死
亡，警方断定该男子为自杀。随后民警清查死
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时发现，崔某身上除本人驾
驶证外，竟还带着47张银行卡、13个U盾、4个
笔记本电脑、3 个不同的身份证、两万余元现
金、两把不同类型的车钥匙，以及一个移动硬

盘。警方查询发现，崔某系网上在逃人员，随
后他们又与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取得联系。

涉嫌贪污受贿1.4亿元
事发后第三天，邯郸市公安局、检察院便

派专人来到靖边。据邯郸方面来人介绍，崔某
曾担任邯郸市邯山区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涉嫌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当地一开发商好处费1000
万元，又将1.3亿元土地出让款全部占为己用，
累计涉案金额1.4亿元。

邯郸市公安局一名民警告诉记者，担心事
情被抖出，崔某办理了提前离岗，因害怕取款
被抓，崔某生前曾利用网银转出100万元。至
于崔某为何突然在高速上跳车并撞车自杀，原
因正在调查中。 （据《华商报》）

“贤内助”反腐
亦称“廉内助”反腐，主要是指把反腐保

廉思想道德防线，延伸到领导干部的家庭，
让官员配偶参与反腐。这种形式在全国多
地都实施，有的还会签承诺书，有的地方则
会召开贤内助会议、展开培训。

如海南省东方市 2011 年底启动“贤内
助”廉政承诺书签订仪式，提出官员配偶要
当好“贤内助”，坚决管住自已，努力管好配
偶，管好子女和亲属。

2012 年底，广东省肇庆四会市针对近
400 名官员配偶开展廉政课程培训，当地纪
委称希望能找些新的角度警示官员。

“廉政账户”反腐
是指统一设立一个专用账户，党员干部

上交其收受的无法退回或不便当面拒绝的
现金、有价证券，在规定时间内将红包、礼金
等上缴廉政账户的，视作主动拒礼拒贿。

廉 政账户最早源于浙江省宁波市。
2000年初，该市在全国首开了“581”（“我不
要”之谐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专用账户。
此后各地纷纷设立廉政账户，账号各不相
同，多取自谐音。去年广东省市两级“廉政账
户”共收到 2931.7万元。今年 1至 6月，江西
省廉政账户进账790.57万元。（据《新京报》）

□新闻延伸

那些引发关注的反腐招式

研究成果“有钱能使鬼推磨”引发“吃药反腐”争议，
专家称研究并非针对官员腐败行为

邯郸一贪官高速路跳车身亡
涉嫌贪污受贿1.4亿 随身携带47张银行卡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研究
组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这一说
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
向。“吃药反腐”说随之引发公众关注。

真的存在“吃药反腐”的可能性吗？7月12日，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纾否认课题与腐败、贿赂行为有任何关联，主
要是为了研究什么样的脑神经机制会导致“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
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

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分析认为，这一研究意在探索大脑功能与
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能直接用在解释腐败行为上。而且“吃药反
腐”本身并不可靠，反腐关键还是靠制度。

引发争议的研究由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团队所
做，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行为神经科
学前沿》上，名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公
平准则受金钱调节的神经基础》。

有媒体在报道这一研究时称，这种
情况与收受贿款相似，大脑这个部位活
动程度越强的人士，就越倾向于牺牲公
平原则追求金钱。换言之，他们更容易
被收买。“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
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
倾向。”

报道在网络上引发公众的关注，被
普遍认为这意味着贪官的大脑与普通
人有所不同，也引发网友对该科研目的
的大量质疑。

北大心理系一名不愿具名的研究
者也认为，根据这一研究，“可能有人会
猜测到腐败行为上去，但以此为根据下
结论是不合适的”。

舆论的反应给课题组带来了困
扰。李纾说，无论该研究还是其单位的
科研进展报道中，都只字未提“贿赂”、

“腐败”或“贪官”，这属于随意解读，“不
是我们的本意”。

他表示，“这是一个基础研究，其研
究的是人们心理行为中一个普遍的正
常的现象，并不涉及心理治疗和药物干
预等方面内容”。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心理学院
教授约翰·唐恩与李纾有过两次科研合
作经历，听到中国公众对于该研究用于
反腐的讨论，他笑言：“人们可以往腐败
行为的方向去猜想，但作为研究来说，
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腐败行为，也很难
往那个方向去进一步研究。”

唐恩表示，贪官腐败，不是说他大
脑那儿出了问题，否则这会给政府和公
众传递错误的信息。“因此，很难通过心
理治疗或吃药来干预腐败行为。”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针对贪官

解决腐败问题主要靠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