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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的各项提案之中，关
于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几乎占据半壁
江山，而其中对保障性住房、物业
税征收以及房地产信贷调控成为关
注焦点。（《中国新闻网》 3 月 3
日）

楼市提案占据政协提案的半壁
江山，说明了什么？一方面说明了
政协委员们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
注，体现了百姓委员为百姓说话的
“良知”；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
的房价虚高、泡沫过大问题已到了
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中国的楼市里催生了多少亿万
富翁？ 2009 年度胡润百富榜显
示，在排位前 10 的富豪中，从事
房地产业及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富
豪(或家族)多达 8 位，房地产业成
了中国大富豪事实上栖身的集中行
业。可是，一边是大量富翁在楼市
诞生，一边是普通老百姓身无安居
之所；一边是房价已经远超出普通
群众的承受能力，一边是房价还在
不断上涨；一边是在畸高房价下房
奴不堪重负，一边是房产暴利居高
不下。这怎能不引发社会的焦虑和
矛盾？

住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它是生活的必
需品，是一项基本生存权利，关系
到群众的安居乐业。全国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日前表示，当
前楼市出现泡沫已是不争的事实。
确实，房价这样涨、楼市的泡沫这
样大，不要说老百姓吃不消，对于
我国社会经济而言，也是一种致命
的危胁。虽然房地产业的异常繁荣
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作出了贡
献，但房价进一步远离民生，房地
产泡沫越吹越大，社会财富、资源
向房地产过度集聚，直接影响到其
它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虚高房
价大大地透支了群众的消费能力，
成为影响内需进一步扩大的重要障
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对我国
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虽然政府一直强调要保持房地
产市场和房价的稳定，可群众何时
见房价真正稳定过？更重要的是，
当房价接连几波高涨，已达到“高
不可及”的地步时，这时再谈保持
房价的稳定，无异于“维持高房
价”同义。百姓盼望的是房价能否
降下来，降到适度的可承受的范
围。现在看来，如果政府不出手，
这种愿望是无法实现了。因为造成
如今楼市畸形发展局面的根源正在
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间千丝万缕
的利益关系。由于对“土地财政”的
依赖，一些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当
起房地产商的“靠山”，纵容房地产
商肆意大涨房价，片面追求从房地
产开发中获取卖地收入和巨额税
收，置市场经济规律于不顾，置民
生问题于不顾。解铃还需系铃人，
要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政府还需
伸出积极有效的干预之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
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房市出现明
显的调整迹象。在楼市自身的调整
动能已经非常强烈的情况下，日本
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发展带
来危害，便出台措施，试图阻止泡
沫的破灭。但最终日本没有能够拯
救楼市，反而延长了楼市的调整
期，使得楼市经过了一个更加漫长
的寒冬和更加痛苦的深幅调整———
被经济学界称为“失去的 1 0
年”。虽然中日的国情不同，但是
以增大房地产泡沫为代价来扩大内
需的教训不应在我国重演。显然，
现在是该到对房地产动“大手术”
的时候了！

■ 周末感言

楼市提案
何其多

□ 孙瑞灼

最近围绕吴晓波的话题，和经济学家吴敬琏有
关。 1 月 24 日，吴敬琏 80 岁寿辰，在随后为吴敬
琏举行的“暖寿会”上，吴晓波的新书《吴敬琏
传——— 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以下简称《吴敬琏
传》）正式面世。“最初带到会上 200 多本，很快
发现不够了。”吴晓波说，之所以赶在这个时间出
版，于公于私，都有其迫切的压力。

吴敬琏还住在 50 年代的公房里

吴晓波第一次听吴敬琏的演讲，是十多年前在
北京的一次论坛上。登门造访他则是在 2007 年的 6
月，吴晓波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拜
访吴敬琏，提出为他做一个口述史。“我印象中，
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他外表非常
温和，但绝不是随和的人。谈及现实及理论问题，
十分尖锐，没有任何客套的成分。”

记：为什么要做吴敬琏的口述史？
吴：我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发现，吴敬琏是

一个绕不过去的经济学家，在很多重要的争论和转
型时刻，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和声音。所以，
我对他的一生非常好奇。

我也是想通过对他的研究，梳理近六十年来中
国经济理论变革的脉络。事实上，这也是后来创作
《吴敬琏传》的内在逻辑。

记：你和吴敬链有密切的接触。我很好奇，这
样一位经济学家过着怎样的生活？

吴：可以说，吴老没有生活的，个人生活他基
本不考虑。在北京，他的寓所在一栋上世纪 50 年代
建的公房里，老苏联式的，在北师大，还是他夫人
周南女士分的房子。他的子女没有经商的。前两
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中方院长张维炯告诉我，
吴老将他在中欧讲课的大部分收入捐出来作为奖学
金。这件事我从没听他本人提过。

记：他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吴：吴敬琏的纯粹让我非常吃惊。他对名利看

得很淡，毕生在思考中国的进步。

最忧心市场法治化的进展

2009 年 8 月到 9 月，吴敬琏在上海有个集中讲
学的档期，他接受在这段时间完成口述史。访谈是
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读角进行的，过程由两台摄
像机全程记录下来。

当时正值盛夏，吴敬琏在夫人周南的陪同下准时
出现，穿戴整整齐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正襟危坐，一
讲就是 3 个多小时（场间休息一刻钟左右）。

记：这是强度很大、很密集的口述，从中你想
要得到什么？

吴：访谈前，我已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逻辑———
我决定把这位经济学家的人生履历与中国近百年来
的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史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经
济改革史上，吴敬琏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
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

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特别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
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价格
双轨制”的讨论他没有参与，当时他在国外。

记：书中你梳理了 12 场论战，给你印象最深的
是哪几次？

吴：有两场。一场是在 1990 年，吴敬琏坚持市
场化改革的取向，在中南海与保守人士多次面对面
地辩论，因此被称为“吴市场”，那场争论对中国
改革的路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次是在 2004 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的抉择。这场争论也非常激烈，而且迄今没有完全
的定论，在我看来，对这一主题的讨论以及政策设
计，将决定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命运。

记：当前吴敬琏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
吴：首要的是市场经济法治化的问题。经过多

年的努力，他感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已经破题
了，但 2003 年以后，法治改革的步伐却缓慢了下
来，腐败严重、贫富悬殊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等现象
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地步。在这些年里，性情温和的
吴敬琏表现出了无比勇敢的一面，他坚持不懈地呼
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对种种不正常的景象进行无情
的抨击，对中国改革的前途提出自己的担忧和建设
性的政策建议。

“孤独战士”的苦笑

吴晓波笔下的十余场论战，向读者曝光了若干
重大经济决策的内幕。被认为是“高层智囊”的吴

敬琏，事实上是“孤独的战士”。
吴敬琏本人在访谈中多次反对“高层智囊”这

样的头衔，也从来不愿意当什么“决策幕僚”或者
“国师”。他多次强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
学家，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给出政策建
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型的学者，这也是他得到尊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
一。”吴晓波说。

记：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公共视野中吴敬琏
的形象也有变化。从最初的先知“吴市场”，到上
世纪 90 年代活跃参与重大决策，再到 2000 年以后
“一言毁市”遭舆论讨伐， 2008 年甚至陷入离奇的
“间谍门”。

吴：是的，这很奇怪。他已经是这么干干净净的一
个人了，还要这样去被怀疑，我是有点看不下去。

在书里我也提到， 2005 年之后，吴敬琏实际陷
入三面夹击、两线作战的窘境中。这些攻击势力，
有顽固的“左派”力量，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
权的“当红新贵”，也有来自民众的反对。他对最
后一个群体的声音很在意，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为他
们说话，他觉得自己始终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2007 年，他在全国两会上关于“春运要不要涨
价”、征地拆迁补偿等问题的言论，引来了网民一
片骂声。现在网络舆论有一种暴力的倾向，它不去
判断发言者的语言环境，不去理解他的全局性考
虑，几乎是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既得利益者。吴敬
琏的声音娱乐化地出现在媒体上，民众没有耐心聆
听“大是大非”。精英的话语权呈现崩塌之势。

处在漩涡中心的吴敬琏是孤独的。吴老他本人

也很困扰，对此无能为力，也只能苦笑。
记：你在书里试图还原一些事件的真实情况，

你怎么看待这些非议的形成？
吴：我想，其原因大抵有两个。一是改革的复

杂性与丰富性，所有的经济形势判断及政策建议都
会引起不同的反响；二是利益群体的分野，有些人
不能认同吴敬琏所坚持的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主
张，希望保持现状或者退回到计划经济的状态中
去。吴老最担心民众被操纵，与自己的真正利益背
道而驰。我感到吴老他愿意我来出这本书，也是希
望有人可以把这些事说说清楚。我觉得不要讲他背
后有什么利益集团，老爷子 80 多岁了，已名满天
下，到这一步名利操纵不了他。

贵在保持清醒、自由的思考姿态

在吴晓波眼中，吴敬琏的家族史以及他个人的
曲折历程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时代标本”。

上世纪初，吴敬琏出生于一个改良主义者的世
家。他的外叔父参与过保路运动，他的母亲邓季惺
和继父陈铭德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是解放前最大民
营报业集团《新民报》的创办人。吴敬琏在 20 岁
前，他信仰“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 35 岁
前，他相信“革命救国”； 60 岁前他信奉“经济体
制救国”；如今他倡导“法治救国”。

记：翻阅《吴敬琏传》，能够看出作者以传主
的个人命运穿插，意在标注一段历史进程。你试图
从个人的记忆里挖掘历史，但记忆经常是选择性
的。怎样达到真实？

吴：你说得很对，记忆是选择性的，人们往往
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去记忆。之前我曾经写到
过，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因而对历
史的记录常常是拼图式的。日后大家有可能读到薛
暮桥传、朱镕基回忆录等等。对历史，虽然每个人
的讲述都有自己的角度、立场以及陈述逻辑，它们
都未必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只有把各自的“图
景”拼接起来，才可能让后人更丰富地了解那些发
生过的事实。

记：对你来说，吴敬琏口述史的记录是一件偶然
的工作，还是将要去做一系列经济人物的口述史？

吴：未来几年是想要系统地做这件事，这是一
件抢救性的工作。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 30 多年，
但是，由于缺乏预先的准备，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
有条理的、及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
原已是“一地鸡毛”。

记：吴敬琏对您本人有什么影响？
吴：吴敬琏对我的影响，除了经济理论方面之

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人格。你不能指望一位经
济学家“永远正确”，也不能苛求他穷尽当代所有
的困惑，然而，你却可以期望他始终保持清醒、自
由的思考的姿态，这是时代进步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羸弱和犬儒化，已经成为
中国进一步向前变革的一块“短板”。我们缺乏一
代具有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缺乏对国
家进步的整体的理性化思考。而这正是我们的责
任，是我们能够从吴敬琏身上汲取到的勇气。

3 月 3 日中午，吴晓波从杭州飞抵青岛，参加某企业全球经销商年会。从新华社记者，到“蓝狮子”财经

图书出版人，从事财经写作 2 0 余年的吴晓波和国内不少大型企业高管关系熟络。喧哗的年会上，身材瘦长的

吴晓波西装革履，目光机敏，保持着文人风度。其间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历史拼图中的吴敬琏
——— 对话《吴敬琏传》作者吴晓波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吴敬琏的个人传记目前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柳
红写的《吴敬琏评传》，一个是吴敬琏女儿吴晓莲
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吴晓波的《吴敬琏传》
是最新版本。令吴晓波始料未及的是，新书引发了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最初的发难者是柳红。 2 月 8 日，《经济观察
报》刊发了柳红的文章《话语权背后的责任——— 兼
谈为吴敬琏写传》。柳红担任吴敬琏助理长达 9
年，对于吴晓波在 2009 年 8 月至 9 月间对吴敬琏作
了 6 天累计 20 个小时的采访，随后在 3 个月里就写
完并出版了这本传记，她表示：“如果我是吴晓
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因为这
实为羞耻之事。”

2 月 11 日，《中国青年报》上张彦武据此发表
了另外的评论文章《吴晓波的商业之累》，对吴晓
波的《吴敬琏传》提出质疑。

3 月 2 日，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
《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对批评作出回
应。吴晓波写道:“我原本以为柳红的文章是对我的
新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毕
竟她比我更早接触并研究吴敬琏。然而，她的洋洋
四千字，都是在教我怎样写书、采访、做学问以及
怎么做人。你可以不屑于我的作品，但是，对于创
作诚意的怀疑，我必定不能接受。”

6 天， 20 小时采访， 3 个月写作，能不能写出
一本可信的传记？这是柳红最尖锐的质疑。吴晓波
解释，所谓的“ 6 天、 20 小时”，是指作者与吴敬
琏在摄像机的拍摄下进行的一次“长篇影像口述史
记录”。此前，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梳理等案
头工作，“以为我就靠这 20 个小时写成《吴敬琏
传》的。这恐怕是一个误解。”

“我提出写作《吴敬琏传》是在 2007 年，之后

我先后出版了《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
在这期间，我也购买了吴敬琏几乎所有的著作，做
笔记以及相关的案头工作。而当吴敬琏答应我的访
谈要求后，我其实已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逻辑。”吴
晓波在文中说。

擅长在时代宏观背景下叙事的吴晓波，这次在
《吴敬琏传》中延续以往的写作方式。“我这次写
作《吴敬琏传》，除了传主的生平之外，更注重的
是他以及中国 60 年来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其内在的
逻辑线是他亲身参与过的十多场经济论战。”吴晓
波表示，“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写作
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
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
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
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
题。”

柳红的另外一个质疑是，为什么只采访吴敬琏
一个人。柳红的《吴敬琏评传》采访广泛，她在文
中提到：“如果我是吴晓波，至少我要采访柳红，
从那里寻求更宽广的探讨。”

吴晓波的观点是：“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
只采访传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资料、历史档案的
传记。我这次写作《吴敬琏传》，除了传主的生平
之外，在论战这一层面上，大量的言论、观点及交
锋，其实都以各种不同的文本方式被留存了下
来……柳红在日前的那篇文章中罗列了数十位她采
访过的、与吴敬琏有关的人士。我并不否认她的劳
动。不过，那是她的、应该受到尊重的工作方式。
而我，有自己的、深思熟虑的方式。”

对于《吴敬琏传》引发的争议，吴敬琏本人并
未公开作出回应。

吴敬琏代言权“争夺战”
□ 卞文超 整理

吴敬琏与吴晓波

丰田章男
到世界各地道歉

丰田章男用了将近一周
时间就丰田汽车质量问题到
世界各地道歉。他说，丰田
公司职工目前正因此次导致
全球 850 万辆汽车召回的质
量危机而承受着公众的审
查。

布吕尼着性感礼服
迎接俄总统

3 月 2 日晚，萨科齐在爱
丽舍宫宴请到访的梅德韦杰夫
夫妇。法第一夫人布吕尼惊艳
亮相。由于裙子特别紧身，布
吕尼曲线尽显。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高锟教授上邮票

3 月 2 日，“高锟教授
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邮票小
型张”揭幕。该日，高锟教
授夫人黄美芸(左)给邮票小
型张设计者吴淑媚颁奖。

意大利盲人歌唱家
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

3 月 2 日，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好莱坞，意大利著名盲
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
利(右)在留名星光大道后由妻
子陪伴抚摸代表自己的“星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