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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据不完全统计，

去年全国公开报道13起

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

多数官员属于自杀，自

杀官员职务覆盖科级至

省部级。

●在官方调查结论

中，官员的非正常死亡

基本上和精神抑郁有

关。有质疑称：官员衣食

无忧、风光体面，何来精

神抑郁？

●可能很多官员都

有心理压力，甚至有心

理问题，但如果承认，同

事、领导都会戴有色眼

镜看待；多数官员心里

不舒服只会自己“闷

着”。

●接二连三的官员

自杀悲剧，公众将产生

种种不良猜疑，导致对

政府的信任危机，有关

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

心理危机干预。
把脉官员“抑郁”
又是一起官员自杀事件！
10 月 16 日 17 时许，韶关市

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独自到
武江区政府办公楼天台跳楼身
亡。

今年以来，官员自杀事件频
发。每每官员自杀消息被披露，公
众更多关心事件背后是否隐藏腐
败，但事后的调查表明，除个别官
员确实因涉及腐败而畏罪自杀
外，多数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官
员是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其中很
多是得了抑郁症。

四座大山重压官员神经

官场激烈的职业竞争；对时
代转型带来问责制度、网络监督
等监督方式的不适应；官员个人
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善；涉及
腐败

仅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不完全
统计，去年全国共发生 13 起官员
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
自杀，今年以来也有8起。官员自
杀方式多样，跳楼、割腕、开枪、自
缢，官员身份涉及党委政府、教
育、税务、金融等多个领域，职务
覆盖科级至省部级。

1 月 18 日凌晨，陕西省勉县
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
从勉县县医院住院部 7 楼跳下，
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排除
他杀可能。据其透露，并未发现冯
某在工作中有经济等违规问题，
他自杀可能与感情问题或家庭纠
纷有关。

2 月 5 日，广东省茂名市检
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在湛江市跳楼
身亡。知情人士反映，刘先进去年
开始就觉得胸闷、失眠，在自杀前
一段时间一直靠吃安眠药才能睡
觉，后被诊断为患有抑郁症。经湛
江市公安局调查，刘疑因健康原
因引发精神焦虑而自杀。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员“非
正常死亡”是今年的6月24日。当
日下午，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
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在广深
高速铁路线上，翻过围墙，撞车身
亡。

事后调查表明，刘亚军突发
意外系精神抑郁所致，没有发现
刘亚军在党风廉政方面有问题。

在官方调查结论中，官员的
“非正常死亡”基本上和“精神抑郁”
有关。对这样的结论，有不少人质
疑：官员衣食无忧、风光体面，何来
“精神抑郁”？甚至认为官员自杀就
意味着经济上有问题。

事实上，官员的压力来自各
个方面。据记者调查，官员精神压

力主要有四类：官场激烈的职业
竞争；对时代转型带来问责制度、
网络监督等监督方式的不适应；
官员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
善；涉及腐败。

身在官场

自古升迁一条路

官员向商人、学者转变成功
的只是个别案例，更多官员只有
一条道路可走，如果得不到职位
上的升迁将会产生焦虑情绪

雷州市委宣传部长陈云认为，
官员心理出现问题，职业本身的竞
争压力大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
公务员制度还不完善的体现。目前
公务员制度刚性太强，官员价值的
实现只有通过职务的升迁来体现。
官员向商人、学者转变成功的只是
个别案例，更多官员只有一条道路
可走，如果得不到职位上的升迁将
会产生焦虑情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说，同僚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使
官员产生孤独无助的感觉，缺少
发泄与沟通的渠道。官员若时刻
担心竞争对手趁机抓住自己某个
弱点，则心理压力过大是不言而
喻的。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

地 100 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
行调查发现，80% 以上的官员，特
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
“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
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
心理。64 . 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
员的压力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
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在一些受访公务员的理解
中，所谓官场“潜规则”主要是微
妙的人际关系。中山大学政治与
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
说，时下某些官员能否升迁，学
历、工作经历、职业素养等有时并
非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上面有
没有人关照”。为处理好官场人际
关系，不少官员费尽心思，心理压
力因此而生。
“可能很多官员都有心理压

力，甚至有心理问题，但如果承认
自己有事，同事、领导都会戴有色
眼镜看待；大家也不想和家里人倾
诉。”广州市直属机关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直言，多数
公务员，领导岗位的同志即使心里
不舒服也只会“自己闷着”。

行政问责网络监督加压

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
怕人情世故处理不好，常常失眠，

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生了不少

在专家们看来，官员心理危
机的产生与行政问责和网络监督
对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也有很大
关系。

国企老总，中海油揭阳能源
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志
雄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问责制
度、群众信访、维稳工作等，给官
员提出新的挑战。

同时，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
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
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
的巨大压力。很多情况下，官员只
要一言不慎，就可能会丢掉乌纱
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很擅
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
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
“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

看起来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
没多少人知道。”记者与一位到广
东某县挂职副县长的朋友聊天
时，他感慨道，“不是担心工作出
问题，就是怕人情世故处理不好，
常常失眠，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
生了不少。”

长期关注职场精英心理健康
的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龙
立荣认为，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
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员对突
发事件，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
等的提防与忧虑等因素，使官员
的心理压力倍增。

有的官员也向记者透露，“经
常半夜一接到电话就紧张得无法
入睡”。一位在广州基层工作的官
员向记者描述，问责制的出台和
不断完善，有效地监督领导干部
在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
中的“不作为、作为不力、乱作
为”，现在“一些懒官”、“庸官”不
好当了，压力自然倍增。

毋庸讳言，一些官员常常处
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
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
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
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腐
败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
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要还
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
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此外，很多官员不得不把大
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
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家庭不和
谐，出现了夫妻离婚、儿女教育等
一系列问题，从而也造成巨大的
心理压力。

官员心理干预迫在眉睫

官员存在心理危机，不但直
接影响到工作，还影响到与家庭、

朋友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弱化了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其自
杀并非简单的私人事件，应属公
共事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李成言教授指出，官员存在心
理危机，不但直接影响到工作，
还影响到与家庭、朋友的关系，
更严重的是弱化了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

有专家认为，面对接二连三
的官员自杀悲剧，公众也将产生
种种不良猜疑，导致对政府的信
任危机，对政府施政能力和官员
公众形象也造成较大影响。因此，
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
危机干预。

事实上，中央有关部门已意
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2005 年
6 月，中组部发布《要重视和关心
干部的心理健康》的文件，认为
“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
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
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
神崩溃”。

2010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四川调研
时也强调，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
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
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
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
力。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各地也
开始对官员心理危机进行一定的
干预，但往往由于侧重政治说教，
忽视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诉求关
注，因此效果并不太理想。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室李
江雪主任表示，官员心理健康的
关注仍停留在一个表层阶段，很
少有实质性的举措。由于身份和
地位的特殊性，当官员出现心理
问题时，他并不愿意去找心理方
面的专家来为自己减压，特别是
有关隐私泄密的恐惧更是让官员
对心理咨询望而却步。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应
该根据官员的特殊情况，探索建
立常态化的干部心理危机干预机
制，比如开通官员心理健康咨询
热线，聘请资深专业人士为心理
咨询或治疗专家，向承受压力的
官员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
心理保健。
“及时解决官员的心理问题，

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对于
国家、社会，尤其是官员队伍建设
而言意义重大。”长期关注、研究
我国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组织行为
学专家徐晓青建议。

本版稿件据《南方日报》

今年部分官员

自杀事件

◎ 1 月 18 日，陕西省
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
局长冯某从勉县县医院坠
楼死亡；

◎1月20日，安徽蚌埠
市人大常委会一副县级官
员在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
楼坠楼身亡；

◎ 2 月 5 日，广东省茂
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
在湛江市跳楼身亡；

◎ 6 月 24 日，民航中
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
记刘亚军撞火车身亡；

◎ 8 月 25 日，河北省
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
自缢身亡；

◎8月27日，江苏射阳
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
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
身亡；

◎ 9 月 21 日，浙江高
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其本人
办公室卫生间内自缢身亡；

◎10月16日，韶关市
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
从武江区政府办公楼天台
跳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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