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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大都市吉都%有两户人家%一户是经商的千

万富豪% 一户是贫穷的祖孙隔代家庭% 他们本互不相

识&一天%富家女儿吴静心在街头与贫家孩子萧河林偶

遇相识%两个内心孤独的人情趣相投%她和萧河林隐秘

来往%不久%吴静心神秘失踪了'(从此%吴静心的母

亲踏上了执着而又辛酸的寻找女儿之路& 吴静心最终

回家了吗)

微博反腐：注入反腐正能量

通过微博在网上曝光问题官

员!以达到监督腐败的目的!这样的

案例近年来并不少见"#日记局长$韩

峰%&天价烟局长$ 周久耕%&陕西表

哥$杨达才!&重庆淫官$雷政富'(

这些问题官员都是因网友微博曝光

而被查处的!而&房叔$%&房婶$%&房

妹$等一经网络曝光!也成为公众茶

余饭后的热点话题)&微博反腐$对

于社会公众来讲! 多了一个举报腐

败的途径* 对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

察机关而言! 多了一个查办案件的

手段)可以说!微博虽&微$!但&微博

反腐$力量却不可小视)

总的来说!&微博反腐$ 在我国

还是一项新生事物)网络是把&双刃

剑$!&微博反腐$如果能够沿着健康

的轨道发展! 将成为我国反腐的一

条重要生力军* 但如果缺少法治的

约束!那就很容易背离反腐初衷!增

加社会风险和运行成本)笔者认为!

应当用法治的眼光+ 法治的思维和

法治的方式来对待 &微博反腐$!为

其注入&法治正能量$"

微博反腐是治腐新实践

&对腐败零容忍 $%&坚持 ,老

虎-%,苍蝇-一起打$等重要论断!既

是党和国家反腐的方针政策! 也是

指导司法机关依法查办贪腐案件的

刑事政策! 彰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

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于反腐工作的

新的战略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再次强

调!&要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

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因此!&微博反腐$

作为一种新的反腐形式和途径!实

质上是我国进入到一个全媒体时代

的必然产物! 是对传统反腐方式的

适当延伸和拓展! 体现了党和国家

关于&廉政建设$的政策走向!符合

国情和民意)

我国宪法第
!"

条明确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

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

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

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从这一层面上

讲!&微博反腐$ 表现出的强大生命

力! 充分说明了在全媒体时代背景

下!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

和监督意识在不断增强! 社会公众

正在借助&微博$这一新的传播途径

和方式! 来积极行使自己的宪法权

利!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批评权)

&微博反腐$还体现了国际公法

关于治理腐败的前沿理念)&综合性

治理理念$ 正被世界各国所逐步认

同和接受! 而这一理念的核心就在

于强调腐败治理主体和治理措施的

多元化! 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腐败

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国家独占腐败

治理权! 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模式

单一%治理成本过高等问题!而将治

理腐败融入到社会整体发展之中 )

较以往&传统性治理理念$而言!&综

合性治理理念$ 更加重视社会公众

参与治理腐败的作用! 尤其是强调

了国家应当尊重% 促进以及保护公

众对于反腐信息的公布和传播自由

等)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微博反

腐$实质是.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

法对于治理腐败理念的一种实践和

创新)

微博反腐面临三大困境

&微博反腐$在我国目前面临三

大现实困境0

一是缺乏成文法律制度的有效

规制)目前!我国&微博反腐$最根本

的难题和最主要的困境! 就是其游

离于现有法律制度范围之外! 成为

了所谓的 &法外之地 $)比如 !有关

&微博反腐$的程序规制+微博举报

人的权利保障和救济以及相应的监

管制度等皆为空白! 这不仅给纪检

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查处贪腐案

件时候带来了&无法可依$的程序难

题和尴尬局面!而且非常容易&鱼龙

混杂 $!引发 &微博反腐 $的无序发

展!最终极有可能导致&微博反腐$

走上一条&非法治化$的轨道)

二是干扰案件查办工作的正常

进行)&微博反腐$ 一个非常显著的

特点就是时间短+传播快+影响大!

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非常容

易&打草惊蛇$!即在纪检监察机关

和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取证之前!被

调查者在得知有关信息之后! 迅速

会将相关证据材料! 尤其是一些重

要的书证+物证等转移+隐藏+毁灭

等! 或者与同案人员订立 &攻守同

盟$!以对抗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

关的调查! 这就往往为相关调查取

证工作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和挑战)

三是阻碍文明理性社会的培育

发展)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微博反

腐$ 中有三种现象值得引起高度注

意0目前&微博反腐$主要以道德为

准绳! 而道德的评价带有非常强烈

的感性色彩! 这种感性色彩在非正

常的环境中很容易走向极端! 引发

所谓的&网络暴力$!严重侵犯公民

的个人隐私权*一些人往往打着&微

博反腐$的幌子来对他人进行打击+

报复或者陷害!甚至&微博反腐$成

为极少数官员&争权夺利$的&决斗

场$*还有一些人利用网络微博匿名

的特征! 擅自发布一些子虚乌有的

贪污腐败案例! 扰乱正常稳定的社

会秩序!制造社会混乱)

微博反腐需要三大法治能量

如何使&微博反腐$走上规范!

传递法治正能量1

从立法层面上讲! 应尽快实现

&微博反腐$ 法制化) 党和国家必

须尽快将 &微博反腐$ 纳入到法制

的轨道! 通过以专门立法的方式!

为 &微博反腐 $ 提供法律制度保

障! 尤其是应对 &举报程序制度$+

&举报人保护制度$+ &举报责任追

究制度 $ 以及 &举报查处回复制

度$ 等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建立

健全一整套体系比较完整的 &微博

反腐$ 法律制度)

从司法层面上讲! 应尽快实现

&微博反腐$ 程序化) 纪检监察机关

和检察机关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协

作配合机制! 规范 &微博反腐$ 的

办案流程! 对于反腐信息收集+ 线

索受理+ 线索审核+ 线索移转+ 案

件查办+ 案件回复+ 结果公示等各

个环节作出明确规定! 增强法律法

规的可操作性! 真正将 &微博反腐$

的个人行为上升为正常的官方反腐

渠道! 创新办案方式! 拓宽办案渠

道! 提升办案质量)

从守法层面上讲! 应尽快实现

&微博反腐$ 秩序化) 作为我国反

腐重要力量的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

机关自身首先应以正确的心态来对

待 &微博反腐$! 既不能以 &官本

位$ 的思维来 &俯视$ 它! 也不能

以 &恐惧$ 的心态来 &仰视$ 它!

而是以一种 &平和$ 的姿态来平等

对待它) 此外! 一个文明而又理性

的社会主体是社会公众! 纪检监察

机关和检察机关有责任+ 有义务逐

步引导和培养社会公众对于 &微博

反腐$ 的法治意识+ 法治素养以及

法治能力! 扮演好 &微博反腐$ 的

&引导者$+ &保障者$ 以及 &实践

者$ 的正面角色! 鼓励社会公众理

性地参与到 &微博反腐$ 中来0 既

不能拿着 &微博反腐$ 的利剑! 在

保护自己的同时! 伤害到他人* 也

绝对不能打着 &微博反腐$ 的合法

旗帜去做 &打击+ 报复+ 陷害$ 等

其他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 从而真

正使 &微博反腐$ 成为社会公众依

法行使监督权的又一有效新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检察院$

退休收礼也要查一查
!

印荣生

杭州建筑行业一家企业主说 !

送礼就像抽烟一样! 上了瘾再戒总

会有点困难! 要紧人物虽然不在岗

了!但关系网还在!依旧能办事!而

且他们收礼心理负担小"所以!对退

休高官照送不误2据
#

月
"$

日.北

京晨报/3"

送礼 ! 对 #退休干部照送不

误$! 缘于 #退休干部$ 这个曾经

手握权柄的特殊群体有着广泛的人

脉资源% 他们在退休之前! 大多是

企业的 &好朋友$! 也在社会上结

成了庞大的关系网! 退休之后更是

少了顾忌! 与企业密切接触! 一心

一意地为企业服务%

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曾向媒体透

露! 该院反贪局在近两年办理的贪

污贿赂案件中! 很大一部分出现了

&行受贿经纪人$%&亲朋好友$'&专

家学者$和&退休干部$!成为行受贿

犯罪的专业经纪人且成为主力军"

其中!&退休干部$因为人脉广!仍有

影响力! 作为行受贿代理人也更受

欢迎"

这就难怪有些干部!刚退居&二

线$!未到退休年龄!就急于&服务社

会$了"他们退而不休!有的&退休干

部$虽然退了!也真的休了!但由于

他们在岗时在诸如工程决策' 土地

出让'招标投标'工程发包'物资采

购'资金运作'工程款结算等众多环

节上! 曾经为企业主说过话'&帮过

大忙$!企业主知恩图报!也会&照送

不误$"

&退休照送不误 $ 提醒有关部

门!对干部的监管!很有必要进行延

伸和加强! 既要管干部在职时及其

八小时外的生活圈'交际圈!也要严

把干部退休关! 把对干部尤其是党

员干部的监督!延伸到其退休后"

&退休照送不误$正是权力寻租

的一种兑现!它也是一封举报信!纪

检监察部门应按图索骥!主动出击!

查查这些礼都是谁送的(送给了谁(

可以肯定!只要真查!必有收获%

让亲民不再是场秀
!

韩雪

据媒体报道) 十八大之后!各

级党政官员开始对外呈现一股前

所未有的新风尚!那就是都在不约

而同地深入基层'走进民众%市长

坐公交'书记吃食堂'首长扫街道'

领导进工棚**许多评论将这些

行为称为&亲民秀$%

某媒体记者通过网络搜集相

关公开报道!发现十七大之后的五

年中有
!%

次&亲民秀$报道 !十八

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有
$!

次%

从
#&&%

年底至今六年多时间内 !

中国各层级政府官员至少上演了

'(

次具有较大传播效力的 &亲民

秀$%

对于&亲民秀$首先应该给予

肯定!这是官员改进作风!践行群

众路线的具体体现%然而!我们也

应看到民众对&亲民秀$还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误解和质疑% 比如!某

市长自带零钱挤公交!新闻中一句

&问在哪儿投币$! 引来网友调侃)

看来市长是真没坐过公交%某电视

台记者报道&地铁偶遇书记$!被质

疑是安排好的%

我们相信这些领导亲民的初

衷都是良好和纯正的%之所以被会

错意!遭遇尴尬!首先是由于这些

年! 官员亲民的举动还是太少%换

句话说!这些年许多官员高高在上

远离百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做

法!疏远了干群间的距离%而当越

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改变传统

的出行'调研方式!走亲民务实的

路子! 恢复党的老传统老作风之

时!很多人反而觉得不适应!这可

能需要一个过程%

再有 !对于 &亲民秀 $的种种

&吐槽$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出一

种期待! 对于官员改进作风的期

待! 对于官员走基层听民声的期

待! 对于务实亲民政坛新风的期

待% 网上一条被热转的微博这样

写道)&

#&)!

年! 期待广东的书记

出街喝早茶! 陕西的书记街边吃

肉夹馍! 广西的书记小食店里吃

米粉! 云南的书记和群众一起吃

米线**希望
*+"!

年! 更多的领

导能够轻车简从! 坐公交乘地铁!

深入农家地头和居民草舍!和群众

说说知心话%$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群众希望亲民有始有终!有措施有

效果!希望亲民不再是秀!是一种

办实事%

让亲民不再是秀!各级官员还

需多下功夫%一是将亲民惠民制度

化常态化科学化%避免亲民成为官

员冲动之下的个人意愿和跟风崇

上之举!消除公众对此类事件不必

要的误解!疏通官员与公众沟通的

渠道%

二是亲民的内容要迎合百姓

需求!真正解决问题!力争取得实

效!避免为亲民而亲民%想百姓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看民众真正

关心什么! 需要引导怎样的风尚!

增加针对性%

三是要持之以恒 ! 不搞一阵

风%比如!领导坐公交!不妨就规定

每周一次!坚持经常!做出样子!民

众的质疑自然消失%防止各种亲民

举措半途而废!无疾而终!才能提

升公信力!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

别带走一丝云彩
!

曲征

*&"!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全国

范围内共有逾
"!&

万人通过报名审

核!"公务员热# 依旧持续高温$不

过!也有一些人作出了"逆向%选择&

'花
!

年考上公务员! 干
"

个月辞

职%("深圳公务员)降温*!去年
*$"

名公务员离职# +,选择 -去 %或

-留%成了年轻公务员需要面对的话

题.据
*

月
"$

日.中国青年报//0

工作稳定( 待遇高( 社会地位

高! 是人们选择当公务员的主要原

因1但是!如果到了-死也要死在编

制里#的程度!就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了1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来挤

这独木桥! 势必与其他行业争夺人

才1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国家(社

会的发展!因为作为社会管理人员!

公务员靠纳税人来养活! 不属于创

造社会财富的创新型人才1在美国(

新加坡!年轻人很少垂青公务员1

说来说去! 公务员不过是个职

业而已!理应与其他职业一样!有人

进来!有人出去1公务员-跳槽#(-辞

职#应该成为一种常态1因此!不妨

理性看待公务员辞职现象! 将公务

员当做普通职业来看待1 既不要抬

高其职业地位! 也不要将其 -妖魔

化#!剥离附着在公务员身上的各种

特权! 将公务员的待遇回归正常状

态! 像其他职业一样! 除了工资之

外! 不能有各种隐形的灰色收入甚

至黑色收入1当-公考#不再热!公务

员辞职不再引人关注! 那才说明公

务员的待遇进入了正轨1

如果有些人离开公务员队伍的

主要原因! 是因为近来各项禁令影

响了其获取灰色(黑色收入!在笔者

看来!这些人倘要辞职!于国于民反

而是好事1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

轻的来!别带走一丝云彩1

*训诫中心+不能止于取消

%

人民日报!4人民微评0根除劳教依赖5劳教

制度已被废止!#信访排名$逐步摒弃!信访制度改革

路径清晰!但#非正常上访训诫中心$的出现!却再次

说明清除强力维稳思维并不容易6群众要讨个说法!

地方有维稳压力!唯有建立尊重法律权威7依法处理

矛盾的共识!才能最终根除劳教依赖)

%

法制日报!

,

本报声音
,

4上访训诫中心!打

着改革旗号违法5媒体报道河南多地建立&非正常上

访训诫中心$!质疑其成了变相的劳教所)改革创新

为何事与愿违1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缺乏法治

精神+漠视公众正当权益的陈旧思维+惰政思维没有

改变!实质上不过是在竭力地想要新瓶装旧酒)

%

天津日报!

,

海河夜话
,

南阳等地建 &非正

常上访训诫中心$!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让公民

不断&接受教育$!不少网友质疑其为&新型劳教所$!

值得关注)劳教制度已废!思想认识是否跟上了1面

对&非正常上访$这类棘手问题!如何用法治思维处

理+化解!确实是一大挑战!需要探索)但法治之路!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

新京报!

,

快评
,

4训诫中心! 是否非法拘

禁15对于&非正常上访训诫中心$!河南官方发文认

定不合法!并要求各地清理)既不合法!此前堂皇挂

牌运行!又是谁设谁批的1无故限制公民自由!涉嫌

非法拘禁!公职人员知法违法理应追责!从重处罚)

此事若止步于浮光掠影清理场所! 难保类似训诫中

心换马甲再次&复活$)

%

京华时评!

,

声音
,

4&训诫中心$不能止于取

消5如果事实不清+责任不明!再轰轰烈烈的&彻查$

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由于各地训诫中心均不同程

度存在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 一些个案可

能涉嫌多重犯罪!不独需要公安机关深入调查!更需

检察机关依职权介入)

签到岂能玩*穿越+

%

新华视点!4新华微评5据报道!安徽滁州市

城管局某副局长提前将未来几天的签到全部签满!

引起热议)城管局长的做法应该谴责!监督方式沦为

形式更值得深思)&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的现

象频现彰显有关部门监督不力!惩处不严)监管沦为

形式让民众寒心!更让相应部门蒙羞!有关部门应给

予重视)

%

安徽日报!4

-.

!你早5城管局长&提前$一周

签到!行政服务中心只有两人在岗!乡镇工作人员上

班睡觉((据央视报道!节后上班快一周!有人仍在

打&年盹儿$)长假结束!就应打消&年气$)既已上班!

就该收心)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不仅是节令规律!更

是为了年底的满满收获)筒子们!打起精神!&马上进

入状态$吧8

提前签到

河南一些地方现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

胖子倒还和气!没怎么跟她

计较%李长江也很客气地向胖子

道歉!胖子笑说)&谢谢李大队长

的信任%隔三差五跟你们郑局一

块吃饭!要是当绑匪!就对不起

郑局了+$

在回家的路上!吴定成埋怨

妻子)&我发现你现在有点神神

叨叨的了%有什么事!先打电话

跟我说! 不要自己到处乱跑!惹

是生非%$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女儿!

叫我怎么在家坐得住%$ 李如春

叹气说) &这么多天了! 不知

道她是死是活**$ 说着啜泣

起来% 吴定成叹了口气! 不再

说话%

四

早日找到女儿的渴望让李

如春坐立不安! 她恨不能生出

三头六臂! 长出八只翅膀! 有

孙悟空七十二变能力! 上天入

地! 找遍地球每一个角落! 直

到把女儿找出来% 可一个月来!

她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 想到

找的地方都找了! 可女儿依然

不见踪影! 她感到了自己的无

力与无助%

这些年来! 她事事都是顺

心顺意 ! 丈夫生意越做越大 !

她成了富太太 ! 不用上班了 !

住的是大房子 ! 出门有车开 !

她过的日子舒心而安心! 她以

为这辈子可以这样一天比一天

幸福地过下去了 ! 突然之间 !

女儿失踪了+ 她瞬间也就从温

暖窝掉进了冰窟! 这让她感受

到世事的无常! 富有又怎么样(

富有能保人生的安稳吗( 富有

能给自己' 给家人罩上万无一

失的金钟罩吗(

&呜**呜**$

花花从女儿的房里走出来!

失魂落魄!无精打采%自女儿失

踪后! 花花也变得六神无主!总

是在屋里转来转去!食物也不爱

吃了!一天天看着瘦下去%这一

个月来! 她整天忙于外出找女

儿!也顾不上照顾它%

看着小狗东嗅西嗅的神情!

李如春突然想!是不是花花能帮

她找到女儿(这么一想!李如春

兴奋起来%是啊!狗的嗅觉是最

灵敏的!警察不是常用警犬来追

踪歹徒吗!花花虽然不一定有警

犬那么好的嗅觉!但也不会差到

哪去% 平常女儿逗它玩的时候!

爱训练它找东西!她就看到过一

回!女儿把一个小球扔到树丛里

去!花花冲进树丛里!很快就咬

着出来了%

对! 应该让花花出去找找%

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花花 !

来+$她朝花花招手!花花像是有

满腹委屈似的!奔过来!钻进了

她的怀里! 嘴里仍呜呜叫着%李

如春心疼地抚摸花花)&花花!想

念静静了是不是(我也和你一样

想她!你是她的宝贝!她是我的

宝贝啊%你难受!我也不好受哦%

花花!我们振作起来!一起找静

静好不好(你吃过饭了没有($她

摸摸花花的肚皮!瘪的)&一定要

吃哦! 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找静

静%$

李如春抱着花花走向墙边

的矮柜!找出一袋狗粮!打开!拿

出一块放到花花嘴前!可花花只

嗅了嗅!没张嘴%&花花!要吃的!

饿坏了可不好%$ 为了能让花花

有胃口! 她索性给花花做个示

范!她将狗粮放进了嘴里!嚼得

又香又脆! 表示这食品很好吃!

接着再拿一块放到花花嘴前!这

回花花果然吃了起来%

待花花吃饱后!她抱花花到

女儿的床上! 把被子摊开)&来!

花花!好好闻一闻!记住静静的

味道哦%$

李如春牵着花花出了门!看

着花花专注地往前奔跑!她心头

生起隐约的希望%花花!如果你

能找到静静!静心也不枉收养你

一场+我们一定永远待你好+

花花一路小跑着! 虽然它

个头小! 速度却不慢! 有时李

如春得小跑才跟得上% 跑过两

条街道! 她已感到气力不支了!

不得不坐下来歇一会儿! 可花

花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不肯歇!

直拉绳子要继续走% 她猜不透

花花是真有灵性 ! 还是贪玩 !

才这么不知疲倦地走! 她心里

暗暗祈祷%

过了一座大桥!又过了两条

街道! 到了一个居住小区门口!

花花不继续沿大街往前走了!而

是拐进了小区里%李如春心里一

动!难道花花真有灵性(她不由

加快了步伐! 以跟上花花的速

度%

这是一个中型小区!从大片

的绿地和绿树看!应该是个很高

档的住宅区! 没见什么行人!进

进出出都是漂亮的小车%转过几

个路口!花花来到了一栋楼房的

楼梯口% 楼梯口的铁门锁上了!

进不去!花花前爪扑到铁门上直

抓%李如春也没办法!只好等待%

过了一会儿! 有人来了!开

门上楼! 李如春跟着上了楼梯%

到了三楼!花花停住了!抬起前

爪抓门%李如春心里一惊!难道

女儿在里面吗(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摁响了门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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