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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别据#环球法律评论$%#清华法学&%

'天津法学&(文稿统筹!刘金林)

澳门检察官在侦查中的独特作用
!

杨 钊

澳门地区现行法制源于葡萄

牙 ! 与我国内地虽同属大陆法系 !

但在刑事诉讼法制上却存在许多不

同" 其原因首先是! 葡萄牙的法制

源于古罗马法! 而内地借鉴大陆法

系法律 ! 并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法

律" 其次! 中国与葡萄牙的历史和

文化传统完全不同! 作为文化表现

形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与政治制度

密切关联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差异

是必然的" 笔者对澳门与内地刑事

诉讼中侦查主体及其职权等方面进

行比较! 希望能对内地相关法律制

度的发展有所启发"

在澳门刑事案件侦查中! 可能

参与的机关有四个" 刑事警察在刑

事案件侦查中接受检察官和预审法

官的领导! 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

协助司法当局 !即检察院和法院 "

实现诉讼目的! 采取侦查措施! 主

动收集犯罪消息并尽可能阻止犯罪

后果的发生! 确定犯罪行为人" 检

察院是刑事案件的侦查主体之一 !

接受和审查控告 # 检举 ! 领导侦

查! 负责侦查案件# 起诉并在预审

和审判中支持控诉 " 在侦查阶段 !

有关行为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时 !

须由预审法官进行审查! 预审法官

赋予专属的执行权或许可权" 廉政

公署是专门负责反贪和行政申诉工

作的公共机关! 对公务员实施的贪

污犯罪及与贪污相关联的欺诈犯罪

依法进行调查及侦查"

澳门侦查体系以检察官为领

导! 刑事警察居于检察官的辅助地

位! 但是检察官并不是直接地进行

侦查! 其也不具有侦查职能! 不干

涉技术方面的事宜" 检察院必须跟

进案件调查过程! 可以命令或终止

其认为对发现事实真相有用或无用

的措施" 至于拘提# 执行羁押# 搜

查# 扣押是在检察官决定后由司法

警察执行" 换句话说! 检察官是强

制处分权行使与否的决定机关! 警

察只是执行机关! 其并不拥有强制

处分权 " 与内地的侦查制度相比

较! 澳门地区刑事诉讼的侦查主体

在职权范围# 相互之间的关系# 侦

查主体的定位及性质上都有所不

同"

比较差异 ! 不在于谁优谁劣 "

内地与澳门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上

存在的差异! 有历史# 文化# 社会

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原因" 比

较相互之间的差异! 是为了更进一

步促进相互了解与认识! 相互吸收

与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为进一步的

司法合作创造条件"

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 !

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 它

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

另一种文化" 从历史的观点看! 法

律是民族关于冲突和忧患的规范性

表达 ! 也是特定希冀和愿望的反

映" 它还是该国家 !地区" 经验的

反映"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 法律并

不只是法律规则的汇集! 它常常是

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因此! 我们

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

和经验时! 需要考虑如何使它与本

土的既有法律文化相契合! 使之在

实践中发挥作用! 澳门刑事诉讼法

律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过程的经验

值得我们思考"

"作者单位 !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反贪污贿赂总局)

家风是一种被信仰的力量

家! 对于中国人而言! 意味着

一种莫可名状 # 不可割断的情结 "

每到春节# 中秋节等家人团聚的日

子! 身在异乡的游子即使不能赶回

家与亲人团聚! 也总会在此时此刻

生发出无限的乡思 ! 这就是 $家 %

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的力量 " 家 !

何以在中国人心中涌动着如此巨大

的情愫呢&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而言 !

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系统是一种

最古老的社会聚合形态! 这一系统

以血缘贯穿其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

漫长的人类社会史中! 血缘的力量

逐渐显现出淡化的趋势! 这标志着

作为个体的人日益独立! 个体逐渐

受到关注! 而日渐脱离出这种 $神

秘力量% 的束缚" 但在中国! 这一

淡化的过程似乎慢了许多! 尤其是

在乡土社会中! 家族的存在仍是最

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 以致公权力

的组织也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 !

形成了家国同构的 $宗法制 % 传

统" 国是放大了的家! 家是缩小了

的国"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社会

组织形式和价值主体与西方国家最

大的不同就在于对 $家 % 的理解 "

可以说! 国家本身就是按照家的形

式构建起来的" 现代西方社会是以

个体作为权利主体来组织社会的 !

而传统中国则是以 $家% 作为基本

的权利主体来组织社会的 " 所以 !

家的观念无论是在中国人的情感中

还是行为中! 都是无可替代的"

家 ! 既然是一种社会组织形

式! 就需要一种机制去维系它的稳

固性" 自先秦三代! 中国便逐渐形

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统治模式和社

会治理模式! 国家之制的精髓就是

家制! 所以国家法中也充斥着家的

元素"

自夏禹$家天下%始就确立了古

代家族统治的传统! 特别是西周宗

法制的确立! 使得贵族统治权成为

家族世袭的核心内容" 这种情形一

直延续到东晋南北朝时期! 门阀氏

族制度的消亡使原来的上流家族感

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它们面临的

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自由流动的社

会" 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原

来的底层宗族通过努力! 可以跻身

上流社会!进入政治权力层!而原来

的上流宗族如果不能有效维系 !也

可能迅速衰落" 这就造成了一种局

面! 无论是上流宗族还是底层宗族

都必须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和影响

力" 再者!血缘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纽

带总是在不断淡化! 家族自身的聚

合力也随着分支的扩大! 关系也逐

渐疏远!五服之外!不复为亲" 就像

费孝通所讲!湖面抛个石子!随着水

波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 波纹也会

越来越浅!越来越淡!最终消失" 那

么! 家族靠什么来维系这一渐行渐

远的宗族聚合力呢&

时代赋予家族的要求与血缘本

身的特点都呼唤一种家族机制的形

成"这其中!族产#祠堂与家规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族产从经济上把族众聚

合起来!祠堂以共同的祖先崇拜把族

众聚合起来!而宗族规范则以共同的

行为规范把族众聚合起来"

从家规的历史文献来看! 虽然

汉代以降便有记载! 但宋以前! 宗

族组织对于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一

般还停留在以习惯与礼为准则的阶

段" 虽然某些宗族已开始制定宗族

法! 其内容也极不完备! 多为原则

性规定! 缺少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的具体的系统规定! 在形式上也缺

乏法律特征! 而以伦理性说教和习

惯为主" 颜之推在 '颜氏家训( 中

谈到 ! $夫圣贤之书 ! 教人诚孝 !

慎言检迹 ! 立身扬名 ! 亦已备矣 "

魏 # 晋已来 ! 所着诸子 ! 理重事

复! 递相模效! 犹屋下架屋! 床上

施床耳" 吾今所以复为此者! 非敢

轨物范世也! 业以整齐门内! 提撕

子孙" 夫同言而信! 信其所亲) 同

命而行 ! 行其所服 " 禁童子之暴

谑 ! 则师友之诫 ! 不如傅婢之指

挥 ) 止凡人之斗阋 ! 则尧 # 舜之

道! 不如寡妻之诲谕" 吾望此书为

汝曹之所信! 犹贤于傅婢寡妻耳"%

可知家规重在教育子孙 " 到了宋

代! 家法族规有了进一步发展! 主

要有司马光的 '书仪( 和 '家范(#

范仲淹 '义庄规矩 ( 与朱熹 '家

礼 (! 它们成为古代家法族规规范

化# 系统化 # 庶民化的奠基之作 "

至明清时! 几乎世家大族皆有家法

族规! 或者制定单行本! 或者寓于

家谱族谱之中"

纵览这些家法族规! 其内容无

非教导族众及其子孙应有的生活态

度! 以及治家处世等事项! 用以调

整本家族内部关系及家族之间的行

为规范" 它们普遍具有浓厚的伦理

色彩! 强调三纲五常" 具体则多为

忠君国 # 孝父母 # 敬师长 # 睦宗

族# 隆孝养# 和乡邻# 敦理义# 谋

生理 # 勤职业 # 笃耕耘 # 课诵读 #

端教诲 # 正婚嫁 # 慎交游 # 急徭

税# 守本分# 效忍耐# 尚节俭# 从

宽恕 # 息争讼 # 诘盗贼 # 杜奸淫 #

戒赌博# 防伪诈# 重友谊# 谨言行

等内容" 正是通过制定家法族规对

社会治理各方面内容加以规范来实

现宗族乃至整个基层社会的秩序与

和谐" 有学者指出! 中国宋代以后

的家族把注意力转到家族和社区内

部的建设**他们不再执着地强调

恢复 $宦族% 地位! 而是更倾向于

把其家族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社区

来整治和管理" 所以! 家法族规的

约束力总是会从一家一族辐射至一

乡一县! 乃至全国"

家风是什么& 在我们现在看来!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家庭的生活方

式#文化氛围#生活态度#精神情趣#

道德修养# 教育学习等等因素所构

成的一种场域" 这种场域本身是无

形的!但又是具有规范力的!家庭成

员身处其中! 精神与行为就会自然

而然符合这个场域的规范! 这就是

家风的力量" 而就古代而言!家的范

围要远远超出家庭! 而可以扩展到

整个宗族#乡里!乃至整个国家" 家

风也就不止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

表面化" 家规是一种有形的家族规

范形式! 而与家规互为表里的另一

种无形的规范形式就是$家风%" 二

者是相互衍生的关系! 家风可以具

体化为家规! 家规就成了家风的表

现形式" 而家规也可以引导和形成

家风!也就是规范的实践过程" 所以

说! 传统意义上的家规与家风实际

上形成了一种成熟和完善的家族治

理机制! 这种机制保证了家族的凝

聚力和生命力"

无论是历代世家大族! 还是今

天普普通通的平民家族! 都会在一

辈又一辈人对生存的不断探寻中积

累起代代沿袭的家风 ! 这就是传

统"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家

庭都会有自己的传统 " 所谓传统 !

从字义上理解! $传% 是指时间上

的历时性# 延续性! 是指那些过去

产生并存在着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

社会元素! 是纵向的" 而 $统% 则

是指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 并且含

有在同类社会元素中具有权威性 #

指导性的意思"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

或者宗族的传统! 我们可以更深入

地把它理解为是围绕家庭成员的不

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

事方式! 是一种具有规范作用和道

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 它无形中具

有一种规范的作用! 并且这种 $规

范% 是被人们信仰的" 家风就是一

种储存! 这种长时间的知识和观念

的储存经过世世代代不间断地传

承 ! 通过符号 # 语言 # 形象与概

念! 通过学习# 传授# 交感# 模仿

与启示等活动发生并完成" 它的内

容便是储存在语言# 风俗# 民间传

说# 制度和工具中的观念" 它一旦

形成! 便具有了支配各种精神和行

为的力量" 所以说! 家风是一种力

量! 一种被信仰的力量" 它支配着

家族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

也决定着整个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

和未来"

"作者为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副

研究员)

鬼神告状：追求正义的历史幻象

中国人自古就有清官崇拜的社

会基础和心理倾向! 直到今天这种

心态仍或多或少地会在司法实践中

反映出来" 历史上曾出现过狄仁杰#

包拯#况钟#海瑞等一批清官 !他们

的典型特征是+为官清廉不贪腐#不

畏强权#深谙社会正义观#足智多谋

善断案" 这些清官不仅具有人间世

俗权力! 还能与鬼神等神秘未知世

界交通!横跨阴阳来实现世俗正义"

这既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直观反映! 也是民众心理需求的补

偿机制"

'包公案(中有一个案例!说的

是扬州商人李浩去定州做买卖 !饮

酒醉倒在路边睡去" 丁千#丁万见财

起意! 夺走他身上的百两黄金后平

分" 为防止李浩醒来告官!二人将李

浩打死!用火烧化 !取出骨灰捣碎 !

和为泥土!烧成一个乌盆" 定州王老

买了这个乌盆盛尿! 夜里小便时乌

盆叫屈" 王老大惊!乌盆遂将前因后

果告诉王老! 并央王老带它去见包

公" 包公听诉后派公差唤来丁千#丁

万!二人皆不肯招供" 又唤来二人之

妻询问!亦不肯招认" 包公告知她们

丁千#丁万已然招供 !杀人焚尸 !化

为乌盆!黄金百两各自收藏" 二妻骇

然惊恐!承认黄金埋在家中墙下" 包

公派人寻得赃物后再审丁千#丁万!

二人无奈只得招供" 包公判决二人

谋财害命!俱处死刑"

鬼神告状折射出民众深刻的礼

法观念" 一个异乡商人被谋财害命!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没有家属追

告!侦破几无可能" 李浩不仅被烧成

灰烬!还和入泥土做成乌盆" 丁千#

丁万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首先冲击

的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儒家道

德底线" 在中国人心中!人是由魂#

魄两部分组成的!魂指的是灵魂!魄

则指的是肉体" 正常情况下!人的魂

魄合一!人死之后!则魂魄分离" 安

息之人!魂能顺利过渡到阴间" 而没

有家族背景#异地身亡#含冤枉死的

人!则成为所谓$孤魂%#$冤魂%#$游

魂%!附着于一定的外物 !如扶乩附

着于人!附着于千年古树 #盆子 #绣

花鞋#狐狸#乌龟等" 虽然丁千#丁万

毁尸灭迹如此彻底! 李浩仍然阴魂

不散!附着于乌盆出来告状" 这其实

是古代专制主义强大的社会控制力

在意识中的反映" 没有家族背景!游

离于宗法礼教约束之外的人! 对社

会公共安全存在隐患威胁! 被视为

一种精神污染的来源!如乞丐#游方

僧#异地经商之人"" 异地身亡为鬼

冲击儒家落叶归根# 慎终追远的丧

葬礼仪文化! 故为民众所厌恶和排

斥! 自然也希望通过司法裁判予以

严惩"

鬼神迷信赋予司法官员超凡的

裁断威力" 在古代司法裁判故事中!

不仅死去的被害人附着于外物鸣冤

叫屈! 司法官也被赋予了类似于神

的能力" 包公在人们心中的经典形

象是面色黝黑#不苟言笑!额头还有

半个新月" 在乌盆案件中!王老第一

次带乌盆出庭!乌盆一言未发!退下

后方知是包公神力太大! 需拿衣服

将乌盆包住! 挡住包公光芒的 $直

射%!方能开口说话" 诸如此类的故

事在'包公案(中比比皆是" 鬼怪冤

魂见到官员都要退避三舍! 甚至见

到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害怕不

已" 这些故事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专

制集权社会! 官僚的神秘威权不容

任何形式的侵犯和亵渎" 读书人因

饱读诗书!学而优则仕!也可能入仕

为官!故令鬼神害怕" 同样!与鬼神

打交道也是官方的专属权利! 皇帝

封禅祭天!地方官员拜城隍!都是官

方的特定仪式! 民间只能分享和认

同这样的信仰! 而不能私自与鬼神

世界沟通! 否则将被斥为巫术或妖

术!受到法律的严惩"

鬼神迷信反映出专制主义社会

政治参与的局限性" 为何民众会如

此热衷于用迷信来观照司法裁判

呢&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封建帝制

的后期! 普通民众没有任何接近政

治权力的机会! 无法通过自己的工

作或学习来改变自身境况! 更不用

说维护合法权益" 他们的任何权利

主张! 甚至对官方政策的稍许质疑

都会被视为政治上的风险遭到打压

扼杀" 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权力通

常只存在于一种法律文本和幻觉之

中! 或者当国家提倡某种道德行为

时! 他们才能抓住偶尔出现的机会

去获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 "

专制主义官僚体制颟顸迟缓! 清官

屈指可数! 民众无法奢望从中获得

公平对待和权利救济! 所以公平正

义只能建立在迷信和想象之上" 因

此! 这些所谓惩恶扬善的司法裁判

本质上是民众社会权利缺失的心理

补偿"

鬼神迷信让民众形成了简单

化#绝对化思维方式" 司法裁判的目

的是明辨是非# 定分止争# 维护正

义" 鬼神迷信运用于司法裁判使民

众形成简单化#绝对化思维方式!乐

于预设价值判断!拒绝理性思考" 且

看包公问案的程序! 在接到冤魂以

乌盆为载体告状!鞫问丁千#丁万无

果后!又鞫问他们的妻子" 审问无果

即以她们的丈夫已经招供为由诱

供!最终获得口供并查获赃物" 这种

断案模式建立在告状者的诉称是完

全客观真实#毋庸置疑的基础上" 但

到底谋财害命是不是事实!丁千#丁

万有没有被冤枉的可能! 则是大众

乃至官员无暇关心的问题" 无权无

势的普通民众在面对$罪犯%时才能

体会到些许的权利优越! 他们实践

官方倡导的道德箴言获得了政治参

与感"

乌盆等鬼神迷信显灵的司法裁

判故事建立在清官任意断案的基

础上" 这种任意断案不受成文法律

的掣肘 !却被民众视为更有利于实

现实质的正义 " 清官的断案往往

是以牺牲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为代

价的 ! 这种断案模式不符合明辨

是非 # 定分止争的法治基本价值

指向" 专制主义司法制度运行一方

面有大量常规的法律# 则例等明文

规范! 另一方面又经常因为官僚机

构的腐败而出现权力运行不畅的问

题" 明文规范无法实现! 民众只能

呼唤法外更高的专制主义权力来干

涉和介入! 而这些法外权力远离民

众的生活! 寄托于鬼神迷信就成了

唯一的选择"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

实现实质性的“分工负责”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我国刑

事司法中法检公三机关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

本原则$体现了国家机关分工制衡的科学原理%

一般认为$ 分工负责是指法检公三机关在刑事

诉讼中分别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但是此项

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存在着缺陷和问题$ 影响

到三机关正常运作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冤假错

案的产生与此也不无关联%司法工作中&分工负

责'的缺陷首先表现在对一些大案要案$三机关

往往在当地党委#政法委的领导协调下实行&联

合办案'%这种做法实际上将法检公三机关的分

工形式化$使得案件在侦查阶段往往已成定局$

随后的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形同虚设% 其次表

现在$ 三机关的职能存在一定的混同现象%譬

如$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某些侦查活动以法

律监督名义参加讨论或者提前介入$ 不仅同检

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相矛盾$ 而且检察机关

自认为在侦查阶段已经完成了法律监督$ 使得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程序功能虚化%再次$实

践中三机关的职能存在一定的互相取代现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从思想上明确 &分工负

责'是三机关关系的前提和配合#制约的基础$

防止职能混淆$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刑事诉

讼活动% 应当在深化司法改革中对三机关的关

系予以完善$ 坚持法检公三机关在办案中实行

实质性的&分工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

科学证据不都是科学的

司法人员既要重视科学证据$又不能迷信科

学证据$否则就会步入不当解读的误区%一是防

止把种属认定结论误读为同一认定结论%在刑事

诉讼中$司法证明的核心任务是认定哪个人是作

案人$而不是认定哪类人是作案人%同一认定结

论可以确定具体的人或物和案件事实的联系$但

种属认定结论就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同一认定

结论的证明价值要大于相应的种属认定结论的

证明价值%二是防止把倾向性鉴定结论误读为确

定性鉴定结论%很多种类的科学证据都可能出现

非确定性的结论$非确定性鉴定结论证明价值较

低$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据$只

能作为参考性证据或补强性证据%三是防止把试

用期科学证据误读为成熟期科学证据%科学技术

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的认

知往往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领域内的专家也会

众说纷纭%由于这类证据也戴着&科学'的桂冠$

所以容易被司法人员采信$造成对案件事实的认

定错误%四是防止把双边关联的物证误读为单边

关联的物证%任何证据都必须与案件事实具有关

联性%物证的关联性一般表现为连接两个事实要

素的桥梁$一方面连接已知案件事实$一方面连

接嫌疑人%这就是物证的&双联性'%

编辑
&

刘金林 校对
&

赵鹏 电子信箱!

'('5+,-.*,/0

传真
&

（
!"!

）
#$#%!&""

、
"&

热线电话
&

（
!"!

）
#$#%!!"#

!

刘志松

!

郑 重

从标签化
说“死磕”律师

作者! 御史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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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 标签化是理性之

敌%

所谓标签化$ 就是将某人或

某物定型化或者归入某一类$ 而

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

而最近 &死磕律师 '$ 就是一种

&标签化' 的表现%

律师 &死磕' 是网络时代下

法律界比较独特的现象% 这些以

&死磕 ' 为主要手段的律师自称

&死磕律师'% 对 &死磕律师' 的

态度$ 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们是

正义的化身$ 也有人说他们是讼

棍的代名词 % 对于 &死磕律师 '

的议论$ 越来越热门%

我认为$ 每个律师都是独立

的个体$ 律师应为自己的言行负

责$ 没有理由因为某个标签而受

到其他人不良行径的牵连$ 也没

有理由因为某个标签把别人的高

尚行为贴在自己脸上%

&死磕 ' 作为一种手段 $ 很

难说是好还是坏$ 关键还是要看

人% 理性平和是法律人所应当具

备的品质$ 但遇到确实违法的行

为$ &死磕' 也体现着捍卫法律

的勇气和决心% 不过$ 如果事事

&死磕'$ 无论违法与否$ 把 &死

磕 ' 当做一门生意 $ 打着 &正

义' 的旗帜谋违法之私利$ 那么

这种 &死磕 '$ 也只能体现个人

品格的卑劣%

我们应该把这种律师和 &死

磕' 这个概念切割开来$ 这样我

们才能更客观地认识 &死磕'%

&死磕 ' 只是一种手段 $ 它

没有那么高尚 $ 也没有那么不

堪 $ 关键还是要看是谁在运用

它 % 对于 &死磕律师 '$ 我们不

能一味吹捧 $ 也不能一棍子打

死 % 不能因为 &死磕 ' 这个标

签$ 而肯定或者否定一群人%

我们不能放任某些人把 &死

磕' 打造成割裂法律人群体的一

把利刃$ 用来划分势力范围% 那

样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所共同追

求的法治理想%

所以 $ 在我们关心和讨论

&死磕 ' 是在推动法治进步还是

破坏法治建设的时候$ 其实更应

该关心和警惕 $ &死磕 '$ 是不

是正在变为一个标签%

湘潭大学副教授万志鹏!

合理的民意有三个特征

近年来$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报道迅速成

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

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

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

虑的民意%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应当是

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

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

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合理的民意应当

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

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合理民意

不仅需要排斥意见主体的狭隘性和私欲性$而且

需要厘清是否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所认可%某些

涉案民意虽然不包含&私心'$却不是社会主流地

位价值观念所能认同的%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虽

然人们因为身份#地位#职业#教育背景等不同而

对同一事物会产生多种看法$但对基本的社会秩

序#对基本的公平正义感觉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