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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风光
下派检察官陈克勤到达金水县当夜$ 发生一起公

安局长养女被毒犯绑架事件$于是$解救人质%化装侦

查%千里缉捕%金钱腐蚀%女色下套%断尾求生&&一幕

幕缉毒与反缉毒%腐蚀与反腐蚀精彩场面接连出现'请

看下派干警将怎样坚守办案底线$ 大灾后的公安局长

灵魂将怎样升华(

!我没" 没带这么多钱# 再

说 # 我是买 " 买了保险的 $ %

!你说咋办&% !找交" 交警了

断# 谁的责任还难" 难说呢'%

!好好好# 你打电话你打电话'%

!!

车司机打了电话 # 不

久就来了辆警车# 车内下来两

个交警# 对现场拍了照# 又分

别将
!!

车司机和敖成银的驾

驶证" 行驶证收缴了'

!把车开到三分局接受处

理'%

交警留下这句话 # 开车先

走' 敖成银嘴里嘟嘟囔囔# 把

车发动# 跟着
!!

司机把车开

到了金水县交警三分局'

敖成银下车# 正要锁车门#

一个穿交警制服的人从办公室

出来( !两辆车都别锁# 我们

还要拍照' 你们两个到二楼办

公室去做笔录'%

敖成银和
!!

司机一前一

后走上二楼# 进入房间' 这时#

留在下面的一个交警立即上了

面包车 # 他翻开硬纸板垫子 #

用撬棍撬一下备胎'

毒品还在'

七

灵芝走出检察院 # 绍云把

车开了过来# 灵芝拉开车门坐

上副驾' 绍云看见灵芝眼中有

泪# 就从包里掏出餐巾纸塞给

她'

她说( !要不为你 # 我才

懒得讲这些呢' 记着我好处没

有&% !咋啦# 为我做丁点事就

翘尾巴&% 她撒娇( !对# 就要

翘 ' 你得感谢我 )% !怎么感

谢&% 她就说心烦***带我散散

心去' 老张说改天吧# 今天得

赶回局里# 有事'

!笃笃笃)%

!进来)%

沈纯朴等进来# 小陈发现

办公室里除局长外# 还有一陌

生男子' !小陈# 来来来# 给

你介绍#% 张绍云站起身# 指着

那男子# !这位是县工商局保

卫科尚科长# 以后你们工作有

联系'% 尚科长迎上一步# 两人

握手# 众人入座'

绍云道( !小尚 # 我县是

毒品泛滥重灾区# 特别近几年#

新型毒品增涨迅猛# 百姓怨声

载道' 我们准备顺着这条线索

追查下去# 目标不只打几个零

包贩卖虾米# 而是直指制毒窝

点# 直指幕后毒枭# 这就需要

你们工商局配合'% 尚科长说需

要做什么怎么做# 一切听领导

吩咐' 沈纯朴( !经局领导批

准# 下一步我们准备化装侦查#

派人接近敖成银' 据情报# 敖

已在李福镇宏发农贸市场做了

保安# 我们准备选这里为切入

口# 见机行事'% !工商局怎么

配合&% !请你给李福镇工商所

打一招呼# 就说有个远房亲戚#

要拉点菜到市场批发# 让其关

照'% !就这事呀# 举手之劳举

手之劳# 但不知你们打算派谁

去&%

绍云看着陈克勤( !小陈#

事先也没跟你通气# 这项任务

我们准备让你完成'%

!我&% 显然小陈缺乏思想

准备# 目光从局长脸上看到沈

大队长脸上' !对# 你'% 沈大

队长迎着小陈目光点头道 #

!金水县城是个小地方# 公安局

的老人大家都熟悉# 化装侦查#

得找生面孔才行啊' 我知道你

以前学刑侦的# 就向张局做了

推荐 ' 怎么样 # 没问题吧 & %

!既然领导都决定了# 有问题也

只能自己克服'% !工作不讲价

钱 # 好 # 不愧是上级机关同

志'% 局长接过老沈话头( !小

陈 # 执行任务期间 # 你叫雷 +

雷,,老沈 # 你给取的雷啥

呢&% 老沈( !雷彬'% 陈克勤

念叨( !雷彬雷彬雷彬,,记

住了'%

沈纯朴对闵璞卉说(!小闵#

下来给小陈办一张新的身份证#

化装侦查期间#由你具体负责与

他联系' %小闵(!好的' %

!叮咚叮咚,,%

!谁 &% 张绍云走到门口 #

从猫眼朝外瞅' 开门# 外面站

着的是苗灵芝# 手里提着个菜

篮子' 绍云小声( !你怎么来

啦&% 灵芝亦小声( !不你让我

来看郑姨的吗 # 忘了 &% !没

忘# 只是,,% !吵架了# 来

得不是时候&% !不不# 没有没

有 '% 随即高声 # !老郑 # 老

郑# 看看谁来了'% !别那么大

声# 我耳不聋'% 郑姨边说边过

来# 从头到脚打量道# !灵芝#

多久不来# 郑姨都想是不是哪

儿得罪了你'% !都是我不好郑

姨 # % 灵芝边说边举举菜篮 #

!这不# 亡羊补牢来了'% 张绍

云接过菜篮瞅瞅 # 明知故问 (

!灵芝 # 里面装的啥 & % !红

苕#% 又加句# !舅舅自家地里

种的'% 郑姨( !老伍进城了&%

灵芝 ( !没有 # 托人捎来的 '

他前年挑水不跌了跤吗# 脑溢

血# 抢救过来后就不能说话了#

现在是哪儿也不走'% 郑姨叹口

气( !跌跤的事听说了# 你舅

舅和我一样也是苦命'% 绍云(

!唉唉唉# 老郑说话要有根据#

你啥时命苦了&% !我的意思老

伍也病了# 和我同病相怜# 你

别多心' 对了灵芝# 进来进来#

坐沙发上# 郑姨有话问你'%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未成年人监护现状堪忧
!

本报记者 崔 洁 肖水金

通讯员 徐晓红 房 琦

未成年人受侵害案增多

!爸爸# 我错了# 下次我再也不敢

了'% 这是
"#

岁的倩倩生前给父亲郑东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今年
$

月
%&

日晚#

两次离异#跟女儿相依为命的郑东#因为

女儿倩倩逃学一周# 当天又迟迟不归而

大为恼火'在当晚女儿回家后#醉酒后的

他用钢管殴打女儿#致其吐血'尽管医院

努力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

%'

日凌晨
%

点左右#医生宣告倩倩死亡'日前#郑东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南京市秦淮区检

察院批准逮捕'

悲剧不止这一起 '

()"$

年
*

月
+"

日#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派出所民警走访

辖区泉水新村居民乐燕时# 发现其两个

女儿!

$

岁和
"

岁"均饿死在家中'事件

曝光后#公众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政府

部门职责履行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质疑和

讨论#使得该案迅速升温发酵#引起国人

关注'而就在该案发生前不到一个月#江

宁区刚发生过一起一名
""

岁男童在上

学途中被泼硫酸伤害案件'

近年来#未成年人乞讨"无人管护"

遭受家庭暴力的事件频频发生'

,)%,

年

%%

月#贵州毕节
-

名流浪儿童因一氧化

碳中毒死在垃圾箱内 '

,)%$

年
-

月 #河

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一名
-*

岁教师因性

侵
%)

多名留守儿童被逮捕'媒体报道的

未成年人遭受伤害的案件逐年增多'据

统计# 仅南京市#

,)%%

年至
,)%$

年#检

察机关办理的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

案件分别为
'*

件
%$%

人 #

%)*

件
%.-

人#

/%-

件
%$,

人'

,)%.

年
%

月至
-

月 #

已达到了
$0

件
.&

人# 仅江宁区检察院

就
'

件
'

人' 而由检察机关办理的只是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案件的一小部

分'

实践中# 更多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

件# 由于构不成犯罪或者因为是自诉案

件#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因此相比

对未成年人开展事后司法救助# 完善未

成年人监护制度更加重要'

监护缺乏明确的标准

!当前#法律对监护性质的规定并不

明确'%南京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办公室主任余红说 #!按照民法通则第

%&

条第
+

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

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该条文把监护

称为一项权利#即-监护权.'但是#作为

一项权利#法条却用-履行.一词而不是

-享有.来搭配'从法律对监护内容的规

定来看#监护也不像一种权利#而更像一

种职责' 立法者似乎作出了模棱两可的

规定'%余红认为#!这是现代法治理念与

我国传统观念的矛盾在监护立法中的体

现'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未成年人作为享

有公民权利的个体# 国家需要利用公权

力和社会力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但是按照我国传统观念# 在家庭内部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而

排斥公权力的干预' 法治需求与传统观

念的冲突# 势必导致在解决问题时困难

重重'%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监

督主体和监督标准# 导致出现问题后无

人监督#也不知如何监督'%余红说#李家

姐妹饿死前#公安机关+社区都发现存在

监护人监护不力的情况# 社区曾考虑到

乐燕的家庭状况# 给予其每月
&))

元的

经济救助'但是#救助金由乐燕领取后#

是否用在孩子身上#社区却无力干预'刑

法第
+*)

条又将虐待案件列入 !告诉才

处理% 的案件范畴# 导致只有出现了像

!饿死女童%这样的惨痛后果之后#司法

机关才会介入调查'

!在监护性质不明确的情况下#国家

如何对监护行为进行监督成为难题'%南

京市江宁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马虹介绍

说'

一方面#我国尚无专门的监督机构'

按照民法通则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

规定#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

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但是

对于监护的监督主体# 法律并没有明确

规定# 只是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 都有权予

以劝阻+ 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

控告'马虹认为#这种模糊的规定#看似

对未成年人进行了全面保护# 实则因缺

乏可操作性而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 国家也没有相应的监护

监督机制'监护人的监护行为是否得当#

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 公权力在

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 对失职的监护人

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应当由谁来接替失

职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民政+公安以及

司法等部门都没有清晰的认识'

饿死女童案发生后# 有记者问当地

民警 (!如果父母不履行自己的监护职

责#派出所有没有办法&%民警回答(!我

们没有这个权力' 他既不是罪犯又不是

犯罪嫌疑人#我们到他家#没权力把他抓

过来'% 在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警

察介入后多是对家长批评教育# 孩子只

能跟父母再次回家'对此马虹解释说#公

权力在介入家庭关系时# 必须有一个明

确的权限界定' 在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

情况下# 公权力主动介入家庭关系有滥

用职权之嫌#必将受到社会质疑'因此一

般只有当监护人严重侵犯被监护人权益

构成犯罪后#公安和司法部门才会介入'

社会救助力量微弱

!不仅国家对监护人怠于行使监护

职责缺乏有效手段# 对监护人无力承担

监护职责的#也缺乏足够的社会救助'对

未成年人社会化的救助体系# 还远未形

成'% 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检察长金波

说'长期以来#对父母缺乏监护能力的未

成年人#主要依赖民政部门救助#社区只

是按照自身的条件进行自发的救助#而

民间的力量更加微弱'前不久#南京社会

儿童福利院设立弃婴安全岛# 专门收治

父母无力抚养的婴幼儿' 结果在短短
$

个月内#就收到了近
%.)

名弃婴#严重超

出了福利院的承受能力'

!必须尽快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

度'% 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陆晓敏说#

!要以-儿童最佳利益 .原则和 -国家亲

权.理念为指导#加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

立法保护'%

+)%$

年
'

月# 南京市检察院向南京

市人大递交了/关于制定南京市未成年人

保护条例的立法建议0# 从四个方面提出

了立法建议( 一是明确监护人权利义务'

特别是明确对监护人不当行使监护权的

界定'二是设立监护变更制度'成立监护

监督机构# 细化监护监督的运行机制'三

是设立儿童关爱中心' 以民政部门为主

导#设立国家监护机构#为未成年人提供

救助'四是规定强制报告制度'要求学校+

医院+司法等特定机关#在发现未成年人

遭受侵害时#有义务向有关部门报告'

!制定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政策#

建立行政干预+ 司法干预衔接机制和保

护服务网络#形成政府领导+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让无法得到家庭

监护的困境未成年人得到政府和社会的

帮助#是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陆晓敏

说#!剥夺亲权并非法律的目的# 但法律

必须设定底线# 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

父母# 但是社会应运用法律保障所有人

平安成长'%

黄某嫖娼事件中的大众狂欢

因为嫖娼#演员黄某被拘留
%-

天

后被收容教育
*

个月$ 嫖娼一事甫一

曝光# 有媒体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起来%%%黄出演过的影视作品# 黄的

感情生活#探秘黄嫖娼的细节#女方当

事人的照片&姓名&身高#甚至隐秘的

身体残疾情况等报道一涌而出$ 某地

方电视台画面上一主持人手持话筒#

一脸严肃# 就像闾丘露薇战时采访巴

格达一样# 指着身后的大楼说'(这就

是黄某嫖娼的酒店$ )

从心理学上讲# 很多人在道貌岸

然的面具背后都有着隐秘的说不出口

见不得人的种种冲动和欲望# 例如窥

探他人$ 一些媒体(敏锐)地发现了这

种需要# 发现了提高影响力增加受众

的快捷渠道#于是投其所好#放大纵容

鼓励满足这些要求$ 这样的报道会不

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 会不会招致

民事官司&行政处罚*显然他们认为不

会#事实上也的确没有$

他们可能认为' 黄和另一个当事

人刘女士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 他们

报道#对他们的行为痛加鞭挞#是在为

社会主持正义$一个嫖娼者&一个卖淫

女有什么脸谈权利* 很多读者和观众

也不觉得有什么$每天生活太沉闷#大

家需要快乐# 哪怕是建立在他人痛苦

之上的快乐$ 有的人虽然自己也不干

净# 但好容易发现了一个被推到桌面

上舞台中的典型# 谁都愿意摆出一副

义愤填膺的嘴脸#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上#俯视当事人#骂一通过过嘴瘾#甚

至打两下蹭拳#以示自己道德高洁#嫉

恶如仇$

对于个别办案人员# 也许他也知

道国家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

像权# 知道案件刚刚发生很多事实尚

未查清#更没有定论#知道国家对于办

理此类案件在程序上的严格要求#但

他仍然把这个案子的许多秘密泄露给

媒体#也许是利益交换#也许是幸灾乐

祸的习惯使然$

至于两个当事人# 也许了解这个

行为的性质# 了解很多人在侵犯自己

的权利# 了解到自己可以通过合法途

径维权#但因为自顾不暇#只好选择沉

默忍耐$

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像印度那样有

着种姓制度那样严格的等级划分#但

为尊者讳是常识#学阿
!

欺负小尼姑

是习惯$所以贪官虽然倒下了#众多的

权色交易往往会用 (与多个女性保持

不正当两性关系)一句话带过
1

而一个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卖淫女被抓到了#

所有的人马上都松了口气# 都开始勇

气爆棚$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辱骂

她#轻贱她#欠她的钱可以不还++

总之# 因为她做了一个违法的事

情#虽然不严重#但在对待她的问题上#

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开手脚#所有的社会

规则都可以不遵守$她不再是一个拥有

权利的公民#甚至她不再是一个人$

对一个社会来讲# 如果仅仅因为

道德上的借口就可以随意破坏规则#

置法律于不顾# 因为一个人某一方面

的瑕疵就可以随意剥夺他所有的权

利#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在不确

定的危险之中# 因为每个人都不能保

证永远在任何场合不出现任何错误#

谁也不是道德上的完美者$

这个事件#对于办案部门来讲#是

一个普通的行政处罚案件, 对于黄某

和涉嫌卖淫的刘某而言# 是一场因为

一个小过错而要遭受毁灭一生可能的

灾难,对于某些媒体来讲#是一个抛却

职业操守扬名立万的机会, 对于广大

路人来讲#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 是一个折射

群体道德现状的镜子$

)作者系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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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沈说法

法心如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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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身健

指导案例是判例吗？

长期以来#(同案不同判)引发公众

热议#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为解决

这一问题# 司法部门探索案例指导制

度$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

应顺应时代的需要#积极回应司法实践

的需求#融入两大法系相互融合的大潮

流#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这

种对判例制度的殷殷期待很有代表性#

表明判例制度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热点#

许多学者强调最高法院指导案例在构

建判例制度中的推动作用$

以往学术界对于是否在我国确立

判例制度存在分歧' 一派主张建立判例

制度#提出'(要建立判例制度#首先要承

认判例是法的渊源#而且#还应该赋予某

些判例一定的拘束力),另一派则反对引

进判例制度# 认为案例在我国应限于指

导性作用#而不宜具有拘束力$其理由是

我国制定法基于立法权与司法权的严明

划分#法院不应代行立法功能$

从英美法实践看# 尽管判例制度

有消除(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巨大作用#

但是#当下我国并不具备建立判例制度

的条件$首先#判例制度是庞大的系统

工程#远非(案例指导制度)所能相提并

论$换言之#即使指导性案例卷帙浩繁#

也是量的积累#如果缺少相关配套措施

支撑# 成熟的判例制度还是镜花水月$

按照英美法对判例制度的界定'先例的

识别&适用规则&判例集的汇编&出版&

援引制度#以及相关的法院审级&管辖

制度等构成先例制度# 亦即判例制度$

该制度在英国法经过漫长发展过程#在

,2

世纪末方演化成今天样态# 绝非一

日之功$普通法程序是判例制度发轫及

成熟的根本条件#而(判例集&法律职

业&法院体系&诉讼程序&法学理论等在

先例原则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既然我国现实司法环境缺乏上述判例

制度的必备因素并且缺少催生判例制

度的相关条件#那么有些学者所鼓吹的

判例制度如何得以建立呢*

当下某些学者所构想的以指导性

案例为中心的中国判例制度从本质上

是判例制度吗*其实#指导性案例绝非

制度创新# 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以

及肥沃的现实土壤$ 帝制中国有着以

刑律主导#以案例补充的传统$案例的

主要功能是补充刑律不足# 使制定法

具体化#案例由朝廷修订&编纂&公布#

成为办案准则$杨鸿烈云'(律文之外#

尚有许多的-例.,而-例.之效力抑且

往往高于律文$)民国法律之外#也有

案例$ 大理院和最高法院的判例曾经

具有约束全国法院的效力# 下级法院

在通常情况下必须依照它们作出的判

决来审判案件$ 那么上文这些案例到

底是英美法意义上的判例还是指导性

的案例* 是否意味着这种情况下已经

建立了判例制度* 从判例法根本特征

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司法实践看# 指导性案例并非

前无古人$

/'&-

年创设的 /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0刊登不同类型案例$编纂者

认为案例(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正

性和权威性的特点# 是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

要工具)$当时最高法院通过公报案例

而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指导$那

么# 当时的公报案例和现在的指导性

案例有何异同* 大陆法国家也追求司

法判决前后一致# 这是司法一致性原

则的体现#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显

然#指导性案例和韩国&台湾地区等经

常公布的大法官判决一样不具有法律

渊源意义上的司法效力$

总之#(案例指导制度) 强调用于

指导的案例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

司法解释的效力$既然无约束力#则它

们就不应该视为判例$因此#案例非判

例#此例非彼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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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国家赔偿：寻找最接近正义的地方

国家赔偿法制定以来# 实施状况

难尽人意$ 但也正是在公民与国家讨

价还价的博弈之中# 制度的进步与文

明得以不断推进$ 国家赔偿法修改之

后# 这一制度的正义空间是否还有拓

展空间*于法治中国的新语境下#国家

赔偿制度是否还能释放出更大的正义

功能*最近的一桩国家赔偿案#引起了

我的深思$

安徽省亳州市的代某等
$

人#因

涉嫌制造一起灭门案# 坐了近
&

年冤

狱后被无罪释放$

$

人各获国家赔偿

*3

多万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

",

万元$ 对于赔偿数额
$

人均不接

受#认为
",

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

少$ 冤狱
&

年#

",

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到底是高是低*平心而论#在目前的法

治和社会背景下# 无论是与以往的国

家赔偿案相比# 还是参照司法实践中

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

",

万元都

不算是少$值得深思的是'为何当事人

还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太少呢*

深入分析# 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

其实还在看似没有异议的侵犯公民人

身自由权的赔偿标准$ 按照国家赔偿

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 每日

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

资计算$)据此#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的赔偿标准十分明确# 没有异议的任

何空间$相反#由于法律对于限制人身

自由的精神抚慰金的计算标准没有明

确规定# 于是在个案中就存在裁量和

博弈的空间$ 通俗地说#

$

人觉得
*)

万元的总数太少# 但囿于立法只能在

精神损害抚慰金上争取了$

不难看出# 当事人虽然将矛头指

向精神损害抚慰金# 实际上却是指向

赔偿标准一直未变的侵犯人身自由赔

偿金$由于标准过低#受害人无法突破

法律的明文规定而寻求到正式的救

济# 从而将诉求转向其他非正式的救

济$精神损害抚慰金入法之前#各种名

目的生活困难补助费# 很大程度上即

是弥补赔偿标准不足的(法外)途径$

例如佘祥林案#当事人获赔
,-

万余元

人身侵权赔偿金# 当地政府一次性给

予其家庭生活困难补助费
,)

万元$媒

体笼统称佘祥林获国家赔偿
.-

万元$

很明显#政府支付的困难补助费#虽然

具备道义上的正当性# 但却经不起合

法性推敲$

无法律根据的补偿或救助# 一方

面反衬出正式的国家赔偿制度在弥补

受害人境遇上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

又以一种非正式的潜规则让纳税人

(不明不白)地买单#蕴含着政府随意

花钱的极大风险$直到
,)")

年国家赔

偿法修改#增加了精神损害抚慰项目#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正式制度的尴

尬$例如
,)"$

年张氏叔侄案#张辉&张

高平二人分别获国家赔偿金
"")

万

元# 其中包含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

*-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

万元$不

难看出# 精神损害抚慰金填补了以往

生活补助的道义功能$

但是#由此带来的疑问仍在'精神

损害抚慰原本安顿的是人心所受的痛

楚# 却用来弥补生活境遇上的困顿#依

然没有解决原有赔偿标准的正义性困

局$正式制度无法回答来自正义的批评

声音' 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标准#实

际上把无辜者的牢狱之灾等同于平常

职工的上班工作$虽然精神损害抚慰金

有可能防范国家赔偿中规避法律的非

正式空间#但有时却起不到非正式救助

的实质正义功能$

",

万元虽然不少#但

是与以往个案中地方政府的各种补助

和实惠相比#无疑显得略少$作为一项

正义的制度#国家赔偿无疑也需要与时

俱进#从赔偿标准本身的正义性反思着

手#去化解正式制度的尴尬#找到更接

近正义的地方#让人的尊严更加光亮$

)作者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