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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荣

江 河 水
'江河水(是一部长达七十三万言的鸿篇巨制$他以

东江港的改革为主线$以一起文物走私商业间谍案为副

线$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呼唤着

时下文学作品中久违的英雄情结% 整部作品构思缜密$

气势恢宏%全书以名曲)江河水*穿插其间$犹如一部感

人至深的交响乐$分为四个乐章!沉船+开工+抗命+起

飞$由于篇幅所限$特选取第四部)起飞*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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琊山煤矿的日常工作已由

赵达夫主持! 秦池与赵达夫合

演了一出双簧" 双簧的上半场

是# 赵达夫以江河伙同廖汉中

试图编造虚假文件! 骗取上市

资格为由! 指责东江港缺乏诚

信! 提出中止与东江港签订的

中转运煤合同! 这在东江港掀

起轩然大波! 东江港内部反对

上市的呼声也骤然强烈起来"

对于江河而言! 上市受挫!

给东江港带来经济上和声誉上

的损失不言而喻! 他心存愧疚!

秦池借机上位! 他也只能退避

三舍" 令他不能接受的是廖汉

中受到牵连! 他想去省里说明

情况! 为廖汉中申诉! 可思来

想去! 竟又找不出足够的理由"

江河不能不承认! 这一次

自己疏忽了! 郑大成律师提出

的那个二百万吨中转留存! 江

河当时是认真考虑过的! 以东

江港目前的经济实力! 若要取

得上市资质! 这的确是上佳选

择" 况且两家签订的六百万吨

煤炭中转合同是实打实的! 二

百万吨中转留存虽然不具操作

性! 但理论上可以理解为含括

在六百万吨之内! 写上一纸备

忘录! 在法律上也不是完全说

不过去" 江河没想到赵达夫会

拿此事做文章! 给廖汉中罗织

了一个编造虚假文件帮东江港

骗取上市资质的罪名! 加上方

秋萍还活着这颗重磅炸弹一同

上报省纪委! 导致廖汉中被立

案调查" 当然! 六百万吨中转

合同肯定是要执行的" 双簧的

后半场是 ! 经秦池多方努力 !

琊山煤矿同意继续执行! 这让

秦池理所当然地成为东江港力

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 自沉船

事故以来! 秦池一直处于守势!

这些天才又重新找回了当年指

点江山的感觉"

上午! 秦池正在办公室里

喝茶自乐! 门一推! 孟建荣进

来了"

孟建荣来向秦池辞行!对秦

池而言! 孟建荣可谓一把双刃

剑!他既是秦池的提款机!又是

一颗随时能够引爆的定时炸弹!

孟建荣离开东江! 他心里很纠

结!在舍得与舍不得之间"

孟建荣心中也是百味杂陈!

但更多的还是伤感" 东江港是

他掘到第一桶金的地方! 他从

来没有想到过会以这种方式离

别! 更没有想到过他会南下广

州去做一个茶叶商"

秦池亲自给孟建荣斟了一

杯茶! 孟建荣如此离去! 他心

里多多少少有些怆然和失落 !

可两人又都明白! 此时的离去

要远远好于坚守"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魔 #

海岩"

秦池给孟建荣斟好茶 ! 直

言不讳说# $建荣! 你这一走!

东江港若不彻底洗牌! 你就别

回来了% 你这次栽就栽在海岩

身上了! 这个蠢货简直是狗胆

包天! 你说他是怎么想的! 竟

敢在抗洪的节骨眼上弄虚作假!

他这不是找着挨枪子吗&'

孟 建 荣 也 是 一 脸 愤 懑 #

$海岩太贪! 给了他二百万! 叫

他远走高飞! 他不肯! 又让我

追加了二百万才肯走%'

秦池愕然 # $真是岂有此

理('

孟 建 荣 痛 心 疾 首 地 说 #

$秦局长! 要说起来还是你用人

失误! 海岩这样的巨贪怎么能

当商务处副处长呢& 修煤码头

防洪堤时! 他给我提供的螺纹

钢! 全是乡镇企业小高炉里出

来的劣质高碳钢! 价格不到市

场价的五分之一! 我怎么敢把

这样的劣质钢筋用到防洪堤上

去 & 可当时我也不敢得罪他 !

把事情直接捅到你那里去% 后

来我听说! 海岩也怕劣质钢筋

用到防洪堤上出事! 私下里又

做了一个退货处理! 和生产厂

家弄了一个假退货凭证! 这不

是把我玩进去了嘛! 防洪堤一

旦出了事! 责任全是我的( 我

没办法! 只好从其他工地上调

了一批合格钢筋! 把那批劣质

钢筋替换下来% 要不然! 这回

洪水来了 ! 防洪堤非溃堤不

可%'

秦池脸上露出愠色#$建荣!

你既然替换 ! 就替换干净嘛 !

你留个尾巴干什么& 防洪堤上

出现了两处坍塌! 坍塌处用的

全是劣质钢筋%'

孟建荣悔恨交加道#$当时

我那批好钢筋调过来! 还差两

三吨的缺口 ! 我就没太在意 !

在几处不那么紧要的堤段用了

几吨海岩的钢筋! 唉! 就那么

几粒耗子屎 ! 把整锅汤都坏

了%'

秦池亦无语! 孟建荣把替

换下来的那批劣质钢筋用到哪

里去了他心知肚明! 只是从来

没有点破过! 只要防洪堤不出

事! 问题就不大% 这次一棒子

若打不死江河! 日后是鱼死还

是网破还真难下定论%

孟建荣喝一口茶! 直言道#

$秦局长! 我把话说白了吧! 你

用不着担心海岩! 海岩那边有

我扛着! 只要我不出事! 你就

无忧! 我离开东江! 想必也正

合你意吧&'

秦池皱起眉头#$建荣!你这

话是什么意思&'

本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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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里的“被遗忘权”

近日!歌手姚贝娜的逝世在

网络上引爆了一场混战!从博客

到微博!再到微信朋友圈!很多

人站出来发声!表达自己的立场

和观点"这其中既有对逝者生前

的负面评价!也有对她逝世后的

备极哀荣! 诸如捐献眼角膜#被

无良媒体偷拍遗体的信息"尽管

斯人已逝!但这些信息都将留在

网络的记忆里"

信息传播和保存的样态与

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

网络技术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

变得瞬间化!一则新闻会在瞬间

传遍全球"网络也使得任何人都

可能成为一个传播的媒体!任何

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迅速地记录

并传播发生在身边的各种事"我

们每个人都是记者!任何人也都

可能成为被记录者"网络的匿名

性也使得在这个真假难辨的世

界里!谣言和诽谤出现的可能性

更大!数量也会更多"但是网络

技术发展带来的最大难题在于

网络上的信息会得到长期保存"

在前网络时代!对于信息的记载

都是有限的!若干年之后这些信

息的载体也会消失"现在!网络

技术改变了这一切!让大量信息

的保存成为可能!但是这样的结

果却是令人喜忧参半"

大数据时代的基础就是大

量信息的留存!但是这种留存对

于我们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偶尔的一次犯错!就会

被人记录下来传到网上!并被无

数的人阅读#转发和保存"虽然

你已经纠正了错误!但是这些有

关你犯错的信息依然存在于网

络上!也许某次应聘的主考官正

好利用了网络的%大数据&!看到

了你的这些记录!应聘可能就会

因此而失败!你突然发现自己已

经不能%浪子回头金不换&"

但是网络上的个人信息也

可能是谣言和诽谤!网络的快速

传播和匿名性让我们不可能大

声地告诉全世界%这一切都是谣

言&"即使能够如此!又有多少人

会相信你的宣告"网络世界的信

息会延伸到现实世界!即使你迁

往另外一个新的地方!也无法避

免这些信息重新在你的生活中

冒出来!因为强大的搜索引擎会

把这些信息再次呈现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多么渴望被

这个世界遗忘!德肖维茨曾说权

利来自于不义! 因此法律上的

%被遗忘权& 应运而生" 欧盟在

!""#

年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中

曾提出了这个概念!欧盟最高法

院也在
$%!&

年
'

月作出裁定 !

允许用户可以要求相关搜索引

擎在搜索结果中隐藏特定的条

目!赋予了普通公民对个人隐私

拥有%被遗忘权&"美国加州也通

过类似的%橡皮擦法案&!要求科

技公司应用户要求可以删除涉

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被

遗忘权& 的出现"%互联网之父&

蒂姆'伯纳斯'李就反对这项权

利的出现!因为如果删除正确属

实的消息!就会妨碍人们获得历

史信息和言论自己的权利"但是

问题在于!如果真实的信息涉及

到个人隐私! 它就不能随意传

播!除非我们不承认隐私权的存

在"同时!%被遗忘权&并不能解

决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欧

盟法律中的%被遗忘权&只能让

搜索引擎不显示涉及自己信息

的条目!但是并不表明相关信息

已经从网络世界上消失"因为我

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网络与现

实交叉的地带!当你试图删除涉

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时!这个信息

已经在网络上被无数人转载#下

载和保存!关于你的信息可能不

仅仅存在于网络上!还可能存在

于某个人的电脑硬盘里"

当我们希望网络世界将我

们遗忘的时候!法律能做多少可

能还要取决于我们整个社会对

网络发展的适应程度"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

沈占明

老沈说法

为“魔鬼”辩护

近期 ! 上海市高级法院对

复旦投毒案作出终审判决 ! 判

定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鉴于该判决目前正

在最高法核准之中! 这里不对

判决作评论" 我比较感兴趣的!

是此案中那些为被告人所作的

辩护"

说实话!同以前发生在北京

的韩磊摔死婴儿案#西安的药家

鑫捅死车祸受害人案一样!为复

旦投毒案被告人辩护也是一件

非常辛苦的事情!主要是因为从

律师的角度看!%大限& 已定(必

须提出被告人从轻#减轻甚至无

罪的理由!而这些只能完全靠辩

方去指出#寻找甚至是%发明&"

而对这样一个证据扎实#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的案件!想在经验

丰富的控方手中寻找一点瑕疵#

一丝疏漏分外艰难"但辩护方还

是努力说出了不少%理由&"

这些理由!一审时大致是被

告人投毒是%开玩笑&!是间接故

意杀人)一审判决后发出%求情

信&! 主要理由是被告平时为人

还不赖)二审时则是%被害人因

肝炎而死&" 这些理由有的明显

存在逻辑问题!有的则令人感觉

匪夷所思"一些网友从开始质疑

这些荒诞的理由到质疑律师的

人品!诸如%见利忘义&%沆瀣一

气&%助纣为虐&等等"

关于 %出格 & 辩护 ! 国外

有过更极端的例子 "

("""

年 !

日本发生的福田孝行杀人案 (

)*

岁的被告人福田孝行窜入他

人家中! 将年轻的女主人掐死

并奸尸! 将被害人不到
)

岁的

女婴朝地上狠摔几下后发现仍

活着! 又用绳子勒死" 对这样

一个罪大恶极的歹徒! 有
$)

个

律师自愿为其辩护! 辩护理由

超出人类的想象" 这些律师们

认为( 被告人只是想拥抱被害

人! 获得失去的母爱! 结果造

成了被害人死亡" 而对奸尸的

解释是( 被告人认为通过输送

精子能够让被害人起死回生 !

所以奸尸是在救人" 至于勒死

女婴! 律师们坚持说被告人只

是想在她脖子上绑个蝴蝶结"

要知道!这些可不是疯子的

酒后呓语!而是一群谙熟法理满

腹经纶的绅士们在庄严的法庭

上非常正式提出的辩护意见"有

人认为(允许这类人在这么严肃

的场合胡言乱语是对法律的亵

渎! 是对人类正常理解力的侮

辱!是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二次

伤害!因此希望法律能最大限度

地约束辩方的言行!中断那些明

显的狡辩和信口雌黄"

然而!允许这样的%乱象&出

现! 恰恰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对

一个刑事案件来说!存在两个事

实! 一个是曾经发生的事实!一

个是法律事实"法庭通过严格的

程序用证据推导出法律事实!使

之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来事实"有

时候每个人内心都明知一个%事

实&!但因为证据的欠缺!不能由

%合理怀疑&转至%充分证明&!法

庭也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在这

个过程中!检察官和律师从不同

的角度去还原这个事实!任何一

方的还原都可能受到另一方的

质疑和反对"而正是在这种反复

的质疑和锤炼下!被确定下来的

事实有着牢固的硬度和韧性!能

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也正是因

为忌于辩方在旁边一直投来的

犀利而挑剔的目光!侦查机关和

公诉部门才能够一直保持警醒!

审慎办案" 换个角度看这个问

题(个别辩方在庭上的偶尔胡言

乱语 ! 正是对控方的最大褒

奖***能找出案件的硬伤!谁还

会闭着眼睛去乱扯$

在法庭上 !没有争论 !没有

交锋!没有火药味!只有一个声

音在回荡!这会是一种可怕的宁

静! 是呼格吉勒图式冤案的温

床"在法治社会中!祭法律之剑

斩妖除魔与给那些依法为 %魔

鬼&辩护的人一个话筒!同样重

要" 对那些个别出格的辩护言

词!我们与其不负责任地搞人身

攻击!倒不如充分地尊重!认真

地倾听!仔细地分析!逐条地反

驳"

,作者系公务员&

老农民为什么吃不饱

俗谓 %人是铁 !饭是钢 &)又

云%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之头

号大事 "近期播映的电视剧 +老

农民,! 大部情节说了农民为什

么%吃不饱&这问题"一位大饭量

老农哥 !外号干脆叫 %吃不饱 &"

吃不饱!就是%钢&没了!%天 &塌

了!日子还怎么过$

饭是地里长的"旧社会农民

吃不饱!归罪于霸占土地的地主

的剥削压迫 "解放了 !欢天喜地

的农民%分田分地真忙&!有了自

己的地 "一段时间 !农民可以吃

得稍饱了 " 干部也向农民 %保

证&!今后管他们吃饱饭"但是此

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又吃不

饱了!为什么$

现在看这问题!答案简单得

很!当时却没几个干部能向农民

解释清楚"农民心知肚明他们为

什么吃不饱!然而他们一来没理

论!说不明白!二来也不敢说"

城里人也很有一段时期吃

不饱 "邵燕祥在 +一个戴灰帽子

的人, 一书中写道(%

)"+,

年!我

在广播学院上课! 从
)%

点到
)$

点!一般从
))

点起!站在讲台上

腿就软了"&

邵燕祥还说 (%我们当时竟

以为!广大农村境况比城里人强

得多 ! 理由是他们不但有自留

地!还可以利用宅旁园地侍弄些

瓜菜--错了!完全错了--我

们悠游在大饥荒的边缘!农民已

经从饥饿线上被赶到死亡线上

了 "& 他说那些饿死的农民 !是

%替城里人死的&"

农民苦啊 ! 他们也最讲实

际" 尽管他们对这事不敢言!却

不等于他们不敢干! 因为不干!

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 "+老农

民 ,形象地反映 !农民们于是养

猪!%借 &来荒地耕种 !做点小买

卖!等等"但做这些事!不能光明

正大! 须像做贼一样偷着干"偷

着干叫 %反动 &"事发了 !猪被牵

走!苗被铲掉!人被严惩"所以农

民除了饿死 ! 被逼投河上吊的

事 !也发生过 "最不可思议的笑

话是! 农民终于被容许养猪了!

却只能养公猪而不许养母猪"

邵燕祥在谈到导致 %吃不

饱& 的错误时说(%错在哪里!今

天已经不用多说"&是的!如今在

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年轻人听来!

上述宁可饿死人!也不许豢养母

猪和铲掉垦荒地上种出的禾苗

这类事!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不用多说! 还得说!为

的是不忘过去 " 咱们举例道来

吧***不让养母猪!是怕母猪下

崽 !而猪崽子多了 !就成资本主

义了***这猪崽子的复辟能量!

真是何其大也.

这令我想起
)")"

年中国舆

论界的一次大争论"胡适写了一

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的文章 !李大钊以 +再论问题与

主义 ,回应 !不完全同意胡适观

点 !但仍说自己 %有的意见和先

生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客

观地看!胡李二人只是论述的切

入点不同!而在%解决问题&这点

上!最终达成共识"

是呀!谈%主义&也好!讨论%问

题&也罢!不都为着%解决问题&吗$

不解决问题!则一切美谈!不但无

益!反而蛊惑人心!贻害无穷"

胡适说 (%我并不是劝人不

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 /主义0"&

他只是强调必须%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 &些问题 .这一 %少 &一

%多&!奥妙何在$

因为!%空谈/主义0!是极容

易的事 &!而 %研究问题 !是极困

难的事&" 比如中国要走社会主

义道路!这是定论"但是如何走!

确如胡适说 ! 要真切 %研究问

题&!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

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

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

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把马克

思主义当成教条!把乌托邦当作

社会主义 !吃大锅饭 !左挡右堵

农民勤劳致富 !以错为正 !哪能

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呢$

,作者系-法制日报(高级记者&

姚雯
'

漫画言论自由与伦理约束

)

月
-

日 ! 巴黎讽刺漫画

杂志 +查理周刊, 因数次刊登

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

画而招致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血

腥报复" 至今! 事态依然在延

续" 血案之后! 奉 %言论自由&

为最高原则的 +查理周刊, 封

面继续刊登以穆罕默德的形象

为主题的漫画! 漫画中穆罕默

德手持 %我是查理& 标语 ! 声

称 %一切都得到宽恕&" 然而!

整个穆斯林世界不仅没有给予

%宽恕&! 而是爆发了声势更大

的抗议浪潮"

事件的发生也引爆了世界

范围内的舆论场" 对于极端分

子以暴力手段血洗发表令其不

满的言论和思想的杂志社的做

法! 国际舆论表达了同声谴责!

但对于 +查理周刊, 的言行是

否恰当# 是否越过了言论自由

的边界! 却争议激烈"

在西方 ! 言论自由被奉为

最高的价值! 它既是西方国家

的宪法原则! 也被视为西方文

明的基石" +论自由, 一书的

作者约翰'密尔认为! 言论自由

的功用在于挑战权威! 以捍卫个

人权利以及理性# 真理! 使之不

受到强权的压迫" 正因如此! 言

论自由是有风险的! 故需受到法

律的保护" 在现代法治国家! 宪

法和法律都承认和保护言论自

由" 但是! 即使在西方国家! 法

律和社会观念也认为! 言论自由

是有边界的!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

绝对的自由" 比如在法国 ! 反

犹# 种族歧视言论是受到法律禁

止的" 被害 +查理周刊, 主编沙

尔伯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

示! 作为讽刺性杂志! 刊登漫画

都是在法律容许范围内针砭时

弊! 并没有刻意去挑衅穆斯林社

群" 问题是! 法律是否就是言论

自由的唯一边界! 只要不违法!

就是可以做的$

法律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规

范! 但并非生活中的唯一规范!

除了法律! 还有伦理" 实际上!

中外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 人

际关系# 社会秩序主要不是由

法律来调节和维护的! 而是由

约定俗成的规范和伦理来安排

和节制的" 对于一个和谐 # 有

序的社会而言 ! 伦理很重要 "

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价值 ! 但

是也必须受到伦理的节制 " 尤

其是作为大众媒体! 其言论具

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更应遵

从新闻伦理的约束" 当然 ! 伦

理有某种主观性# 抽象性 ! 不

像法律那样明确! 但它仍然存

在某种确定的原则! 这就是对

%他者& 的尊重# 理解和包容!

也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

早就指出! 冷战结束后! 影响

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主

要因素将从过去的意识形态之

争转为文明冲突! 而化解冲突

的方法就是不同文明的对话和

沟通" 然而近年发生的一些冲

突! 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某种缺

陷( 一是理性崇拜" 近代启蒙

运动以来! 理性主义精神高扬!

似乎可以用理性来审判一切 !

评价一切! 凡是不合理性的东

西都是愚昧的# 野蛮的# 落后

的" 理性主义虽然张扬了人的

主体价值! 推进了人类对于世

界和自身的认识! 提升了人类

福祉 ! 但是现代学者又指出 !

理性是有局限的! 它并不能解

决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 尤其

是人类的精神问题" 二是自我

中心" 近代以来! 西方文明领

先于世界! 由此养成了一种优

越感# 傲慢和自我中心 ! 总是

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和标准来

评判其他文明和文化! 并在国

际关系中特立独行! 将自我利

益置于优先的地位" 典型的就

是在反恐中实行双重标准 ( 一

方面将针对西方的攻击行为定

义为恐怖主义! 另一方面又利

用自身强权压迫非西方国家 !

自我制造对立面! 这也许正是

西方强权国家在反恐斗争中

%越反越恐& 的原因"

(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副

教授&

若有所思

!

沈海平

针对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怒批
一些书协“官气”太重，人民网日前公布的一份“部分‘官员’主席
名单”显示，目前有12个省份的16名官员仍在该省书法协会兼
任领导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