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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新清!

落实“刑事当事人辅助制度”

刑事诉讼当事人辅

助制度 ! 是指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由与当事人有

一定亲属或法律关系的

人担任辅助人 ! 在刑事

诉讼中对当事人的诉讼

给予陪伴协助的制度 "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
!"

个

条文规定了当事人的监

护人# 近亲属# 法定代理人可以在刑事诉讼

中陪同当事人在场# 陈述意见# 代替当事人

为一定诉讼行为! 帮助当事人防御不当侵害!

维护其合法权益" 这些规定与代理# 辩护不

同! 但它们属于什么制度! 刑事诉讼法并没

有明确" 实质上! 按照这些条文的实际作用!

应当将它们整合为 $刑事当事人辅助制度%"

这个制度与德# 日和台湾地区的 $刑事辅佐

制度%! 是性质相近但内容不同的制度" 刑事

诉讼当事人需要辅助! 仅有辩护和代理制度

是不够的" 在实践中应当把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对当事人辅助的内容落到实处" 从长远看!

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 $刑事当事人辅

助制度%! 把它与辩护制度# 代理制度一起规

定在刑事诉讼法第四章中! 作为刑事诉讼中

第三个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以落实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的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 的精神 "

具体而言! 包括明确辅助人的诉讼参与人地

位! 规定担任辅助人的条件# 程序! 科学设

定辅助人的权利# 义务! 做好与辩护# 代理

制度的衔接与协调"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

确立涉罪人员姓名公开规则
在近年来的一些犯

罪报道中 ! 如刘汉 # 刘

维案件的侦查与审判程

序 ! 郭美美案件的立案

侦查程序 ! 都涉及这样

一个问题 ( 媒体在报道

刑事案件时 ! 直接使用

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

是否符合言论自由和公

众知情权的要求) 是否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

影响其公正审判权或侵害了被追诉人的人格

权利) 由于问题过于复杂! 世界各国对待涉

罪人员姓名问题的做法不一" 而我国理论界

和实务界对媒体能否报道涉罪人员姓名问题

的域外规则有很多误解" 比较研究表明! 诉

讼期间可以报道涉罪人员姓名是大势所趋 !

但判决后罪犯的姓名除美国外各国都禁止公

开" 各国对涉罪的公众人物和未成年人姓名

公开规定了特殊的规则" 我国新闻报道中涉

罪人员姓名公开规则的确立应当考虑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 对涉罪人员姓名 $以公开为

原则% 的现行做法值得肯定" 第二! 禁止对

未成年涉罪人员实名报道但不能过于绝对 "

第三! 实名报道涉罪公众人物的做法应当坚

持" 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和公共机构的工作人

员这类特殊的公众人物的涉罪报道! 体现了

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 第四! 应当谨慎

确立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的行为责任" 不

主张对不当公开涉罪人员姓名设置刑事责任!

可以设置民事责任# 行政处罚# 行业内部处

罚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

要重视研究宪法学“学术史”

从长远来看 ! 中国

宪法学是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 ! 是中国民族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 " 中国

学者自身原创的宪法学

说 ! 揭示了宪法学在中

国的起源 # 发展与演变

的历史过程 " 通过对各

个时期宪法学说的变换# 传承的梳理! 可以

对百年中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流变作一个整

体上的考察! 并通过揭示这种宪法学说的传

承变换关系! 客观地揭示我们对宪法观念宪

治理论的曲折继受过程" 研究中国宪法学说

史并不是仅仅出于历史的怀旧与同情而对宪

法学历史的一种总结! 其目的还在于对现今

的宪法学研究和宪治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和借鉴" 在 $西法东渐% 的历史进程中! 中

国的本土学者为西方宪法理论的中国化作出

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提出了根植于中国本土#

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概念和

宪法学说! 这些学说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

法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 应将

中国宪法学的研究置于宪法文化与民族文化

建设的框架内予以考察! 以充分彰显其自身

所隐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力求从宪法

学发展进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为宪法学中

国化寻求理论资源! 以实现 $宪法学中国化%

的学术使命"

"以上分别据#中国法律评论$%中国法学&

%现代法学&'文稿统筹!刘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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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案呼吁立法重新界定
虐待罪主体范畴

据媒体报道! 北京市石景山区

某幼儿园小班的
#

名儿童 ! 今年
$

月被老师用针状物扎伤 " 警方已

将涉嫌针扎孩子的女老师行政拘

留 " 从虐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

应受刑罚处罚性角度而言 ! 虐童

案频发迫切需要从刑法的视角去

思索考量"

从刑法看! 幼师虐待儿童行为

构成犯罪的! 主要涉及虐待罪# 侮

辱罪# 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四

个罪名" 虐待罪要求虐待行为发生

在家庭成员之间! 因此幼师虐童行

为一般无法被认定为虐待罪" 侮辱

罪要求告诉才处理! 公安机关显然

不能以侮辱罪启动刑事程序" 故意

伤害罪要求被害人达到轻伤以上程

度! 而现实中大部分被虐儿童都没

有达到轻伤标准! 只有少部分严重

人身伤害的才会以此定罪处罚" 所

以! 对于大部分虐童行为来说! 以

上三种罪名并不适用" 而如果将一

些并未造成严重身心伤害的幼师虐

童行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显

然不合法理" 笔者认为! 虐待罪比

寻衅滋事罪更符合幼师虐童行为的

定性"

从侵害的客体来看 ! 寻衅滋事

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

序! 虐待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的人

身权利" 幼师虐童行为发生在相对

封闭的幼儿园内! 幼儿园的秩序是

一种教学秩序! 不论幼师虐童行为

是否侵犯了教学秩序! 都不宜将教

学秩序扩大解释为公共秩序或社会

秩序! 否则属任意类推! 违背罪刑

法定原则" 而且! 幼师动辄使用针

扎# 封口# 拎耳朵等手段对儿童进

行体罚# 虐待! 对被侵害人进行肉

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侵犯的是儿童

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 符合虐待

罪客体特征"

从客观行为来看! 幼师虐待儿

童行为更符合虐待的行为特征" 虐

待罪的行为表现为持续地# 经常地

对被侵害人进行肉体上的摧残与精

神上的折磨! 如殴打# 侮辱等* 而

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之一表现为随意

殴打他人! 辱骂# 恐吓他人! 情节

严重" 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是

否对被侵害人造成精神上的摧残 "

虐待行为或多或少地都对被虐待者

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摧残和心理阴影!

影响了被虐者的身心健康! 尤其对

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更

是如此" 所以! 幼师虐童行为在本

质上属虐待! 而非寻衅滋事"

就此而言! 当前! 迫切需要在

立法层面拓展虐待罪的主体范畴 !

不应将其再限定于家庭成员之间的

虐待行为! 而应将其定义为发生在

具有紧密权利义务关系的成员之间

的虐待行为!幼儿园负有监管义务的

所有员工!幼师"行政人员等#都是该

罪的犯罪主体" 同时!还应将虐童行

为单独列项!并将该款项的犯罪形态

改为行为犯! 以增加刑罚的严厉程

度!使虐待罪成为那些不构成其他犯

罪的情节严重的虐待行为的真正$兜

底条款%"如此!才能使幼师虐童问题

的解决回归本源!从而真正地保护被

虐儿童的合法权益"

!

肖建华 吴勇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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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以制度制约检察官起诉裁量权

韩国检察权有双重性质 " 一方

面!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本质

上属于行政权!如检察厅本身隶属于

法务部"另一方面!因为提起并支持

公诉的机能与裁判密切相关!其同时

具有司法的性质!所以检察厅亦可被

称为准司法机关"本文在介绍韩国检

察官!在韩国$检察官称为%检事&#职

权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一下韩国检察

权的起诉裁量权及对其的控制"

检察官的职权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 检察官具

有以下几项职权"

犯罪侦查及提起公诉 " 包括犯

罪侦查# 提起和支持公诉两大内容"

+

%

, 犯罪侦查" 检察官作为犯罪侦

查的主宰者! 在侦查范围上没有限

制! 对所有犯罪行为不仅有检举嫌

疑人# 收集证据等侦查权限! 而且

具有指挥司法警察进行侦查或监督

其执行行为是否适当的权限! 同时

司法警察要服从检察官在职务上的

命令" 为了保证检察官的指挥得到

圆满行使# 确立侦查指挥体系! 韩

国各种法律规定了司法警察的报告

义务和检察官的侦查中止命令权 #

替换任用要求权及逮捕#拘留场所监

察制度"+

!

,提起和支持公诉"检察官

作为追诉机关!享有独占追诉权而决

定起诉或不起诉! 但在检察实务中

认为必须具备能够作出有罪判决的

充分证据时才可以起诉! 如果达不

到这个程度就作出不起诉决定 !起

诉独占主义#" 但例外情况下! 对于

轻微犯罪! 法律规定了警察署长的

即决审判请求权" 反之! 尽管有充

分的犯罪嫌疑# 具备追诉要件可以

提起公诉! 但考虑到刑事政策上的

得失! 可根据检察官的裁量作出不

起诉决定 !起诉便宜主义#" 对此!

有观点主张起诉裁量是作为公益代

表的检察官的固有权限! 也有观点

对检察官滥用裁量权作出不起诉决

定表示担忧" 另外! 在提起公诉的

情况下! 在终局裁判确定之前! 检

察官要支持这个公诉! 必要时还可

以撤回公诉"

执行裁判的指挥# 监督 " 需要

执行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裁判! 原则

上都由检察官指挥 # 监督其执行 "

即检察官不仅有权指挥执行逮捕 #

羁押令状和没收# 搜查令状等在侦

查# 裁判过程中的裁判执行! 而且

有权指挥裁判确定后刑罚的执行"

执行及指挥 # 监督诉讼业务 "

在以国家为当事人或参加人的诉讼

中! 检察官代表国家的法务部长官

进行诉讼* 在行政诉讼中! 由相关

行政厅作为被告! 检察官指挥监督

行政诉讼业务"

检察官起诉犹豫制度

韩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仅赋予

作为国家机关的检察官相近于独占

的公诉权!而且认可其决定提起公诉

当否的裁量权"即提起公诉时!虽有

充分的嫌疑和具备诉讼条件!检察官

仍$可不提起公诉%"韩国刑事诉讼法

第
!#&

条之规定表明其引入了起诉

犹豫制度!这是采取起诉便宜主义的

立法"

起诉便宜主义不仅可以让那些

不受刑罚处罚也能改过自新的犯罪

人早日回归社会!而且有助于以选择

和集中原理为基础的效益性刑事司

法的运行*但同时也不能排除政治性

倾向和权力恣意!且难以维持平等原

则和法律稳定性"故问题的核心并不

在于作为公诉权主体的检察官是否

有权作出起诉犹豫形态的不起诉处

分决定! 而在于如何对之采取事前#

事后的控制!以确保公诉权的正当行

使"

起诉犹豫是指虽然可以认定犯

罪事实!但参照量刑条件后!认为没

有必要追诉时所作的不起诉处分!即

相当于检察官的侦查终结决定"但起

诉犹豫与不起诉处分有所不同!起诉

犹豫是在可以提起公诉甚至可以获

有罪判决的情况下!因刑事政策上的

原因而不提起公诉"

韩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直接规定

起诉犹豫的法定效果! 仅规定在决

定不起诉时! 检察官应当立即通知

告诉人# 告发人# 犯罪嫌疑人# 被

害人! 告诉权人有权申请裁定" 再

者! 检察官如果再启动程序侦查已

决定起诉犹豫的案件! 其不仅对起

诉效力没有任何影响! 而且即使法

院对所起诉之案件宣告有罪判决 !

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即检察

官的起诉犹豫处分决定不受一事不

再理的限制"

另外!起诉犹豫是行政部公务员

检察官所作的 $处分%! 但并不属于

$行政处分%!因此不得对之提起依据

行政审判或行政诉讼的不服申请"对

起诉犹豫决定不服时!可以提出检察

抗告#裁定申请#宪法诉愿!这些成为

制约起诉裁量的主要途径"

检察官在决定起诉犹豫时可以

参照以下事项( 犯罪人的年龄# 性

格# 智能及所处环境* 与被害人的

关系* 犯罪行为的动机# 手段# 结

果* 犯罪后的状况! 与量刑条件一

致" 在判决有罪的情况下! 量刑条

件不仅是基于法定刑加重减轻后的

处罚刑范围内决定具体的宣告刑时

所参照的标准! 亦是宣告犹豫或者

执行犹豫的标准"

韩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起诉

犹豫的标准过于抽象! 所以起诉#不

起诉的标准应在既可以鉴定又为社

会可容纳的范围内具体化"韩国宪法

裁判所认为!除上述事项外!嫌疑人

的前科记录#法定刑的轻重#犯罪行

为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形势及加罚性

评价的变化# 法令的公布或废止#共

犯的赦免#犯罪行为发生后时间的经

过等!均可以成为起诉犹豫的标准事

项"这就将起诉犹豫的标准进一步具

体化"

四项制度控制起诉裁量权

起诉独占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

本身含有追诉裁量滥用或误用等危

险!有必要对检察官的公诉权及起诉

裁量权进行控制!为此!韩国建立了

一系列的制度! 包括检察抗告制度#

宪法诉愿制度#特别检察官制度及裁

定申请制度"

检察抗告制度"检察抗告是对检

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决定不服时所采

取的方法"依此制度!告诉权人在接

到不起诉处分通知日起
$"

日内!得

以书面通过地方检察厅向高等检察

厅申请抗告"地方检察厅或高等检察

厅检察官如果认为有理由抗告!可更

正不起诉处分决定*反之!如果高等

检察厅驳回其检察抗告请求!告诉权

人可向高等法院申请裁定"告诉权人

如果不服抗告请求的驳回!可向检察

总长请求再抗告!但对再抗告的驳回

决定无法再申请裁定"

宪法诉愿制度"宪法诉愿是指因

公权力行使或不行使致使韩国宪法

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之人!向

宪法裁判所请求其权利救济的制度"

但是!法院的裁判不属于宪法诉愿的

对象!而且用尽其他法律救济程序之

后才能提出宪法诉愿"据此!检察官

的不起诉处分也理所当然成为宪法

诉愿的对象!但检察官的起诉处分决

定和对属于裁定申请对象的犯罪所

作的不起诉处分决定!最终要受到法

院的审判!而不能成为宪法诉愿的对

象"宪法诉愿的胜诉决定!采用撤销

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的形式!但即使

宪法裁判决定撤销不起诉处分!其亦

无强制起诉的效力"若检察官进行再

侦查后仍作出不起诉决定!也没有其

他的应对方法"

特别检察官制度" 检察权的行

使!特别强调$政治中立%!但在现实

中往往不能真正实现政治中立"因此

引入了对于检察厅所处理的显露出

政治倾向的一些疑难案件!由独立于

检察组织的机关担当其侦查和追诉

的特别检察官制度"对此!韩国未制

定一般性法律!而是依据个别立法处

理个案"实际上!韩国多次制定了任

命特别检察官的法律"由国会议长以

书面形式向总统申请后!总统书面委

托大法院院长推荐特别检察官的人

选!大法院院长再从律师当中以书面

形式推荐其候选人!最后总统从候选

人中选择一人任命为特别检察官"根

据关于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法律!特别

检察官的职务范围涉及侦查案件#决

定提起公诉与否#支持公诉!而且在

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大检察厅#警察

厅提交侦查案卷记录# 证据资料等!

也可以要求派遣检察官或警察"

裁定申请制度"原则上只有告诉

权人可以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申

请裁定!但作为例外!告诉权人可以

对于韩国刑法第
%!$

条至第
%!'

条

规定的犯罪范围内申请裁定"根据韩

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当高等检察

厅驳回检察抗告后!裁定申请人才可

以向高等法院申请裁定"因此!检察

抗告成为裁定申请的前置程序!而裁

定申请成为检察抗告的补充程序"但

在特定情况下!无需前置程序即可直

接申请裁定"其具体程序则为(裁定

申请人
%"

日以内向地方检察厅提交

裁定申请书*地方检察厅应在
&

日以

内将裁定申请书#意见书#相关侦查

案卷#证据物经高等检察厅移送到高

等法院*高等法院应在
$

个月内依据

抗告程序作出决定"裁定申请的决定

分为驳回决定和提起公诉决定两种"

对于裁定申请制度 ! 从韩国检

察机关的角度看! 它对于其起诉裁

量权形成了制约! 因此韩国检察机

关可能会不依裁定决定积极地提起

公诉" 另外! 裁定申请制度也成为

法院的负担" 但有学者主张! 通过

裁定申请制度控制起诉裁量! 能强

化对韩国法院# 检察厅等机关的制

约! 进而提高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度"

因此 ! 若激活此制度 ! 在短期内 !

一些机关可能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

了约束! 但从长远来看! 这是一项

有效可行的制度"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

学研究院教授)韩国司法研修院教授(

作者!魏干

博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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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制度的人性预设

英格兰哲学家休谟是西方具有

颠覆性意义的思想家!他将西方传统

的柏拉图的唯理主义转向经验主义!

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将西方传统的理

性主义道德观转为情感主义道德观!

并在情感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将西

方传统的法政人性预设由 $美德%转

为$无赖%!这种转换体现了休谟的法

政智慧!如老子所言的$反者!道之

动%!'老子(四十章)#!真是英雄所见

略同" 休谟的$无赖%预设绝非是他

对 $无赖 %情有独钟 !而是他对 $美

德%有着清醒现实的认识" 他是通过

对$无赖%的预防来为$美德%开拓出

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 这是法政上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高超智慧!

休谟这位$无赖原则%的始作俑者也

是追求$美德%的满腔热忱者和实现

$美德%的超强能力者"

休谟认为! 关于人的科学是其

他科学的唯一基础 ! 人性本身是

$这些科学的首都和心脏%! 法政科

学必须建立在人的科学之上" 休谟

强调人的科学 $必须建立在经验和

观察之上 %! 而反对在此之前的两

种人性假设( 一是诗人虚构的 $黄

金时代%! 物质极大丰富和人心极

大善良! 财产# 责任# 公正和不公

正这些概念也随之抛到九霄云外去

了* 二是哲人设想的 $自然状态%!

物质极大匮乏和人心极大邪恶! 一

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不断战争! 是人

类自私和野蛮的本性未受约束的必

然后果" 休谟认为这两种假设对于

人性的认识都是不适当的! 这样一

种人性状态是否总是存在! 假若它

确已存在! 能否延续相当长一段时

期以致可以称之为一种状态! 这是

完全值得怀疑的" 休谟认为! 正义

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

慨! 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

备的稀少供应!$稀少的供应% 是自

然的性质!$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是

人的性质" 公道或正义的规则完全

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状态和状

况! 如果根植于人类胸怀中的或者

是完全的温良和人道! 或者是完全

的贪婪和恶毒! 就会使正义变成完

全无用的" 休谟既不是性善论也不

是性恶论"

人性就是介于善恶之间的 $无

赖%!这与西方的$一半是魔鬼#一半

是天使%还有所不同" 因为$无赖%

中!魔鬼与天使并不是分为两半!而

是交织在一起! 至于最终显现出来

的是天使还是魔鬼! 那就仰仗正义

制度的保障了" 在这种人性预设基

础上!休谟提出$无赖原则%的法政

宣言( 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

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督机构时!

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

徒! 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

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我们必须

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 并使

他与公益合作! 尽管他本来贪得无

厌#野心很大"

休谟的无赖原则是说政府成员

善与不善! 并不取决于政府成员本

身! 而在于民众是否具有防范的自

主性( 如果民众把政府成员当作无

赖之徒并有着切实可行的防范措

施! 一个政府成员即使本质上是无

赖的也必然是表现良好的! 否则就

会被$无赖%机制淘汰掉" 在$无赖%

机制下!$无赖%是墓志铭!$良好%是

通行证!纵是本质上的无赖之徒!从

理智和自身利益出发! 也没有理由

不表现出良好" 反过来!如果民众把

政府成员当作天使恩人丝毫不加防

范! 一个政府成员即使本质上是良

好的也必然是表现无赖的! 否则就

会被$美德%机制淘汰掉" 在$美德%

机制下!$良好%是墓志铭!$无赖%是

通行证!纵是本质上的善良人!从理

智和自身利益出发! 也有理由表现

出无赖"

有人说! 人性如水往下流! 政

府成员的腐败是必然的" 这句话在

$美德 % 机制下才符合逻辑 " 在

$美德% 机制下! 政府成员满口仁

义! 但同时满手肮脏" 美丽的光环

掩盖丑恶的真相! 这正是 $美德 %

机制下有腐败的 $一体两面 %" 如

果我们改变这种机制! 就发现这句

话在 $无赖% 机制下才是不符合逻

辑的! 在 $无赖% 机制下! 政府成

员说少做多! 做的比说的好! 不可

能出现美丽的光环掩盖丑恶的真

相! 因为无真相可被掩盖! 这正是

$无赖% 机制下无腐败的 $一体一

面%" 虽然水往下流! 但是在动力

机器下 ! 水又由下往上流 " $无

赖% 机制就相当于那台动力机器 !

使政府成员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

力! 必须按照机器所要求的轨道逆

流而上行使" 也就是说! 这种 $无

赖% 机制就能使政府成员的权力行

使不是水往下流满足自己的私欲 !

而是水往上流满足公众的利益" 哪

个成员不沿着这个轨道走! 立刻被

淘汰出局的" 这个机制才是民主的

机制! 每一个民众都是监督政府成

员行为的主人! 每个成员不过是民

众监督下的雇员而已! 不好好干就

走人"

人类的法政曲折发展史反复证

明 ! 无论民众还是政府成员 # 领

袖 ! 如果我们进行的人性预设是

$美德% 因而不进行制度上的防范!

那么他们绝大部分都会最终原形毕

露为 $无赖 % 和 $恶魔%" 我们相

信! 在原则上大部分人是好的* 而

面临实际的利益选择时! 如果缺乏

正义制度的约束! 大部分人都会变

坏的" 如果说自然科学提升了人们

获取资源的能力! 那么人性科学的

政治设计则大大提升了人们的 $美

德% 水准" 休谟非常自信地认为 !

不是人之善! 而是制度能够使坏人

也可为公众幸福服务" 人性并不乐

观! 但基于人性的法政设计却使我

们有理由乐观! 在民主法治国的健

全制度下! 腐败和利益逆向! 清廉

和利益同向! 政府成员的贪污腐化

行为首先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有健

全理智的人都不会做的! 就是这种

制度提升了人们的道德表现形式 !

而这种制度又是建立在预防人们的

道德 $无赖% 上! 这就是我们制度

认识上的 $二律背反%"

科学的人性制度对人的德行有

一种形式上过滤的功用! 让美德通

过而无赖通不过" 因此预防无赖的

好制度下无赖很少! 预设美德的坏

制度下美德也很少" 应该说!制度只

是过滤器! 不会提升或降低一个人

的道德*但是制度也是一种智慧!如

果制度的利益调整能使一种无耻的

行为变为愚蠢的行为! 那就使大部

分理智健全的人的道德表现形式更

符合道德! 一个正义的社会也就是

官场清廉#民风淳朴的社会"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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