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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直言 “你妈是你妈”反证了什么

把出国旅游的 !紧急联系

人"填为自己的母亲#有关部门

竟要求当事人提供 !你妈是你

妈"的证明材料$此事经李克强

总理亲口传出#已成举国上下的

笑谈#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此予以

抨击和嘲讽$

笑话之所以可笑#就在于把

一个本不正常的话题或事由#说

得或做得似乎很正常#正常得莫

名其妙#由此产生了值得一笑的

喜剧效果$!你妈是你妈"的笑点

在于# 你妈何以是你妈需要求

证#必须的%如果当事人举证不

能#其直接后果就是他在交代谁

是自己母亲的!问题"上不诚实#

其出国旅游的手续就难以再办

下去#其出国观光的梦想就可能

成为泡影&其间接后果是他可能

被公权部门认定为缺乏诚信#甚

至有欺诈嫌疑%

!这怎么证明呢'"总理认为

此证不能# 普通老百姓也认为

不能# 而我们的有关部门偏偏

需要此证#非但出国旅游需要#

办理其他证件也需要(准生证)

出生证 )结婚证 )离婚证 )户籍

证)身份证)转学证)毕业证)就

业证)职业资格证)老年证)死亡

证**有时办理一个证件需要

的证明多达几个乃至十几个#一

个证明材料不具备#所需证件便

难以到手$ 那些看来没有必要)

而有关部门必须要的证明#虽然

不一定能够证明所要证明的那

个人或事#比如!你妈是你妈"#

但却以其繁琐的手续)天衣无缝

的程序要求#把那些似乎特别认

真负责的!有关部门"及其办事

人员自身的某些问题证明得肤

发尽显#惟妙惟肖(

+++认真负责意味着办任

何事都必须高标准严要求 $在

!高"和!严"的互动中#公仆们已

经习惯了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

之间的角色倒置( 我为你服务#

你必须为我的服务提供方便&我

需要什么# 你就得提供什么&我

有任何疑问#你都得有一个合理

的解释#并提供我们认为必须的

任何材料$

+++公共管理部门在公众心目

中缺乏公信力#反过来又影响到他们

对公众的信任$二者互为影响#其结

果是公务人员缺乏责任担当#办任何

事情都必须有一个凭证#而无视这个

凭证的提供是否必要和可能$

+++只有文字材料才是办

一切事情的最可靠依据#离开了

文字材料#他们的脑子便如云里

雾里$于是#当程序转换中出现

了!你妈"#你妈是否是你妈就成

了问题#就需要文字材料加以证

明$如果没有这个!证明"信息的

输入#电脑就会死机#办事人员

便无法点击下一个程序$

上述反证#其实揭示了一个

不容忽视的规律(行使权力的某

些习惯一旦形成#改变这些习惯

比取消权力本身的难度更大$总

理关于!简政放权"的呼声已经

喊破嗓子#行政审批项目取消的

力度不可谓不大#一些地方和部

门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效果之

所以不尽如人意#与政府机关在

体制内长期形成的办事习惯)与

权力行使者在服务对象面前的

天然优势#其潜意识中的!被服

务意识"不无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

其名著-权力论.中认为#!权力

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

的能力$" 这种能力意味着权力

行使者与其工作对象之间作用

力的单向性和非对称性#权力关

系的非对称性在于掌权者对权

力对象的行为能实施较大的控

制#而不是相反$因此#要想减少

权力行使中对权力对象带来的

不便和伤害# 除了简政放权#取

消不必要的审批项目之外#还需

要做的努力是调整权力行使者

与权力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改变

公共管理部门工作模式和思维

方式上下功夫$

"作者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

官#

过度刑法化还是秩序供给不足？

刑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

理手段# 如何合理地确定其功能

边界#或者说#如何恰当地设定一

个犯罪圈#是一个老问题#但又很

难给出一个确定而完美的答案$

对于立法者) 司法者和刑法学者

而言#能做的就是审时度势#尽量

作出相对妥当的权衡$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

基于两点(一是近日据众多媒体

报道#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前出

师表.石刻#被一名游客恶意刻

字&二是近来读了-中外法学.杂

志中一篇标题为!社会治理/过

度刑法化0的法哲学批判"!以下

简称"社会治理#$的文章$这两

者有何联系'笔者认为#其中揭

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刑法应当

如何恰当地参与社会治理$

在中国各大小景区)名胜古

迹#经常可以看到!某某到此一

游"的涂鸦#有人甚至将自己的

!大名"留在了国外的古迹上$这

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有关

!将自己的名字留在名山大川%以

&名扬天下%永垂不朽'$#而且这

种行为一般也不会受到干预$刻

字者没有觉得这是对文物的损

害#管理者也没把它太当回事$虽

然文物保护法及刑法规定#对包

括刻画在内的故意损毁文物的

行为要给予处罚乃至刑罚制裁#

但实际上很少有被处罚的实例$

管理者更多情况下将其视作!不

文明"行为予以批评教育$

文物古迹以其历史性) 唯一

性而显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因

此保护文物的完整性非常重要$

在文物古迹上随意刻画的行为显

然会对文物造成程度不等的甚至

是不可逆的损毁# 所以这种行为

绝非一般的不文明行为# 而是具

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

对其应当进行法律干预# 乃至刑

罚制裁$在国外这也是通例$比如

在印度# 损毁古迹将处以最高

!"""

卢比罚款#或判处最长
#

个

月监禁#或两项处罚并行$

但是#近年来#在刑法学界一

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 刑罚作为

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应保持节

制# 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

不应过度扩张#-社会治理. 一文

即集中体现了这一观点$ 作者认

为#我国目前存在!过度刑法化"

的危险# 例证是屡次通过的刑法

修正案增设了诸多新罪名# 而这

些罪名所对应之行为本不应由刑

法来调整#典型如骗取贷款罪)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笔者认为#

作者所持的价值立场完全正确$

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存在

一个自我悖论( 既是保障自由的

重要手段# 又存在侵犯自由的风

险# 因此刑法应当保持克制和谦

抑#不可随便动用$

然而#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从

来不是非此即彼#决策者)管理者

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二元化思维$

中国可能存在过度刑法化的问

题#但同时也存在刑事法网疏漏)

刑法手段软化的问题$ 前述在文

物古迹上随意刻画之所以成为中

国人的一种习性#与法律!包括刑

法$手段的过于软化有关$此外制

假售假)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

题之所以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

大抵亦源出于此$ 而官员腐败之

所以愈演愈烈# 其中也与对行贿

行为惩治不力有关$因此#以保障

自由为名# 一味强调对刑法手段

的节制#是价值上的浪漫主义#而

非理性的制度设计$

其实#中国刑法史上从来不

缺!慎刑"思想$统治者一方面需

要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社会#维

持秩序&另一方面又害怕过于严

厉的刑罚会激起民怨#反而危及

统治秩序#因此又强调!明德慎

刑"$上文作者所担忧的!过度刑

法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上

!慎刑" 思想的影响和传承$但

是#过于!慎刑"#过于限缩刑法

的功能# 会导致刑事法网的疏

漏# 从而造成社会失序的后果#

最终得不偿失$笔者以为#就中

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比之对刑罚

权的节制#更重要的是刑法结构

的优化+++恰当的入罪化)出罪

化#合理的罪刑配置$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副

教授$

若有所思

老沈说法

让包大人歇会儿吧

最近一个关于包拯的雷人

电视剧引发不少网友热议$在剧

中 #包拯不仅断案如神 #而且武

功高强#动不动就穿着宽大的朝

服戴着两尺多长的官帽挥着大

刀亲自上战场奋勇杀敌$对网友

的吐槽 #创作者闻过则怒 #指责

大家不懂历史#说在宋朝很多文

人担任军队的司令员$

包拯本是宋朝一个普通的

清廉官员#但一千多年来被不同

的朝代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

和内容去神话和演绎#逐渐就脱

离了史实#成为一个无关包拯本

人的符号和象征$

在封建专制时期#官场黑暗#

老百姓维权无望# 就把梦想和期

盼寄托在青天大人式的开明专制

上面#尽管明知不完全是事实#但

对包拯的赞美仍乐此不疲$在-七

侠五义.-铡美案.-铡包勉.等作品

中#包拯面对乱局#明察秋毫&面对

权势#刚正不阿&一声!开铡"#百姓

伸冤#坏人伏法$总之#包公成了正

义的化身#希望的所在$

以现代法治标准评判这些

案子 # 包拯处理得明显违法 $

现代司法制度绝不允许在刑事

诉讼中某个部门甚至某个人同

时具有侦查权 ) 公诉权 ) 审判

权 $ 某公安局曾发生过这样一

件事儿 ( 领导让两个民警去找

当事人做笔录 # 其中一个刚毕

业的小伙子说 ( 队长 # 我一个

人去吧 # 我能行 $ 领导说 ( 做

笔录不是个体力活 # 派两个人

去不是出于人多力量大的考虑#

而是制度不相信你一个人可以

公正廉洁地做好这件事 # 所以

需要两个人分工合作 # 互相监

督 $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刑事

诉讼的其他制度 # 例如案件在

公检法三部门之间的流转 $ 按

道理说 # 公安部门侦查一个案

件 # 对案情熟悉 # 让他们接着

办下去 # 一直到判决并执行 #

效率肯定会更高 $ 但制度偏偏

不走弓弦走弓背 # 人为地设置

了流转环节 # 并且还制定了无

罪推定 ) 非法证据排除 ) 律师

辩护等 !障碍"# 让案子每一步

都走得谨慎而艰难$

从宋代司法制度的角度看#

当庭判决后马上宣布 !立即执

行 #不准上诉 "办案方式也是不

可能的 $在宋代 #州以上机关直

至大理寺有权审理流以上直至

死刑的案件# 但需报刑部复核#

还得报审刑院研究$到包拯所在

真宗时期#案件经审刑院研究后

需再报中书省!看详"#最后奏请

皇帝裁决 $-宋史 .记载皇帝 !常

躬听断 #在京狱有疑者 #多临决

之"$ 当时的包拯无论是担任礼

部侍郎还是枢密副使#都不可能

像 -铡美案 .展现的那样随随便

便就 !咔嚓 "一声铡掉一个国家

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文学作品的附会中#民众

得到伸冤的原因不是严谨高效

的机制#而是有权者熠熠生辉的

道德$ 正因为道德高洁者稀#包

拯)海瑞等人才会被一再推上神

坛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青天制

造模式被打破#代之以诸部门严

密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监督的司

法体系#像一部发动机一样协调

一致地运转$ 在这个体系中#很

难找出卓尔不群的模范(你不能

说喷油嘴比火花塞伟大#也不能

说液压泵比摇臂轴高尚$大家在

自己的岗位上完成自己的职责#

贡献自己的力量$

包大人在舞台上小说中忙

活了一千多年 # 破了那么多案

件 #杀了那么多坏人 #可惜效果

并不好 #环境黑暗如故 $到了现

代社会#别说臆想出的挥大刀上

场杀敌的故事新编#连本职的破

案工作也别办了#还是坐在墙根

儿歇歇脚 #抽袋烟 #旁观锣鼓声

中的法治走上舞台#一展身手$

%作者系公务员$

真相转述者

长
篇
小
说

绿
笙

著

连载"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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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县医院一位普通医生进入章城市检察

院& 这位青涩的年轻法医一步步成长为全国模范检察

官 & 检察院成立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 (劳模工作

室)& 他为章城市检察院赢来了荣誉& 同时也给检察

院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荣誉& 如

何顶住多方面的质疑& 这位年轻的法医以科学严谨的

态度追寻蛛丝马迹& 再从蛛丝马迹中探寻真相& 做一

名真相转述者**

闻一闻浓烈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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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高

粱酒 ! 刘光第倒吸一口气说 "

#立新! 你跟老婆回山东一趟!

把山东大汉的豪气也学来了 $

这三瓶酒下去! 我们都成醉鬼

了%& 又轻轻捶了一下胡起凡的

肩膀! 笑着说" #胖子! 过了

个年! 你是不是三明山区的土

猪土鸡吃撑了! 还是泰宁大金

湖美丽山水滋润的 $ 你看看 !

脸又胖了一圈%&

胡起凡 #嘿嘿 & 一笑说 "

#别说! 除了灌本地老酒! 还就

是邻居杀猪撑了一肚子的油水%

我说要拿我带的三明老酒! 何

哥说还是山东高粱来劲%&

碰了一杯酒! 吃着菜 ! 刘

光第感觉今天的何立新神情有

些异样! 将筷子停在半空! 说"

#还别说! 你这块头和络腮胡子

到了山东没谁会怀疑你不是山

东汉子% 我现在才明白当初山

东的弟妹怎么会看上你呢%&

何立新正要说话 ! 老板大

胡子进来敬酒了! 同样长着一

脸络腮胡子的大胡子也是说话

声若洪钟的闽南汉子! 进来倒

了满满一口杯的高粱酒 ! 说 "

#我先敬二位一杯! 你们随意%&

说着! 果然一口闷了% 接着又

倒了一杯! 敬何立新说" #兄

弟! 你要远走高飞! 我这里就

先敬这杯酒 ! 祝你一路顺风 !

到了特区那地方扬我们闽南男

儿的气概! 打出一片天地来%&

接着! 也把酒闷了! 又抱拳说"

#三位兄弟慢用! 今天初八大家

刚上班! 好朋友小聚的多! 我

先去支应一下! 待会儿有闲再

来陪各位%& 一边说一边拉上门

出去了%

刘光第和胡起凡被大胡子

说的话愣住了% 胡起凡先叫道"

#什么 $ 何哥 ! 你要去哪个特

区$ 厦门$ 深圳$&

刘光第吃惊不小 ! 也紧着

问 " #立新 ! 你没开玩笑吧 !

原来今天你说有话要说是这个

事% 你真考虑好了$&

何立新点点头! 拉长声调

玩笑说" #是要走了! 天高任

鸟飞! 海阔凭鱼跃! 凭我手上

这把刀到哪里不能赚个满钵金

银啊$ 何苦在章城医院这棵树

上吊死% 十五过后就走! 福州

一家私立医院高薪聘我! 还给

房给车% 对了! 抽空先到平潭

看看! 听说自
%"&'

年平潭县成

立 '平潭综合实验区( 后发展

非展快 ! 想去实地感受一下 !

章城之外的天大得很呢 %& 说

着! 竟有些唏嘘不已%

这个消息委实太过意外 !

一时大家似乎都没反应过来 !

只是举杯同干后! 刘光第到底

还是不明白! 道" #立新! 你

这第一医院外科的一把刀! 怎

么突然要离家出走了 $ 说说 !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啊! 何哥! 你一向很洒

脱的 ! 怎么今天如此多愁善

感%&

何立新自顾喝了一口白酒!

微闭眼睛似在享受酒香入鼻的

感觉 ! 回刘光第说 " #光第 !

有件事我一直没和你说! 怕你

多心% 你可还记得当年你立了

一等功的那起医生伪造假
()

片的案件$&

刘光第当然记得 ! 事情的

起因还得追溯到他在见习期就

跟公安老法医叫板% 此后! 连

续三年他都格外关注伪造
()

片案% 他相信! 决不止那一起%

果然! 功夫不负有心人! 随后

他接连发现花安李彩虹串通医

生帮助伪造
()

片 ) 平河陈金

水* 南口吴又林两起当事人指

使别人冒名顶替伪造假
()

片

案及
*

件延长伤口伪造伤情案%

这些医生先后都倒在明察秋毫

的法医刘光第手上% 刘光第为

此专门向政法委写了一份打击

伤情造假的报告! 得到章城市

政法委的高度重视! 迅速在全

市开展打击伤情造假专项活动%

一些当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

南口吴又林被以诬告罪判处有

期徒刑八个月) 部队医院两名

()

医生当年被转业 ) 建沙医

院五官科主任* 胃镜医生被以

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刑) 富兴区

一名法医因受贿罪被判刑) 章

城市交警一名法医被勒令停止

鉴定资格%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

十几年来章城市再没有发现伪

造
()

片% 刘光第由此也名声

大振! 成为章城最权威的法医!

他不仅荣立了一等功! 而且撰

写的论文 +四例伪造
()

片的

法医学分析,! 被一些高校的法

医学教材作为伪伤* 诈伤的典

型案例! 在全国法医界引起警

醒%

现在! 听何立新提起旧事!

刘光第不明白这与老同学的出

走有什么关联% 其实! 在这些

案件中! 章城市第一医院并没

有医生受到牵连! 原本他还担

心老同学会有什么关碍%

胡起凡当然也记得这些刘

光第所办的名震章城政法系统

的案件! 他曾经写过连续的跟

踪报道! 只是他也不明白何立

新此时提起此事的缘由%

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称，近年因抑郁倾向就
医的官员明显增多，但他们普遍不愿主动就诊，担心影响仕途。

据
"

月
!)

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建顺微思

!

沈海平

!

沈占明

!

杨建顺

“处长现象”的治理之道

李克强总理批评一些部委

和地方政府文件运转流程繁冗)

拖沓#揭示了!处长把关"!处长

做主"乃至!处长治国"等奇怪现

象的负面效应+++部长们参加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讨论通

过的一些政策#参会的部长们在

会上都没有不同意见 # 却因为

!几个处长来/把关0"#导致严重

的政策梗阻#!卡" 在那儿了$这

种被扭曲了的!处长现象"已引

起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除

了口诛笔伐外#还应当从制度层

面探寻治理之道#让各领域各层

次的相关人员参与到行政决策

过程中来#推进合法合理的科学

决策制度建设#并完善政策执行

和评价机制$

所谓!处长现象"#是指处级

干部们在执行政策时滥用权力#

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甚至受贿

索贿#使上级定了的事儿打了折

扣甚至根本无法落实等奇怪状

况$这种奇怪的!处长现象"愈演

愈烈# 使国务院的政策落实受

阻#引起总理强烈关注#这的确

发人深省$

治理!处长现象"#应当强调

行政决定和命令等政策的规范

力和执行力# 确保政令畅通$在

法治行政原理下#以国务院为顶

点的行政系统本应政令畅通$国

务院经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

形成的政策#以决定和命令形式

作出的意思表示#都应当在全国

各相关领域和层面得以贯彻落

实&部长们来开会#有意见就应

当提出来# 经会议讨论决定取

舍& 既然会上没有不同意见#或

者有不同意见经讨论有了取舍#

形成了决议#那么#就应当不折

不扣地贯彻落实$地方各级政府

或者政府部门也一样#其依法制

定的法规范和政策 # 规定的措

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都是行

使国家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应当得到尊重)服从和执行$

当然#行政系统内部存在领

导关系)指导关系)协作关系等

各种不同关系#故而不应当一概

强调不折不扣地执行某决定和

命令$更何况#上级的决定和命

令也存在不当甚至违法的可能

性#需要设置予以纠正的相关机

制$在整个行政系统内部亦须确

立这样的有效程序(在行政决定

和命令形成之前#有意见或者建

议可以也应当提出&形成了的决

定和命令#即使被认为存在违法

或者不当之处#在经法定程序予

以修改) 废止或者撤销之前#具

有规范力和执行力&贯彻落实该

决定和命令# 应当有科学合理

的评价机制和责任机制作为支

撑$ 绝不能允许行政决定和命

令 !打了折扣# 落实不了 " 等

!处长现象" 存在# 更不能允许

诋诟 !国家规定是狗屁 " 的任

长春们肆意妄为$

要从根本上治理被扭曲了

的!处长现象"#应当从确保行政

决定和命令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上狠下功夫$处长!把关"的负面

效应不可小觑# 但另一方面#处

级县级干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正面效应同样应当受到重视$

为了避免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

决定和命令#处长把关也可能是

必要举措&某些!国家规定"也难

免存在不当甚至违法等情形#相

关监督制约和救济机制成为必

需$所以#有必要将!处长现象"

作为对决定)命令或者规定的形

成过程进行反思的契机#将广泛

而切实听取基层意见和建议设

定为!顶层设计"的法定程序#以

充分汇集包括处级干部在内的

各级各类公务员的智慧$应当努

力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在整个行

政过程中贯彻参与型行政理念#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 )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

等确定为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并完善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制

度# 充分活用行政调查制度#重

视政策科学的研究#完善监督制

约机制和确保专业知识支持机

制#由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

民主化和法治化等来保障政策

制定的科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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