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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人民陪审员当“配角”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

部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办法#! 对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试点作出规定!它对

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选任程

序$参审范围$参审职权$退出条

件$惩戒机制和履职保障等问题

作出规定%此次试点工作旨在弘

扬司法民主$ 促进司法公开$保

障司法公正$ 增强司法公信!切

实解决目前人民陪审工作中存

在的人民陪审员总体数量不足$

参审机制不完善$经费保障有待

加强等突出问题%

总体而言 ! 此次改革的亮

点是人民陪审员将全程参与合

议庭评议! 并就案件事实认定

问题独立发表意见并进行表决%

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对案件

事实认定负责! 如果意见分歧!

应当按多数人意见对案件事实

作出认定! 但是少数人意见应

当写入笔录% 上述改革举措旨

在使司法权能够反映普通人的

常识! 用公众生活常识取代职

业法官偏见 ! 从而促进公众对

司法的理解以及信赖% 对法院

而言 ! 肯定也存在一定压力 !

但这也会使司法权更具正当性

和民众可接受性%

那么!如何真正落实人民陪

审员制度改革!让陪审员充分行

使权力呢&

首先 ! 法院要充分尊重人

民陪审员! 保证其充分行使权

力% 毋庸讳言! 以往人民陪审

员 '陪而不审( 的情况较为普

遍% 通常职业法官不会太关注

陪审员是否理解案情! 而人民

陪审员也并没有把自己放到主

人翁地位上! 大多抱着 '观审(

心态! 意识不到自己是来行使

权力的! '人民陪衬员( 这一

调侃并非空穴来风% 此次试点

将使得陪审员数量在合议庭中

增加! 陪审员将拥有更多发表

意见的机会% 改革要证明陪审

员不是来给法官帮忙的! 不是

来做配角的! 而是来行使权力

的% 法官要意识到! 陪审员和

法官享有同等权力! 对案件审

理! 陪审员会有不同视角 ! 有

时可能会有更高明的判断%

其次 ! 陪审员制度改革应

当以围绕陪审员有效行使权力

为中心! 有关部门应当对其进

行相关培训% 陪审员并非职业

法律人! 他们对于法律问题并

不精通
!

如何保证审判公正! 这

正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 %

假如审判是空洞化的$ 虚置的!

走的是过场! 陪审员自然就是

'陪衬员( 了% 既然赋予陪审员

行使审判权! 应该给他们机会

去发现事实真相% 国外陪审团

审判中! 双方律师采取讲故事

的方式陈述案情! 这样可以使

普通人听得懂% 这也启示我们!

在审判中诉讼参与人应当学会

在庭上以陪审员能够理解的方

式说服他们! 在庭上必须要用

非法律人士能听得懂的语言和

方式把道理讲清楚% 当然 ! 法

院也要对陪审员进行培训 ! 帮

他们学会听讼! 掌握话里听音

的审判技能% 此外! 法官应当

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陪审员行

使权力 % 合议庭评议案件前 !

审判长应当归纳并介绍需要通

过评议讨论决定的案件事实问

题! 必要时可以以书面形式列

出案件事实问题清单 % 一般来

说! 诉讼程序$ 证据能力 $ 法

律适用$ 法条解释$ 罪名选择

和量刑确定等属于法律问题 !

应当由法官决定% 但是 ! 司法

实践中! 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

并非泾渭分明! 因此 ! 由审判

长归纳$ 提供待议事实问题清

单的方式较为可行%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是司

法民主的一种体现! 司法民主

的实现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为了实现司法民主的改革目标!

在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上!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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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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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以案件推理为主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

个曾经的检察官$虽然在故事里$他不是检察官身份$但

检察官却是当之无愧的配角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

键%看似带有神秘色彩的'读瞳(二字背后$是主人公细

致入微的观察力%作者以年轻人的视角$用轻松活泼的

语言描写出故事中人物的感情)人物的智慧$让整部作

品充满活力*

李云林一笑!拿过马可欣签

好的满意度调查表!放在肖元彤

面前"#美女!这调查表上的签名

是不是马科长亲笔签的$%

肖元彤奇怪地说"#当然是

啊&这不是我们看着他签的嘛&%

李云林大笑 " #你看看日

期$%

肖元彤疑惑地拿过调查表!

找到了下面的日期 "#

"#$%

年
&

月
'

日$%

李云林点点头"#那么今天

是$%

肖元彤看了看墙上的日历"

#今天是
"($)

年
%

月
$$

日''

啊&我明白了&%

李 云 林 满 意 地 点 点 头 "

#嗯''冰雪聪明!孺子可教&以

后没事可以多来我这里!交流下

人生和理想什么的''%

马可欣也明白了问题的关

键!惊喜的大喊"#师傅&%

#怎么啦$八戒&%被打断了

的李云林不悦地说(

#师傅果然厉害&事不宜迟!

我马上去找收货的人!核实一下

当时签名的具体情况&%说完!马

可欣拉起肖元彤!就要出门(

#等一下&%李云林叫住了他

们"#你上次答应给我的东西呢$%

#哦''我差点忘记了&%马

可欣拿过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

份笔录(

#所以我就说你这记忆力衰

退的症状要抓紧治''真不考

虑来点大补丸$%李云林一边接过

笔录!一边又去翻找那个小药瓶(

#师傅!这可是复印件!你千

万不能说是我给你的(% 马可欣

没理李云林的话(

#放心!我知道(%李云林低头

专注地看着笔录"#时间不早了!

你们可以走了(我也要走了(%

#怎么! 师傅又要出去$%马

可欣问(

肖元彤看着李云林穿上外

套"#大师!你这么厉害!为什么

不继续当检察官啊$%

李云林大笑"#因为啊''

当检察官! 不能去夜总会&%说

完!他拿起帽子!大步流星地走

出了事务所(

#夜总会$%肖元彤还在疑惑(

#走吧&% 马可欣拉拉肖元

彤"#师傅就是这样的!永远让人

猜不透&%

#那大师为什么要辞职$他

找你拿的!又是什么笔录呀$%肖

元彤不死心(

#唉!说来话长!这是莫琳案

的笔录(当年啊''师傅就是因

为莫琳故意杀人案而辞职的(%

马可欣黯然地说(

#啊$这个莫琳故意杀人案!

是大师经办的$%肖元彤追问)

#也是也不是吧''当年师

傅认为莫琳不是凶手!但是所有

的证据都指向莫琳!莫琳又一直

沉默不语''后来集体讨论!认

为应当起诉莫琳!师傅就说了一

句"臣妾做不到啊&然后就辞职

了( 这个案子都已经终审了!莫

琳也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这都

两年过去了''%马可欣又想起

了往事(

#马科''这个案子''%

肖元彤还想说什么(

#唉!不说了!先回院里吧''

师傅!总有他自己的道理吧''%

第二节 接近

莺歌燕舞夜总会(

#讨厌啦
*

&又是你赢
*

&人家

不来了啦
*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

子正挽着李云林的手臂撒娇(

#哈哈!说到色盅这个东西!

别的不敢吹!大家都称呼我为江

海色魔啊!哈哈
*

&%李云林放浪

形骸地大笑着!露骨的话语引来

女子的一顿粉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天不

怕地不怕! 就怕南方人讲普通话!

你知道的啦!我老是搞不清楚这个

色盅和骰盅有什么区别的啦
*

&%李

云林拿过一杯酒!一饮而尽(

#我不来啦
*

&老板!你是不

是有什么诀窍啊$怎么每次都是

你赢的$%女子把酒一饮而尽!然

后继续撒着娇(

#诀窍$ 当然是有的啦! 不

过''你都说是诀窍啦!怎么能

轻易告诉你呢$% 李云林盯着面

前女子的脸!轻飘飘地说(

#那! 那你要怎样才能告诉

人家嘛
*

&%

#这个嘛''看你领悟了(%

李云林大笑着! 把脸侧过去!右

边的脸整个暴露在女子面前(

#讨厌
*

& 就知道占人家便

宜
*

&%女子嘴唇一点!一个香吻

印在李云林的右脸上(

#哈哈! 不错不错! 孺子可

教(那我就破例告诉你这个秘密

吧(%李云林坐正了身子!用一种

神秘的语气对女子说"#因为我

会读瞳&%

#骗人的吧$ 怎么可能$%女

子明显不相信(

#哈哈
*

&你不信$那你看着

我的眼睛(%李云林端正了坐姿!

眼睛盯着女子的眼睛(两人的眼

神越靠越近''

#嗯''不错&%就在两人的

嘴唇即将相对时!李云林收住了

身子的前倾"#安娜苏!没想到在

这里还能闻到这种香水(%

#讨厌
*

&老板!你根本就是故

意占我便宜''% 女子正要继续

撒娇!李云林却一摆手制止了她(

网购刷单缘何屡禁不止

近期!阿里巴巴集团连续两

次重拳出击!打击和处罚'刷单(

行为!维护互联网的健康交易环

境%

'

月
)

日! 阿里巴巴集团调

查认定天猫商城的
"%

家商户有

参与网络'物流刷单(的行为!依

据天猫平台的规则对这些商家

进行查封清退)

'

月
""

日!阿里

巴巴开出第二张罚单!查实认定

)+

个集市淘宝商家参与 '仿真

刷单(! 依据淘宝平台的规则处

以查封关店的严厉处罚%

'刷单( 是电子商务迅猛发

展的伴生现象!或者说是网络技

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刷单(行为

类似于我们现实交易中的 '托

儿(!是法律意义上的虚假交易!

是一种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

它的目的是为商家吸引更多的

客户! 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利

润%从'刷单(现象产生至今!刷

单的形式发生了多种变化!从个

人的$ 分散的刷单到现在有组

织 $有针对性的刷单 !控制 '刷

单(的规则也不断地适应五花八

门的刷单形式!从电子商务平台

的内部规则到国家性质的法律

法规都在试图对'刷单(现象进

行规制!但是一直到现在!业内

依然流行 '十个淘宝九个刷(的

说法%

'刷单( 现象屡禁不止的根

源在于网络科技发展下电子商

务交易的空间虚拟性% 网络科

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

式! 将人们从现实空间的交易

平台带入网络虚拟空间的交易

平台 ! 前者诸如传统的超市 $

商场! 后者诸如淘宝$ 京东等

电子交易平台等% 网络虚拟交

易平台导致商家的大量集中和

消费者的便利购物% 鼠标的点

击代替了走路逛街的劳累 ! 但

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

众多的商铺和商品中寻找到自

己想要的物品% 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 搜索工具应运而生 ! 但

是搜索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 !

确定何种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实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人越多

的餐馆或者商场! 就会有更多

的人去! 因为人们通过他人的

行为来判断对商家的信任 % 网

络虚拟交易平台亦是如此 ! 人

们将眼见的人流转化成对交易

量的观察! 交易量越多的商品

说明得到更多人的信任和购买%

在这种模式的驱使下! 商家雇

佣人员进行 '刷单( 来提高交

易量从而吸引人的做法 ! 就成

为重要的生存谋利之道%

网络虚拟交易平台带来商

家信誉的图式化或者说标签化%

以淘宝为例! 皇冠$ 钻石等标

志成为商铺信誉的体现 ! 并且

这种图式的信誉成为上述搜索

商品的重要参考! 信誉程度越

高就越容易进入消费者的搜索

视野% 同时! 这种信誉的积累

需要顾客的事后评价获得 ! 那

么通过 '刷单( 来快速累积信

誉度的做法成为商铺在竞争中

迅速兴起的重要工具! 甚至成

为不得不选的工具%

网络虚拟平台交易背后技

术操作的复杂性% 电子商务的

兴起源自于网络科技的发展 !

网络科技的发展也支撑和改变

着网络交易的模式% 网络虚拟

交易平台引起的商家大量集中

和消费者的方便快捷之间的矛

盾! 必然要求搜索技术的出现!

但是任何搜索和排列技术都必

须有相关标准! 而这个标准必

须是一般化或者形式化 ! 而且

要在上述矛盾之间寻找一种平

衡% 任何一种搜索和排列模式

都会引起部分商铺的竞争劣势!

那么这些商铺在盈利的诱因下

必然会 '钻( 现有规则的空子%

所以避免 '刷单( 现象的一个

新的思考路径! 不是单纯的控

制和处罚! 而是考虑何种技术

模式能在利益冲突之间寻找到

一个平衡点! 改变原初单纯的

交易量和信誉度搜索标准%

技术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

便利! 同时也会带来挑战 % 法

律作为回应挑战的重要方式 !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现有的很

多法律法规未能禁止 '刷单 (

行为的原因! 很可能在于打错

了对象! '刷单( 是结果 ! 原

因是刷单背后的网络虚拟交易

及其技术模式%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山前或有路，无奈到不了

$,,-

年!经济学家樊纲和社

会学家郑也夫辩论!要否叫小汽

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我写 *车到

停时没有 '位 (#一文 !仅从车位

这一小点出发!力顶郑%

争论中!郑提出我国人众!人

皆有车会带来诸多麻烦! 须大力

发展公交)樊回以'人就是制造麻

烦动物(%郑指出'路(的问题!樊

不无鄙夷地搬出 '车到山前必有

路(这俗语!来教训前者 %而 '停

车(问题!似无须挂齿!很少人提

及%咱堂堂中国!广阔
,-(

万平方

公里!咋停不下几辆小小汽车&谁

说这个问题!会被认为比提'路(

的问题!更其蠢笨不堪%

我为什提车位& 因我知!当

时北京只有
$.+/

人家拥有私车!

车位已格外紧张 %越两年 !我赶

时髦买了廉价车%同事讥我+'阁

下不反私车了&( 我答+'大势汹

涌如此!小人物从流则个%(

其时交管部门规定! 一车一

位! 车位必在住家周遭多少米以

内的停车场! 否则不予办相关手

续% 找不到这等车场! 遂花
$+((

元买了个远处车场的'位子证(!但

无法在那儿停车! 只好在自家附

近一旮旯暂泊%啥'一车一位(&上

哪儿找'位(去&较早买车的朋友!

像这状况!所在多有%有人傻问!每

个车位
$+((

元进了何人腰包%交

管局答!那是车主与车场的事!跟

该局无关%不管怎样!咱花钱买个

安稳!把车子上路手续办齐%

不久 !有人路边停车 !咱也

停吧 !省得窘迫出入旮旯 %忽一

日!车上贴个条儿!说违停!命交

罚金 %得 !交完钱 !乖乖复停旮

旯 %但路边仍停不少车 !无人问

津!咱还返路边%又忽然!路边画

出长方格带! 说月交若干钱!即

可停车%交吧%不久又见新闻说!

方格属非法停车场! 当取缔%方

格抹去! 又可免费路边停车了!

而贴条的 !也活跃了 %但非法停

车带是啥人弄的!收的钱哪儿去

了!终是一谜%

作为车主!谁不想有个稳固

车位 &近日新闻说 !北京车位缺

口!已达二三百万%交管部门!对

所谓'一车一位(!羞羞答答讳莫

如深 !绝口不提 %而车主不能把

车顶脑瓜上!贴条!叫人贴吧!有

啥法子&

京城道路越修越多越宽!路

边停车越来越多越挤,,,北京成

为堵城!路停为一大原因%限号!

车不行时!大多停于路边%全城除

了长安大街! 我所经过之大小道

路$胡同两旁!几乎遍停小车!诸

多道路!连自行车和人行道!也强

占了!是长期地占$死死地占%这

点!京城谁人不明&不知因为贴不

过来! 还是懒政放任! 贴条执法

者!似乎不如从前麻利了%但仍隔

三差五地贴! 选择地贴! 随意地

贴! 空气清新日子跑出来贴--

贴谁谁倒霉% 一的哥干半天活儿

憋得膀胱疼!恰遇一家肯德基!去

方便一下!前后不过
'

分钟!出来

发现车被贴条! 玩笑说+'咱这泡

尿金贵!值
"((

块.(

就这么折腾!车主的钱不断

被黑车场骗 !被公家罚 !不由令

人起疑 +这交通秩序 !是怎么治

理的& 谁在利用停车问题创收&

贴条无数 !创收几许 &路边停车

状况不但没消失! 反愈演愈烈!

是个什么问题!要否给百姓一个

交代&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贪

腐!是他一人的问题吗&

小汽车进入百姓家!好事!愿

更多人享此福分%但'走进(之后

咋办& 樊派只说!'人是制造麻烦

的动物(! 但人不能光 '制造(麻

烦!而不'解决(问题吧&老百姓把

这种盲目叫'顾头不顾腚(!对着

呢 % 樊派还说 !'车到山前必有

路(! 但眼前的路成了停车场!车

子能插翅飞往'山前(吗&车走不

了!要这铁疙瘩干什么&当摆设!

早看腻了)就给人贴条罚钱用吧%

国人易'路怒(!我想与车的跑和

停均十分艰难!不无干系%

当然!'路怒(事件和车祸频

发 !犹可明证 !国人或许不配拥

有私家车--

+作者系杂文名家,高级记者&

“选择性守法”的背后

近期*参考消息 #转载英国

*金融时报#网站的一篇文章称!

普通中国人要养成依法行事的

习惯可能还要数十年时间%在中

国! 不要指望规则来保护你!也

别担心规则会束缚你)在正确的

结果与正确的规则之间!中国人

总是会选择实用主义%

'偏见.(也许这是你对老外

上述言论的第一反应% 但是!请

仔细阅读作者原文举例+绿灯并

不意味着'行(!小绿人说走时不

一定能走 ) 红灯并不意味着

'停(!小红人说停时也不一定会

停%

只要你至少有一次走在国

外大街上的经历!你就不得不承

认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实事求

是%

这里所谓'规则(!当然是指

社会行为规范!即规范人们行为

的法律$制度$规章及一些不成

文的规矩%老外的文章用交通规

则代指一切生活规则!似有对中

国人行为方式的隐喻+ 实用性!

让一切规则为我所用!具体表现

为对法律规范是否遵守和如何

遵守的选择性 % 守法的 '选择

性(! 虽然与公民个人的文化修

养和阅历
0

一个从未进过城的

乡下老太太当然不会照着红绿

灯适时穿越马路
1

) 与社会管理

资源的充实与匮乏!目前许多乡

镇街道还没有安装交通警戒设

施")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由封

闭向开放$由高度的集体生产生

活约束向以个人自主谋生为生

活常态的转变!由此而产生的规

则迷茫$困惑等等!都有一定的

关系% 但在这些原因的背后!社

会管理者执法行为的'选择性(!

也难脱干系%

'选择性(执法之一+选择减

法!即执法不到位%听任大家违

法而不作为!或降低尺度!放松

要求! 使人误以为此法可有可

无!可遵守可不遵守%如对涉嫌

犯罪的案件线索有案不报!瞒案

不查!该向司法机关移送而不移

送等%

'选择性(执法之二+选择加

法!即执法粗暴!用力过猛%如对

违法经营者动辄查封$ 扣押$冻

结账户)对占道流动摊贩不是善

意劝说制止!而是耍横$追逐!使

用暴力将其'制服(等%

'选择性(执法之三+选择对

象! 即执法倾向和力度因人而

异%如对征地拆迁中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者置若罔闻!而对那些所

谓'钉子户(却毫不留情!动辄大

打出手%

'选择性( 执法之四+'钓鱼

式(执法!即对不明真相或有一

定违法犯罪倾向的人投掷诱饵!

引其上钩!或暗设陷阱!故意致

其违法%如在没有明显禁停标志

的道路上让你停车!但却暗中录

像!在车上粘贴罚单予以罚款扣

分) 任凭宾馆饭店卖淫嫖娼横

行!选择时机突然袭击等%

不再过多列举%选择性执法

与守法环节的'选择性(之相互

联系显而易见!因为对法律实施

的留有余地和矫枉过正!都是在

给公众提供一种不良暗示+法律

是法律!遵守与否!可视其与自

己的利害关系而定)法律规范人

的行为的功能作用因此被异化!

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种异己元

素!能够回避就尽量将它回避于

日常生活之外%由此带来的后果

是!瓦解社会秩序!助长人性的

丑陋与恶劣!给经济发展和社会

文明进步带来负能量%

鉴于守法的 '选择性 (与执

法中的'选择性(相互关联!治理

需多管齐下%一是在治标上下功

夫+ 下大力查出并曝光一些案

件!处分一批人)通过各种媒体

来一次思想观念的大清理$大讨

论!让全体公民明辨是非!强化

法律意识% 二是在治本上下功

夫+ 抓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抓

执法主体的责任担当$执法行为

的理性和文明规范)抓执法队伍

的素质培养!以其应有的良知和

公信力为普通公民树立标杆%唯

其如此!对规则的实用性选择才

会成为一件不理智$不光彩的事

情%

+作者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官&

楚人直言

!

周理松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副县长任教训，在渭南市富平县任副县
长时，让正在上学的儿子“吃空饷”，一年多时间“白吃”4.5万多元。
被举报后，未受到任何处罚。被平调到邻县当副县长一个月后才上
缴“吃空饷”所得，仅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据

#

月
+

日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