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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边上

金色盾牌
热血铸就

从河北肃宁枪击案中!我想

到警察这个职业的伟大!而这个

伟大的职业!又多么令人唏嘘"

警察薛永清和袁帅在围捕歹

徒时壮烈牺牲" 薛爱妻因承受不

了巨大悲痛!跳楼身亡" 他们唯一

的儿子!在停放父母遗体的急诊楼

前!抱头痛哭!乃至哭得昏死过去"

这是何等凄惨的一幕"

从警的战士! 英姿勃发!何

其潇洒威武!他们对自己的神圣

职业!当然深感自豪和荣耀" 很

多小青年!也十分艳羡和崇敬警

察 !觉得当一名警察 !真是神气

而光荣" 这乃是警察的天职!映

照在警察身上的光环使然"

尽管! 警察除暴安良不是出

于个人的好恶#良知和义愤!而是

履行国法!是维护法律尊严!但警

察并不是没有感情之人"警察!当

他们极尽曲折侦破了一桩疑案!

他们是快乐的$ 当他们机智地化

解了一场治安危机! 他们是快乐

的$ 当他们勇敢地起获了一批毒

品!他们是快乐的$当他们拼尽全

力挽救了一条生命! 他们是快乐

的%%然而同时! 当他们把一个

行凶的歹徒扭送看守所! 当他们

击毙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图财害命

者%%他们也快乐吗&

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卫

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必须与

破坏社会秩序者和剥夺他人生命

财产者作斗争" 我想!当他们完满

履行了神圣职责而享受快乐的同

时!他们的心情!也不无纠结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警察

破获了一起杀人案!杀手将受到法

律严惩!那是杀手罪有应得!但他

还有三亲四戚! 对于这后者来说!

他们此后延续的悲剧!肯定并不比

此前的悲剧略轻一点" 更有另一方

面!案子破了!可无辜的被害者!却

再也不能复活! 不能与家人团聚

了!他的亲朋好友!从此将长期地

陷于悲痛之中"血肉之躯的警察想

到这些!即使被害者亲属含泪送来

'为民除害(的锦旗以表谢意!他们

大概并无太多心情!去狂欢!去开

一个破获杀人案的庆功宴" 他们或

许也没有享受快乐的充裕时间!因

为往往一个案子未结!下一个已经

等着他们去破%%

平素!警察总是出现在'危难

之时(!跟骚乱#杀人#放火#抢劫#

盗窃#贩毒#走私#强奸#虐待#伤

害%%这些不轨的# 极端负面的

事件打交道"他们耳闻目睹的!是

血腥#狠毒#狡黠#欺瞒!是丧尽天

良!是人性之恶" 他们多作少息!

随时准备着奔赴现场!投入战斗"

他们!难得与家人聊叙天伦"他们

的精神尽管坚强于常人! 但源源

不断遭受这般恶劣情绪的刺激和

影响!我想也许!他们实际上很少

有生活的快乐"

虽然训练有素!但因案发现

场的复杂性和歹徒的狡诈和顽

抗 !警察的血肉之躯 !也不是总

能躲过罪恶的袭击" 为保一方平

安而献出性命的事!几乎是警察

这个特殊职业的常态)))我国

每年大约有四五百名警察因公

殉职 " 所谓 '金色盾牌 !热血铸

就(!即此之谓" 这是人们最应该

敬重和体恤警察的地方" 薛永清

和袁帅的牺牲!正说明这一点"

警察也有亲属!警察的不幸

牺牲!是警察和他们的家庭的双

重悲剧 " 坏人犯法导致家庭悲

剧 !人们也不无同情 !但那毕竟

是这个家庭的人作乱的结果!其

家人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警察!

却是为了社会和群众!而倒在了

恶人的刀枪之下! 其无辜家人!

乃是百分之二百的受害者!这就

更叫善良的人!情何以堪*

当咱们过着平安日子的时

候!咱们不能忘了警察的英勇献

身 ! 不能忘了警察的痛楚和烦

恼!以及壮烈牺牲的警察家庭承

受的巨大不幸和悲痛!时时想着

做一个守法的!乃至见义勇为的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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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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晚安" 那个小鱼

!

盘还在它的脖子上"我就把晚

安叫过来"然后去抱它准备解下

!

盘 " 当时就在这一堆箱子上

面# $

!对"这个我看见了%罗光秦

激动地说&!当时我和老师一起

上来找
!

盘"因为老师说有陌生

人晚安可能会害怕"我就在门外

等"我看见晚安跳到一堆箱子上

面"亲昵地对老师撒娇"还在箱

子上跳来跳去"老师最后只有把

它抱在怀里 " 才能开始解
!

盘

'($

!那个时候 "

!

盘还在猫的

脖子上吗) $李云林问#

!是的"我看得很清楚# $罗

光秦回答&!别看我这样"我的视

力可是
"#$

呢% $

!嗯"那么后来呢) $李云林

问#

!后来((后来听到楼下的

敲门声"苏老师就走到窗边去查

看是谁#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房

间里的灯暗了一下"我的眼睛还

没适应黑暗"只听见一声轻微的

声音" 然后就是窗户打开的声

音"还有箱子倒塌的声音"然后

苏老师一声惨叫"我反应过来的

时候"灯又忽然亮了# 我就看见

窗户打开" 苏老师的手臂受了

伤"箱子散了一地"晚安就掉落

在箱子里"脖子上的
!

盘也不见

了%$罗光秦仔细地回忆着"脸上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嗯"当时灯忽然暗了"我只

听到箱子倒塌的声音"一个人快

速向我冲来"紧接着我的手臂一

阵剧痛" 然后窗户就打开了"那

个人应该是从窗户跳下去了"我

想起窗边有灯的开关"就赶紧按

亮了开关(($苏雨晴在一旁补

充道#

!可是((如果是这样 "难

道是外来人作案) 这别墅的某

处"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马

漠漠不寒而栗#

!但是这可是三楼啊% 跳下

去"有可能吗) $罗光秦不敢置

信#

!可以的" 姐姐这个房间是

靠山坡的" 这里下去就是半山

坡"虽然是三楼"但是离地面的

距离不远(($苏雨荷解释道#

!苏小姐" 能看着我的眼睛

吗)$李云林蹲在苏雨晴面前"脸

色严肃地问#

!哼%你还在怀疑我吗)我都

受伤了% $苏雨晴一脸不忿#

!你还嫌我姐姐被你害的不

够吗) 现在这样的情况"摆明了

凶手另有他人"你还盯着我姐姐

干什么) $苏雨荷怒目而视#

!呵呵"苏小姐"当时罗光秦

听到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李

云林并不恼怒"继续问道#

!我没注意%$苏雨晴一脸不

耐烦#

!那么" 你听到的是什么样

的轻微声音呢) $李云林又转向

罗光秦#

!怎么说呢) 有点((有点

像口哨的声音((但比口哨的

声音要低很多((其实我都怀

疑是不是我的错觉"因为那声音

很微弱" 若有若无的((就像

((鬼魂一样% $罗光秦犹豫着

说#

!呵呵"很好% $李云林站起

身子"看着苏雨晴"脸上挂着神

秘的微笑#

!我姐姐都受伤了" 你还说

好) $苏雨荷大怒#

!当然"因为你姐姐的受伤"

解开了案件的最后一块拼图"所

有的谜题都解开了"我已经清楚

了全部真相%$李云林收起笑意"

严肃地说#

!什么真相) $

!一切" 包括
%

年前和
%

年后

发生在这栋别墅的所有事件% $

!什么)那伤害姐姐的是谁)

究竟是谁)$苏雨荷一把跳起来"

抓住李云林的胳膊问#

李云林尴尬地甩脱苏雨荷

的手臂&!有一句话"叫做人最大

的敌人始终是自己# 这句话"你

明白吗)$李云林看着苏雨晴"说

道#

!我不明白%$苏雨晴依然一

副不爽的表情#

!哦)那简单一点说"就是不

作死"就不会死%$李云林走到苏

雨晴面前"伸出一个手指&!因为

制造这起事件的" 就是你啊"苏

雨晴小姐% $

!什么)$屋里的人全部大吃

一惊#

!不可能% 我姐姐怎么可能

自己伤害自己) $苏雨荷急道#

!不可能" 当时从断电到恢

复明亮只有短短
"

分钟不到"就

算是苏老师自己刺伤自己"也绝

对做不到把猫脖子上的
!

盘藏

起来% $罗光秦一脸怀疑#

!不可能吧)我倒是想起"刚

才雨荷来之前不是有敲门声吗)

会不会是那个人(($马漠漠畏

缩地说#

!可能的" 轻微的像口哨一

样的声音" 猫的名字和表现"神

秘失踪的
!

盘"忽然出现的敲门

声" 还有苏雨晴小姐手臂上的

伤"都揭示出这一切"都是编剧

大师苏雨晴小姐策划的大戏% $

李云林站在房间中间"自信十足

地说#

!呵呵" 看来你是一定要指

证我了) 那你倒是说说"我该如

何做到这一切# $

!

杨小军

老沈说法

!

沈占明

法庭怎样获得案件事实

在法律题材电影 +十二怒

汉,中!无论是美国最初版本!还

是俄罗斯#日本版本!以及最近

热映的中国版本!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弄清案件事实"只要事实清

楚了!如何准确适用法律的问题

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并不难"

成为诉讼对象的事实大致

有两个特点- 一是矛盾尖锐!诉

讼双方都一本正经地诉说着彼

此并不吻合甚至截然相反的'真

相("二是事实发生在过去!完全

还原曾经发生的事实在理论上

可以!但在现实中很难"

那么法官怎样克服这些困

难弄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呢&在古

代的西方曾使用过非常不靠谱

的做法!叫做神示证明法" 比如

让争讼的两人决斗!甲把乙打死

了!就认为甲得到了无所不知的

神的帮助!乙欺骗了神灵!所以

判决甲胜诉" 这种把法庭上的

争论变成体力上的争斗的解决

办法倒是很受张飞李逵之类勇

蛮之士欢迎" 中国古代的做法

比这好点!按照+周礼.秋官.小

司寇, 记载就是 '以五声听狱

讼 !求民情 !一曰辞听 $二曰色

听 $三曰气听 $四曰耳听 $五曰

目听" (认为说谎的人会结结巴

巴 #面红耳赤 #气喘吁吁 #手足

无措"这种做法对老实人可能好

使!但面对那种超级大瞎话篓子

就没那么有效"

后来出现了证据制度!也就

是靠证据揭示真相"证据制度发

展下来!规定越来越规范!种类

越来越多! 直到现在的物证#书

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电子

证据等九大类"

证据能说话!但也不是任何

材料搁法庭上就能成为认定事

实的证据" 要达到这个目的!还

得符合一定的规则!并经过法定

程序的考验和锤炼"

证据规则很多!比如诉讼成

本规则" 成本有两种!一是现实

成本" 在金庸小说 +飞狐外传,

中!钟四嫂的儿子被怀疑偷了邻

居的鹅吃!为查明真相!伸不白

之冤!钟四嫂把自己的儿子的肚

子剖开了"据作者说这个惨剧不

是编造!是真有其事的" 钟四嫂

的做法的确获得了证据!也说明

了事实!但代价太大了!一万只

鹅也比不上一条人命的价值!现

代法治绝不认可也不允许这样

的证据出现" 二是时间成本" 司

法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诉讼也是

有期限的!'迟来的正义不是正

义(! 法庭不可能罔顾效率一个

案子审上几十年"所以法庭只能

针对特定时间段内提供的符合

法定要求的证据进行评判!努力

获得事实"

法定程序主要是为了核实

证据能否如实反映案件事实" 比

如证人证言" 有的证人对事实记

忆可能失真!有的也许干脆就说

谎话" 针对这个问题!法律想出

三招儿-一是宣誓" 通过每个证

人在作证前宣读一段诸如'我承

诺如实陈述!如有虚假!愿意承

担责任(的话!唤醒证人良知!加

深其责任感$ 二是刑罚上的保

证" 对说瞎话情节严重的!追究

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三是法庭

上的质证" 电影+九品芝麻官,里

仆人来福冤枉大少奶奶仰慕他

的文采和他通奸!但把'床前明月

光(念成'金风玉露一相逢(!质证

之下!谎话马上就被筛出来"

经过上述程序!我们也许仍

然得不到确切事实! 这也没关

系!法律事先有个假设!在刑事

上叫作无罪推定"法律假定被告

人是无罪的! 控方不能证明有

罪!或者不能像电影+十二怒汉,

中描述的那样排除合理怀疑!那

么事实就是被告人无罪"在民事

上叫做'谁主张谁举证(!你不能

就你的说法提交有力证据!或者

你的证据证明力不如对方证据

的证明力!那么法律就认为你说

的不是事实"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

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后的产物"

它为裁判者解压!同时也保证了

诉讼各方在事实探究过程中在

同一规则下有序对抗!胜者认为

理所当然!败者也能口服心服"

(

作者系公务员
*

确立法治化人性化的城管执法标准

城市管理与执法本质的问

题是要解决'官民关系(!要解决

好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城

管执法的标准问题"

城管执法的标准!应当是法

治化标准!也就是由立法确立的

各项规范与执法规范和标准"城

市管理!涉及到各方利益和权利

义务!涉及到政府对城市秩序的

目标!也涉及到在城市生活工作

的人们对城市的利用和满足其

需求等诸多问题"有人以摆摊设

点为生!自然希望开放宽松的管

理标准$ 有车辆停放需求的人

们! 当然以方便停放使用为要

求"这些要求和目的!在一定程

度上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各自背

后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城市管

理和执法!也就面临着诸多的利

益分歧和众口难调的局面"只有

坚持法治原则!在立法上平衡各

方利益!以立法形式选择和确定

城市管理和执法的标准"

坚持城管执法的法治化标

准! 就是要防止和减少人治标

准" 在当前的城市管理执法中!

存在着人治标准的倾向"有些城

市管理执法!时常以主要领导个

人的喜好为标准"例如 !有的地

方!为了创建'国际化大都市(形

象!把本地的人力#机动三轮车

营运予以取缔打击
&

而有的地

方! 为了支持古城文化建设!又

人为建立人力三轮车运营的队

伍" 又如城市举办大型社会活动

其间!都要进行集中整治!大型社

会活动结束后!往往又回归原状"

这种来回折腾和'一阵一阵(的执

法监管!是城管执法标准人治化的

集中体现!极大地损害了城管执法

的权威性!也增加了人们挑战这个

标准的投机心理!长此以往!城管

执法就变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城管执法的标准! 必须走法

治化道路"城管执法的标准!应当

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 细化明确

出来"道路#交通#建筑#商贩#市容

市貌等! 都是城市的重要构成要

素!是建设#管理#维护所必不可少

的重要内容"不仅能够法治化!而

且也完全可以法治化" 以立法标

准规范政府的城管执法! 以立法

标准管理公民法人的行为" 树立

法律的权威!才能够长治久安"

城管执法标准应当是法治

化标准!但这个法治化标准也应

当是实事求是的标准"城市的管

理者们在制定立法确定标准的

过程中!要结合本地城市的发展

阶段和经济社会情况!制定城管

执法标准"'大(而'高(的标准!

不是所有城市都应当趋之若鹜

的目标"'国际化('现代化(也不

一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 所以!

实事求是地制定城管执法标准!

既要符合城市管理的特点!也要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还要

有自身城市的文化与特点"

城管执法标准还应当是人

性化标准" 为人民管理城市!而

不是为城市管理人民!这是最大

的原则!不能舍本求末!颠倒是

非"因此!制定城管执法标准过

程!就应当是一个集中民意和反

映民智的过程"城市!是市民的

城市! 是每一个在城市生活#生

产#居住的人的城市!与民众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无论是

城管执法的立法标准!还是城管

执法更为细化的规则等!应当是

'官(和'民(共同意志的反映!而

不是'官方(强加给广大市民的

标准 "例如 !对临时的 '马路市

场(整治问题!不能只讲秩序!也

要讲方便居民生活"在维护秩序

和方便居民生活之间找到一个

现阶段和本地区合适的道路 !

需要管理者与当地居民协商讨

论 !不是一句 '取缔 (就可以简

单解决的问题" 应该把人治标

准变为法治标准! 把单方面的

标准变成双方面的标准 ! 把固

执的标准变成协商基础上的标

准 "以人为本!毕竟是我们最大

的法治和政治!城管执法更需要

体现以人为本"

+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

专利审查中使用公知常识应确立正当行政程序

在我国现行专利法#专利法

实施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所建

构的专利实质审查体系中!并未

对公知常识的概念及其运用等

问题予以十分清楚且准确的界

定和说明!更没有就使用公知常

识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明确规

定"在专利审查的实践中!存在着

使用了公知常识来否定其新颖

性或者创造性!甚至简单论断多

个区别技术特征是公知常识却

无举证的情形"在驳回决定和复

审决定书中对使用公知常识进

行权利核驳并没有相关理由说

明!即使专利申请人或者代理人

要求审查员就公知常识举证!往

往也会因为'于法无据(而得不到

直接回应"因此!如何活用正当行

政程序原则来规制公知常识滥

用的风险!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

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知常识一般是指公知的

教科书或者工具书披露的解决

特定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和本

领域中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惯

用手段"将公知常识用于核驳新

颖性和创造性!当区别特征为公

知常识时!技术方案必然不具备

新颖性和创造性"这一点是无可

争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

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

常重视公知常识的问题!目前却

依然对其认定难达共识 " 更何

况! 近来随着申请量的增大!新

招录的人员增多而岗前培训没

有到位!有些审查员对专利法等

法规范的理解不到位!对技术的

把握不够专业!其结果造成了滥

用公知常识的状况普遍存在"例

如!将未检索到的看似简单的特

征都认定为公知常识!将未带来

本质变化的简单参数设定等误

认为是公知常识等"而专利局对

专利文献及科技期刊等是否可

以作为公知常识性证据!在什么

条件下可以作为公知常识性证

据尚有争议!这些导致了难以在

审查的全过程中系统地把握运

用公知常识进行审查"

既然理论上和实务上对公知

常识的认定均难达共识! 而专利

审查的相关法规范并未对使用公

知常识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及其分

配原则!那么!就有必要强调在专

利审查中使用公知常识的法治思

维! 有必要通过正当行政程序来

弥补法规范层面的不足"

专利审查决定具有行政行

为的特性!不宜简单地将其归为

侵益的行政行为或者授益的行

政行为!而应当以过程论的视角

将其确定为复效的行政行为"对

于复效性行政行为!应当适用合

法#合理#公开的行政法基本原

则! 切实用好利益均衡机制!尤

其是要坚持正当行政程序原则!

在作出不利行为之前要通知当

事人并听取其意见!做到不单方

面接触!注重说明理由!并遵循

被申请人#被告!行政主体"承担

举证责任的原则"

在现代行政法原理之下!既

要防止权力滥用!又要确保权力

合法#合理#充分行使!并依法实

现和保障权益" 在专利审查领

域! 鉴于申请数量多审查任务

重!无法将听证程序#举证责任

逐一适用于每一项审查的现状!

一方面应当以正当程序来保障

专利审查使用公知常识的公平

正义性!另一方面应当强调确立

科学合理的#限定性的举证责任

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

当审查意见论断为公知常

识的区别技术特征为
"

个以上

时!当申请人结合合理的论述对

公知常识核驳提出异议时!审查

员均应当提供公知常识的证据$

当申请人请求会晤时!审查员应

当同意会晤!若有其他利害关系

人!应当通知到场!避免单方面

接触!给予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

人以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当使用

的公知常识不是众所周知的事

实!而是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知

晓且熟悉的事实#知识或者技术

手段时!应当举证"

专利审查指南明确规定!审

查员行使裁量权应当以认真#负

责的态度!追求合法#至善及有

实效的行政目的" 当审查员#申

请人及其代理人 !及利害关系

人"各方意见出现争议时!应当

坚持正当行政程序原则!引入说

明理由#提供证据和专家咨询制

度等!确立相应的标准和程序规

则!以消除经常出现争论不休的

尴尬状态!使兴利与避害得以兼

容并顾!使裁量的行政事宜既符

合法定程序又符合公平正义"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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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祈求时来运转，使用公款为自己建造“寿墓”的广东省揭
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因涉嫌受贿、贪污、行贿被提起公诉。原
本期望“寿墓”为自己带来好运，没想到最终只能“自掘坟墓”。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