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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细节

在当下中国 ! 法治已经成

为一种主流话语 ! 从官到民 !

从上到下! 处处都在谈法治"

在 #依法治国 $ 已经写进

宪法的时候 ! 在党中央已经专

门制定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的

时候 ! 在大量的法律制定出来

进行社会调控的时候 ! 为什么

我们很多普通公民还是经常会

感到法治有点遥不可及 ! 感到

社会细节之处充满着 #非法

治$% 是不是真的像老百姓说的

那样 ! 这都是因为一帮子歪嘴

和尚把好好的经都念歪了 % 确

实有这方面的原因 ! 但更重要

的是法治没有落实到细节之处!

或者说法治的扭曲就是在那些

细节之处发生的&

从中央到各级地方 ! 法律

之间层次分明! 因此才有上位法

和下位法的区分! 这种纵向体系

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体现了法

律的细化& 通行全国的法律不可

能规定得过于具体! 因为要因应

全国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 下位

法要细化上位法! 但是在细化的

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法律的立

法目的经常被扭曲& 这种扭曲的

几率和程度和法律体系的层级成

正比! 越是到法律体系的下层!

立法目的被扭曲的几率和程度也

越高& 因为任何层级的立法主体

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也更会按

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细

化上级法& 因此! 我们会看到!

在最基层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往

往存在明显违反中央立法的条款!

诸如有些地方性立法会积极地细

化一些收费罚款条款! 甚至不惜

违背上位法! 而对需要自身积极

作为的条款往往会视而不见! 不

加细化& 更有甚者! 在执法机构

的内部文件中也屡屡出现违反法

律的地方! 并且这些文件经常秘

而不宣& 因此! 在国家公权力的

运行体系中! 在最为纤细的毛细

血管之处往往流淌的不是法治的

血液! 而是人治和潜规则的横行&

在此意义上! 加强法治在细节处

落实的重要措施! 就是建立对各

级法律的合法性审查机制! 保证

立法目的在层级延伸中不被扭曲&

法律的运行离不开人 ! 而

法律从文本上的条款落实到社

会生活中的规则更离不开人 &

但人也是社会中的人 ! 人所承

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也会影响

法律规则的真正实施 ! 尤其官

本位的权力思想在很多细节之

处影响着我们的法治实践 & 在

生活中 !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法

律的各项规定很完善 ! 但实际

的运行效果却并非尽如人意 &

举例子来说 ! 在单位的议事决

策中很讲究民主 ! 制定了完善

的规则 ! 但是真正的决策还要

看一把手 & 如果一把手对某事

已有结论 ! 那么就会在开会议

事的时候提前发言 ! 并表达出

倾向性意见 ! 在这种情况下 !

下面的人基本都会顺着领导的

意思去说 ' 如果一把手对某事

并无结论 ! 那么就会让下面的

人多发表意见 ! 最终领导会决

定采纳何种意见 & 此外 ! 在一

个单位中 ! 如果一把手不喜欢

穿西装打领带 ! 那么下面的人

在领导面前也不会这么穿戴 !

如果一把手领导开会念稿子 !

那么下属一般不会脱稿讲话 &

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很多 ! 这

些细节处体现出的官本位思想

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 ! 也在扭

曲着法治实践 & 出现此类现象

的原因有很多 ! 但是最大的原

因在于公权力并未能在细节处

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法治不是宣传口号 ! 也不

是抽象的文本规则 ! 而是真正

体现在细节之处的规则意识 &

如何保证法治从文本走向社会

生活的细节之处 ! 是我们国家

法治建设的关键 ! 也是让人们

能够真正体会到法治价值的核

心举措&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骂人是个严重的事儿

现在有的人特别爱骂人 !

在地铁上!马路边!随时都能爆

发一场骂战& 在网上更是不得

了! 个个就像得了 #秽语综合

征$!出口成#脏$&古语说#言为

心声 !语为人镜 $!骂人的国人

怎么了%

中国人在骂人这事上是有

传承的& 例如大名鼎鼎的 (诗

经)! 不仅有 (关雎)(木瓜)(鹿

鸣 )这种唯美的诗篇 !也有 (硕

鼠)(相鼠)(巧言)这类辱骂的文

字& 中国人并不完全排斥骂人!

骂人出色有时甚至还会受到某

种程度的歌颂&例如(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跟魏国打仗!阵前

曹营的王朗老先生很文明地跟

诸葛亮辩论!不料诸葛亮不按常

理出牌!骂人家#皓首匹夫*苍髯

老贼*断脊之犬$!把人家气得当

场心脏病发作死亡&罗贯中以赞

美的语调描述这场虚构的骂战!

觉得能靠舌头骂死人的战士厉

害得不得了&近代学问大家梁实

秋先生也觉得骂人不是什么大

事&他写了篇文章!认为#骂人是

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

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

而不骂! 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

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

并且从技战术上归纳了十种招

数! 堪称骂人领域的 (孙子兵

法)&

但骂人是有讲究的&就事论

理!用词文雅含蓄!类似批驳甚

至讥讽! 听着虽然也会不快!但

不至于感觉受辱&如果抛开情由

像齐威王#叱嗟!而母婢也$这种

虚构事实为了辱骂而辱骂!问候

人家祖宗家人!就暴露了个人的

低下素质+因为讲不出来什么道

理!只好说脏话&

一些特殊人士更应该管好

自己的嘴&例如名人!因为粉丝

众多! 本身就有很强的示范效

应!如果老是骂骂咧咧!影响比

一般人要恶劣得多&最典型的是

崔永元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争

论! 一开始俩人还好好说话!但

说着说着就急了眼!就开始搞人

身攻击!并且各自带动着一大批

拥趸互骂&再比如公务员!这是

一个特殊群体! 是为人民服务

的&如果对前来办事的百姓恶语

相向! 不仅反映出个人不良品

质!而且还给其代表的政府形象

抹黑&还有教师!曾有过很多恶

劣先例!如中学老师嫌学生不送

礼骂街!大学教授用粗话拒绝记

者采访并且在微博上炫耀等等!

教师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 #传

道$!给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让

那种骂人成瘾者当老师!容易把

学生带到沟里去&

骂人者辱骂他人!自己并不

会得到什么!反倒是有可能承担

法律责任&诸葛亮骂死王朗被赞

美!毕竟那是在两军阵前!但现

实生活中谁要是骂死他人!则免

不了要吃官司& 官司分两种!一

是民事官司!侵权赔偿是少不了

的'第二种是行政处罚甚至刑事

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

条

规定得很详细!刑法第
"!#

条也

有类似规定&

很多人习惯在网上骂人!他

们觉得网络给他们戴了个面具!

让他们脱离了现实中熟人社会

的那种道德禁锢!可以尽情发泄

自己的情绪!暴露自己平时被理

智压抑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但这个面具一点也不牢靠&最高

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利用信

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

责

令网络服务商提供能够确定涉

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联系

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对于恶言骂人这种行为 !

法律可以努力去惩处 * 规范 !

但杜绝它更有效的办法是每

个人树立正确的美丑观 !设置

道德底线 !形成文明有礼的社

会大环境 &

"作者系公务员$

老沈说法

左岸琴声

!

傅达林

别让守法者吃亏

虽然在我们的传统教化中!

#老实人吃亏$ 是个道德不正确

的命题!但其决非一个事实伪命

题!而确有可能是老百姓基于生

活经验归结出的一条#教训$&这

种教训如果不能得到实际的纠

治!营造一种#让老实人受益$的

体制环境!便极有可能蔓延到不

同领域!以致最终演变成道德正

确的坏命题& 例如在法治建设

中!就可能出现#守法者吃亏$这

样的现象&

不久前!朋友送我两张演唱

会门票!抱着体验的心情我和爱

人按照票面的提示走进体育场&

门票上明确写着小孩不能入场!

也不能携带小包!而且必须提前

#%

至
&%

分钟入场&但是后来的

场景让我们自叹太过#老实$了+

像我们这样提前入场的寥寥无

几!其他家长带小孩入场畅通无

阻!女士们更是背着各色挎包安

检后顺利通过&

这样的场景我们可能经常

碰到!制度规范中写明的那些所

谓规定! 其实根本没有约束力!

或者说它约束的只是遵守规则

的老实人&而在生活中!像我们

这样遵守规则的老实人!往往会

被讥讽为不懂国情的#傻根$&在

这里! 人们看到的是 #两个世

界$+ 一个是纸面制度上所设定

的行为规范世界!一个则是匍匐

在制度之下执行另一套规则的

现实世界&

在以往#有法可依 *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础

上!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新#十六字$方针!其中#全民守

法$ 的提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守法指向的是法治建设的社会

系统! 是一种基础性的行为习

惯&其基本要求乃是确立守法的

平等性*一致性*全面性!不能容

忍公民在守法上实行差别主义&

而守法者吃亏!不仅直接破坏了

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更严重的

是造成公民守法上的不当趋利

心理! 倘若这种现象蔓延开来!

不仅守法的秩序无以保障!也让

法律制度的权威丧失殆尽!最终

陷入无法之境&

那么如何不让守法者吃亏%

或是怎么才能让守法者获益%首

先我们有必要追问!是谁让守法

的老实人吃亏的%我以为首先的

责任者依旧是具体执法者&当出

现违法者而不予追究时!这种容

忍或漠视就在法规制度的执行

上打开了一个难以缝合的裂痕!

让人的自利本性窥视到不守法

的#好处$&这种执法上的不严或

是疏漏!就会形成一种#决堤效

应$!冲击了公民守法的心理&等

到大家都明白守法者吃亏的道

理!再想重新确立法规制度的权

威与执行力!就很难了&

不妨再以马路上的秩序为

例&我们说一个社会的法治环境

好不好!看看城市里的马路秩序

就知道&为什么随处可见的行人

违章总是难以彻底根治%为什么

各个城市的交管部门三番五次

进行集中整治!却总是难以走出

秩序治乱循环的陷阱% 在理论

上!我们应当推定到最先违反交

规的行人那里!而当他第一次违

章获得自身便利时!却没有得到

执法人员的处罚和纠治!渐渐地

出现#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也就

不难理解了& 多少次在马路上!

我看到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对

于闯红灯的行人与电动车#视而

不见$!有的甚至就在眼前!交警

却连一句提示都没有&苦等红灯

的人!不就吃亏了么%

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获利!这

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最大环境和心

理障碍&而破解之道!首先是从执

法监管环节入手& 良好的守法习

惯! 刚开始形成也是人们基于功

利心理作出的选择& 倘若每一次

违法都获得真切的不利后果!久

而久之其违法的动力便减少甚至

消失了& 缺乏严密的日常执法纠

治! 不可能形成全民守法的行为

惯性& 所以应当通过执法系统建

设去影响守法系统建设! 为守法

者创造不吃亏的环境! 为违法者

打上必定吃亏的预防针&

当然!营造全民守法的良好

环境!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建设&

例如在立法中!尽可能为守法者

提供受益的平台!明确违法者的

代价与后果&在社会道德体系建

设中!融入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

道德理念!通过对守法典型的宣

传*奖励!传递守法正能量&围绕

执法矫治这一中心!通过综合施

策!让守法者利益最大化&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王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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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被冒用，铁路怎能“没办法”

春节临近!火车票又难买起

来!铁路方面也频频成为网民吐

槽的对象&但客观而论!并不是

所有的买票难都是
'"(%#

制造

的&比如身份被冒用导致购票遭

遇障碍!这第一位的原因!还是

冒用他人身份的人&

近日!北京市民孙先生就碰

上了这样一件烦心事&#不知道

是什么人居然用我老婆的身份

证买了
"

月
(

日*

!

日的票!导致

我们无法买
)

日回老家的车票&$

尽管铁路部门要求乘车票*证*人

统一!但冒用别人身份买票似仍

有可乘之机&对于孙先生来说!更

麻烦的是!那两张被冒名购买的

票已经被取出&

'"(%#

一名工作

人员在回答咨询时表示!如果票

还没出就可抢先取票&但如果已

经取出!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身份证被冒用 !怎能 #没办

法$%,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身份证法)! 冒用他人居民身份

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

下拘留&孙夫人的第一个办法应

该就是报案! 进而是监督立案!

并督促公安机关抓获侵权者或

嫌疑人!使之接受依法惩处&

孙夫人的第二个办法就是

请求铁路方面确认其身份!并注

销非她授权的购票行为&铁路方

面虽不是司法机关!无法承载追

究冒用他人身份证者法律责任

的重任! 却可以通过必要的程

序! 让被害方能够更迅速地从

#冻结$状态中#复活$过来&另一

方面!在实名制购票乘车制度之

下!一个身份证!同一时间的同

一趟车只能购买一张车票!只要

加大验证验票力度!或通过技术

手段确保票*证*人一致才可乘

车!孙先生及其夫人的后续购票

也应不成问题&

铁路人员面对旅客的#麻烦

事$!动辄#没办法$!说到底还是

管理型思维在作怪&铁路运输是

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公共服务产

品&步入移动互联时代的火车票

售卖!也应有网络时代的铁路企

业新常态& 这新常态的建立!一

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变过

去的管理思维为服务思维!不断

提升服务意识!尽最大努力让旅

客舒心*省心和放心&

诸如旅客身份被别人冒用

这样的#小事$!对于急欲回家的

旅客来说! 是实实在在的大事&

而这样的个案! 也并非今年才

有&一些铁路工作人员在业务学

习和服务意识上显然还有较大

欠缺&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去

年
'"

月
"#

日曾发布公告!称将

实行五项措施为旅客服务!其中

就包括旅客身份被冒用的情况&

如旅客是在网上购票!发现身份

信息被他人冒用购票!造成行程

冲突
*

指同一乘车人的乘车时间

出现交叉
+

不能购票时 !可在互

联网上举报后继续购票 &

'"(%#

网站为旅客网上举报设置了相

应的功能!旅客可以按网上的提

示操作& 若旅客在车站窗口*代

售点*电话订票*自动售票机等

渠道购票时!发现身份信息被他

人冒用购票!造成行程冲突不能

购票的!可就近到车站指定窗口

举报后继续购票&

而对于涉嫌冒用他人身份

信息购买的车票!铁路部门完全

可以按车票的车次*座次在车站

和列车上进行重点查验!铁路公

安机关亦可将此作为重要线索

依法处置&

应当承认 ! 铁路购票实施

实名制之后! 方便了管理 ! 但

也给旅客带来了一些不便 & 为

确保铁路运输的高效 * 有序 *

安全 ! 这些都是必要的代价 &

另一方面! 对于铁路方面来说!

已经完成的公司化转型! 不能

老把责任推给旅客& 面对铁路

运输服务中所遇到的一些新问

题 ! 不管是不是麻烦事! 铁路

方面不能嫌麻烦& 铁路企业的

最高法则不能总是 #没办法$!

而应当是多为旅客 #想办法$&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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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至10月，我国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出不符
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的进口食品达2350批
次。对此，国家质检总局表示，正在建立最严格的进出口食品安全
监管制度体系。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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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郎撩开窗纱!看到蓝色

的警灯闪烁!一辆
'"%

救护车停

在一单元门口"

#他妈的!虚惊一场!是一辆

救护车! 不知谁家里要死人了"

来!咱们继续玩儿"$李一郎招呼

着!几个人又把牌立起来!继续

往下玩%

&噗通!噗通'($楼梯里传

来急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

里回响!越来越近%

&三筒! 点对眼儿不对%$秃

脑门打出一张三筒时!嘴里念叨

着%

李一郎心知肚明!郭局长已

经停口!而且和三万!他是用排

除法得出的结论!因为郭局长之

前打过三条%

&我这牌下辈子也和不了!

到现在还没有一付子%$ 李一郎

无精打采地打出一张牌!生怕给

他人造成压力!其实他自抠了两

次都没有和%

秃脑门还没等上家打下牌!

就提前抓起了一张牌!用中指和

拇指夹着牌! 中指在牌下摸了

摸! 他已经摸出是一张三万!心

里一阵惊喜!但他极力克制着情

绪!不露声色!生怕被别人察觉

后搅黄%他佯装懊丧!还叹了一

口气!用来迷惑别人!他强压着

内心的狂喜!只等上家的牌一落

地! 他突然在空中翻过牌来!然

后使劲摔在牌桌上%

啪!&一条龙)自抠三万%$那

神情就像一名将军出其不意打

败了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时的

骄狂和目空一切%

咚咚咚((

&快开门! 我们是
'"%

急救

队%$一个女声嗓门很亮%

&你们找错门了吧*$李一郎

隔着门!十分惊诧地问道+

&幸福小区县一中家属院四

号楼一单元
#%"

号李一郎家对

吗!手机号是
'(,%!,#&&&&

吗*$

女声又问%

&对呀!这不是活见鬼了!我

们都好好的 ! 谁也没有叫过

'"%

!你们是梦见了吧*$李一郎

有些哭笑不得%

&不管怎样!先开门)$女声

是命令的口气%接着是用脚踹门

的声音!大有不开门就要破门而

入的势头%

&李经理!把门开开%$秃脑

门在一旁说道%

李一郎很不情愿地让小刘

打开门%三四名穿着白大褂的医

务人员站在门外!有的抬一副担

架! 有的手里捧着心电图仪!有

的手里拎着血压计等鱼贯而入%

&刚才
'"%

接到救助电话 !

说李一郎心脏病发作急需救助%

这不!门牌号码!手机!公司名称

这些信息都准确无误!你们不能

开这样的玩笑吧%再说!现在都

是凌晨五点多了!你们屋里还亮

着灯!没什么事!怎么现在还不

睡*$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大夫!

一边审视着屋里的四个人!一边

盘问着%

&我们怎么会开这种玩笑!

你看我们几个不是很健康吗*$

李一郎辩解着%

&不管怎么说! 我们出急救

车是需要付费用的!如果你们没

事!就付单程的钱!共
'()

元%$

女大夫说着就撕下一张发票!又

问道,&谁是主人*$

&这救护车不是我们要的!

谁要你找谁去)$ 李一郎觉得委

屈!态度蛮横!拒绝付费%

&我说!你是昏了头了吧%耍

赌输钱了!是吗*这点钱还不够

你熬夜的电灯费呢!还犯得着报

公安局查是谁打的电话吗*$女

高音话中有话!咄咄逼人%

&快快!快!快给%$秃脑门不

耐烦地发话了%

等这行人的脚步声从楼道

里消失后!屋里的四个人面面相

觑!十分尴尬%

秃脑门和偏分头各点着一

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着!头顶上

飘着灰白色的烟雾%

&散吧! 别让
'"%

的人报公

安局抓个现行哩%$ 秃脑门很敏

感%

说着! 两位局长就要走了%

李一郎和司机兼保镖小刘一直

把二位局长送到楼下%他们的专

车仍在楼下等着!他们的司机已

经在驾驶室里睡着了!听到敲车

门!才睡眼惺忪地醒来%

&两位领导!慢走)$李一郎

挥手致意%

李一郎在返回楼里上楼的

过程中!恍然大悟!这一定是邻

居张毅仁家搞的鬼%当他走到张

毅仁门口时!他佯装和小刘大声

地说,&谁他妈的做这种损事!他

不得好死%$

张毅仁和陆琼老师在屋里

听得清清楚楚!他感到她有些过

分!就用手捅了一下老伴!示意

她,你听人家在骂娘呢%

陆老师低声说,&活该!能给

他提个醒!也是件好事呢%$

天渐渐亮了!张毅仁的睡意

早已像那弯残月不知踪影%他起

床时先慢慢坐起来! 打开床头

柜!取出降压药-活血化瘀药等!

用事先备好的凉开水送下!然后

在床上停顿片刻! 才开始穿衣

服+按照医生的嘱咐&不能动作

太大!用力不能过猛!千万不能

劳累$+

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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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六层小楼的两扇门里(住着两户风格迥异的人

家)原本关系和睦的街里街坊(因命运的跌宕起伏(逐渐

变得矛盾丛生)金钱的诱惑*邻里的友谊*贫富的差距(

人情的冷暖(都在小小的两扇门之间上演着)这是阴差

阳错之下一个峰回路转故事(故事的悲欢离合中暗藏着

利与义的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