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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法治政府建设难点真的在基层吗？

在谈到法治政府建设的难

点时!很多人认为! 在基层政府

实现法治的治理方式! 相对于

其他层级的政府来说! 要更为

困难" 其原因无非是基层政府

人员的法治素养低! 加之 ! 中

国长期形成的人治的传统!基层

政府要实现法治的方式是很难

的!甚至还有人认为!基层政府

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能用法治

的方式治理"

的确! 对于基层政府来说!

在很多时候!运用法治的方式并

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他们更喜欢

运用人治的方式! 效率反而更

高" 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笔

者也曾听一些部委的领导同志

讲说! 不是不愿意审批权力下

放!而是基层政府人员这样的素

质! 把审批权放下去难以放心"

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实践

中!也的确出现#一收就死!一放

就乱$的现象%那么!问题真的是

因基层人员的素质低而不能运

用法治的方式治理& 或者说!真

的是基层不愿以法治的方式治

理吗&前不久!因一个课题调研

的需要!笔者有机会带着这个疑

问去广东省的几个乡镇和街道

进行调研! 结果令我大吃一惊%

其实!最需要和最盼望法治治理

方式的恰恰是基层政府%

其实!仔细想想 !道理也是

非常清楚的%实践中!基层政府

面临的问题正是由于非法治的

方式造成的!而解决这些问题在

根本上还是需要法治的方式%比

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 !基层政

府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该做

哪些事! 哪些事本不该由政府

干!权力的边界不清楚'哪些责

任该由基层政府来承担!哪些责

任不该由基层政府来承担!责任

范围不清 %实践中!基层政府似

乎什么都可以做!而什么又都不

一定能做好!而其责任往往由上

级政府考核来决定%虽然法律规

定一般只是将执法权归为县级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而实践中县

级人民政府往往通过#属地的原

则$由基层政府来承担!在某种

意义上!#上级政府要求$已成了

基层政府的唯一权力来源!#对

上负责$ 也成了唯一的责任方

式!而考核就是其中的纽带%

再比如!人员编制和财政也

是基层政府遇到的困难之一%一

个乡镇一般只有
!"

多个公务员

的编制! 而实际上需要乡镇出

钱养活的多达二三百人 ! 这个

差额需要乡镇自身想办法解决%

其实! 这个做法本身就已违背

法治要求% 基层政府要完成养

活这些人口的任务! 必然又得

通过其他办法 ! 如出卖土地 %

这也就解释了地方政府卖土地(

搞拆迁的积极性很高的原因 %

说很多基层政府已成为土地的

#二道贩子$! 一点也不过% 然

而! 这不仅不符合法治的要求!

也对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 % 笔

者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情况越

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严重 ! 因

为经济越发达! 基层政府要处

理的事就越多! 需要的人手也

就更多!于是出现#小马拉大车$

的现象%

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就是权

力与责任的不对等! 权力小(责

任大!使基层政府成了#夹心饼

干$!#上面考核!下面骂$%如此!

把法治建设难的原因归为基层

政府人员素质低!归于中国人治

的传统!真的有点冤枉他们了%

基层政府是政府与基层群

众自治的桥梁! 关系到法治中

国的建设进程! 关系到社会的

和谐稳定! 更关系到人民群众

对政府( 对执政党的信任 % 权

力有边界! 责任才有边界 ! 权

责统一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最基

本的要求 % 对基层政府而言 !

要实现这一要求! 光靠 #上面

要求$ 恐怕难以实现! 更主要

的是 #上面$ 首先用法治的方

式来治理%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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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网络谣言谨防扩大化

自从放开#二胎$政策之后!

坊间就传出不少段子!最常被提

起的就是人们笑称何时放开#二

房$或者#二妻$政策!在网络上也

流传着很多恶搞图片!大家都知

道说说而已!认真你就输了%

果不出所料 !我们都没 #认

真$的事儿有人却认真了!最后还

酿成了大事儿%日前!网友林某出

于和同事朋友开玩笑的目的!将

#"$%

年
$

月
$&

日)阳江日报*上的

部分内容截图!将头版标题#市

政协六届十八次常委会决定+市

政协六届五次会议
$

月
$'

日开幕$

()

成#市政协六届十八次常委会

决定+我市将实行全面开放二妻

政策$!乍看起来!确实很像!这个

图片就在微信微博中流传开来%

事情发展到最后!)阳江日报*出

来#辟谣$!阳江市警方也依法对

林某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打击网络谣言和维护社会

秩序并没有错!但是打击网络谣

言扩大化却可能伤害公民的权

利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打击

网络谣言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口

号!而谣言在网络时代对整个社

会秩序的巨大破坏性也是客观

事实!规制谣言传播是法律的任

务!但是法律的触角也不能四处

乱伸!否则会一竿子打翻全船的

人%作为一个法律术语的谣言很

难界定!我们经常将谣言和虚假

信息等同!其实谣言的涵盖范围

远远大于后者%如何界定谣言绝

对是一个法律难题!是不是所有

虚假信息或者图片都可以归入

谣言的#篮子$呢&恶搞图片或者

幽默讽刺画怎么办!我们经常看

到一些段子!这些段子的内容是

假的!也会看到一些配图的言论!

诸如将#文革$时代的插画配上当

前的口号或者时髦用语!大家也

知道是恶搞!甚至我们也会看到

一些讽刺性漫画!这些漫画用夸

大的或者并不一定符合#真实$的

方式讽刺明星或社会现象%如果

打击网络谣言扩大化!将这些内

容全都算进去!那我们说话之前

是不是都要确定一下真假!谁还

敢开玩笑& 谁还敢批评政府&因

此!打击网络谣言扩大化将会形

成一个全民噤若寒蝉的社会!也

注定不会形成一个充满活力和

创造力的社会%

打击网络谣言扩大化的重要

原因之一! 在于言论规制的法律

过于粗糙%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

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是这项权利

的行使并非没有边界! 因此才有

对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但是生

活中的言论五花八门! 法律的规

制必须建立在类型化的基础上%

根据言论的内容! 产生了诸如诽

谤言论(仇恨言论(商业言论和色

情言论等不同的言论类型! 对这

些言论的法律规制不能一概而

论%在普通诽谤言论中!对构成诽

谤的判断标准也要看言论指向的

对象!诸如政府(公众人物和普通

公民! 对象不同判断标准也不相

同% 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细

致完善的言论规制法律! 但我国

的法律并非如此! 而是一棒子打

出去!谁碰到算谁倒霉%既然没有

明确细致的法律标准! 自然在执

法过程中#选择性$就会很强!如

果本次恶搞涉及到的不是某市的

政协! 是不是会被处理都是未知

之事%就算需要处理!按照上述事

例中的标准来看! 网络上有无数

的人等着执法部门去处理%

打击网络谣言并不能杜绝

网络谣言!提升和细化言论规制

的法律体系是努力的方向!而谣

言止于智者这句话表明!杜绝谣

言及其传播更在于公民独立和

理性思考水平的提升!在于公民

对言论市场的更多参与%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董秘离高管有多远

董事会秘书 ! 俗称董秘 !

往往是这么一个群体+ 多为#

*+

后 $#

,"

后 $!高学历 !怀揣着司

法考试 (

-..-

(

.(-

( 特别是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等各种本

本 ! 有着财务或经营管理等从

业背景 ! 代表着其任职的即将

上市或已经上市的公司 ' 游走

于投资人 ( 律师 ( 会计师 ( 券

商投行 ( 证交所和监管部门之

间' 他们人脉深厚! 长袖善舞!

舌灿莲花 ! 八面玲珑 ! 充当桥

梁纽带和信息沟通角色 ! 无数

成功的
/(0

和上市公司危机公

关的经典故事中都有他们的身

影,,总之 ! 是 -高大上 $ 的

业内精英 % 法律上 ! 董秘是

1++2

年修订后公司法明确规定

的与董事监事同列的公司高管%

然而 ! 每年有关董秘生存状态

的盘点都脱不 开 一 个 字...

惨%

今年
3

月
$2

日最新出炉的

董秘盘点!作者-读懂新三板$将

之题名为)

1+$2

新三板董秘生存

报告 + 全世界最苦逼的一群董

秘*! 勾画出新三板董秘专职人

员少 !持股比例低 !工资奖金收

入不佳的状况% )新财富*杂志的

各年度董秘生存状态调查!揭示

出移动互联时代董秘的生存技

能遭遇挑战!只有兼职实权董秘

薪酬可观等问题% 数据显示!近

几年来!

-

股上市公司董秘平均

年薪为
!*

万至
&1

万元!而董秘

中兼职实权万董秘与专职董秘

的薪酬相差甚远% 相比之下!

-

股上市公司高管层平均年薪总

额为
&2+

万至
21+

万元 % 除了

待遇低 ! 其职业环境也堪称险

恶 ! 雪 球 网 上 曾 经 有 篇 热

帖...)也来谈谈董事会秘书这

个倒霉行当*!是一位化名为-西

来问道$的资深董秘对其亲身经

历的吐槽! 与财富擦肩而过!被

老板同事背叛!与投资人(律师(

会计师等各路人马斗智斗勇!在

规则与潜规则之间左突右支!道

不尽的辛酸苦闷!简直就是对网

络热词-地命海心$的详解%董秘

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第一责

任人 ! 自国内股票市场产生以

来!已有几百位董秘因为公司违

规而受到处罚!董秘的任职心态

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资

本市场的董秘离职潮每年都在

发生 ! 今年尤其严重 % 究其缘

由 ! 除了资本市场形势影响 !

主要原因是董秘事实上并没有

被当作高管对待%

或许与名称没取好有关 !

-董秘$ 很容易让人将之与 -秘

书 $ 这个古已有之 ! 具有附属

性的文书或者幕僚行当相提并

论 % 董秘制度移植于英美公司

秘书制度! 沈四宝教授在
$',&

年
*

月出版的 )西方国家公司

法概论* 中! 首次把英国
$'%*

年 )公司法* 董事会的 -

)4564!

7869

$ 直译成 -公司秘书 $ %

实践中! 国人按名称传统理解!

将董秘的工作范围限定在收发(

保存文件 ( 会议通知等杂务事

项内 ! 甚至与董事长秘书混为

一谈 % 为此 ! 沈教授曾专门撰

文 )-董事会秘书$ 宜改为 -董

事会秘书长 $*! 认为董秘的工

作与我国政府体制中的秘书长

一职更为接近%

名不正则言不顺 ! 为董秘

正名确有必要 ! 但实践中名不

副实也常常难以避免 ! 有更待

深究的制度原因 % 董秘制度设

置的价值 ! 在于对公司治理发

挥重要作用 ! 约束董事会 ! 保

护投资人 ! 董秘的独立性 ( 积

极性以及稳定性理应得到维护%

我国公司法以及深交所和上交

所的 )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范

性文件中 ! 董秘的职责重 ! 权

力小 ! 尚待将董秘的高管法律

地位落到实处%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探法于微

在整形美容愈发“时髦”的今天，各种整容黑作坊也开始出
现：非法的场所、非法的人员、非法的产品和技术使得受害者不断
增多，尤其是微整形的并发症触目惊心。很多公立医院相关科室
用很大精力来处理这些并发症。

据
)

月
#"

日*新京报+报道

左岸琴声

!

傅达林

向宪法宣誓：激活宪法的逻辑开端

近期!各地人代会上有关宪

法宣誓的消息此起彼伏!为新年

伊始的政治生活增添勃勃生机%

尤其是在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四

次会议上!首次举行了新任省长

宪法宣誓仪式! 引起舆论关注%

新当选的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国

徽!手抚宪法!诵读誓词!完成一

次公共权力行使者对人民的庄

严承诺%

从
1:$%

年
$

月
$

日起 !宪

法宣誓制度正式启动!公职人员

在任命程序上将烙印上宪法的

印记%一直以来!如何将文本上

的宪法变成生活中的宪法!始终

是民主政治面临的一道-坎$%越

过这道-坎$!中国就迎来真正意

义上的宪法政治%一些悲观主义

者认为!再多的仪式装扮!都无

法将宪法从文本变成现实%但他

们忽略的是!宪法宣誓本身也是

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且蕴含

着激活宪法的逻辑开端%

宪法的实施既包括宪法具

体条文运用于司法实践 ! 也体

现为宪法作为一个整体! 对政

治权力发挥规范和控制作用 %

与美国基于 -三权分立 $ 体制

寻求司法对宪法的能动性适用

不同!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决定了法院不可能在适用宪法

中获得与立法机关平等的权力%

因此! 中国宪法的实施 ! 现阶

段需要更多的总体性实施 ! 确

立权力接受宪法规制的政治伦

理和惯例%

宪法宣誓包含着公职人员

行使权力忠于宪法的义务!预示

着宣誓者正式走进宪法这个-铁

笼子$%只有走进这个-铁笼子$!

才能获得公共权力! 并始终受

-铁笼子$的约束%宣誓意味着国

家官员正式开始履行职权!而每

项职务行为都要有宪法的依据!

受到人们基于宪法上的评判!一

旦出现违宪行为就会受到弹劾(

不信任(问责等各种手段的制裁

和追究%因此!宪法宣誓制度的

逻辑结果!必然是对官员执政行

为的宪法评价和监督!是对违反

宪法和誓言行为的责任追究%

在文化意义上!宪法宣誓还

提供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从

官僚体系到普通民众!都意识到

宪法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最大共

识! 是必须遵循的价值规范%在

一次次宪法宣誓的文化浸润下!

会积攒越来越多激活宪法(实施

宪法( 运用宪法的诉求和能量!

增强全社会依据宪法观察分析

社会的思维法习惯!推动国家宪

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的健全及有

效运行%因此!宣誓的仪式为宪

法实施提供起点和开端!而其必

定的方向乃是宪法之治%

当然!这并不代表宪法宣誓

就能自动演进为宪法实施!过度

的乐观态度亦不足取% 中国近

代!也曾有过三次明文规定总统

要宣誓效忠宪法!但结果却完全

流于形式%经过宣誓的总统非但

没有成为合格的民主总统!反而

因权力未受宪法约束而不断膨

胀!以致凌驾于宪法之上%如何

防止宪法宣誓成为-走过场$!如

何缩短宪法宣誓的仪式意义与

宪法实施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

距!则需要有效激活宪法文本上

的制度机制!使违宪行为得到切

实有效的追究%

从设立国家宪法日到宪法

宣誓!中国宪法实施上的仪式性

制度日趋健全!在由此营造出良

好的遵从宪法的社会氛围中!应

适时推进实质性的宪法规范实

施机制建设...在精神心理和

思维理念的建构中!积极有为推

动宪法条款的实施%倘若实施机

制不健全!条文得不到真正的激

活!悬于精神层面的宪法文本便

可能难以获得持久的信赖!最终

吞噬宪法仪式所积攒起来的宝

贵精神力量%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

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

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中国走向

宪法政治的最大障碍!不在制度

机制 !而在人心 (在精神 (在思

维(在理念%缺乏图腾般的信仰!

实用主义思维弥漫政坛!那么宪

法政治便难以形成%因此!真正

实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必须

在全社会培育尊重和信仰宪法

的心理% 而官员向宪法宣誓!则

为这种心理播下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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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后嫁出去 ! 她还要

给他们定下一些规矩! 如每周

必须回家吃一顿饭! 有事随叫

随到" 她随时可以到他们家去!

他们必须欢迎等等# 这些自然

是后话# 目前主要是面试把关

环节#

时针指向下午六点 ! 她向

窗外看了看 ! 应该过来了呀 #

她去厨房洗了遍手! 看了看准

备的菜 ! 到二楼上了趟厕所 !

听见汽车声 ! 便赶紧走下楼 #

她站在楼门口就不再往前# 推

门声后!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

来# 他个头没一米八! 背不太

直! 一看就没好的仪表姿态修

养" 他的步伐不够稳重! 脸部

表情不够青春洋溢! 关键是鼻

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从侧面的

圈圈看! 度数应该不小" 长相

嘛! 还行! 不错! 不错的意思

是除了眼镜# 再看咱小雅! 身

形外貌! 完璧无瑕! 不输当下

一些整过容的女明星# 不光她

看着好看! 谁看了也觉得好看!

就连小雅自己也十分喜欢看 !

从镜子中看! 从玻璃上看! 路

过水边时! 也从水波中看# 所

以从这外一层看! 他还比不上

我们小雅# 下面再看看其他方

面吧# 她正想着! 两人已走到

了她的面前#

柳芳雅喊了声 $妈%! 程自

远递上水果! 叫了声 $阿姨%&

在农村 ! 一般喊对方父母为

$叔' 婶%# 在不知道对方岁数

时! 即使对方看起来比自己的

父母大! 也要喊 (叔' 婶%! 以

显得他们年轻! 在同性的伙计'

朋友家也是这样叫& 于是有这

样的情况)

-

到
;

家称
;

的父

母为 (叔' 婶%! 反过来
;

到
-

家也称
-

的父母为 (叔' 婶%!

没有或很少叫 (大爷 ' 大娘 %

的! 除了本家和亲戚& 程自远

原来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但城

里人向来是 (叔叔' 阿姨%! 再

说他知道柳芳雅父母的情况 !

如果喊了 (婶%! 那 (叔% 的尴

尬就不可避免了& 他故作轻松

地叫了 (阿姨% 后! 注意到这

个 (阿姨% 可真显年轻! 穿着

打扮也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 !

根本看不出她竟然是母亲的同

龄人& 另外! 只消用余光一扫!

便知道她家是何等的豪华! 木

质地板大气高端! 真皮欧式大

沙发豪华气派! 大理石桌面泛

着光芒 ! 水晶吊灯雍容华贵 !

与大客厅正相配& 目光所及之

处! 富丽堂皇! 一尘不染! 似

宫殿一般& 在餐厅的旁边有一

架钢琴 & 苏婉云说 ) (小雅 !

给大家弹一曲&% 柳芳雅缓步走

过去! 坐下弹走起来&苏婉云闭

目倾听! 程自远看她指法娴熟!

修长白皙的手指! 如舞蹈一般!

在琴键上轻跳!起落自然!音符

源源不断!连贯而出!十分动听&

只可惜!他叫不上名字&一曲终

了!柳芳雅朝他一笑&苏婉云却

说)(最近你的指法可显得生疏

了& 钢琴还是应该每天练的!不

然就荒废了&% 接着又对程自远

说)(自远坐啊!随便坐!就跟在

自己家一样&我去做饭!马上就

好&%

饭菜很丰盛 ! 吃完饭后 !

程自远见柳芳雅起身收拾碗筷

盘碟 ! 也起身准备收拾椅子 &

这时苏婉云拦住他! 极其温柔

地说 ) (别管 ! 让小雅收拾 !

咱们到阳台上坐会儿&% 柳芳雅

转过头不无忧虑地看了程自远

一眼&

苏婉云让程自远坐下!语气

柔和地问了他的工作' 家庭'父

母情况!兄弟姐妹情况!现在在

哪儿住等等&然后话锋一转!问)

(你觉得我们小雅怎么样* %$真

的很好& %程自远答& $不管是处

朋友还是谈恋爱! 还是结婚后!

诚信都是至关重要的!你能做到

诚实回答吗* %$好& %$要是今后

你们在一起生活!你打算怎样给

她幸福*%$你所理解的幸福是什

么* %

程自远不知道煎熬了多久!

那些问题一个接一个! 一个比

一个难! 犹如炮弹一般向他发

来! 令他猝不及防! 难以招架&

可以说! 如果这发生在公务员

考试的面试环节! 那他指定考

不上&

柳芳雅把程自远送到大门

口 ! 看着他忧郁的表情 ! 说 )

$我妈是管人事出身 ! 你别介

意! 我送你回单位吧*%

$不用了 ! 我坐公交车就

行&% 程自远感觉步伐很沉重&

走出十米远! 他回头! 看见柳

芳雅还在门口望着他& 他心里

一阵激动& 不知怎的! 他有种

感觉! 感觉要失去她& 这时候

天已经很黑' 很冷! 雾霾轻轻

地降落到街道上! 路灯发出朦

胧的光 & 他立在原地看着她 !

仿佛他站在她办公室的对面 !

遥远地凝视着她& 柳芳雅朝他

挥了挥手! 他也无力地举起手&

他转过身! 一辆公交车从朦胧

中驶来 ! 它要将他带到何方 !

于无尽的雾霾' 黑暗和阴影的

后面! 有什么在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