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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罗银徽

思绪回到五年前的夏天! 那

是个炎炎夏日" 刚经历第二次高

考的我" 对前途是一片迷茫! 心

里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不论考得

怎么样" 我坚决不会从头再来 !

后来高考成绩出来" 只超重本线

几分" 就这样一个尴尬的分数 "

让我与心目中的名校$ 王牌专业

彻底绝缘!

可能因为当时太年轻" 我把

地域作为选大学的首要条件! 我

对上大学的定义是必须要坐上很

久很久的火车" 经过很多很多的

地方" 体会 %千山万水终于来到

你的身边& 的那种感觉! 于是 "

想过北上读金融管理" 西进读教

育师范" 南下读电子计算机''

当时不管想去哪里读什么专业 "

唯独没有想过读法律! 直至志愿

填报前夕" 我的班主任询问我志

愿填报情况" 我把打算填报的学

校和专业一一向他道来" 他听完

后沉默了一会说道# %有没有想

过学法律( 以你的性格我觉得你

适合学法律!& 就这样" 我选择了

法律" 也注定未来的职业要与法

律同行!

!

月" 在桂花飘香的时节里"

我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憧憬 "

一个人从广西出发" 真的坐了很

久很久的火车 " 途经贵州 $ 重

庆" 终于来到了位于四川绵阳的

西南科技大学! 但我却在到达的

那一刻产生了放弃读大学的念

头)))别的同学在报道那天有父

母甚至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的陪

同" 而我" 那一刻是多么的孤单

无助! 但细细一想" 路是自己选

择的" 硬着头皮也得坚持下去 "

于是自己默默地为自己打气! 就

这样 " 我慢慢克服了气候 $ 饮

食 $ 语言 $ 风俗习惯的巨大差

异" 渐渐适应大学的生活!

我真的很幼稚! 我以为学法

学就是高中政治的延续" 背功了

得就会学得好 " 于是在整个大

一" 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兼

职$ 社团活动$ 逛街等与学习无

关的事情上! 临近期末" 花几天

时间来背授课老师划出的重点 "

就这样" 没有挂科" 当时也认为

自己的大一混得还不错!

直到大二" 我开始学习刑法

分则 ! 授课老师是何显兵副教

授" 他是我们法学院女生心目中

的 %男神&" 很受大家欢迎 ! 何

教授风流倜傥$ 谈吐幽默" 课也

讲得很精彩! 从他的课上" 我更

深刻地体会到刑法是治理术" 治

的是犯罪! 渐渐地" 我由衷地产

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感觉学

法律的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 面

对邪恶时" 应该像动画片 *美少

女战士+ 里的水兵月手持星月棒

高喊道 # %我要代表月亮消灭

你!& 虽然这样的念头在今天会

觉得幼稚可笑" 但却是我在理想

之路上的真正起步!

我不再逃课 " 每天上自习 $

看法律相关的书籍和电影" 还经

常和导师$ 同学们讨论各种法律

问题! 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法律

是美的存在" 法治可以让社会更

加美好" 而这一切的改变也让自

己明白真正的大学生活应该是对

专业知识的学有所获!

大三第二学期" 身边所有的

同学包括我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天下第一考 & )))司法考试 !

准备司法考试的过程有的人用

%惨绝人寰 & 这四个字来形容 "

虽然没有恐怖到这个程度" 但看

不完的书$ 听不完的音频$ 做不

完的习题着实够喝一壶" 如果没

有一点恒心和毅力的人是坚持不

来的!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司法考

试" 从
"

月开始准备" 每天为了

保证
#$

个小时的复习时间 " 起

得比别人早" 吃饭比别人快" 睡

得比别人晚! 在那个酷暑难耐的

夏日几度想过要放弃" 但一想到

如果不坚持下去" 毕业后连个敲

门砖都没有 " 就等着失业吧 ,

)))就是这样的 %惊吓& 让我熬

过了第一次司法考试!

总成绩
%&'

分 " 只拿到
(

证" 实在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 !

我明白了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和

理解都不够" 停留在表面" 没有

真正理解其内涵 " 没有融会贯

通!

毕业后" 还来不及体验过多

的伤悲离别" 就迎来了面试$ 体

检$ 政审" 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

确定了现在的工作岗位! 但我深

知法律资格
)

证对自己将来所从

事的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 离司

法考试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 我重新投入司考这场战役 !

这一次"

$*$

分! 这一次" 让我

知道自己与前一次已经有很大的

不同" 一个质的飞越!

每每接触一个新案件" 最开

始我都会和大多数人一样用好奇

心去看完案卷" 就像是在看一则

悲剧故事! 在感叹的同时" 用理

性的思维思考" 得出一个初步的

定性和评价! 如果犯罪是一种黑

色或灰色" 那么剔除黑与灰" 这

正是法律之美的所在!

法律有一种特异的美" 我时

常用欣赏的眼光凝视! 有时候听

到有人说大学里学的和工作后遇

到的完全是两码事! 我承认现实

中的缺陷" 但我也看重正义实践

的重要性" 法治臻于完善的过程

恰恰是最美的景致! 作为一名法

律人" 唯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和理念" 才能无愧于法律之美!

!作者单位 " 广西壮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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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的“黄金周”
孙继兰

中国古代放假放得一点儿也

不比现在少"而且名目稀奇古怪"

官员甚至还有%洗澡假&)))这恐

怕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哪一个

朝代放假时间最长呢( 据历史学

者$ 民俗学家完颜绍元在分析古

代的节假日发现" 唐宋时代是古

代最舍得放长假的朝代! 不仅动

不动就放
+

天长假" 每年的节假

日累计起来超过
&*

天!

古代的%公务员&定时休假的

制度"先秦及秦时就有! *史记-高

祖本纪+说"刘邦任秦朝亭长时"

%常告归之田&" 说刘邦虽然大小

也算是一个基层干部" 也利用休

假干点农活!到西汉建国"这个制

度也得到继承!上起台省"下至啬

夫" 各级官吏都能享受制度规定

的节假和公休!

但那时候放的假还很少 "从

史料记载看"两汉的节假"大多只

有冬至和夏至两节! *太平御览+

卷二八引 *续汉书-礼仪志+ 曰
,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

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

说是自冬至日起"百司放假"要另

选吉日开衙办公! *汉书-薛宣传+

称薛宣任左冯翊即首都卫星城市

市长时"%及日至休吏" 贼曹掾张

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 贼曹掾

相当于后世的治安科长" 过节时

放弃休假"主动值班"但薛宣劝导

他回家过冬至节"和家人团圆"而

且说的冬至的内容" 就同今天的

过春节差不多!而且"汉代时夏至

也放假!

除了冬$夏二至节假之外"另

有定时的公休" 相当于今天的星

期日! *太平御览+卷六三四引*汉

书+#%汉律" 吏五日得一下沐"言

休息以洗沐也! &汉代规则是五日

一休" 又因为那时候官吏都要住

在机关"一般机关又缺公共浴室"

所以公休又称%洗沐&或 %休沐&"

意思是放假回家去洗个澡!

据*资治通鉴 +记载 "凡办公

地点在皇宫内的官吏" 须一旬才

得一休! 此外"如太学里的学生"

军队中的将士"也都享有休假"但

居家离学校或营地太远" 不可能

当天往返" 所以这个假期就得以

五日一休累积折算! 当官而住家

不在本地的"也是如此!

轮流休沐或同时放假" 不同

的公休方式皆有利弊! 历史上不

少突发事变" 都可以从这个视角

来重新观照!据王国维考证"两汉

时官吏五日一休或十日一沐的传

统"一直到两宋都保持着!

*晋书-职官志+记尚书郎%主

作文书起草" 更值五日于建礼门

内&"然后可休一日! *南齐书-周

传+记周任正员郎时"在京师

建康筑有郊区别墅 "%休沐则归

之&! 但两汉魏晋南朝时代的休

假" 除全国各级机关学校统一停

止办公教学活动的节假以外 "其

余的五日一休或十日一沐" 多是

采用%番休&即轮流休沐的方式"

并不妨碍正常的公事运转! 汉武

帝临终" 大将军霍光与左将军上

官桀同受遗诏辅少主昭帝"%.霍/

光每休沐出".上官/ 桀常代光入

决事&! 也就是说"霍光虽然回家

休沐"但行政中枢不能休息"于是

二把手代一把手决策!

过节休假的时候谁值班呢 (

新入职的人就要倒霉了!

唐代的公休制度有了新的面

貌" 官员十日一休的制度已经确

立0凡遇旬假"照例是从朝廷到百

司全都停止办公" 不再像汉魏时

的轮休" 即部分官员休沐而行政

体系照样运转!旬休的时间"一般

都定在旬尾"即十日$二十日和三

十日!

日本汉学家池田温曾对 *唐

大诏令集+ 中写明日期的诏令作

过统计" 发现在这三个日子发出

的诏令明显比其他时间为少 "就

是旬休的缘故!

不过发得少不等于没发 "旬

休时虽然百司都不对外办公 "但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 都要安排好

值班! *南部新书+追述唐代御史

台的值班制度说" 凡新入台省的

官员"照例都是%节假值五日"谓

之1伏豹值20.其他/百司州县初

授官"陪值者皆有此名&! 可知各

级衙门逢节假公休都要安排专人

值班"而且多欺负新来的同事!

唐宋时代国定节假最多! 与

汉魏时仅有冬至$ 夏至两个节假

日相比" 唐代节假制度的又一变

化" 就是随着传统时令年节系列

的渐趋完整和定型" 公休之外的

节日放假大量增加!

据*唐六典+卷二所载开元假

宁令" 当时的节日名称及放假天

数是
,

%元正 $冬至 "各给假七日 0

寒食通清明四日0八月十五日$夏

至及腊各三日0 正月七日$ 十五

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

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

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

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

秋分$ 立夏$ 立冬" 并给休假一

日! &

这个系列中多为民间传统节

日"其中%正月晦日&至德宗时改

为二月一日"称中和节"与三月三

日的上巳及九月九日的重阳合称

三令节! 四月八日原为佛教中的

佛诞日" 可能是武则天信奉佛教

的缘故"也被纳入国定假日! 其后

唐玄宗奉道教" 说老聃是唐朝始

祖"于是将二月十五定为道诞日"

也给假一天!

玄宗开元十七年起" 又把当

朝皇帝的生日命为千秋节 !后改

天长节" 天成地平节#"%著之甲

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初给假

三日"肃宗时改一日0而寒食通清

明的假日则由四日延长到七日 !

据此统计" 每年的节假日超过五

十天!

由于唐代宦员多享有职田 "

还有不少人就是官僚兼地主 "为

方便大家料理各自的农田事务 "

唐制又规定每年的五月和九月 "

各给官员%田假&十五天与%授衣

假&十五天! 加上每月三日旬休"

唐代官员每年的节假与公休近一

百二十天! 除少数节日如元正$冬

至$千秋节等"照例应参加朝贺$

团拜等机关集体庆典活动外 "其

余都可以自由安排! 而所有这些

节假$旬休"以及田假$授衣假等"

国子监和州县官学的诸生" 均得

一体享受!

本栏目投稿邮箱"

,-.//0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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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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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将饮食与年文化相结合的

电影 $舌尖上的新年% 近日正在上

映&这部片子'试图通过中国广袤大

地上奇绝的年货食物' 串接起一个

个新年故事' 带观众重寻旧日的习

俗和年味儿& 该片艺术总监陈晓卿

表示'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过年的

习俗也越来越少'人们都去过(双十

一)" 圣诞节了'*甚至有一种担心'

是不是再过几年春节就成了一个日

历上的符号了+,

(年味越来越淡 ,'这是拍摄团

队最为强烈的感觉 - 陈晓卿介绍 '

比如舞狮子这种习俗 '正在逐步简

化.陕北的烧旺火 '往年非常壮观 '

去年拍的时候已经完全找不到 .香

港的团菜 '往年都是一个宗族一起

吃'很热闹'去年也只剩下一桌了 '

可能再过两年 '很多东西都彻底绝

迹了-

(年味越来越淡了'想留下一个

传统春节的饮食样本 ,' 这种追求

令人感慨 '也让人悲戚 '更引人深

思-的确'每到春节 '我们总有一些

文化焦虑/年文化消失 0衰落 '年味

儿淡去 '传统文化失忆 .我们失去

了一统节日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

涵 '缺乏对传统节日的意趣 0热情

和诗意&

这提醒我们反思'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传统节日应该占

有一个怎样的位置+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和传承传统节日文化+

但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形/在一种传统文化节日来临之际'我们

这种文化的0心理的反应'似乎更加强烈和迫切一些'而在平

素的日子里'我们这方面的文化自觉意识却是淡薄的'无暇去

关注传统0关注文化0关注传承&我们心灵的深处'似乎已经没

有了应该长期积淀下来的历史情结和文化情结11

的确'文化可以通过年复一年的节日来为它找一个位置&

在节日的这一天'过去的记忆得到了重演'使我们对传统的感

受和认知更有了一种仪式感0神圣感&但传统也好'历史也好'

文化也好'是我们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我们的

社会生活实践中'乃至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

方式之下'对于传统的铭记0历史的传承0文化的感受'是在累

积和沉淀的'穿行我们每一个日子'穿行我们的整个生命&当

这种生活方式逐渐丧失'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

文化传统是什么+当然不是天下熙攘皆为利'而是面对

艰难的勇毅0面对自然的敬畏0面对弱者的良善以及众志成

城的不屈不挠 &割裂了这些 '就割裂了传统 &经常有人说城

市的发展造成社群成员之间的隔阂' 而社群之间的协作与

共享社区是可以建立的' 但是我们的业主自治法规法律却

不仅不创造这样的机会'甚至故意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当代

社会'反思文化迷失 '有时候不如在文化之外去寻找根源 &

其实文化的迷失' 更在于那一堵堵无形之墙隔绝了我们的

意趣和诗意&

我们讨论如何保护我们的节日文化' 如何保持我们对

传统文化的尊重'如何传承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

实际上'这强调的正是这样的关键点222我们的生命'我们

的心灵'我们的灵魂 -我们民族文化的因子 '构成了我们的

文化生命的图谱'构成了我们文化创造的图式'它是我们自

由0精神的源泉'构成我们时代历史的和社会生活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我们如何取舍'才是真正向文化传统表达敬意+回答不了

这个问题'年味儿以及文化的丧失'将无可挽回-

王权的沦落
赵青新

对英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 从
-*""

年诺曼征服至

-+

世纪下半叶# 红白玫瑰战争$ 都铎王朝$ 斯图亚特王朝$

光荣革命''这段历史波谲云诡$ 跌宕起伏! 英国从
-'-&

年颁布 *大宪章+ 开始" 奠定了现代法治的风貌! 而在那个

时候" 它的封建制度仍在延续" 封建主后来加上教会对国王

的权力形成钳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泮伟江的新

作 *一个普通法的故事# 英格兰政体的奥秘+ 角度很特别"

书名 %故事&" 其实并不囿于历史叙事的常见范式" 他的用

心更着力于对孟德斯鸠$ 霍布斯$ 韦伯等著作的重新解读"

从中寻觅西方现代政体之思想源起!

泮伟江的笔触始终冷静理性" 他对历史本身着墨不多"

普通法对英国政体的形塑$ 逐渐稳定以及主权问题等" 才是

他真正关注的核心和本质! 泮伟江注意到" 英格兰政体的塑

造过程" 起初是沿袭着整个西欧大陆绝对主义国家的轨迹前

进的" 亨利八世在
-"

世纪中叶就曾经多次试图整改普通法

以加强王权" 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 直到
-+

世纪 %光

荣革命& 之后" 这才实质性地剥夺了君主的行政权! 我们知

道" 法国是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封建制度来实行现代化的! 现

在我们看到" 从 %有限王权& 到 %君权绝对&" 再从 %君权

绝对& 发展到现代 %主权理论&" 这样一条演进的道路同样

蕴含了深刻的革命性" 并且形成了足够的稳定性" 这就是英

国的道路!

作者特别向我们揭示了绝对主义王权和普通法宪政两种

政体逻辑之间的差异与针锋相对! 他对霍布斯理论的分析很

精彩! 霍布斯于
-"&-

年出版名作 *利维坦+" 用意在于比喻

一个强大的国家" 借此论证君权至上" 反对 %君权神授&!

*利维坦+ 的流行" 在帮助世俗君主政权实现对神权的抵抗

中起到了作用" 但霍布斯对以柯克为代表的普通法宪政的

批评影响广泛" 霍布斯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拥护直接导致了

宪政理论在一定时期内的衰落!

泮伟江通过对欧洲各主要国家历史的分析" 还提出了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 即普通法与理性官僚制之间的对应 !

通过剖析韦伯的 *支配社会学+" 分析英国历史上长期的地

方自治传统" 英格兰普通法的治理机制" 恰恰出于此种既

符合形式理性" 又带有实质理性的模糊特征" 因此塑造了

独树一帜的英国普通法的运作逻辑!

胡适曾说过"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们想

尽办法去接近历史的真实" 但其实历史的面目总是模糊不

清" 而我们又不能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泮伟江的办法"

就是把历史放在它们自己的时代中去思考" 尽量从当时当

地的那些著名思想家的书中梳理出脉络" 因为他们的思想

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华 ! 在现代性视野下观察那段历史 $

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 无疑是一种挖掘制度形成之思想根

源的好方法!

法治理念的趋同是一种必然" 这在中国晚清与民初就已

经磕磕绊绊地开始! 因此" 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也必然是今天

的我们面对的课题!

新闻不是“演出”
石 飞

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

们"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是新

闻业必须恪守的原则! 对于电视

新闻来说" 图像必须是新闻发生

现场拍摄的 " 若是事后 %摆场

面 & %作表演 & 补拍 " 那就假

了! 假新闻就是欺骗受众" 其炮

制者和媒体都应该受到谴责" 相

关法律也应跟进追究!

%演新闻 & 肇起于何时 " 笔

者无从查考 ! 不过 " 我记得
-*

年前有过这样一篇批评报道# 当

时洪水暴发" 淮河险情严重" 邻

近某乡干部群众日夜奋战" 严防

死守堤坝! 水患过后" 电视台制

作抗洪抢险电视报道" 各类现场

实况镜头都有" 唯独缺少乡党委

书记与民众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

线的内容! 该书记在洪水猖獗期

间正在外地办事" 直到洪水退下

之后才回来! 为了弥补缺憾" 该

书记临时招呼
%

个农民上河堤演

%打桩戏&" 于是就有了 %书记率

众战洪魔& 的感人镜头! 电视台

一播放" 全乡民众哗然! 该乡党

委书记后来因此受到了纪律处

分! 我当时对此事件写过一篇评

论" 予以尖锐抨击" 在报纸上发

表后众多网站转载!

秀才文章屁不如 " %演新

闻& 并没有因此而收敛" 反而愈

演愈烈" 时至今日" %演新闻 &

居然成了一些电视台新闻报道不

可或缺的通用手段和技巧! 前不

久" 某市电视台报道一起拾金不

昧的好事! 某环卫工清扫马路时

捡到了一个皮包" 内有
&

万多元

现金$ 银行卡$ 身份证等" 她主

动把包交给了回来寻找的失主 !

电视台知道后" 要求失主把包带

来" 让环卫工重新 %演& 拣包的

经过 " 供电视台录像 %场景再

现&! 难道没有 %场景再现 & 的

镜头就不能报道吗( 让做好事的

人如此一遍遍 %演出&" 尴尬不

尴尬(

记得某电视台曾在
'*-%

年
.

月
-%

日播放新闻报道 *孙显才#

义务修路
'+

年+! 孙显才的事迹

的确感人" 但报道中有的画面却

明显是 %演& 的! 报道说" 孙显

才
-!"/

年出生 " 小时候常跟爷

爷外出修路"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

男娃和一个女娃在山上跑的画

面! 这是小时候的孙显才吗( 显

然不可能是! 无疑" 是随便抓个

孩子来现 %演& 的! 既如此" 何

必插入这样的画面呢( 报道说 "

孙 显 才
-!.+

年 参 加 工 作 后 "

%有空就拿锄头修段小路&! 此时

播出他 %

'*

多年前的修路画面&"

显然也是现场 %演出 &! 其实 "

根本用不着画蛇添足" 不插入这

些镜头 " 其教育的效果也许更

好" 而 %场景再现&" 反倒难免

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如果插播的

是资料图片 " 另当别论 ! 问题

是" 播的都是现场随机画面" 这

将新闻真实性原则置于何处(

电视新闻所用的画面" 必须

是新闻事件发生现场实录" 这也

是其镜头之所以特别珍贵的原

因! 对于某一新闻事件" 发生时

能留下镜头就留下了" 没有留下

的也就只能遗憾作罢" 绝对不应

该事后 %补演 & %补拍 & " 一

%补& 就成了假新闻! 这种 %补

演& %补拍& 的做法" 无论从新

闻学的角度观照" 还是从道德良

知的层面剖析" 对于媒体$ 受众

和报道对象都有害无益!

电视新闻报道画面造假" 不

仅影响电视台的声誉" 更损害各

级党委政府的公信" 毁坏社会的

诚信! 当下" 如果再任由 %演新

闻& 泛滥" 给 %公信赤字& 火上

泼油" 那么" 恢复和重建社会诚

信" 难免沦为痴人说梦!

其实" %演新闻& 也演丢了

报道对象的人格! 对于正面褒杨

性的新闻报道来说" 报道对象都

是某个地方或某个方面的先进人

物! 当观众看到的镜头假了" 是

%演& 出来的" 其感受就会随之

由正面转向负面 ! 我记得
'**%

年
+

月
-&

日人民网发表一篇文

章 " 题目是 *逼采访对象背台

词" 请不要如此作秀愚弄观众+!

文章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某

电视台记者采访一位县委书记 "

事先编好了 %台词&" %严格要

求& 被采访对象面对镜头 %背台

词&! 这位县委书记不愿意昧良

心说假话" 结果谎称身体不适 "

婉言谢绝了采访!

我仍要重申
-*

年前的观点#

%演新闻& 也是不正之风 ! 希望

各级电视新闻工作者切实践行

%三严三实 &" 端正作风 " 杜绝

%演新闻& 的不良现象$ 不正之

风" 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免

得招致受众反感" 媒体受伤!

!石飞 " 知名杂文时评家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全国杂文联

谊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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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与王俊波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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