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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临沂市兰山区!一

对母女被小区内一辆疾驶的汽车

撞飞!造成
$

岁的女儿死亡!妈妈

重伤!经抢救后尚未脱离危险" 事

发后!有居民拨打了
%&'

电话" 救

护车驶来之后! 令人震惊的一幕

发生了#$肇事女司机脱光衣

服! 并且阻拦救护车开进小区救

人% 医护人员无奈! 只得下车步

行!将小女孩抱上救护车" 这时肇

事女司机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 !

一把将小女孩从救护车内扯落到

地上!阻挠送医"

我们一方面为小生命的离去

而痛心惋惜! 一方面为女司机的

心狠手辣而痛心疾首" 女司机为

啥如此心狠手辣& 至少有三个问

题需要厘清%

第一!为啥撒泼撞人% 从报道

来看!女司机是位教师!据说这位

女教师张彦的老公在外边养小

三!张彦为泄私愤报复社会!驾车

冲向人群% 平时待人接物都不错

的张彦! 为啥会因为家事而报复

社会& 第二!为啥裸躺阻止救人%

作为女人和教师! 大庭广众之下

竟然'裸躺(!脸往哪儿放& 自己撞

了人应该主动救人! 但女教师不

但自己不救人!还阻止他人和
"&'

施救% 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背后

到底有啥隐情& 第三!为啥对伤者

进行二次伤害% 如果说!小女孩没

有受到二次伤害! 完全可能保住

性命% 而女教师的'一追)一抢)一

摔(!硬是把小女孩活的权力给活

活地剥夺了% 女教师如此歹毒实

属罕见%

以上三个疑问!从事发时女教

师嘴里不断地说着'气死我了(!撞

人后还用手掐着自己妈妈的脖子!

脱光衣服打骂靠近她的每一个人!

冲人群喊'我要杀了你(等语言和

动作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

迹*女教师可能患了精神病& 在不

排斥肇事司机真的是精神病人的

前提下!一个曾教过多年医学心理

学与精神病学的人!要装精神病的

话!是有足够表演素材的%为此!有

一个问题必须处理好*张彦事发时

是否患有精神病!张彦的行为属于

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故意杀人和危

害公共安全% 只有把此案办成铁

案!才能树立司法权威!维护法律

尊严! 展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

广大群众筑牢合法维权的最后一

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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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

日下午!有记者发布微博!内

容为湖南祁东县县委书记曾祥月与

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 据了解!除了

日常必要的应酬!在办公室吃盒饭成

了书记的家常便饭%网友称县委书记

吃盒饭应该是平常事!但在中国官场

太罕见! 表示希望官员能够坚持!而

不是作秀%

对于白领来说!吃盒饭是家常便

饭!但县委书记吃盒饭!似乎并不多

见!于是就具有了引发热议的新闻元

素!当然也有人讥之为作秀!'问题是

每天都吃吗&还是就吃这一顿作秀&(

其实!即便作秀也值得肯定!如果天

天吃盒饭作秀!倒是好事!所谓'凡成

常态皆可常赞(%

一份盒饭引发坊间热议!实际上

寄寓了人们的朴素期待% 在公款吃

喝)奢侈接待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的现

实语境中!公众期待吃盒饭的官员越

来越多!并能够成为常态% 如果每名

官员的日常吃喝都不能报销!如果每

名领导干部都带头吃盒饭!何愁除不

了大吃大喝&

祁东县县委书记曾祥月经常自

觉吃盒饭!固然值得赞赏!但还应该

看到!他的确应该吃盒饭%究其因!祁

东县经济并不发达+++日前!湖南省

确定吉首市)永定区)武陵源区)祁东

县等
(

个县市区为省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祁东名列其中% 身为祁东县

书记! 理应与全县民众同甘共苦!更

有责任带领民众脱贫致富%

此外!还不能不提祁东的机关住

宅小区%据去年
(

月
%'

日的,法治周

末-报道!祁东县县委)人大)政府)政

协'四大家(带头在划拨地上建起了

机关住宅小区!没办土地使用证却办

好了房产证%祁东县规划局总工室负

责人认为!这种建房!是给干部职工

的一种'福利(!祁东县老百姓对这种

'官宅(啧有烦言% 吃盒饭是一码事!

'官宅( 是另一码事! 但必须看到的

是! 如果说吃盒饭能够给公权力加

分!建'官宅(则会大大减分!甚至可

以说吃盒饭加的分还不够建 '官宅(

带来的负面影响%

县委书记曾祥月吃盒饭毕竟只

是一种道德自觉!如果没有严格的制

度兜底! 这种自觉只具有个体意义!

而难以发挥普遍性的价值%在期待曾

祥月继续吃盒饭!并能带领当地民众

脱贫致富的同时!也期待他能管一管

引起民众不满的'官宅(%当然更期待

的是! 官员吃盒饭成为官场常态!而

不再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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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

月
&!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

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7

修订草

案
8

-% 在草案形成过程中有较大争议

的'常回家看看(精神慰藉条款!写进

了草案%草案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

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冷

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

人!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

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毫无疑问!谁也不会否认!老年

人也有精神需求!需要子女的精神慰

藉!他们的需求不是子女简单地用物

质就可以打发
9

同时!谁也无法否认!

如今!年轻的子女们忙忙碌碌!他们

已经很少回家看望父母了% 要不!前

些年!一首,常回家看看-怎么会红遍

大江南北% 因此!鼓励子女常回家看

看!给予老年人精神需求是作为子女

们的道德义务! 这是社会的共识!问

题在于!这种道德义务应当不应当规

定在法律当中&

一种观点认为! 道德的归道德!

法律的归法律%的确!有些时候!道德

的领域无须法律介入!尤其是刑法的

介入!不能利用刑罚手段来对付道德

问题%但是!很多时候!道德与法律却

无法截然分开!一些道德义务可以且

有必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 将'常回

家看看(这样的道德义务规定入法律

中!也就是将这种道德义务上升到法

律义务! 由于法律本身具有指引)评

价)预测)教育)强制等作用!因此!它

能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让子女们履行

这一义务!让'常回家看看() 给予老

年人精神需求等在现实中更加得以

实现!让我们的传统美德能继续发扬

光大%

另一种观点认为 ! '常回家看

看() 给予老年人精神需求这样的条

款入法! 由于其在现实中难以量化!

也难以监督和强制!所以可能会由于

其难以操作)难以据此提起诉讼而影

响到法律的权威性% 其实!并非每一

个法律条文都必须有具体的操作程

序!有些法律条文可以作原则性的宣

示!表明立法者导向是鼓励子女们给

予老年人精神需求!希望全社会形成

良好氛围!并不一定非得要有制裁和

执行规范%

另外一方面是!在我看来!对'常

回家看看() 给予老年人精神需求等

根本就无须规定强制执行% '尽孝(

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 物质层面的

'孝(! 因为涉及到父母的生活问题!

而且物质的东西看得见) 摸得着!所

以!法律可以规定强制措施且必须规

定强制措施! 如果子女不尽赡养义

务!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但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来自

内心的醒悟和自觉!发出内心真情实

感!子女不愿意精神尽孝!即便法院

强制他回家了!他也心不甘)情不愿!

老人也得不到慰藉
9

反之!一个愿意

精神尽孝的子女! 不要法院的强制!

只要善意的提醒!他也能'常回家看

看(!并让老人感觉开心% 所以!让子

女精神尽孝无法用法律的强制力来

达到目的!也就没有必要规定什么具

体的'可操作性(% 何况!规定这样的

条款除了宣示外并非没有其他意义!

比如在子女分遗产过程中!法官就可

以凭借这样的条款来对未给予老人

精神慰藉的子女不分)少分遗产%

'常回家看看(入法是件好事!我

相信它在促进国民提升道德水准和

关爱老年人上!起到重要作用%

!

吴龙贵

!

月
:!

日! 北京二中院开审一

宗诈骗案%被告人王菴自称是高干子

女! 以能够低价买到房和车为由!伙

同朱双双先后骗取文体明星邹凯)杨

威)杨云)罗雪娟等
;'

余人!共计人

民币
<(''

余万元)港元
::(

万元%此

案未当庭宣判%

杨威)邹凯)罗雪娟$$看到这

些曾经叱咤赛场!为国争光的奥运冠

军们! 如今成为这起诈骗案的受害

者!不禁让人五味杂陈%

一个拙劣到完全可以一眼识破

的骗局!却骗倒众多文体界的明星大

腕% 是网友所说的'钱多人傻(& 我不

这么认为%与其说上当者是听信了骗

子的满口谎言!倒不如说他们其实是

拜倒在潜规则的裙下%在一个充满潜

规则的社会!人们愿意相信违背市场

秩序的'低于市场价买房(是完全能

够成立的%

我们没有资格嘲笑杨威们%扪心

自问!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没有主

动或者被动地潜规则过& 孩子上学!

求职升迁!$$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有一种无力感!不走潜规则!基本上

是办不成事%杨威们之所以会被推上

舆论的风口浪尖!或许只在于他们身

上的'奥运冠军(光环+++这是最让

公众无法释怀之处% 按常理来说!他

们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按照社会的

基本规范行事!但为何连他们也难以

抵御潜规则的诱惑呢&

我想!除了人皆有欲望这一人性

本能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潜规

则像瘟疫一样!在这个社会肌体里不

断复制)蔓延!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

地步% 通常来说!潜规则是弱势者对

强势者的一种屈从!但现在!这种情

况已经发生了转变!潜规则不再局限

于强者与弱者之间!也不再是迫不得

已的情况之下的无奈之选!而是已经

成为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甚至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二是潜规则正在

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感%当被告

人王菴自称是高干子女!并放出'能

低价买房(的诱饵!各路明星蜂拥而

至的时候!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认为

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而是视之为对自

己社会身份的一种肯定!甚至能体味

到某种优越感%因为拥有一定的社会

地位!才能进入这个圈子!进入这个

圈子!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源$$

谁都有可能是潜规则下的受害

者% 倘若社会秩序失范!人人都依潜

规则行事!那么所有人都生活在某种

不确定中%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

游戏!也许你侥幸地躲过!但终有一

天你会成为那个不幸者%颇具象征意

味的是!相信'潜规则(的杨威们最终

还是依靠法律讨回了公道%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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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鸣

南京市民余先生向媒体报料称!前几日经过

该市汉中路时! 发现居然有人一边开车一边遛

狗!不过牵狗的人坐在副驾驶室上%余先生称!他

开了
%'

多年车!这一场景还是首次看到%交警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他们发现的话!将参照妨

碍安全驾驶机动车行为来处理!予以警告并可处

<'

元罚款%

网络上喜欢将人分为'正常的()'文艺的(和

'二
=

(三种!我一直没有很好弄懂
:=

的意思!看

来!这种边开车.即使是坐在副驾驶位/边牵狗的

行为!大概可以归纳为
:=

类型了% 因为!这种行

为除了装之外!着实想象不出有什么意义%

说他们是开车吧!其实他们在遛狗0说他们

在遛狗吧!其实他们在开车%说他们在享受吧!其

实他们可能是在制造血案.辗狗/0说狗是他们的

宠物吧!其实他们是在虐待小狗%罚
<'

元对他们

来说!太轻了% 如果可能!应让他们永世不得遛

狗!专心开车好了%

!常回家看看"入法 无须以操作性为前提

!边开车"边遛狗#的!雷人$事 %裸躺阻止救伤者$

必须办成铁案

众多奥运冠军上当"谁都可能是受害者

县委书记一份盒饭承载的朴素期待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言者有意言者有意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