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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漫画角

《权力的教训》
[法]弗朗索瓦·奥朗德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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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周边图书】

陈鲁民

所谓垃圾，主要有两个含义，
一是无用，二是有害。既然如此，
那就要想办法把垃圾处理掉，或掩
埋，或焚烧，或用其他办法进行分
类处置。我不由得联想到，物质如
此，人亦如此，如果一个人毫无用
处，一事无成，且危害社会，祸及
他人，那就是人中垃圾，也应进行
分类处理，该批的批，该罚的罚，
该抓的抓，该判的判，把这些人渣
送到该去的地方。

譬如，在网络上造谣惑众，制
造混乱，攻击抹黑英雄模范，发表
危害国家言论，恶意谩骂攻讦他人
的，就叫网络垃圾；在商界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欺骗顾客，大赚昧心
钱的，就是商界垃圾；在官场贪污
受贿，中饱私囊，买官卖官，滥用
职权的，就是官场垃圾；在学校糊
弄教学，误人子弟，无心教书，一
心挣钱的，就是教坛垃圾；在文化
界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剽窃抄
袭，诲淫诲盗，就是文化垃圾。都
应视情节轻重，分门别类进行严肃
处理，让他们接受应有惩罚。

还有一种“垃圾”，不好按职
业分类，散布在各行各业，各个年

龄层，到处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作奸犯科，危害社会。他们是戾气
很重，缺乏教养，喜欢无事生非，
不知遵纪守法，时不时给我们添点
恶心、找点麻烦的市井混混、社会
无赖，也被人叫“垃圾人”。判断
一个人是不是“垃圾人”，标准也
很简单：因为你的存在，世界是变
好了还是变坏了，变干净了还是变
肮脏了。用这个标准判定，那些心
理阴暗，充满负面情绪的人；那些
四处捣乱，喜欢兴风作浪的人；那

些心态失衡，到处寻找发泄机会的
人；那些倚强凌弱，惯于欺压无辜
的人；那些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的
人。一言以蔽之，那些他活着别人
就活不好的人，都是“垃圾人”。
如果给其画像，当是这样一副尊
容：心中充满沮丧、愤怒、嫉妒、
仇恨、抱怨和失望情绪，身上背负
着臭不可闻的负面垃圾，随着垃圾
的堆积发酵，到处惹是生非，制造
事端。

物质的垃圾，污染环境，影响

人的生存质量，要及时分类处理。
人群里的“垃圾”，危害社会，损
伤他人，更不可小觑，要及时甄
别，坚决打击。我们每个人都应自
觉 做 到 ， 一 是 自 己 不 要 当 “ 垃
圾”。要践行“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做人原则，多
做好事、善事、益事，不做坏事、
恶事、丑事，宽以待人，严以律
己。大伙提起你来都说“是个好
人”，而千万别被人家戳脊梁骨说

“那就是个垃圾”。二是交友要慎，

不要和“垃圾”为伍。如果身边有
几个垃圾朋友，久而久之，耳濡目
染，潜移默化，你不仅会“入鲍鱼
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还会近墨
者黑，不知不觉也变得臭不可闻，
戾 气 逼 人 。 三 要 自 觉 抵 制 “ 垃
圾”，同各种“垃圾”作斗争，或
及时报警，或当面斗争，“该出手
时就出手”，让那些“垃圾”成为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人，爱好有不同，职业有区
别，志向有差距，水平有高低，成
就有大小，但不论干什么，都千万
不能当“垃圾”。否则，多行不义
必自毙，有朝一日，被依法治罪，
抓进大牢，老犯人照例会问你，犯
了啥事进来的？换言之，就是“你
是什么垃圾？”到了那个时候，和
各色“垃圾”共聚一室，身败名
裂，臭不可闻，可就悔之晚矣！

勿做“垃圾”，远离“垃圾”
随思录

吴启钱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我们总是身处各种各样的“关
系网”中，如上下级关系、同事关
系、客户关系、邻里关系、婆媳关
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戚关
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
系等。

这些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但
因错综复杂，轻重缓急、远近亲
疏，处理不好就会带来烦恼。毫不
夸张地说，人的一生中最难处理
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古往
今来，多少人因为关系处理不好
导致朋友反目、亲戚老死不相往
来、夫妻关系破裂、同事关系紧
张、邻里变敌人。“近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这其间，分寸感非常
重要：关系再亲密，也不能“无
间”。

比如，某女士向笔者咨询离婚
裁判事宜，不是什么出轨、背叛的
大事，而是在“无间”还是“有
间”的问题上与丈夫产生了对立。
丈夫认为，既然是夫妻，互相之间
应该没有隐私，于是他时常会拿起
她的手机，翻翻微信，看看通话记
录，查查支付账单。妻子认为，不
让他看吧，好像自己确有什么做得
不对的地方；让他看吧，那种被赤
裸裸察看的感觉越来越差，毕竟作
为个人，也是有隐私的。

这种情况，估计很多夫妻遇到
过。我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总以
为结了婚，就该不分你我，说出口
的话，做出来的事，少了一种讲究
和在意。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关系
亲密如夫妻，是不是也应该有隐私
权这样的“间隙”？

答案当然是不仅应该有，而且
法律也规定有。夫妻之间尽管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恩爱夫妻更是

如胶似漆，形影不离，但在法律
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有
你的权利，我有我的隐私。我国

《婚姻法》 不但规定夫妻之间应该
“ 互 相 忠 实 ”， 也 应 该 “ 互 相 尊
重”，包括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
个体权利和个人隐私。财产方面，
法律规定婚后男女双方的所有收入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都有处分
的权利。但是法律又规定，一方因
身体受损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
活补助费、保险赔偿金、解除劳动
关系的补偿金等，是属于一方的个
人财产，另一方无权处分。

因此，夫妻感情再好，有些事
不该当作理所当然，有些话也不能
总挂在嘴边。正如有一句话说的，
亲密“有间”，才能爱得长久。

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
间、上下级之间就更是这样。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
人总是习惯拿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
对待身边的人，觉得大家都这么熟
了，没必要在乎太多细节，结果在
无意间伤人又伤己。

其实，越是亲近的关系，越值
得用心去维护和经营。特别在与熟
人交流中，因为知根知底，更应该
有所顾忌，避免随意碰触别人的隐
私，也不要去揭别人的短处。再好
的关系，讲话也不能百无禁忌。

作家、哲学家周国平说：“一
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
这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
的。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
想突破这界限。”每个人都是独立
的个体，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朋友
之间，不管关系有多么亲密，都不
可无视个体的权利。无论什么样的
关系，要想维护好它，都不能缺少
应有的界限感与分寸感。“熟不拘
礼”是一种随性，“熟不逾矩”是
一种教养。

亲密，也需要“有间”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十讲》
刘锐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年5月

社科书架

法治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讲，
法治就是规则之治、法律之治、
良法之治。我们一定要相信制度
的力量、法治的力量。人们常
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为好
人，而坏的制度将使好人变为坏
人，同样表达的是制度的力量。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改革是中
国最大的红利”，这里讲的改革红
利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制度改革的
红利。相信制度的力量，法律的力
量，就是相信法治的力量，因为法
治是规则之治、法律之治。要知道
当今大国间的较量主要是制度的
较量，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

比，不仅在硬实力方面还有不小差
距，在软实力方面的差距则更
大，如果有一天中国向世界大量
输出制度了，中国就真正崛起了。

当 然 ， 要 认 清 法 治 的 真 面
目，就需要多维度、多视角的透
视。复杂点讲，法治是一种状态，是
公权力得到规范制约、私权利得到
有效保障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也是
我国法治建设的理想目标；法治是
一种方法，这源于法律的工具价
值，我们强调法治的工具价值，但
反对将法治仅仅视为工具的工具
主义倾向，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宪法
明确将法治列为其价值目标之一，

法治多少带有工具主义的味道；法
治是一个过程，英、法等资本主义
国家实现法治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法治化的历史
很短，我们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必
须保持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法治等
不得但也急不得；法治是一种观
念、一种文化，法治的实现，必须伴
随法治的观念认同和文化自觉，而
且只有这样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
治、靠得住的法治。我们追求的法
治应该如同熟练的驾驶员看见红
灯时本能反应刹车一样，而不是步
行者或骑车人在红灯亮时还去纠
结过不过。

■认清法治的真面目，需要多维度、多视角的透视

客观地讲，我国的营商环境
和市场秩序是与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地位不相称的。我国的立法
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法
律数量欠账不少、法律质量有待
提高等突出问题。法律制度需要
转型升级；执法的突出问题就是
法律对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不
到位，不作为、乱作为并存，合
法行政的要求还没有完全达到，
合理行政、程序正当、信赖保护
等原则的贯彻更待时日；司法的
主要问题是裁决不公和司法效率
有待提高；守法的根本问题是公

民的守法意识、规则意识还没有
树立，守法的习惯还未养成，相
当部分落马的领导干部声称自己
不懂法就很能说明问题之严重。

安邦保险公司原董事长吴小
晖在庭审中说“我不懂法”，表面
上是企业领导法律知识欠缺、法律
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的问题，背后却
是刑事责任统一配置造成的法定
犯(行政犯)与行政管理法律规定的
割裂，不利于法律责任的学习掌握
问题，以及对类似市场经济犯罪打
击不力造成的刑事责任“闲置”问
题。“安邦事件”表面上是企业违

规、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的问题，深
层次却是立法责任配置不充分、
监管手段不足的问题，以及刑事
责任机制启动不及时，非法集资
类犯罪认定标准不清晰的问题。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时代，必
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
式。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
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
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
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必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总的来
讲，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素
养还不是很高，在这样的背景
下，通过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
能力，进而提高其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依法办案的能力，显然
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有
什么样的思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
结局。”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说，“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
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
难再意识到这些旧问题……”对于
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求其掌握
太多的法律知识不仅不现实，也
没那个必要。只要思维方式转变
了，有些问题可能就消失了；只
要思维方式转变了，就必然会想
到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或推动

问题的有效解决。
法治思维首先表现为规则思

维，而这一思维的基本要义就是
先立规矩后办事，立好规矩再办
事。先立规矩后办事的民间表达
就是“丑话说在前面”，表现在立
法和改革的关系上就是先立法后
改革、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表现在
法律原则上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当
因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制定规
则突破这一原则时，就必须充分考
虑市场主体的利益，尽可能对市场
主体友好，因为当初规则不到位的
责任要么在人大，要么在政府，无
论如何不在市场主体。而立好规矩
再办事所对应的是良法善规好标
准。规矩不仅要有，还要好，好规矩
包括良法、善规以及好标准。我们
实践中的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执

法、司法或守法问题，背后往往
与立法质量有很大关系。

比如，牵动亿万国人神经的
“疫苗”事件，简单看是执法的问
题(监管不力)、司法的问题(相关
判决可能不公)，但究其根源，与
立法不良不无关系，如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的独立性无法保障，权
责设置不匹配，报酬过低无法吸
引优秀专家，同时也不足以支撑
相对严格的责任。

生活中也不乏相似的问题。
记得一次课间休息，一位司长向
我分享了他请保姆的体会。几年
前，他连续换了四个保姆，总感
觉保姆不行，为此伤透了脑筋。
有一天，他终于想通了，原来不
是那些保姆不行，而是他的思维
方式出了问题，以父母的标准要

求保姆，保姆无法做到。或许将
自己的高标准强加于他人是我们
人类的天然倾向，因此，“退一步
海阔天空”在很多时候是成立
的，当然，无原则、无底线的妥
协退让也是不利于法治建设的。

■法治思维首先表现为规则思维

法治思维要求作为公权力执
掌者的领导干部树立合法思维，而
合法思维的核心是两点，一是合乎
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二是在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时合乎
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

实践中，我们之所以很容易

将一些行政违法，甚至连行政违
法都够不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关键在于我们的有些刑事办案人
员，甚至个别领导没有很好理解
把握刑法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比如，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
“鸿茅药酒案”，起初很多人在质

疑警察跨省抓人的合法性。其
实，本案的关键根本不在警察跨
省抓人，警察是有这个权力的。
这个案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在“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下，为什
么非要抓捕一个对社会危害没那
么大的人，而且拘留之后不能取保

候审，羁押一百多天。多位刑法学
者认为，涉案文章并未捏造事实，
警方以损害商誉罪抓捕谭某某，违
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其被羁押一百
多天，违反了比例原则。如果有关
领导具备合法思维，了解刑法保障
自由的立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
以及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类似这
样严重伤害法治的事件就会少发
生或不发生。

■领导干部要树立合法思维

朱晨凯

“2015年我去一个地方宣讲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接我的司机
听说我是法学教授，便说中国再
不搞法治真的不行了。2018 年 11
月 17 日晚，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
依旧不断重复上演中国式过马
路。可在嘈杂的人群中，一对年
轻恋人的对话异常清晰。女孩拉
着男孩的手说：‘走，别人都走
了。’‘别人走我们也不能走，现
在是红灯’，男孩微笑着说。两人
静静地站在那里，直到绿灯亮
起。”

这段话，是本书作者，中央
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政法部教
授、博士生导师刘锐在序言里的

开篇语。此情此景，让作者感慨
万分，也由此提出了本书的核心
观点：中国需要法治，别无出
路，法治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信
仰和坚守，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树
立法治思维。因为法治的时代需
要法治思维，领导干部是全面依
法治国的“关键少数”。

本书采用干部教育培训讲坛
的形式，突出问题导向，结合党的
十九大以来重要法治论述，围绕领
导干部为什么应当具备法治思维、
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法治思维以及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这三
个核心问题进行讲解，以期提高
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能够自觉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

稳定，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书中指出，领导干部应当具

备规则性思维、合法性思维、程
序性思维、权义性思维、契约型
思维和权责性思维六个方面的法
治思维能力。基本要求是：先立
规矩后办事，立好规矩再办事；
合乎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合乎
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要有
程序，且程序应正当；以权利、
义务为工具去审视、调整社会关
系，处理社会矛盾，认真对待权
利，切实履行义务；要尊重契
约，相信市场的力量；有权必有
责，权责要相当。本书围绕上述
内容，分析现状、找准问题、提
出对策，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及
决策提供指导。

领导干部为什么要有法治思维

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
朗德离开爱丽舍宫后，首次讲
述其任期内的重大内政和外交
事务的台前幕后故事，包括他
在重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采
取的措施和结果，以及他从这
段独特的经历中总结出的人文
和政治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
干春松 著 商务印书馆

二○一九年五月

作者通过对中国著名思想
家梁漱溟先生各个时期政治思
想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于
其后期思想的研究，展现了这
位哲学家和国学大师多路向的
文化观和在探索中国国家社会
秩序建设之路方面富有启发性
的思考。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
书店提供）

有靠山 邹磊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