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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免费向女性发放安全套的行为!引发

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议!有人质疑!这到底是温

馨提示!还是性暗示"或者是酒吧的炒作"而酒

吧的负责人在高调宣称这是呼吁广大女性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预防艾滋病的同时!也坦承

此次活动$既是炒作也是公益%&

酒吧的活动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和质疑!原

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发放的东西是属于比较敏

感的$成人用品%& 如果在大街发放棒棒糖!估

计没人会质疑&二是发放安全套的主体是一家

娱乐性酒吧&假设在大街上发放安全套的是政

府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肯定不会引起如此争

议&但不管是争议也好!质疑也罢!我们都必须

承认!这家酒吧的活动!在让广大市民免费得

到安全套的同时! 确实也是对女性预防艾滋

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的一个善意提醒& 至于

有些人质疑这是一种性暗示! 我想就有些过于

杞人忧天了!即使没有酒吧发放安全套!成年男

女之间该发生的还是照样要发生&

酒吧毕竟是商业场所! 要追求商业利益!

更何况酒吧还为此投入了几十万元的资金 &

因此酒吧有借机炒作自己的主观意愿! 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 时代发展到今天!$炒作%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反义词! 只要炒作的手段正当!

炒作的影响具有正面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这样

的炒作!我们就不能全盘否定!而应该给予肯

定和支持& 因此!由酒吧主观上的商业宣传带

来的客观上的公益宣传!我们不妨多用善意的

眼光去看待!而不要动辄以先入为主的态度去

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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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裸聊事件被判刑罚! 之所

以引起公共眼球的极端关注! 并非

在于它的淫靡八卦! 而在于揭示了

信息时代的法治尴尬& 现有刑法体

系!立足于现实世界的传统犯罪!对

于虚拟网络的对错并没有明确的

条文支持& 所以!当地法院判处裸

聊女刑罚! 总让人有些许骨鲠在

喉的郁闷之气 & 而判方在解释此

案判罚结果时所谓 $对方某判的

也是缓刑 !关键在于提高打击力

度 !提醒事态严重性 !纯净网络

环境 %也道出了此案判罚更多是

为了道德警示& 所以!判方的底气

不足反证了此案濡染着道德凌法的

嫌疑&

固然! 裸聊女方某在裸聊时有

牟利行为!但对应$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罪%确实有些牵强&按刑法第三百

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方某自己的

裸聊行为是否符合$制作(复制(出

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确实很勉

强& 而且! 虽然其行为旨在牟利!

但采取的是点对点的二人行为!而

且双方属于行为自愿!故而其行为

更像是有违社会风化的道德失范

行为!至多属于违法& 裸聊行为东

窗事发 !被举报到公安部门 !接受

治安管理处罚可也!或可附加以道

德批评 & 现在 ! 裸聊女被判以刑

罚! 而且是以 $提醒事态严重性!

纯净网络环境 %的公共借口 !意味

着裸聊女在肩负不当的刑罚责任

后!还负有伤及自尊和人权的道德

示众枷板&

现实法治语境! 和拿所谓淫妇

示众以涤清社会风气的人治时代

绝不兼容& 性的罪错评判!唯一标

准是法& 法务明文规定!谁也没有

权力牵强附会!制造现代莫须有的

人治道德判罚& 更值一提的是!不

畏裸聊女被治罪充满着道德凌法

的瑕疵!本案还有重男轻女的不当

倾向& 既然为了 $纯净网络环境%

可以判罚裸聊女!举报的男子是否

也应以同样的罪名治罪"这恐怕难

让判罚者自圆其说& 若一同判罚!

道德凌法的瑕疵就重复了两次!若

罚女放男!此案判罚就是歧视女性

权利&

此案的诡异之处在于既无明确

法律可依! 又带有既往严打型执法

的机会主义特点&说到底!还是人治

惯性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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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祭奠方式也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蕴涵着哀思情感的祭祀习俗!是社会风俗

中最难改变的部分!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城市越文

明!人们对逝者的离去看得更开!不会将世俗的东

西和逝者牵扯在一起!过去是清香淡酒表思情!在

逝者的坟前燃一挂鞭炮!点上几根清香!让追忆在

寂静中回放!现如今!除了传统的祭奠风俗!网上

祭奠(鲜花祭奠(树葬祭奠等方式逐步被更多的人

接受!这些祭奠方式既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同时

也能够恰当地表达对先人的哀思!值得大力推广&

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上!

对待逝者的态度!同样也是文明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了一些不和

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人希望用多花

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思念逝者的心情! 而多花钱

的唯一方式就是追求豪华和时髦! 这让本来是很

清净的祭奠! 因为人为地烙上了所谓的 $时代特

色%而有些怪异& 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

祭奠仪式中大讲排场! 讲究豪华墓地高规格祭奠

仪式!还烧一些$时髦%的物品给逝者的现象不少!

美其名曰是跟上时代!表面上看!祭奠属于私人行

为!别人无权指责!祭奠的方式跟上时代!说明生

者心里没有将逝者遗忘! 但是这种俗气十足的祭

奠暴露出祭奠者的无知和空虚& 生与死本来是两

个不同的世界! 为什么要用现实的观念强加给逝

者!其实!逝者的身体回归自然!思念留给我们!这

就是一种最完美的结局!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让

人贻笑大方&

烧纸钱(修墓碑等!这些丧葬的传统风俗要尊

重!但是不能盲从遵循!其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很

实用(环保的丧葬方式可以去尝试!比如树葬!逝

者的骨灰和树成为一体! 逝者以另一个方式出现

在亲人面前!这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认识到了这

一点!我们就应该试着去改变!要明白一个道理!

不管是不是$被迫%!我们都应该以社会为重!不要

认为怎么祭奠是自己的事情!和社会无关&我们都

是社会的一分子!当我们不文明的那一刻!其实也

正是城市遭到伤害的一刻!为了城市!为了我们的

社会!我们应该做一个文明的祭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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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牛幼儿园%的神秘盖头终于揭开!

事实真相让人瞠目结舌& 通过一次次$篡改%省

政府的文件!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联合造假!将这

块
(/#

亩的土地实现了从$村民安置房%!到$亚

洲最大幼儿园%!再到$大型商务中心%的三次转

换& 无疑!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力运作之

后!是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是失地农民的流离

失所!是地区经济的停滞乃至倒退&

$史上最牛幼儿园% 颠覆了多少执政常

识" 近几年!广饶县提出$开发东区新城%&

府前大街宽阔气派!几乎是一夜之间!一座座

崭新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 这是权为民所用

吗" 广饶县位列全国$百强%县之一!然而调查

发现! 当地老百姓并不富裕! 和一幢幢崭新

的政府大楼相比!农村的土房显得尤为寒酸!

一排排的土房是广饶县另一面!$看露天电视

是一些附近居民的唯一消闲方式%!这是利为

民所谋吗" 政府频频冲破权力底线!相关部门

一次次造假!这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吗"

然而在两年多时间里! 尽管当地政府这一套

$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是如此拙劣!却未见

任何调查和处理!这是在验证和挑衅$不受监

督的权力必须导致腐败%的道理吗"

当地官员解释说! 这是出于发展经济的

目的 & 毫无疑问!是否领这个情!是否认同这

种说法! 当地民众最有发言权& 笔者私下揣

测! 对当地民众而言! 发展经济或许已是奢

望!只有当地政府能够尊重起码的执政常识!

能够保持一点基本的对权力的敬畏! 就已经

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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