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又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法治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

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

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

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这些论断明确回

答了法治是怎样产生的!法治的性质是

什么!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

和谐世界中有哪些作用等一系列法治

的基本理论问题!表明现在的党中央领

导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的深化!是对法

治理念的新概括新发展%胡锦涛同志还

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和

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实践

证明! 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点是

$法治&!社会的和谐要靠法律制度来落

实%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治在推动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必须高

度重视法治在促进和保障社会和谐方

面的重要作用!必须高度重视法治在调

解'化解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

盾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在促进和保障社会和谐

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全面贯彻落

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是要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

(体系&应以宪法为核心!包括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规章'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个(体系&应由

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社

会法'诉讼法'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

知识产权法'军事法构成% 要完善市场

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对

有关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法律

法规也应抓紧制定!完善人权和公民权

法律保障体系% 如)人权和公民权保障

法*')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法*')农民权

益保护法*')信访人权保障法*等%

二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

障体系$当前必须根据$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的要求!主要是扩大城镇基本养老

保险覆盖范围!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健全多层次的

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生育保险制度+

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是要严格执法"不断加大执法力

度$有法不执行!等于无法%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说!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执法%因

此!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

行职责!坚决制止政府机关中存在的滥

用权力!违法行政的现象%要着力推进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

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有力的行政管

理体制% 要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

府'法治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

行政的能力% 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

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滥用权

力%坚决反对腐败!切实保证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是要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

作机制的改革"坚决贯彻落实司法为民

和为民司法的要求$司法体制和工作机

制改革不能超越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必

须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在宪法和法律的

框架内!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任务'目标

和要求!以及最近党中央确定的司法体

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积极稳妥地

逐步推进!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高

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对西方

国家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某些成

功的具体做法可以吸收和借鉴!但决不

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模式%要规

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

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和司法权威!为在

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为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

展!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

五是要建立健全人权和公民权法

治监督和保障机制$要完善人权和公民

权的政治保障'法治保障'社会保障机

制% 政治保障是指党对促进和保护人

权和公民权的监督和保障% 法治保障

主要是指立法'执行和司法的监督和

保障% 社会保障主要是指公民'人民

团体' 社会组织对实现人权和公民权

的监督和保障%所有这些监督和保障都

需要进一步加强!都需要制度化'规范

化和程序化!特别是应当强化社会舆论

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和保障%同时还要加

强人权和公民权的组织保障!建议在条

件成熟的时候!国家尽快设立专门的人

权机构!统筹'协调'管理'监督人权事

业的全面发展%

综合上述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战

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是一个渐进的历史

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长

期努力!创造多种条件!通过多种途径才

能实现%它的深层理念需要更新!社会结

构需要调整!社会功能需要转换!社会信

任需要重建!社会理论需要创新!社会制

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法治需要健全!民

主需要发展%我们坚信!在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确指引

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过全国

人民长期不懈努力和团结奋斗!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

在中华大地上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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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盘"

!'#"

年
(

月出生"汉族"

小学文化"农民"伊川县吕店乡魏窑

村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于
"$$*

年
'

月
!,

日被伊川县公安局刑事

拘留" 同年
'

月
"*

日被逮捕"

"$$(

年
,

月
"(

日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魏社军"

!','

年
!!

月出生"汉

族"初中文化"农民"伊川县吕店乡魏

窑村人 $ 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于

"$$*

年
'

月
!,

日被伊川县公安局

刑事拘留" 同年
'

月
"*

日被逮捕"

"$$(

年
,

月
"(

日被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自
"#$%

年
&

月份起! 被告人周

盘与本村村民魏老康开始有不正当

两性关系!后二人发生矛盾%

"$$%

年

'

月!周盘将这一情况告诉其在新疆

打工的另一姘夫魏社军!魏社军称这

事等他回洛阳再说%

"$$%

年
(

月
%

日!魏社军回到洛阳!在洛阳火车站

见到前来接他的周盘!二人在火车站

附近旅馆住下!并商量杀害魏老康之

事%后来!两人在周盘家中!再次商量

杀害魏老康的事%

"$$%

年
(

月
))

日

晚!魏老康约周盘去偷花生!魏社军

让周盘把魏老康约至本村东边的玉

米地% 周盘与魏老康在约定地点会

合!魏社军携带作案工具镢头把藏在

附近% 后魏老康发现了魏社军!三人

一起吃偷来的花生% 其间!魏社军趁

魏老康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镢头把

朝其头部和上身击打! 致魏老康死

亡% 经伊川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

魏老康系钝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案 情

记者 你和魏老康是什么关系!

周盘 魏老康是一个 $捣鸡毛&!

就是不正干'吊儿郎当的人% 因为魏

老康也经常烧香! 他常往我们家去!

叫我去烧香% 有一天中午!他去我们

家说他牙疼! 让我给他写一个单方%

我平时爱记点治病的单方%他趁我去

给他写单方时!把我按在床上!我说

你给我松开! 你不松开我就喊了啊%

他说你喊吧!只要不怕邻居听见了说

你的闲话% 他说你不要吭声!我弄五

千块钱给你% 我也怕别人知道!为了

脸面!我没吭声!也就顺从他了%

记者 你当时顺从他有两个原

因"第一怕声张出去不好看#再一个

他还答应给你五千块钱%

周盘 嗯! 后来!他今天去找我!

明天去找我!就是不给我钱% 一直到

最后!我一分钱也没花他的%

记者 此后# 你们的这种关系经

常发生是吗!

周盘 嗯%其实我并不情愿!他威

胁我! 要是不跟他在一起就戳死我%

我害怕他向我孩子下毒手%我不敢告

诉丈夫! 我丈夫个子低又没有力量!

在村里是有名的老实人%说了他也没

门!只有忍气吞声%

记者 为什么给魏社军说呢!

周盘 我和魏社军关系好! 给他

说说消消气% 再者!魏老康以前老欺

负魏社军的父亲% 魏社军在新疆干

活!打电话说让我去新疆摘花% 魏社

军说反正早晚要教训魏老康%

记者 那天晚上# 你跟魏老康是

怎么见的面#偷花生是怎么回事!

周盘 社军叫我给老康打电话约

他!我打了!刚好他,魏老康-喊我去

偷花生% 我把这话跟社军说了!社军

说!正好是个机会%到地里后!刚好三

个人碰到一块儿了!我说社军不理他

,魏老康-吧. 社军没理我!他们俩去

偷花生! 然后我们三个人在那吃花

生!我没想到他,魏社军-就把他,魏

老康-打倒了"

记者 你怎么认识的魏社军.

周盘 社军跟俺孩子他爸是朋

友!他常往我们家去!我经常有病!丈

夫太老实也不知道关心人"社军他是

匠人!我经常找他帮忙" 魏社军反正

是对我可关心!后来就慢慢打动了我

的心" 他处处关心我!你看我有个病

吧! 我丈夫他都不知道去给我看看

病! 魏社军他总是陪我一块儿去医

院"

记者 他为什么这样关心你呢!

周盘 因为他媳妇不会动! 他俩

夫妻感情不和" 因为她是个残疾人!

有很厉害的关节炎! 生活不会自理!

饭都吃不到嘴里边"

记者 你认为妻子的病很严重#

影响了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吗!这

是你认识周盘的原因吗!那你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跟周盘有了这种男女关

系的呢!

魏社军 是的!有五六年了吧/

记者 如果不发生命案的话#你

们的关系会一直保持下去吗!

周盘 我怕别人说闲话! 跟他说

断绝关系" 我说孩子们大了!我们这

样太不像话!孩子们要是见了!那咱

也真没这脸面对"这还怎么做人. 可

他就是放不下我"

记者 去年听说这个事情之后#

你才得知他们两个原来很多年前就

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了#你当时第一

反应是什么!

周盘的丈夫 实话实说! 因为我

不知道他们有这种关系!假如说我要

知道她有这种事! 说句不客气的话!

干脆用刀把她劈死!扔到那河里喂鱼

鳖!要这媳妇干啥呢.

解说#周盘$魏社军以各自不太

幸福的家庭关系为由#毫无顾忌地去

寻找家庭之外的情感刺激#他们一度

似乎也达到了真心的程度#但这种危

险的情感游戏#最终让他们共同面对

魏老康的问题时#冲昏了头脑#做出

了法律不容的事%

记者 杀人是犯法的# 那时候没

有想过吗!你们两个在一起合谋的时

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这可是触

犯法律的事#犯法的& 那时候想过没

有!

魏社军 当时也就没有想后果!

想的就是打他! 我也没想着把他打

死!没有想后果"

记者 被公安机关抓住后# 你把

魏社军给供了出来#是吗.

周盘 那这事是逃脱不了的"

记者 你现在后悔你跟魏社军有

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吗!

周盘 后悔"人走错路了!我承认

我不好"如果我不跟社军发生这种不

正当的男女关系!就不会犯法!不可

能有这事"

记者 那你恨不恨她啊.

魏社军 当时恨她! 但现在可以

说两个人都怨!都不好"走到这一步!

办那个缺德事!就不亏她"

主持人#

结束对魏社军和周盘两个人的

采访#我能感觉得到他们两人此时对

彼此的感情和最初相比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 一审判决后#他们两人

才开始反思自己当初情感和行为的

对错%如果他们能早一些正视他们的

行为# 能够对各自的家庭多一些责

任#又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呢!

未经高招录取 跟班上课

是否发毕业证!学位证

高中生小王
"$$$

年高考未中" 后来!其

父找到一所民办高校的校长! 想让小王先跟

着本科班上!明年再继续参加高考"学校承诺
*

学校具有 (普通本科&'(专科&'(继续教育&和

(专业培训&的办学许可证!是可以给小王办毕

业证的" 于是!小王的父母就放心地给孩子交

了学费!正式入校跟着本科班就读" 转眼到了

第二个学期!小王参加高考的事一直没人提!

小王也就没有再参加高考" 到了大学毕业的

时候!小王交了办理毕业手续的费用!学校给

他出具了一份内容为(小王是我校
"$$$

级普

招本科中文专业学生!毕业手续正在办理中&

的毕业证明"可毕业证就是迟迟办不出来"小

王的父母便找到学校理论!学校却辩解说#小

王没有参加高考!没有学籍!不是国家普招生!

只能算是在学校接受培训的学生! 我们是不

可能给他发毕业证的" 小王的父母就把学校

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学校为小王颁发毕业证"

+

问题
,

# 学校应不应该给小王颁发毕业

证. 为什么.

+

不同观点
,

#

-

' 既然学校正式招录了小

王! 小王又和学校所有正式高招录取生一样

一直上到大四!学校就应该给他发毕业证"

.

'

小王是出于对学校招录行为的信赖才在学校

上了四年大学!所以!不管校方的做法是否有

错!只要小王完全符合毕业条件!学校就应该

为他颁发毕业证"

/

'尽管小王按照普招本科

生完成了所有学业! 但他毕竟不是全国统一

高招录取的!学校的行为不管对错!他都不可

能拥有毕业证"

!"#

)*+,-./0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