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 生 性 家 族 式 利 益 共 同 体 蚕
食、围猎国有资产，恶意提高分成比
例向合作方输送利益，严重顶风违
纪，违规提拔干部……中央巡视组

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国家电网等 9 家央企的巡视反馈情
况报告，让人拍案之后陷入长考。

央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对其的监
管机制不可谓不严，在这种前提下，9 家央企存在的这些让
人心惊肉跳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迫使人们不得不再次
考虑制度为何成了“稻草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再好的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制度执行者是关键。
擅改救灾中心部分建设用地的用途，建设面积严重超标的

“经济适用房”，全部卖给民政厅机关干部；挪用 6000万元福
利彩票公益金、2000万元社会募捐资金以及 967.64万元扶贫
周转金，用于救灾中心建设，而救灾中心实际用来办公和开酒
店……陕西省民政厅的这些违规“大手笔”，每个环节都有严
格的审核制度，如果不是制度在执行时被人搞变通，把“救灾
中心”建成福利房的严重违规事件，断然不可能发生。

在接连发生的贵州塌楼事件和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
件，又一次拷问相关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缺失时，9 家央企
的巡视反馈情况报告及陕西民政厅的胆大妄为之举，再次
严正警告：管不住制度执行人，制度的漏洞和缺失会被无限
放大，后果不堪设想。

“党组重大决策失误的，对参与决策的党组成员实行终
身责任追究；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出现重大问题，追究有关党
组成员责任。”已经正式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首次明确责任追究制度，给 70 年党组制度首立规
矩，对制度执行者的尽职履责，既是强大依据，也是刚性约
束。⑧8 （丁新伟）

□晏 扬

□刘克梅

期待更多判决书讲法又讲理

看八龙出海，品红蓝粽子，有水的地方就
有龙舟，有米的地方就有粽子……时至今日，
对于珠海的金湾、三灶这片鱼米之乡来说，端
午节依然是三灶人的一个大日子。历史上，
疍家人、广府人、客家人以及瑶人先后来到三
灶繁衍生息，在这座南海之滨的小岛上形成
了独特的文化风景线，端午节，就是三灶文化
风景集体亮相的一大节日。金湾区和三灶镇
可谓是下力气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文化符
号，阔别十余年的海上龙舟赛、金茶花巧姐们
的精致美食……

“闹”就是热闹、喧闹、欢腾、红火。看看
往年群众对端午文化的热情，“很多珠海市区
的人开着车早早地带着一家老小赶赴斗门赛
场，带孩子来看看赛龙舟，了解屈原文化，讲
讲端午故事，也算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回
归，很多地方的龙舟比赛也呈现人头攒动的
盛况，就像过年一样隆重热闹……”有如此丰
富多彩的活动，传统文化自然在三灶焕发生
机和活力。

如果文化事业是一株大树，深耕、种植
后，更需要为之施肥除草、剪枝修叶，出现了

“病虫害”，还要进行必要的“杀虫”和“吃
药”。所以，端午文化中出现冷落等不和谐音
符，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自然规律。这时
候，人们要做的，不是大呼小叫、大喊“危机”，
而是对症下药，扑下身子，用旺盛的文化激情
和大众参与营造万民同乐的节日氛围，这才

是最好的鼓与呼，诚如珠海市的让端午节
“闹”起来，端午文化会受到冷落吗？

曾经，在“经济发展文化搭台”的发展模式
中，人们将经济发展看得比天都大，文化屡屡
成为经济的附属物，导致消费型文化畸形发
育、劣质文化恶性膨胀、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伪
科学疯狂抢滩，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受到冷
落。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飞跃，精神质量和
幸福指数却连续下降。这样的发展充其量就
是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幸福意义上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马约尔曾
在《文化遗产与合作》前言中说：“保存和传承

这些具有历史性见证意义的有形和无形的文
化遗产，我们的目的就是唤醒人们的记忆，没
有记忆就没有创造”。也就是说，传承文化的
终极目的不是为了保留、固化，借助文化喧
闹、大众欢腾，文化才能从古老、遗产阶段走
向现代和时尚阶段，在传统的基础上扬弃与
创新，融入开放、宽容、富有创意的文化因子，
使传统文化得到振兴和复苏。

当传统文化找到了与大众共鸣的结合
点，就能激发大众的文化参与度，促进文化传
承。如果我们的传统节日都能让文化“闹”起
来，何有传统文化消失的担忧？⑧8

管住制度执行者

广东省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
弘平因涉嫌受贿金额过亿元，以及

“不信马列信鬼神”等荒唐举动引发
社会关注。6月 16日，陈弘平的情
妇许秋琳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行
贿罪，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审。陈弘平与许秋琳不仅是不正
当男女关系，更是联手敛财的“腐败
合伙人”。在揭阳市 7个公路工程
项目中，陈弘平坐镇幕后，滥用权
力，打招呼；许秋琳出面台前，忙赚
钱。⑧8 朱慧卿/图

一份长达万字的判决书，近日被法律界人士
誉为“伟大的判决”，社会反响之热烈，让判决书执
笔人兼审判长万翔颇不适应。他说：“网上爆炒了
三天，我差不多被炒煳了。从一开始的表扬，到后
来的最牛判词，再到用上‘伟大’二字，幸亏还加上
了‘也许’，否则就是逼死人的节奏了。不仅不妥，
而且愧不敢当。”（据 6月 15日《羊城晚报》）

是什么案件的判决书竟长达万字呢？原来，
在广东惠州打工的于德水，某天晚上去邮储银行
ATM机上存款，奇怪的是，他存多少钱ATM机就吐
出多少钱。莫非钱没存进去？不是，账户上的余
额明明增加了，现金却一分不少退了出来。面对

这个“天降横财”的机会，于德水一时动了贪念，他
不断存钱，不断从其他银行ATM机上取款，然后再
存，一共从邮储银行窃取92800元。事后，于德水
被公安机关抓获，退回全部钱款，经多次开庭，惠
州市惠阳区法院最终认定于德水犯盗窃罪，判处
有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并处罚金 1万元。这起
案件因与许霆案类似，被称为“广东许霆案”。

于德水的行为无疑是错误的，但与许霆案一
样，人们对当事人犯错的性质、程度有不同的认
识。于德水明知这是“不当得利”仍故意占有之，
这是他的过错；而银行 ATM机出现故障给了于德
水犯错的机会，或者说诱惑于德水犯错，银行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于德水的行为与
入室盗窃明显不同，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行为更

类似于一个人捡到钱以后非法隐匿，直到失主追
上门来才交出钱财。于德水的律师就是这么认为
的，在法庭上，他以不当得利和侵占罪为于德水辩
护。

显然，在这起案件中存在着情与理、理与法的
纠葛。虽然法院最终以盗窃罪给于德水判刑，但
被告人和律师觉得量刑过重，检方则认为量刑过
轻，而社会公众同样对判决有不少疑问，需要法院
答疑解惑。这大概就是该案审判长万翔决意写下
万字判决书的原因——为什么适用盗窃罪而不是
侵占罪？为什么判刑3年又缓刑3年？于德水的
行为有多少可谅解之处，又有多少不可原谅之
处？判决书都从情、理、法的角度给出了详细解
释，文末还附有具有法官个人色彩的“最后的说

明”。在法庭上，这份判决书足足宣读了45分钟。
法院的判决书当然重在讲法律依据，讲犯罪

事实，然后据此作出判决。但并不意味着判决书
不需要“讲理”，既讲法又“讲理”的判决书更能令
人信服，法与理相统一的判决更能体现公平正
义。或者说，只讲法不“讲理”的判决书是呆板、冰
冷的，既讲法又“讲理”的判决书才是有质感、有温
度的。而且，“讲理”的过程其实也是法治宣传的
过程，这起案件审理通过网络全程直播，相信受众
都能从万言判决书中体会到法治精神。

正因为既讲法又讲理的判决书还少之又少，
这份万言判决书才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捧，并被赋
予“伟大”二字，希望今后这样既讲法又讲理的判
决书多起来。⑧8

关键词：收入被下降

据6月18日中国新闻网 随着各地平均工资
的出炉，北京等多地调整了新的社保缴费基数标
准。由于平均工资的增加，各地的社保缴费基数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不少网友感叹，工资
没涨但社保缴费提高，实际到手工资变少，收入

“被下降”。
范子军：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依上年度平均工

资而定，工资“被平均”、收入“被增长”不可避免，
导致大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减少，背离“提
低、扩中、限高”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既要加
快推进工资分配改革，更要对社保缴费制度和操
作办法做出针对性调整，遏制部分群体非但享受
不到红利反而收入被下降现象。⑧8

关键词：副县长辞职创业

据6月 17日《湖南日报》 刘涛，1981 年出生
于湖南省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北大毕业，先
后在乡镇、共青团张家界市委、团省委、省委统战
部工作，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临澧县副县长。出
人意料的是，正当春风得意时，他却辞去副县长
职务回乡创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与
感叹号。

禄永峰：如今，相比于过去“进国企、当国家
正式干部”的就业观，当下一些人之所以有了自
己更多的评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社会干
事创业的多元选择，使人们在呈交辞职信时多了
些信心和底气，一切收获，均取决于自己的奋斗
和努力。⑧8

关键词：开放厕所

据 6 月 17 日《武汉晚报》 6 月 16 日上午，
武汉 64 岁的魏婆婆来到位于唐家墩路国资大
厦一楼的汉口银行办理业务。因为内急，请求
用一下银行厕所却遭拒，导致老人拉在了裤子
里。

王琦：要想解决公厕难题，不能只靠等待，毕
竟扩建需时间，内急问题却等不了。因此，机关
单位等地开放自身厕所，以解决民众之难是应有
之义，对此，政府不能一句呼吁了事，应拿出切实
手段来鼓励或处罚。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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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整形美
容科现有专业技术人员30多名，主任
医师 2人，副主任医师3名，副主任护
师 2名，硕士 3人。特聘我国著名的
眼科整形专家徐乃江教授，中国医学
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庄洪兴教授，河
南省整形美容协会专家学术委员会

主任陈言汤教授为特聘教授。
我们秉承“不懈进取、真诚友

爱、创造美丽”的信念，必将成为医
学整形美容领域的佼佼者。无节假
日免挂号专家接诊，24 小时热线咨
询 0371-60600061。

一次选择，一生美丽！

郑州大学临床医学整形美容
中心是河南省最早开展医学整形
美容的机构，郑州大学整形美容硕
士生培养基地。郑州大学临床医
学整形美容中心依托于前沿的高
新科技开发出多种整形美容项目，
服务于广大爱美人士，自 2007 年 8
月以来，整合组建了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整形美容科，相继成立了
郑州大学临床医学整形美容中心，
郑州大学整形美容研究所，现已成
为该领域专业权威机构，备受同行
的称道和爱美人士的信赖。

科室人员技术全面，对整形外
科常见病及疑难危重病例均有很强
的诊治能力，手术种类涵盖了整形
外科的各个领域，各项美容外科业
务顺利开展，在保证常规手术质和
量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唇腭裂的序列
治疗、颅颌面外科、美容外科、器官
修复重建、烧伤继发畸形的修复、四
肢显微外科及先天性手足畸形、激
光美容、病理性瘢痕的防治、难治性
创面的整形修复、预构皮瓣的技术
应用等手术，使科室整体实力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逐步接近国内、国际
先进水平。在努力提高技术力量的
同时积极引进新设备，与时俱进，特
别是已引进的功能强大的飞顿 360
激光系统、深蓝射频机、美容内窥镜
系统、颅颌面动力系统等器械，能更
好的为社会服务并大大扩展了我科
的业务范围。

★面颌部骨性畸形微创外科矫治、
耳鼻缺损整复与再造

★数字化三维可视模型面部精细整形美容
★微创计算机辅助仿真假体隆胸、

高活性自体脂肪颗粒绿色丰胸、乳房再造
★唇颚裂继发口鼻畸形综合矫治
★瘢痕畸形的综合治疗
★环状立体共振吸脂
★以色列“飞顿”激光工作站
★丹麦“DDD”彩光工作站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医疗美容科

郑州大学临床医学整形美容中心
郑州大学整形美容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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