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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决需要增强社会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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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伟
! ! ! ! 被媒体称做!辱母杀人"
的聊城于欢防卫过当致人死
伤案#! 月间在山东高级法院
改判生效后# 得到了多数法
律学者和民众的认可# 可以
说已经尘埃落定$ 但这段时
间# 因此案引起的反思却没
有停止% 如何正确处理司法
判决和民意之间的关系#怎
样通过制度层面的构建#使
类似案件的处理能在法律的
尺度内又合乎情理# 最大程
度上获得公众的认同&接受'
其实#!民意"就是民心#
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就某一公
共事件所表达的大体相仿的
情感&意见$ 法官虽然有着高

深的法律知识和司法理性#
但因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他们做出的判决有时会与人
们的感受&判断存在差距$ 司
法过程不是一个单纯从事实
出发# 机械依据法律规定就
可以得出唯一正确结果的
!自动售货机"# 判决如果完
全不能被当事人和多数人接
受# 那不仅难以起到止恶扬
善&定纷止争的作用#反而容
易损害司法的公正形象#构
成新的社会冲突和纷争的焦
点$ 所以#判决需要遵循法律
规范的要求# 同时也需要权
衡民意和尊重民意$
弥合司法判决与民意之

间的差距# 不但需要法官的
审判智慧与技巧# 更需要对
!民意"进行梳理和甄别$ 尊
重法律和遵循规则# 是法官
的职责# 但只有当他们的判
决能够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
和认同时# 才能培养人们对
司法的尊重和对法律的信
仰$ 不过#舆论场上的!民意"
表达时常夹杂着非理性的东
西#并伴有群情激愤&情绪躁
动# 需要建立科学的机制和
通达的渠道$
目前司法领域中的民意
沟通渠道还不够顺畅# 法官
对民意的关注程度仍嫌不足$
而我国法律上设立的陪审制

度#还没有在实践中充分显示
它的作用$ 事实上#由代表社
会公众的陪审员与职业法官
共同审理案件#这有助于调整
一些法官因过于专门化而可
能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脱节#
甚至墨守成规&对当事人产生
麻痹感&冷漠感的缺陷#确保
裁决体现更大的社会公平和
普通人的良知$
同时# 可以设立民意反
应机制#将具有普遍性&代表
性的民众意见予以收集&整
理和集中反馈# 通过一定的
法定程序# 对案件做出新的
判决$ 我觉得#这种事后民意
沟通机制# 也需要考虑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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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条扶贫新闻#一
月前曾有用 23- 定位贫困
村!第一书记"的怪事#一月
后就有了要把签名签到手断
(网云有驻村第一
的奇闻((
书记算账# 全村 %'& 户贫困
户# 每户信息统计表格为一
式四份#每份表格须由他在 4
处签名# 总共要签 (&)& 遍$
本该在田间地头忙活的扶贫
干部# 时间多花在开会和填
表上#!表上来&表上去"的!填
表扶贫"#绝不是个别现象$
四年前反对官僚主义
和形式主义伊始#网上曾经
爆 出 !%&!) 个 会 " 的 新
闻((
(某省一个!不那么重
要的厅"#粗粗统计一下#一
年竟开了 %&!) 个会# 平均
日开 ' 会# 而那些身居要
害& 炙手可热的 !重要部
门"#恐怕连!%&!)"都打不
住$ 当然那时#还爆出一个
县委书记 !这一周开了 '4
个会"的!平常事"呢,
四风反了数年#文山会
海据说好多了#但厅里是不
开 %&!) 个会了# 变成了要
村书记去签 (&)& 个名#工
作重心!下放"的同时#难道
官僚主义也!下沉"了'

!酷爱黄金"
官员的 !爱好问题"#近
时又成为热点$ 网曰江西省
峡江县委原书记宋铜酷爱茶
壶号称!壶哥"#抄家之时#竟
抄出名贵紫砂壶近 '&& 把+
又曰该省新余市人大常委会
原主任周建华酷爱好茶曰作
!茶癫"#落马之日#仅在办公
室就清查出名贵普洱 '5'
块((
(但这都算!雅好"吧#
还有居然直接 !酷爱黄金"
的# 本已公示拟任市长的安
徽省池州市委副书记王强#
喜爱金子#六次受贿#收的是
'6* 公斤的!大黄鱼"呢,
其实!高雅"也好#俗不
可耐也罢# 有的官员的 !爱
好"# 从来就是别人买单#比

如宋铜宋书记#%!&& 万元贿
款中#就有 %(&& 万是老板给
他付的!购壶款"#而那个号
为!玉痴"的安徽省原副省长
倪发科# 受贿的 %'&& 万中#
竟有 %(&& 万是商人送的好
玉$至于有的官员爱积德#为
情人捐给学校的!善款"竟是
受贿的黑金# 有的官员爱烧
香# 给庙里捐的 %&& 万 !功
德"#也是老板给买的单哦,
赖昌星有句名言#!不
怕领导讲原则#就怕官员没
爱好"#所以他要选美女#要
建!红楼"((
(这!爱好"更
是浓烈得很啊#你看王强王
副书记风闻要!出事"#急出
一身冷汗#赶紧给行贿者退
人民币& 退美金# 但那 '6*
公斤黄金# 他再如惊弓之
鸟# 也是不退的((
(他真
!爱好"#实在舍不得啊,

!红通"也!美女"#
外 逃 美 国 %5 年 的 第
4' 号!红通人员"黄红于上
周归国投案#激起网上一片
波澜$
黄红一介会计#有什么
值得!波澜"的呢'因为是个
!第一美女"((
(数大网站#
将百名!红通"中 (' 名女嫌
进行了!评比"#公认黄红为
!颜值最高"# 怕你不信#还
把 (' 名女!红通"的玉照一
一发在首页# 你看你瞧#黄
红是不是!最靓"'关于黄美
女的行状!尚不知详"#但她
的美女照却放大挂在网上#
引出一片!嘻嘻"$
!颜值"这玩意儿#原是
来炒娱乐圈小鲜肉小美妞
的#后来离散转移#报个!两
会"#不论军国大计#不讲直
言谠议# 先来炒美女代表美
女记者甚至美女茶水妹+国
际风云#不言政权沿革&不析
国策变化# 一味热炒美艳总
理绝色防长性感议员$ 现在
好了#连逃出去的!红通"都
来狂炒她的 !最高颜值"#至
于贪污多少国资# 挪用几多
公款#又有什么值得!关注"
呢((
(不是说!在红通令人
眼花缭乱的关键词中# 女性
元素总是最抓眼球"吗'

!"#$%
! ! ! ! 在伦敦注册一个租车
网站时#!性别"一栏出现了
四个选项%男&女&不便透
露&其他$
我一时不适应$ 我也算
是尽量追赶时代了#还比较
能接受新鲜事物$ 但可能是
!直男"的缘故#!不便透露"
和!其他"两个选项#我还是
有点惊讶$ 第一次见到这样
的选项#简直是!活久见"了$
原来#我以为!活久见"
是新人类的某日本偶像什
么的$ 为确认#请教女儿$
!活久见'"她很不屑地
瞥了我一眼说#!这么简单
的词你都不懂' 真是活久
见, 就是#活了这么久第一
次见到的意思$ "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别
说我!活久见"而总是不明
白了#就是圣人翻生#也是
!活久见"啊$
两年前#我刚开始注册
共享单车账户# 要找一辆单
车还得定位好久$ 第一次找
共享单车时# 从我单位沿着
巨鹿路一直往前走# 过陕西
南路向前# 进入了一个死胡
同$ 再绕#各种绕#从长乐路
进去#到一个小弄堂里#才发
现一辆共享单车靠在墙上$
找到了#我欣喜#而骑
之$那时共享单车还是!珍稀
动物"#感觉很!新潮"$ 该共
享单车打!锻炼"旗号#骑起
来十分艰涩# 不到一点五公
里# 我这缺乏锻炼的 !旧人
类"就气喘了$ 没想到#不到
两年时间# 共享单车已经如
森林大火般#烧遍了全国$
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旦
碰上了某个风口# 或者挠到
了某个!点"#通常是会一下
子火遍神州#而且遍及寰宇$
听说!共享单车"这把
大火已经烧到了伦敦#我在
伦敦逛了两个星期#居然没
有看到国内的共享单车$伦
敦确实也有共享单车#但很
落后#是卡在一个接口上的
草绿色# 在肯辛顿公园&海
德公园等地方到处都是$伦

敦给自行车比较大的空间
和自由#他们的自行车还可
以跟机动车!共享道路"$我
在公交车上观察了很久#那
些骑到机动车道上的自行
车手#都是闪电侠#在机动
车道上风驰电掣#非一般的
速度$像我这样的!微胖界"
选手#虽然从小到大骑自行
车#却无法在伦敦这个状况
下骑自行车((
(他们的速
度太快了,
因为交通法规很明确
很细分#虽然自行车骑在机
动车道上#但是机动车和自
行车彼此都还很注意#尽量
都是礼让$
在伦敦开车#除了开始
时右舵感觉不适应#还有道
路狭窄#曲里拐弯#很少有
宽敞直行大道((
(羊肠小
道两旁还停满了车((
(尤
其是他们的小区周边纵横
密布的小道#两旁的车停得
真是很凶险$ 这种状况下#
一般不能两车直接交会#而
是一方看到了自己稍微宽
敞#让对方先行$ 后来长途
驾驶#上了高速公路#发现
他们除了某些交通节点#通
常不限速$超速道上无论什
么汽车都是呼啸而过#时速
一百英里以上的不在少数$
刚开始觉得很凶险#开
了一会儿#发现遵守交通规
则# 彼此礼让# 不乱变
道((
(虽快# 各从其序#而
不乱$
像我这样一贯认真遵
守交规#大多数情况下都礼
让别人的驾驶者#在英国开
车太容易了#而且每每让我
感到真正是!活久见"$
说老实话#从中国驾驶
丛林状况的枪林弹雨中走
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
称为!战狼 ./01"#在英国以
至于欧洲&北美#遵守法规#
礼让驾驶#那是最方便不过
啦$ 有朋友对右舵车害怕#
担心不适应$ 其实#开车最
该担心的不是右舵#因为这
个很快就能适应#最怕的是
无法判断其他车子的突然
出现&突然变道&突然刹车
的那种丛林驾驶世界$

专门的社会机构# 通常针对
社会关注度高& 存在重大争
议的判决搜集民意# 传达给
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由
他们根据民意的合理性程度
做出是否对生效判决提出再
审的决定$
当然#由法定机构搜集&
梳理和传达的民意# 不应是
某些特定利益集团观点的表
达$ 比如前些年引发社会热
议的许霆 "#$ 机 盗 窃 案 #
以及前文提到的于欢案#从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聊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结果来看# 它与社会民众的
看法相差甚远#因此#判决结

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质
疑$ 但可喜的是#虽然目前还
没有法定机构传递民意的机
制#但广东&山东高级法院还
是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获悉了
民意#并给予了充分重视#这
些案件在发回重审或经过二
审后#都获得既符合法律#又
更能为民众接受的判决结果$
但这些案件中民意与司法的
沟通#仍然缺乏稳定性#带有
较大的偶然性#亟待及时总结
经验#构建畅通的民意反馈机
制#更好地实现它们之间的良
性互动$（作者为华东政法大
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市文史研究馆教授）

从非洲石斧
到深圳太阳能灯
的祥和光芒
李泓冰

&'(
! ! ! ! 这个世界似乎自古以
来便充满了冲突$ 每天的
新闻都在跟踪宗教和民族
对立导致地球上的战火纷
飞#生命在莫须有的神祇面
前#彼此仇杀#轻如鸿毛$
即便在虚拟空寂的网络#一
言不合便会污言秽语问候
对方先人$ 仿佛誓不两立
成了族群之间的永恒主题$
一部人类发展史#究竟
埋下多少解不开的冤仇#要
像乌眼鸡般#恨不得你吃了
我我吃了你'
要解这个谜团#不如带
着孩子去看一个奇异的展览
吧((
(!大英博物馆 %&& 件
文物中的世界史"#在北京火
爆了 ' 个月后# 眼下还在上
海博物馆继续场场爆满#光
是排队进场就可能要两三
个小时$而从里面走出时#你
和孩子可能都会认同这样一
段话%!从根本上讲# 我们都
有着共同的起源& 共同的祖
先))在我们逐步了解自
己&互相欣赏#尤其是在了解
我们共同起源的过程中#一
定会慢慢丢掉过去的很多偏
见$"肯尼亚毕生致力环境保
护的黑人女性旺加里*马塔
伊的肺腑之言#正是!阅读"
这个展览的一把钥匙$
展览并不算宏大壮观
甚至也不以珍稀文物取胜#
区区 %&& 组文物而已# 匆匆
浏览的话# 一个小时也就走
完了((
(然而#你这一圈走
完的# 却是长达 (&& 万年的
浩瀚人类历史# 是从 )&& 万
件文物中萃选的最具代表性
的历史记号#每一件背后#都
代表着人类改变世界& 也被
世界改变的丰富历史信息#
也象征着人类在 !基因和文
化" 上你可能从来也不知道
的共通之处$ 就像那把发现
于坦桑尼亚大草原东非大裂

谷的奥杜威石斧#%&& 多万
年前非洲人精心敲砸打磨的
类似的手斧# 可能也捏握在
你我的祖先手中+ 而欧洲中
心主义的顽固观念# 也会在
(*&& 年前孔子时代那口华
美的龙纹乳钉铜钟以及几乎
同时期的中美洲奥尔梅克人
制造的那副有和中国人一
样神秘笑容的抛光青石面
具面前#土崩瓦解+最后#改
变了世界的现代物件# 选取
的既有汇丰伊斯兰银行签发
的印有阿拉伯语的 +,-" 信
用卡金卡# 也有第一百件句
号般终结这一展示的小型太
(产
阳能灯具与充电器((
自中国的深圳#在非洲和南
亚的贫困地区被广泛应用#
颠覆性地改变了那个无力
架设电线的地区))
展览的设计者显然是
苦口婆心# 试图从苦心孤诣
的布展逻辑中#让观者发现#
文化之间共性与互通的祥和
力量#可以超越对立和仇杀$
观展归来#网上流传的
一个小视频# 又可以为展览
做个小小注脚$一群人对着镜
头述说自己对另一种族的不
屑# 而在基因测试结果出来
以后# 他们惊讶得眼珠子都
快掉了出来# 不喜欢土耳其
人的欧洲小哥# 偏偏自己身
上就流淌着那里的血液+讨
厌英国人的黑人姑娘# 震惊
于居然拥有那里的祖先))
哎#折腾半天#都是远
亲在打架啊,
一部展览&一个视频#当
然远不足以中止冲突$ 但是#
至少在深刻认识人类发展的
共性之后# 或能略少戾气#略
多宽容$那个高架上无聊地别
你车的家伙#那个网上莫名撒
野的家伙#就当他和你是某一
门子的表亲吧#何必动气$
至少#努力让千百年后
的类似展览添上一件你或
你的族群有益于人类互通
有无的物件#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