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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下，想管住党政干部“婚丧嫁娶大操

大办” 的规定不算少， 但湖南省纪委日前公布

《关于规范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的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却格外引人注

目。该文件载明，除婚礼、葬礼外，其他事宜严禁

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婚

礼宴请人数最多不得超过300人（30桌），这些

条款堪称史上最严，由此引发网友热议。

在人情往来的名义下，大办婚礼寿宴，已成

为一些领导干部收受大额礼金、炫耀社会地位的

灰色腐败地带；常常伴随出现的豪车开道、公车私

用、豪华排场等炫权炫富行为，亦饱受公众批评。

因此湖南新规获得近九成网友支持自是必然。

有公务员抱怨说，做寿、生子是人生大事，

这都不准办酒，是利用公权干涉私权。对此，湖

南省纪委答复道：“正如网友说的，你接受不了，

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

此言不假。为家人庆生祝寿、接受亲朋好友

的祝福，都是人之常情，有鉴于中国人情社会的

传统渊源， 寿宴更是普通中国人最为注重的社

交礼仪，需要郑重相待。可是，站在民俗与传统

角度，郑重不等于隆重；在责任与义务上，“公家

人”也不同于普通人。对于“公家人”言行，在履

行亲孝慈等私人伦理之外， 还有政治伦理的更

高要求。

简单来说，身为公务人员，不能接受“公权

干涉私权”，只能证明其缺乏政治伦理常识。

多少腐败假私权与自由名义而行！日前，中

央纪委通报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

问题， 其中涉及为子女大办婚宴收取礼金的就

有两起。

反腐败经验较为成熟的国家， 如韩国日本

都有专门针对公务员的伦理立法。 公务员因行

使公共权力，必须承担更重责任，必须比一般公

民承受更多约束。比如，财产权是普通人的核心

权利与隐私， 但公务员就不得不接受严格限制

自身经济行为的约束， 也不得不履行财产申报

甚至公开的义务。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公务员

必得接受“高责任、强约束”理念。

我国《公务员法》2005年出台，但缺乏相关

伦理立法，引为憾事。大到领导干部个人事项

报告制度，小到此次湖南“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的暂行规定”， 无一不是为政治伦理立法缺失

“补课”。

打着亲情友情招牌的腐败，是更为隐蔽也更

为腐蚀社会人心的腐败。私人宴请公务化，本身

就隐藏着公权在私权掩护下“变现”的祸心。湖

南新规的突破点在于，试图引导庆生寿宴回到家

宴本身，让家族的归家族，让工作的归工作。

说到底，禁办庆生祝寿，限制婚丧酒席，能

让公务员损失什么呢？ 除了那些将私宴当作公

关场所、将礼金权作受贿理由的腐败官员，大部

分普通公务员最多就如网友吐槽“人情账收不

回”，也就是送出去的没机会收回了。

一早醒来上网， 就看到了 “三潭印月”成

“二潭”的不幸消息。原来那一“潭”于前日夜

间被游船撞沉入湖底了。

这“三潭印月”，本人20多年前就曾见识过

了。那时初中刚刚毕业，也是第一次出门旅游，

西子湖畔的美景还是印象分明。 如今，“三潭”

被撞掉了 “一潭”， 即便有关方面能够迅速修

复，但其历史价值肯定将会大打折扣。倒是我现

在所居的北京某小区中的赝品三潭印月， 因其

完美无缺，或许却有升值的可能。

友人潘采夫君曾著有 《贰时代》 一书，如

今，“二潭印月”或许也是这个“贰时代”的最

新成员了。我想，“贰时代”的一大特色或许就

是， 总能看到一些很二的人， 碰到一些很二的

事。“三潭印月”被撞之不可思议，就让人二得

震惊，二得麻木，二得无以言表———不知小伙伴

们见后，会惊成什么样子。

“三潭印月”的历史很久了，最早据说是苏

东坡所立。历史上被毁掉了很多次，有史可考的

是，明代钱塘县令杨万里曾经令人重修过一次，

但后来也被毁掉了。现在的“三潭印月”还是清

朝时所建。想来，“三潭印月”历史上的被毁，或

许也是因为船只所撞， 或者因为日日曝晒风吹

雨淋而坏朽。

过去“三潭印月”被撞几率还是蛮高的。月

黑风高夜，正是撞潭时。那是没有电灯，估计到

了晚上，西湖水面也是漆黑一片，若船工不熟悉

西湖或者喝醉了酒，就驾船直奔三潭而去，再坚

固的石塔也有被撞沉的可能。

可是，现在，西湖景区已经给“三潭印月”

加了灯光照明， 虽说这三潭老远看上去如幽幽

鬼火，不过倒也算醒目。有说是因为大船避让小

船所致，不管什么原因，总之是不长眼。

幸好事件没有死人，“三潭印月”再珍贵，也

只是一种文物损失。但不管怎样，“三潭印月”被

撞似乎仍然是件不可思议的怪事。而现在，似乎

这样的怪事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天天都可能遇

到的常客。小孩练摊竟然遭遇粗暴执法，瓜农进

城卖瓜有去无回，还有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人来

挥舞菜刀当街砍人……这些事都超出了常人的

理解范畴。但是，如果想想，“三潭印月”都能变

成了“两潭”，这些事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我现在真是有些反感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

了，“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太过残酷，既给你希

望，又让你绝望。不过，与其有各种令人悲催而纠

结的可能，我倒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充满确定性的

世界当中，每天不要有那么多的可能。只希望，地

球依旧旋转、太阳照常升起，每天早晨起来能确定

看到一个好天气，然后，孩子健康、老人平安，吃的

喝的都是无害产品，不会让孩子因为担心“皮鞋

胶”而不敢吃酸奶、QQ糖。然后，街道上也都安安

静静的，没有那么多打打杀杀，而“三潭印月”依

旧静静地立在水中，不言不语，不喜不悲。

“从1992年至今20余年间，全国各

地机场建设费征收了1000亿元。” 律师

王先生希望了解这项收费的依据， 向财

政部申请信息公开，遭到拒绝。为此，王

先生将财政部诉至法院， 北京市一中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行政案件。财政部辩称，

该部经审查发现， 国务院对民航机场建

设费和民航发展基金的批复涉及国家秘

密，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行

政机关不得公开的政府信息的相关规

定。 财政部向法庭单独递交了三份涉密

证据， 该三份证据并没有在法庭质证环

节进行质证， 财政部代理律师提出由法

庭单独审查这三份证据。

一项针对公众的强制性收费项目，

持续了20年， 人们连一个理由和依据都

要不到，这的确很难让人接受。财政部律

师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原告的诉求，看

似法制框架下的正当理由， 事实上却是

站不住脚的。

首先，《保密法》规定，所谓国家

机密是指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 依照

法定程序确定， 在一定时限内只允许

一定范围人员知悉的事项。 这其中国

家安全和利益如何界定显得极为重

要。通常国防、尖端科技和一些尚未公

开的经济数据被视为事关国家安全和

利益，暂时保密公众可以理解。但涉及

收费项目， 似乎就与国家安全和利益

无关了。如果强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那么国家安全和利益就可能被无限制

扩大解释———既然收费依据是国家机

密，那么税收依据是否也属国家机密？

行政处罚依据呢？

事实上， 根据现有法律， 不管是税

收、行政处罚还是针对公众的收费，都必

须有法律法规依据， 而法律法规又必须

公开。所以，机场建设费的征收依据是必

须公开的。 财政部的律师以所谓的文件

和批复为收费依据， 并以涉及国家机密

不予公开， 恰恰证明这项收费缺乏上位

法依据，甚至有可能涉嫌违法。

此前，已发生过多起用国家机密拒

绝公开的事件，公众的知情权在国家机

密面前显得脆弱不堪。这背后并不是真

正的国家机密屏蔽了公众的知情权，而

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滥用权力自定义国

家机密。现行《保密法》有一个笼统规

定，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机关，

以及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都有

相应的“自定义”国家机密的权力。这

使得国家机密成为一些部门信手拈来

的阻挡行政公开的法律宝剑。 这说明

《保密法》还存在一些疏漏，至少缺乏

一些必要的限制性具体规定，需要进一

步修订完善。

1992年， 刘娟放弃陕西省政府打字

员的岗位“下海”，只身赴港打拼；1994

年，刘娟以港商身份回到西安，开始了

大手笔的投资，短短一年时间即拥有不

菲身价，无人能说清楚她的资金来源与

资产规模；2007，她以陕西省政协常委、

25位港澳侨委员之一的身份坐拥价值

上千亿元煤矿。而这个亿万富豪旗下的

太兴置业公司，2003年至2008年的年检

资料显示，连续六年亏损，亏损总额为

33.8万元，纳税总额仅35元！

一个小小的打字员，短短14年间，

就坐拥亿万财富， 这难道是一个丑小

鸭变白天鹅的励志故事？ 或者它在证

明市场经济可以制造令人惊叹的资本

神话与财富传奇？ 答案恐怕没有这么

简单。从披露的信息可见，从香港回来

后， 刘娟在西安的投资领域聚焦旅游

地产，集中于拥有大雁塔风景区、曲江

旅游度假区的雁塔区。彼时，她的时任

丈夫赵大新担任雁塔区副区长。 而在

她的能源化工基地项目开工仪式上，

不乏省部委官员莅临。 资本腾挪的传

奇背后， 权力的影子如影随形———这

其实是一条靠权力庇佑、 靠资源发财

的富豪之路。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权力与资本的

合谋，正是当下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一

个重要根源。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

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收

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

庭总收入的0.1%， 而收入最高的5%家

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

23.4%，是前者的234倍。打字员变身富

豪这样的故事，为贫富差距的现状提供

了一个注脚。它本质上是一个利用权力

影响积累财富的故事，而几乎与市场创

富无关。当然，靠这种方式获得的资源，

最终还是得靠市场呈现。

公众对贫富差距的焦虑由此而

生。 一是对这样的财富神话难以认

同。 一个健康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虽

然也会出现一夜暴富，但更多的是在

高科技领域， 体现的是创新的价值。

而中国很多富豪诞生于房地产等要

素市场领域，多半是权力配置资源的

结果。二是公众从这样的财富神话中

感到强烈的被剥夺感。资源价值的实

现，靠的应是发达的市场，普通民众

都是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但

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获得低廉的初

次分配， 很多富豪却轻易摘了桃子；

而且这个桃子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民

众的财富， 比如房价与跑不赢CPI的

储蓄。 这也正是部分民众之所以仇富

的根源。

韩国女性网民最近为女澡堂究竟

应允许多大的男孩子进入激烈论争，

该国2003年虽将该年龄的立法限制在

“满5岁”, 可5岁以下小屁孩早熟顽劣

的注视， 已日渐令这些女性澡民感到

尴尬。韩国人的烦恼很快传染多国，以

至于这些国家的网民也开始焦虑，自

己的国家是否也应跟上韩国澡堂的立

法步伐？

借鉴与学习，不失为进步的关键。但

立法却不能简单地拿来，还应依据国情。

法律， 虽以保护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为出

发点， 但又一定是以限制一些人的权益

为代价， 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

此，立法往往慎重，不敢失之于滥。

孩子发育提早，是全球性的问题，但

却因为不同民族差异巨大的文化、风俗

及生活习惯，它可能导致冲突剧烈的地

方却可能完全不同，就像韩国，澡堂之

所以成为冲突爆发点，和多数韩国人长

久以来形成到公共浴室洗澡的重要生

活习惯分不开。但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

的习惯，比如在中国，同样的发育问题，

全国性的冲突并未发生在为数不多的

公共浴室，而是激烈于关于公共交通工

具或娱乐场所的儿童免票线应该按身

高还是按年龄的论争之上；而在英国或

美国，这个冲突的结果则更多表现在强

制性性教育的提前……立法的有无必

要， 正是要根据不同国家多数人的问题

焦点而量身订制。

法律不可或缺，但法律并非万能，不

是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靠它解决。 人类社

会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除了法律以外，

还有文化和风俗以及习惯， 在法律的刚

性之外， 灵活而丰富地补足着法律的不

足，促使共识的形成。

人类社会中的这些柔性制度不能被

我们遗忘，它们早在法律诞生前，就已有

效地调整着我们的行为， 滋养着人与人

之间的良善，其作用至今都不应被小视。

一度， 我们对法律的依赖已经达到了

“无法便无禁忌”的失范地步，也因为成

了很多无良之人钻法律空子的脱罪幌

子， 以至于人们越来越多地奢望着法律

的无所不在， 却忽略了存在于每个人身

上的人性力量， 是我们可以共同改变这

个世界的最根本的力量。

记得有段时间， 全国吵吵着要给馒

头等制定国标， 可传统饮食的美妙在正

在于它千人千面的千变万化与不可捉

摸，真正该被法律关进笼子里的，只是制

作饮食的原料安全、环境及卫生，而不应

是食品本身。 此类将食品安全之罪寄望

于馒头国标之类的“笑话”，恐怕正是国

人法律依赖症的一次集体发作。

于德清， 新京报评论

副主编， 曾任新浪网评论

主编。网络、媒体、文学三

栖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