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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庭审网上直播需要形成刚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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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需要“升级版”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 包括薄熙来案

在内的一些舆论关注的大案要案的庭审

在微博平台图文直播， 让公众在法庭之

外也能迅速了解案件审理细节， 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改

革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但完善相关制度、

推进司法公开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理顺。

据了解，对庭审直播，最高人民法院一直

持积极态度， 在今年各地法院系统庭审

直播一些大案要案的背后， 也都获得高

层领导支持。目前，作为司法公开的一项

重要举措， 庭审直播正逐步向各级法院

推开。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日前在《求是》

杂志上撰文提出： 让当事人在审判过程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摒弃‘司法神秘

主义’，全面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不仅要

敞开法庭大门， 还要创造和利用好多元

的司法公开载体。

重大案件庭审微博直播不仅开创了

法院庭审网上公开的一种新模式，而且也

引起人们对司法公开的新期待。与此形成

对照的是， 一些大要案网上公开的同时，

像杨达才、冀中星等极受关注的案件并没

有如人所愿地在网上公开庭审过程。虽然

最高法院明确表态支持庭审直播，但如何

消除现实中各地法院各自为政的现象，如

何走出个案公开模式， 实现普遍公开，都

需要进一步的制度铺垫和程序规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 所有庭审都必

须公开。在上世纪

80

年代，司法审判逐渐

恢复后， 法院系统对庭审公开一般都没

有做内部限制， 普通人想旁听庭审都不

会受阻拦。 但后来随着电视和市场化媒

体的兴起， 法院系统意识到大众舆论某

种程度上会影响审判。 于是从最高法院

到各地法院出台了各种限制记者参加庭

审的规定： 媒体人员须经法院同意才能

进入审判庭。 结果出现一些记者拿身份

证可以参加庭审， 一旦被认出是记者就

被赶出来的现象。 这种规定显然是法院

站在自身管理需要的立场制定的。

事实上， 庭审公开还有一个公共需

求的角度， 因为司法活动对公众也有教

育意义， 而且是国家秉持公平公正的展

示。庭审公开不仅涉及法院公信力，同样

涉及整个国家的权威和公信力。

一段时间以来， 由于法院内部的规

定以及法庭物质条件等原因， 很多人想

听庭审却参加不了， 媒体想报道却掌握

不了一手的现场资讯。 这使得司法公开

受到很大诟病。 此次薄熙来案通过网络

公开的方式，的确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

像这么重大、敏感的案件都能网上直播，

还有什么案子不能如此呢？

要实现庭审网上公开， 需要不打折

扣的刚性制度。 庭审网上公开的制度必

须严格， 具有普适性。 比如涉及多高官

级、多大金额，还有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

案件必须公开， 只有细化到可操作的程

度，庭审网上公开才不会昙花一现。

邓聿文， 中国改革与

社会转型研究者， 知名时

政观察家。 其独到的视角

源于对权威资讯的汲取和

梳理。

信息公开是现代政府的一个基本

理念和基础工作。没有信息公开，一切

决策都谋于密室， 这样的政府和社会

谈不上是现代政府和社会。

2008

年， 国务院出台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将现代政府通行的“公开为常

态，不公开为例外”作为政府信息公开

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应该说，自

条例实施后， 政府的信息公开有了很

大进步， 重大决策及政策等重要信息

基本上能够公之于众。 尤其是得益于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部门网站、

微博、微信等也建立起来了，在信息公

开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民众的信息

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不过，也应承认，政府的信息公开

程度目前还处于初级水平。 无论从公

开的方式、范围、及时性和信息反馈等

方面看， 都还有相当大的提高和改进

空间。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聚

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提出要采取配

套措施，加强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进

一步“升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把政

策“交给”人民群众，使政府经济社会

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

到、听得懂、信得过、能监督。李克强总

理还特别指出， 要把人民群众的期待

融入政府的决策和工作之中。

往大里说， 信息权是一种基本人

权，没有信息获取的自由，不能对政府

的工作有知情权，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

和约束政府，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更不

可能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往小里

说，政府的信息不公开，或者公开的程

度低，将会给民众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

烦，影响其生活和工作。所以，世界上多

数国家都将信息权纳入宪法予以保护，

我国法律亦有类似规定。

如前所述，国务院

5

年前就制定了

信息公开条例， 但或许是缘于此前几

千年里我们没有政府信息的公开传

统， 一些领导干部对政务公开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 依法行政的观念比较淡

薄， 从而造成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还

只是一种办事型公开，公开什么，怎样

公开， 何时公开， 完全由政府机关决

定，形式主义严重。例如，一些政府网

站长期不更新， 一些热线电话要么无

人接听，要么是空号。一些政府信息工

作人员对民众抱有一种恩赐心态，不

给民众说真话， 公民依据条例申请政

府公开信息的要求更是屡屡受阻。

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此提出了三方

面要求：一要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

制度，使之成为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要制

度安排；二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三要

强化责任，抓好落实。这最后一条特别

紧要，这条做不好，前两条就没保障。而

要强化责任，抓好落实，现在来看，有必

要建立健全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政

务公开评议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不过，

要使它们得到有效执行，还须让公众有

法律救济和可诉的渠道与机制，并降低

诉讼成本。目前，虽有申诉、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等渠道，但由于寻求救济的成

本过高，公民往往知难而退。

21

日，民政部在深圳发布 《

2012

年

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去年

全国接收捐赠的总额约

817

亿元， 年度

捐赠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其中，红十

字会系统的募捐额也连续两年下降。不

过，随着郭美美事件的影响进入衰退期

以及红会本身的改革，预计今年红会的

募捐情况将好转。

这样的状况，乍看起来令人忧心忡

忡。但其实，更理性地看，社会捐赠额下

降，也不全是坏事。民政部官员称，捐赠

数额下降有三大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形

势持续低迷， 二是重大自然灾害减少，

三是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公信力跌入谷

底。这三大原因，都有其道理，而尤以后

两个原因为要。

先来看重大自然灾害减少。以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为例，这场震惊世人的地

震，确实激发了公众的慈善激情，全国

基金会接受捐款超过了

1000

亿元 。因

此，重大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捐赠额

较高，符合逻辑。而

2011

年、

2012

年 ，重

大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社会捐赠总量都

出现了小幅回落，这也很正常，说来也

算好事， 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

失，应该欣慰。

再说捐赠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郭

美美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中国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感叹：“一个有

着

107

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

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

的问题 ？”且不说这话是否准确 ，但郭

美美的无意炫富， 确实激起了网友对

红会的嘲弄与愤怒，甚至包括绝望。不

向红会捐款，成了一些网友的选择。正

是因为郭美美事件， 那些本热衷向红

会捐款的人，多了一份迟疑，少了一份

动力。 这其实也是好事。 捐赠人的迟

疑，恰好说明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觉醒。

一些慈善机构单纯靠几句宣传鼓动 ，

就想让民众纷纷解囊捐款的好日子 ，

恐怕没有了；那些抱着守株待兔思维，

认为不用改革、 不用透明就能招来滚

滚善款的人，也该警醒了……

如果没有郭美美事件， 不是陷入

空前的信任危机 ，红会恐怕 ，没有多

少改革动力 ；如果没有陷入空前的信

任危机 ，赵白鸽也不会立下 “如果两

到三年 ，还是不能翻转 ‘黑十字 ’印象

的话 ，我自动请求辞职 ”的军令状 ；如

果没有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 ，红会不

会主动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

如果慈善机构不重塑公信力 ，民

众就应该少捐乃至不捐； 如果不给他

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会惰于改革，拿

捐赠人的权利不当回事。正如《

2012

年

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所称，“整个公

益慈善行业， 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慈善

机构 ，公信力跌入谷底 ”，捐赠人对知

情权、参与权、问责权的要求越来越强

烈， 慈善机构的信息透明能力和服务

效率提升不够， 无法完全满足捐赠人

的需要，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捐

赠积极性。

总而言之，社会捐赠额下降，其实

也是一件好事，它让我们看到了民众的

是非观越来越明显，看到了捐赠人越来

越懂得主张权利，也看到了慈善机构必

须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大刀阔斧改革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十万个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贵

□

河北 姜伯静

社会捐赠额下降 也是好事

□

南京 王石川

“第六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什么

时候卖这么贵了？ 绝对的高端大气上

档次呀！”

9

月

21

日上午，郑州市的李女

士去书店给孩子挑选读物， 发现一套

精致的《十万个为什么》，售价竟高达

980

元。

谁说知识无价？这套昂贵的《十万

个为什么》， 就完全是把知识当成商品

出售叫卖了。只是，当“十万个为什么”

分摊到

980

元身上时， 这知识又显得廉

价无比了。这样看来，高高在上的价格

反而降低了出卖知识者的身价，显得有

些得不偿失。

980

元的价格，对于一些不

太富裕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可

能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980

元，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价格———它很

可能毁掉一个孩子的科学启蒙。

诚然，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奢望出

现几十年前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一本书

的“盛况”。毕竟物价在上涨、成本在增

加，还有盗版、作者的版税、网络电子

书籍的侵袭、 阅读人群数量的减少等

其他原因，导致印书、卖书有可能会是

一件赔钱的事情。所以，不在装潢、纸

张上下些功夫， 就很难收回成本。因

此，出现一些精装书、“字大行稀”书也

可以理解。只是我想问，我们出书究竟

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那

就了无意义。 可是， 如果出版商在出

书、卖书的过程中，有些许传播知识的

意愿的话，那就应该有些良心，把书出

得尽量“大众”一些、“廉价”一些，好让

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看得起。而我们

的一些相关部门， 更应该把儿童启蒙

办成一件“公益事业”，比如政府出资

出版一些低成本科普读物以成本价甚

至免费提供给孩子阅读， 或者加大图

书馆儿童科普读物的存量。这样的书，

虽然“廉价”了，但却能创造出伟大的

价值。

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说作者在内

山书店看中了一本书，可价格“昂贵”买

不起，但一个“黄里带白的脸，瘦得叫人

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的人，

用近乎一本书成本价的钱卖给了他两

本好书。这个“瘦得叫人担心”的人，就

是鲁迅先生。鲁迅对他说：“这书（指《铁

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

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

本（指《毁灭》），是送你的。”那时起，我

就感慨书的无价、知识的无价、思想的

无价。可是今天，当金钱完全凌驾于知

识、思想和理想之上时，我们就只能慨

叹，书，你为什么这样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