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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晚，上海四法官嫖娼处理结果

公布：三法官双开一人撤职。记者从权威

部门人士处获得最新消息，爆料人倪某在

设法调取查阅衡山度假村监控录像时，曾

对酒店谎称自己是当日与四法官一起嫖

娼的法院系统人士。上述人士称：“若最终

查明倪某确曾谎称法院系统人士，可能将

面临招摇撞骗罪的刑事指控。”

这个指控很吓人。 但愿所谓的指控，

只是一句玩笑话！参照相关法条，倪某的

行为并不具备招摇撞骗罪的要件，非要以

此罪名指控， 难免给人打击报复之嫌。有

网友质疑，立秋到了，难道秋后算账？

如果真要指控倪某犯了招摇撞骗罪，

沿其逻辑发展， 可得出诸多荒诞的结论，

比如警察抓捕疑犯时习惯于“撒谎”，算不

算招摇撞骗？日前媒体披露了吴虹飞被抓

时的一个细节。吴虹飞称：

7

月

22

号快中午

的时候， 那时我正在读曼德尔斯塔姆的

诗。有人敲门喊：“王晓燕！”我说王晓燕搬

走了（我是与人合租的）。门外的人说：“我

们是快递，你开下门。”我说：“我不开。网

上说了，不能给快递开门，进来会杀人。”

门外说：“快开门！……我们是警察！”我哈

哈大笑说：“快递同志，你可真逗儿！”后来

我觉得不像坏人，真像警察，就开门了。他

们是两个人，进门时他们给我亮了一下证

件。按吴虹飞讲述的这个过程，警察自称

快递员算不算招摇撞骗？

警方当然不算，倪某也不算，否则就

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倪某，

不仅不应该打击，更应该保护，还可以考

虑给予适当奖励。他举报涉嫖法官，将违

反党纪国法的法官拉下马，尽管有维护自

身权益的动机，但匡扶正义，净化司法空

气，理应受奖。若反倒打击报复，岂不是寒

了人心，让亲者痛仇者快？

好在指控倪某招摇撞骗， 还只是一个

说法。不过，这一消息已经给网民造成了不

小的恐慌，也引发了颇大的质疑。对此，权

威部门应该公开回应， 倪某到底会不会被

以招摇撞骗罪指控，公众需要一个交代。

法官本该持心如衡，以洁为尊，这几

人却贪恋软香温玉，沉湎奢靡享乐。被双

开，纯属咎由自取。上海相关部门雷厉风

行，不回避、不延宕、不留情，值得赞一个。

但是公众还关心， 揭开了涉嫖案的盖头，

是否能牵出赵明华等人徇私枉法、巨额财

产不明？这尚待深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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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话题中何以无人谈权利

刘洪波专栏

举报法官涉嫖者，涉嫌招摇撞骗罪？

快意围殴“大师”，莫忘深刻反思

核心

提示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承诺“三公经

费”只减不增。近日，各地相继公布半年

度经济数据，多个省市公开的本地区

2013

年上半年和

2012

年“三公经费”支出数据

显示，上半年数据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负

增长”，譬如有全省和省级“三公经费”支

出降一成以上、 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下

降两成多的， 有全省数据下降达

2.87

亿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05%

的，有全省

20

个单位数据较去年降了

28%

的……

GDP

没降，民生支出没停，“三公经费”能如此

大幅度压缩，实属不易。

各地半年报的 “三公经费” 能实现

“负增长”，原因不难寻：一方面，早在

2009

年初，中办、国办就下发了《关于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 》； 及至今

年， 各种约束权力部门厉行节约的制度

出台更是系统而又密集，对压缩“三公经

费”起了关键性作用。

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

7

月公布的一

项数据显示，

2013

年上半年餐饮业

30

年来

首现负增长；证监会信息显示，此前排队

IPO

（首次公开募股）的

4

家餐饮企业中，

有

2

家被“终止审查”。还有数据称 ，杭州

市

20

家五星级饭店由于退单造成的直接

损失，

1

月份为

5103

万元，

2

月份为

4435

万

元。宏观层面的制度，微观层面的效果 ，

似乎都足以佐证“三公瘦身”的真实性。

然而，“三公消费负增长”的消息，还

是在现实中遭遇了无情的 “板砖 ”。不少

网友、专家都在质疑“瘦身”数字的可信

度———最乐观的解释， 只能如环保部部

长此前的慨叹，“我们的数据是真的 ，群

众不信也是真的”。

“负增长”的“三公经费”为何也要挨

砖？这恐怕离不开三个原因：一者，对“三

公”支出向来缺少体量上的权威数据。事

实上， 如果不考虑各地的行政规模与行

政绩效，空谈支出的绝对值，或者不看原

有基数，只谈压缩的百分比，那么就显然

缺乏价值评判的合理维度。

二者， 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预算之外，

还有数量不小的资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

管理。正如专家所言，“因为没有全口径统

计，分了预算外和预算内，缺乏专项的统

计科目，很容易将原来的‘三公经费’划拨

到其他项目中。”东缺西补、李代桃僵。

三者， 要客观评价三公支出情况，离

不开翔实而又丰富的相关数据。今年上半

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推出

的

2013

年省级政府部门“三公经费”透明

度评估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年底，只有

17

个省份公开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更重要的是， 每到年底， 地方财政

“突击花钱” 短时间看来还是免不了的。

决算超预算的事情，不到下半年，真还有

点说不清。因此，“三公负增长”要赢得掌

声，还得经得起时间考验。

一部新的报告近日在武汉发布，

人社部与武汉大学等机构表示， 延迟

退休暂不可行，原因是影响就业。

此前，媒体已经报道，被热议多时

的延迟退休计划，正逐渐冷却，原因也

是就业压力大。

其实，延迟退休计划被热议，准确

而言是政策放风加社会反对。社会原本

没有这样的议题，大家都在按

60

岁退休

设计人生。议题是人社部设置的，想必

是预料到“兹事体大”，故而先行放风。

政策放风，不愁找不到专家学者去造势

和说服民众， 讲

65

岁退休的必要性、合

理性，以及跟先进国家的接轨性。

“官产学结合”是通行的治理协作

关系。一些地方部门想做什么事，经过

了学者阐释，就表示符合科学；找到几

个投资商表态赞同， 就表示符合社会

愿望。 专家代表科学， 投资商等于民

意，就算决策科学又民主。有人称之为

“专家治国”，官是行政的专家，投资商

是经营的专家，学者是学问的专家，官

产学结合，其乐融融。大多数人在哪里

呢？他们是治理的对象，为官所治，为

产所用，被学劝训。

作为一项社会政策，退休年龄涉及

很多人。 官员按规定必须到年龄退休，

但可能愿意终身掌权；知识阶层、经营

管理阶层， 大概也不乏希望延迟退休

者。总体而言，掌握权力、准权力和社会

资源的人， 可能希望退休越晚越好；而

扫马路的、站柜台的、车间干活的、办杂

事的， 退休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可失去

的， 真的把退休领养老金作为一种解

脱，但愿到时兑现，不要拖拉。

人社部说， 制定

60

岁退休的政策

时，人均寿命

50

岁，现在人均寿命已经

70

岁了。平均寿命延长了，退休就要延

迟，好像有点道理。但设定退休年龄的

原则，难道是让人一般不能享受退休？

人均寿命

70

岁了，

60

岁退休也不过平

均享受

10

年， 人们交纳的保险金都不

能完全领回呢。

专家介绍，先进国家退休年龄大，

有的到了

67

岁。但先进国家里，社保体

系较健全，普通人只要有职业，就很少

有后顾之忧。我们又怎样呢？

社保金缺口大， 又是延迟退休的

理由。这简直令人不知从何说起。人们

交纳的社保金基本上至死不能全部领

回，社保金却有巨大的缺口。而且社保

金不时被巨额挪用、挤占，分明不是缺

口问题，而是闲钱太多。

现在，延迟退休正在“暂不可行”，

是要应对就业压力。压力过了，延迟退

休方案恐怕就要再度升温。 现在还在

继续“进行学术探讨”，就是说，一边应

对就业压力，一边谋划延迟退休。走一

步，看几步，这就是高手下棋，步步逼

紧，一着不松，能让弈局中的另一方毫

无还手之力。

寿命长短， 当然是设定退休年龄

的依据之一， 但退休年龄更是民众与

政府之间的一道关于人生的政治约

定；同时，因为人们工作时都交纳了社

保金， 何时开始领取这又是民众与政

府间的经济契约。现在，围绕退休年龄

问题，谈的永远只是平均寿命、资金缺

口、他国规定、就业压力、劳动力供应

等细节，“权利”却被抽干净了，契约也

被忘记了。

很多社会议题都是这样，谈得很具

体、很实际，仿佛唯此才不算空谈，而议

题的真实核心却被放逐到毫无踪影。

刘洪波， 当代著名杂

文家、知名专栏作家，长江

日报编委。曾主编《中国杂

文精选》和《百年百篇经典

杂文》。

□

北京 秦淮川

近日， 江西省政府法制办会同公安、

工商等部门召开工作协调会，协调会根据

媒体报道的王林的行为，认为其涉嫌非法

行医、重婚、诈骗、偷税等“七宗罪”。

仍在香港一家酒店避风头的王林，曾

在接受采访时将自己比作被美国全球通

缉的斯诺登，大打悲情牌。王大师有些太

抬举自己了， 人家斯诺登在世界各地，包

括美国都有很多支持者，你王大师现在就

像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像前辈“大

师”们一样，得意时高高在上，呼风唤雨，

膜拜者挤破门槛；失意后，则个个被揍得

鼻青脸肿，体无完肤。

王林有今天 ，不值得同情 。相信 “大

师”再怎么神奇，这次也是在劫难逃。名声

扫地还是小事，搞不好还会“二进宫”。不

过在此想对那些追着王林穷追猛打的众

人提个醒：围殴“大师”，莫忘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谁造就了“大师”的

神奇。现在都说王林那些“空盆变蛇”、“空

杯来酒”是不入流的小魔术，王林就是一

个花言巧语的骗子，可是当初为何有那么

多人追捧， 那么多明星名人为之陶醉，那

么多官员与之相交。 是王林骗术太高明，

还是众人智商太低，我想每个与大师“有

染”的人都应该反思。

其次要反思的是，“大师” 既然有那么多

罪嫌，为何一直等到今天才被发现。看报道所

称王林身上的“七宗罪”，若细查起来，其实不

难取证。让人想不明白的是，“大师”既没有归

隐山林， 也没有远渡重洋， 他那霸气侧漏的

“王府”官邸就在眼前，他行事高调又是出书

又是接待名人，这么多年，那么多执法部门难

道就没有看出一点端倪，没有产生一丝怀疑？

王“大师”以所谓的神功纵横江湖这么

多年，政商通吃，旱涝保收，硬是凭借三寸

不烂之舌，为自己赢得了如山的财富，住豪

宅，开豪车，锦衣玉食，名声显赫。若不是被

媒体曝光，“大师”还将继续他的神奇之旅，

说不定还会以闻名海内外的“名人”之尊，

成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法宝呢。

如今“大师”风光不再，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他竟然是背负“七宗罪”的疑犯。我就

纳闷了， 从食品安全到产品质量问题，再

到一个个 “大师”， 为何总要等到媒体曝

光，相关部门才又是高度重视，又是坚决

打击？这次，如果我们仍然只顾围殴 “大

师”，而不去反思，下一个 “大师 ”就在眼

前，更多的“大师”还会出现。

□

山东青岛 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