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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权力在规则下运行

——浅析“李庄案”2012 年之转折

【内容提要】

2012 年见证了重庆神话的破灭，见证了“李庄案”的巨大转折。这一切的

发生，在目前的中国政治、法律体系下，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如果不设计好权力

运行的规则，让事件从“运动式打黑”发展到“运动式纠偏”，那么“李庄案”

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本文试图分析“李庄案”发生和转折的原因，并提出一

些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粗浅设想。

【关键词】：李庄案，法治。

1. 引言

农历新年将近，一条网络新闻引起了网民的热议：“过去五年，重庆市法检

两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这样一条常见的主旋律新闻，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引发大量的留言讨论和围观

转载，主要原因是其言及的城市重庆，是一座至今依然无法用在中国大陆用

Google 搜索的城市。2在最近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座城市的色彩，周旋于红黑

之间，至今依然未能尘埃落定。曾经的律师李庄，注定会在这个城市的政治运动

中、在中国法治建设迂回向前的进程中，书写下回味悠长的一笔。而整个 2012

年，见证了“李庄案”的转折，见证了这出法治大戏各方演员再一次的粉墨登场。

1“黄奇帆：过去五年重庆法检两院依法办案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载财经网，
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3-01-31/112477375.html，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18 日。
2截至 2013 年 3 月 1 日，为中国大陆地区提供搜索服务的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 Google 的香港服务器
http://www.google.com.hk 依然无法打开搜索关键词为“重庆”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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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折：从“薄王事件”到法检约谈

从 2009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被重庆警方跨省抓捕，到 2010 年 2 月 9 日二审

定罪，再到 2011 年 6 月 11 日刑满释放，因代理龚刚模涉黑案件并因此涉嫌“辩

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最终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的前刑事辩

护律师李庄在重庆寻找无罪证据、申请再审、申诉、控告重庆警方“黑打”的道

路上艰难前行，但收效甚微。3直到 2012 年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

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

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4由此，整个事件才出现

了急转直下，柳暗花明的转折。当天中午，李庄在微博上发帖称：

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

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在此，提醒审

讯者，要依法审讯，千万不可对“病人”刑讯逼供。否则，我会当庭申请启

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依法维护我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

这次最终被定性为“叛逃”的政治事件接下来的发展按发生时间顺序排列依

次为：

2 月 9 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应询答问时表示，王立军于 2 月 6 日进入美

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 1 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6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7免去

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8

3参见“李庄向最高法申诉无罪未被受理”，《南方都市报》，2011 年 12 月 13 日；“李庄四次密赴重庆找证据，
出狱一年半坚持申诉控告”，《京华时报》，2012 年 11 月 27 日。
4“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因身体不适正接受休假式治疗”，新华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2-08/3653378.shtml，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18 日。
5李庄新浪微薄，http://weibo.com/2309623245/y4wyc3LpY，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18 日。
6“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09/c_122681189.htm，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7“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3/15/c_111657329.htm，
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8“重庆市副市长调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3/15/c_3211657329.htm，最后访
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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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同月，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因涉嫌故

意杀人犯罪，被经移送司法机关。9

8 月 20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作

出一审判决，认定薄谷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日，法

庭认定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等四人犯徇私枉法罪，分别被判处五到十一

年有期徒刑。10

9 月 24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

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11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给予

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12至此，“薄王事件”中，只剩薄熙来一人的法律责任尚未追

究。

11 月 23 日，李庄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到控告检察厅来访接待室递

交了信访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将按照规定程序办理。13

11 月 29 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约见李庄，就申诉的“李庄案”听取

了李庄的意见。承办法官表示将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14请李庄“相

信重庆的法院！”15而李庄则对约谈的结果非常乐观。16

9“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2-04/11/c_122960633.htm，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10“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8/20/c_112780986.htm，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11“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一审宣判”，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9/24/c_113183202.htm，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12“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2-09/29/c_123777963.htm，
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13“最高检将办理李庄信访”，《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25 日。
14“重庆：法院正式约谈李庄承办法官表示将依法处理”，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1/29/c_113849223.htm，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19 日。
15“重庆一中院约见李庄主审法官称请相信法院”，腾讯新闻，http://news.qq.com/a/20121129/001202.htm，
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19 日。
16“李庄重庆赴约”，《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 年 11 月 30 日，转引自网易财经，
http://money.163.com/12/1130/03/8HHDLP8B00253B0H.html，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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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舆论的关注下，在媒体的声音中，新一轮的法治大戏“李庄案”

第三季拉开了帷幕。

3. 是找回正义还是又一场闹剧？

在法院、检察院约谈李庄的同时，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再次将龚刚模和李庄

推向舆论的中心，让新一版的“李庄案”始末浮出水面。跟三年前以《中国青年

报》为代表的媒体广泛报道李庄作为黑律师“又捞钱又捞人”不同，17这一次，

媒体几乎都一致坚定地站在李庄这一边，几乎所有的声音都一致地指向王立军任

上的重庆公安局打黑专案组刑讯逼供、威逼利诱在押犯罪嫌疑人做假证举报代理

律师，制造假口供、假笔录、甚至组织模拟法庭帮助犯罪嫌疑人熟悉庭审过程，

以便更加顺利地完成其造假工作。18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庄

案”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在运动式打黑的过程中，为了减少阻碍的力量，打压反

对的声音，尤其是律师的阻碍，要杀一儆百是必然，就算不出现李庄，也会出现

张庄、王庄；然而“李庄案”发生在李庄身上，却是偶然，只不过因为龚刚模案

件被重庆市公安局列为重点案件，重点关注，而李庄为人强势，行事高调则又为

这样的偶然增添了砝码。

媒体上演着自己跟自己的“罗生门”，面对时隔三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虽然理性告诉我们，本案中的李庄有罪与否，不能仅仅依靠他自己的一面之辞、

媒体和舆论的造势、民众的诉求就草草做出公断，似乎依然需要等待所有的参与

者回归法治理性。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如果约谈李庄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确有错误，要启动再审程序的话，19必须在再

审程序中严格秉承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在证据规则的严格要求下还

原法律事实，把最终的结果建立在法律的标准之上，依照司法的逻辑作出理性的

裁判，才是这个朝着法治方向的转型社会所真正期待的“李庄案”第三季的结局。

17“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近 20 人被捕”，《中国青年报》，2009 年 12 月 14 日。
18《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纷纷以“李庄：现在可以说了”（《中国新闻周
刊》2012 年 11 月 20 日），“李庄回重庆”（《南方周末》2012 年 11 月 30 日），“龚刚华：对不起李庄，
我们顶不住了”（《新京报》2012 年 11 月 29 日），“李庄：疯狂老鼠坐上了过山车——李庄再谈重庆过
去几年”（《经济观察报》2012 年 12 月 8 日）等为标题发表对李庄及相关人士的报道。
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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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里的悖论在于，一旦经过再审程序，在媒体和舆论的注视下，“李

庄案”第三季走过完善的司法程序，遵守着严格的司法原则，依照着理性的司法

逻辑，最终认定李庄无罪的话，这样的昭雪，这样的清白，又有多少民众敢于接

受，愿意接受呢。谁能证明这次的司法程序、司法原则、司法逻辑就和上次的截

然不同呢，毕竟，三年前的“庭审程序非常合理，完全符合法律程序”依然历历

在目。20要知道，从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件伊始，所有的媒体和舆论也和今天一样，

像拿着放大镜一样，见证过“李庄案”的前两季，但在媒体和法学界的声浪中，

21我们目睹了李庄锒铛入狱。如果李庄最终得以平反昭雪，那么这样的昭雪不就

恰恰告诉我们，司法独立的漏洞从来不曾被弥补，一朝天子一朝臣，时任领导人

一手遮天，所以才会法治倒退；可是政治体制不曾改变，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

现在的领导人清正严明呢。要知道，黄奇帆市长就在今年刚刚说过：“过去五年，

重庆市法检两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有效维护了社会

的公平正义。”22

另一个让人民对现行的司法体制感到不信任的事实是，自从 2011 年 6 月出

狱后，李庄给全国人大、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一共写了 17 封控

告信。多次向检察院和法院的申诉都没有结果。23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李庄

前两次到重庆一中院提申诉请求，法院"有关领导"均笑脸相迎、热情接待，但表

示在未获上级通知前，既不开庭，亦不驳回，只让李耐心等待。24很明显，此番

的约谈，或将启动的再审程序，都并非因为当事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

申诉的逻辑必然结果和应行的必然流程，25而是终于等来了上级的通知和命令。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终于在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双开”以后，才看见了法院

检、察院的此番行动。也正是因为这样，公众就更有理由担心对李庄申诉的受理、

接下来可能的再审或许仅仅是为了清算前任领导人的罪行而蓄意增添的砝码。这

20“薄熙来谈李庄案：庭审程序合理愿聆听各界评价”，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3-06/2155326.shtml，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0 日。
21在“李庄案”、“李庄漏罪案”的审理过程中，许多有影响力的法学界人士纷纷撰文声援李庄，批评重庆
官方的做法。参见江平：“李庄案与法治进退”，《新世纪》，2011 年 4 月 25 日。张千帆：“李庄案，我
们如何充当看客”，《中国新闻周刊》2010 年 1 月 25 日。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
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贺卫方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17xtf.html，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0 日。
22同注 1。
23同注 3。
24“李庄回重庆”，《南方周末》，2012 年 11 月 29 日。
2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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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行政化的司法机构，完成政治任务一般的受理、审查、裁判，又能有多少公

信力呢？

公众有理由认为，《刑事诉讼法》中所要求的再审之前“发现判决确有错误”

的主体并非法律规定的相关检察院、法院，而是检察院、法院的行政上级领导；

某些案件，收到到的申诉、控告，在没有得到上级的许可通知之前意义全无。所

以，如下的理解并不牵强：某案明明确有错误，但是领导下令不准查，那么该案

就等同于没有错误，再多的申诉、控告都将是徒劳。某案明明没有错误，但领导

认为此案需要改判，于是发回重审，没错误也可以找出错误。毕竟，中国的法律

体系尚且不够完善，法律条文也往往歧义纷生，但中国的法律人从不惧怕漏洞百

出的法律，恰恰相反，这样的漏洞给予了法律人更大、更精彩的生存空间，因为

纷生的歧义扩大了解释法律的范围，解释法律的权利在法官，而法官的领导是党

委书记。

公众有理由对司法丧失信任。更坏的是，信任一旦丧失，想要重建信任，需

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且公众未必领情。在没有足够说服力的前提下，有着批判性

思维的民众无法判断“李庄案”第三季是真正的寻找正义还是又是一场阴谋、一

出闹剧。

4. “李庄案”发生之原因分析

如果最近主流媒体的声音可以相信，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李庄

案前两季中，在“打黑”这样的政治运动“目标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以牺牲法

治为代价，以期快速、高效地实现运动发起者自身树立的“正当性不可争议”的

目标，是当前社会主义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法治尚未突破人治而发生的必然现象。

26这样的现象在整个神州大地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日子里都在不停地上演

着，只不过“李庄案”是其中戏剧性最强、受关注最多、发起人职务最高的最典

型案例罢了。

26参见方流芳：“运动治国和依法治国”，中欧法学院网站，http://www.cesl.edu.cn/upload/201212215080965.pdf，
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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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案”的前两季中，法学界，尤其是律师界其所未有地“抱团取暖”，

所有的声音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李庄，指责重庆“黑打”，27由于没有建立透明的

权力运行规则，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领导人不可能听不到这些意见和声音。然而“李

庄案”第一季中，在重庆公检法的联手进攻下，李庄兵败如山倒，从开始接受委

托代理龚刚模案件到被重庆公安跨省抓捕只有短短 20 天，从被捕到一审宣判只

有短短 28 天，从李庄递交上诉书到二审定罪又只有短短 23 天，可谓遵循着特有

的“重庆速度”。整个过程，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不曾看到任何体制内的反对力

量出来进行制衡，纠偏。相反，从中央的司法部到一些地方的律师协会，以开展

讲座、发布通告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希望律师界引以为戒，不要出现第二个李

庄。28我们无法准确地描述出省委书记的职权范围，更不清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

任地方党委书记还会有哪些额外的权利，在他们的履职过程中到底有哪些力量能

够对其进行制衡和监督。但阿克顿勋爵笔下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

对腐败”人尽皆知，党的领导人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有学者甚至认为，地方

各级行政区域的权利高度集中于党委，地方党委的权利又高度集中于书记个人，

地方的党委书记客观上拥有调动一切本地公共资源，决定、处置本地一切国家机

关事务的权力，没有任何刚性的制度能对其进行有效制约。所以，地方党委书记

是否遵守宪法、法律，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宪法、法律，近乎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政

治、法制素养。29

这种“封疆大吏”一言堂现象的最直接渊源，来自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法

治和吏治的态度和理念。邓小平认为，在对文革“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中国

的情况还比较乱，引领变革需要很大的灵活性，如果立即全面推行严格的法治，

在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就会束缚手脚。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希望党的干部们能

敢作敢为，因为如果对干部要求太严，就没有人敢放手做事，应在至少数十年里，

给予地方领导团队较大的灵活性。因为需要人干事，所以依法治国为经济建设做

出让步。邓小平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干部队伍的观念

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巨大变革，官员们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邓小平试图

27“李庄：现在可以说了”，《中国新闻周刊》，2012 年 11 月 20 日。
28参见“司法部通报李庄案决定在全国律师队伍中开展一次警示教育”，《南方都市报》2010 年 3 月 19 日；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希望不要出现第二个‘李庄’”，《南方都市报》2010 年 3
月 14 日。
29童之伟：《薄式民粹出现并长期推行的原因分析》，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ungking/tongzhiwei.shtml，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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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培养个人素质高的官员，当他们在基层证明自己以后就提升他们到高的职

位。从长远来看他相信法治，但制度毕竟滞后于社会发展，而在短期内，训练有

素的官员会可以适应快速的变化，在带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的过程中更具有执

行力，但邓小平希望最终法律体系承担更重要的价值。30

5. 如何避免更多的“李庄案”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无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会主义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带领国家发展经济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的交接工作在多次尝试之后也逐渐趋于稳

定。在经济基础坚实、政治环境稳定，民众意愿强烈的诸多条件之下，是时候让

法律体系承担更重要的价值，实践邓小平“长远来看相信法治”的治国理念了。

而且，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重一点，朝着法治转向的角度大一点，国家和人

民承受得起。

如果我们假设媒体近期的报道以事实为主的话，“李庄案”第三季的上演，

如同此案的发生，也同样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在中国法治蜿蜒前行的道路上，偶

有法治倒退的事件发生在所难免。一旦这样的事件，如同李庄所言，“时间会证

明一切”，这样的局部法治倒退终究会得到矫正，这是必然。但李庄在出狱后不

到一年，就发生了“薄王事件”，“李庄案”第三季也紧随而至，在这么短的时

期出现这么剧烈的变化，这是偶然。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如前所诉，在中

国如此重要的直辖市重庆，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发生如此严重违背法治的事件，

我们只看见法律人口诛笔伐，提供精神支持、舆论造势，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真

正有效的体制内正面力量对发生的错误进行监管、纠偏。如果我们假设由官方媒

体向公众传递的“薄王事件”信息不全是一个阴谋且还有些许可信的话，我们回

望过去会感到脊背发凉、后怕连连——如果不是因为外国友人尼尔海伍德与薄家

私人关系破裂导致被杀，而公安局长王立军因为在对该案的处理上与他的上司薄

熙来发生分歧被撤销公安局长职务，最终出于对薄熙来的恐而走进成都的美国领

事馆的话，这样大面积、长时间持续的法治倒退的事件，很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30参见李菁：“傅高义：探寻邓小平，探寻现代中国”，《三联生活周刊》，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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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行司法体制之下出现的“李庄案”是中国特色的法律

问题，是有关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的问题，法律学者们一直以来都对其保持着关

注，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观点和意见。但如同中国的很多问题一样，这类问题的

妥善解决更多地有赖于良好的政治权利架构，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顶层设计。面对

权利无边的党委书记，法律学人的力量有限。笔者仅就其中的某些方面内容提出

粗浅的设想。

5.1 独立司法

建立合理的权力运行规则、让有效的制衡方法和监督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是避免重蹈重庆覆辙的最重要保障。在目前的政治大环境下，发挥好执政党内部

的权力制衡功能、并逐步加大对司法独立的改革力度，是可行性较强的方案。

在网民、学者的声音中，不乏对“李庄案”办案法官的尖锐批评，认为他们

职业伦理道德缺失，在强权面前没有坚守住“法官的上级唯有法律”的底线和操

守。但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之下，在缺乏规则的权力运行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去

指责任何类似“李庄案”的主审法官，因为在某些案件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仅仅

是一块执行政治命令的橡皮图章，没有任何力量去对抗自己的上级，而他们的上

级法院院长，也同样没有力量去对抗自己的上级。“李庄案”中的政法系统工作

人员，除了一小部分本来就是目空法制，只会迎奉上级的政治投机者以外，其他

人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言行最终会在中国法治进步的历史上留下骂名，但他们没有

选择，出现在他们身边的那些令王立军不满意的重庆公安局干警身上的鲜活的事

例让他们胆寒，使他们最终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了这样不得以的选择。31

在中国，法官属于国家公务员，实行行政化管理。在政治层面，国家和地方

国家机构的人民法院院长与同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的党内地位差距甚远，党委

决策权的触角可以轻易地触及法院的管理和审判。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所发

布的某些规范性文件完全无视宪法和法律，自废武功，让本来应当发挥重要功能

的司法监督变为唯党的马首是瞻，32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严重地降低了法官居中裁

31参见“起底王立军”，《南都周刊》，2012 年 12 月 17 日。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年修正）第一百二十六条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同样明确规定“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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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可能性，尤其是公民与公权力对抗之时，因为当事实和法律与党的事业发生

冲突的时候，事实和法律往往需要为党的事业让路，“李庄案”的发生便是如此。

严格说来这些规范性文件都明显违背宪法和法律，理应被废除。

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强调依法治国和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习近平

也在近日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33但如果不能

进行机构改革，改变政法委的领导，改变法院的地方化和行政化，这样的“强调”

最终只能流于形式和政治宣传。而如果不改变法院内部的人事制度和考核机制，

公众也无法对这样的法官有任何期待。34

5.2 新闻自由

在舆论监督中，因为其广泛的群众参与程度、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方面的优

势，网络在最近一段时间发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一些本来不为

人知的事件，通过网络的传播和放大，在亿万网民的关注和围观之下，产生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其中不乏因为在悲痛场合的一张笑脸引发网民愤怒，随即被网民

从网络上一些出席活动的照片中寻找到其生活作风奢靡的线索，从而引起纪检部

门的注意，最终落得被“双开”下场的“表哥”杨达才。35也有当警察出现在家

门口，在公权力随时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时候，借助微博进行网络直播、引发网

民的关注，让公权力不敢轻举妄动的独立调查记者朱瑞峰。36可以说，在当今中

国，网络关注度和曝光度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对抗公权力的利器，有了网络的威慑，

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要求法官“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第八条要求法官“坚持和维护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
原则，客观公正审理案件，在审判活动中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敢于坚持原则，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受权势、人情等因素的影”。然而《法官行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 2005 年 11 月
4 日发布试行，2010 年 12 月 6 日修订后发布正式施行）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要求法官“坚持党的事业至上......，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基本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言行。”与
此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法院 2001 年 10 月 18 日发布，2010 年 12
月 6 日修订后重新发布）第四条也明确要求法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忠于法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
33“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载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4/c_114782088.htm，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5 日。
34有关司法独立和法院改革的讨论，可参见贺卫方：“中国的法院改革与司法独立——一个参与者的观察
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第 83-87 页。
35“‘表哥’杨达才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南方周末》，2013 年 2 月 23 日。
36“朱瑞峰：重庆警方销毁卷宗保护贪官”，《中国新闻周刊》，2013 年 1 月 31 日。转引自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3/0131/14/8MIAP67B0001124J.html，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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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公权力的拥有者才会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不要被网民揪住了小辫子。这从客

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监督效果。

但网络从来都不是一片中立的净土。网络的发展、网民数量的激增也是一把

双刃剑。在看不见的网络中，在一张张屏幕的背后，各种力量各显神通，可谓“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各级地方政府均下设一套舆论控制的系统，在隶属于政府的

“网络舆情监控中心”里，有着被戏称为“五毛”的“网络评论员”，他们负责

收集、整理和分析当与地有关的网络舆情信息并向政府官员汇报，当出现“不和

谐”声音的时候，负责发出正面、积极的言论来引导公众，甚至“网警”还可以

以“喝茶”的方式约谈不和谐声音的发出者，其中被认为性质恶劣的甚至会受到

劳动教养的处罚。37除了政府的力量以外，民间的“网络推手”通晓网络操作规

则，熟谙大众接受心理，手握多方可用资源，善于借助网络媒介进行策划、实施

并推动，让用增加曝光率、影响力的方式来帮助其达到既定的目的。由于中国的

教育体系中欠缺通识化的批判性思维训练，导致在网络信息过载的大环境下，很

大一部分网民的辨别是非能力较差，出现很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现象，甚至

容易被煽动，被利用。

在这样信息过载的大环境下，能够涌现出一些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架构下的，

不隶属与任何国家机构和利益集团的，客观中立，可信度高的独立传媒，能够在

众说纷纭、人心惶惶关键时刻发出让公众可以相信、敢于相信的声音，显得尤为

重要。38

在“李庄案”中，我们看到了公权力和私力在话语权上的争夺，传媒的声音

和影响贯穿了“李庄案”的始终。从李庄被捕后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刊登重庆

公安局撰写的描绘李庄“罪行”的通报开始，媒体一直都在“李庄案”的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重庆官方和李庄以及支持李庄的法律学人都希望通过传媒影

响公众，在舆论上占据主动，获取公众更多的支持。但在事实上，法律学界“抱

团取暖”的声音并没有帮李庄逃脱牢狱之灾，大部分公众被传媒牵着鼻子走，而

有些媒体则总是在发出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希望他们发出的声音。但同时我们也看

37参见“中坚浦志强”，《南方人物周刊》，2013 年第 3 期。
38新闻专业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作为对从业者自身的一种自觉的规范和约束，是新闻专业主义不可缺少的
内涵。在职业社会学的层面，职业伦理道德属于确认行业范例的内部规范和行业组织的自律。相关的详细
论述，请参见吴飞，吴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 年 06 期，第 122-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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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样贯穿“李庄案”始终的，也有独立媒体的质疑声。有部分记者以自己的

独立观察和思考，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自由心证”式的描述，质疑重庆警方的做

法。39遗憾的是，这些质疑并未对“李庄案”的最终走向产生任何影响。

传媒不是公权力的玩偶，而是社会公众的喉舌。政治顶层设计体中同样迫切

需变革的是真正厘清公权力和言论自由的关系，特别是要严格限制公权力对言论

的审查与管制，建立良性的新闻自由制度。新闻自由是一种对公权力运行卓有成

效的外部监督。行使新闻自由需要有完善的资讯获取制度，完善的新闻报道制度，

完善的新闻评论制度，以及完善的新闻自律制度。40而新闻传媒的生命力也在于

通过自身中立、客观、有深度的报道，赢得属于自己广大的读者群，而不是仅仅

“为党说话”，或者“为权力代言”。新闻是应该以法律的准则作为它最高的原

则，但中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缺乏一部对新闻进行规范的法律，新闻自由和公权

力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加之一些体制内媒体的行政化管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缺

失，对“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缺乏中立的报道，长此以往，

最终导致公众对传媒的不信任，进而读者群大量流失，传媒机构也失去了良性发

展的空间。以上诸多事实都使得一部有助于构建新闻专业主义的法律显得迫在眉

睫。不过，坚持进步、反对愚昧，是新闻传媒工作者的一个神圣的职责。即便是

在新闻立法缺失的当下，“作为新闻工作者、传媒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底线就是，

在公权力控制新闻的情况下，宁可不说话，也不能够去讲那些违背法律良心的话。”
41

近年来，传媒用其特有的方式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

作用，以南方报系和《新京报》等为代表的媒体从业者，怀揣着正义和良知，从

39例如，据时任《新京报》记者的褚朝新回忆，当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贺铁光将公安局组织人写就
的通稿交到他手中，明确表示希望《新京报》可以发出与重庆公安局相同的声音，对李庄进行丑化描述的
时候，经过对通稿的阅读和基于既有材料和独立观察的分析，在征得《新京报》社领导同意的前提下，褚
于 2009 年 12 月 17 日在《新京报》刊发题为“律师建议重庆警方回避李庄案笔录与通稿有出入”的报道，
质疑重庆抓捕李庄的合法性，质疑重庆公安局的通稿与龚刚模口供笔录不符。参见褚朝新：“重庆往事：
与王立军的三次接触（二）”，褚朝新网易博客，
http://xjbchuchaoxin.blog.163.com/blog/static/1827960522012111094841158，最后访问：2013 年 3 月 1 日。之
后，在对事件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和采访之后，褚又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以“李庄案所搅动的‘江湖’”
为题在《新京报》刊发更为深入的报道，其中描述到：“按警方信息，李庄是一个‘无良律师’，他仗着
‘上面有人’，试图以伪造证据、唆使被告人龚刚模翻供等手段‘捞人’赚钱”，同时也忠实纪录了另一
名律师朱明勇对李庄的描述：“李庄身上有一种不畏权贵的气质，他身上那种仗义执言的精神，正是中国
律师所缺少的精神。”
40李晓梅：“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 年 05 期，第 82 页。
41江平：《传媒人的几个法律底线》，“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暨岳成网开通仪式”上的讲话，由陈宝成据
录音整理，2011 年 5 月 8 日，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2982，
最后访问：201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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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发出独立的声音，用媒体应有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不

仅为自己赢得了固定的读者群体，也在传媒行业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甚至

成为了不少公权力的眼中钉和堤防对象。在中国，这可以算是媒体至高无上的荣

誉。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新闻媒体依然保有着希望。

5.3 普法启蒙

“李庄案”中展现出的现象是公众的思想受制于媒体的声音。轻信、盲从和

法制意识的欠缺让人意识到了通识性的普法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不会有不请自来

的权利，权利来自于争取。当争取权利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的时候，法律和政治

就会朝着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产生变革。若人民误以为自身的基本权利来自执政

者的赋予和恩惠的时候，法律和政治的变革就与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背道而驰。

所以，通过普法启蒙教育让公众知悉人民权利和国家公权力的由来和渊源，是中

国法治道路上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在对“李庄案”的报道中，重庆公检法部

门的法律人“不争气”的形象跃然纸上，除了行政体制的弊病以外，法律人法治

精神的缺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42当法律成为一个人从事的专业，“职业

非道德性”成为其规避大众伦理道德的说辞的时候，一个人的教养往往决定了他

的行为模式，而一个人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法律，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教养。因

为相比法律只会离散地对人产生影响不同，教养会持续地发挥作用。43

而人的教养一般并非来自于一个人所受的专业训练，而源于其早年的教育，

部分来自学校，更大部分应该来自家庭。因此笔者认为，通识性的普法启蒙教育

有必要优先于或者至少同步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其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42除了法律职业伦理低下以外，重庆公检法人员的业务水平也让人不敢恭维。试举一例：重庆打黑专案组
组织龚刚华，龚云飞等人为“李庄案”二审出庭作证做准备。因为担心作假证时回答不好露馅，专案组写
了很多可能问到的问题叫二人背诵，还专门组织了模拟法庭，分别找人扮演法官、律师，进行培训。然而
到了真正开庭时，二人却发现专案组此前的培训和律师的提问相差太远，不得不以“不晓得”“脑壳痛”
等方式应付。参见“龚刚华：对不起李庄，我们顶不住了”，《新京报》，2012 年 11 月 29 日。
43保守主义思想的奠基人 Edmund Burke 曾有一段关于“教养比法律更重要”的论述："Manners are of more
import than laws. Upon them, in a great measure, the laws depend. The law touches us but here and there, and now
and then. Manners are what vex or soothe, corrupt or purify, exalt or debase, barbarise or refine us, by a constant,
steady, uniform, insensible operation, like that of the air we breathe in. They give their whole form and colour to
our lives. According to their qualities, they aid morals, they supply them, or they totally destroy them." 参见
BURKE, Edmund. "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 The Works of the Rt. Hon. Edmund Burke (Boston: Little,
Brown, 1869) 5 (1796): 250. 转引自 CROWE, Ian. "Edmund Burke on Manners." Modern Age 39 (1997):
38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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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让普法启蒙教育在人的早年向其传递最基本、最朴素的“公平正义”、

“要进步而不要愚昧”的是非观、价值观，因为这是真正需要建立的普世价值。

而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不仅仅可以影响个人的一生，还会对身边的人产生重

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后代进行早期教育的时候。

第二，法律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规范，作为法律主体每一个公民都会

终生与法律打交道，及早的法律启蒙教育有助于一生的良好发展，也有助于公民

养成尊重法律，尊重规范的习惯。

第三，法律教育能够帮助公民构建起积极的权利意识，而公众的权利意识是

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利用法律教育的思辨方法，加强对对大众批判

性思维的训练，让民众明白“不轻信，不盲从”的重要性。

第四，让最终成为法律工作者的人在接触专业学习之前首先建立起对法律的

敬畏和基本的法律教养和法治精神，从而尽可能的减少以寻找法律漏洞、通过利

用法律而获利为目的学习，这比法学院用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方式来试

图对一个价值观已经很大程度上塑造完成的成年人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要大

得多。

5.4 小结

不论是要建立良好的党内制衡机制，加大司法改革的力度，在新闻专业主义

的体系构架之下发展优秀的独立媒体，还是推行通识化的普法教育，这些所有的

“手段”想要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实现设计者原初的目的和理想，都必然发生在

良好的规则设计之下。法治就是一种形式之治。只有逐步培养适应规则的习惯，

而不是总是试图去寻找破坏规则的办法，掌握了在规则下的寻找生存之道，才会

逐渐体会到规则带来的好处。当任何人有机会打破规则去损害别人利益的时候，

应三思而后行，因为一旦规则习惯于被打破，他也随时有可能成为规则被打破的

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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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履新后，反腐倡廉工作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且

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执政党的危机意识和反腐决心。人民

群众有着朴素的正义判断和是非观，对于反腐工作自然是喜闻乐见，新领导人此

举可谓深得人心。可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缺乏制度的支持，任何形

式的反腐倡廉活动都无法摆脱运动治国的模式，必然不可能产生长久的持续影响，

而阳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剂。调动资源、发起运动，任何一个手握权力的人都有能

力完成，然而真正需要有智慧的领导人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制度化、常态化

地反腐。

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任何正义都不会建立在可重复、可预测的良性循环之

上。只有从政治顶层设计入手，突破思维的局限，打破前人设定的条条框框，开

创性地建立真正可以重复利用的合理制衡机制，就算出现小范围法治倒退的现象

难以避免，也会有恪守原则的独立媒体会及时进行客观的报道，也会出现有效的

体制内正面力量及时进行制衡、纠偏，还会有独立的司法可以依赖。只有让权利

在规则下运行，才有可能从源头避免“李庄案”类似案件的发生，真正防止“运

动式打黑”、“运动式纠偏”、“运动式反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