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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刚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黄岩
分 局 民 警 池 某 跟 踪 偷 拍 其 上
司 —— 时 任 黄 岩 公 安 分 局 副
局长周某，获取了周某与一女性
通奸的证据，并将证据交给了黄
岩区纪委。之后，池某被关禁闭

7日，又被行政拘留6日。
据媒体报道，周某已向纪委

承认存在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
系的事实，但因“未造成不良影
响”，故未受处分，只不过被调离
公安局，任黄岩区城管局副局
长。

此事引发极大争议，争议的

关键在于对两人的处理是否合
适。5月14日，当地对周某作出了
新的处理：黄岩区纪委决定对周
某的违纪问题予以党纪立案审
查。同时，黄岩区委决定暂停周
某履行职务。

不过，从法律上看，此案还有
复盘的必要。

官员“通奸”被偷拍：
如何保证公权监督和私权保护的平衡

□熊志

5 月 14 日早上 7 点，四川航
空 3U8633 重庆至拉萨航班在飞
行途中，驾驶舱右座前风挡玻璃
脱落，机组实施紧急下降，安全
备降成都双流机场，乘客平安落
地。

中国民航局在15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进行了通报说明，表
示已成立“5·14”事件调查组，于

当日赶赴成都，会同民航西南地
区管理局开展调查工作。同时，
民航局已向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
和空客公司发出通知。法方将派
出专业技术人员来华参与事件的
调查工作。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脱
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机原装件，
投入运营至事发前，未有任何故障
记录，也未进行过任何维修和更换
工作。

为川航机组鼓掌，
也要追问真相

在这种事件当中，人们当然需
要能够挽救局面的英雄，当然也需
要真相。因为，事故的真相才真正
连接着航空安全，才会吸取教训，
让更多的乘客免于险境。

来自媒体和民众的质疑声音，
有业内人士指责不专业，不过对于
航空安全这种专业门槛极高的领
域而言，信息的壁垒，意味着对真
相的需求，显得越是必要。

目前，川航、中国民航局以及
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等多方

已展开调查，空客公司也派了专门
的团队提供支持，这些都是感动之
后该有的步骤。

事件发生之后，川航公开道
歉，表达也算克制。

此时，公众频频以《萨利机长》
说事，是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拿出科
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
故。这才是真正地为乘客生命和
航空安全负责。

毕竟，航空安全没有试错余
地。

人们需要英雄，
也需要事故真相

随着相关照片的曝光以及接
受采访的机长对操作场景的还
原，人们才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

“恐怖”：驾驶舱瞬间失压、气温降
到零下 40 摄氏度、大量机载自动
化设备失灵、副驾驶半个身子被

“吸”了出去。每个惊魂细节，都
意味着这是一次足以载入航空史
的奇迹，机长也当之无愧，配得上

“英雄”二字。
不过，在被惊魂细节和英雄

意志感动之余，也应冷静下来，克
制地追问真相。

这次川航机长刘传健确实值
得点赞。这次事件后，很多人提
到 了《萨 利 机 长》。 不 过 ，根 据
2009 年全美航空 1549 号航班备
降哈德逊河事件改编的电影《萨
利机长》，似乎并不想讲一个英雄
被追捧的故事。

电影更多是还原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与萨利机长之间，围绕
备降之外是否有其他选择的博
弈。

拯救100多人性命的萨利，不
仅不能回到被记者长枪短炮包围
的家，还得随时应对调查委员会
的问询。

无情的调查委员会没有给英
雄任何面子。一方面是出于职
责，另一方面也是囿于媒体的监
督。他们只想搞清楚一个问题，

在飞鸟撞击导致双引擎失灵的前
提下，为什么萨利机长没有选择
返回北卡罗来纳州备降，而是选
择危险性最高的哈德逊河水面备
降。

为了搞清真相，委员会咨询
了鸟类专家、乘务人员、航空工程
师，并且通过计算机模拟了数十
次安全备降在陆地的可能性。所
有的专业调查，最后都化作听证
会上的唇枪舌剑。

这种近乎刁难般的审问，甚
至会让观影者感到不快——为什
么英雄要承受如此责难？而被审
问的萨利机长，更是发出哀叹：过
去几十年接送上百万乘客，最后
却为了208秒被判决。

萨利机长没有被问倒，他依
赖多年飞行经验作出的应急反
应，被证明是最安全的方式。调
查委员会的严谨，反倒是让萨利
机长的英雄底色，多了些分量。
此外，听证会上严格的审问和回
答，也让人反思，传统的条条框框
应急手册和计算机模拟，是否忽
视了“人性的因素”。

电影夸大了委员会与机长的
对立，以此来凸显质疑和追问的
重要性。不过在各司其职的冷酷
背后，事件的真实调查体现了对
任何一起航空事故严肃负责的精
神。

舆论为什么
提到《萨利机长》？

在本案中，民警池某不服黄
岩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遂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诉讼中，被告认为，隐私是
个人的自然权利，池某以非法手
段侵犯他人（包括公职人员）的隐
私，就应当受罚。原告则认为，隐
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与公共利
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
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
权。周某作为公职人员，在上班
时间外出通奸，有可能涉嫌权色
交易、作风腐化等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绝非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
人信息、私人隐私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偷
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
罚款。池某不分场合的跟踪偷拍
行为已然侵犯了周某的隐私，池
某私自调取视频监控的行为，还
有滥用职权之嫌。

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而使用
非正义的手段，其本身也是非正
义的，所以，池某被予以相应的处
罚确有法律依据。

不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还
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应该“与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
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池某的
行为并未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
事实上，因为他的举报，周某违
纪行为得以“曝光”，这是有益社
会的行为。

另外，“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
的法官”。因池某偷拍的是当地
公安局副局长，如何处理本案及
对池某如何处理也要考虑程序正
义。如果让其他部门（如市公安
局）处理池某，其结论更能让人信
服。现在不少地方都在尝试实行
行政诉讼案件不在本区审理也是
这个道理。

对偷拍民警处罚过重

官员隐私权的边界如何划分
呢？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
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
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私人信息。
而官员因其公职身份，社会对其
行为作风有更高的要求，接受监
督（8 小时外）是保证官员守法守
纪的关键，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必
然要求，这就难免会与其隐私权
保护相冲突。

个人隐私不被侵犯确属社会
共识，但作为公职人员，在坐拥公
权的同时，必须让渡一定的私权，
这种让渡的本质是实现对公权的
看管和监督。作为人民公仆，官
员要习惯被曝光，就如同大明星
要习惯被偷拍一样。官员应该有

这样的大度，只不过其他人对公
职人员隐私的“冒犯”亦不能游离
于法律之外，还要保证公权监督
和私权保护的相对平衡。

2013年8月，上海某公司负责
人倪某通过网络公布一段视频，
举报上海法院几名法官接受吃请
娱乐、集体嫖娼。倪某因为怀疑
自己一起案件处理不公，遂长期
跟踪偷拍某法官。在这起事件
中，倪某通过跟拍、调取监控视频
的方法获得法官们违法违纪的证
据 ，但 其 并 未 因 此 受 到 治 安 处
罚。这应该是平衡公权监督和私
权保护的结果。

此次不少人“同情”池某受
罚，与有关部门对周某的处理也

有密切关系。台州市黄岩区监察
委表示，因周某与他人的不正当
性关系并未广泛传播，亦没有导
致家庭破裂，未造成不良影响，因
此对其未予处分。根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他人发
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的，可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及严重的，可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
处分”。处理机关认为周某的行为
未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情节不严
重，但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多次与他
人通奸，并被视频曝光，如果这都
不算不良影响，那什么算呢？

目前，当地对周某作出了新
的处理，试看如何回应舆论期待。

官员需让渡一些隐私权

在被惊魂细节和英雄意志感动之余，也应冷静下来，克
制地追问真相。毕竟，航空安全没有试错余地。

（相关报道见今日A8版、昨日A10版）

距离A股6月1日正式纳入MSCI（明晟指数）倒计时还有半个月，备受市场关注的股票纳入“准名单”5
月15日清晨发布。MSCI将分两步把234只中国A股股票纳入MSCI中国指数、MSCI新兴市场指数等体系。

MSCI是美国著名指数编制公司——明晟公司的简称，是一家股权、固定资产、对冲基金、股票市场
指数的供应商。目前绝大多数全球性基金都将这些指数作为跟踪标准，特别是被动型指数基金。根据
MSCI估计，追踪MSCI指数的资金总额达到3.7万亿美元。 新华社发

MSCI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