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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街开水烫猫男子难以重罚
反虐待动物立法该跟进了

又是一次虐待动物的揪心“表
演”
。
或许，在该男子看来，公司与公
众都是多管闲事，不就是一只小猫
吗，
和小鸡、
小鸭、
小羊等动物一样，
命
哪有那么金贵，
又不是伤人，
何必上纲
上线。
老实说，
持有这种观念的还大有
人在。
不错，
人和动物有所区别，
但并
不意味着，
人可以不尊重生命，
无视动
物的痛苦。
一个随意虐待动物，
以践踏

新闻背景

一只被开水烫死的母猫，
与腹中四只小猫，把对人性的拷
问，把相关法律的无力，摆在了
公众面前。

动物生命为乐的人，
很难想象，
对人的
生命还存有多少敬畏。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越来越多
的人反对虐待动物，理解保护动物
的必要性，就如在这起事件中，
有关
公司就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提供
救援资金等必要举措，
但是，
最为关
键的禁止虐待动物的立法，还是一
片真空地带。不仅《刑法》中没有相
应的罪名，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基层事难办还理由充分？
没有
“办不了”
只有
“不想办”
归根结底，不是有没有权
力做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主动
做的服务意识。

近日，一段男子用开水烫怀孕母猫的
视频让人愤怒。经抢救，母猫腹中4只小猫
全部死亡。21日下午，被烫伤的母猫也因伤
势过重死亡。事发后，男子所在公司发布情
况说明称，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缴纳
5000元用于烫伤猫的后续治疗。
◀视频截图 图据澎湃新闻
也缺少对上述行为的制约措施。
所以，
对于该男子的处理结果，
很大可能只能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
面。
就算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需
要公安机关介入，也不过是以寻衅
滋事等罪名“兜底处罚”，而很难让
其付出应有代价。
尽管近年来，
也不
乏公众呼吁和代表委员提案建言，
但反虐待动物立法尚未能面世。从
紧随文明潮流的角度，反虐待动物

立法确实也该快步跟上了。
心怀悲悯，关爱众生，
映射文明
的高度，
也推动社会的进步。
一只被
开水烫死的母猫，
与腹中四只小猫，
把对人性的拷问，把相关法律的无
力，
摆在了公众面前。
加快立法步伐，
让反虐待动物法及早出台，
才能避免
更多类似闹剧、
丑剧和悲剧重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柳宇霆

女乘客性骚扰男司机被封禁
网约车平台的权责边界在哪里
这 一 新 闻 事 件 ，将 网 约
车司机置于讨论的中心——
如何防止司机的权利被侵
害，则是这一话题讨论的意
义所在。

10月21日下午，针对“女子酒后
性骚扰男司机”一事，滴滴官方微博
@滴滴出行发文称情况属实，根据
滴滴平台用户规则对该女乘客永久
封禁。
此事件引发舆论热议的焦点，
一方面是女乘客性骚扰男司机的情
况比较少见；另一方面，如何从法律
层面对网约车司机予以保护，以及
网约车平台有无权限封禁乘客账号
等，也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社会公
共话题。
事实上，
“ 性骚扰”并不是男性
骚扰女性的专属定义，女性对男性

同样构成性骚扰，但现行法律中却
没有“性骚扰”这个表述。对于性骚
扰，根据不同的行为表现，
通常适用
的是关于侵害身体权、人格权或者
名誉权等民事侵权和猥亵、强奸等
违法犯罪的规定。
不过，即将施行的民法典将改
变这一状况。其首次在我国法律中
明确“性骚扰”概念：违背他人意愿，
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
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
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并明确了用人单位在防止和制止性
骚扰中的责任。
因此，在遭遇性骚扰时，
受害人
可以报警，从猥亵、
强奸等违法犯罪
角度追究实施性骚扰者的法律责
任；也可以从侵害个人民事权利角
度来维权。
无论如何，这一新闻事件，
将网
约车司机置于讨论的中心——如何
防止司机的权利被侵害，则是这一

话题讨论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对于各类侵权甚至违
法犯罪行为，
不管什么职业身份，
法
律都是一视同仁的。包括网约车平
台，在发展中也越来越重视对司乘
双方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
前不久，
网约车平台还就公示车内性骚扰制
度公开征求意见，这也可视为其在
预防和处置性骚扰方面所做出的努
力。
不仅如此，
对于妨害司机驾驶行
为的处罚，司法机关也明确了从严
从重惩处的意见，全社会也当形成
这种共识。
在网约车平台回应对该女乘客
实施永久封禁后，有不少网友对此
叫好，不过也有声音认为平台无权
封禁乘客账号。
从 本 质 上 讲 ，网 约 车 平 台 与
乘客之间是合同关系。其“用户规
则 ”也 明 确 规 定 了 平 台 用 户 对 其
他 用 户 实 施 性 骚 扰 ，情 节 严 重 的
永久停止服务。
“ 用 户 规 则 ”作 为

“最多跑一次”，如今已成为公共
服务领域的一个通用座右铭。但是在
一些基层，这样的标准仍然显得理想
化。据《半月谈》报道，基层问题解决无
门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相关部门难办
事 往 往 还“ 各 有 说 法 ”
“ 理 由 充 分 ”。
西部某县，不少村民种植的商品
林被划进保护区，全面禁止砍伐，种植
大户损失惨重。村民先是找乡镇党委
政府、县自然资源局、县政府要说法，
这些部门回复，需要省区一级有关厅
局解决。村民又找到有关厅局，对方表
示政策尚未明晰，无法解决。最后只得
上诉县法院，
立案一年多却不开庭。
纵览这一事件，仅仅是因为基层
和有关职能部门权力小，或者管不了
吗？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自己没有权
限，或者没有明晰的政策法规可以遵
循，那么可不可以主动帮村民联系省

平 台 方 管 理 的 制 度 ，属 于 合 同 内
容 之 一 ，乘 客 在 使 用 平 台 服 务 的
过程中，有违反用户规则的行为，
理应根据规则接受相应的处罚。
因 而 ，网 约 车 平 台 作 出 永 久 封 禁
的处理决定，停止服务，也是符合
合同约定，并无不妥。
安全无小事。
作为平台，
对待司
乘双方都理应一视同仁，切实履行
好自身职责，
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在遵守平台
规则的基础上，更应当严格自律、
遵
规守法，尊重他人，敬畏秩序，共同
构建文明、
安全的出行环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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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见不得自家孩子
“吃
亏”
，这只会有损于孩子人格的
成长。善良、宽容、互助，才是立
身之本，这缺失的人生一课，又
该由谁来为小伊补上？
今年5月26日上午，四川宜宾某私
立学校三年级一班女生小伊（化名）的
母亲王某、外婆罗某琼将罗女士9岁的
儿子小遥（化名）从三楼教室拖拽至一
楼，并采用扇耳光、击打头部的伤害行
为对小遥实施暴力，致其全身多处软
组织损伤，
并产生心理阴影。
孩子之间有些不愉快，或者说有
些小打小闹，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身为
家长，理应进行引导和劝阻。如果是明
智、大气一些的家长，还会以小事为契
机，教导孩子如何正确地处理人际关
系。不难想象，耳濡目染之下，孩子就
可以吸取教训、
改正缺点、
不断成长。
然而，该事件中的家长，显然选择
了截然相反的方式——用暴力为自己
的孩子讨回“公道”。如此一来，产生心
理阴影的不只是受害者小遥，小伊的
心里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家长究

10 月 24 日 19 点 30 分，央视财
表达对榜样的尊重、敬意与感谢。
经频道（CCTV-2）知名栏目《秘密
央视此档“以匠心暖人心”的节目
大改造》第四季温情回归，第一集
势必引起观众共鸣，
引导市民深入
是秘密改造位于成都都江堰市的
了解与传播榜样故事，营造崇德向
朱大海的家。
朱大海是野生大熊猫
善的社会氛围。本季一共 10 期，其
守护者，在艰苦条件下坚守岗位
中有 3 期聚焦成都，分别为大家记
20 年。通过多年努力，他已跟踪到
录和呈现“爱在深山 无怨无悔”
的
10 只野生大熊猫和众多国家一、 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
二级保护动物。
区管理局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
据了解，
《秘密大改造》第四季
25 年扎根城市中轴线天府大道的
节目甄选改造不同城市道德模范、 “钉子交警”
邵军涛，
四川省第一批
身边好人等先进人物的家居环境， 驰援湖北医疗队成员、四川省第四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治医师付思雲的事迹。
近年来，
成都全市广泛开展先
进典型示范行动，
先后评选和涌现
了全国道德模范 4 名、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 13 名、省道德模范 38 名、
市道德模范 255 名；中国好人 203
名、
四川好人 503 名、
成都好人 1138
名，
全社会、
各行业凝聚形成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的精神价值、
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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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想向孩子幼小的心灵，
灌输些什么？
无法否认，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
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重视对个人权
利的保护和尊重。这本是一桩好事，但
无限制放大个体权利，就容易造就自
私自利的个性，这对家庭教育来说，尤
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回到这起事件本身，小伊的家长
见不得自家孩子“吃亏”，竟然连上了
年纪的外婆都要“出手相助”，这只会
有损于孩子人格的成长。善良、宽容、
互助，才是立身之本，这缺失的人生一
课，
又该由谁来为小伊补上？
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事件中起
到桥梁作用的校方，也未能采取更积
极的措施。当然，这其中折射出的还是
那个老问题：如今的孩子更“娇贵”了，
更“惹不起”了，这不仅让教师感到“难
办”，也不利于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
我们应该怎样做家长？一百年前，
鲁迅说过，
“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
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把
这句话放到今天，
也并没有过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于西

群众的补偿款
何时发？

“阳光回应·线上坝坝会”现场作答！

可刷支付宝坐地铁了！

央视《秘密大改造》温情回归
第一集成都榜样抢先预告

级部门？在行政系统内部反映问题，总
比让村民自行奔波方便快捷吧？
归根结底，
不是有没有权力做的问
题，
而是有没有主动做的服务意识。
事实
上，
没有绝对完美的政策规定和工作机
制，
它们最终都需要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贯
彻执行，
在一线为民众排忧解难。
因此，
发
挥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
确实也存在一些情况，
是基层
公共服务部门解决不了的。
甚至有时候
是由于职责划分上的不太科学，
以及政
策制定的滞后，
造成行政力量的分散，
以
致无法有效解决问题。
既然一个部门解决不了，办事民
众再去找其他部门恐怕也是徒劳。这
时候，不能解决的单个部门可不可以
主动把已暴露出的或急需解决的问题
向上反映，敦促相关的多部门合力解
决？并且在解决当事人问题的基础上，
形成协作经验和规范，为后续而来的
类似办事者提供一个应对方案或样
板？这些明明都是可以做到的。说到
底，
没有办不了的事，
只有不想办的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与归

同学间小摩擦家长暴力相向
不是保护是戕害

@成都人

10月22日，支付宝正式上线天 “出行”
进入
“出行·成都”
页面。
已经
NFC、
天府通-小米NFC功能应用，
府通，但细心的市民应该已经发
开通用户该页面直接显示乘车二维
天府通-OPPONFC也即将上线。
现，其实在支付宝“出行”页面中， 码，
未开通用户需点击前往查看。
页
不只是刷卡方式更加多样，
刷
天府通已在进行测试。此前，曾有
面显示选择交通卡，
点击前往开通
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今年7月15
市民在成都市网络理政社会诉求
后，领卡开通即可。领卡后，
一些人
日起，
阿坝州的公交均可通刷天府
平台反映，到成都旅游乘坐公交
的页面会显示领取8折优惠券，
其中
通APP，阿坝州与成都在“一卡通”
时，身上没有零钱，成都市公交的
包含14次公交和14次地铁优惠券， 的基础上，实现公交、地铁跨城一
快捷支付也只有天府通和云闪付。 但每天限用2次，且需满足7天刷码
码通。同样在7月，成都与广汉正式
该市民说，为了方便外地游客，希
乘公交地铁8次的任务。
实现“一卡一码”
通乘，
市民使用天
望成都公交地铁系统增加一些全
记者走进地铁市二医院站，
打
府通卡和天府通APP可通刷两地
国通用的快捷支付方式。
开支付宝，翻出刚刚领到的天府通
公交、地铁，
并享同城乘车优惠。
10月14日，成都天府通金融服
乘车码试乘体验。将二维码对准闸
据了解，从2013年12月天府通
务股份有限公司回复称，经核实， 机识别区域，不超过1秒闸机便已
公司实现与攀枝花市公共交通领
支付宝已开通成都扫码乘车功能。 识别打开。除了流畅之外，记者注
域的互联互通开始，天府通“一卡/
意到，刷码进站后，页面自动跳出
码通乘”的城市不断拓展，截至目
刷码后，
页面显示线路信息
市二医院站的线路信息，
并提示出
前，成都、攀枝花、德阳、遂宁、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打开
站刷码的字样。
山、资阳、阿坝等六市一州已实现
支付宝看到，
在“出行”中已出现开
天府通一卡通刷，天府通APP扫码
刷卡范围不断拓展
通领卡提示。
记者还到成都地铁市
乘车互通互惠也在加速推进中。
二医院站进行体验，可用支付宝顺
其实，除此次支付宝上线天府
除此以外，
成都和重庆将按照
利进、出站。记者了解到，还有一些
通外，今年8月12日，天府通-华为 “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力
市民领到了公交、
地铁各14次的8折
NFC正式上线。通过天府通APP或
争2020年年内实现两地公共交通
优惠券。
华为钱包APP开通该功能的用户， 一卡/码的互联互通。按照计划，新
使用支付宝乘坐成都市的公
在乘坐公交、地铁时，只需将手机
津、都江堰等地，也将在年内被纳
交、
地铁需首先开通天府通乘车码。 靠近闸机感应区“滴”
一下，
即可快
入天府通卡码通刷的范围。
首先，
打开支付宝APP，
在首页选择
速过闸。
目前，
已实现天府通-华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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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上百万的刺绣礼服

“裸眼3D”刺绣
你见过吗？

比赛现场
“第一针是下针，因为是双面
绣，不能有线头，所以需要回针，
然后再是上针。”在来自宁夏的绣
娘介绍的同时，她手中的一根银
针穿梭于织布上下。21日，由农业
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主
办的首届全国手工艺刺绣大赛，
在四川省汶川县大禹农庄拉开了
序幕。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
区的60余名刺绣选手齐聚汶川。
他们当中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也有各地的刺绣大师。
“除了四大名绣，其实各地还
有很多绣法。”大赛评委黄伟雄介
绍说，这次全国各地的刺绣高手
聚在一起，既是比赛，更是交流。
每种绣法都有自己长处，像比如
苏绣中猫的精细，蜀绣中鱼的立
体。各种绣法也会互相学习，很多

绣法也互相融合。除了现场完成
刺绣作品，在作品展示介绍环节，
选手自带代表本人最高水平和成
就的手绣原创参赛作品1-2件，
自行制作PPT或小视频，现场向
评委介绍参赛作品的文化内涵、
产品特点、创新创意等。
来自江苏苏州的绣娘林多
妹带来了自己店里的镇店之宝，
一件绣了两年，市场价值两百万
元的刺绣婚服。
“ 低于两百万元，
我是不会卖的，毕竟有我的心血
在里面”。林多妹指着婚服上的
一个约一根手指长的龙头表示，
这样的一个龙头，需要绣娘绣上
两三天才能完成。同时龙头上的
龙眼的绣法叫“二层立体”，完美
诠释了苏绣的精细。
“ 这个龙头
本来就是立体的，而龙眼在龙头
的基础上，再次垫高，形成了二
层立体。”林多妹一边讲，一边戴
着手套将龙眼的位置放在手心，
用食指隔空在龙眼的位置画圈
说 明 。路 过 的 人 都 停 下 脚 步 观
看。
“ 没想到刺绣也能达到裸眼
3D效果。”有人蹲在桌前，头部几
乎 和 桌 面 平 齐 ，一 番 打 量 后 表
示，确实是凸起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
聪 摄影记者 吕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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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上午 10 点，由成都市纪委监
委联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策划推出的
“阳光回应·线上坝坝会”
融媒体直播活
动，
聚焦都江堰市。
由都江堰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志海，都江堰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黄君德带队，
相关职能部门
（单位）及 11 个镇（街道）负责人，围绕
群众反映突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安居保
障配套完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提升、
惠民工程落实落地等热点难点问题，
以
及在提高群众获得感等工作中存在的
作风作为问题，展开交流和对话，倾听
民声民意、回应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
决。
成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及相关
单位负责人参加直播活动。
10 月底，都江堰市玉堂街道赵公
山社区 19 组安置点的居民们，又开始
为用电问题发愁了。
留守家中的居民们
告诉记者，
安置点现在居住的大多都是
中老年人，因为长年电压不够，日常用
电煮饭不仅要错峰，
而且煮熟一锅饭往
往要一个多小时。遇上用电高峰，连照
明都会成问题。这样的情况，已持续了
五六年。居民们也多次向社区反映，可
始终等不来解决办法。
负责该社区的玉
堂街道办和国网都江堰市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现场梳理了出现该现象的原因，
并表示目前项目已开始推进，
预计本月
底解决。
“都江堰市的一个功能区今年 8 月
开始内涝严重，如何解决？”
“聚源镇大
合社区 22 组土地补偿款年初就已到账
上了，
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发给村民？”
现场，
企业、群众代表问题提得火热，
相
关街道和职能部门的回答也不回避、不
推诿。
记者了解到，
节目现场也通过各种
平台收集群众的诉求反映。
都江堰市纪
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表示，
当
天“线上坝坝会”搜集到的相关问题和
意见建议有 19 条，主要涉及企业服务、
房屋办证、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管理和
设施维护等方面。下一步，都江堰市纪
委监委将对现场提到的问题整改情况
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对搜集的问题将交
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时解决，
及时公
开办理情况，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
回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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