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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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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狗案”带来现代文明启示
□斯涵涵

“大头娃娃”事件不能只查处商家
□余明辉

抓紧补齐返乡路上
防疫“短板”

□汪奥娜 陈尚营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代，“扶志”和

“扶智”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凸显、越
来越重要。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的
基础性工作，做好“扶志”和“扶智”
的工作，还得靠老师，尤其是好老
师。在许多城市，名师作为好老师
的代表，已经越来越产生群聚效应，
形成了“名师—名校”的培养和共生
机制。而在广大乡村，名师仍然非
常稀缺，名师的生成机制和培养土
壤都严重不足。没有名师，也就没
有名校；没有名校，好的生源就要流
失。近年来出现的“县中坍塌”，就
是例证之一。

——光明日报：《“扶志”和“扶
智”还得靠名师》

如果某项工作对于自己确实是
不快乐且没有意义的，那就应当及
时止损，早点离开。否则，不仅会让
自己的事业停滞不前，还容易引发
抑郁状态等。如果一份工作做起来
不快乐但还是有意义的，那可以不
着急跳槽。快乐与否并非恒定不变
的状态，有时候，人会因对某一领域
了解更多而进一步产生兴趣。因
此，不妨给自己多一些探索时间，积
累经验、培养兴趣，为未来更好的发
展奠定扎实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中国青年报：《工作是为了
快乐还是意义》

近期，各地陆续发布或动
态调整了返乡政策，在强调“非
必要不返乡”的同时，细化了对
个人在返乡后的行为要求，如
返回后第一时间向所在村部或
社区报备，从中高风险地区返
回的人员要实行“14+7”集中
隔离观察，期间做2到3次核酸
检测。但与此同时，返乡路途
中的防疫“短板”却并未获得足
够重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
离春运还有10余天，不少人员
已在近期选择返乡。

一些家在城郊、乡村或邻
省的人往往会选择乘坐价格相
对低廉的客运汽车。还有一种
返乡方式是在非官方的拼车组
织里发布消息，与素不相识的

几个人共同乘坐一辆私家车回
乡。均摊后，每个人所需支付的
车钱并不高，而且还能直接送到家
门口，这种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些返乡选择虽然便捷，但
路途中却存防疫短板，增加了产
生局部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一些
城市的客运汽车站和城乡巴士不
用身份登记，也不用经过测温，可
以直接交钱上车。这就意味着，
万一当中出现感染病例，防疫人
员将很难及时锁定其同行者，并
追溯他们的行动轨迹。如果说正
规营运车辆还有一定的消毒措施
作为保障，那么这些来来回回的
私家车却留下了极大的安全隐
患，不容小觑。

还有一些返乡人员没有形成
对自己、对他人负责任的意识。

在乘坐火车、公交、地铁时随意摘
口罩对话或者串车厢的、为了蒙混
过关使用假健康码的、回乡后不第
一时间报备还随意走动的，这些行
为都不利于当前的疫情防控。

在过去一年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各地积累了不少科学、精准
防疫的经验，已经处于有准备的
状态。但眼前又一次在考验这道
防线是否坚固。此时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避免松懈与大意，为了
过个平安年，进一步织密疫情防
控网已经刻不容缓。

各地在加大对返乡人员宣传
正确的返乡知识之外，需要抓紧
顺着返乡路摸清各个环节中可能
出现的防疫“短板”，及时采取规
范或限制措施，斩断由此可能引
发的疫情传播链条。

针对近日持续发酵的抑菌
霜事件，福建省漳州市“欧艾抑
菌霜”事件处置工作组17日凌
晨发布通报称，经调查检测，确
认涉事两款产品均含激素（氯
倍他索丙酸酯），企业涉嫌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目前当地卫
健部门已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公安机关已传唤涉事企
业主要涉案人员。下一步，漳
州市将对涉事企业及其产品做
进一步调查，坚决依法从严查
处涉事企业及相关人员。

（1月17日新华网）

稍有了解的都知道，氯倍
他索丙酸酯属于糖皮质激素家
族中的一员。国家颁布的《化
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规
定此类物质为化妆品禁用物
质。然而就是这样，此次当事
的黑心的商家，仍旧生产销售、
含有氯倍他索丙酸酯的婴幼儿
抑菌霜，导致“大头娃娃”等严

重事件的发生，凸显的是相关企
业和商家的利欲熏心，其被查处
无可厚非，甚至大快人心。但同
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还有监管
的责任。

众所周知，一种商品的生产和
销售，不但生产地的相关市场监管
部门有责任监督这一产品生产时
的质量是否合格，然后决定其是否
可以销售，而且流通地的相关监
管部门也具有类似的职责和义
务，即对商家销售的相关商品及
时进行抽检化验是否合格，然后
决定其是否可以销售。如果这两
地的职能部门尽职履责，不合格
的婴幼儿抑菌霜，就不会在市面销
售，也就不会有因此损害儿童健康
的极端如“大头娃娃”事件的发生。

然而我们看引发此次“大头
娃娃”事件的婴幼儿抑菌霜，生产
厂家在漳州，销售使用地却是在
省外的连云港等，而且还是消费
者使用后引发巨大伤害、私下检
测发文质疑后，有关方面才出面

调查和处理，也就说明了两地相
关监管的不及时、不到位，凸显的
是监管的虚无和失职失责。换句
话说，“大头娃娃”事件，与其说是
相关商家的黑心造成，倒不如说
是失职监管纵容的结果。就此意
义讲，没有或无有效履行职责的
监管者，成了“大头娃娃”事件发
生不折不扣的“帮凶”。

对于相关的经营者来说，处
心积虑地在其生产的相关婴儿霜
中添加氯倍他索丙酸酯、凸显产品
使用效果，一切都是为了利；但对
于广大消费者，这却可能是引起无
限身体伤害的严重问题。这更加
凸显相关商家这些行为存在的可
耻和可恶，亟需采取措施改变。

面对在婴幼儿抑菌霜中添加
氯倍他索丙酸酯，造成“大头娃娃”
事件等严重问题，我们除了查处违
法经营者，有关方面更需多思、深
问的是，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在哪
里，对于他们的集体不作为、慢作
为，又该负怎样的失职失察之责？

七旬老人胡某不满小区
狗吠，毒杀22只宠物犬，其行
为应如何定罪量刑？近日，安
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
对这起“毒狗案”案作出判决，
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被告
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月17日《法治日报》）

胡某多次将含有剧毒化
学品的骨头渣子投放在居民
小区广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
全。然而，当得知胡某毒狗的
缘由时，人们又不禁五味杂
陈。法院查明，被告人胡某及
其妻子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
慢性疾病，然而其原居住地小
区内不文明养犬现象较多，由
于夜间犬吠影响到自己及家
人的休息，胡某便怀恨在心，
实施了毒狗行为。众所周知，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
病的人需要静养，忌吵闹，夜
间睡眠尤其重要，但有 18 名
住户家中的 22 只宠物犬被其
毒杀，由此推算出该小区养宠

物犬成风，且日夜犬吠，七旬老
人无法忍受，便毒杀了狗狗。我
们在谴责胡某的违法之举、力挺
法院依法判案时，也要反思背后
的不文明行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
的市民选择养宠物以增加生活
情趣。宠物市场空前繁荣，同
时，人与宠物之间的矛盾也与日
俱增，因狗等动物引发的恶性事
件层出不穷。一些养狗人自私
自利、我行我素的低下素质也使
得双方纠纷不息。狗患问题已
经 成 为 现 代 城 市 管 理 的 老 大
难。“七旬老人毒狗案”便是这一
矛盾的极端表现。

此案中，各方都应该反思，
当犯罪嫌疑人严重威胁到生命
安全之时，严厉追究行为人的法
律责任，毋庸置疑。然而，该小
区的养狗户是否违规，社区、街
道要担负起管理、提醒职责，也
要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养狗者扰
民的责任，维护小区居民的安宁
权，最大限度地减少噪音扰民引

发犯罪类事件的发生。
需要知晓，养狗是一种博爱

行为，但博爱的前提是爱人，包
括生活中的亲朋、邻居及路人。
不文明养狗行为极容易激发对
方心中的恐惧与矛盾，也违反了
各地出台的城市养犬管理规定，
更对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安全
造成负面影响。

22 只宠物犬被毒死、七旬老
人被判刑……说明饲养宠物并
不是一己之私,可以任意而为。
狗链的系否之间,牵涉到公共环
境卫生和他人的喜怒哀乐甚至
是命运转折,处理好狗与人的关
系,也是一个社会法制、文明、人
性等多方面的综合反应。提升
法律意识和文明意识，明晰私人
爱好与公共空间的界限，提高文
明素养，规范养宠行为，换位思
考，和谐共处，确保宠物卫生安
全。同时，社区、物管及业委会
积极发挥自己的沟通桥梁作用，
让小狗成为人与人关系和谐的
纽带，这是“七旬老人毒狗案”给
我们带来的现代文明启示。

“自愿放弃”社保协议
去年，广东肇庆陈先生到广东

中山应聘美团配送员，在横栏三沙
站点报到时发现待遇和招聘信息有
出入，而且公司要求他签署一份“协
议”，让他工作期间“自愿放弃”社会
保险等待遇。近日，记者联系三沙
站点负责人，对方表示没有为骑手
购买社保，是双方“你情我愿”。对
此，你怎么看？

【本期话题】

继“离婚冷静期”被写进《民
法典》后，“结婚冷静期”也被提了
出来。1月14日，有上海市政协
委员表示拟递交提案，建议保障
婚前配偶知情权，设立结婚冷静
期。 新闻一出，相较于此前“离
婚冷静期”引发的舆论争议，“结
婚冷静期”的提案得到了相当多
网友的支持。

（1月17日《华商报》）

给婚姻更多保障
□苑广阔

所谓的“结婚冷静期”，就是
在婚姻登记发生法律效力之前，
给予和保障配偶获取信息的知情
权，以增加婚前双方的了解，增进
彼此的信任。

很显然，这对于日后婚姻的
稳定性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可以
有效降低离婚率。实际上，在男
女谈婚论嫁之前，不管是有意还
是无意，我们都会了解到很多对
方的信息，而且多数信息都是很
直观的，比如对方的身高、相貌、
工作、家庭状况等等。但是我们
也要看到，多数人在男女交往过
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隐瞒一些
信息，正是这些被隐瞒的信息，可
能会成为以后双方感情或婚姻的
一种羁绊、伤害。

这方面的信息，往往以负面
的为主，包括犯罪情况、负债情
况、失信记录，以及暴力倾向等
等。对于这类信息，我们当然希
望对方主动告诉我们，但是如果
对方不愿意主动告诉我们，那么
为了对婚姻负责，对自己未来的
人生负责，就只能依赖我们自己
去调查、去求证。现在有了“结婚
冷静期”的设定，我们就可以有意
识地去求证，去调查自己想要了
解的信息，同时也给对方向我们
提供真实信息一种引导和督促。

不管怎么说，“结婚冷静期”
倡导了理性结婚的意识，保障了
婚姻双方的知情权，对保持婚姻
的稳定有益无害，值得肯定。

不要急着下结论
□毛建国

热恋中的人，常常会出现晕
轮效应，最常见的莫过于“一见
钟情”。可当从晕轮效应中走出
来，却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尤
其是当生活面对一地鸡毛考验，
经历逝水流年时，更会发现现实
没有那么美好，于是也就有了婚
姻中的痛苦，乃至“闪婚”之后的

“闪离”。
不只是性格和气质上的不了

解，很多人对于另一方的身体状
况、征信、债务、婚史、有无犯罪记
录等各方面的个人信息，也是知之
甚少。有人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有
意隐瞒自己的一些真实情况。当
然，这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在
大多数人看来，不是一味地制造麻
烦，非得在结婚之前加一个程序，
而是婚姻“知情权”应该得到进一
步重视。无论是对双方性格等一
些无形情况的了解，还是对双方身
体等一些有形情况的了解，都不应
该被忽视。

对“结婚冷静期”冷静一点，
不要急着说好不好、要不要实
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相对于
离婚前最后一刻再去“冷静”，要
不要结婚前让自己“冷静”一下，
好好思考，真的了解对方吗？靠
什么去实现真正的了解？

结婚冷静期

@南歌：站在法律视角来审
视，即便员工自愿起草或签订了放
弃社保的声明或协议，企业与员工
双方“你情我愿”，但这种“协议”本
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能免除企业为
员工缴纳社保费的法定义务。《劳动
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法》第
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
工之日起 30 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显然，企业为员工依法缴纳社
保，不仅是法律底线要求，也是企业
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何唯：《社会保险法》第八十
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
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企业和
员工参加社保并足额缴纳社保费
用，既是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利，也
是应尽义务，不能因企业或员工的主
观意愿而免除。人社、税务、劳动监
察部门要严格执法，顶格处罚，倒逼
企业主动摒弃以牺牲员工参保权益
的路径选项。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