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18

责编 杨京 美编 刘艳 校对 高迪佳

2018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二

看到“撞宠物无责”背后的示范意义
杨京
最近，南京江宁一市民开车回家途
中撞上一只宠物狗并导致其死亡。 狗的
主人向这位市民索赔，但交警到场后认
定，司 机无 须 担 责 ， 原 因 就 是 狗 狗 未 拴
牵引绳。 经媒体报道，网友都对交警的
判决大为点赞。
尽管同样是生命， 但从本质上说，
宠物狗就是一种财物，既不承担遵守交
通规则的义务， 也不享有对应的权利。
因为宠物狗可以自由活动的特性，拥有
者所负有的看管和控制责任还应该更
重。 而在现实中，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
束牵引绳实现。

如果说正常牵引的宠物狗因为交通
事故发生伤亡，尚能从财物受损的角度索
赔，那么在此事件中，宠物狗被撞死的责
任显然应该由没有尽到看管责任的主人
承担。这就好像把贵重瓷器抛进车道后被
撞坏，然后找正常行驶的车主索赔，显然
不合情理。
就此而言，交警做出这样的判决其实
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此事网络上引发的
热议，即使是赞许和肯定，依然是值得思
考，或者反思的。
首先不得不承认，在过往类似的事件
中，执法者有时会呈现出“和稀泥”的倾

向。 去年8月，浙江某地就发生过一起类似
的事件，结果经过调解，车主和保险公司
共承担了2500元的赔偿，彼时就曾引发过
质疑。
细究起来， 出现这种倾向的逻辑在
于：既然一方财物受损，而且“财物”往往
还承载了一定的情感因素，车主提供赔偿
似乎有利于“小事化了”。 但这样的“化
了”，即使在个例中被人所接受，事实上却
是难以服众的。 而相对地，此次出现照章
执法的案例，自然会得到公众的支持。
同时，部分养犬者在外不使用牵引绳
的习惯，也长期遭到公众的诟病。 不用牵

引绳的隐患显而易见， 不仅仅是交通方
面， 宠物狗失控伤及他人的事件也时有
发生。 此次狗主人索赔未果，也被公众
看成是对不守规矩者的教训和提醒。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虽然仅仅是一
起并不严重的交通事故，但引发的反思
则是多方面的。 对管理者来说，照章执
法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对“和稀泥”的行
为 应 该 以“有 则 改 之 无 则 加 勉 ” 的 态 度
坚决摒弃； 而对养犬者来说需要谨记，
妥善的看管和控制不仅是对他人负责，
更是对宠物本身负责，束绳出行才是真
正爱宠的表现。

有啥说啥

画中有话

“当我们所有人谈论大学的时候，都
在谈‘双一流’，但是‘双一流’只占其中
的很小的比例， 它却占走了太大比例的
关注、资源、投入。 而有个性的学校，有特
点的学校等等， 就慢慢在我们视野当中
仿佛消失了一样。 ”
—白岩松
——

借赛敛财

花几百元或者数千元， 就能参加冠以
“国际”等头衔的青少年儿童才艺大赛，甚
至可以在境外参加总决赛。 多年来，这类
比赛层出不穷。 但媒体调查发现，多个此
类赛事的主办方，都是民政部曝光的“山
寨社团”。 这类比赛已形成一条敛财的产
业链，多名人士称，在分赛区、总决赛的比
赛中，只要花钱就能得奖。

“电影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在国外同
样如此。 艺术电影确实很难释放出巨大
的票房产值。 艺术电影还是要用艺术的
标准去衡量。 一定要让艺术电影和通俗
电影在票房上取得同样的成绩吗？ 这个
是违反规律的。 ”
—导演贾樟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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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举报何妨更透明些

“我们做节目的， 如果身为父母的
话， 请你们真的思量你们做的节目愿不
愿意让自己的儿女看。 如果愿意让自己
的儿女看就去做， 如果连你自己的儿女
都不愿意让他们看，请住手。 ”
—主持人朱军
——

高翔
近日， 一则另类的举报查处新闻，
在网络上刷屏。
事情源起于中国科学院的官方微
博。 在其微博发布的一篇讨论科研经费
使用效率的文章下面，一位网友留言评
论：“少养闲人，前男友在中科院什么都
不干”。 不久，中科院官博就回复：“相关
人员已经处理，详情请见私信”。
中科院迅速、积极的应对，收获了
无数网友的点赞，有网友把中科院这波
操作戏称为“前女友的报复”。
对于“前女友”的网络留言举报，中
科院没有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因感情纠
葛胡乱攀诬，而一笑置之，而是积极与

举报的网友联系，了解详细情形，并迅
速作出处理。 在治理“庸懒散”上反应积
极，工作严谨，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充
分利用网络平台搜集线索，也为违法违
纪行为的举报和查处工作，开辟了新的
思路。
只是，在此事后半段的处理上却多
少给人留下了一些遗憾。
此事在网络上发酵后，中科院方面
拒绝了媒体关于此事的采访，并“应举
报人要求”， 删除了这一系列的互动微
博，只是在评论区附上了“违法违纪举
报”的链接。
也许， 这起举报查处的事件中，违

纪的情节不算严重；也许，举报人也不
希望这事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此事既
然亮相于网络，进入了公众视线，就已
经变成一起公共事件。
只要举报内容查证属实， 涉事人员
确实被处理了，那么相关信息不妨更透
明一些， 这一方面可以释公众之疑，另
一方面也是对网络平台举报行为的鼓
励，这才是真正的“欢迎监督”的态度。
网络举报之后， 随后的查证处置之
举， 仅仅让举报人满意显然是不够的，
旁边还有那么多“吃瓜群众”看着呢。 要
避免流言四起， 最好的办法就是透明、
再透明一些。

连载

“当你焦虑的时候， 不要尝试去缓
解，你越想解决焦虑，你就会越焦虑。 你
应该去完成你的责任， 完成你有意义的
生活和工作，无视焦虑、接受焦虑。 ”
—张朝阳
——
投 稿 邮 箱 ：whshu ob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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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重教，莘莘学子被恩泽

《传奇楚商李本忠》
肖波编著
长江出版社

“美式橄榄球不是奥运项目，但现在
是美国最顶尖的运动。 日本的相扑不是
奥运项目，印度的板球不是奥运项目。 我
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体育运动， 是被人热
爱的，不仅仅是成绩的热爱，而应该是发
自内心对这种文化的热爱。 ”
—姚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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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本忠一生尊崇儒释道三教，不仅经
常参加汉阳县文庙祭拜、 公谒老师等活
动，连数十年前的塾师曹夫子，都不曾忘
记。 有了经济能力后，李本忠更是不惜银
钱，捐资助学。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正
心在《平滩纪略·序》中有这样的描述:(李
本忠)“修理黉宫，精致巩固”。
这件事情还要追溯至嘉庆十四年
（1809年）。 时任汉阳县知县是江西籍举人
裘行恕，他数次在汉阳县任知县，前后十
余年。 期间裘县令颇有作为：汉阳县县学、
魁星楼、晴川书院、晴川阁，无不缔构一新；
在武昌、汉阳两地民众争夺鹦鹉洲一事中，
上书力请，最终鹦鹉洲隶归汉阳；裘县令
还主持编修了嘉庆《汉阳县志》，推进广学
额、增书院膏火，受到汉阳士绅的广泛好

评。 正是在这一年，裘县令动员民间出资
重修县学和晴川书院。 已届天命之年的李
本忠，积极响应，捐出重资整修了汉阳县学
宫，不惜工本，将学舍修建得结实、精致。
汉阳县广学额一事， 也与李本忠有
关。 方志记载，嘉庆年间，汉阳学风日盛，
读书求功名的学子越来越多，但清廷历年
所定汉阳县的进学名额太少，每科仅有15
名。 而且因为汉口镇商贸繁盛，吸引了众
多外地客商在汉阳县城或汉口购屋常驻，
其子孙在本地攻书，经常冒籍或改籍在汉
阳本地应试，占用了汉阳学子本来就不多
的进学名额。 针对这种情况，官府告示严
禁冒籍。 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汉阳士
绅徐镐倡议，李本忠等20位士绅、儒士联
署，呈禀汉阳县知县裘行恕，请求上书上
宪，增加汉阳县进学名额。 后经获准，增加
汉阳县学额3名至18名。 此举让汉阳的士

人、学子备受鼓舞，此后家乡的学子在有
清一代长期受益。
道光初年，李本忠返回归州治理境内
峡江航道滩险期间，为根治滩害，购买阴
阳山入官封禁。道光八年（1818年），李本忠
共花费钱1270串， 分别在归州建东茅坪、
东湖县三溪铺，各买水田一份，全部捐给
归州，以做学田。 每年合计可收取租钱121
串文， 其中71串用作阴阳山看守等费用，
其余50串全部捐给归州州学丹阳书院，由
州署单独造册贮存，用作归州州学贫困学
子科考之年， 远赴省城参加考试的费用，
以及带队士绅的费用。 李本忠还与州学学
师商议，制定了章程，对划拨州学的50串
文宾兴之资的收取、分派使用、移交等各
环节进行了约定。 此后归州增修的《归州
志·学田》一节，均记载有李本忠义捐学田
事迹。 其助学善举，让归州学子尽受恩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