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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革除吃“野味”的陋习

截胡 防疫口罩被问责
警醒了谁

“

”

□ 秦川
书记免职！市长撤职！云南大理违法征用口罩
事件有了新进展。云南省纪委省监委依据有关规
定，
决定对 5 个单位、
8 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
“情节恶劣，性质严重，严重干扰了全国防疫工
作大局，严重破坏了防疫工作纪律”，应该说相关部
门对该事件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严厉的，受到
了舆论好评。
有权必有责、
有责要担当、
失责必追究。在疫情
防控的紧要关头，雪中“劫”炭，被追问后还振振有
词、苍白辩解，令人错愕。无视战“疫”大局，漠视国
家法律，本位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
出，被依规问责并不冤枉。同时，这也为那些不讲党
纪国法的部门敲响了警钟。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
防控”。以红头文件形式扣押征用途经大理的外省
市防疫口罩，本质上就是违法行为。特别在当下，以
冠冕堂皇的名义行违法之实，
更该被处理。
在疫情防控中，
“截胡”流经当地的口罩等物资，
毕竟只是少数极端案例。但本位主义、
形式主义、
官
僚主义等病症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突破法律底线
的过火行为，时有发生。比如，从野蛮封路到铁栏封
门，
从辱打居民到毁坏民众财产……都备受诟病。
疫情防控的过程是普法的过程，也是提升法治
能力的过程。工作越是千头万绪，越需围绕法治主
线来推进，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
提高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水平。
心中有敬畏，脚下有分寸。当下，疫情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仍需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
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在防控中积累经
验，
在工作推进中夯实法治基础。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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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华尔街日报》发表涉种族歧视的文章
标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4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面对恶意侮辱抹黑，中国不做“沉默的羔
羊”。据报道，
20 日，
53 名《华尔街日报》在华员工联
名发邮件致该报管理层，要求修改此前发表的《中国
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文章标题，并向被冒犯者道歉。
邮件中写道，
“这并非编辑独立性的问题，也不是新
闻报道和评论之间划分的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标
题，它深深地冒犯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人。
”但
《华尔街日报》发言人 22 日表示该报的立场未改变。

该通告无效。
——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报道，昨日下午武
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第 18 号）
称，此前的 17 号通告系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
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现宣
布该通告无效。对此，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
评处理。据悉，24 日上午，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第 17 号通告，加强进出武汉市车辆和人员
管理。通告对出城人员管理作出明确：因保障疫情
防控、城市运行、生产生活、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
须出城的人员以及滞留在汉外地人员可以出城，但
要坚持错峰出城、分批实施，适时安全有序原则。

从源头上消除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筑牢法
制屏障。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决
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
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
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
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也很关键。决定规定严
厉惩治非法食用、
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
对违反野
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
猎捕、
交易、
运输、
食用野生动物的，
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
重处罚。疫情发生以来，
各地公安机关迅速行动，
短时间内立案侦办涉野生动物刑事犯罪 209 起、
行政案件473起,打击违法犯罪人员690人。非常
时期当有非常之举，
如何将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
法交易常态化、
机制化，
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
教训，
在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等环节持续发力。
管住嘴，需要正其心。革除吃“野味”的陋
习，需要加强法治约束，也需要在生活观念和
消费习惯上来一场革命。人类与野生动物如
何相处，法律提出了人类行为的负面清单，而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在敬畏自然、
敬畏生命方面有更深刻的反思、更切实的行
动。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不
仅是抗疫时期的社会共识，也应是我们始终坚
守的信条。疫情终会过去，绝不能好了伤疤忘
了疼！
(相关新闻见 A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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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清华大学首次启动
全校性大规模实时、互动、异地、分散的在线课堂教
学。95 岁的张礼和 32 岁的胡嘉仲联手开设“量子
力学前沿选题”在线云课堂。为讲好“前沿”，张礼一
直在和时间赛跑。他曾分享了每日的作息：早上五
点，起床看文献。没课时，就到清华高等研究院办公
室，继续读文献，每天至少 8 个小时，有时连周六也
在忙碌。

面对恶意侮辱抹黑，中国不做“沉默
的羔羊”。

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一决定，释放出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的强烈法治信号。
有研究表明，当今人类新发传染病 78%与
野生动物有关或者来源于野生动物。滥食野
生动物，不仅会带来健康隐患，对公共卫生安
全也造成巨大风险，最终伤害的往往是人类自
己。深刻的教训、沉重的代价，一次次敲响警
钟：
“ 病从口入”绝不是开玩笑。
“ 天上飞的，地
上跑的”，各种野生动物本应“万类霜天竞自
由”，
不应成为人类“舌尖上的美味”。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些地方之所以
滥捕滥食“野味”现象屡禁难止，除了“吃野味
进补”等错误观念作祟之外，法制不完善、执法
不严格、监管乏力等也是重要因素。我国是世
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自然分
布的脊椎野生动物达 7300 余种，然而野生动物
保护法保护管理范围较为有限。此外，野生动
物非法交易利润高、违法成本低等问题也很突
出。这些导致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存在较大灰
色利益空间，
一些人为牟利不惜铤而走险。
用法治革除吃“野味”的陋习，完善立法、
及时“补缺”是当务之急。目前，野生动物保护
法、动物防疫法的修改完善进程正在提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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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如果有一天，脑子不行了，看不懂，
也讲不懂，那我就投降。可没到那一步，
我绝不放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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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企业之间的“共享员工”模式，
是山东创新的又一“实招”。在山东乳
山，经过人社部门的沟通协调，受疫情
影响暂时无法开业的海天集团与一线
加工工人短缺的福喜农牧发展有限公
司达成合作。
海天集团共向福喜农牧输出200多
名员工参与到食品加工工作中，在此期
间，
这批员工的工资和社保由福喜农牧承
担，
海天集团则为员工提供一定的工作补
助。
“这不仅缓解了企业急需用工的难题，
职工在此期间的待遇也有了提高，
实现了
多方共赢。
”
福喜农牧相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点评：共享员工，
抱团取暖，
最终实现共赢。这一经
济模式有效节约社会成本，
不仅仅是疫情期间的权宜之
举，
可以预料其将会在今后得到推广。 ——上官春岸

南医大女生被害案告破
技术进步离不开警方坚守
我们有理由
也有信心相
信，
随着刑侦
技术水平和
手段不断提
高和进步，
公
安机关对侦
破悬案的锲
而不舍，
“南
大碎尸案”等
悬案一定能
够早日告破。

女大学生林某在教学楼晚自修时遇害，
之后
她的尸体被藏进了下水道……1992 年 3 月 24
日，
发生在原南京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的这
起女大学生遭奸杀一案曾在南京轰动一时，
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28 年过去了，该案终于有了结
果。2 月 23 日晚，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
安南京”
发布消息称，
目前该案告破，
嫌疑人麻某
某已被抓获。
（2 月 24 日《现代快报》）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从
来不会缺席，尘封 28 年的原南京医学院女大学
生遭奸杀案告破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随着 28
年前
“南医大女生被害案”
的告破，
逍遥法外的罪
犯将被绳之以法，接受法律制裁，亡者在天之灵
和家属的伤痛也将得到告慰。
近年来，
“白银连环杀人案”
“南医大女生被
害案”等一起又一起尘封多年的陈年旧案、
悬案
相继告破，
直接原因无疑得益于科技的发展和公
安机关现代刑侦科学技术的进步，
DNA-Y 染色
体和 Y-STR 检测为案件告破立下汗马功劳。
随着
“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
的全覆盖，
公民指纹
数据库和公民 DNA 数据库的建立与扩容，人脸
识别技术的应用等，
为多年前在当时不具有告破
条件的悬案提供了告破条件。但是，也要认识
到，
“白银连环杀人案”
“南医大女生被害案”
等陈
年旧案、
悬案相继告破，不完全是技术进步的胜

□ 何勇

利，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公安机关和一代又一代
公安民警对侦破陈年悬案的坚守和努力。
由于当时刑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导致不少
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大案件没有告破，成为悬案。
引起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没有及时告破，
公安机
关和负责案件的民警其实背负着巨大压力。如
果警方和办案民警在当年没有坚持住对案件真
相的寻求，
没有顶住压力，
而是找替死鬼，
制造冤
假错案，那么也就等不来今天的真相大白。而
且，如果没有当年办案民警详实的现场勘查、
完
整保留证据、
不断安排警察追踪，就算技术不断
进步，案件仍将是悬案。所以，我们有理由也有
信心相信，
随着刑侦技术水平和手段不断提高和
进步，
公安机关对侦破悬案的锲而不舍，
“南大碎
尸案”
等悬案一定能够早日告破。
事实上 28 年前的
“南医大女生被害案”
以及
更多陈年旧案、
悬案相继告破，还向社会传递出
积极信号。一方面，让社会大众对公安机关、
社
会治安、
公共安全和法治多了一份信心，能够直
接增强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另一方面，
对
那些仍在潜逃的罪犯和潜在的有心违法犯罪之
人则是一种警示：
潜逃罪犯被追拿归案只是时间
问题，早晚会被抓获，公安机关现在具有足够的
技术手段和能力侦破、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违法
犯罪分子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