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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饭店吃饭，有一道菜有
些欠火候，做东的那位说：“我喊
服务员过来，请厨师重做。”同桌
的几个人都说，还是算了吧，让他
们重做，有可能会吃到厨师的口
水。有一位甚至说，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厨师，重做饭菜时厨师吐口水
的事不稀罕。

我对此始终是半信半疑的，直
到前几天网上看到一个厨师吐口水
的视频，才相信这样可恶的事真的
会在后厨发生。

事情发生在5月10日，陕西西
安的郑先生一家去名叫苏福记的饭
店吃饭，由于感觉有道菜口味偏
重，提出重做一份。随后，郑先生
称在重做的菜里吃出了烟头，要求
查看后厨监控，发现厨师不仅不戴
口罩炒菜，还朝着炒菜锅吐口水，
还有的厨师擦鼻涕打喷嚏。

视频铁证如山，不料涉事厨师
却辩称，最近咽炎犯了，闻到油烟
味不舒服，口水没有吐到锅内，而
是吐在了地上。突破做人做事的底
线，绝对不能容忍。涉事苏福记所
处的城市立方文化体育综合体通过
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称已
在第一时间责令该商户停业整顿，
并对当事厨师进行严肃处理。同
时，雁塔区市场监管局已责令关停
该店，并将做出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的处罚。

一个厨师被揪出来，难免还有
厨师会继续吐口水。要从根本上

“锁”住厨师的口水，我们必须既
拔“毒苗”，又除“土壤”，坚持惩
治和预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推
进、自律与他律相统一，构建厨师

“不敢吐”“不能吐”“不想吐”的长效机制。
加大惩罚力度，让厨师“不敢吐”。近些年虽然整治

食品安全工作力度很大，但食品安全事故依然时有发生，
餐饮行业的奇葩新闻屡屡登上热搜。这与由于食品安全
违法成本太低，对有责任的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的处罚不
狠不无关系。对于厨师往菜里吐口水这样的事件，光靠
媒体曝光、舆论讨伐远远不够，不妨建立餐饮服务人员
黑名单制度，将各种违法肮脏行为都计入餐饮服务人员
的征信系统，背负污点的餐饮服务人员视情节轻重，让
其多年无法甚至终生不得再从事餐饮行业的工作。

强化社会监督，让厨师“不能吐”。厨师之所以敢
向炒菜锅里吐口水，是自认为躲进后厨成一统，外人不
知道他的龌龊行为。破解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
手段“明厨亮灶”，打造厨餐隔断、制作透明、视频网
络实时监控的安全厨房，让每一家餐饮企业、每位餐饮
服务人员的每一个操作细节都通过窗口、视频等媒介清
晰地展现给所有餐位的消费者，让大家共同监督。另
外，厨师是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加工的从业者，餐饮企业
应该让厨师在工作时间佩戴口罩。

完善管理制度，让厨师“不想吐”。厨师向菜里吐
口水，有时是感觉自己的烹饪技术受到质疑，让同事看
到，面子上挂不住；有时是因为饭菜重做，可能会被扣
罚奖金，心中有气。这就需要餐饮管理者进一步完善制
度，让管理更加人性化。俗话说，众口难调，饭菜不合
顾客胃口，也要客观分析原因，不能一味将板子打在厨
师身上，更不能一罚了之，让厨师轻装上阵，坦然面对
顾客退菜换菜的要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顾客去餐馆吃饭是去享
受的，不是去添堵的。希望各方发力，让餐饮企业饭菜
里不再有口水、烟头、老鼠屎、苍蝇，大家也就不必再
为这样的新闻事件打“口水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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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坠物事件频发，令人心惊胆战。广东高院发布
涉高空抛物十大典型警示案例，其中，“中山一男子高空
扔菜刀虽未伤人被判3年”令人关注。该案最大警示意
义在于，未伤人但行为恶劣，同样受到刑罚，大大增强
法律威慑力，打消部分人的侥幸心理。（5月17日《信息
时报》）

在人们印象中，高空抛物只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
损失，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广东高院发布涉高空抛
物、坠物十大典型案例中，被告男子将啤酒瓶、菜刀等
危险物品从高空抛下，尽管没有伤到任何人，但最终被
判刑3年。可以说，此案例开了严刑峻法严惩高空抛物

“黑手”的好头，具有样本和示范意义。
高空抛物关系到民众“头顶上安全”。高空抛物一旦

击中行人，轻则伤，重则亡，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5月11日，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望海汇景苑
小区又发生一起高空坠物事件，两瓶洗护用品从高空坠
落，砸中一名 6 个月大的女婴，致其头骨骨折生命垂

危。因此，高空抛物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必须防患于未
然，严刑峻法加以遏制。

近年来，各地因高空抛物致死致伤的悲剧频频发
生，“高空抛物入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此，最高人
民法院日前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
件的意见》，将高空抛物行为入刑从重处罚，对故意高空
抛物致人重伤死亡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最高可判
死刑。然而，由于大部分高空抛物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或只是财产损失，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会被追究刑
事责任，这样就很难起到震慑作用。在“不会砸到人”
的侥幸心理作用下，加上违法成本较低，作恶者的“黑
手”就难以扼住。

从法理上讲，故意高空抛物特别是抛弃菜刀、剪子
等危险物品，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即便没有造成伤人等
严重后果，依法也可以追究作恶者的刑事责任。但司法
实践中，高空抛物未伤人，几乎没有被追究刑责而判刑
的。广东这起高空抛物典型案例，即便没有伤人，也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应该说，
动真格严刑峻法具有强大威慑力，该案是一堂生动警示
教育课，警示一些有高空抛物的冲动者赶快缩回“黑
手”，否则也有可能“摊上大事”，当被追究刑责“蹲大
狱”再来后悔就迟了。

此外，有不少高空抛物是“熊孩子”的恶作剧。而
未成年人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怎么才能有效约
束“熊孩子”高空抛物呢？笔者认为，对“熊孩子”首
次高空抛物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应由家长等监护
人代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再次实施的，不仅要承
担赔偿责任，还应由监护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才能敦
促监护人管好自己的“熊孩子”，及时制止危害公共安全
的恶作剧。

“高空抛物未伤人获刑”案例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各
级各地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参照，要通过严刑峻法严惩
高空抛物行为，一举扼住伸出窗外的高空抛物“黑手”，
切切实实呵护好民众“头顶上安全”。

“高空抛物未伤人仍获刑”是堂警示教育课
□丁家发

高空抛物事件频发，令人心惊胆战。为此，广东高
院发布涉高空抛物十大典型警示案例，其中，“中山一男
子高空扔菜刀虽未伤人被判3年”，该案最大警示意义在
于，未伤人但行为恶劣，同样受到刑罚。可见，无论是
无意，还是有意，都让行为人付出法律代价，会大大增
强法律威慑力，打消部分人的侥幸心理。（5月17日《信
息时报》）

“高空抛物未伤人也判刑”，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判
决。从“后果”来看，这起“高空扔菜刀”事件，确实
没有任何后果，没有砸到人，更没有伤到人。没有造成

“后果”并不意味着没有“隐患”。之所以没有造成“后
果”，是因为幸运，幸运的是，正好没有人从此路过。假
如说，“高空扔菜刀”的时候，恰巧有人从此路过，会是
什么结果？

有人说，没有造成“后果”，却被判处了3年徒刑，
这“高空扔菜刀”的主儿也真够冤枉的。其实不然，我
们需要看看“高空扔菜刀”的性质。一方面是，“高空扔
菜刀”是故意的行为，不管这种故意背后的原因是什
么，都是不能被宽容的；另一方面是，“高空扔菜刀”的
危险性十分严重，从高空扔下来的不是垃圾，不是塑料
袋，而是一把菜刀，菜刀一旦落到人的头上，后果可想
而知。因此，“高空抛物未伤人也判刑”是十分必要的处
罚手段。

高空抛物成为了一种恶习，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有
的是心情不好，夫妻吵架，想发泄一番，于是两口子吵
架出现的高空抛物事件不少，一气之下，什么都可以从
高空抛下来，枕头、衣服、木板、花瓶，都是发泄的对
象；有的是无心之举，比如没有管好自己家的孩子，不
懂事的小孩子把高空抛物当成了乐趣；有的是东西管理

不善，将花盆、菜刀等物品放置在阳台上，东西自己飘
落了。可是，不管原因是哪一种，高空抛物造成的伤害
都是极其严重的。有的砸烂了楼下的车辆，有的砸伤了
过往的路人，有的甚至因此死亡。“悬在高空的危险”成
为了每个人“头顶的一把刀”。

高空抛物有个治理的难点，寻找“肇事者”不太容
易，有的时候根本就无从查起。为此，不少地方为了保
障受害者的利益，实施了“株连式处罚”，找不到“肇事
者”，整栋楼的居民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应该说，这种
做法确实保障了受害者的利益，问题是这是真正的公平
吗？谁的错谁担，才是公平的要义。治理高空抛物关键
在法律处罚上提升打击的标准，不能总是“出了事情才
查处”“造成伤害才处罚”。

“高空抛物未伤人也判刑”具有震慑作用。不管你
造成或者是没有造成所谓的“后果”，只要你的行为

“有可能造成后果”就严厉打击。如此一来，想必也就
能治理好高空抛物了。治理高空抛物，不能总是隔空喊
话，法律的手狠点不为过。跑赢后果的“恶”才是法律
的“善”。

治理高空抛物就该告别隔空喊话
□郭元鹏

浙江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日前审议通过的《浙江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规定，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及搭载人应当佩
戴安全头盔。条例明确
指出，互联网电动自行
车租赁企业未按规定提
供安全头盔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处以警告，可以
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

新华社发

立法管理

日前，湖南省政府发布文件，提出
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对依规退
出的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给予
一定补偿，对禁食后停止养殖的在养野
生动物进行妥善处置，并公布了养殖户
退出补偿及动物处置方案。这是地方
首次明确给出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补
偿资金安排。（5月17日澎湃网）

自疫情暴发以来，所有野生动物交
易均被叫停，而在“全面禁野”政策发布
之后，食用野生动物的养殖、交易等均
为非法行为，各地现存的养殖野生动物
面临退出难题。由于很多项目属于地
方政府扶持、鼓励类型，甚至属于扶贫
项目，养殖户的资本投入较大，一旦退
出就会造成前期投入无法收回，甚或因
遭遇亏损，而沦为贫困户。可见，给予
养殖户合理的补偿，有助于解决退出问

题，推进“全面禁野”工作的落实，也是
在为养殖户纾解困境。

目前，我国各地人工饲养繁殖的
野生动物种类多达几百种，龟鳖类、
毛皮动物、蛇类、鹿类、鳄鱼类、蛙
类等养殖业已形成规模，食用动物产
业的从业者约 626.34 万人，创造产值
1250.54 亿元。在禁野名录发布之后，
大量禁养野生动物遭到“冻结”，继续
养殖又非法、又花钱，给养殖户造成
巨大经济损失，部分养殖户被迫弃
养、减少投食，诱发养殖野生动物的
大量非自然死亡。

以近年来渐为人知的竹鼠养殖为
例，在原农业部等七部门2014年发布
的一份特色产业增收工作实施方案
中，竹鼠就被列为滇西边境片区可因
地制宜发展的特种养殖。到2017年以
后，在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
地，竹鼠养殖作为脱贫致富项目也得
到政府扶持。根据相关统计估算，单
就广西而言，目前约有10万竹鼠养殖

户，竹鼠养殖存栏量 1800 万只左右，
年产值保守估计达28亿元以上。

由此可见，每一个面临退出的野
生动物养殖产业，均牵涉到大量养殖
户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置不当的话，
就会衍生出失业、返贫等严重问题。
因此，基于环境保护、社会利益与经
济利益综合考虑，应尽量减少养殖户
的损失和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采取
多措并举的方式，解决养殖食用野生
动物的存量问题，其中退出补偿是非
常重要的环节。

需要认识到，退出补偿标准并未
实现成本全覆盖，只是解了养殖户的
燃眉之急，相当于投资止损，给养殖
户吃了“定心丸”。最关键的步骤，则
是尽快筹集财政资金，落实退出补偿
金，让养殖户有序依规退出，妥善安
置存量养殖野生动物，避免造成大量
动物死亡。同时，各地要抓紧研究养
殖户的转型、就业问题，防范返贫现
象，以保障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

退出补偿机制为野生动物养殖户托底纾困
□ 江德斌

近日，四川省、重庆市旅游景区
分别面向重庆、四川籍游客推出免费
门票优惠措施。四川面向重庆游客
提供50万张免费门票，门票包含峨眉
山、乐山大佛、三星堆博物馆、西岭雪
山、巴山大峡谷等 100 余个国家 5A、
4A、3A级旅游景区。同时，四川省21
个市（州）对重庆游客均有不同程度
的优惠政策。（5月17日澎湃新闻）

消息一出，四川省、重庆市两
地的网友欢呼雀跃，有些人已经按
捺不住，开始选择旅游目的地，积极
准备旅游攻略了。而四川、重庆之外
的网友，则纷纷表达自己的“羡慕嫉
妒恨”之情，期待着自己所在的省市，
什么时候也能够和其他省市来一个

“免费互游”，让自己也能够享受到免
费游览一些名山大川、著名景区景点
的福利。

以前国内也经常出现甲地的景
区景点，对乙地的游客免费或门票优
惠的事情，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
多乙地的游客到甲地来旅游，从而推
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
举措一方面往往是单向的，也就是甲
地景区对乙地游客免费或优惠，但是
乙地的景区并不对甲地的游客免票
或优惠；另一方面，这一举措往往是
临时性的，比如只是在旅游淡季的
时候执行，政策持续时间也比较短
等等。

而这次四川和重庆推出的“免费
互游”政策，不但是双向的，体现了礼
尚往来的原则，而且持续时间也较
长。根据媒体的报道，部分四川A级
景区在两年内都会对重庆籍游客免
费开放。这次川渝两地“免费互游”，

当然有两个地方在原来行政区域、地域关系上的“历史
渊源”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为了促进两地旅游业和旅
游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旅游行业和旅游经济遭受新
冠肺炎疫情重创之后，这样的政策也就显得更有必要。

即便不是为了非常时期振兴旅游经济，两地乃至
多地的“免费互游”，也是对传统门票经济的一种颠覆，
在让利于民的同时，必将激发全国公众的旅游热情，释
放旅游经济的潜力。

近年来，围绕旅游业的门票经济，我们进行了诸多
的反思，屡屡上涨的景区门票也曾经备受诟病，被认为
是阻碍旅游经济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那么不同地方
之间的“免费互游”，可以视为对门票经济的一种变革，
如果通过这样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证明比传统的门票
经济更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旅游经济的
壮大，则就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逐渐告别门票经济，让
旅游业进入一个门票低价乃至免票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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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19名电商主播获得了浙江省义乌市人力社保
局颁发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成为全国首批

“持证上岗”的职业主播。
受人社部委托，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近日发布了

《关于对拟发布新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新增10个
新职业。其中，在“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直播销售
员”工种。而“直播营销员”即是人们口中的“带货网红”。

近年来，电商直播风起云涌，众多明星、网络红人通过
直播推荐商品，观众“一键下单”。“网红带货”方便快捷，
有互动效应，颇受欢迎。

然而，“网红带货”也出现了乱象，消费者投诉持续攀
升，行业鱼龙混杂，数据造假严重。中消协日前发布的《直
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称，“网红带货”
存在问题，六成消费者担心商品质量问题，超过四成消费者
担心售后问题。不少消费者认为，直播带货中“夸大其词”

“假货太多”“货不对板”等问题比较突出。
“直播带货”作为新兴业态，由于对相关主体定位不清

晰等原因，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管难点，表明“直播带
货”需要规范。随着直播行业的不断发展，对从业人员的技
能要求也越来越细化。若想让行业健康发展，必须加以规
范，否则，很容易跑偏。

其实，“带货”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出现问题，
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可见，让带货人具备一些基本能力，对
商品也要严格把关很有必要。而新增“直播销售员”工种，
让其“持证上岗”成为职业主播，或将其所带货的资质等
进行核查，必将使行业更规范，功效更显著，走向良性发
展之路。

“持证上岗”
让“直播带货”走向规范

□ 刘天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