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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据《新京报 》新媒体报

道，

1

月

3

日上午， 深圳虐

童举报者王华礼被所属家

政服务公司通知解除劳动

合同。

11

天前，王华礼在个

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深圳

市西乡街道女童被家暴视

频， 该视频经网络发酵，引

起热议。 在警方、妇联等相

关单位的介入下，女童得到

了妥善安置，涉事父母被刑

事立案。而举报人因偷窥他

人家中监控并下载后发布，

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被

宝安警方依法作出行政处

罚。

就事论事，虐童举报者

虽然通过曝光的手段成功

处理了一起儿童家暴事件，

但其偷窥行为的危害同样

令人担忧。 入侵监控视频，

是对公民隐私的严重侵犯，

虽然可以偷窥家暴，但也可

以偷窥私密行为，这些都对

公民隐私和网络安全构成

了现实的威胁。警方对其作

出处罚，符合程序正义。 法

律的归法律 ， 道德的归道

德 ， 受到行政处罚的举报

人，其道德并没有被否定。

如果用人单位基于公

司声誉以及顾客信息安全

的考虑，将有此类违法行为

并受到行政处罚的劳动者

解聘，那么这与拒绝“老赖”

等严重违信的员工一样，都

不乏合理性，这也是倒逼员

工守法的制约机制。 不过，

与信用惩戒一样，都需要有

清晰确切的规则形成于前。

所以，深圳虐童举报者因偷

窥受到行政处罚是否属于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的情形，则是严肃的合法性

问题。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九条规定，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此规定赋

予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的自主权，也是用人单位

用得最多的一项权利。但是

这种权利并不是没有限制

的，《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

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

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

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

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

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

劳动者”。这些充分说明，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不仅内

容上要合法 、合理 ，而且在

程序上要经过合法程序产

生。

具体到虐童举报 者 ，

他因偷窥虽然受到处罚 ，

但其行为到底违反了公司

什么样的规章制度 ？ 到底

有没有 “白纸黑字 ” 的规

定？ 对于这些具体的规定，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是否普

遍知情 ？ 这些都应当是确

切的 。 换言之 ， 不能让具

体规定滞后于行为的发生，

要保证规章制度实体的合

法性，防止“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成为“口袋”条款什么

都往里装。如果用人单位确

有这方面的规章制度，那么

举报者被解聘虽然未必合

情，但合法。反之，就是无章

可循， 有权利滥用的嫌疑。

就像当事人举报家暴与偷

窥行为应当桥归桥 、 路归

路一样 ， 其违法与劳动违

规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家政公司此举显然是

为了安抚顾客。 但是，在这

样的时机解聘举报者，无论

如何都谈不上正能量。

◎

木须虫 公务员

八项规定剑锋所指，

不正当的福利逐渐销声匿

迹。 但有的单位也出现曲

解政策、 无限缩紧职工福

利待遇的倾向， 一些领导

干部错误地将八项规定与

职工合法权益相对立， 为

了不惹麻烦干脆来个“一

刀切”， 正常福利一律停

发。 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

与关爱职工、 鼓舞人心、

激励干事创业的福利制度

安排并不相符。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两

办连年发文， 不断明确

“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

的正常福利待遇”， 是对中

央精神的贯彻， 是对曲解

规定的警示。 今时不同往

日， 早已不是“盼着过节

物资打牙祭” 的时代， 大

多数人在意的其实不是过

节福利本身， 而是附着在

正常福利上的归属感。 推

动正常福利回归， 光明正

大将“温暖” 送到位， 恰

是担当作为的表现。

———人民日报 ：《保障

正常福利也是担当》

接二连三发生的未达

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孩子弑

亲的惨案，已向社会敲响警

钟，也对法律空白点、痛点

拉响了“警报”。相对于网络

上求枪毙行凶未成年人的

舆论， 我们该关心的应是，

如何重新构建未成年人犯

罪的事先防御、 事后惩戒、

社会帮教、 特殊教育的体

系。

亡羊必须补牢，一再发

生的未成年人弑亲凶案是

社会的伤疤， 必须曲突徙

薪， 安排下长远的治疗方

案。

———新京报：《

13

岁少

年涉弑亲：惩戒“少年犯”不

能留空白》

还有相当多的一批公

司，与权健有相似之处。 他

们与权健一样，要么打着直

销的旗号干着传销的活，要

么把自己包装成“民族中医

药”的传承人，打着传统医

学的旗号，做着祸害人的生

意。

———钱江晚报 ：《权健

涉嫌犯罪，正义迟早要来》

◎

木木 辑

解聘虐童举报者要有章可循

白

话广州

“

吔

”与“饩”

早几日， 喺荔湾区华贵

路，听到两个阿叔嘅对话。 一

个问：吔咗饭未？另一个答：吔

咗喇，宜家返档口饩鱼……

呢两位阿叔嘅对话 ， 带

出咗两个同食有关， 但宜家

好少人讲嘅粤语用词 “ 吔 ”

同“ 饩”。

“ 吔”粤语读音为

yē

，系

食嘅意思，如吔饭、吔餸、吔嘢

等。其实，喺粤语中，最早呢个

字系一个常用字嚟嘅，因为用

粤语讲“ 食”听起身有啲似蚀

本嘅“ 蚀”。 大家都知啦，广府

人比较讲究好意头，所以就用

古汉字“ 吔”代替食，并且系用

于人，唔用于动物。 但唔知从

几时开始，“ 吔”俾人用作闹人

嘅粗话，如“ 吔屎”、“ 吔蕉”等，

咁大家就少用咗呢个字喇，宜

家一般喺西关等老城区或喺

TVB

旧剧集里面， 间中仲会

听到“ 吔”嘅原意用法。

“ 饩”粤语同音“ 汽”，亦系

一个古汉字 ， 原意有几个意

思：

1.

谷物；饲料。

2.

活的牲口；

生肉。

3.

赠送（ 食物） 。 喺粤语

中，呢个字同“ 喂”有相同嘅意

思，都系指喂食，但喂食嘅对

象唔同：“ 饩”系对动物，如饩

鱼 、饩雀 、饩鸡等 ；“ 喂 ”系对

人，如喂

BB

、喂饭等。但宜家，

“ 饩”字亦慢慢少人讲喇，变咗

唔 理 系 人 定 系 鸡 ， 一 律 讲

“ 喂”。

从呢两个字可以睇出，粤

语中好多字系好严谨嘅，虽然

同一个意思，但对人就用呢个

字，对动物就用嗰个字，唔会

人畜不分。

◎

阿六 律师

市

民论坛

谨防“举报奖2毛”

产生负激励效应

珠

江

瞭

望

新

华时评

38

万公里很远，远到

人类文明从未在月球背

面留下印记；

38

万公里很

近，就在今天，中国在“蟾

宫后院” 折桂！

2019

年

1

月

3

日

10

时

26

分， 中国

嫦娥四号代表人类首次

软着陆月球背面，并通过

“鹊桥” 中继星传回了世

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

月背影像图。

这一刻 ， 世 界 看中

国！

由于自转和公转 的

特点，月球永远只有一面

对着地球。 此前，国际上

仅有极少数环月飞行器

从太空中看到过月球背

面的样子，而由于通信受

限和技术原因，人类此前

从未真正踏上过这片秘

境。 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

落月成功创造了人类太

空探索史上的新纪录。

“天高地迥 ， 觉宇宙

之无穷”，千百年来，从嫦

娥奔月到万户飞天，我们

的祖先不断展现对宇宙

的浪漫想象和探索激情。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

事业，正是亿万中华儿女

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

我国探月工程全 面

启动以来，已经走过了

15

年的时光。

15

年间，从嫦

娥一号拍摄的全月球影

像图，到嫦娥二号首次实

现我国对小行星的飞跃

探测，再到嫦娥三号成功

实现落月梦想……月球

探测工程，成为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

碑，开启了中国人走向深

空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 ，

标志着我国进入具有深

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作为整个探 月工 程

“绕、落、回”三步走战略中

第二步的关键组成 ，嫦娥

四号的一小步，无疑是整

个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的

一大步。 月球背面比正面

更为古老。 嫦娥四号探测

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

极

-

艾特肯盆地内的冯·

卡门撞击坑内，其物质成

分和地质年代具有代表

性，对研究月球和太阳系

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

值，嫦娥四号任务为中外

科学家提供了更多太空探

索的机会。

“踏上月球背面，已经

是好几代科学家共同的梦

想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叶

培建动情地表示，“落月是

整个任务最关键阶段，充

满了风险、未知和挑战。探

月工程各项任务的连续成

功， 开启了中国人走向深

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

类福祉的新时代。 ”

宇宙到底有多大？ 这

是人类秉承探索发现的天

性不断追寻的问题。 在发

现未知地带的征程中，中

国航天人将不畏艰苦、不

断创新， 奏响探索宇宙的

新畅想。

◎

陈芳、胡喆 新华社记者

这一落，怎么想象都不过

春运抢票难， 部分外

来工却有意外惊喜：“春运

期间

1500

名外来工可免费

乘粤运快车返乡 ”（《羊城

晚报》

1

月

3

日）。 虽然免费

赠送的车票有限， 但企业

的善举既暖心又有着很好

的示范意义， 给寒冷的天

气增添了几分暖意。

关于天气，“广东新修

订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雷

雨大风预警仅

3

个级别 ”

（《广州日报》

1

月

3

日），有颇

多亮点。 其一，雷雨大风预

警级别仅三个层次， 更清

晰；其二，“热带气旋”改称

为“台风”，更通俗；其三，

极端天气达到一定预警级

别时，“建议停课”改为“应

当停课”，家长便可自行掌

握，不必等学校发通知。

关于极端天气 ，去年

的“山竹”令人印象深刻。

值得关注的是，“中山公安

图片《最美逆风者》被国家

博物馆永久收藏 ”（《广州

日报》

1

月

3

日）， 该图片显

示的只是一群民警在风

中的背影，但反映的内容

却很丰富。 民警为了群众

安危迎难而上的精神，打

动了无数网友。

风平浪静的日子里 ，

民警也不能闲着 。 你看，

“东莞男子参加完朋友生

日

KTV

， 驾车等红绿灯时

呼呼大睡 ”（金羊网

1

月

3

日）。 幸亏交警及时赶来，

将其叫醒。 经酒精测试，

竟是醉驾！ 胆子不小。 真

的要感谢交警啊，否则坐

牢虽可免，性命可真悬。

喝酒误事 ，不只是体

现在开车上。 比如，“深圳

一女童商场被强行抱走 ，

被拦后男子自称开玩笑 ”

（金羊网

1

月

3

日）。 当事男

子的确不是坏人，但因为

饮酒， 导致行为异常。 此

前，他就因“行为异常”接

受过专门治疗。

行为异常导致的不法

行为，确实不大好处理。再

举一例，“湖北女子在深圳

打工失忆后结婚，

15

年后

发现涉重婚”（澎湃新闻

1

月

3

日）。女子因工厂火灾，

跳楼逃生时昏迷， 然后就

失忆了。 由于当年她的身

份证是假的， 于是就以假

当真了， 根本不知自己有

老公有女儿。不过，由于重

婚罪是自诉案件， 且需是

“主观故意”所为，因此对

她治罪的可能性很小。 问

题是， 哪个老公才是合法

的呢？ 这是个问题！

◎

王川 教师

女子失忆后重婚该怎么处理？

点

击广东

消费者贾某某购买

2.02

元过期食品后向山东济南某区

食药监局举报， 食药监局对销

售食品的超市没收违法所得

2.02

元并罚款

5

万元， 向贾某

某支付了

2

毛钱作为奖励。 贾

某某认为奖励款少了， 将该区

食药监局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

裁定贾某某败诉。 近日， 济南

中院二审判决， 至少应奖励贾

某某

2000

元 ， 责令某食药监

局重新奖励 （澎湃新闻

1

月

3

日）。

举报商品市场中的假冒伪

劣现象， 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

利， 也是公民协助政府管理市

场秩序、 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

的一种责任担当 。 “举报有

奖” 无疑是对公民履行监督之

责的正向激励。 但是透过济南

某区食药监局对举报人给予的

“

2

毛钱 ” 奖励 ， 人们不但感

受不到这种正向激励， 反而有

一种被嘲讽的异样感觉， 这不

能不说是对公民监督权的不

敬。

在市场交易基本以 “元 ”

作为基本单位的当下，

2

毛钱

不足挂齿； 即便在小商小贩云

集的农贸市场，

2

毛钱也通常

会被摊贩当作零头舍弃掉。 济

南某区食药监局却拿来 “奖

励” 举报人， 简直让人不知今

夕何夕 。 的确 ， 价值

2.02

元

的过期商品标的太小， “按案

件货值金额的

10%

给予奖励 ”

可不就是区区

2

毛钱嘛！ 可就

是这样一个货值

2

元的违法所

得， 食药监局却对商家罚款

5

万元。 罚没款项 “顶格处置”，

奖金数额 “从 轻发 落 ” ， 这

“一重一轻” 让举报者情以何

堪！

当然， 食药监局作出 “奖

励

2

毛” 的决定有自己的所谓

依据。 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和财政部

13

号 《奖励办

法》 制定出台的 《济南市奖励

办法》， 其第十条第一款的确

有 “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 按

案件货值金额的

10%

给 予奖

励” 的规定。 但是， 这种奖励

比 例 早 已 成 为 “过 去 时 ” 。

2017

年

8

月

9

日， 国家食药监总

局和财政部已对

13

号 《奖励办

法》 进行修订， 并公布实施了

67

号 《奖励办法》， 同时废止

了

13

号 《奖励办法》。

67

号 《奖励办法 》明确作

出了 “一般按涉案货值金额或

者罚没款金额的

4％-6％

（含 ）

给予奖励。 按此计算不足

2000

元的 ，给予

2000

元奖励 ”的规

定。由此解读，举报过期食品的

消费者贾某某， 理当获得不低

于

2000

元的奖励。 尽管《济南

市奖励办法》 没有被当地明令

废止，但鉴于其所依据的原

13

号《奖励办法》已被停止执行，

故地方相关规章制度的合法性

便不存在。何况，当上下级部门

文件发生冲突时， 应以上级部

门规范性文件为准。

“奖励

2

毛”， 涉嫌漠视公

民监督权， 如果听之任之， 必

然会产生反向激励效应， 挫伤

当地公民举报假冒伪劣商品的

积极性。 人们欣慰于二审法院

的拨乱反正， 更期待济南某区

食药监局的反思改过。

◎

张玉胜 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