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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案推动法官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完善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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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病毒溯源

中国坦诚坦荡

热

点观察

民

生视角

“刷身份证亮健康码”模式应推而广之

“老人遗产赠友”传递正能量

点

击广东

上至上级的各种完美

要求， 下至个别群众的不

合理诉求， 可称之为对基

层的“完美主义”的绑架。

基层希望给上级留下良好

印象，本来是正常的追求。

但是，完美可以追求，却不

能够苛求。 一旦过于苛求

完美， 就会异化为追求形

式， 乃至变成不惜成本的

倾情“表演”。

———中国青年报：《表

演“完美”也是形式主义》

一项面向中小学生的

活动是“研学活动”还是竞

赛， 从活动的具体组织形

式、 内容不难辨识———只

要需要进行测试， 并对成

绩进行排名，评定奖项，就

属于带有竞赛性质的活

动。鉴于此，社会当警惕违

规奥赛“换马甲”复活，监

管部门也要保持“在线”，

依法严查， 取缔违规组织

的变相竞赛活动， 别让已

降温的竞赛热“回温”。

———新京报：《警惕违

规奥赛“换马甲”复活》

加多宝与王老吉直到

2020 年 6 月仍在为“怕上

火就喝加多宝”打官司，国

家知识产权局还曾发现有

些初具规模的科技创业公

司竟然没有申请过知识产

权，专利、商标处于“裸奔”

状态。商标法实施快 40 年

了， 中国企业应当赶紧补

知识产权这一课。

在此还想给中国红牛

提个建议： 只有掌握在自

己手里的东西， 才能成为

核心竞争力。 泰国的红牛

商标虽然响亮， 但哪怕再

用 30 年， 也还是别人的。

与商标相比，中国红牛 20

多年积累的生产能力与渠

道关系才是真本事。 这些

遍及中国大江南北的渠道

能卖红牛，也能卖中国“战

马”。

———经济日报：《喂别

人的红牛， 不如养自己的

战马》

◎

木木 辑

1月12日，湖南高院女

法官周春梅因拒绝同乡

“打招呼”的请托，惨遭杀

害。周春梅遇刺后，中央政

法委、最高法、最高检接连

发声，表明态度：法治社会

绝不允许司法权威受到暴

力挑衅； 暴力不能撼动正

义；正义永不低头。最高检

表示，“春梅，公诉席上，我

们必定替你讨回公道！ ”

（《新京报》 新媒体1月13

日）

法袍染血，春梅凋零，

痛彻人心！ 这是继去年11

月哈尔滨法官郝剑遇害

后， 又一起法官被行凶者

杀害的恶性事件。近年来，

法官因依法履职而遭受当

事人侮辱、诽谤、威胁、恫

吓甚至伤害的现象并不鲜

见。 从广西陆川退休法官

傅明生、 北京昌平女法官

马彩云，到最近的郝剑、周

春梅， 一个个正义守护者

因依法履职而倒下， 令人

痛心而愤慨。

凶手必遭严惩， 但我

们更需从制度上进一步强

化对法官人身安全的保

护。2016年，中办与国办印

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

行法定职责的规定》，明确

规定对干扰阻碍司法活

动， 伤害司法人员及其近

亲属的行为， 要依法迅速

从严惩处；2017年，最高法

发布相关实施办法， 进一

步完善法官、 审判辅助人

员依法履职的保护机制。

但连接发生的惨剧提

醒我们， 保障法官人身安

全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

会毕其功于一役。一来，制

度有进一步动态完善的空

间；二来，落实到位才是关

键。正如“中央政法委长安

剑” 刊文所言，“别把这起

悲剧当成一个不可控不可

防的突发事件， 把保护网

织得密些、再密些，把那些

纸上条款落实得严些、再

严些。 ”

应当承认， 类似案件

有一定偶然性， 给人防不

胜防之感。 但实际上并非

完全不可防。 因为许多恶

性事件在发生前， 多少会

表现出一些苗头。而且，类

似案件也有一些共性，比

如施害者法治观念淡薄，

性格存在缺陷， 或者言语

中有威胁行为。本案中，犯

罪嫌疑人向某与周春梅系

同乡、校友关系，据周春梅

丈夫称，向某“过得不好，

离婚了， 可能被仇恨冲昏

了头脑”。

防备这类人， 既需要

法官提升自我防范意识，

更需要建立健全法官伤害

风险评估预警系统， 在发

现苗头之前就将风险控制

住。 对于潜在行凶者通过

语言、 神情等显露的危险

信号，不能轻易放过。2017

年7月，在首届中国法官协

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全

体会议上， 最高法院院长

周强指出： 要建立健全风

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人身、

财产、 住所安全受到威胁

和侵害的法官及其近亲属

及时提供救助。

正义不能蒙尘， 法袍

不能再染血。 但愿周春梅

遇刺牺牲案， 能成为进一

步推动法官人身安全保护

制度完善的新起点。

◎

陈广江 媒体人

新闻话，广州13条国家级

传统村落而家已经全部完成

咗挂牌工作。 呢几年，广州喺

盘活古村落上边不遗余力，好

多村落已经初见成效。

呢啲古村落，大大话话都

有几百年嘅历史，最特别嘅就

系岭南特色古建筑。 好似小洲

村，就有岭南地区好少见嘅蚝

壳屋。 呢13条村落，我谂可以

分为几类进行推广。

第一，利用古建筑重现当

年村落生活。 聚龙村、沙湾北

村、钟楼村呢啲，佢哋喺开村

嗰时就已经好有规模，啲古街

古屋非常齐整。 沙湾北村就有

体现沙湾古镇风貌嘅车陂街；

从化嘅钟楼村仲有城墙、护城

河同埋炮楼。 一旦重现当年盛

景，呢种穿越就好有新鲜感。

第二，发展特色村落经济。

小洲村、大岭村、深井村呢啲水

乡水道， 可以营造商业文化氛

围，做成悠闲游嘅古村。 小洲村

就好有代表性，佢嘅古码头、古

商业街、古桥、古树、古溪，已经

吸引咗好多人前嚟打卡。 而喺

广州周边嘅村落， 除咗利用农

耕项目吸引市民嚟体验， 仲可

以改造或打造成新建筑， 串联

起旧有岭南特色建筑， 构建人

文、生态旅游链条。 花都嘅港头

村就做紧呢种尝试， 佢要引入

文创教育、艺术展览、餐饮娱乐

等多元业态， 用新旧岭南建筑

打动市民。 ◎

阮栩 编辑

为积极贯彻疫情防

控要求，同时省去广大群

众特别是老年人的出行

麻烦，广东继在“粤省事”

平台上推出“粤康码”后，

再度升级健康防疫核验

系统。 使用该系统后，无

法出示电子健康码的群

体， 尤其是没有智能手

机，或是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可直接出示

居民身份证进行实时健

康防疫状态核验，用于替

代电子健康码（央视新闻

1月13日）。

电子健康码在疫情

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但不少人也会因此

遇到麻烦， 除了老年人

群体， 还有一些人在出

行过程中或没有微信，

或手机没电， 或忘带手

机， 亦因无法出示健康

码而深感不便。

尽管国办印发的《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

案》提出，各地不得将健

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

一凭证， 但是几天前，辽

宁抚顺一名老人因为不

会扫健康码，向司机请求

登记乘车遭到拒绝，最终

在司机和部分乘客的斥

责下无奈下车。 可见，破

解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

出行难，应成为各地头等

大事。 而广东“刷身份证

亮健康码”， 就是便民的

高效之举。

这既是一种技术创

新， 也是一种服务理念

的创新， 给老年人群体

和防疫工作都带来了方

便，具有样本价值，值得

推广。 一旦推行这种模

式，老年人群被“歧视”

的现象有望杜绝。 因为

即便不懂如何扫健康

码， 也会懂得携带使用

身份证。

事实上，“刷身份证

亮健康码” 模式还可延

伸至更多领域。 赋予身

份证更多功能， 不只是

方便了老年人， 广大公

民都会受益。 当居民身

份证与多种信息实现互

联， 刷身份证就有望代

替不少凭证。 技术的发

展， 本就是让我们的生

活更简单便利， 而不是

更复杂麻烦。

◎

张海英 教师

随着春节临近，各

地都加强了疫情的动态

防控， 比如，

“清远市民

政局发文， 暂不接收各

种 现 场 活 动 的 报 备 ”

（《广 州 日 报》1 月 13

日）。 任何导致人员大量

聚集的现场活动， 都应

秉持“非必要不举办”原

则。 对于人员流动也是

如此。

“非必要不离粤 ！

广东多地发放‘大礼包 ’

留人就地过年”

（南方网

1 月 13 日），各种暖心措

施， 对务工人员必然会

产生吸引力。 其中，

“新

年出 勤 奖提 高 到

4000

元！ 东莞长安一企业的

不少员工说留下来挺好

的”

（大洋网 1 月 13 日），

丰厚的现金礼包， 作用

更为立竿见影。 当然，即

使没有礼包吸引， 大家

也应响应“非必要不返

乡”倡议。

对社会民生有益的

事情， 都应当支持或响

应。 比如，

“广东幼师招

聘会供需两旺 ， 幼儿园

男老师依旧稀缺 ”

（《广

州日报》1 月 13 日），所

传递的信号很明确。 即

幼师岗位供不应求，男

性幼师尤其稀缺。 就像

护士一样， 幼师并非女

性专利。 男幼师的教育

方式与思维， 与女幼师

有很大不同，特别是“阳

刚教育”，需要男幼师弥

补。 这有赖于政策的积

极引导。

政策对社会有强大

的导向作用， 法律也是

如此。

“广州一男子嫖娼

后从公寓坠亡 ， 家属索

赔

148

万 被 法 院 驳 回 ”

（《信息时报》1月13日），

是对“谁弱谁有理”的反

驳，彰显了法律严肃性。

公寓经营者无证经营，

不是死者嫖娼的理由，

更不是其自行坠楼的理

由。 无证经营自然会受

到行政处罚， 但与嫖娼

者坠亡无必然联系。

“东莞

66

岁独居老

人 立 遗 嘱 把 遗 产 赠 朋

友 ”

（《东莞时报》1 月 13

日），也有很好的导向作

用，传递了正能量。 老人

在患病期间， 得到了朋

友无微不至的照顾，便

赠遗产为报。 此类行为

有两点启示：一是，善待

老人者，好人有好报；二

是， 亲属要懂得关心爱

护自己的亲人。

◎

胡也屏 媒体人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国际专家组将于 14 日来

华考察， 同中方科学家就新

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

作。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日前表示， 感谢中国和专家

组相关国家对病毒溯源工作

的大力支持， 这不仅对防控

新冠疫情很重要， 对全球卫

生安全的未来以及应对具有

大流行可能的新型疾病威

胁，也很重要。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项科

学工作， 必须本着非常严谨

的态度， 由科学家在世界范

围内开展调查和研究。 疫情

发生以来，中方本着开放、透

明、负责任态度，率先同世卫

组织开展溯源合作。 世卫组

织专家两次来华考察， 中方

专家同世卫组织及国际专家

组也举行了多次视频交流，

积极分享中国溯源成果和抗

疫经验。 国际专家感谢中方

科学家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

开展的大量出色工作。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

负责人迈克尔·瑞安日前表

示， 国际专家组赴华考察的

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形成科

学假设， 也可能导致在其他

国家的进一步溯源研究。 在

病毒溯源及了解疫情影响方

面， 世卫组织会视情况需要

去往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收

集相关信息。 世卫组织秘书

处强调， 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的目的绝不是追责， 而是就

人畜传播路径找到科学答

案， 避免类似流行病再次危

及人类社会。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国

家的政客和相关势力怀着科

学以外的目的， 对新冠病毒

溯源工作进行政治化， 这无

助于科学研究， 也损害世卫

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信任，

严重妨碍世卫组织和成员国

的合作。 这些言行遭到世卫

组织和国际科学界强烈反

对。 世卫组织多次强调，开展

溯源活动必须基于科学原则

而不是政治化。

中国多次表示， 愿继续

同世卫组织加强合作， 推进

全球溯源工作。 也希望其他

国家能和中国一样， 秉持积

极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相关

合作。 各方应共同努力，以科

学为指引， 以公共卫生为目

标， 才能推动病毒溯源工作

不断取得进展， 让人类面对

未来公共卫生威胁更有准

备， 更有能力防范和化解类

似危机， 让新冠疫情造成的

人间悲剧不再有机会上演。

◎

郑汉根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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