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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美容先验证”对监管部门也是提醒

“安全第一课”，成年人也需重温

点

击广东

缺少线路偏航的异

常预警，没有录音录像设

备， 包括司机注册门槛

低， 审核把关不严等，这

些日常的薄弱环节随时

都可能酿成致命风险。 显

然，客运网约车的安全措

施， 货运网约车同样需

要，提供平台交易，不是

丢掉这部分安全管理责

任的理由。 事实上，客运

网约车的安全措施不断

升级，也是经过了一系列

教训的结果，货运网约车

平台绝不能重走老路，在

安全问题上懈怠，为了商

业利益最大化而压缩相

应的投入。

———光 明 网 ： 《女 孩

跳窗身亡 ，敲响货运网约

车行业安全警钟》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8.88 元看六部贺岁

片”的乱象，看似没有输

家，实则伤的却是中国电

影的元气。 从立项、筹备、

到摄制、宣发，每一部登

上大屏幕的作品的背后，

都饱含无数人的心血，也

耗费价格不菲的成本。 在

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没

有水分的电影票房，折射

影片的质量，反映观众的

评价， 体现现实的激励。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 ”当盗版市场不断

蚕食正版市场的疆域，不

仅会让票房失真，也会让

质量失准，更让整个中国

电影失去动力。

……“正在放映的电

影不是景点”“屏摄是不

文明行为” ……在网上，

许多导演和演员向公众

发出“拒绝盗摄倡议”。 对

盗版电影说“不”，才是对

中国电影最有力的支持，

也是对导演和演员最直

接的认可。

———人 民 网 ： 《

8.88

元看六部贺岁片 ， 你看

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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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吐口水引发的正当防卫案，是堂普法课

珠

江

瞭

望

2019 年 12 月 的 一

天， 六旬市民唐某在大

街上随意吐口水， 不慎

吐到 19 岁的学生黄某身

上， 唐某拒绝道歉后，

双方既动口又动手， 导

致唐某轻伤、 黄某轻微

伤。 去年 8 月， 公诉机

关以黄某涉嫌犯故意伤

害罪向广州市荔湾区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

近日审理认为， 黄某的

行为构成了正当防卫，

且正当防卫亦没有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 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 亦不应承

担民事责任 （《广州日

报》 2 月 23 日）。

按照传统理解， 唐

某、 黄某之间的相互动

手很像互殴。 而最终，

法院认定黄某的后动手

为正当防卫， 维护了正

当防卫人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刷新了人们对正

当防卫概念的认知， 具

有很强的普法意义。

根据报道，唐某把口

水吐在黄某身上，且拒不

道歉，是引发冲突、激化

矛盾的肇因。 黄某在与唐

某交涉过程中，并没有侵

害唐某的行为故意。 唐某

在争执过程中率先挥拳

殴打了黄某的面部，对黄

某的身体实施了侵害行

为，黄某这才实施了即时

反击行为，双方随即发生

肢体冲突并相互拉扯。 而

唐某倒地后，又用嘴咬住

了黄某的左手，为挣脱唐

某，黄某用拳头殴打了唐

某……

《刑法》 第二十条规

定： 为了使国家、 公共

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

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

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

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

害人造成损害的， 属于

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

任。 《民法典》 第一百

八十一条规定： 因正当

防卫造成损害的， 不承

担民事责任。

对标上述法律规定，

黄某的殴打行为尽管具

有“互殴” 的表象， 却

具有正当防卫的法律内

涵和实质， 法院作出的

定性是准确的。

由吐口水引发的正

当防卫案例是一堂法治

课， 其主题是： 并非所

有的相互动手都是“互

殴”； 并非因相互动手受

到伤害、 或受伤害较重

的一方都是受害者， 而

看似吃亏的一方也有可

能是侵害方 ； 有时候 ，

参与“互殴” 的一方很

可能是被迫正当防卫。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相互动手大概率会被认

定为互殴， 因相互动手

导致对方受伤或死亡的

一方很容易被定性为故

意伤害。 这意味着， 互

殴认定被扩大化了， 压

缩了正当防卫或防卫过

当的认定范围。 互殴与

防卫确实相似， 容易混

淆， 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互殴是不正对不正， 防

卫则是正对不正； 侵害

一方先动手， 或推动冲

突升级， 防卫一方后动

手， 处于被动状态……

当然 ， 司法机关有

必要进一步勘划互殴与

防卫的界限， 明确对应

的具体认定条件、 标准

和情形。 互殴与防卫本

是对立关系， 只有准确

认定， 才能精准打击违

法犯罪、 扬善抑恶， 从

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与社会美好风尚。

◎

李英锋 公职律师

近几年，广州增添咗唔少

优质国际教育资源。就以今年

为例，好几家新开嘅国际学校

都会喺 9 月开始招生，到时学

生家长嘅选择就更加丰富了。

国际学校， 听起来好新

鲜。 但实际上，作为千年商都

嘅广州，早喺宋朝时期就已经

有国际学校了。事关从唐朝开

始，来广州做生意嘅阿拉伯人

越来越多。 政府为咗便于管

理，就喺光孝寺附近划咗一块

“蕃坊”俾佢哋住。呢啲人亦被

称为“蕃商”“蕃客”。

外国人多咗，佢哋嘅细蚊

仔要读书点办呢？ 开始嘅时

候，佢哋会主动走去本地学堂

听讲。 例如宋朝时，广州知州

程师孟会去学堂讲经， 于是

乎，有啲阿拉伯裔细蚊仔就会

来上课 ， 顺便学习中华文

化———但可以想象，程师孟未

必识得阿拉伯语，所以佢点样

同啲阿拉伯细蚊仔交流，至今

仲系一个谜。

只不过，程师孟亦因此睇

到咗办国际学校嘅必要性。于

是喺宋神宗熙宁年间，佢同蕃

长辛押陀罗合作，喺当时嘅广

府学宫，亦即系“市一宫”一带

设立蕃学， 一边教中华文化，

一边讲授外商本国语言，受到

咗好多外商家庭嘅欢迎。而呢

间蕃学亦成为广州第一家专

门招收外商子弟嘅国际学校，

印证咗广州海纳百川嘅城市

品格同魅力。 ◎

梁倩薇 编辑

市民张女士隆鼻引

纠纷， 维权4年未果，在

福建省消委会调解下，

近日此事以医美机构退

还所有费用告终。 消委

会提醒广大爱美人士，

“医美”需谨慎，要查验

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资

质证明材料。 要仔细阅

读合同， 且合同必须加

盖“医美机构”公章。 术

前要对手术部位拍照或

录像。 要保存好就医期

间的一切资料。 要保留

好“医美”期间所有转账

凭证、发票等票据，以及

与医护人员往来的短

信、微信记录等（《福州

日报》2月23日）。

假如当地消委会缺

乏替张女士维权的较真

劲头， 这个证据不足的

陈年旧案， 就可能变成

积案。 消委会积极替消

费者维权， 并对医美消

费风险进行提醒， 值得

点赞。 但也要看到，消委

会不是执法单位， 而是

替消费者维权的协调机

构， 所能做的或许也只

有这些了。

然而， 消费者接受

医美服务本该是一件愉

快的事， 如果又要验证

又要保留证据， 难免让

人不是滋味。 假如稍有

不慎， 比如查验资质不

全面、阅读合同不仔细、

拍照录像有遗漏、 票据

有遗失等， 就可能给维

权造成很大的困难。

对消费者的提醒内

容，很多都属于监管部门

执法范围的事情，只要做

好了日常监督，就不必消

费者自己劳神费力。 比

如， 医美机构资质不合

格， 可不是短时现象，日

常监督查验早就应该发

现问题。 合同欺诈有套

路，监管部门事先就应当

消除，毕竟专业的事情消

费者也难以发现。

医美行为属于医疗

行为。 对于医疗行为与

医疗机构， 已有多种严

格的技术操作和管理规

范， 只要执法部门依法

监管， 消委会的上述提

醒事项就不必消费者过

多操心。 因此，消委会的

善意提醒， 也是对监管

部门的期待。

◎

罗志华 医生

开学啦！

“广东中小

学 ‘开学第一课 ’：为学

生埋下科学种子， 教学

生理解生命至上”

（金羊

网 2 月 23 日）、

“安全第

一！ 广州多所中小学幼

儿园开展沉浸式安全演

练 ”

（金 羊 网 2 月 23

日）、

“学党史知边防，广

东中小学花样迎开学 ”

（《南方日报》2 月 23 日）

……各地各学校“开学

第一课”各有特色，但殊

途同归： 一切都是为了

孩子安全、健康地成长。

当然， 教育不只是

学校的事情，家长也应加

强学习并对孩子的教育

全程跟进。 比如健康问

题，

“广州学生配镜取镜

迎小高峰，新学期科学用

眼很关键”

（金羊网 2 月

23 日）， 表明假期过后，

青少年近视现象明显增

加。 中小学生视力下降，

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应当引起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 家长的高度关注。

希望有关各方能像抓教

育质量那样，抓好学生近

视的预防。

开学后， 接送孩子

是很多家长重点关注的

事情。

“不用请假接孩

子！ 深圳本学期正式推

出中小学免费课后延时

服务”

（深圳新闻网 2 月

23 日），无疑会受到家长

欢迎。 其中，在课后服务

中， 利用公共资源发展

学生的兴趣特长， 也是

一大亮点。

良好的教育会让人

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 而下面这个案例却

让人看到某些人的三观

不 正———

“‘ 高 薪 租 女

友’ 回家过年？ 当心有

诈！ 广州多名女子中招”

（《广 州 日 报》2 月 23

日）。 讲的是一名男子在

网络平台打着“高薪租

女友”的幌子，骗财又骗

色。 尽管作案男子已受

到法律惩处， 但我们仍

有必要提醒：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要理性对待

兼职或创业，别看到“高

薪”“富二代” 等字眼就

迷失自己， 从而被坏人

利用。 看来，“安全第一

课”不但孩子要学，成年

人也要时时重温。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50万！ 这是一个让世界震

惊的数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23日， 美国累计

新冠死亡病例突破50万， 确诊

病例超过2800万。

就在美国民众饱受疫情之

苦的同时， 一场罕见的冬季风

暴让美国南部多地基础设施瘫

痪，数以千万计民众断水断电。

地方政府救灾不力， 议员溜之

大吉，供电企业趁火打劫，部分

商家哄抬物价……疫情叠加天

灾人祸，美国民众生计维艰，苦

不堪言。

从“疫情大考”到“救灾大

考”， 美国政府的作答漏洞百

出，饱受诟病。动辄拿所谓人权

问题刁难他国的美国， 自己的

人权答卷却不及格。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作

为世界科技最发达、综合实力最

强的国家， 美国却是疫情重灾

区， 成为全球累计病例最多、死

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人权卫士”

的人设已然崩塌。 事实反复证

明， 如果不把民众生命放在首

位，再丰富的医疗资源、再先进

的医疗技术、再完备的医疗体系

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们不会忘记，疫情之下，

美国一些政客为了政治私利漠

视生命，藐视科学，对内欺骗，

对外“甩锅”，不断煽动意识形

态对立，加剧社会治理失灵，干

扰国际抗疫合作。

人们不会忘记，去年夏天，

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

况下，一些政客不顾专家反对，

强行重启经济， 致使疫情快速

反弹。

人们不会忘记，疫情之下，

以非洲裔、 拉美裔人口为主的

低收入社区病亡率普遍远高于

以白人为主的相对富裕社区。

弗洛伊德事件点燃全美怒火，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席卷各

地，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阶层

对立、贫富分化伤疤越发刺眼。

美国一些政客在防控疫情

方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在国际

上破坏全球抗疫合作的行为，已

让美国民众付出惨痛代价。而这

次美国南部的严寒天气，则让美

国民众再次感到“心寒”。

从疫情到灾情， 一场又一

场考验， 无情戳穿美式人权的

谎言， 暴露美国社会治理体系

的痼疾，见证制度失灵、经济失

衡、 社会失和等多重危机的爆

发。 如果一个政府高喊人权和

“普世价值”，却不懂得“人命关

天”的朴素道理，不认同生命高

于一切的价值理念， 不接受生

命权和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

权， 它就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

和支持， 更谈不上持续推动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0万生命凋零， 泪水在寒

冬结冰。 不断增加的死亡数字

让人警醒。 唯有真正把民众生

命福祉放在首位， 真正采取有

力措施， 才有可能扭转防疫形

势，走出寒冬，迎来春天。

◎

韩梁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