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院“虐狗”，让人更觉“虐心”

近日有网友爆料，西安医学院
北校区疑对大量狗进行实验后遗
弃。从视频中看，这些被弃置于楼
顶的狗身上满是伤痕，有的疑似手
术伤口还在流血。一名到场的学校
老师解释称，通常他们会对实验后
的狗使用麻醉剂安乐死，但效果不
佳，“有的狗死了，有的没有死。”

且不说将实验后的狗露天堆
放，可能造成疾病传播，单论爆料
中展示的惨状，已经让人不忍直视
了。在动物身上做医学实验是不可
避免的，但既然有相关的法律法

规，那就得按照规程来。更何况，对
实验动物的妥善安置，包括对尸体的
妥善处理，不仅仅是医学操作的规
范，更是考虑他人感受的文明之举。

对于实验动物，无论是国家层
面的管理条例，还是各省出台的实
施细则，都包含“爱护动物、不得戏
弄或虐待”的要求，部分省份还直
接写明“保障动物福利”、“尽量减
轻痛苦”等。法律法规的约束，其实
就给相关人员划清了行为的底线，
依法办事是最起码的要求。像西安
医学院这样，将实验后的狗遗弃在
平日养狗用的楼顶，明知效果不佳
还坚持用麻醉剂实施安乐死，显然
达不到“爱护动物”的要求。即便如
学校老师声称的那样，“其他院校
也没有对狗实施安乐死”，也无法
证明上述做法是合法的。

事实上，国家之所以出台法规

规范实验动物的使用，既是规范医
学工作，也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考
量。要知道，那些虐待动物的行为，
不仅仅给动物制造疼痛，更会对看
到虐待场景的人造成情感上的伤
害——— 看到被警方缴获的象牙，与
看到被猎杀后留下血洞的大象，虽
说两者本质相同，对人们情感的冲
击力却是悬殊的。这也能够解释，
为何网络上出现虐猫虐狗的信息，
总能引来公众的强烈批评。因为猫
狗是最常见的宠物，与人类的情感
联系最为密切，虐猫虐狗实际上是
对人们心理底线的冲击。

正是出于对生命以及人类情
感的尊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
过立法对使用实验动物的行为进行
规范。减少实验动物使用量、减轻动
物痛苦，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国内
外的一些医疗科研机构，还给白鼠等

实验动物竖立了雕塑。这些行动，归
根结底是为了换来人类社会相对和
谐的局面，既要造福人类的医学实验
继续下去，又尽可能地满足爱护动物
者的情感需求。就像玉林狗肉节那
样，既然吃狗肉的风俗改不了，那就
做做让步，不大张旗鼓的宣传，不在
公共场合杀生，终归是能做到的。

回头再看，西安医学院楼顶上
这些实验用狗所引发的舆论风波，
其实核心并不在狗，而在于人。或
许在实验者眼里，这些狗与用过的
针管、纱布没有太大区别，只要不
影响工作怎么处置都行，但别忘
了，社会上还有那么多爱狗之人，
很可能因“虐狗”场景而痛苦，甚至
联想到那些做实验的医者是没有

“仁心”的。总之，妥善处理实验动
物，不仅是医学规范和法律要求，
更是对他人情感的尊重。

国家之所以出台法规规范实验动物的使用，既是规范医学工作，也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考量。要知道，

那些虐待动物的行为，不仅仅给动物制造疼痛，更会对看到虐待场景的人造成情感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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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华北的大范围重度雾霾刚
走，预测新一轮雾霾又将来袭。关于
雾霾是怎么来的，有关方面和专家
竟莫衷一是。缺乏权威科学的说法，
加重着公众的疑虑，也损害着相关
方面的公信。

以北京等地近期的重度雾霾为
例，环保部门专家认为与采暖燃煤
排放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密切相关。
住建部门有关官员则认为，其主要
原因是汽车尾气，不是供暖。中国气
象局专家认为，主要是外来输送。而
北京市环保局不久前刚发布的报告
认为，雾霾成因中北京本地产生约
占七成。

面对雾霾，公众急切需要权威
的说法，也急切想知道相关部门采
取了哪些科学的措施来应对。在雾
霾成因应该由谁来发布没有明确的
前提下，谁都急急忙忙站出来说话，
其中不排除一些部门极力撇清与自
己行业关系的动机。

把脉雾霾成因，是治霾的重要
前提。关于雾霾成因的分析，须持客
观、科学的态度，不宜轻易下结论，
尤其要避免相互“打架”的现象存
在。(据新华社1 2月6日电，作者张
建、付昊苏)

□任强

日前，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
长刘向东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据了解，曾任山西
省环保厅厅长的刘向东，就是此
前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提到的

“涉案两亿多元，家中现金太多，
有的发霉变质”的那位厅长。于
是，就有媒体做了梳理，在十八大
后落马的官员中，有五位将现金
藏在家中，总金额超过6亿。

之所以会动用如此“原始”的
手段，腐败分子追求的还是资金
安全。因为按照央行规定，当单笔
存入现金超过5万元时，银行要同
时核实经办人和账户持有人的身
份，如发现异常情况，还将通过公
民身份信息系统对客户身份进行
核查。对于“巨贪”而言，上述规定
确实有助于防范赃款“洗白”，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额不
大的贪腐所得，很容易通过零敲
碎打的方式隐匿于银行账户之
中，这在基层反腐工作中较为常
见。笔者曾有过四年银行工作经
历，后来又进入检察机关成为一
名基层办案人员，对此深有体会。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
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
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
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
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央行
发布的《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

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也规定
金融机构应当确定专职部门或专
职人员，负责接待和协助事宜。然
而在实际的案件查办过程中，有
的银行或营业机构除了要求办案
人员出示工作证、协助查询存款
通知书外，还要求出示公务证、法
律文书盖骑缝章、登记单位地址
及办公电话等等，否则就以“内部
规定”为由拖延甚至直接不予受
理。即便予以受理，办案人员也常
常需要带着相关手续到市行分管
领导处签字复核审批。再加上有
的需要去省级分行才能查询明
细，有的需要提供跨区域保存的
业务凭证，难免在多个地方来回
奔波，不仅消耗了人力、物力，而
且极大地影响了办案效率。

当然，对于程序上的问题，多
花些成本总能解决，更为关键的
是查询有关涉案账户信息时的泄
密问题。受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的影响以及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身
份的限制，基层检察机关能够查
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领域和部门的
层面相对较窄。在工作中笔者就
发现，银行负责查询的工作人员
或者分管业务的部门领导时常与
涉案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属于同学、朋友的，有存在合作
关系的，更有甚者是近亲属且来
往密切。这样一来，极有可能会出
现不法分子利用提前得知的信息
转移、藏匿账户资金的情况。尤其
是初查阶段，很可能因此无法成
案或是延缓成案，对查办职务犯
罪案件的影响是致命的。

有了这些或人为、或制度上的
阻碍，银行就很可能成了“苍蝇”的

“保险柜”，虽说单起案件的金额并
不大，涉案人员的级别也达不到

“老虎”的标准，但可怕的是，类似
情况如果成为普遍现象，一群“苍
蝇”的危害有时甚至会超出一只

“老虎”。都说兵贵神速，对于职务
犯罪而言，公检机关的办案效率至
关重要，那么就需要打通查询账户
这一环。事实上，绝大多数银行早
已建立起了远程业务授权系统，在
协助基层公检机关办案方面并不
存在技术上的难题。现在所需要的
就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银行
机构协助办案时的权利义务事项
进一步规范化，需要办案人员提供
哪些文件、跨地域查询如何便捷授
权、出现阻挠拖延甚至泄密的情况
怎样处理，都要有明确的规定。

上述举措不仅仅是给公检机
关办案提供便利，更是为约束权
力提供支持。打老虎也好，拍苍蝇
也罢，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语境之
下，最关键的就是要让约束权力
的法律法规，真正管用起来。而公
检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所开展的
调查取证工作，就是这些法律法
规是否管用、好用的“晴雨表”。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大
趋势是现金交易越来越少，电子
支付、刷卡等以银行账户为依托
的交易形式越来越普及，作为查
办基层职务犯罪的关键切入点，
是时候打通公检机关依法查账的
快捷通道了。（作者为东营市河口
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

银行别成了“苍蝇”的保险柜

大家谈

雾霾成因说法

不该相互“打架”

□张敬伟

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求意见，
上交所、深交所及中金所正式发
布了指数熔断相关规定，并将于
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由于距
离股市引入熔断机制还有20多天
的时间，熔断机制的执行文本还
会有变化，即如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邓舸所言，实施指数熔断机制
是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期货市场
交易机制，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
资者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将在今后的制度完善过程中，结
合熔断机制实际运行情况继续深
入研究论证。

熔断机制是股市成熟的标志
之一。和美国股市不同，中国股市
的熔断机制，具有双保险作用，即
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设置涨跌
5%和7%两个阈值，以期达到避免

股市形成恐慌性波动，确保股市
形成技术性保险的“冷静期”，这
和电路中的保险丝熔断保护是一
样的道理——— 关键在于熔断机制参
数细节的设定。熔断机制固然是为
了防范风险，但根本目标并非频繁
阻断股市，而是让股市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确保股市交易机制的连
贯性和资金流的顺畅。唯此，才能
真正维护投资者利益。

当然，熔断机制防范的风险，
只是一种常态的保全，就制度设
计本身而言，一旦触发，就意味着
股市发生了异常态的波动，引发
连锁反应，无论暂停交易15分钟
还是30分钟，都会对整个大盘的
资金流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触发
熔断机制带来的市场影响，不仅
沪深两个交易所还需进行深度的
技术分析，政策面也要综合考量。

股市熔断机制，明年1月1日
正式实施。对中国股市而言，这似
乎是个悖论：一方面股市熔断机
制亟需经过市场的考验，以在实

践中完善，在市场中磨合。另一方
面，无论政策面还是投资者都不
希望股市再发生今年6月-9月那
样的震荡式波动，而是希望形成
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简言之，
中国股市，最好不要触发“熔断”
机制。

如今，中国股市的改革正在
进行时，改革是系统性的，既包括
制度性的完善，也包括监管面的
跟进；既要求交易机制的技术性
更新和保全举措的兜底，也需要
整个市场维持一种理性投资的常
态。把中国股市的改革，理解成

“打补丁、补短板”，难免庸俗化
了。真正的改革，是从政策面到券
商，从上市主体到各路资金都恪
守股市规则。如此，中国股市才不
至于过度追逐政策和消息，形成
非理性的跟风效应，以致触发熔
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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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家之言

葛媒体视点

12月4日下午，屠呦呦乘机飞往
瑞典接受诺奖。登机时屠呦呦一人
低调地走了普通通道，避开在VIP

厅等候的送行领导。
屠呦呦已开启领奖之旅，而其

在机场的举动也收获舆论褒奖。在
很多人看来，不借前呼后拥炫身价
耀特权，宁可秉持回归普通人的朴
实本性，尤为可贵。

选“普通”而弃“贵宾”，是屠呦
呦“低调”的再次显示。而这种低调
淡泊，是屠呦呦被宣布获诺奖后的
一贯反应，也是熔铸在其科研精神
中的淡泊品格的体现。可以看到，在
获知得奖后，面对采访，她一再强调

“也没什么好讲”，回避谈及自己；可
其实她领衔的团队经历了190次失
败，才发现了青蒿素，在此过程中她

“以身试药”，肝脏损坏。顶级成果，
对应的是特别淡泊，引人深思。

诺奖把荣誉授给了屠呦呦这个
连院士都不是、论文没几篇的中国
老太太，让一些人深感意外。而屠呦
呦本可在贵宾通道登机接受迎送
的，却“深藏功与名”地避开，这又让
很多人看不懂。毫无疑问，屠呦呦的
故事凝重又精彩。(摘自《新京报》，
作者奚旭初)

屠呦呦弃“贵宾”

低调尤为可贵

评论员观察

健康的股市，靠的不是“熔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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