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立的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也称
“国际反家庭暴力日”。2002年
的一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
说话》开启了很多人对家暴的
认识，近期热映的电影《你好，
之华》中也涉及家暴内容。可以
说，如今不少人对家暴的认
知不再停留在十年前。2 0 1 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实施，为女性提供了
更加完善的法律保护。无论
是 从 媒 体 曝 光 的 明 星 家 暴
案，还是法院审理家暴案的
统计来看，家暴案例并没有因
为法律的实施而减少。

近年来，随着反家暴法的
实施，随着各级相关部门的重
视以及国人法律意识的增强，
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家暴的危
害性，更多家暴受害者都能站

出来对家暴说不，这是值得肯
定的现象。但反家暴法在实施
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还有
不少人对家暴也存在认识不足
的问题。在很多时候，不仅是受
害者，施暴者往往也没认识到
自己是在进行家暴。

近日，某明星殴打女友的
新闻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这
也引发“被男友打算不算家暴”
的争论。实际上，同居关系早也
被 纳 入 了 家 暴 犯 罪 适 用 范
围。有人觉得被男友打算家
暴，但男友被女友打却不能
算家暴。家暴虽然更多是孔
武有力及更有经济地位的男
性施加于家中的女性、老人
或小孩等弱者，但随着男女平
等观念的推广，女性地位提升，
也有女性对男性进行家暴的现
象发生。所以，家暴施加者不分

男女，遭受家暴的不管是男性
还是女性，都要对家暴零容忍，
都不要逆来顺受。

当然，家暴受害者更多是
女性与小孩，更应让女性对家
暴有正确认识。家暴有了第一
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
次，甚至没完没了，受害者只有
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法律保
护，才可能远离家暴的魔爪。

对于家暴，除了需要受
害者能够对家暴有充分的认
识，觉醒起来，更需要相关部
门及全社会帮助受害者远离
家暴。家暴受害者往往是家
中的弱者，比如在经济地位、
体 力 等 各 方 面 往 往 处 于 劣
势，靠他们自身挣脱家暴魔
爪并不容易。为此，更需要多
一些外力来帮助他们摆脱家
暴的伤害。很多家暴案件事

先都有征兆，如儿童、青少年
在遭受到家暴后，学校老师
会有所察觉，医院也可能接
诊家暴受害者，学校与医疗
机构，就应该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这样才能及时制止
家暴的继续与严重化。

与此同时，也需要进一步
完善反家暴法，要提供配套措
施，让反家暴法更好落实。当
然，相关的普法教育也应加强，
要让反家暴法的内容能深入人
心，要让家暴真正成为人人喊
打的“过街老鼠”——— 让家暴不
再成为被捂着、盖着的“家事”

“家丑”。
总之，只有反家庭暴力成

为社会共识，全社会形成合力，
共同遏制家暴，反家暴才能取
得最终胜利，家暴阴影才能远
离法治社会。

让反家庭暴力成为社会共识

雄心壮志

也须先小心求证

近日，“天河工程”启动星箭
研制的消息引起大众关注：通过
发射火箭卫星，对大气中水汽进
行人工干预，实现水资源空中调
配 ，宛 如 制 造 一 条“ 人 工 天
河”……有消息称，这一工程已
被当地确定为重点创新项目，获
得大量财政资金支持。

多名气象学家实名质疑“天
河工程”，称其是“既没有科学技
术也没有技术可行性的荒诞幻
想项目”。“天河工程”本身的疑
点还真不少。气象专家几乎都认
为目前实现呼风唤雨的条件不
存在，怎么把水汽变成云，云变
成降水，这自然规律还几乎没掌
握。一堆搞河流泥沙的学者，怎
么一下子就想着搞气象学家都
反对的气象问题？这件事情让人
看不懂的首先就在于这个地方。

这个浩大工程所能达到的效
果可能也有限。有专家质疑，“天
河工程”即便完成，柴达木盆地至
多能够增加每年1毫米的降水。如
今那里的降水量是每年不足100毫
米，怎么增加了1毫米就有望“解
决柴达木地区干旱少雨的情况”
了呢？如果此说为真，那这个耗资
甚巨的工程到底意义何在呢？

科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
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在空中搬运
水汽，也没有能耐让该下雨的云
不下雨。虽说，这不是人们质疑
的理由，毕竟能够实现呼风唤
雨，解救饥渴难耐的撒哈拉沙漠
生态难民是人类的理想之一。但
像“天河工程”这样被整个气象
学科专家强烈质疑的项目，不应
该现在上马却依然上马了，这表
明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决策程
序是不是存在问题？是脸面工
程？还是科研团队为索要经费而
巧设名目？对于这些质疑，有关
部门应当认真回答，以解人们心
头之惑。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论证机
制在哪里呢？有没有呢？因为不
事先小心论证而仓促上马导致
损失惨重浪费严重的“宏大”工
程历史上比比皆是，今天我们质
疑“天河工程”，不是否定他敢于
想象的精神，而是质疑实施过程
中的科学态度。因为，即便是雄
心壮志，也要经得起严肃而又严
谨的论证，想象可大胆，求证须
小心。

（摘自《钱江晚报》，作者项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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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传播疾病必须严加惩戒

葛媒体视点

对于家暴，除了需要受害
者能够对家暴有充分的认识，
觉醒起来，更需要相关部门及
全社会帮助受害者远离家暴。
家暴受害者往往是家中的弱
者，靠他们自身挣脱家暴魔爪
并不容易。反家暴需要达成社
会共识，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葛公民论坛

□史奉楚

11月初，新浪微博上关于
“艾滋病渣男炫耀又感染一名
大二女生”的话题引起热议。
网帖显示，标题中的“渣男”是
一网名为“动物无常”的艾滋
病患者，而此事之所以被曝
光，是因为其在社交平台上炫
耀称：“成功传染艾滋给一名
大二女孩，这次不中就天理难
容了。”“动物无常”的行为在
社交平台上引起公愤，更有网
友称“这根本就是在犯罪”。

众所周知，艾滋病是当今
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传
染疾病。据23日国家卫健委在
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来看，估
计新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
右。从传播途径看，性传播是

主要传播途径，2017年报告感
染者中异性传播为69 . 6%，男
性同性传播为25 . 5%。而一些
艾滋病患者却基于各种因素，
报复他人和社会，恶意传播艾
滋病。对此，相关部门理当予
以重视，严厉惩戒这种无视他
人身体健康乃至生命权益的
行为。

艾滋病等特殊疾病患者
自然令人同情，理当受到社会
的关爱和支持，但部分患者自
暴自弃，通过各种途径故意将
该疾病传染给他人的做法，无
疑属于内心险恶、失德违法的
行为。对此，根据传染病防治
法和艾滋病防治条例等规定，
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
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故意
传播艾滋病的，依法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到底该如何定罪处

罚此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
刑法中并无专门规定予以明
确。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明知
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
病卖淫、嫖娼的，最高可处五
年有期徒刑。那么，现实中，一
些人往往通过“一夜情”“谈朋
友”等方式骗取对方信任后传
播此类疾病，不宜认定为“卖
淫、嫖娼”，也就难以追究其传
播性病罪。

此外，假使以故意伤害罪
追究涉事人员刑事责任的话，
对感染艾滋病到底属于轻伤
还是重伤尚无定论。而且，不
排除一些受害人及时发觉后
采取医疗措施阻断传播，这就
因为没有给受害人带来伤害
后果而无法以此罪追究涉事
人员的刑事责任。但不能否认
的是，即便没有带来身体上的

伤害后果，“感染”艾滋病也将
让受害人备受煎熬，遭受精神
上的折磨和痛苦。由此可见，
恶意传播艾滋病、梅毒等行为
的社会危害程度极大，甚至会
带来恐慌等不可预估的后果。

当前，艾滋病防治形势复
杂、严峻。面对这一事关公众
心理感受和身体健康的重大
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除
加大宣传力度、普及预防和自
我保护常识外，非常有必要严
厉惩戒恶意传播、感染艾滋病
的丑恶行径。对这类行为不妨
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只要
有此类传播行为，无论是否导
致受害人感染疾病，均应追究
其刑事责任，带来感染等后果
的，从重惩处。

葛一家之言

□戴先任

□江德斌

近期，围绕微信支付上调
民生银行卡提现和转账的手
续费一事，微信支付和民生银
行之间针锋相对地打起了“嘴
仗”。这使得微信支付的收费
问题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热
点。记者调查发现，这起涨价
事件可以理解为，微信支付希
望通过提高对民生卡用户在
提现和转账方面的收费来弥
补自己在民生卡快捷支付消
费方面付出的成本。

由于微信支付与民生银
行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不
是，令微信手续费涨价缘由变
成了“罗生门”，亦让广大用户
弄得糊里糊涂，搞不清楚究竟

孰是孰非了。此前微信支付已
多次调整收费政策，使得其由
免费模式变成了收费模式，相
继开始对提现、信用卡还款等
进行收费，以图增加收入、降
低运营成本，迫使用户将资金
留存在微信支付账号里，实现
体内循环消费，获得更大的生
态效益。

微信支付本身属于商业
化运营，拥有合法金融执照，
只要手续费标准不超过央行
的规定范围，按照市场状况进
行调整也没啥关系，符合市
场竞争规律。不过，由于手续
费涨价涉及用户切身利益，
意味着使用民生卡的微信用
户需要承担更高的费用，这
样做令用户很不爽。而且，更
为重要的是，微信支付与民生
银行互怼，导致手续费涨价理
由不清楚，违反了公开透明、

明白消费的原则，实则属于违
规行为。

金融收费项目亦归属于
消费范围，虽然看似收费标准
不高，但用户数量庞大，加上
使用频繁，就会形成聚沙成塔
的情况。比如，此次微信支付
公告称，从微信零钱提现或转
账到民生银行卡的收费标准，
从千分之一上调到千分之一
点五，虽然费率本身很小，上
调幅度却有50%。如此大幅度
的调整，显然对用户利益的
影响很大，更该明明白白告
知调整理由，让用户清楚知
晓调整的依据、标准，岂能双
方互怼、玩弄文字游戏，陷入

“罗生门”之中？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微

信支付认为民生银行在快捷
支付的消费方面收费太高，自
己承担的费用太多，希望通过

提高对民生卡用户在提现和
转账方面的收费来弥补自己
在民生卡快捷支付消费方面
付出的成本。由于微信支付只
是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按照
监管要求，不能直接收取资
金，需要接入网联“断直连”，
令其支付成本上升，必然要想
办法转嫁成本，增加收费项
目、涨价乃大势所趋。

目前，移动支付蔚然成
风，拥有数亿用户，在日常小
额消费行为里，已经成为主流
支付模式。在移动支付的既有
市场格局下，微信支付、支付
宝与银行形成了合作、竞争的
关系，都在争抢用户和资金，
必然会引起一些利益纠葛，这
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切记
不能超出法律界限，应该保障
用户的基本权益，实现公开透
明、明白消费。

“微信手续费涨价”应该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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