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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河底“抹水泥”，如此治河让人疑
□戴先任

一项投资3亿元的生态治理
工程，最近却因为“破坏生态”遭
到激烈质疑。4月2 0日，环保组
织“野性中国”的志愿者，在云
南大理苍山白鹤溪附近进行例
行的定点溪流观测时，看到工
人们正在对溪流河道进行施
工，大量混凝土被平抹在河底，
两侧的河堤用小石块加高并用
水泥抹缝。

近年来，大理对洱海流域的
环境治理投入巨大，但围绕治理
理念和治理方式，有关方面博弈
激烈。因苍山溪流治理引发的争
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了
解，苍山由北向南共十九峰，两
峰之间有溪水自山间流下，共十
八溪。五条之外的其他13条溪流，
在2017年陆续经过了预防泥石流
的河道硬化治理(即“抹水泥”)。
如今现在这“五溪治理”，无疑是

在重走过去的老路。
河底“抹水泥”，到底行不行

得通，双方各执一词。设计方称
上游河段纵坡大、水力冲刷严
重，对河道破损、河堤底部被掏
空的河段，唯有采用混凝土结
构强化加固，方能保障道路和
桥梁的安全。可环保人士却认
为，硬化河道意味着生物多样
性的消失，河道失去自净能力，
水土涵养功能被人为阻断，水
流加速反而加大了道路涵洞的
泄洪压力，这事实上跟工程的
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建设方还
存在“未评先建”“未批先建”的
问题。

有专家指出，河底“抹水泥”
并不是治理断流、河道破损等问
题的唯一办法。比如苍山十八溪
防洪标准并不高，只需在桥梁等
位置进行适当加固。另外，还可
以通过工程固坡的方法解决 ;在
沟道下游，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

失，可以留足水石流堆积区面
积，不要搞建设，并做适当防护。
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给河底“抹
水泥”进行生态治理，这样的做
法值得商榷。而且这一工程耗资3
亿元，投入了大量公帑，如果得
到的却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结果，
那这样的生态治理工程可谓“有
百弊无一利”。

进行生态治理，首先要能尊
重生态、敬畏生态，要多用符合
自然规律的办法来处理生态问
题，河底“抹水泥”式的治理，显
然有违背自然规律的嫌疑，很有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成为
一笔“生态欠账”。

在遭到环保组织的质疑之
后，当地政府反应迅速，这项工
程停摆，相关部门还组织业主
方、设计施工单位与环保志愿者
进行了会谈，表态支持志愿者及
网友积极参与到项目中来，为项
目提出意见建议，此外，还向社

会公布了意见收集邮箱。当地政
府的积极反应，值得肯定。但这
项工程是否还会继续下去，河
底“抹水泥”的生态治理做法是
否还会照旧，这些都还要打上问
号。

关键在于，河底“抹水泥”究
竟是有利于环境治理，还是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些都需要
更高级别、更权威的环保部门介
入，来为这件“公案”定纷止争，
寻找到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生态
环境的解决方案。

如果河底“抹水泥”生态
治理工程，确实存在破坏生态
环境的问题，也不能只是简单

“叫停”，还要一查到底、追责
到底。3亿元的财政投入打了水
漂，十几条溪流的生态环境遭
到“灭顶破坏”，巨大的“财政
账”和生态账，要有责任人“埋
单”，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类似
问题再现。

□于洪良

眼下，随着高校相继“重启”，
大学生又回到久违的校园，美好
的大学时光继续上演，心情愉悦
自不待言。

回到校园后，希望每一位大
学生能够调整好心情、稳定住心
态，用个人的责任担当和行动，自
觉为学校、为他人也为自己“代
言”和“证明”。

“团结”一些。大学生回到校
园后，要把学校真正当成自己的

“精神家园”，对学校的制度安排
多一些支持理解，对学院(系)的
部署规定要积极落实执行。学校
管理者、老师和学生要团结起来，
生活中多一分换位思考，遇事时
多一点宽容包容，唯有如此，方能
聚成一股劲、拧成一根绳，从而将
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紧张”一点。高校虽然“重
启”，但疫情的警报仍没有解除。
大学生在正常学习生活的同时，
还是要绷紧弦，不松懈不大意，居
家养成的科学生活方式和卫生习
惯还得继续坚持下去。在公共场
所，要保持“一米线”距离。尽量多
锻炼体魄，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特
别是毕业班同学，静心完成论文
答辩等环节是第一位的，至于“散
伙饭”“毕业狂欢”之类，不妨压缩
再压缩。

“严肃”一分。因为疫情还在，
无论是谁都必须按制度办事、按
规章行事。像佩戴口罩、定时测体
温这样的事情看上去很繁琐，但
还是请大学生认真对待。在这个
特殊的学期里，少一点抱怨，减一
点牢骚，对自己严一点，心里多一
分爱与责任，必定于事有补，防患
于未然。

“活泼”一番。疫情虽在，但无
法阻隔青春的奔放和激情。在学
校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大学
生返校后可以尽量“释放”自己，
让校园生活丰富起来。和辅导员
多沟通，跟同窗好友多交流，给远
方的爸妈多报平安……万般滋
味，皆是生活。愿不乏勇气、身段
灵活、思路新奇的大学生们敢于
直面人生，书写自己动人的成长
故事。

总之，希望返校后的大学生，
能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大学生返校后

要多一分爱与责任

葛一家之言

□木须虫

2020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幕，
日前，记者从全国政协委员、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浩天信和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
夫处获悉，他今年的提案之一是
建议设立前科消灭制度，消除已
改过自新前科人员的耻辱标签。
他认为，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适时设立
和构建覆盖成年人和所有未成年
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既体现了刑
事政策轻缓化、人性化司法理念，
也反映了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
关怀。

所谓的前科是指个人的犯罪

记录。一旦背上了前科，就等于给
自己贴上了“坏人”的标签，不仅
在就业方面有诸多限制，还会受
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歧视”，
严重影响到这一群体的现实生
存。长此以往，前科人员很有可能
会再次犯罪。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一次犯
罪终身受罚”有违司法公平，如何
对待前科人员是司法文明理念的
一种体现。现行的刑法第100条规
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
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
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
不得隐瞒。这一规定被称为“前科
报告制度”。不可否认 ,该项制度
在预防犯罪人再次危害社会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它既是
对受过刑事处罚的人的一种警
醒 ,使之在行为上更加谨慎 ,也是
提高社会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但前科报告制度也有不合理之
处，在无形当中给曾受过刑事处
罚的人贴上了“前科”标签，使得
社会对其接纳更加困难，特别是
就业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对前科人
员说不。显然，这样的制度不符合
现代司法文明，是否设立前科消
灭制度值得商榷，但废除“前科报
告制度”则显必需。

前科消灭制度，属刑罚执行
体系。是对有前科的人，经过法定
程序，宣告注销犯罪记录，恢复正
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制度。这种制

度是着眼于前科人员权利的绝对
保护，其合理性、可行性还需要长
期的探索与完善，无法一蹴而就。

其实，前科消灭制度只是针对
前科人员保护的办法之一。除此之
外，人们完全可以结合前科人员的
进步、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更多细
致、更有针对性的犯罪记录管理与
应用的政策法律，求得前科人员保
护与犯罪预防的兼顾平衡。如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给予
未成年人特别保护。

至于成年人的犯罪记录，首
先是废除前科报告制度，禁止要
求公民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等
自证清白，一些特殊行业，如公务
员、教师等，可由单位根据授权的

权限向法律机构的数据平台查
询，不必要求前科人员“自曝污
点”；其次除法律明确规定的少数
特殊职业外，不得对前科人员就
业说不，而且特殊职业禁业限制
所针对的只是特定犯罪类型而非
全部，如与未成年人服务相关的
职业限定于性侵。对于前科禁业
限制的查询，只提供针对特定对
象符合从业限制与否的结果，而
非个人犯罪记录；第三是严格犯
罪记录信息的管理，实行分类和
分权限的管理制度，如前科人员
非暴力犯罪记录达到一定的年限
且无新记录，系统自动封存，除办
案机关或有权限机构单位之外不
能查询。

□江德斌

日前，湖南省政府发布文
件，提出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
动物，对依规退出的陆生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主体给予一定补偿，
对禁食后停止养殖的在养野生
动物进行妥善处置，并公布了养
殖户退出补偿及动物处置方案。
这是地方首次明确给出补偿范
围、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安排。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猎
捕、交易和滥食野生动物问题再
次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2月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
被舆论解读为我国正式进入全
面“禁野”时代。

在此背景下，各地现存的养
殖野生动物如何有序退出，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由于很多野生
动物养殖项目属于地方政府扶
持、鼓励类型，甚至属于扶贫项
目，养殖户的资本投入较大，一
旦退出就会造成前期投入无法
收回，有可能就此沦为贫困户。

从这个角度来说，给予养殖户合
理的补偿，不仅为养殖户纾解困
境，更消除了“全面禁野”工作推
行的阻力，可谓一举两得。

目前，我国各地人工饲养繁
殖的野生动物种类多达几百种，
龟鳖类、毛皮动物、蛇类、鹿类、
鳄鱼类、蛙类等养殖业已形成规
模，食用动物产业的从业者约
626 . 34万人，创造产值1250 . 54亿
元。在名录发布之后，大量禁养
野生动物遭到“冻结”，继续养殖
既非法又花钱，给养殖户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部分养殖户被迫弃
养、减少投食，诱发养殖野生动
物的大量非自然死亡。

以近年来渐为人知的竹鼠
养殖为例，在原农业部等七部门
2014年发布的一份特色产业增收
工作实施方案中，竹鼠就被列为
滇西边境片区可因地制宜发展
的特种养殖。到2017年以后，在广
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竹鼠
养殖作为脱贫致富项目也得到
政府扶持。根据相关统计估算，
单就广西而言，目前约有10万竹
鼠养殖户，竹鼠养殖存栏量1800
万只左右，年产值保守估计达28
亿元以上。

由此可见，每一个面临退出
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均牵涉大
量养殖户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置
不当的话，就会衍生出失业、返
贫等严重问题。因此，基于环境
保护、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综合
考虑，应尽量减少养殖户的损失
和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采取多
措并举的方式，解决养殖食用野
生动物的存量问题，其中退出补
偿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湖南省首
开先河，率先发布补偿标准，得
以稳定养殖户的人心，助力“全
面禁野”稳妥落实。

需要认识到，退出补偿标准
并未实现成本全覆盖，只是解了
养殖户的燃眉之急，相当于投资
止损，给养殖户吃了“定心丸”。
最关键的步骤，则是尽快筹集财
政资金，落实退出补偿金，让养
殖户有序依规退出，妥善安置存
量养殖野生动物，避免造成大量
动物死亡。同时，各地要抓紧研
究养殖户的转型、就业问题，防
范返贫现象，以保障脱贫攻坚任
务的完成。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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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掉“前科”标签，不只“消灭”一种办法

前科消灭制度着眼于前科人员权利的绝对保护，其合理性、可行性还需要长期的探索与完
善，无法一蹴而就。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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