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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八成网友认为
我国应该出台《反虐待动物法》

我国两支救援队
获国际重型救援队认证

据新华社消息，10 月 23 日，中国救援队和中国国
际救援队当日成功通过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测评
和复测，我国成为亚洲首个拥有两支获得联合国认证
的国际重型救援队的国家。

点评： 我国救援力量应积极融入国际救援体系，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四大行业协会倡议
发起尘肺病相互保险组织

据中国财富网消息，近日，四大尘肺病易发高发
重点行业的全国性行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冶金建设协会、中国建筑
材料联合会发布倡议书， 倡议发起尘肺病相互保险
组织。

点评：行业协会应该积极发挥联系政府、指导行
业、服务企业的优势，解决行业从业者的各种问题。

三部门
捐赠 6000 台电视机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为助力脱贫攻坚，保障困
难群众更好享受基本文化权益，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民政部近日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和
罗霄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相关县农村敬老院
赠送 6000 台电视机。

点评 ：满足贫困地区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应该
成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内容 。

7.5 万个快递站点
将加入“回箱计划”

11 月 20 日，菜鸟将联合快递公司发起“全国纸箱
回收日”，号召全社会一起回收纸箱、包装物，加入绿
色收货行动。 全国 4 万个菜鸟驿站、3.5 万个快递网点
将全面加入“回箱计划”。

点评：我们在享受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带来的福利
的同时，有义务去解决由此带来的环境等问题。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10月21日 友邻优课创始人夏鹏 500万元 教育事业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9年 10月 22日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800万元 雅戈尔中学升级提升 宁波市海曙区政府

2019年 10月 27 日 融创中国 10亿元 教育事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文梅

近日，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鹤童认知症康复中心
的一家特殊餐厅———“忘不了餐厅”，开始试营业。 几
名年龄在 71 岁至 84 岁之间、患有不同程度阿尔茨海
默症的病人在照护人员的陪同下为顾客提供点餐、送
餐等服务。鹤童认知症康复中心是一家专门收治阿尔
茨海默症患者的长期照护机构。 机构开设“忘不了餐
厅”，让患病老人参与餐厅的服务工作，帮助他们维持
记忆力。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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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者回家 ： 把压力
和愤怒发泄在没有反击能
力的动物身上是无耻和懦
弱的表现 。 生而为人自然
不易 ，可是动物也很无辜 ，
尤其是那些被中途遗弃的
动物，它们有什么错？ 是人
类的错误造成了不该有的
悲剧！

遥远的旅程 ： 什么时
候有关管理部门真正明白
动物的存在不只是经济发
展的需要 ， 更能懂得所有
动物都有免于恐惧和幸福
生存的权利 ，及早出台 《反
虐待动物法 》，中国才能真
正站立于东方之巅 ， 才堪
称 “文明国度 ”。 期待这一
天早日到来。

� � 1、你认为中国有无必要出台《反虐待动物法》？
A、有必要 81%
B、没必要 11%
C、说不清楚 8%

2、你认为《反虐待动物法》建议稿为何至今未能通过？
A、虐待动物不好界定，政府介入度也不够 51%
B、公众关于动物保护的意识很弱 42%
C、媒体宣传不够，公众知晓度很低 7%

3、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虐待动物，你会上前制止吗？
A、肯定制止 50%
B、看具体情况决定 34%
C、别人的事，管不着 16%

3、你会将虐待动物的人打上坏人、恶人等道德标签吗？
A、肯定会 63%
B、不会 26%
C、不好说 11%

近日， 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
被曝肢解虐杀流浪狗， 引发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后据成都理工大
学公开通报： 经公安机关和学校
调查，该生虐狗事件情况属实，学
校已对该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
育。 目前该生已予以退学。

其实关于虐待动物的消息，
这些年几乎没有间断过。 特别是
2005 年以来， 中国出现的严重虐
待动物行为越来越多， 从引发全
国巨大讨论的“高跟鞋踩杀小猫”
事件， 到专门领养流浪猫回家虐
杀的“周颖事件”、“喷火枪活烤小
狗事件”等，它们背后或是存在着
一条隐蔽的“虐杀”利益链条，或
是施虐者单纯的“取乐心态”，这
种现象引发了社会严重的不满情
绪，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对
抗现象。

屡禁不止的“虐待动物”事
件，也激起了公众的热烈讨论。 一
方面， 有人认为这只是微不足道
的小事和个例， 大肆宣传未免小
题大做；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士
认为，虐待的主观恶性很大，如不
重视便很可能衍生出更大的恶性
案件。 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
人开始倾向于， 对于一切生命，

“虐待”这一违背人类良知的恶性
都是应被禁止和严惩的。

善待动物是人类文明进化的
表现，虐待动物是任何国家、任何
社会都接受不了的社会丑恶现
象，危害极大，而且道德谴责在阻
止虐待动物方面苍白无力。

其实， 从 1822 年诞生于英国
的《马丁法》开始，防止虐待动物
立法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近 200 年
历史。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已有
100 多个国家制定了《禁止虐待动
物法》。

如英国先后有 《动物保护
法》、《动物福利法》，德国、挪威
有《动物福利法》，葡萄牙、菲律
宾、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
《动物保护法》，香港有《防止残
酷对待动物条例》， 日本先后有
《动物保护管理相关法》和《动物
爱护法》，新加坡有《畜鸟法》等。
虽然美国没有联邦一级的动物
保护基本法，但有《二十八小时
法》《人道屠宰法》《动物福利法》
等三部重要法律， 对动物运输、
屠宰和实验等重要环节进行了
系统规定，共同发挥了防止虐待
动物一般法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10 年，
我国首部《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
议稿）》 就已经提交相关部门，这
部建议稿坚持了动物福利的最低
限度。 但该建议稿自提交至今，来

自各方的争论声音从未平息。
例如，中国为动物权利立法

是否符合国情？ 吃猫肉、狗肉算
不算违法？ 遗弃动物应不应该受
罚？ 用于干农活、屠宰吃肉的经
济动物权利怎样保护才是可行
恰当的？ 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干
扰，目前这部建议稿迟迟未能得
以推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公众的态
度，《公益时报》 与问卷网联合发
起本期益调查“中国出台《反虐待
动物法》，你支持吗？ ”

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八成网
友认为中国有必要出台《反虐待
动物法》。

对于《反虐待动物法》建议稿
为何至今未能通过的的原因 ，
51%的网友认为主要是哪种情况
算虐待动物实在不好界定， 政府
介入度也不够；42%的网友认为
是由于公众动物保护意识很薄弱
造成的。

就“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虐
待动物，你会上前制止吗？ ”的调
查，超过半数的网友选择了“肯定
制止”，16%的网友选择了“别人的
事管不着”。

63%的网友表示但凡虐待动
物的人一定是“坏人、恶人”，必须
予以抵制和唾弃。

截至 10 月 28 日 10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