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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事FZ
“量子保健品”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炒作“量子科
技”概念的各种“伪创新”产品，甚至连全
国政协委员、量子科技领军人物潘建伟院
士的亲戚都上当受骗了……对此，潘建伟
说：“这些年中国的量子技术做得不错，
量子袜、量子鞋垫都来了。现在民间有一
些厂家利用量子的概念来推荐量子包装
的保健品。这些几乎都是假的，不要受骗
上当。” （新京）

热点观察FZ

近日，一条男子高铁吃泡面被女乘客怒
怼的视频引发热议。女子情绪激动，言辞激
烈，大声斥责该乘客，称高铁上有规定不能吃
泡面，质问其“有公德心吗”“没素质”。视频
曝光后，该女子回应称，因自己的孩子对泡面
过敏，曾跟这名男子沟通过，但对方执意不
听，她才发泄不满，并称男子拍视频上传已侵
犯了她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将采取法律手段。

高铁属于密封性较强的空间，每名乘客
都有维护高铁内秩序、不破坏该空间内空气
质量的义务，这也是乘客作为公民应当具备
的基本品质。但是，在高铁没有明确禁止食

用泡面等食物的背景下，以影响自己或孩子
为由阻挠他人食用某种食品并厉声斥责，恐
怕也超出了权利边界。当人们在公共场所
活动时，不宜过分干涉他人权利，这样才能
构建和谐美好的公共秩序。

一般来说，个人的权利便是他人的义
务，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他人权利，这是每
个公民得以正常工作、生活的基本条件。如
果权利可以被肆意侵犯而得不到救济，社会
将无法运转，人们也没有幸福可言。无论何
种权利，其能够得以行使的前提是不影响他
人正常生活，不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

超越了这个边界，权利便不再为权利，也就
不再受到保护。

在“男子高铁吃泡面被怒怼”事件中，初
一看，吃泡面男子可能侵犯公共场所秩序，
被怒怼乃咎由自取，其实不尽然。虽然高铁
属于封闭空间，但与禁止食用刺激性食品的
地铁不同，高铁运营方虽然不建议食用泡面
等刺激性食品，但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由
此可见，即使食用泡面、榴莲、麻辣烫等食物
可能产生刺激性味道，让他人不适，但是否
食用该食品，依然取决于个人喜好，他人无
权随意干涉乃至横加斥责。这也是此事件

披露后，很多网友并未一边倒地批评食用泡
面的男子，反而认为女乘客不该高声喧哗。

在相关部门并未禁止在高铁上吃泡面
的背景下，吃不吃泡面系个人权利或者个人
私德，是不违反公共利益的个人正常生活的
一部分。如果认为他人吃泡面让自己不适，
最好是请求他人配合并加以感谢，而非站在
道德制高点强制干预。只有每个人行使权
利时不逾越边界，与他人沟通时好好说话，
不过分自我地将幸福和舒适凌驾于他人之
上，人与人之间才更趋于平等，公共生活才
更趋向美好有序。 （北青）

公交司机“委屈奖”
宜变“抚慰金”
据三秦都市报报道，日前，西安 102 路

公交司机张师傅因提醒 3 名喝酒男子投
币，却遭其中一男子不断叫骂、狂扇 8 个耳
光，打出鼻血，还咬伤其右脸颊。乘客报警
后打人男子被刑拘，目前车队也给张师傅
申报了“委屈奖”。

不买票乘车本就不对，司机提醒还恼
羞成怒，猛扇耳光还把脸咬伤，这不是一
般的素质低问题，而已涉嫌违法犯罪。即
便张师傅未构成轻伤，或许也能以寻衅滋
事罪对涉事打人男子追责。

对暴力违法行为当依法打击。与此
同时，近年来，有些地方或部门为了让公
交司机、环卫工等一线服务性劳动者遭受
暴力侵害时尽量忍让，给受害者设立了

“委屈奖”，这值得商榷。
通常而言，奖励都是与贡献、成绩、荣

誉等对应的，获奖励之事也值得鼓励。可
无端被人殴打，跟荣誉等无关。现实中，
恐怕没多少人渴盼得到这样的“奖”。

的确，“委屈奖”既有对被打者遵守工
作纪律的肯定，又有对他们因工作原因遭
受殴打而加以抚慰的成分。因工作原因
遭受这样的伤害，也确实应当给予精神和
物质上的补偿与抚慰。

而既然“委屈奖”实质上是抚慰，又主
要以钱币形式体现，不如直接将名目改为
抚慰金，也让因被打而“获奖”者少些难堪。

把“委屈奖”改成“抚慰金”，再给予受
害人精神抚慰，这样更名正言顺，也避免

“不该奖赏却滥奖”的情况。 （新京）

教育减负受益的是大家
近阶段教育部门大力推行减负，在得到大家普遍认同

的时候，有人却认为减负伤害基础教育的质量，最耸人听闻
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减负是一场寒门的灾难”。

减负受益的是基础教育，而不是损害基础教育。我们
的基础教育带有浓重的应试色彩，技能、基础扎实，但创新
力不够，思维能力不足，通过减负这样的方式，开展素质教
育、弥补短板，是有现实意义的。不减负恰恰是寒门的灾
难，拼学习时间，农村孩子拼得过校外培训喂着、名师辅导
着的城市孩子吗？拼难度，拼得过从小学奥数的城市孩子
吗？光讲资源，农村没法跟城市比，环境本身就存在巨大差
距，怎么竞争？难度的升高，门槛的抬升，只会让更多的寒
门子弟被挡在门外。 (钱晚)

大学赏花需要
一份成熟“攻略”

据报道，3 月 10 日有超过 10 万人涌入华南农业大学赏
花，挤爆了校园内外。由此，不仅校方及时发布了指引，呼
吁不要集中赏花之外，以缓解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甚至于
都惊动了广州交警部门，出面发布车辆避让信息。

大学面向市民开放、与周边社区有限度融合，有利于让
大学的文化底蕴与市民的文化需求相互动，从而形成一个
区域文化共长的范式，所以，大学赏花就需要一份越来越成
熟的“攻略”：大学能够有计划地接受游客入校，而赴校游客
也能熟谙大学校园内外秩序并心存一份公共敬意。 (北青)

怒怼“高铁吃泡面”折射边界意识淡薄

农村法律知识问答答问

第287问？吸食、注射毒品的，如何处罚？
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吸

食、注射毒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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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下车未注意 车门撞骑车人

40 岁的杨某在北京打工，她说事发当
天她准备从北京回老家，回家前想去超市给
孩子买东西。

通州检察院指控，2017 年 8 月 17 日 19
时许，被告人杨某乘坐其姐夫胡某驾驶的小
型轿车，行驶至北京市通州区某村北口时，
胡某将车辆临时停靠在道路右侧的非机动
车道内，杨某打开的左后侧车门与刘某驾驶
的电动自行车相撞，致刘某颅脑损伤，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经通州交通支队认定，杨某
负事故主要责任，胡某负事故次要责任。案
发后，杨某在现场等候处理。

公诉机关认为，杨某违反道路运输管理
法规，因而发生一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应当
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判决：犯交通肇事罪获刑

“因为要给孩子买东西，所以我姐夫就

将车停在了路边，我就拉开了左后车门，谁

知道刘某正好骑车过来，结果就撞上了，但

没想到，事发后 5 天刘某死了，还是我姐夫

报的警。”杨某说。

杨某承认自己下车前并没有观察车后

方有没有车，“当时天已经黑了，一开始刘某

躺在地上，后来他自己坐起来了，而且还能

说话。”杨某表示。

“我当时都蒙了，看他躺在地上就过去

拉他，他坐起来后我姐夫上去向他要家里人

电话，他指了指上衣口袋，我们就拿出了他

的电话通知了他的家人。”杨某在法庭上说，

当法官问杨某是否赔偿了刘某家人，杨某表

示未赔偿，“刘某的家人到现场后说等不及

救护车来了，就自己开车去医院了，我因为

要在现场接受交警调查，就没去医院，后来

怎么谈的赔偿我也不知道。”

当庭出具的杨某丈夫的证言显示，杨某

的丈夫称家里没有赔偿能力，杨某说自己家

里确实不富裕，3 个孩子都到了上学年龄。

杨某说：“我一直想赔偿，现在没有能力。”

经过审理法官当庭作出判决，以交通肇

事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 1 年。据承办检察

官介绍，因开车门导致的交通事故不是第一

次，很多人特别是乘车人下车前没有注意的

意识，结果导致本案的悲剧发生。 （法晚）

郑某在某酒水专卖店两次购买了数瓶某
知名白酒，后经鉴定为假冒品。郑某遂将酒
水专卖店告上法庭，要求退还货款，并赔偿货
款3倍的赔偿金。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此案，支持了郑某的诉请。

2016 年 12 月 9 日，郑某在宝山区某酒水
专卖店花费 5400 元购买了 18 瓶江苏省某知
名品牌白酒。回到家后，郑某怀疑这 18 瓶白
酒是假货。4 天后，郑某再次到该酒水专卖
店购买了 24 瓶同款白酒，并向宝山区酒类专
卖管理局举报。宝山区酒类专卖管理局接

到举报后，委托厂家对这些白酒进行鉴定。
经鉴定，郑某购买的白酒确为假冒品。2017
年 2 月，郑某将该酒水专卖店告上了法庭，要
求退还货款 12600 元并赔偿 378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
倍。但郑某在购买这些白酒后并未食用，而是
用于投诉、举报和索赔，这是典型的“知假买
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食
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
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
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
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在
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
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
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本案中，
酒水专卖店以假充真销售假冒白酒，可以认
定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郑某的请求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法院遂予以支持其诉求。 （上法）

健身房锻炼受伤
谁该负责？

法院判决健身房担责四成

陈女士在健身房健身时，意外弄伤了
左脚。对于如何赔偿，陈女士与健身房交
涉了一年，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无奈之
下，陈女士将这家健身房以及健身房投保
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近日，浙江省台
州市仙居县法院审理了该起纠纷。

健身房内锻炼受伤

2015 年 11 月，陈女士与朋友共花了
9880 元在仙居县一家健身房办了会员卡，
两人同时享受 5 年的健身服务。之后，几
乎每天晚上陈女士都会去健身房锻炼，这
样坚持了 1 年。

2016 年 11 月 27 日晚，陈女士跟往常
一 样 来 到 健 身 房 做 动 感 单 车 健 身 项
目。当晚，健身房生意火爆，单车健身
由一名新教练带队。没想到，音乐刚刚
响起 1 分钟，陈女士的脚就脱离了踏板，
踏板由于惯性作用，重重地撞在了陈女
士的左脚上。陈女士痛得直冒冷汗，经
送医院被诊断为左距骨骨折、左踝骨骨
折 ，住 院 治 疗 了 1 个 星 期 ，花 了 3680 元
医疗费。

伤好之后，陈女士找到健身房负责人
讨说法。对方却称，这是由于她自身原因
造成的，不愿承担责任。经多次协商无
果，2017 年 11 月，陈女士向仙居县法院起
诉健身房以及健身房投保的保险公司，要
求赔偿其经济损失 3.6 万余元。

健身房担责任四成

案件开庭审理时，对于到底是谁的过
错，双方各执一词，展开了激辩。

“我以前骑单车健身前，都有教练进
行骑行刹车等安全提示。当天是一个新
教练带队健身，事先没有进行安全提示，
而且刚开始就骑得很快，才导致我受伤。”
陈女士认为。

“健身房墙上贴有相关骑行安全提
示，教练也有提醒，只是陈女士没有注意
到。”健身房负责人称，陈女士在骑单车过
程中用双脚强行停车，而没有使用紧急阻

力刹车按钮，受到伤害完全是因为她自己

操作错误导致的，她应负全部责任。

近日，仙居县法院酌情确定健身房承

担 40%的责任，判决健身房赔偿陈女士经

济损失 1532 元，健身房投保的保险公司赔
偿 12694 元。 （浙法）

郑某“知假买假”购白酒索赔
法院：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仍受法律保护

突开车门撞飞骑车人
北京一女乘客犯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

停车、开车门、下车，看似平常的动作，但稍有疏忽，也会引发事
故。女子杨某就因为下车前没看后面，直接推开了车门，结果一

辆电动自行车正好撞在车门上，骑车人刘某飞了出去，经抢救无效 5 天后
死亡。3 月 12 日上午，被控涉嫌交通肇事罪的杨某在北京通州法院受审，
法官当庭作出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

遗失声明

澄迈美亭益农农药一卡通销售店公章因保管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生化制药厂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因保管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母亲失踪多年
如何宣告死亡？

儋州羊小姐：我母亲患精神病，3 年前离家出走，父亲和
我们子女到处寻找，也到派出所报了失踪，但一直杳无音
讯。亲戚说这种情况应宣告死亡，把继承手续办了，能避免
很多麻烦。请问，宣告死亡是怎么回事？万一以后母亲又
找到了怎么办？

答复：根据《民法总则》相关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满 4
年、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 2 年的，利害关系人可向法院申
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 2 年时间
的限制。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
法院应撤销死亡宣告。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依照

《继承法》取得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产。

（上接 1 版）他利用职业便利，敢于和违法犯罪行
为作斗争，他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6年协助破刑事案件17起

“就是这里！”2008 年 4 月 24 日，在东方市新港
社区旁的一处私宅外，文保发指着大门小声告诉
民警。随后，东方市新港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冲进
去，将 2 名贩毒人员抓获，并缴获海洛因等毒品
260 克、作案工具小轿车 1 辆。

“平时在拉活时，有一些吸毒、贩毒特征比
较明显的人，我就会格外留意。”文保发回忆，当
时有很多吸毒的人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他希
望 通 过 自 己 的 力 量 打 击 毒 品 犯 罪 。“ 尤 其 在 晚
上，遇到吸毒、贩毒的人几率比较高，我记不清
楚他们的长相，会记住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文
保发在电话中向记者介绍，经过自己一年多的
认真观察，他发现新港社区旁的一处私宅非常
可疑，曾多次拉过疑似吸毒的人前往，便向新港

边防派出所举报。
据统计，2002 年至 2008 年，文保发积极向东方

警方提供重要信息，先后帮助公安机关破刑事案
件 17 起，其中大要案件 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2
人。2006 年，文保发被评为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2009 年，文保发荣获“粤海铁路杯”海南省见
义勇为好公民称号。

多次被恐吓围殴后怕却不后悔

“从 2002 年开始，我在东方就受到多次威胁恐
吓，还被人围殴过。”回想起当初情形，文保发轻声
一笑带过。担心影响家人的生活，2011 年他二女
儿出生后，就带着两个孩子回来老家了。

记者了解到，2005 年某日，文保发在夜间照常
驾驶摩的拉客时，突然有 3 人围上来，一顿拳打脚
踢后离开；2006 年某日，文保发在拉客时，一名他
曾举报过的吸毒人员拿着刀将他拦下，并威胁“不
要再多管闲事”。此外，从 2002 年至 2011 年，文保

发还多次受到过言语上的威胁恐吓。
文保发坦言，现在回想起当时受到的威胁，虽

然有点后怕，但从未后悔。
“前几天他又帮助一位老年痴呆的迷路老人

回家，老人的家属多次向我们致谢。”3 月 6 日，文

保发的大女儿文培蓝通过电话向记者介绍，生活

中的父亲是一个热情、助人为乐的人，自己曾多次

因担心父亲的安全而劝他不要“多管闲事”，但看

到一个个受到帮助的人感恩的表情后，才意识到

帮助他人的意义。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文保发在和妻子离婚

后，独自一人承担起照顾两个女儿以及年迈母亲

的责任，回江西老家后，文保发做起三轮摩托车货

运生意，但收入甚微，目前生活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到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省对生活
困难见义勇为人员在生活、子女教育、住房帮扶上
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下一步基金会也将

认真了解文保发具体困难，并给予帮扶，切实解决
他的实际困难。

继续寻找43名失联见义勇为人员

据了解，海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与本报共同
发起的“寻找海南失联见义勇为英雄”活动仍在继
续，现继续寻找 43 名失联见义勇为人员，他（她）
们是：

黎华耀、吴坤富、何贵彩、黎传海、黄文卿、黄
明荣、田武弟、王悻军、刘进明、袁强、田务成、刘
尤武、谭本权、罗明端、许林雄、黄循佩、陈芳、邱
魏、苏华庆、魏驰坤、陈善明、吴国硕、黄矿杰、蔡
志强、魏登云、陈光武、王军、何瑞山、张光吉、林
声平、贾玉节、戚华义、向多华、王友恭、游勇、邢
孔武、周韬、钟宇祝、熊家维、黄慧超、李立滕、刘
潇潇、陈福。

如果您认识这些英雄，知道他们的线索，请拨
打法制时报新闻热线 18689651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