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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六成网友表示
曾经遭遇虐待动物事件

今年防灾减灾周
定为 5 月 9 日至 15 日

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2 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
的人民防线”，5 月 9 日至 15 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近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发出通
知，安排部署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

点评 ：要切实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 ，从源头上
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
芽之时、成灾之前。

武汉 5 天
4274 人献血 140 万毫升

据《长江日报》报道，4 月 5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公
民献血领导小组发出紧急倡议。 呼吁 18 周岁至 55 周
岁、身体健康、无基础性疾病，无新冠肺炎感染史或接
触史的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保障武汉医疗机构抢
救生命用血需求。倡议发出后，武汉市民纷纷响应。截
至 4 月 10 日 18 时，5 天全市共有 4274 人撸起袖子捐
献热血，献血量 140 万毫升。

点评 ：为武汉捐献热血 ，将是一场长时间的爱心
接力跑。

第一季度起诉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4151 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 至 3
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决定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12880 人，不起诉 2712 人。 同期，全国
检察机关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 4151 人，
同比上升 2.2%。

点评 ： 帮助孩子远离性侵害不仅需要法律的保
护，更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

英国向 17 万家抗疫慈善机构
拨款 7.5 亿英镑

据环球网消息，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宣布为抗击
疫情， 将向全英 17 万家参与一线抗疫的慈善机构拨
款 7.5 亿英镑， 其中 3.6 亿英镑将直接由政府部门分
配，3.7 亿英镑将拨给小型慈善机构，6000 万英镑将拨
给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点评： 社会组织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们的生存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

(2020 年 4 月 13 日至 2020 年 4 月 19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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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现实生活中，你身边有没有发生过虐待动物的事件？
A.有 64.92%
B.没有 35.08%

2、你认为，为何大学生虐待动物的事件屡见不鲜？
A.缺少专门的法律条例 27.41%
B.学校有关动物保护的教育不足 34.6%
C.存在视频倒卖产业链及其他利益链条 17.1%
D.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较低，社会倡导力弱 20.89%

3、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虐待动物的视频，你会怎么做？
A.向平台举报该视频 30.52%
B、寻求动物保护组织或有关部门帮助 44.41%
C、发表评论并进行谴责 21.09%
D、一扫而过，不发表意见 3.98%

4、你认为，为保护流浪动物，动物保护组织的哪种作为
最有效？

A、推动立法工作的及时展开 33.24%
B、加强公益宣传和公众教育 43.15%
C、提早设立流浪动物救助站 13.02%
D、与相关部门达成合作，发挥监督作用 10.59%

继去年 10 月成都理工大学
研究生虐狗事件之后， 高校学生
虐待动物的话题再一次引发热
议。 4 月 8 日，某微博网友爆料称，
山东理工大学大四学生范某有火
烧、 电击流浪猫等虐待动物的行
为，并拍摄相关视频进行贩卖。 一
时间， 范某的恶劣行径在网络上
引起轩然大波。

在获知相关信息之后， 山东
理工大学在 4 月 15 日发布公告，
核实了学生范某虐猫情况， 并决
定依据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对其予
以退学处理。 对于这一处罚结果，
不少网友表示“罪有应得”。 但其
实，当虐待动物的行为屡见不鲜，
尤其大学生也多次成为“施虐者”
时， 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并思考这
一现象，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
的批评上。

善待动物并尊重生命是人类
文明的重要体现， 而虐待动物也
经常被视为人类暴力的前兆。 据
了解，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明，虐
待动物常常是家庭环境中出现人
类暴力的危险因子之一。 因此，许
多动物保护领域的专家和行动者
已经把虐待动物视为严重问题，
认为施虐者存在心理问题， 对社
会而言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山东
理工大学在公告中同样表示会对
学生存在的心理异常问题进行心

理辅导。
该事件发生后， 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法律
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马勇公开表
示，虐待猫狗一类的非野生动物，
大多是在道德层面进行谴责，没
有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 因此违
法成本较低。

的确， 当前我国刑法和治安
管理处罚法中尚无针对虐待动物
行为的法律条文。 对于学生范某
来说， 他受到了法律之外的惩戒
方式———“校规”的处罚，但那些
非大学生群体的成年人来说，他
们虐待动物的行为又受到哪些约
束呢？ 在动物保护法和反虐待动
物法等保护动物的法律法规正式
出台之前， 依靠动物保护组织和
动物保护者的呼吁与谴责到底有
多大效力呢？

不过，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反
虐待动物的声音从未停下过，社
会公众及政府的动物保护意识也
始终在进步。 为了进一步了解公
众对虐待动物的态度，《公益时
报》 联合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大四学生因虐待流浪猫被
退学事件，你怎么看？

调查自 4 月 16 日至 4 月 18
日，共收集 1029份有效问卷。 调查
结果显示，有 64.92%的网友表示自
己身边曾经发生过虐待动物事件。

在探讨“大学生虐待动物的
原因”这一问题上，有 34.6%的网
友认为学校有关动物保护的教育
不足是主要原因；27.41%的网友认
为是由于“缺少专门的法律条
例”；20.89%的网友表示“公众动物
保护意识较低， 社会倡导力弱”；
17.1%的网友认为“视频倒卖产业
链及其他利益链条” 也是造成大
学生虐待动物的一大诱因。

当下， 网络社交平台成为了
动物保护的重要领地， 发挥着不
可或缺的舆论监督作用。 那么，在
网络上看到了虐待动物的视频，
人们会怎么做？ 调查显示，超过四
成的网友选择寻求动物保护组织
或有关部门帮助， 约三成网友会
向平台举报该视频， 超两成网友
会直接发表评论并谴责该行为，
仅有 3.98%的网友选择“一扫而
过，不发表任何意见”。

就“保护流浪动物，动物保护
组织最有效的行动”这一问题上，
现阶段网友们还是更多认为“加
强公益宣传和公众教育” 应该是
动物保护组织的主要发力点，占
比 43.15%。 33.24%的网友认为动
物保护组织可以推动立法工作的
及时展开。 而“提早设立流浪动物
救助站” 和“与相关部门达成合
作，发挥监督作用”两项，分别有
13.02%和 10.59%的支持率。

截至 4 月 18 日 10 时

闲时就看看 ：最
先进的影音技术被用
于传播最原始最凶残
最恶毒的杀戮 ， 基础
文明缺失的问题凸显
无疑。

华夏 HUAHSIA：
对于虐待动物的人 ，
不止要入刑 ， 还要做
精神评估。 如果是人
格障碍，难以教化，建
议终生监护。 否则，放
到社会上， 就变成了
行走的不定时炸弹。

可新 tansy：法律
上虐待动物的空白让
这 些 施 虐 者 为 所 欲
为。 不立法说什么都
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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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20年4月14日 广州和祥贸易 500万元 支援战“疫” 黑龙江省青少年基金会

2020年4月15日 华一控股集团 350万元 学校建设 郴州市教育基金会

2020年4月19日 秦英林 市值 8 亿元股
票 教育事业 西湖教育基金会

� � 4 月 14 日，中新社记者走进武汉雷神山医院，拍
摄下病房外走廊墙壁上的一幅幅手绘作品。这些作品
多是由各地医疗队医护人员手绘而成，既有抗疫的点
滴日常，也有满满的祝福。武汉雷神山医院 14 日实现
患者“清零”。

（中新社记者 张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