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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金福
一 次 刻 意 隐 瞒 ，导 致 88 人 被 隔
离 。 近 日 ，安 徽 省 怀 远 县 人 民 法 院 依
法公开审理了一起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案 件 ，判 处 被 告 人 杨 某 某 有 期 徒 刑 一
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5 月 31 日《中国
纪检监察报》）
据报道，自 2020 年 2 月 14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17 日，全国共审理“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刑事案件 76 起，另有 2 起涉及
妨害公务罪。这说明，类似“刻意隐瞒接
触史”的恶意行为并不在少数，理应引起
高度警觉，并加强防范。
根据我国《刑法》和《传染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
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可以说，此次杨某
某因“刻意隐瞒接触史”而被当地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完全是咎由自取，一点也不冤。
近期，安徽、辽宁、广东等地接连出
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次拉响警
报，对“刻意隐瞒接触史”的恶意行为必
须“严惩重处”。一方面，相关执法部门
要对“刻意隐瞒接触史”的恶意行为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要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绝不姑息，绝不纵容，该追究刑责的要追
究刑责，让其为自己的无良、无知行为付
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相关部门
要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大胆地对“刻意隐
瞒接触史”的恶意行为进行检举揭发，并
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进行隔离，以防
传染和扩散。
当然，还需加大疫情防控的宣传和
普法教育力度，要让每一位公民知晓“刻
意隐瞒接触史”既是一种危险行为，更是
一种违法行为，从而避免一些人因为无
知而“刻意隐瞒接触史”，导致传染的危
险性，造成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危害社会
公共安全。
但愿通过刻意隐瞒接触史“获刑”这
一典型疫情案例，能警示更多的人在疫
情防控的非常时期，既要严格按照相关
防疫要求，做到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少
出门、不聚集，又要高度重视防范“刻意
隐瞒接触史”恶意行为的发生，确保疫情
防控“无漏洞”
“ 无死角”，从而早日打赢
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怂恿他人跳桥被行拘”
具有警示价值
南朔
见到有人要跳桥，
路过男子不但见死
不救还怂恿对方跳下去，
最终，
这名冷漠的
看客被行政拘留 10 天。据报道，近日，广
西百色一名年轻男子酒后想不开，
站在一
大桥护栏外想要轻生。一名路过的男子
覃某不断用言语刺激年轻男子，
年轻男子
听后情绪激动，
不顾民警劝阻，
纵身便跳入
河中。所幸民警及时下河施救，
年轻男子
并无大碍。
对一些人来说，总有“看热闹不嫌事
大”
的心态，
之后体现在语言和行动上，
便
会出现一些很违和的举动，
此次的男子便
是如此。对于这样的行为，一般情况下，
很多人都是进行道德谴责、道德鞭笞，之
后则一笑而过，此事也算是“告一段落”。
也因为没有任何震慑，
所以一些人的道德
素养、言行举止，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
改变。
但此次不一样，
这名怂恿他人跳桥的
男子，直接被行政拘留 10 天。这意味着，
这样的事件已经从道德的范畴延伸到法
律的范畴了。从法律上来说，
无论是《治安
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中，
都有
“寻衅滋
事”
的相关条款，
只不过，
在具体的条文中，
其并没有明确将“起哄怂恿他人自杀”纳
入。但是，
法律本身也是具备一定自由裁
量权的，
这也是法律的重要内涵之一。当
一件事情引发很多人的反感与不适时，
法
律的兜底便应提上议程。
此次这名男子的行为就是“主观故
意”
的，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社会
秩序的危害结果，
但还是希望这种行为发
生。这样的做法，
应该属于相关法律条款
中的
“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同样的，
该男
子也是有犯罪动机的，
那就是满足不正常
取乐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
要。最终警方将该男子拘留 10 天，
便是因
为他的行为的确带来了非常不好的社会
影响。
从各方的呈现来看，
类似的处罚还是
比较少的，
如今，
广西的这一判例，
对震慑
住一些人的瞎起哄行为而言，
具备很好的
示范价值。在一些极端事件上，
怂恿者的
言论，可能会带来无可挽回的恶劣后果。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不能等到出事了
再来预防。为了拯救
“冷漠的看客”
，
的确
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而此次广
西的做法，
就是可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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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三孩生育政策 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今日社评

刻意隐瞒接触史
“获刑”的警示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 5 月 31
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
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
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
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
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
赋优势。
（相关报道见 A3 版）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
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
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要减
缓老龄化进程，提高生育率是目前能够做
到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是低出生率
和低死亡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出生率
下降及低位徘徊是导致人口老龄化更为
重要的因素。面对老龄化和劳动人口数
量下降等挑战，国家人口生育政策亟须应
时而变。中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
大事。国际经验显示，一些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
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
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
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效果，但
从长远看，建立更完善的顶层设计和综合政策支持体系，
乃是根本的治理之道。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对改善
我国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均衡健康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
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
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取
得积极成效。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人
口共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的 133972 万人相比，增
加 7206 万人，年平均增长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
口数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数
据出现了明显下滑，相应的生育率下滑
趋势也非常明显。适时因势放开生育政

策，让更多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能够生育，
是避免人口负增长过早到来的一个有效
手段。
劳动力出自人口，人才也来源于人
口。我国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
规模优势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尤其是在目前国际贸易的严峻形势下，我
国能够通过双循环来实现经济稳定且可
持续的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总量
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以及基于此打造的
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进一步优化生育政
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保持我国
人口规模优势和人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客
观要求。
然而，仅靠优化生育政策还不够，还

需要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
衔接，切实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
成本。改善生育率是一个体系工程，从
恋爱到结婚组建家庭，从孕产期再到儿
童成长，整个过程都需要全面的政策支
持体系，相关配套政策需要逐步实施。
比如，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
虑，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
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再比如，
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
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
法权益。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生育
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
安的大事。国际经验显示，一些进入“低
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
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
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
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
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效果，但从长远看，
建立更完善的顶层设计和综合政策支持
体系，
乃是根本的治理之道。
有理由相信，随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效果持续显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会逐步
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以避免掉入“低
生育陷阱”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让孩子拥有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
又是一年儿童节。这是一个属于孩
子的节日，作为成年人，总会对孩子们说
些什么，为孩子们做些什么。一条始终不
变的主线，
就是希望孩子们快乐成长。
有人讲，对今天的孩子来说，快乐是
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在物质生活上，
他们基本衣食无忧，拥有着上代人所不能
拥有的一切，但沉重的课业负担，也让他
们承受着上代人不曾承受的东西，让他们
失去了童年应有的许多快乐。
这话不无道理，但也不要过分放大，
不要简单地否认孩子们面临的一切，从而
陷入一种新的成长焦虑之中。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担当，每一代人都是在压力
中成长的，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是，从时代

特点出发，尽量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值得回
忆的童年。
少年强则中国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
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
证者，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人生
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学习的基础从
一开始就要打牢。童年不只是书本上的
学习，尤其不只是机械单调地重复强制的
书本学习。少年儿童从小就要立志向、有
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长大后成为对祖国建设有用的
人才。
对于家长来说，必须要好好学习“今
天如何做父母”，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

更不能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作为自己的“面
子工程”，从而让他们的童年只留下一个
个培训班和一道道数学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靠
我们这一代，更靠下一代。6 月 1 日起，两
部有关未成年人的重要法律开始施行，给
未 成 年 人 的 健 康 成 长 送 上 节 日“ 大 礼
包”。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全面呵护青
少年身心健康，新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健全青少年心理干预机制，背后是对
少年儿童保护的不断加码。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掏出了大量真金白银，努力为少年
儿童学习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除了继
续做加法之外，还要思考的是，这一切有

毛建国

没有实实在在地惠及到孩子们的身上，让
他们拥有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
年龄或有不同，但每个人内心深处，
其实都藏着一个天真烂漫的小朋友。有
人曾经感慨，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因
为有自己的乡愁。可今天的孩子呢，每天
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有的经历了许多次
搬迁，不少人连固定的玩伴都没有几个，
他们长大了会有自己的乡愁吗？
今天，要向所有的孩子说一声“节日
快乐”，也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关爱少年
儿童，让孩子们留下一个值得回忆的童
年。什么样的童年值得回忆并没有标准
答案，但无论如何，真正值得回忆的童年，
绝不会只剩下做习题和上培训班。

以守护生命的名义呼吁控烟提速升级
5 月 31 日是第 34 个世界无烟日。关
于控烟，最新相关消息既让人喜又让人
忧。好消息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共同发布的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显示，中
国 15 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从 1984 年的
33.9%下降至 2018 年的 26.6%；多地将电
子烟纳入控烟“黑名单”，对违规吸烟明
确罚则。
中国人群吸烟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仍
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与《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提出的控烟目标（即 2030 年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至 20%）相比，仍
有较大差距，未来几年控烟压力很大。特
别是吸烟人数超 3 亿，每年因吸烟死亡人
数超 100 万，让人感到遗憾和痛心。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烟民把自己珍贵
的生命断送在烟草上，无异于“自杀”，这
是多么不值。而某些烟民在室内公共场
所制造二手烟，无视他人健康与生命，这
与“伤人”
“害命”没有多少区别。所以，希
望“每年因吸烟死亡人数超 100 万”引起
足够重视，烟民不要把自己变成其中之

一，
也不要给无辜者带来伤害。
现在，亟须以守护生命的名义呼吁控
烟提速升级，重点是以问题为导向全面加
大控烟力度、提升控烟速度，避免一些人
被吸烟
“夺命”
。
首先，控烟立法需要提速升级。一些
地方已制定新的控烟法规且取得一定成

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有很多地方控
烟立法缺位。这既需要地方加快制定和
完善控烟制度，更需要国家层面出台专门
控烟法律，以指导、规范地方控烟。至今
仍没有一部有针对性的全国性公共场所
控烟禁烟法规，
是一件憾事。
其次，明确控烟法规落实责任。控烟

抹黑中国：坏人变老了，老套路没变
《华尔街日报》5 月 23 日刊登报道，以
得自所谓“匿名官员”的信息重新炒作新
冠病毒溯源这个老话题，与白宫政客“唱
双簧”，妄图嫁祸他人，为美国国内矛盾转
移视线。
值得警惕的是，文章第一作者是早已
在美国新闻圈声名狼藉的造假记者迈克
尔·戈登。因在伊拉克战争、
制裁伊朗等重
大国际事件的报道中蓄意捏造事实，这个
有20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记者信誉尽毁。
早在 2002 年，
时任《纽约时报》记者的
戈登与朱迪丝·米勒撰写一篇报道炒作伊
拉克试图制造核武器，被多名美国高官引
用，为布什政府发动侵伊战争制造声势。
那场战争造成数十万伊拉克人丧生，而戈
登报道中关于伊拉克采购用于离心机的
铝管之类说法后来被证实毫无根据。联
合国武器核查员声明戈登和米勒的指控
没有一项是真实的。
2006 年，
戈登在《纽约时报》发表多篇
文章，鼓吹美国应增兵伊拉克，否则伊拉
克形势“前景不妙”，其引用的信息源同样
不是匿名就是化名。当时，无论伊拉克人

还是美国人大都不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
行动升级。他的这些报道因不顾事实、观
点偏颇而受到新闻界人士的广泛批评。
2007 年 2 月，戈登在《纽约时报》头版
发表了题为“伊拉克致命炸弹为伊朗制
造”的报道，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伊
朗在向伊拉克提供针对美军的致命武器
方面“扮演了角色”。后来，事实证明这些
炸弹并不是伊朗提供的。
《纽约时报》就此
发布“担责声明”，将此归咎于戈登引用了
“身份不明的高官”的话，而报道中所有的
信息源都没有真实姓名和身份。
如今，戈登故伎重演，再次跳出来就
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大做文章，抹黑中国。
与之前造谣一样，戈登在文中又援引一份
所谓“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宣称在疫
情暴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研究人员身
体不适并入院治疗，还鼓吹该情报会加强
外界要求全面调查病毒是否是从“武汉实
验室泄漏”的呼声。纵观全文，其信息源
不是“熟知此事的现任或前任官员”，就是
“一个人说”
“另一个人说”
“大部分科学家
说”，没有一个可查实、可追溯。真可谓，

还是同样的手法，还是同样的味道。这不
由得让人感叹，
坏人变老了，
老套路没变。
同样，美国政府与戈登等无良记者之
间的
“双簧戏”
也与 19 年前如出一辙，
双方
驾轻就熟，默契如初，了无新意：先是匿名
美国情报机构“泄露”所谓的情报，再由戈
登加工成主流媒体报道，大肆渲染，制造
舆论，
随后白宫下令美情报部门 90 天内提
供新冠病毒起源报告。
常言说，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或
者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你无法永远欺骗所
有人。毕竟，互联网时代是留痕的时代。
戈登重演老套路已经被人看穿。连美国
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指出，戈登此次关于病
毒溯源问题报道的手段与其多次违背新
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行为如出一辙。
《编辑与出版者》杂志资深编辑克莱
格·米切尔直指戈登的报道不可信，并以
戈登之前沦为笑柄的报道为例，称其报道
是“严重误导”
“完全不准确”。艾米·古德
曼和大卫·古德曼在合著的《我们时代的
谎言》一书中说，戈登之流与白宫政客的
互动是典型的信息误导“两部曲”：白宫故

本报特约评论员

老鹰

法规来之不易，在部分室内公共场所没有
落实，这既暴露出责任主体不明确或不尽
责，也暴露出监管主体不清晰，还说明控
烟志愿者缺位。而要落实控烟法规，则必
须明确责任主体、监管主体，对失责者应
该追究责任。同时，还应该鼓励更多志愿
者参与控烟。
再次，大力普及吸烟危害和控烟常
识。要想争取更多烟民戒烟，防范未成年
人吸烟，关键在于普及相关知识。虽然现
实中也能看到相关知识普及活动，但普及
的方式过于僵化和传统，没有对普及对象
形成心灵震撼和有效教育。因此，必须采
取更灵活的方式普及吸烟危害，尤其要让
未成年人远离香烟和电子烟。
国家卫健委透露，下一步我国将围绕
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直面成人吸烟率高、
电子烟界定及监管等焦点问题，加速落实
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无烟学校、无烟家庭
建设。做好这些工作，也是控烟提速升级
的具体体现，而吸烟人数以及每年因吸烟
死亡人数能否明显下降，从中最能看出控
烟的实际效果。
漫画/陈彬

新华社记者
意向记者泄露谎言，记者在报纸上添油加
醋作为爆炸性新闻曝光，然后白宫再拿媒
体报道来说事。
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岂
容无良记者胡编乱造。所谓新冠病毒是由
武汉病毒研究所
“制造”
或
“泄漏”
的说法无
中生有，
完全不符合学术界共识、
不符合病
毒学常识、更不符合客观事实。中国实验
室泄漏病毒极不可能的结论，已经清楚地
记录在今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中国-世卫组
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的研究报
告中，
这是权威的、
正式的、
科学的结论。
或许，
戈登本人可以感到
“自豪”
的是，
其作为记者的从业经历已成为美国政府在
全球推行霸权主义行径的一部分。不过，
假的真不了。几次让戈登名声大噪的作假
行为事后都被戳穿，
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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