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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11月 12日，河北赞皇县人民检
察院邀请人大代表，公开听证一起
正当防卫案件。参加听证的代表均认
可：检察机关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李
某作出的正当防卫的行为定性和不
起诉的处理意见。这是我国司法机关
正确适用法律，为行使正当防卫权的
公民伸张正义的又一案例。

自卫由人的本能发展为法律认
可的权利，防卫行为也由私力报复
演变为社会认可的法律行为，成为
一项普遍的权利，即为正当防卫权。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
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
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
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
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与《刑法》的规定相对应，我国
《民法典》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
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如此，

《民法典》还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
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
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
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
关国家机关处理。这个条款也叫“个
体私力救济权”，是《民法典》对正当
防卫权的外延所作的延伸或扩展，
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的自我防卫获
得正当性。

法律对正当防卫权的认可，是
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重大进步，对
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和他人
的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法律上的规定与司法实
践并没有同步。在一个时期内，司法
机关对正当防卫权的适用，存在着
过分从严的倾向。这在客观上打破
了“恐怖平衡”，使得坏人有恃无恐，
好人屡屡蒙冤，让“扶不扶”“劝不
劝”“追不追”“救不救”成为困扰社
会的重大问题。2018 年发生在昆山
的“龙哥反杀案”，法律规范与司法
实践的反差令人尴尬，舆论对司法

机关正确适用正当防卫权的关注和
讨论也达到高潮。

“民之所欲，法之所从”。近年
来，司法机关勇于回应社会关切，激
活了被称为“沉睡条款”的正当防卫
制度。2018 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了《第十二批指导案例》，以
昆山“龙哥反杀案”等 4 个案例，明
确正当防卫的界限。2020 年 11 月，
最高检发布 6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
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正当防卫制
度的法律适用。2019年8月，宁波市
江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滴滴司机刘
某某自卫还击的行为属于正当防
卫，作出了绝对不起诉决定，这是宁
波市首例因正当防卫绝对不起诉的
案件。司法机关的这些做法，有力矫
正了“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
理”的错误倾向，捍卫了“法不能向
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正当防卫之所以受法律保护，
被司法机关认定，关键在于“正当”
两字。反之，“过当”的防卫行为就不
受法律保护。《刑法》规定，正当防卫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民法典》规定，正当

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
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
当的民事责任。特别在民间矛盾激
化过程中，对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入
住宅、轻微人身侵害等行为，可以依
法进行正当防卫，但是防卫行为的
强度应具有必要性，不能致使不法
侵害人重伤或死亡。这样一些规定，
是为了引导公民理性平和解决民间
争端，避免在争议纠纷中不必要地
使用武力，防止正当防卫权被滥用。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
项重要权利，是鼓励和保障公民同
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手段，
遇到不法侵害，该出手时就出手。但
任何权利不能滥用，在遇到不法侵害
时，不要乱出手、出重手，滥用正当防
卫权，不然，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遇到紧急情况，具备条件的还应
优先选择报警等方式解决矛盾、防范
侵害，尽可能理性平和解决争端。

正确使用正当防卫权，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郑建钢

在河南安阳“狗咬人”舆情发酵
后，23日晚，当地通报了对涉“狗咬
人”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
决定。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
责令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
管局、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文峰区中
华路街道办事处四个单位作出深刻
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给予事件
当事人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正科级稽查专员王新刚党内
严重警告、撤职处分，并调离执法岗
位（11 月 24 日人民网）。

一起普通的“狗咬人”事件，监
控视频拍得清清楚楚，按理说处理
起来应该不会大费周折，何况受害

方 78岁老人仅仅讨要一个道歉。谁
料想，由于当事人王新刚蛮横无理、
死不认账，事件一拖竟然拖了两个
多月，就连河南电视台先后制作 9
期节目连续报道，也根本不管用。

作为一名市场监管稽查专员，王
新刚理应做奉公守法、严于律己的表
率。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担当执
法、稽查重任，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公
平公正执法。可是，面对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的“狗咬人”事件，别说王
新刚根本做不到公平公正，就连一点
点认错的意思也没有，反而一推责二
耍赖三怂恿不明人员威胁受害者，胆
大妄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令人遗憾的是，喜欢口吐狂言的
王新刚，除了贡献“咬到没有？由法律

来定”“我从来不相信视频”等爆款金
句外，硬是死扛到底。结果，与一些突
发事件中爆出来的“我爸是李刚”“让
yuwei过来”等名言一样，“安阳王”迅
速走红，成为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词。

王新刚之所以霸气侧漏、狂妄
自大，并不在于他的官位有多高，而
在于他所在单位领导，或者不敢惹
恼他的暴怒性格，或者面对属下错
误官官相护、一团和气，竭力维护小
团体、小圈子的既得利益。

在整个事件的发酵过程中，相关
部门推诿扯皮的太极功夫简直令人
瞠目。公众听得最多的话，不是“这个
不归我们管”，就是“你去法院告去”，
唯独没有替受害人说过一句公道话，
为受害人做过一件应该做的事，以至

被新华社痛斥“多个部门层层失守”。
处理一名明显存在过错的科级

干部并不难，可是在安阳的某些单
位，面对舆情汹涌，任由被害人徒呼
奈何，不发声，不作为，不敢碰硬。而
事件始作俑者王新刚也毫发无损，
官位照坐，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安
然无事。

现在，“狗咬人”事件问责结果
已经出来，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王新刚咎由自取，最终搬起石头砸
了自己的脚。按照他一贯傲慢狂妄、
死不认错的性格，恐怕一下子难以
接受这样的事实，还需要一个认清
错误、深挖官本位和权本位思想根
源的漫长认识过程。而因此事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的相关单位和责任
人，能否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从此狠
抓执法队伍作风建设，敢碰硬，不护
短，赏罚分明，做到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有错必改，公众将拭目以待。

迟到的“狗咬人”事件问责能否惊醒局中人

陈依元

退休之后，笔者喜游历，尤对文
物及文化遗产感兴趣。由宁波而至
全国各地，走的地方多了，发现星罗
棋布的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中，“鲜
活”的与“沉睡”或“建设性破坏”的
皆有，不免心生感慨。

近日，随江北区作协去保国寺、
慈城采风，发现定位为古建博物馆的
保国寺有多个老少皆宜的展览；不久
前，还参观了莲桥第街区的屠呦呦故
居与孙传哲邮票博物馆……这些展
览让相关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真正
活了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
河姆渡、田螺山等史前遗址博物馆则
因“曲高和寡”，观者寥寥，令人唏嘘。

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刻录了悠
久的华夏文明史，构成了民族文化自
信的载体与基石。“四个自信”中，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自信。
增强文化自信，对外，可展示中华文明
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让更多人认识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内，可增强民族
自豪感与凝聚力，发挥“以文化人”、提
升全民人文素质的教化功能。

增强文化自信，文物本体的保
护至关重要。应创造多样化传播途
径与展示载体，让文物“智”起来、

“动”起来、“转”起来。“智”起来，就
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手段，推进文物资源的数字化利用，
建设智能化博物馆。这方面先行者
不少，比如，敦煌莫高窟推进数字化
工程，游客坐在大厅可观著名洞窟；

天一阁古籍实现数字化，海内外华
人可上网查家谱；在保国寺可以借
助 AR 设备，感知大殿结构及地面
年代。“动”起来，就是通过多样化展
览、讲坛讲述“文物故事”。让人们在
这些展览中，从不同角度感受无与
伦比的人文之光、刚柔相济的科学
节点、古人绿色建筑环保理念。“转”
起来，就是让文物按“国保”有关规
定，走出库房去各地巡展，更多地上
影视、上公众传播平台，进各级学校
课本，扩大对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
传播面。

深入挖掘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
内涵，加强对其价值的阐释、传播及
利用。不仅让其在表象、实体层面活
起来，还应让它在价值层面活起来，
发挥价值导向作用。在引导人们欣
赏器物美的同时，领略它所蕴含的
时代、历史、文化、审美、科技等价
值，熏陶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文
化观、价值观，强化文化自信。

文物活起来，还体现在其经济
价值的“活化”。我们不必讳言文物
应有的经济效益，要让文物在带来
更大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可观的
经济效益，实现“双赢”。可利用文创
产品、影视剧、舞台艺术、动漫游戏
等创造经济效益。比如，故宫博物院
倾力 IP产业发展，2017年其文创产
品就达到 15亿元。文创产品带来的
经济效益，也有利于反哺文物的保
护开发。近年来，天一阁也陆续开发
了一些文创产品，但总体上说，与行
业领头羊差距较大，大有潜力可挖。

让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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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11月24日电
记者 陈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的
疫情统计数据，截至23日，欧洲地
区过去 7 天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530231例，新增死亡病例29466例。

自 11月以来，欧洲再次成为全
球疫情的“震中”，多个国家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居高不下。各国纷纷重
拾或加强防疫举措，但趋严趋紧的
防疫措施在荷兰、奥地利、比利时
等国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抗议活动，
这进一步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使欧洲防疫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疫情反复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23
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欧洲区域过
去一周报告的日均新增新冠死亡病
例接近 4200 例，比 9 月底时的数据
增加一倍。截至目前，该区域 53
个国家的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150 万例。

声明说，当前新冠病毒已成为
欧洲区域的“头号致死原因”。预
计从现在到明年 3 月 1 日，区域内
25 个国家的医院床位将面临高度
或极度压力，49 个国家的重症监
护室将面临高度或极度压力。根据

模型推演，明年春季该区域累计新
冠死亡病例可能超过 220 万例。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
究所 2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7
天感染率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每
10 万 人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达 到 399.8
例。法国截至 22 日的 7 天日均确诊
病例大约 1.85 万例，创今年 8 月 27
日以来新高。法国总理卡斯泰当日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呈阳性。英国
21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40004 例，
最近 7 天累计确诊 287205 例，比前
一周增长 9.4%。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认
为，造成该区域当前疫情形势的主
要原因包括：具有高传染性的德尔
塔毒株成为该区域蔓延的主要新冠
病毒；一些国家认为新冠疫情不再
是“紧急威胁”并解除了“口罩
令”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随着天气变冷，人们在室内活动增
加；很多人仍未接种疫苗，而且已
接种疫苗的防护作用在逐渐降低。

防疫加码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欧洲各
国纷纷加强防疫措施，并加快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奥地利 22 日起实
施全国性“封禁”，成为西欧首个
再次全国“封禁”的国家。奥地利

还将成为欧盟第一个实行强制性疫
苗接种的国家，该国政府日前宣
布，从明年 2 月起实行强制性疫苗
接种。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 23
日说，德国疫情变得“剧烈”，需
要采取更多防疫限制措施，不排除
需实施“封禁”。德国巴伐利亚州
和萨克森州均宣布取消“圣诞市
场”这一传统节庆集市活动。黑森
州则宣布，未来只有接种新冠疫苗
者和康复患者可进入餐馆、体育场
馆或文化机构的室内区域。

匈牙利从 22 日开始在全国开
展疫苗接种周活动，所有人无须注
册或预约即可在指定的疫苗接种点
接种。希腊政府则从本周起实施更
多限制未接种疫苗者的措施。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
克卢格呼吁各国采取“疫苗+”的
方法，即在完全接种的情况下尽可
能接种疫苗加强针，在日常生活中
继续采取戴口罩、勤洗手、室内通
风、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难上加难

趋严趋紧的防疫措施在欧洲多
国尚未取得明显成效，却引发了多
起抗议活动。医学专家指出，相关
活动中人员聚集增加了传染风险，

这将令欧洲抗疫难上加难。
19 日晚，荷兰鹿特丹发生反

对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警方随即
在该市中心实施紧急状态，禁止人
员在中央车站附近停留。海牙、恩
斯赫德、格罗宁根等荷兰城市 20
日 和 21 日 晚 也 发 生 暴 力 抗 议 活
动。警方在恩斯赫德和格罗宁根逮
捕多人，并宣布在这两地实施紧急
状态。

20 日，数千人在克罗地亚首
都萨格勒布市中心抗议。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 20 日也爆发大规模抗议
游行，约 4 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强
制性接种疫苗；21 日，比利时首
都布鲁塞尔超过 3.5 万人抗议当局

“限制自由”的新防疫措施，其后
抗议活动更变为大规模骚乱。

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所专家、
巴黎比沙医院传染病科负责人亚兹
丹帕纳赫指出，抗议活动导致的人
群聚集，对于防疫而言是一个很严
重的问题，其中存在诸多“重要风
险因素”。抗议者在高喊口号时呼
出的飞沫有可能携带病毒。

对于防疫措施，欧盟委员会发
言人达娜·斯皮南特说：“就人性
而言，伴随了我们两年的限制措施
肯定是令人疲倦，但我们必须团结
一致遵守防疫规定，这很重要，这
才是走出疫情的出路。”

疫情再反复 欧洲陷两难

11 月 23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车辆从白宫附近驶过。

美国白宫当日宣布，美国能源
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 5000
万桶原油，以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
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
题并降低油价。 （新华社发）

美国宣布

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以降低油价

据新华社安卡拉11月24日电
（记者郑思远 施洋） 土耳其里拉
对美元汇率 23 日出现暴跌。分析
人士认为，在国内通胀高企情况
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仍力挺央
行降息政策，是当天里拉暴跌的直
接原因。与此同时，以美联储为首
的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转向放
大了土央行“逆向”操作的影响，
加大了里拉汇率波动。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 23 日
连 破 12 比 1、 13 比 1 两 个 整 数 关
口，一度跌至 13.49 比 1 的历史最
低点，单日跌幅超过 10%。今年以
来，里拉已累计贬值约 40%，是今
年表现最差的新兴市场货币。

埃尔多安为“降息以对抗通
胀”的政策辩护，是导致当天里拉

汇率暴跌的直接诱因。埃尔多安
22 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支持土央
行最近的降息措施，称土耳其致力
于投资、生产、就业和出口而不是

“利率恶性循环”的经济政策。
通常来说，一国央行往往采取

加息措施来抑制通胀。而在当前国
内通胀率接近 20%的情况下，土央
行非但没有加息，反而多次降息。
本月 18 日，土央行宣布将基准利
率从 16%降至 15%，自 9 月以来已
累计降息 400 个基点。

在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经济体
央行为抑制通胀开始或准备收紧货
币政策的当下，土央行的“逆向”操
作或进一步拉大其与其他经济体的利
差，引发资本外流、汇率波动、债务
负担加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

据新华社东京 11 月 24 日电
日本一个研究团队研发出以水代替
可燃性有机溶剂材料、用纳米级钼
系氧化物做负极的新型锂离子电
池。这种电池安全性较高不用担心
起火事故，而且可以快速充电。

手机和电动汽车等使用的锂离
子电池的电解液使用可燃性有机溶

剂，因此有起火的危险。人们试图
寻找一种更安全的电解液材料。

来自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和住友
电气工业公司等机构的研究团队用
水作为电解液，并寻找可以不降低
电池性能的电极材料。研究人员发现
使用纳米级钼系氧化物做电池的负
极，电池性能达到可实用的水平。

日本研发出更安全的锂电池

据新华社休斯敦 11 月 23 日
电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乒
协和中国乒协 23日晚在美国休斯敦
联合举办“续写友好情谊、开创美好
未来——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
念活动”。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和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分别发表致辞。

秦刚在视频致辞中表示，50 年
前，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战略远见
和勇气，抓住历史性机遇，“以小球推
动大球”，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序幕。5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不
断向前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秦刚指出，合作共赢始终是中
美关系的主流。尽管有时会有竞争，
但双方应该像乒乓球运动员一样遵
守公认的规则，开展公平、良性的竞
争，在竞争中相互尊重，相互欣赏，
互学互鉴，共同提高。

秦刚说，现在中美关系又处在
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这个“大
球”仍需要乒乓球这个“小球”来推
动，那就是“乒乓外交”所体现出的
战略远见、政治勇气和人民友谊。这
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它的现实意义所
在。

基辛格在视频致辞中表示，50
年前，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
请求，此访效果非常好，为美中关系做
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每个人都知道乒
乓球能为促进中美两个伟大国家相
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做出贡献。

美国奥委会主席利昂斯在视频
致辞中表示，1971 年美国乒乓球代
表团接受邀请赴华访问，当时国际
媒体均予以头版报道。他表示，新时
期的美中关系一定会向全世界传递
出和平的信息。

中美乒协联合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