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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初，颜某沿着重庆市
潼南区某村公路一侧步行回家，没
想被拴在路边的金毛犬惊吓，避让
中又发生车祸。近日，重庆市潼南
区人民法院审结这起因犬只引发
的交通事故案，基于动物饲养人饲
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
会公德的文明饲养的相关法律条
款，判决犬只饲养人唐某承担九成
责任，赔偿17万余元。

7月15日《重庆晨报》

在路边拴养一条金毛犬，不料
惊吓了路人，引发了一场车祸。更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起看似与犬只
饲养人没有丝毫关系的车祸，法院
判决其承担九成责任，赔偿 17 万
余元。可以说，此案例是一堂很好
的警示课，提醒饲养人一定要遵守
法规文明养犬，做好安全防范工
作，否则，一旦造成宠物狗伤人等
不良后果，将会承担相应责任。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饲养宠物
的市民越来越多，不文明养犬的乱
象也日益突出，不仅影响正常交通
秩序，容易造成事故，也对周围人
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威胁。

我国《民法典》规定，饲养动物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
德，不得妨碍他人生活。该规定延
续了《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明确了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旨
在倡导文明饲养动物，推动人和动
物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而本案
的法律事实则发生于民法典施行

之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
规定。

本案例中，当事人颜某受到
拴在路边的金毛犬惊吓，其避让
中又发生了车祸，造成九级伤残
一处，十级伤残三处。法院认为，
金毛犬的动物加害行为系造成当
事人损害发生的起因，无动物加
害则无交通事故，并且系先决条
件，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行人
并非故意碰撞造成交通事故的情
形下，不能免除机动车一方的责
任。综合考量，法院酌定饲养人
承担90%侵权责任、司机承担10%
侵权责任。金毛犬饲养人被判决
赔偿颜某 17 万余元，可以说于法
有据，一点也不冤枉。在路边拴
养犬只，存在伤害他人的安全隐
患，其饲养的犬只惊吓他人而闯
祸，就该为此付出代价。

2021年5月1日，新的动物防
疫法正式施行，其中规定，携带犬
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
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
人、疫病传播。但现实生活中，携
犬乘坐电梯、遛狗不拴绳、粪便不
清除、携犬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等不文明行为，依然屡见不鲜。
本案例就是一堂警示课，对犬只饲
养人来说，是一次做好犬只安全防
范的提醒。

饲养人必须汲取此案的教训，
真正做到“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严格按照新《动物防疫法》和地方
法规，规范自己的养犬行为。

三江热议

“路边养狗致车祸赔17万元”是堂生动的警示课
丁家发

警惕电子烟

26岁的张明微信聊天记录里，
仍然保存着情感咨询师为他制订的
挽回计划：5月10日发消息问对方
在干吗；5月18日打电话；5月20日
送礼物；5月23日发消息，等等。然
而无论张明如何“努力”，他都没能
挽回女友。事实上，像张明一样寻
求情感咨询服务的人并不在少数。

7月16日《中国青年报》

恋爱对象提出分手、婚姻的另
一半提出离婚，对于还在爱着对方
的当事人来说，无异于撕心裂肺甚
至痛不欲生，在这种无比痛苦的时
刻，既需要有个倾诉的地方，又希望
有人出主意、提建议，以挽回这份感
情。此时此刻，当事人一般心绪烦
乱，无所适从，会轻易听信别人的见
解和主张，于是，各种名号的“情感
咨询大师”从天而降，成为一些人竭
力挽回情感的一根救命稻草。

这些自称持有“情感导师证书”
“国内专业婚姻家庭咨询师证书”
“心理情感咨询师证书”的所谓“情

感咨询大师”在网络上打出“情感挽
回”“分离小三”“快速脱单”等业务
项目，并承诺对服务对象全程指导、
全方位服务，而且收费不菲。但其
仅仅通过当事人的描述就作出指
导，指望通过一定的“套路”与“技
巧”来挽回一段情感，失败的结果
自然就成了大概率的事件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须知，人
的情感十分复杂，恋爱、婚姻的成
功，应该是两个志同道合且有感觉
的人的情感碰撞，任何单方面的投
入与相思，都仅仅是“剃头挑子一
头热”。倘若对方的心思已经转
移，你就是“套路”再多，再竭力挽
回，也无济于事。有时候，越用力
反而越遭到对方的反感。

“爱人的前提是爱自己”，在婚
恋中，每个人都要学会自尊自爱自
重，要努力提升自己，在此基础上，
还要调整自身的心态，学会管理自
身的情绪，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
自己的爱，学会如何面对婚恋中的
挫折。

图说世相

近两年，电子烟走入大众视野，显眼的海报、炫酷的广告、“免费试
吸”的标志引人跃跃欲试；彩票站、咖啡馆甚至健身房、便利店都在显眼处
搭售；网络上，电子烟销售俨然自成一“隐秘世界”……购买越来越方便，
甚至不问顾客身份，就对青少年大亮绿灯。这种卖法，该严加监管了。

7月16日《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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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情感岂能用“套路”挽回
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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