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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新闻

环球采撷

近日，一头鲨鱼被网红博
主以极其夸张的风格烹饪、食
用，相关视频在网络平台疯传，
引发争议。8月1日，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工
作人员证实，涉事网红食用的鲨
鱼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噬人鲨，
俗称大白鲨。目前，四川南充警
方已介入调查。

事件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烹食

7月14日，美食网红博主
“提子”拍摄水煮、烧烤鲨鱼的
视频，在网络引发争议。涉事
视频中，“提子”称呼该鲨鱼为

“大货”，还将鲨鱼切分水煮及
烧烤。视频画面中，标注了

“人工养殖可食用”字样。“提
子”称这条鲨鱼是尖齿鲨，“通
过正规渠道获得”。

有科普博主反驳称，相关
视频中的鲨鱼是大白鲨，或是
从沿海非法贩运到四川的。

南充市农业农村局执法
监督科有关负责人介绍，“事
情发生后，警方去她家搜出了
一些鲨鱼肉和骨头，我们联系
了南海水产研究所”。7月18
日，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和南充警方一同把鲨鱼组
织带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检测。8月1
日，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
海水产研究所鉴定，被送往该
所的涉事鲨鱼，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噬人鲨。中渔协原生水
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周卓诚介绍，鲸鲨、姥鲨、
噬人鲨三种鲨鱼属于保护动
物，私自销售、购买均属于违法
行为。

因“提子”身处四川省南
充市，南充警方已介入调查，
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警
方表示，“正在联系相关司法
检测部门，检测大白鲨到底是
幼体还是成体，评定其价值，
这涉及最终的案件结果”。

对于涉事噬人鲨的来源，
目前官方并未披露。“提子”的
抖音、快手账号均已被封禁。
此外，该主播还被举报曾直播
吃娃娃鱼、鸵鸟和孔雀。

分析 参与食用的人员也违法

据了解，目前噬人鲨不存
在人工养殖，这意味着，所有
噬人鲨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此次食用噬人鲨事件中，涉事
网红博主、视频平台、买卖方、
运输方，将承担什么责任？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
师廖建勋分析，该博主为了吸
引眼球、博取流量，拍摄水煮鲨
鱼和烧烤鲨鱼的视频已经涉嫌
违法甚至犯罪，参与食用的人
员也可能面临相应的法律制
裁。此外，该事件中涉及的捕
猎、运输、出售方都可能触犯
刑法，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涉事视频平台该如何担
责？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律
师侯士朝认为，涉事女博主在
视频网站发表的视频，已然违
反了《网络安全法》。而视频
播出平台有义务有责任对发
布的内容进行审查，对违法违
规的内容要及时删除，保存有
关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相
关平台未做到这一点，应承担
法律责任。”侯士朝说。

案例 有博主食用法螺被拘留

据报道，海南琼海警方也

曾通报一起美食博主吃播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
螺”案件。吴某清于2021年4
月26日，在琼海市潭门镇富港
街港达渔业有限公司以70元
的价格，从店主符某业处购买
了一只法螺，然后在海鲜市场
购买其他海鲜后，驾车返回昌
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将其购
买的法螺赠送给朋友邹某
壮。随后邹某壮于 4 月 27 日
将该法螺放入盘中清蒸，享饪
好后在其朋友协助下录制食
用法螺视频，发布在微博等网
络社交平台。5 月 8 日，琼海
警方对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吴某清、
邹某壮、符某业等 3 人依法刑
事拘留。

2021年7月，济南警方也
曾通报类似案例。济南市公
安局森林警察支队经数月侦
查，成功打掉了一个特大跨省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团伙，
共查获蜘蛛、蛇类等野生动物
达 5500 余只，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百余名。在该案中，网
络直播同样成为犯罪嫌疑人
吸引人气的方式。（摘编自《南
方都市报》《华商报》）

祸从口入！网红烹食大白鲨被查

“你家儿子还没有结婚
吧，我给他介绍一个女孩，大
家出来见个面认识一下。”当
急着替儿子寻找伴侣的父母
遇上热心媒人，参与了一场
看似和谐的相亲饭局，眼看
着就要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等待他们的却是犯罪分子精
心设计的骗局。

近日，广东省肇庆市德
庆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起
诈骗案，梁某钊等6名被告人
组成“相亲团队”实施诈骗，
以相亲名义骗取多名老年人
的养老钱近7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9 年
至 2021 年期间，梁某钊、刘
某妹、姚某平、冯某花、刘某
莲、黄某珍等6人多次组成不
同的“相亲团队”，以相亲为
由实施诈骗。在行骗过程
中，6 名被告人分别扮演父

亲、母亲、女儿和媒人等角色，
使用假姓名、假身份与受害人
进行接触。在行骗前，他们会
让成员假扮媒人，主动物色农
村未婚青年的父母，谎称为
他们的儿子介绍相亲对象，
并安排“相亲饭局”。从初次
见面到确定恋爱关系再到谈
婚论嫁，他们会以媒人红包、
路费、彩礼等理由，用各种手
段向受害人索要钱财。钱财
到手后，“相亲团队”的所有
成员立刻卷款潜逃玩失踪。
直到这时，受害人家庭才意识
到自己上当了。

德庆法院经过审理，以
犯诈骗罪判处6名被告人10
个月至 2 年 2 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并分别处以2000元
至2万元不等的罚金，责令其
退赔受害人损失。（摘编自

《法治日报》）

组“相亲团队”下乡骗钱
“解放军叔叔，您好！我

就是52年前您救下的彝族女
婴，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
啊。”“客气了，那是军人应该
做的……”7 月 29 日，江苏省
连云港市灌云县伊山镇退役
老兵马继富的家里，一名50多
岁的彝族妇女正通过视频和
74 岁的马继富聊天。52 年
前，马继富救下了不到 1 岁的
贾英，长大后的贾英一直想找
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历经周
折，终于圆梦。

1969 年，21 岁的马继富
报名参军来到位于四川凉山
州的铁道兵某部。参军前，他
是灌云县杨集医院的一名医
生。到部队后，马继富被分到
卫生队。1970 年，马继富奉
命在部队驻地附近的凉山州
德昌县一乡村巡诊，在经过民
兵营长贾德才家门口时，发现

贾德才不到 1 岁的闺女，因患
急性阻塞性肺炎快不行了，
马继富立即上前施救。被马
继富救下的女孩就是贾英。
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被解放
军叔叔救活的事情后，贾英
就一直希望能找到这名解放
军叔叔。

马继富退役后回到家乡
工作。起初，马继富和贾德才
还有书信往来，随着时间推
移，二人失去了联系。马继富
也一直牵挂着贾英。前不久，
马继富的一个战友得知此事
后，就帮马继富联系了四川当
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找到了
贾德才，并与贾英取得联系。

贾英表示，终于联系到马
继富了，心里非常高兴，等疫
情形势稳定了，一定和家人到
江苏当面感谢。（摘编自《连云
港日报》）

52年后如愿找到救命恩人

退休教师连续22年为
农村学生辅导英语 这段
时间，95 岁的叶连平每天
早上都会在安徽省和县乌
江镇卜陈村的“留守未成
年人之家”，准备新一天的
工作。叶连平是卜陈学校
的退休教师。他 1978 年
走上讲台，1991年退休后，
仍对课堂念念不忘。2000
年，他把自己家打扫出来，
创办了“留守未成年人之
家”，利用周末和寒暑假
为农村孩子们免费补习英
语，至今已有 22 年。叶连
平无儿无女，和老伴过着
俭朴的生活，但“留守未
成年人之家”创办以来从
未收取过学生一分钱费
用。（摘编自央广新闻）

游客带三明治和面包
入境被罚 2664澳元 据法
新社报道，近日，一名从印
度尼西亚抵达澳大利亚的
旅客被罚大约 2664 澳元
（约合人民币12617元），原
因是边检人员发现其背包
内藏有两个麦当劳含肉三
明治和一个火腿牛角面
包。为保护本国农业产业
免遭外来虫害和疾病影
响，澳大利亚生物安全领
域相关法律十分严格。印
尼近期出现口蹄疫，澳大利
亚要求从印尼入境的所有
肉类接受检查。一只安检
犬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机场
嗅出了这名旅客包里的含
肉食品，而这名旅客在入境
前未按规定申报。此前，珀
斯女孩杰西卡·李从新加坡
飞回澳大利亚，带了吃剩的
半个赛百味三明治忘了申
报，也被罚了 2664 澳元。
后来赛百味送了她价值
2664 澳元的三明治代金
券。（摘编自《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