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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禁养犬种名单公布，中华田园犬上榜引热议

网友：与其禁犬不如管好养犬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杨书贞 文 张琮 摄影

一只中华田园犬奔向主人怀抱

12 月 5 日，
《河南省限养区内禁养犬名录》
（征求
意见稿）对外公布，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对此事进行
了报道，虽然只是禁养犬种的征求意见，但关联到不
少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于是引发读者和网友一番
强烈讨论：不能以身材大小来作为禁养标准，为什么
要禁止养中华田园犬，该管理的不应该是养狗人吗？
中华田园犬究竟是什么犬种，为何被划入烈性
犬种范围？大型犬限高 45 厘米是否合适？在管理
养狗这件事上，如何实现文明养犬，让养狗人舒心，
让行路人放心，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

【热议】禁养犬名录褒贬不一
12 月 5 日，
《河南省限养区内禁养
犬名录》
（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布，其中
指 出 了 50 种 我 省 拟 禁 养 犬 只 的 品
种。该消息一出，不仅养狗人士“炸了
窝”，对养狗持有个人看法的市民和读
者网友也都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看
法。
大河报官方微博 5 日晚上 10 点发
起“河南 50 种猛犬拟禁养，违者最高
罚万元，你怎么看”的讨论，在评论区
有 253 条留言，大河客户端发布该消
息后，也有不少网友积极留言。记者
梳理网友读者的评论留言，大致分为
两类。
支持态度的网友留言：
●小区里面，就应该禁止饲养这
些烈性狗，
甚至有些宠物也要禁养。
●有规定就要遵守。爱养犬咱管
不着，只希望养狗的人提高素质，不要
让狗狗乱拉乱尿，搞得小区、人行道、
广场到处是
“地雷”
，十分让人讨厌。
反对声音的网友留言：
●宠物禁止？那照这个逻辑，狗
就该义务为人类服务，搜救犬、警犬、
排雷犬，狗只有为人类死的份儿，就没
有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份儿了？
●不能以身材大小来作为限制标
准，萨摩耶、拉布拉多犬都是性格很温
顺的狗，如果真想有科学根据，最好是
和犬类专家或者学者探讨一下，不能
看到个子大的就禁养。

【焦点 1】
中华田园犬该不该禁养？
此次公布的禁养犬名录里，不少
犬种是外来品种，但是其中的“中华田
园犬”被禁养，成为议论的焦点之一。
12 月 6 日清晨，市民方先生牵着
自家的狗狗在紫荆山附近的金水河边
遛弯。方先生说，他的狗是捡来的流
浪狗，品种是中华田园犬，体型小，性

情非常温顺善良，从来没有发生过咬
人、追逐小孩的事情。
“ 自从外来犬种
越来越多，本来就被忽视的中华田园
犬，翻身之路就更难了。又不是每条
中华田园犬都咬人，再说你能保证其
他品种的狗不咬人吗？”方先生对于此
事颇有微词，他认为中华田园犬应该
排除在禁养名单之外。
50 种禁养犬是怎么收录的呢？为
何中华田园犬也被归入烈性犬？性格
温顺的中华田园犬该如何处理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有关
部门获悉，
《河南省限养区内禁养犬名
录》
（征求意见稿）中公布的 50 种烈性
犬名录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据了
解，这份烈性犬的名单并不仅仅是按
照狗的高矮大小来判定，而是从犬种
的历史起源、形态特征、生活习性、性
格特点、烈性基因等多方面评定的。
可以说，名录中的犬都或多或少存在
烈性基因，存在一定攻击性。
具体到中华田园犬，一般来讲就
是市民对土狗的统称，它们与早期的
狼、中国狼、草原狼外形非常相似，嘴
短、额平。中华田园犬警惕性高，领地
意识强。相比拉布拉多、金毛等，中华
田园犬没有经过严格的选育，一般生
命力强、适应性好。但中华田园犬缺
点也很明显，就是基因不太稳定。可
能某一只土狗很温驯，但它的后代未
必还会像它一样温驯。
有关人士透露，50 种拟禁养犬名
录只是参考标准，关键是倡导大家文
明养犬。

【焦点 2】
大型犬限高 45 厘米是否合适？
根据征求意见稿，限养区禁养大型
犬体高有具体标准，
即站立时从肩胛部最
高点到地面的距离超过 45 厘米。
市民樊女士对于狗狗限高 45 厘
米不认同，
“ 有些大型犬，其攻击性比
不少小型犬都低得多，这里面包括了

我们熟知的拉布拉多犬和金毛犬，它 “博美狗体型小、尖嘴、小眼睛，但是脾
们中不少高度都超过 45 厘米”。还有
气大、嫉妒心强，很容易咬人，但不在
就是导盲犬优先考虑的犬种便是拉布
这次禁养范围内。以后或许就会发生
拉多犬和金毛犬，理由就是这两种犬
博美狗伤人事件。所以关键还是要管
对人类的攻击性最低并且极易被训
理好狗的主人。
”
练。不少网友讨论时表示，这个限高
德国牧羊犬也在此次“拟禁”行
标准能否上调放宽。
列。
“ 德 国 牧 羊 犬 多 为 工 作 犬 ，如 警
记者注意到，省外多地对禁养犬
犬。警犬退役了被市民收养，现在又
的体高也专门做了规定：有 50 厘米、 要禁养，让这些曾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55 厘米、60 厘米等。
狗狗何去何从？一棒子打死它未免有
以郑州市为例，
《郑州市城市养犬
失人道。
”仝宗喜说。
管理条例》规定，每户居民只准饲养一
他认为，这么大范围“禁狗”还不
只犬。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禁
如管好养狗人，提升养狗人的素质，政
养犬只的品种和体高、体长标准，由市
府制定详尽的管理条例并监督实施，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切实约束养狗人行为，这才是解决问
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郑
题的关键所在。
州市城管部门规定，市区建成区内，每
户只准饲养一只犬，不得饲养禁养犬 【声音 2】文明养犬重在引导
种或体高超过 55 厘米的犬。不符合
规定的犬，不予办理注册登记或年检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
手续，
犬只由养犬人自行妥善处理。
锁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
对此，有关人士透露说，大型犬体
宠物成为生活方式之一，在某些领域
高 45 厘米的标准能否确定，等待征求
宠物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然而
意见后协商作出最终确定。
因狗引发的矛盾、纠纷或者伤害事件
却屡见不鲜。河南省发布禁养犬种征
【声音 1】禁狗不如管好养狗人
求意见等，让文明养犬不再只是道德
上的呼吁或者法规上空白，对于违反
在河南省宠物医院协会副会长、 者有了明确的处罚依据。
河南畜牧兽医学会内科及小动物分会
文明养犬除了法律法规治理之
副会长仝宗喜看来，如果这 50 种狗真
外，还需要文明道德的引导。每个人
被禁养，
无疑有些
“因噎废食”。
都是社会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养
仝宗喜告诉记者，对于这次中华
狗人在享受养狗快乐的同时要遵守社
田园犬和松狮犬均被列入“禁养”，他
会 规 范 和 秩 序 ，尊 重 他 人 的 合 法 权
益。文明来自长期的习惯养成，治理
表示“难以理解”。松狮犬性情比较温
不文明养犬，应该像查酒驾一样严格
驯，
“ 很少发生对人的袭击，顶多有时
才能取得效果，例如让“养狗必办证”
来脾气了，会对小狗有伤害”。中华田
园犬也是很温驯的狗狗，而且现在大 “遛狗必拴绳”的观念像“喝酒不开车”
一样深入人心，养成习惯。同时，这是
多数是杂交狗，被人调教出来都比较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各个政府
聪明，大多会按照主人的意图行事，很
部门的协同治理，也需要市民的积极
少袭击伤人。
参与和监督。
50 种狗拟被禁养，难道以后就不
会发生狗伤人事件了吗？仝宗喜说：

一只被遗弃的中华田园犬串串狗，等待被好心人收养，它眼神中还有
一些对人的恐惧。

荥阳供电：强化责任担当 做好岁末收官
11 月 29 日，荥阳供电公司召开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18 年第八次
集中（扩大）学习会议，
会上，
荥阳公司
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对
国网公司、省市公司第四季度会议精
神，
张智刚副总经理在安全生产紧急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行了再
次宣传学习和讨论。
该公司以此次中心组学习会议
为契机，
以
“提升思想站位，
强化责任
担当”为主题，将学习与落实有效融
合，
各部门负责人既是主任，
也是党支
部书记。党建工作的融入，
也为业务

工作的有效开展作了引领和指引，
各业
务部门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
抓基础
筑堡垒，
树典型重引领，
融入中心聚合
力，
深入基层解难题，
充分调动党员的
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融入工作抓
党建，
抓好党建促工作”
意识进一步增
强，
思想认识的提高，
推动了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的相融共进。
下一步，
荥阳公司将继续强化责任
担当，
严格责任落实，
明确责任分工，
动
员和激励广大干部职工队伍团结一心，
狠抓实干，
用更饱满的工作状态提升公
司精益化管理水平。
(田斯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