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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犬屡被拒之门外

4月30日，盲人歌手周云蓬
从南京赶往上海，参加 5月 1日
上海草莓音乐节活动，然而在入
住酒店时却遭遇尴尬。

周云蓬有一只导盲犬“熊
熊”，已经陪伴他多年，每次出行
总是带着它，乘车、坐飞机、住宾
馆也是形影不离。这次来沪他
们本来准备入住外高桥喜来登
酒店，结果在办理入住时，遭到
酒店方的拒绝。

5 月 2 日，记者联系上周云
蓬的经纪人，向其证实了此事属
实。“喜来登拒绝‘熊熊’的理由
是他们是保税区里面的酒店，说
我们没有携带宠物的卫生许可
证。”经过再三沟通，酒店方还是
不允许周云蓬携带“熊熊”一起
入住。无奈之下，只能另觅他
处。

实际上，因为“熊熊”的住宿
问题，周云蓬的这次出行几经波
折。据介绍，4月28日周云蓬带
着“熊熊”从大理出发，飞往杭
州。然后分别到宁波、南京、上
海三个地方参加演出活动，结果
在住宿时遭遇不一。宁波的威
斯汀酒店接受客人携带导盲犬
一起入住。然而到了南京，禄口
机场铂尔曼酒店拒绝“熊熊”入
住，理由是担心熊熊的毛发通过
通风系统进入其他房间。到了
上海，再次被外高桥喜来登酒店
以另一种理由拒绝。

带着“熊熊”住店屡屡被拒，
也让周云蓬非常失望。他在微
博上表示，导盲犬是带着视障人
士走路的工作犬，工作非常辛
苦，值得尊重，拒绝它就等于拒
绝一部分视障人士。他呼吁，希
望公共场所能够遵守国家相关
规定接纳导盲犬，也希望更多的
酒店能接受导盲犬。

酒店将导盲犬
视作宠物

对于周云蓬的遭遇，记者 5
月 2 日联系到上海外高桥喜来
登酒店，酒店方表示，按照酒店
规定，是不允许宠物入住的，而
导盲犬被视作宠物。

喜来登酒店工作人员向记
者表示，一直以来酒店都是明确
规定不允许客人携带宠物入住
的，即使带了宠物的卫生许可证
也不行。至于为何不能带宠物
入住？对方表示，这就是酒店的
规定，自己并不清楚具体原因。

记者又致电了万豪、喜来
登、洲际等几家高星级酒店，对
方均表示不允许客人携带宠物
入住。而锦江之星、汉庭、如家
等连锁酒店，也同样表示不允许

带宠物入住。
据酒店业内人士介绍，酒店

拒绝客人携带宠物入住几乎是
一个行业潜规则，尤其是在一些
高档酒店。最主要的原因是担
心宠物进入会对其他客人产生
影响。比如宠物吵闹、卫生情
况，甚至担心会发生伤人事件，
一旦发生类似摩擦客人就会投
诉，对酒店声誉也会造成不良影
响，所以很多酒店基本上就不允
许客人携带宠物入住了。

也有少数酒店允许携带宠
物入住。记者了解到，包括崇明
金茂凯悦、浦东证大丽笙等星级
酒店均允许宠物进入房间。甚
至有酒店将此作为卖点，有专门
的宠物客房，不过数量有限，需
要提前预约。

乘车住店
常遭遇种种限制

“熊熊”屡屡被酒店拒之门
外，理由是“不允许宠物入住”
的酒店规定。那么，导盲犬究
竟是否属于宠物，适用这一酒
店规则吗？

对此，有酒店人士认为，导
盲犬虽然作用不一样，但其实
质还是犬类，而且是大型犬，
绝大多数客人还是会将其视作
宠物犬，酒店方也会按照宠物
政策对待。

而周云蓬则对此有异议。

他认为，导盲犬是工作犬，不能
被视作宠物对待。和普通宠物
犬不一样的是，导盲犬一开始选
用的，就是温和、不带攻击性的
品种，经历了严格的训练，有惊
人的忍耐力，除了工作，其他时
间都会保持安静。

周云蓬还以“熊熊”的例子
说明：这次他带着“熊熊”从大理
出发，从杭州辗转到宁波、南京、
上海，一路奔波。“熊熊”乘机前
十小时不能喝水吃饭，长途坐车
一下车就干呕，还要陪着他上台
演出，非常辛苦，但都坚持了下
来。

更有专家指出，原本国内的
导盲犬供应就严重不足，加上导
盲犬在乘车、坐飞机、住店等出行
方面受到种种限制，部分已投入
使用的导盲犬仍只能待在家中，
沦为宠物，令人叹息。

相关法律
缺乏明确规定

除了社会大众对于导盲犬
的认知不足外，相关法律法规的
不完善，也给导盲犬的出行造成
了障碍。

记者了解到，目前关于携带
导盲犬出行规定的，尚无专门的
法律法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只有一条
相关内容：“盲人携带导盲犬出
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
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
务。”机场、火车站、酒店均属于公
共场所，也就说，法律规定是允许
携带导盲犬进入宾馆的。但是却
未明确导盲犬是否可以和视障者
共同入住酒店房间。同样，法律、
法规也没有禁止导盲犬与视障者
共同入住酒店房间。在是与否之
间，没有明确的约定。导致在实
际操作中，酒店基本都根据自身
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标准。

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携带犬只
进入办公楼、学校、医院、体育场
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娱乐场
所、候车(机、船)室、餐饮场所、商
场、宾馆等场所或者乘坐公共汽
车、电车、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工
具。”不过也明确说明：“盲人携带
导盲犬的，不受本条规定的限
制。”同样允许盲人携带导盲犬进
入商场、宾馆等公共场所，但对于
是否可以入住宾馆，也没有明确
规定。

公共场所无障碍服务
应更人性化

记者在《上海市养犬管理条
例》里未查询到上述单位拒绝盲
人携带导盲犬进入的处罚规
定。这可能让一些场所由于缺
乏制约，而对导盲犬的相关规定
不予重视。

一名长期研究导盲犬规定
的业内人士认为，允许盲人携带
导盲犬进入宾馆，就是为了方便
盲人在宾馆期间生活和开展活
动，如果拒绝导盲犬入住，就失
去了携带导盲犬进宾馆的意
义。事实上，允许盲人携带导盲
犬进入宾馆，却不允许同时入住
既不符合逻辑，也与《上海市养
犬管理条例》的精神相违背。

该人士同时告诉记者，上海
从 2007 年开始训练导盲犬，目
前服役的导盲犬有 36条。在导
盲犬服役之初，由于大家不了
解，常常发生导盲犬被拒绝进入
公共场所的情况，但之后遭拒情
况逐年减少，近两年上海很少发
生过有关导盲犬遭拒进入公共
场所的投诉。

对此，专家呼吁，关爱残疾
人应该实实在在为他们打开方
便之门，而不是设置重重障碍。
酒店等公共场所的无障碍服务
应该更加人性化，而不是墨守成
规。政府也应该在政策法规的
制定上更加完善，从制度层面规
范社会行为。

据新民网

河北法院集中宣判
十起涉恶案件
80余人受到法律制裁

记者3日从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获悉，河北法院 3日集
中宣判了十起涉恶案件，80余
人受到法律制裁。

据了解，河北省各级人民
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始终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做到有
黑必扫、有恶必除、除恶务
尽。5 月 3 日，河北邢台等地
法院依法对邢台桥西马伊布
拉等 9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案；廊坊大城蔺万通等 5人寻
衅滋事、故意伤害案；衡水深
州翟彦松等24人强迫交易、敲
诈勒索、聚众斗殴案等十起恶
势力犯罪案件依法进行公开
宣判，根据不同罪责依法判处
80 余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二
年 至 六 个 月 不 等 ，并 处 罚
金。 据新华社

重庆警方打掉9个
发卡招嫖团伙
查缴涉黄卡片
120余万张

重庆警方近日一举打掉
隐匿在重庆主城区的发卡招
嫖团伙 9个，并跨省捣毁一印
制涉黄卡片窝点。截至 5月 3
日，成功抓获上百名制卡、发
卡招嫖违法犯罪嫌疑人，共查
缴涉黄卡片120余万张。

重庆市公安局通报称，今
年 3月开始，重庆市公安局开
展针对制、发涉黄卡片专项打
击整治行动。经走访摸排，警
方发现涉黄卡片是由一些骑
着摩托车的人在繁华路段、城
市商圈抛洒散发。经过近一
个半月的侦查，警方将涉案人
员的组织架构和藏匿窝点全
部摸清，并于 4月 12日组织集
中收网，一举抓获发卡招嫖违
法犯罪嫌疑人 129 人，成功打
掉隐匿在重庆主城区的发卡
招嫖团伙 9个，查获涉黄卡片
30余万张。

根据散发涉黄卡片人员
交代的线索，重庆警方跨省捣
毁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的涉黄
卡片印制窝点，抓获制卡违法
犯罪嫌疑人 3人，现场查获正
准备发往重庆和广州等地的
涉黄卡片90余万张。

据了解，截至 5月 3日，警
方已对 36 人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治安处罚 50人，教育训诫
46 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据新华社

盲人歌手入住上海酒店导盲犬被拒
被视为宠物犬遇尴尬 法律缺乏明确规定

据新闻晨报报道，对于盲人来说，
导盲犬几乎就是他们的第二双“眼
睛”。然而，近日盲人歌手周云蓬带着
自己的导盲犬在上海入住酒店时，却
遭到拒绝，这让他无比失望。实际上，

这样的尴尬并非孤例。周云蓬表示，
他在外出表演入住酒店时，经常因为
携带导盲犬而被拒之门外。

记者调查发现，酒店行业将导盲
犬视作宠物，大多数酒店都明确规定

不允许携带宠物入住。而相关法律对
于盲人是否可以携带导盲犬入住酒店
并无明确规定，这也导致了导盲犬出
行的尴尬。

周云蓬的导盲犬“熊熊”，已经陪伴他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