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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炜(媒体人)

最近有个律师，利用人工智
能系统，统计了从 2 0 1 4 年到
2016 年全国法院公布的一审涉
及家暴内容的 94571 份离婚判
决文书。该统计发现，山东以
8205 件家暴案稳坐榜首，河南以
6986 件夺得第二，湖南以 6930
件位居第三。

其实，“山东人最喜欢打老
婆”的传闻由来已久。早在前几
年，网上就曾经广泛流传着一个
所谓的“十大打老婆地区排行
榜”，在这个排行榜里头，山东也

排在榜首。
这种判断，多源自非常个人

化的武断和想象，是一种典型的
博人眼球的“地图炮”。这种流言
久了，会造成无谓的错误的刻板
印象，而且极容易造成恶性的地
域歧视，危害极深。

很多人以为的“山东人喜欢
打老婆”，理由据说是因为，山东
是孔孟之乡，比较讲尊卑有序，
但也有男尊女卑的恶习，所以男
性普遍有“大男子主义”倾向。而
大男子主义很容易导致家暴。

大男子主义倾向当然不
好，应该批判。但是，暂且不说

山东是否存在大量的大男子主
义现象，问题在于，什么是大男
子主义？有科学的定义吗？大男
子主义跟家暴之间有必然的联
系吗？这种毫无科学数据支撑
的联想，说到底，不过依然是源
自个人化的想象而已，貌似合
理，实则大谬。

这次“人工智能系统”提供
的数据，试图为这种想象涂抹上
科学的外表，颇具有迷惑性。

但仔细看这些数据就会发
现，这些数据说的其实是“家暴
案件的数量”，而并不是“家暴
人数”。因为家暴案的报案率极

低，受害人选择报警的情况，往
往只占了 10% 左右。所以，一个
省的家暴案数量多，并不一定
意味着这个省实际发生的家暴
数量多。

有些地区，由于认知、文
化、警力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家
暴受害者选择隐忍，没有选择
报警。实际上，越是容易忍气吞
声的家暴受害者，越容易选择
不报案。所以一个省的家暴案
数量，很可能只是意味着，这个
省的受害人比较有自我保护意
识，或该省处理家暴的警力系
统比较完善。

无论如何，家暴案件数量和
实际家暴人数不能轻易画等号，
也不能简单与地域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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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明：对小孩来说，平时
的打打闹闹是常见的，也有可
能是无意的。遇到类似问题，应
该在给孩子关爱、安慰的同时，
认真倾听他的感受，舒缓他的
情绪。并教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同时，加强锻炼，学会保护自己
的技术和技巧，让自己的内心
变得更强大，让自我保护能力
得到提高。毕竟孩子需要成长，
也需要付出成长的代价。以暴
制暴、以牙还牙的处置办法，得
不偿失，也不利于孩子身心的
健康成长。

陈广江：小朋友之间时常会
有点小冲突。作为自我保护和防
卫的一种方式，有时候孩子的还
击是必要的、有效的，但这并不
能成为我们向孩子灌输以暴制
暴观念的理由。“打回去”并不适
合所有的孩子，对那些本就性格
强硬的孩子来说，让其“打回去”
无异于教唆孩子制造暴力，对孩
子未来成长来说弊远大于利。成
人眼里所谓“欺负”很多时候只
是小伙伴间正常的打闹，和“欺
负”有本质不同，孩子在打打闹
闹中才能学会与人交往，寻找解
决问题的办法。

左崇年：“打回去”只是一种
对待孩子被打被欺凌时的态度
和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很有必
要。孩子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一
味挨打受欺凌，长此以往，不仅
是对受欺负孩子身体的损伤，更
在于伤其自尊、挫其自信的心灵
摧残，甚至有可能成为孩子一生
都难以走出的阴影。“打回去”，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必然措施，
面对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是一种
对打人欺负人不讲道理者的回
应。可以矫正其认知误区，有效
制止打人的坏习惯。

张贵峰：当面对不正当的“欺
负”时，适当地采取抵抗措施，“还
手”或“打回去”，不仅是一种人的

“自我保护”本能，实乃及时阻止
避免各种不正当的“欺负”及其可
能造成的伤害的一种重要途径，
也是一种具有法律正当性的行
为。是否“打回去”应以“是否有利
于孩子人身安全保护、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以及培养孩子
健全的人格心智为基本原则。面
对“欺负”时，完全不允许孩子选
择正当防卫，只一味要求其忍气
吞声、逆来顺受，同样也不利于孩
子健全人格的养成。

对“打回去”的问卷调查不妨两面看
孩子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欺负了，该怎么办？近日一项调

查显示，约 60% 的家长表示被欺负时要“打回去”；有 25% 的家长
则认为，应当远离施暴者，而不是以暴制暴。您怎么看？

□狄凯

五一前后，来自全国各地多
支户外团队来到宝鸡太白山进
行鳌太穿越，因 5 月 2 日遭遇暴
风雪，20 多名驴友失联，2 名驴
友遇难。据悉，秦岭穿越是中国
最艰难的五大徒步线路之一，鳌
山穿越太白更是秦岭穿越第一
顶级线路，气候多变，路况复杂，
危险度高。据统计，2001 年以来
鳌太线发生的山难不下三十余
人。户外徒步本身就是一项高风
险的运动，对身体、意志都是很
大的挑战。不管是徒步穿越，还
是玩其他极限运动，参与者都要

珍爱生命，敬畏大自然，不应毫
无底线地玩火。而相关组织者、
管理者也应当负起责任，对身体
素质差、经验以及准备不足的
人，坚决排除出去。

山西太原某高校大学生蓓
蓓(化名)为了养蛇，养了老鼠作
为蛇的食物，为了养老鼠，又养
了虫子，用来喂老鼠。在她宿舍
的桌子上有三个保温箱，里面
分别是小虫子、十多只仓鼠大
小的老鼠和两条蛇。对于在宿
舍内养这些“宠物”，大多数人
持反对态度，一名舍友甚至因
为此事与她多次吵架，最终搬
出了宿舍。不知道该高校有没

有相关规定，禁止学生在宿舍
内饲养宠物(部分高校是有的)。
但即便没有，就可以不用考虑
其他舍友的感受了吗？小狗小
猫之类的“萌宠”，也不见得每
个人都喜欢，更何况是多数女
生谈之色变的蛇鼠。

5 月 6-7 日，是 2 0 1 7 上海
市 171 所民办小学入学面谈的
时间。孩子从幼儿园升入小学，
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民
办学校的流程放在公办学校之
前，因为民办学校与学生、家长
是一种双向选择的状态。也因
此，有多所民办学校不但面试
了孩子，还给家长发了考卷，既

考学生又考家长，而且重点还
是在考家长。事情经媒体报道
后，上海市教委对涉事两校作
出在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评，
要求两校公开致歉并核减明年
的招生计划的处理。这样的处
理也许是合乎民情民意的，但
问题是，真能就此杜绝此类事
件吗？在如今优质教育资源稀
缺的情况下，校方有太多的资
本与方法来筛选考核家长，明
的不让，暗的还不行吗？

所以说，管理是门十分复杂
的学问，既要讲求效率，也要讲
求科学，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
也别乱管。

一周舆评 该禁的不禁，不该禁的乱禁

 新锐中产
近日，某招聘网发布了一

份《中国新锐中产调研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据以上三
种国内外对中产阶级的界定，
将10万-50万元年薪人群定义
为新锐中产。调查数据显示，
新锐中产们的压力指数高达
3 . 94(满分为5分)。当被问及对
收入水平的满意度时，有40%
的新锐中产表示不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

 三不收
面对络绎不绝的送钱送

物者，河南省安阳市人社局原
副局长卢铭旗“颇有原则”地
给自己定下“三不收”的规矩：
关系不好的不收、信不过的不
收、家庭困难的不收。他靠着
如此荒唐的“规矩”来自我安
慰、自我麻醉。随着外界不断
涌来的形形色色的诱惑，卢铭
旗的思想防线进一步松动，贪
欲也随之如泄洪之水般奔腾
汹涌，最终把他淹没。

 限号办公
近日，一则关于湖北省

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
证窗口一号难求”问题查处
情况的通报引来群众连声称
赞。政务窗口每天只发50个
号，哪怕没到下班时间，也绝
不多发一个号，办证市民得
凌晨两三点钟排队抢号。“宁
让群众多排队，不让职工多
加班。”该中心负责人最终被
撤职。

 以克论净
《西安市城市道路“以克

论净 深度保洁”作业标准
(试行)》办法实施规定，重点
区域每平方米尘土不能超过
5克，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5
分钟。最近，西安市城市管理
局通报了“4月份城市道路以
克论净深度保洁作业标准执
行情况检查评比”排名。数据
显示，城市卫生情况明显好
转。但也有市民觉得，这样量
化的标准加大保洁员工作
量，维护环境卫生应该从每
个人做起。

 公厕 APP
在外游玩找不到公厕是

件非常头疼的尴尬事，为此，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正在推广
公厕指南APP并不断修正完
善，方便市民寻找公厕。据介
绍，该应用可以实时提供用户
附近的公厕位置，并具有导航
功能，操作方便，支持安卓版
本和苹果ios系统，市民可扫描
二维码安装使用。

 不作为牌
在日前召开的安徽怀宁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4家不
作为慢作为单位被颁发了

“不作为慢作为牌”，8家单项
工作末位席单位被通报。与
此同时，会议上还为7位获得
效能之星的单位和个人颁
奖。这是该县在推动机关效
能建设上的强力举措，对改
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提
供了效能保障。

狄凯 整理

◎ 热词

谁说山东人最喜欢打老婆

下期话题预告

年初，西安发布《西安市城市道
路“以克论净 深度保洁”作业标准
(试行)》办法实施规定，重点区域每平
方米尘土不能超过 5 克，垃圾滞留时
间不超过 5 分钟。您怎么看？投稿请
发邮箱:sdjbrmpl@163 .com

“以克论净”标准是否过于严苛

扫
码
加
入

︽
近
报
︾话
题
交
流
群

漫画/朱慧卿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