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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她打我，我也愿意待在
个人带大的，打孩子不是恨他，是
她身边，
要不然我就没妈妈了。”
因为他不听话，想教育他，因为他
卑微的渴望，残忍的现实。陕
欺负同学，用铅笔戳别的孩子眼
西西安 7岁男童天天（化名）遭亲
睛，
而且会偷钱还撒谎。
妈家暴引发关注，他的一句话刺痛
虽然这不是一起没有理由的
了不少人的心。视频中，孩子的额
暴力宣泄，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也
头、脖子、肚子、小腿上全是伤痕， 明显存在问题。纵然孩子有 “欠
胸口还有一道 15厘米的刀伤。这
揍”的地方，但对孩子施暴是非常
些伤痕都是天天的妈妈留下的，孩
不明智的行为，更何况那些伤口让
子说每当她心情不好就用电线、刀
人触目惊心。
具等打他。据了解，他的妈妈也才
孩子不听话，是很多父母打骂
20多岁。
孩子的理由。很多人认为不打不成
天天的妈妈真的“十恶不赦” 器，
不打不孝顺，不打不优秀，但是
吗？对于为什么打孩子，她表示很
否想过有更好的办法？孩子犯错，
后悔，说太冲动了，没想到这么严
让他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并非只有
重。她说她也有难处，孩子是她一
打骂这一个办法。打骂更多的是一

43

C > 9
D ? : 1
E @ ;

()*+,-./01

3
4
5
6

一代商界教父，
事了拂衣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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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8日，
75岁的联想控

-./01234
股董事长柳传志宣布退休。虽然
没有发布会，也没有采访，但是
他的正式告别还是引发了一场
震动。
柳传志的标杆性意义在于，
他是中国经济腾飞、改革开放
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和
他所创办的联想见证了整个中
国科技史的兴起。中国的改革
开放史和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
绝对少不了柳传志的一笔。
联想创立于 1984年，是历
史上的“中国企业元年”，包括
同年创办的企业海尔、万科，后
来都在中国商界历史上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名创业
者，
柳传志曾带领联想从国企通

过股份制改革变成民营企业，
再
到香港上市，迎接互联网挑战，
收购 I
BM PC业务，再到联想
国际化、
PC寒冬、
移动互联网崛
起……联想一路上披荆斩棘，
也
面对过数不清的非议，
直到现在
仍需战斗。柳传志能功成身退，
已是人生的巨大成功。
其实，
这是柳传志第三次告
别联想了。每当继任者无法解
决危机时，柳传志都会再度“返
场”，力挽狂澜。柳传志的第一
次卸任是在 2004年，在联想集
团面临 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
复出顶替原董事长。2011年，
柳
传志再次卸任，但当“5G投票
门事件”爆发后，联想集团遭受

公众质疑，
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
公关危机，
他再度挺身而出。
柳传志说自己这辈子很幸
福，
40岁的时候赶上改革开放，
让他办了公司，事情做得也不
错，家里对他也不错，同事也不
错，
朋友也很多，
这辈子值了。
今年 5月，柳传志说：
“自
己要有自知之明，
理想的状态是
担任联想控股的名誉董事长，
公
司在战略上有大的问题，
我只是
知道一下，
只看年轻人最后做的
结果，
那才是一个老头真正该做
的事。”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
数百年。传奇谢幕，
后浪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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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门帮助失学女童、
保
障贫困女生受教育权利的慈善
项目，
帮扶对象中却出现了男生
受助者，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春蕾一帮一助学”项目受到网
友质疑。
面对网友的质疑，
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官微回应了，
声明中
承认其确实资助了男生。在春蕾
计划新上线的“一帮一助学”项
目里，一共 1267名高中生，其
中有 452人是男生；四川凉山
昭觉民族中学，
100名受助学生
名单里有 47名男生，男生比例
接近一半。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一些经

影响可想而知，被温和对待的孩
子，
也更可能会温和地对待外界。
生孩子很简单，养育一个孩子
却很难，为人父母着实辛苦，但是
为之谋深远时切莫“跑偏”，教育
时多讲究办法，多一点耐心，少一
65732241
些粗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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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育上的偷懒，那些靠打骂达成
的目的，
其实靠耐心和沟通都可以
做到的。可惜的是，很多家长懒得
了解孩子每一个举动背后的原因，
而只想用一个高效解决问题的办
法。可是，这个办法并不能真正解
决问题，
甚至会把孩子推向深渊。
被打的孩子长大以后没有人
格扭曲，
并不能证明家长打孩子是
合理的。西安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表示，天天很难管理，他不会与别
的孩子相处，对其他孩子很不友
好，认为拳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天天会有这样的行为也不是没有
缘由，对孩子来说，父母几乎就是
世界的全部，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

济较落后的地方，
重男轻女的思
想仍然存在，
一些贫困家庭甚至
只供男孩上学，
女孩则在家帮忙
或外出打工供哥哥弟 弟上 学 。
1989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显
示，当年有 480万 7岁 -14岁
学龄儿童由于家庭贫困不能入
学，其中女童占 83%。同年，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实施
儿童公益项目——
—春蕾计划，资
助贫困地区辍学女童便是它的
初衷。直到 2010年这一组数据
仍然不乐观，从 2010年 15岁
以上文盲人口性别构成来看，
全
国范围内女性仍占 73.
84%，远
高于男性的 26.
16%。

帮助女童，
任重道远。而春
蕾计划则是对这一现象进行专
项资助的。很多人会把善款捐
给春蕾计划，
因为他们想为女童
们改变现状，
为她们打开另一扇
希望之窗。如今，
受助者里却出
现为数不少的男生，甚至还有
19岁的成年男性。有人说帮助
男童也是行善，可是这不是“给
谁都一样，反正都是做善事”的
问题，
而是原则、
规则问题。
虽然做了善事，可是“春蕾
计划”忘了初心，违背了规则。
我们不否认有很多男童也需要
帮助，
但是这已经超越春蕾计划
的范畴。要知道，
很多人是冲着

春蕾计划能够帮助“女性”才选
择它的，
但是它在却没有告知外
界的情况，
偷偷摸摸改变了受资
助对象。规则就是规则，
如果专
款不能专用，
如果捐款用途可以
被随意改变，那要专项慈善何
用？公益事业还有什么公信力
可言？
这世上有太多人需要帮助，
如果慈善机构不能遵循规则，
不
能按规章办事，
将会失去更多公
众的信任。红十字会丑闻才过去
没几年，
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
度至今还没完全恢复，
难道如今
又要将它推向负数吗？
6573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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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交通大学 25岁博
士研究生王言博荣获上海交通大
学 2019
“学生年度人物”和第四
届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 “学术之
星”的荣誉。他的学业和生活经历
也引发关注，
因为实在过于耀眼。
博士就博士吧，还只有 25岁，
他在博士期间发表了 16篇 SCI论
文。面对岿然不动的科研大山和繁
重的研究任务，唱歌、运动也是王
言博调节心态的好帮手，他连续四
年登上校园十佳歌手，还是拥有六
块腹肌的健身达人。
按照规律，如此优秀的人通常
都是别人的老公。没错，
王言博已经
结婚了，
还是一名奶爸。妻子怀孕期
间，挑起学习和工作大梁的他有两
三个月一天只睡 4个小时。
这不就是言情小说里的男主
角吗？360°全方位优秀的人原来
真的存在，只是我们不配出镜，连
路人甲都不配。更让不少博士和程
序员嫉妒的是，王言博还有一头乌
黑浓密的头发。
王言博说，做学霸加奶爸的秘
诀就是做事效率高一点。不怕学霸
有实力，
最怕学霸有毅力。不过，
要
是我一天睡 4小时，我估计都活不
过 25岁，人生需要奋斗，但还是要
尽可能保证睡眠时间，不支持熬夜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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