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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破潜规：反性骚扰全球热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11 日，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通报，该校教授陈小武因性骚扰
学生被撤职和取消教师资格。
从美国好莱坞大佬身败名裂，到英美政
客黯然辞职，再到北航教授被解职，在这场自
下而上、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性骚扰运动中，人
们看到，暴露问题、正视问题，才能让解决问
题成为可能，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新闻事实
新闻事实】
】
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温斯坦性侵丑
闻去年曝光后，许多人以“我也是”为话题标
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自己遭性骚扰或性侵
经历。去年 10 月至 12 月，以社交网络“推特”
和“脸书”为平台，
“我也是”话题标签使用超
过 600 万次。
“我也是”运动不断激发国际社会对性骚
扰的关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负责机会平
等及妇女事务的国务秘书比安卡·德贝茨 10
日说，比利时根特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调
查的 425 名 15 岁以上布鲁塞尔女性中，88%
的人承认曾遭受过至少一次性骚扰。
“我也是”运动本身也激发不同声音。在
法国，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包括著名女影星
卡特琳·德纳夫在内的 100 名女性日前签署
联名信，公开声讨“我也是”运动，质疑其对
“性骚扰”的界定，称其过度上纲上线。但这
封联名信本身，又招致众多女权人士指责。
可以看到，从道德和法律层面，性骚扰
都是争议性话题。但无论如何，当“潜规
则”逐渐“大白于天下”，这本身就指明社
会进步的方向。
【深度分析
深度分析】
】
职场性骚扰问题存在已久，几乎是“公开
的秘密”，但鲜有受害者发声。分析人士认
为，近来这场反性骚扰运动可被视为女性运
动一部分，是从社交媒体上一个热词最终扩
展到全球范围的一场平权运动。
这场运动会促使更多人思考，性骚扰的
边界在哪里？量化指标如何设定？这些思辨
或有助于相关法律出台，促进问题解决。
相较欧美文化而言，亚洲文化更趋内敛，
很多人认为性骚扰话题“上不得台面”。如
今，包括中国在内一些亚洲地区的女性勇于
在网上发声，称遭受过性骚扰，这反映了社会
的进步、思想观念的革新，可被视为是男女平
权运动的一种新发展。
【第一评论
第一评论】
】
从女性的长久沉默、社会长期的熟视无
睹，到越来越多女性勇敢说出来，越来越多
的男性参与和声援，社会各界正在推动塑造
对性骚扰零容忍的风清气正。这场“我也
是”运动，正借助网络平台和舆论辐射，将
女性的平权诉求变为公共议题，将零容忍行
为上升为共识。
推而广之，对“我也是”运动的理解，
也可以放在全球政治格局巨变和社会思潮涌
动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运动，是对当今世界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的一种抗争。一
个强者可以凭借权力对弱者为所欲为的世界
是危险的。
性骚扰、性侵现象不断发生，不是因为
侵害者不辨对错，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会受
到惩罚。世界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道主义
精神指引，其本质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和尊
重，是不论性别、职业、种族，所有人都享
有平等的尊重。
【背景链接
背景链接】
】
去年 11 月 22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消除性别暴力 16 日活动”发起仪式上说，
近期报告显示，工作场所性骚扰现象非常普
遍，社会也对家庭暴力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他呼吁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
“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统计，在美国，23%
的女性曾遭性骚扰。联合国数据显示，在欧
盟，45%至 55%的女性曾在 15 岁之后遭性骚
扰。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相关数据同样
触目惊心。
美国媒体整理各研究机构近年来各类报
告发现，性骚扰和性暴力在全球多个地区都
相当普遍。
“ 行动援助”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57% 的 孟 加 拉 国 女 性 、77% 的 柬 埔 寨 女 性 、
79%的印度女性以及 87%的越南女性都曾经
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法国警方 11 日宣布，
首都巴黎市中心丽兹酒店
10 日遭遇抢劫，标价超过
400 万欧元的珠宝和名表
已悉数追回。
警方说，一名嫌疑人骑摩托车逃跑时撞
上行人，慌乱中掉落装有赃物的袋子。

它建于 19 世纪，2016 年重
新开业前经历 4 年翻修。
入住过这家豪华酒店的名
人包括英国戴安娜王妃、
门逃离时被抓个正着。他们的两名同伙分别 时尚品牌香奈儿创始人可可·香奈儿、美国作
驾驶汽车和摩托车逃跑，不料摩托车撞上一 家欧内斯特·海明威。
名行人，
慌乱中袋子掉落，
嫌疑人逃走。
警察定期巡逻旺多姆广场，法国司法部
尽管这两人尚未落网，经警方和酒店员 和不少奢侈品门店坐落于此。
案件回放
工清点，遭抢名表珠宝悉数追回。一名掌握
巴黎高端珠宝店近年来成为劫匪和窃贼
借助媒体和法国全国警察联盟官员发布 调查进展的警官说，所有失窃财务都在截获 的目标，
“卡地亚”、
“哈利·温斯顿”和“萧邦”
的信息，劫案脉络 11 日逐渐清晰。
的袋子里，
“我能确认”
。
等珠宝和手表品牌门店中过招。最新这起案
当地时间 10 日傍晚，三名 30 岁上下的男
路透社报道，警方在巴黎以北大约 20 公 件尽管赃物如数追回，却再次触动巴黎人的
子持短柄小斧，从服务人员进出的便门闯入 里处找到嫌疑人乘坐的那辆汽车。
安全神经。
丽兹酒店，先掳走展柜里的“劳力士”、
“伯爵”
2016 年 12 月，美国真人秀明星金·卡戴
治安隐忧
等名表，再砸破一家名牌珠宝店的橱窗，洗劫
珊在巴黎遭遇持枪抢劫。劫匪身穿警服进入
珠宝。当时，全球知名珠宝商正在这家豪华
美联社记者看到，工人 11 日开始修补珠 她居住的公寓，劫走总价大约 900 万欧元的
酒店办展览。
宝店破损的橱窗，丽兹酒店内其他门店也照 钻石、金器和珠宝等。迄今，唯一“追回”
警方说，三名嫌疑人把装有赃物的袋子 常营业，
没有安保升级的迹象。
的赃物是劫匪逃跑时不慎掉落的钻石十字
从窗户扔给望风的同伴，却在试图经另一道
丽兹酒店位于安保森严的旺多姆广场。 架，时价 3 万欧元。
新华社特稿

巴黎丽兹酒店劫案赃物全数追回

黑帮大佬误成网红终被捕

按 日 本 警 方 说 法 ，白 井 繁 治
2003 年 7 月在日本三重县打死了
同 属 山 口 组 的“ 死 对 头 ”乙 部 和
彦。作案后，白井繁治逃到泰国，
与当地一名女子结婚，过起了看似
安静的
“退休”生活。
不过，这一切被网友拍下的照
片终结。白井繁治爱在路边下棋，
惹眼文身暴露在外，加上他的小指
少了一截，颇为惹眼。一名网友把
他的照片发到社交媒体，得到超过
1 万次转发。这些照片不仅得到
泰国网友关注，还引起了日本警方
注意。
日本警方与泰国警方联系后，
泰国警方 10 日在白井繁治下棋的
地方设伏，将他逮捕。泰国警方一
名发言人说，白井繁治向警方供
认，他原是山口组下属一个派系的
头目，但拒绝承认谋杀罪名。
按泰国警方说法，白井繁治在
泰国期间一直很低调。每年，一名
日本男子会去看望他两到三次，给
他送钱。由于白井繁治没有护照
或签证，泰国警方以非法入境罪名
将他逮捕。
日本一名黑帮大佬背负命案逃亡泰国 日本。
与意大利黑手党不同，山口组在日本属
近 15 年，却因文身太过惹眼成了“网红”，
这名嫌疑人名叫白井繁治，现年 74 岁， 合法组织，下属各派别设有各自的总部。根
得到日本警方注意。泰国警方 10 日逮捕了 原是日本最大黑社会团体山口组下属一个 据日本警察厅 2015 年公布的数据，山口组有
这名嫌疑人，最早可能于 12 日把他引渡回 派别的头目。
大约 2.77 万名成员。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记者 陈丹）美
国旧金山国际机场半年来第
三次险酿惨剧。一架客机 9
日收到降落指令后认错跑
道，幸亏及时纠正，否则可能撞上等候起
飞的飞机。
美联社 11 日报道，墨西哥航空公司 668
航班由墨西哥城起飞，9 日上午 11 时 45 分
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并获得塔台确认，准
备降落 28R 跑道。
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言人伊恩·格雷戈尔
说，客机距离机场 1.6 公里处时，空管人员
发现，它“认错跑道”、准备在 28L 跑道降
落。
28L 跑道与 28R 跑道平行，一左一右。
维珍美国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飞机当时

美国航空业咨询师、飞行
员道格·莫斯说，
“ 六个月内第
三次（险酿惨剧），着实令人吃
惊”，三起事件成因不同，但总
体而言，
“旧金山国际机场多少有问题”
。
去年 10 月，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家客机
降落旧金山机场时，因跑道上有飞机尚未
离开，空管人员多次发出放弃降落警告。
但前者不予理会、照常降落，所幸未出事。
去年 7 月，一架载有 140 人的加航班机
误将滑行道当成跑道，差点撞上 4 架正在等
待起飞的飞机。这一事件促使联邦航空局
颁布针对夜间降落和塔台人员的新规定。
莫斯说，旧金山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
多，但跑道太少。当地官员多年来一直希
望扩建，遭民众强烈反对。

美国旧金山机场险撞机

新华社电 意大利专家调
查发现，去年一场著名画家阿
梅代奥·莫迪利亚尼作品展的
几乎所有展品都是赝品。一
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 10 日要求退票款。
画展去年 3 月至 7 月在意大利西北部城
市热那亚的公爵府举行。安莎通讯社报道，
展览期间，一些专家质疑展品真实性。检察
部门启动调查后，画展提前三天闭幕。
受热那亚检方委派调查的专家伊莎贝
拉·夸特罗基认定，展出的 21 件作品中至少
有 20 幅是伪造。据他推断，这些画所用的颜
料与莫迪利亚尼常用的那种不一致。

正在 28L 跑道上等待起飞。
“墨航 668 复飞”，空管人员下令。飞行
员迅速确认并执行指令，最终得以安全降
落。《圣何塞信使新闻》 报道，雷达信息显
示，飞机拉起复飞前距离地面仅 76 米。
格雷戈尔说，联邦航空局已着手调
查。美国航空公司资深飞行员克里斯·曼诺
说：
“飞行员似乎搞错了左右。”
许多飞行员吐槽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
难，跑道之间距离近。在大型机场，飞机
起飞和降落一般不共用跑道，但这种情况
在旧金山机场依然常见。

意大利名家画展几乎全是赝品
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成员富里奥·特鲁
齐鼓励购票观众以欺诈为由要求退款。这
个团体还为购票观众设立热线电话。
热那亚公爵府去年在画展闭幕后说，展
览组织和展品选择都外包给一个私人组织
机构。美联社报道，因这起事件带来负面影
响，
热那亚公爵府正在寻求赔偿。
意大利《晚邮报》援引两名展览负责人
之一鲁迪·基亚皮尼的话报道，他只收集画

作信息和证明文件，不负责展
品真伪鉴定。
基亚皮尼说，在得出最终
结论前，他依旧相信那些画作

是
“好的”
。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是意大利画家和
雕塑家，
活跃于 20 世纪早期。
伪造的莫迪利亚尼作品先前也曾引发
尴尬。上世纪八十年代，三个大理石材质的
人头雕塑从他的家乡、西部港城里窝那一条
运河中打捞出水，外界起初认定其是遗失已
久的莫迪利亚尼杰作，之后却发现只是三名
学生的恶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