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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理工学院招生简章
层次

本

科

专 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制造过程及其

自动化方向）

护理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方向）

总学费
(元)

7050

层
次

专

科

专 业

计算机网络技
术（网络管理

方向）

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

数字媒体设计
与制作

电子商务

总学费
(元)

5880

层
次

助
力
计
划
专
科

专 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应用化工技术
采矿工程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光伏
材料与器件方向）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总学费
(元)

5880

联办院校

大连理工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四川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东北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远程教育学院

本科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起重机械方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公共事业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国民经济学
旅游管理

保险学、工程造价

冶金工程、安全工程
采矿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

石油工程、财务管理
地质工程、油气储运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化学工程与工艺

总学费
（元）

6075

5600

5600

7200

专科
专业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管理
公共事务管理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经济管理
土木工程

煤矿开采技术
安全技术管理

石油工程技术
油气储运技术
应用化工技术

总学费
(元）

6000

5600

5600

7200

本科：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的社会
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业证、身份证，均可报名免试入学（免成人
高考）。

专科：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以上学历的社会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
业证、身份证，均可免试报名入学（免成人高考）。

报名咨询：6368258 6365538
报名地址:西宁市五四西路7号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学生服务大厅（校门东

侧30米），乘6、9、13、16、82、104、106、109路公交车至杨家寨站下车即到。
报名时间：2018年12月5日开始（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网络教育报名资料：
1、四川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两张、蓝

底小二寸照片三张，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业证、蓝底小二寸照片），
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640，文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2、大连理工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

业证、蓝底小二寸照片），报名费：不收取报名费，图片尺寸（像素）：宽
480×高640，文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3、东北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业证、蓝底
小二寸照片），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640，文件大
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4、四川农业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
业证、蓝底小二寸照片），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
640，文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5、中国石油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业证、
蓝底小二寸照片），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640，文件大
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网络教育 开放教育

受害者或许无法真正远离的阴影
类似的家暴虐童案件，近年来不时有曝

光。2018年3月，广西一女孩被父亲将双脚捆
绑在摩托车尾部，头部朝下倒挂拖行，施暴者
被法院以虐待罪判刑；7月，海南省万宁市一
名女童疑遭父亲殴打致死，施暴者已经被警方
抓获……

在深圳虐童案中，最令人愤慨的，或许是
在镜头下，小女孩不管如何挨打，仍能默默爬
起来写作业、吃饭，她的淡定与她所承受的暴
力呈现鲜明对比，也成为一种无声的控诉，令
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其内心的灰暗与无助。
此情此景，任谁看了都痛心。

看过新闻后，不少网友说“心疼小女孩”
“应严惩其父母”。

根据最新的消息，小女孩被带离父母身
旁，等待其父母的是法律的严惩。然而，口诛
笔伐之余，我们更应思考，在虐童事件面前，惩
罚其父母就够了吗？惩罚得越厉害，小女孩是
不是就越幸福了呢？其实不然，更重要的是如
何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如何安置好小女孩的未
来。

说起虐童案件，永远无法绕开的是发生在
2016年的“砀山虐童案”。

被电线抽打身体、开水烫手、在伤口上撒
盐，就是这个被撤销监护资格的女人联合男友
的“作品”。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她已不配

“母亲”二字。
但有一点，当我们在义愤填膺，用悠悠之

口愤责这个女人的时候，必须审慎的——刘瑶
也常常受到男朋友的暴力。23 岁的时候，她
生下小武时，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她
的家境不好，在 KTV 靠陪唱来糊口。陪唱 1
小时，85元的报酬。除了陪唱，她要陪客人喝
酒。晚上七八点上班，凌晨下班。

这位单身妈妈已经沦为社会的边缘人。
知乎上有个问题：“那些穷过三代，整个家

族陷入贫穷死循环，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一个回答是：“家庭暴力。”
为什么说贫穷死循环的根本原因是家庭

暴力？
此前，曾有一个公益短片《语言暴力会成

为凶器》。
导演在监狱里采访了6名年轻罪犯，一个

是持枪杀人，两个是持刀杀人，导演让他们聊
聊自己的家人，无一例外，父母对他们不是打
就是骂。

6名年轻罪犯父母说得最多的这些字，你
可能也在说。比如，他们的父母都在说：“猪脑
子”“废物”“你怎么不去死”“是人就比你强”。

这些字，从父母嘴里说出来，像刀子一样
扎进这些孩子心里，淌血，但没人看见。

恶，在这些心灵里慢慢滋生。语言暴力尚
且如此，拳打脚踢往死里揍的家庭暴力就更不
用说了。

作为将孩子带到世界上的人，这些父母未
能给他们的天使构筑第一道安全屏障。

每当虐童案件发生后，就会有这样的疑问
出现——当这样的屏障被人为破坏，社会正义
的手可以伸向家庭吗？

当家庭监护出现问题时，政府力量和社会
力量如何及时有效介入，已成为当前我国未成
年人保护领域亟须研究的重点内容。

这些行为既是对人伦的挑战，也是对立法
的考验。

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
戴正清看来，是否剥夺施暴父母的抚养权，应
该综合评估其影响，才能作出决定。“对于孩子
来说，安全感、情感依恋是最重要的。把孩子
交由公共机构等照顾，需要确认这样做比父母
抚养更能促进孩子成长、更有利于保护儿童权
益。公共机构、社会组织等需要提供持久的、
有安全感的保障，否则，对孩子有可能是另一
种心理伤害”。

戴正清说，儿童缺乏自主能力，受虐待后
不知道诉求；城市中关门闭户、邻里走动较少，
家暴虐童不易被发现。而农村地区虽相对“藏
不住”家暴行为，但往往缺乏干预意识，受害者
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因此，社区要加强反家
暴宣传，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要倡导邻里
间相互关爱。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悖论
“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有“将孩子视为私

有财产并可以任意处置”的家长思维，也将一
些本是善意的父母推向了虐童甚至杀戮的深
渊：

杭州一男子因3岁儿子不肯认字，失手打
死孩子；

西安一男子因孩子在家偷钱，将自己9岁

的儿子打死。
2018 年的年底，又有这样一位母亲杨梅

(化名)站在了被告人席上，原因是多次发现女
儿有偷拿家中、同学财物的行为，在说教未果
情况下，采用缝衣针戳嘴、以喂粪便相威胁、铁
衣架殴打、扇耳光等手段，多次对亲生女儿实
施殴打。

在法庭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在文中开头
中提到的最终被处缓刑的母亲杨梅说，后悔以
这样粗暴的方式对待女儿，自己就是对孩子

“小偷小摸”的行为比较气不过，没想到行为已
经违法。

还好，这位母亲还能用“没想到”来忏悔，
但另一位父亲郑东，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个男人因为打死了自己的女儿，2014 年站
在了被告人席上，原因则是女儿晚归。

站在法庭上的郑东，是这样被媒体形容
的：他鲜少抬起眼睛，只有在不得不抬头时，流
露了一种“经历了巨大痛苦”“如同重度抑郁症
患者”的深深的悲伤。

突然，支撑他的力气仿佛被一瞬间抽走，
这个父亲重重地跪在所有人面前，请求法官判
他死刑立即执行。

相较于上述那些暴虐的父母，这个父亲明
显得到了社会的某种同情甚至是情感上的宽
容。

郑东为了照顾女儿专门辞去工作，每日接
送。为了不让女儿早恋，他想尽办法，甚至请
对方吃饭。在法庭上，他说自己真的不知道该
怎么办，“黔驴技穷了”。他不断重复，“我想打
醒她。”

加大对虐童行为的惩治力度
自古以来，教育和惩戒就密不可分，中国

古代教育名篇《学记》中记载：“夏楚二物，收其
威也。”这“夏”“楚”就是惩戒学生的树条。

然而，与学校教育不同，父母作为家庭教
育的主体，较少接受过专业的教育培训，且教
育场所是相对隐秘的家庭，在惩戒的过程中更
容易演变成过激的暴力行为。

因此，必须明确“惩戒”与“暴力”的界限。
有媒体根据数据分析近4年216篇针对儿

童家暴的新闻报道，发现“管教儿童”和“家庭
矛盾”，成为父母虐待儿童的主要原因。

一桩桩一件件虐童案件的发生无不证明，
在传统“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粗放教育模式下，很多父母对体罚儿童
的认识过轻，认为“自己的孩子，我想怎么教育
就怎么教育”。社会大众也往往采取包容或习
以为常的态度，进而助长了父母对孩子的家暴
倾向。

在心理学家看来，除了法律的制裁，目前
最缺乏的是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和教育，让他
们学习怎样去解决孩子教育上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他们已触犯法律。因为未成
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
暴力”。反家暴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范围和法
律责任，与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给遭受
家庭暴力的孩子提供了法律保护。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中也增加了对看护人虐童的处罚规定，新增的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主体就包括对未成
年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员、学校(含幼儿
园等育婴机构)，“情节恶劣的，可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法律法规已板上钉钉，可为什么虐童行为
还会频发呢？

很难为这些施暴的父母画一幅精准的画
像。他们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乡村；有的
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目不识丁；有的家长在
事后“后悔打重了”孩子，有的家长说“偶尔打
不算虐待”，有的家长认为“只是轻微教训一下
孩子”，甚至有的家长在遗弃或杀害孩子后，认
为“是为了解脱孩子的痛苦”。

说穿了，在家长眼里，打孩子是家事，不犯
法律，别人管不着。而相关监管部门出于同
情，也不追究虐童家长的责任。即使追究责
任，顶多给予道德谴责，很少追究虐童家长的
法律责任，纵容了家长的虐童行为。

北京律师徐英建议：“对虐童行为，还可以
通过修改反家暴法等方式，详细划分出虐待的
不同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明确不同的法律责
任，明确虐待的定义和范围，加大对虐童行为
的惩治力度。”

她认为，家暴虐童隐蔽性较强，近亲属即
便知道未成年人的父母对其有家暴行为，或碍
于情面，或不清楚严重程度，大多仅是劝说，不
会向公安机关报案，更不会向法院起诉。因
此，要有所突破，就要更多借助近亲属以外的
社会力量。 本报综合消息

深圳虐童案件悲剧渊源何在
虎毒不食子，这句话说的是虎，但未必适用于人。

惨烈的案例一次次在敲打我们——未必每个人都可以享有为人父母的权利。
刑事立案侦查，是深圳虐童案件的最新进展。

多次掌掴、摔打、脚踢、扯头发，甚至用扫帚、塑料椅殴打。同时，还有一名疑似
女童父亲的男子，也对女童掌掴、用扫帚抽打。

而彼时的亲生女儿或是在写作业，或是在吃饭。

2018年12月26日下午，江苏省惠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生母虐童案，被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年的亲生母亲，用缝衣针戳嘴、铁衣架殴打、喂粪
便相威胁、扇耳光等方式“管教”女儿，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

曾经有人这样高呼，父母双亡，孩子自然国家抚养。可是，一旦监护人“丧心病
狂”或“似人非人”，我们该怎么办？由谁提请剥夺其督导权？由谁提请剥夺其监护

权？由谁甄别拍板：父母不良，道义出场？
是时候冷静思考悲剧的渊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