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记者 6 日从河南

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了解到， 通水 3

年来，河南省累计受水 40.25 亿立

方米， 占中线工程供水总量的

38％， 惠及全省 11 个省辖市的

1800万人， 供水效益不断提升，极

大缓解了河南水资源供需矛盾。

河南省是南水北调中线最大

的受水区，也是重要的水源地。 为

了确保水质安全，河南省不断加大

水源地水质保护力度，累计关停整

治工业和矿山企业 200 余家，封堵

入河市政生活排污口 433 个，关闭

停产整治旅游、 餐饮排污单位 65

家，有效维护和改善了丹江口水库

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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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就要少说话，多干活，闭

好自己的嘴”“女子就应该在最底

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

受，绝不离婚” ……网络视频中的

这些奇葩言论，来自辽宁省抚顺市

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开设的 “女德

班” 。 这个班甚至还让学员徒手擦

粪坑，边擦边说“它脏，我的心比它

还脏” 。

这个打着“国学” 幌子的“女

德班” 是一个怎样的培训机构？

“女德班” 为何能有其市场？ 又给

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针对网上传播的“抚顺市传统

文化教育学校开办女德班” 视频，

抚顺市委、 市政府 12 月 1 日责成

市教育局牵头，成立多部门参与的

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3 日， 抚顺市教育局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要求办学点立即停止

办学、尽快遣散包括“女德班” 在

内的所有学员。

对于这一处罚的依据，相关负责人

表示，一是因为抚顺市传统文化教

育学校在审批地点之外的顺城区

会元乡马金村私自开班授课，未经

教育部门批准，按照一证一址的要

求，属无证办学，违反了《民办教育

促进法》 第六十二条规定； 二是

“女德班” 教学内容中存在着有悖

社会道德风尚的问题。

据了解，涉事的抚顺市传统文

化教育学校由抚顺市传统文化研

究会开办。 研究会于 2011 年 4 月

由抚顺市民政局批准成立，校长康

金胜是研究会会长。 学校还在全国

一些地区设有分校，校长和老师也

应邀在全国各地开展传统文化公

益讲座。 学校课程包括《弟子规》

《了凡四训》和女德学习班。

5 日， 记者来到涉事学校的办

公地点。 发现这里已经暂时停业，

门上贴有 “道德讲堂课程暂停，有

快件请送唐装坊” 字样。 在隔壁的

唐装坊，营业员说：“道德讲堂已经

停课几天了， 什么时候恢复不知

道。 ”

而在这所学校第 37 期 “女德

中级班” 的招生简介上，记者看到

了这样的课程描述：“封闭式教学

期间保证全程参加，手机由学校代

为保管，不穿高跟鞋，无论课上、课

下、寝室、餐厅都不随意闲谈，不化

浓妆，不披散头发，不戴金银等首

饰……”

这不是“女德班” 第一次被推

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此前，一些地

方“女德班” 学员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经常会提及“免学费”“感恩”

“自愿反哺”“成功受益” 这样的

关键词。 而曝光的授课过程中“现

身说法”“下跪忏悔”“亲子拥抱

痛哭” 的场景，让很多网民不解，为

何这种看上去就“很不好” 的培训

班，还会有人报名？

记者调查发现，“女德班” 背

后有着一定的市场需求。 仅抚顺市

传统文化教育学校， 就在温州、郑

州、三亚等地开办有分校。 学员有

的是被家长送去学习的，有的是丈

夫送妻子去学，还有的是被公司送

去培训的， 也不乏自愿报名学习

的。

在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

开设的“忏悔改过” 栏，贴满了学

员的“学习心得” 。 一位方姓学员

写道：“在 2014 年我被查出患有再

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治疗花了很多

钱， 最后倾家荡产， 病也没看好。

……2015 年， 我遇到了传统文化，

是传统文化拯救了我，使我不用再

输血，自身造血可以维持自己的生

命活动了。 从接触传统文化不到一

个月，我就把药停了。 ”

专家分析，“女德班” 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女性对和谐美好家庭

关系的向往和期盼。 一些女性面对

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朋友圈子在

变小、倾诉对象在减少。 但是，针对

女性需求设置的倾诉和学习通道

比较少，所以就催生了“女德班”

等类似培训班。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

长罗教讲表示，“女德班” 之所以

有市场，也是因为打着“国学” 的

旗号。 实际上，“国学”是传统文化

的精华部分，倡导的是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 如果把传统文化中的某些

糟粕视为信条，那只是封建思想的

沉渣泛起。

5 日，辽宁省抚顺市委、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抚顺

市，办学内容为“中华传统文化教

育” 的办学机构仅此一家，下一步

将对民办培训机构和学校开展全

市排查，加强监管。

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专家建议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在

制定准入标准、加强监督监管等方

面还大有可为。 同时，也要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解决家庭教育、女性

教育需求， 不能让类似于 “女德

班”的机构牟利误人。

罗教讲认为，全社会要更加重

视女性在教育和沟通交流方面的

需求， 帮助女性更快适应角色转

换，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比

如有的高校开设的 “淑女班” ，作

为有意义的尝试，也是教育多元化

的发展方向。

辽宁省实验中学教研处主任

赵志彦建议， 教育部门、 妇联、社

区、媒体都应该各司其职，开展工

作。 比如学校开设家长课堂、道德

课堂，妇联部门对有需要的女性进

行辅导，媒体制作系列传统文化节

目等，对公众进行正面引导，提高

认知能力，解决自身困惑。

据新华社

“女子就应该在最底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

奇葩“女德班” 为何有市场？

叫停“女德班”

为何有市场？

带来啥反思?�

据中新社电 昨晚，陕西省

西安市周至县通报称， 周至县

警方已对涉及打人的 6 人进行

了行政拘留； 周至县卫计局对

县人民医院院长做出停职检

查， 对涉事的副院长给予撤职

处理， 责成医院对被打记者进

行治疗、赔偿。

通报称，12 月 4 日，陕西广

播电视台记者到周至县人民医

院采访，遭到县人民医院相关工

作人员阻拦和殴打。 事件发生

后，周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召集公安、 卫计等相关部

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就事件展

开调查，对相关人员依法依规进

行严肃处理。

目前， 周至县公安局经过

调查处理， 已对涉及打人的 6

人进行了行政拘留。 周至县卫

计局对县人民医院院长做出停

职检查， 对涉事的副院长给予

撤职处理， 责成县人民医院积

极主动对被打记者进行治疗、

赔偿； 在县卫计系统开展纪律

作风大整顿活动。

另据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

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涉及打人

的六名人员分别是：周至县人民

医院办公室副主任白某 (男、37

岁)、保卫科副科长王某(男、35

岁)保安宋某(男、34 岁)和金某

(男、32岁)以及姬某(男、31 岁)

和太平间管理员辛某 (男、64

岁)。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查证

之中。

陕西 “采访记者被

关太平间”事件追踪

涉事6人被拘留

医院院长被停职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 6 日公布，在达州市宣汉县

罗家坝遗址新发现距今 5300 年至

45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据了解，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对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

罗家坝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约 300 平方米。 遗址的文

化层堆积厚度 1.5 米至 3 米，涵

盖新石器、商周、汉代三个时期，

共清理了不同时期的墓葬、灰坑、

沟等各类遗迹近百处， 出土了陶

器、石器、铜器、铁器等各类小件

近千件。

据现场考古发掘负责人陈卫

东介绍，渔猎、采集经济在罗家坝

遗址的生产模式中占据了重要地

位。 罗家坝遗址的发掘，立体式地

呈现了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

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

四川发现五千年前遗存

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等各类小件近千件

据新华社电 重庆市民谢女士

被人用“伪卡” 在香港盗刷 60 余

万元，今年 3 月，谢女士将发卡银

行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该案

日前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调解，涉事银行向谢女士支付储蓄

赔偿款 56万余元。

该案一审法院，重庆市璧山区

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5

月，谢女士在银行办理一张借记卡

后存入 60多万元。 2016年 9月 30

日 14 时，其陆续收到银行短信，被

告知银行卡在香港产生多笔消费，

共计消费 63 万余元。 谢女士随即

到银行柜台办理挂失手续，并向当

地派出所报案。

璧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谢女士

办理借记卡并将资金存入银行，就

与银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

合同合法有效。 而银行作为谢女士

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人，应确保谢

女士的存款安全。 对于犯罪分子伪

造借记卡并进行盗刷的行为，由于

银行未能识别出伪卡，没有尽到严

格的身份审核和保障义务，造成谢

女士存款被盗，银行应该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遂判令银行支付谢女士

赔偿金 60余万元。

一审宣判后，银行方面提出上

诉。 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

解，由银行向谢女士支付赔偿款 56

万余元。

人在家中坐，卡的钱在外地被人取走———

银行卡被盗刷 市民获赔 56万元

南水北调中线：

３年向河南供水

超 40 亿立方米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12 月 6 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

下， 经中央有关部门和云南省追逃

办、省公安厅扎实工作，“百名红通

人员”第 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 目

前，全国“百名红通人员” 已到案

51 人， 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 3

人。

李文革， 男，1968 年 10 月出

生，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原

工作人员， 涉嫌合同诈骗罪，2013

年 8 月逃往加拿大。 国际刑警组织

红色通缉令号码 A-939411-2014。

2015 年 4 月 22 日 “百名红通

人员” 公开曝光以来，经过两年多

不懈努力，到案人员已超过半数，反

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

胜利。

28号“红通人员”

李文革回国投案

“百名红通人员” 已到

案 51人

据新华社电 涉嫌金融诈骗潜

逃至菲律宾长达 20 年的犯罪嫌疑

人潘某某， 日前被广西警方押解回

国。今年以来，广西警方已从 8个国

家和地区抓获广西籍经济犯罪嫌疑

人 12人。

据介绍，1997 年 6 月， 南宁人

潘某某等人利用高额利差为诱饵，

以偷换银行印鉴的方式，将 1620 万

元银行存款转到其个人账户， 随后

潜逃出境下落不明。同年 9月，南宁

市公安局对潘某某涉嫌金融诈骗进

行立案侦查， 并在 1997 年 10 月将

其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今年 2 月， 警方获悉犯罪嫌疑

人潘某某已潜逃至菲律宾马尼拉

市。 10 月 29 日，在公安部“猎狐”

专项行动办公室和自治区公安厅统

一指挥协调下， 南宁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派员随公安部工作组赴菲律宾

开展追逃工作。 11月 10日，工作组

会同菲律宾移民局，成功将潜逃 20

年的犯罪嫌疑人潘某某抓获。

潜逃国外 20年

金融诈骗犯归案

广西

据新华社电 武汉市公安局洪

山区分局 6 日通报， 武汉市民陶某

等 4人近日在武汉一高校内挖走 30

余株月季和牡丹， 高校称失窃花草

价值近 2.73 万元，目前涉事人员已

被警方刑事拘留。

据警方通报，12 月 4 日凌晨 4

点， 高校保卫处发现一辆私家车内

装着刚被采摘的 2株南阳月季和 17

株洛阳牡丹， 随后赶到的民警将车

上 4人带回派出所调查。

经查， 陶某等 4 人先后在该高

校内盗走花木 30 余株, 案值 2.73

万元。 目前，陶某、廖某等 4 人因涉

嫌盗窃被洪山警方刑事拘留。

4名“采花大盗”

被刑事拘留

进高校偷花 30余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