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记者徐松、郝亚琳）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 !" 日在此间的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监
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是正
常公务活动。
“中国海监船在中国钓鱼

岛领海进行例行巡航执法，这
是中方行使管辖权的正常公务
活动，无可厚非。”洪磊说。

洪磊是在回答记者有关中
方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是
否已常态化的提问时作出上述
表示的。

据国家海洋局网站消息，
北京时间 "# 月 !# 日上午 "#

时许，中国海监 $#、"$、%&、%'
船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进行
例行维权巡航，并对进入我领
海非法活动的日方船只进行监
视取证，同时严正声明我国主
权立场，并对日船实施了驱离
措施。
“日方应正视钓鱼岛形势

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实。”
洪磊指出。

全球高效照明技术合作中心在京揭牌

担负北京铁路、地

铁、公路、石化、市政

等施工任务的中国铁建

二十二局集团公司，近

日对 !" 个工地和场所

进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

“拉网式”大检查，确

保各项目以安全、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

大。

武新才 林淑慧

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电 （记者张意轩） 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在京发布
《中国发展报告 #$!!%&#：人口形势
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 大型研
究报告。报告汇集了国内外十几位
著名专家学者的努力以及大量的实
地调研结果；详细分析了中国人口

形势的变化，深入探讨了这些变化
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稳步调整生育政策的具体方
案，从教育、健康、就业、养老、
城市化、儿童与妇女发展、家庭能
力建设 ' 个方面给出了深化改革的
政策建议。

据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者田兆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
设计师周建平 !"日在第二届载人航
天学术大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建
设计划进展顺利，后续飞行任务准
备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

周建平介绍说，目前，后续飞
行任务正在紧张进行，我们计划再
次把航天员送到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器上生活和工作，进一步验证航天
员在轨生活的保障技术，验证人在
空间工作的能力，验证空间站的一

些关键技术，并进一步验证巩固我
们的交会对接技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
任杨利伟表示，神舟九号的手控交
会对接为后续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借
鉴价值，航天员目前正在进行飞船
操控特别是手控交会对接以及各种
常规的体能训练。主要还是以老的
一批航天员为主进行飞行训练，整
体进展顺利。

第二届载人航天学术大会由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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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拎住双耳向上提起，或用胶带
封住嘴巴……'$#张照片，记录了浙
江温岭幼儿园女教师颜艳红两年来的
虐童行为，照片上哇哇大哭的孩子与
神情愉悦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月 #(日，颜艳红以“涉嫌寻
衅滋事罪”被温岭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除了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呼吁，
应将“虐童罪”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
来。

【心灵伤口谁来医】

被拎耳朵的小林今年 )岁，本该
是无忧无虑的年纪，然而每到夜晚*

他却噩梦连连，睡到一半就惊醒。事
发后小林被送去医院检查，“只有些

皮外伤”，医生的这句话没有打消父
母的担忧。外伤易治，划在孩子心灵
上的伤口却难以愈合。
“幼儿园孩童正处在个体发育非

常关键的时刻，受虐经历不仅使他们
对教育产生恐惧，对其心理健康发育
也会产生难以言说的阴影。”南京大
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说。

在儿童心理治疗师余伟看来，由
于孩子的年龄特点，他们对是非判断
简单、表达能力有限，容易受到伤
害，却不容易被发现。“内心的伤害
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成年以后，他会认
为自己是不被尊重的，会对他亲近的
人产生质疑，对其将来的人际交往产
生负面影响。”

除了直接受到伤害的孩子，余伟
认为，“虐童行为”对旁观的孩子产
生的危害更大，“这一现象叫做围观
暴力，这些孩子会认为老师有权这样
做。将来这些孩子也许会产生暴力倾
向，用类似方式对待其他孩子，甚至
对待自己的孩子”。

【幼师上岗须凭证】

虐童的教师颜艳红属“无证上
岗”。来自浙江省教育厅的消息，截

至 +$!! 年底，浙江幼儿园约四成在
职幼师无教师资格证；山东省教育厅
抽查了 !' 个地市 !,( 所幼儿园，发
现 )-.的幼师无教师资格证书。

目前，民办幼师占据幼师队伍的
大头，民办幼儿园教师持证率远低于
公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教师由
教育局统一招聘不同，民办幼儿园有
自己的招聘实权，求职者与幼儿园谈
拢即可上岗，对‘持证上岗’没有硬
性规定，许多教师都是‘先上岗，再
拿证’。”浙江省教育厅巡视员吴永良
解释道。

幼师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对师
德、心理素质要求更高。“较低的工
资，较大的生活压力，使他们很难爱
起来、笑起来。”胡小武认为，颜艳

红等正是将虐童行为作为了心理压力
的释放方式。
“政府要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投

入，改善民办幼儿园的基础设施、教
师待遇；幼儿园要健全管理机制，优
化幼师激励机制、工作环境；社会要
加大对幼师的关注，使其获得应有的
社会尊重，如此，才能吸引优秀的幼
教人才。”胡小武也建议，幼儿园应
建立常态的心理辅导机制，如配备心
理咨询师，对幼师心理定期进行跟
踪、测评、疏导，使其保持健康的心

理状态。

【预防虐待法先行】

我国《宪法》、《刑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 《义务教育法》 等均
有禁止虐待儿童的规定。“但目前尚
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如果
虐童行为没有造成死伤后果，即使性
质十分恶劣，按照现行刑法很难追究
大多数虐童者的刑事责任。”中国预
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姚建龙
说。
“中国未成年人比例约占总人口

的 &%(，避免虐待事关儿童最基本的
生存权利，无论从家长的期待还是国
家未来的角度，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力度都应该优于成人，实行‘特殊
人群、特殊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
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研究
员张星水认为，将虐童行为入刑已具
备成熟条件。
“将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规定加

以落实，增设‘虐童罪’，对幼师行
为加以约束，才是破解幼师虐童事件
频发的治本之道。”广西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余睿认为，对于幼师和教育机
构而言，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强有力的
监督执行才是最好的教育。

! !

新型城市化报告出炉

沪京深居50样本城市前三名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叶晓楠） +$&& 年，中国
城市化率首次突破 )$.，在 )$

个样本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水平
评估中，上海、北京、深圳位
居前三名，在城乡发展动力、
质量、公平及各分项指标上都
居前列。这是今天在北京发布
的 《+$&+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
告》 公布的数据。这份报告认
为，中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
展里程。

" 促进五大转折

这份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
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主持，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
领衔多名专家历时 &年完成的，
是继 +$$,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

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
报告。

根据“城乡发展动力”、
“城乡发展质量”、“城乡发展
公平”等指数计算，报告给出
了 )$个样本城市的新型城市化
水平排序，上海、北京、深圳、
天津、成都、广州、苏州、重
庆、杭州、无锡位居前 &$名。

此外，)$ 个样本城市中，
北京的 /01 质量排序处于首
位，紧随其后是上海和深圳，
东部城市 /01 质量处于满意
位置，平均排名为 &"；东北城
市 /01 质量处于较好位置，
平均排名为 #-；中部城市、西
部城市 /01 质量处于一般位
置，其平均排名分别为 -&、
--。

牛文元指出，#$&& 年，中
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 )$.，这

意味着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
口，这必将引起未来深刻的社
会变革，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是
一个重大的指标性信号，将大
大促进五大重大转折：发展结
构将出现重大转折，内需拉动
将成为主导动力；经济结构将出
现重大转折，创新产业必然迈上
新台阶；社会结构将出现重大转
折，中等收入阶层将走上社会前
台；人力结构将出现重大转折，
由体能向智能的转换加速；管理
结构将出现重大转折，实现智慧
城市与幸福城市。

" 需克服“城市病”

不过，快速发展的中国城
市化，需要克服非匹配、非规
整、非公平、非集约、非成熟
等战略性弊端，还要克服“城

市病”。
报告认为，“城市病”表

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
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
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
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
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
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
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
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
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如何治理“城市病”，报告
给出了药方：一是科学制定城
市规划，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三是调整城市空间布局，
四是完善就业机制。

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
与城市规模的矛盾，牛文元建
议，从建立城市联盟、引导人
口合理布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等方面做出努力。

“虐童罪”该入刑了
曹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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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空间站建设计划进展顺利

中国2011/12发展报告发布

安全大检查 喜迎十八大

&$ 月 -& 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341） 与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北京） 共同建立的 2341 全球高效

照明技术合作中心 （/456） 揭牌仪式在

北京举行。

/456 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技术机

构，旨在为全球高效照明产品质量控制、实

验室能力建设等提供技术支持及解决方

案，同时创建信息平台实现全球资源共享。

图为工作人员在安装待测试灯泡。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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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新救援实兵演练闭幕

&$月-&日，

“ 合 作 精 神—

#$&#”中澳新三

边人道主义救援

减灾联合演练在

澳大利亚闭幕。

$中澳新军事主

官握手。

#急救“伤员”。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摄

!"月 #!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组织 !" 余家中外媒体记者

走进北京展览馆，参观、采访正

在这里举行的“科学发展 成就

辉煌”大型图片展览。

$!!"张照片、$"%幅图表、

&'(件高仿真模型或实物分序篇、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

和军队建设、港澳工作和对台工

作、全方位外交、党的建设十部

分，展示了中共十六大以来的

!" 年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

煌成就，其中包括新一代高速动

车组模型、天宫一号和神舟九号

组合体、自主研制的“飞天”舱

外航天服。

在社会建设展区有关民生的

展板前，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张奶

奶正驻足观看一张社区为老年人

办集体生日的照片。她说：“前

几天重阳节，我们社区举办了老

年人交谊舞大赛。别看我快 &"岁

了，参加比赛活跃着呢。”展板右

边的文字说明显示，!" 年间中国

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 &#)( 岁，

至“十二五”末还将提高 !岁。

展厅出口处 '本近百页留言

簿上，写满了参观者的感受。观

众刘盛图、戚厚生写道：“中国

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需要

我中华子子孙孙的奋起。十八大

就要开了，领路人将带领我们奋

勇直前。”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月 $'日。

辉煌成就得民心
! 本报记者 李 尧

$观众在仔细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李维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