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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长相决定生多少孩子女性长相决定生多少孩子”？”？

说者无心 听者生气？
复旦讲座被指歧视女性

主讲人认为这是一场有关两性心理学的讲座 有网友指责其“物化女性”

近日，百雀羚的一则创意广告
刷屏。广告内容为，美女特工梳妆
完毕，走出石库门小洋楼……构成
一幅上海全景风俗画。

自5月7日推送起，上述广告即
被多方转载，并创造出多个“10万+”
及数万点赞，成为“现象级”产品。

记者了解到，广告由名为“局部
气候调查组”的创意工作室制作。

争议很快到来。5月9日，有自媒
体发文称，百雀羚的创意广告，多处
人物形象来自明星剧照、淘宝模特，
涉及郑爽、李东学、刘诗诗、董洁、茅子
俊等人，涉嫌侵权。该文还截取广告

中人物形象，并与原图进行对比：广
告中部分人物形象由剧照抠像而来，
而另有一部分，则是翻转后的镜像。

10日上午，百雀羚公关部一
名负责人表示，百雀羚与“局部气
候调查组”的合作，属于创意代
理，即工作室对文案创意负责，百
雀羚负责提出需求，由制作团队执
行。其强调，由于“局部气候调查
组”在圈内有一定实力和美誉度，
因此“觉得他们在制作原则和常识
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关于目前网
络上对于其涉嫌侵权的质疑，将联
系制作团队进行沟通。 （新京报）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
5.5级地震
震中千余土坯房全部倒塌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5.5级地震截
至昨日11时已造成8人遇难、23人受
伤，5个较严重的地区受灾群众共2460
户、1.2万人，受灾最严重的塔什库尔
干乡库仔贡村220户、1520间土坯房屋
全部倒塌。

记者11日从民政部获悉，当天10
时40分，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国家
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
灾区。

当地已成立应急指挥部，并紧急
调派帐篷、棉被等防寒物资。

记者采访途中遇到一个施工队，
这是一个由全国各地50多位农民工组
建的修路队。地震发生时，他们居住的
房屋倒塌，其中3位工友遇难，4位工友
现在医院救治，现场的工友们站在废
墟前久久不愿离开。

在承担救助伤员的塔什库尔干县
人民医院，记者看到部分墙体也出现
裂缝，大厅、楼道中多处散落着掉落的
墙皮。部分地震中受伤人员正由救护
车送到这里接受初步治疗。

据抗震应急指挥部介绍，全县10
个驻县军警部队1000余人、干部职工
约1500人正在重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
作，目前已完成转移安置群众9200人。

据新华社

公园一只黑天鹅
竟然被人炖萝卜！
两男子闲逛时将黑天鹅偷走
目前已被拘留

4月底，有上海市民发现，徐家汇
公园汇金湖里的黑天鹅少了1只，“原
来有5只，现在只剩下4只了”。

警方调查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原
来有两名男子在公园闲逛时，发现了
这只“散步”的黑天鹅，便心生歹念，抓
住了它。然而，这只黑天鹅在被他们带
回家的途中死了，他们便把黑天鹅炖
掉吃了。

因为这顿“黑天鹅炖萝卜”，这两
名男子已被警方拘留。

据悉，这只被抓走的小黑天鹅只
有五六个月大，尚未成年，它的不幸遭
遇引起了公园游客的极大愤慨。

记者从徐汇警方了解到，偷走并
烹食黑天鹅的两名男子分别是周某和
王某。

4月22日半夜，两人在徐家汇公园
闲逛，本想趁天黑抓几条鱼，因为有保
安在现场值守没敢动手。继续闲逛时，
他们发现有一只黑天鹅在草地上“散
步”，两人就动起了歹念，由周某动手
抓住了黑天鹅，并带回了家。但不知道
什么原因，这只黑天鹅在被带回家的
途中就死了。

据周某到案后陈述，他觉得黑天
鹅已经死了，丢了也可惜，就想吃了算
了：“我们就用热水把毛给烫了，烫了
之后就放在冰箱里。隔天他（同伙王
某）去买了一点萝卜一起烧，只吃了半
只。另外半只放在冰箱里，没过两天说
不好吃就把它扔了。”

据介绍，周某和王某已被徐汇警
方拘留。目前，关于本案的侦查工作仍
在进行中。 （新闻晨报）

最近几天，在网络上流传着一
组讲座中的PPT照片，PPT上打出

“女性的生育能力在25岁之后逐渐
下降”、“女性长相决定生多少孩
子”、“二十八岁的女人最‘饿嫁’”等
被认为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概念。

令不少网友诧异的是，这场讲
座并不是所谓“情感专家”博人眼
球的宣传手段，而是来自于复旦大
学教授在复旦校园内举办的一场
讲座。

这场讲座，究竟是真的涉嫌歧
视女性，还是被某些网友断章取义
后在网络上放大发酵？

就此，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到了
当天听过讲座的学子、讲座主讲人
以及主办机构复旦大学学生会学
术部，还原这场有争议的讲座。

主题
这是两性心理学讲座
星空讲坛已运转16年

4月25日，在复旦大学3208教
室，进行了一场主题为“当恋爱心
理遇上适者生存”的讲座，主讲人
陈斌斌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
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

在陈斌斌和复旦大学学生会
的同学看来，这本来是一次有关两
性心理学的讲座。可是当讲座的
PPT照片在网上流出后，却引发了

很大争议。
陈斌斌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本次讲座是从演化心理学的视角
出发来分析男女择偶的差异性。”
陈斌斌表示，自己的讲座内容和理
论是基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思想，
强调的是适者生存。陈斌斌强调，
演化心理学的解释与判断是中立
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价值判断，
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红星新闻记者从复旦大学处获
悉，“星空讲坛”是由复旦大学学生
会主办，学术部承办的品牌讲座栏
目，16年来，已举办500余期讲座，在
学子和社会人士当中，很受欢迎。

内容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妻子的爱情

记者了解到，校内多个机构都
曾邀请性别专家举办关于两性平
等的讲座。当天讲座的内容，复旦
大学星空讲坛通过其官方微博进
行了直播。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当天讲
座的形式非常活泼，“陈斌斌选择
以一部中国台湾电影《那些年，我
们一起追的女孩》为案例，从演化
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男女在择偶
时的差异性。”

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告诉红

星新闻记者，在讲座和问答环节，现
场还探讨了如何用演化心理学来解
释异地恋、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教师
妻子的爱情等现象，气氛很热烈。

发酵
强调演化心理学理论？
网友不买账发声质问

然而，就是这场在学生眼中气
氛不错的讲座，却在网上发酵了。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网上引发
争议的主要是几张陈斌斌在讲座
上的照片，照片里有讲座的PPT内
容，通过PPT可以看到，他在讲座
上提到了“想当爸爸的男性，应该
去找鼻梁低、眼睛大、嘴唇丰满的
女性，因为这种女性很可能至少想
生四个小孩”、“二十八岁女定律：
如果你爱上一个女人，如果你在她
二十八岁左右遇到她，那么，你会
比较容易娶到她。因为，女人在这
个年龄最‘饿嫁’”、“女性隆胸：吸
引有资源有地位的男性”……

虽然陈斌斌强调了科学的演
化心理学理论，网友依然不买账，
有网友在博文里质问道：“且不说
事实是否真如讲座所言，如此物化
女性、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并不
断地重复自然与本质的‘进化心理
学’，真的能代表我们人类就该如
此吗？”

5月10日，有媒体以“七旬夫妇
上游轮拍了婚纱照，收到相册后为
何想烧掉”为题，报道了深圳刘先生
的岳父诸葛老先生的遭遇。

昨日下午，负责诸葛老先生夫
妇婚纱照拍摄的广州市蜜月旅拍摄
影公司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网上发出来的照片并不是他们公司
拍的，虽然延期交付的情况确实存
在，但会按照之前的约定，把照片修
到客户满意，“如果我们修过之后他
们仍不满意，我们会考虑退款。”

岳母收到照片那天
“没怎么吃饭就早早休息了”

昨日下午，诸葛老先生夫妇的
女婿刘先生称，今年2月8日，为了让
长期帮忙照看孩子的岳父岳母好好
放松一下，刘先生和妻子就为岳父母
报了新景界旅行社组织的“老会玩”
邮轮旅游项目。刘先生介绍，现年76
岁的岳父诸葛先生1972年与现年70
岁的胡女士结婚。因为当时条件有
限，岳父母并没有拍婚纱照。

然而，就是这个“海上婚纱艺术
照”的项目，成了家里的糟心事。

“本来说好一个月寄到，结果直
到5月3号才收到相册。”刘先生说，
抛开这些都不说，相片的质量，实在
是让人难以接受。

“收到照片那天，我回到家就感
觉气氛不对，我岳母那晚没怎么吃
饭就早早休息了。”刘先生说，自己
的妻子甚至想把照片烧掉。

但考虑到花了那么多钱，他们
决定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就与旅
行社以及负责拍照的广州市蜜月旅
拍摄影公司交涉。

“妆容糙、水准低”
婚纱照经报道后引网友同情

在一份诸葛老先生与蜜月旅拍
摄影公司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发生在5
月9日的通话录音中，诸葛老先生也一
直在与工作人员沟通修图的要求，而
工作人员则一直对诸葛老先生说，让
他劝劝女儿，不要把事情捅给媒体。

“我们多次跟你们联系，你们爱
理不理的。”在录音中，诸葛老先生很
气愤地对工作人员说，而工作人员则

解释称自己一直在主动与客户联系。
于是，媒体的报道随后出炉。众

多网友纷纷发表看法，对诸葛老先
生的遭遇给予同情。在接受采访时，
刘先生也认同网友的看法，“我看到
相册的感受就是‘老天呐！怎么拍成
这个样子’。”

刘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
人的妆容，“你可以从照片里看到是
多么粗糙。”“花了3000多块钱，得到
这样的照片，我们真的接受不了。”
刘先生说。

摄影公司要维权
“网传照片并非我们所拍”

5月11日下午，负责诸葛老先生
夫妇婚纱照拍摄的广州市蜜月旅拍
摄影公司负责人曾先生告诉红星新

闻记者，网上发出来的诸葛老先生
夫妇的照片，并非他们公司所拍。为
了证明所言非虚，他给记者发来了
原图的网盘链接。

“网传照片均为手机翻拍，品质
肯定会有所下降。”曾先生称，除了
相册，还曾向家属发送电子版照片
留存。对此，诸葛老先生家属也承
认，网传照片为翻拍，但是从未收到
过电子版照片。

对于诸葛先生对相片质量产生
的质疑，曾先生称，老人毕竟70多岁
了，肯定拍不出二三十岁的效果。而
对于网上的报道，曾先生表示很气
愤，“损害了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
除了向媒体澄清之外，还将通过法
律途径进行权益的维护。”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段睿超

听讲女学生：
观点基于演化论 未觉得受到歧视

复旦学生豆豆（化名）刚好在那晚听过这场讲座。
那么，作为一名女性，在现场的豆豆，有没有感觉到性别歧视呢？
豆豆说，“我好像并没有感觉到性别偏见，讲座内容主要围绕男性、

女性择偶观念不同的原因，还是比较平等的。”豆豆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所有的观点都是基于演化论推出来的，也不存在歧视。”

此外，豆豆还指出，讲坛上提到，在进化论的观点中生育繁衍是爱
情中重要的一环，陈斌斌并没有用“生育机器”这类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词汇。

与豆豆一样，娜娜（化名）那天也与室友一起去听了陈斌斌的讲座。
有网友指出陈斌斌在讲座上宣扬了“厌女”思想，而娜娜看来，那场讲座
则让她更加了解了男女的不同，也更加了解了男性。”

主讲人陈斌斌：
并没想传达具体观点 仅希望介绍一种视角

这次讲座在网上引发的争议让陈斌斌始料未及，他以书面形式，通
过红星新闻记者谈及了自己的想法。

“我并没有想通过讲座传达具体的观点，仅仅是希望介绍一种视
角，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社会中存在于择偶过程中的一些心理
现象。我感觉，我们通过演化的思想所获得的帮助就是，它让我们更真
切真实地去直面我们人性‘自私’的一面，理解两性关系中另一方诸多
我们原本不理解的行为存在着‘情有可原’。让我们更深层地认识到其
实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有时候理解比回避更重要，通过理解有助于我们
能更加有效地去建构我们重要的情感关系，包括爱情。”

同时，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讲座过后的第二天，复旦大学星空
讲坛官方微博就做出了回应：“此次活动并非学术报告，而是关于两性
恋爱心理的趣味性讲座。单张PPT内容多是材料列举，在没有上下文说
明和主讲人讲解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误解，对于微博直播的报道不当我
们承认错误并诚挚道歉。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看图
说法

照片有问题？
————““七旬夫妇上游轮拍了婚纱七旬夫妇上游轮拍了婚纱

照照，，收到相册后收到相册后‘‘想烧掉想烧掉’”’”
————““网传照片均为手机翻拍网传照片均为手机翻拍，，品品

质肯定会有所下降质肯定会有所下降””

谁是受害者？
————““收到照片那天收到照片那天，，我岳母那晚我岳母那晚

没怎么吃饭就早早休息了没怎么吃饭就早早休息了””
————““此事对公司品牌造成了损此事对公司品牌造成了损

害害，，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老天呐老天呐！！怎么拍成这个样子怎么拍成这个样子””
七旬夫妇的婚纱照 让谁受了伤？
家属称相片质量难以接受 摄影公司“喊冤”亮出原图

侵权抠图？
———百雀羚的创意广告—百雀羚的创意广告，，多处人物形多处人物形

象被指象被指来自明星剧照来自明星剧照、、淘宝模特淘宝模特，，涉及郑涉及郑
爽爽、、李东学李东学、、刘诗诗刘诗诗、、董洁董洁、、茅子俊等人茅子俊等人，，涉涉
嫌侵权嫌侵权。。

谁该负责？
———百雀羚方面称—百雀羚方面称，，与与““局部气候调查局部气候调查

组组””的合作的合作，，属于创意代理属于创意代理，，即工作室对文即工作室对文
案创意负责案创意负责；；关于目前网络上对于其涉嫌关于目前网络上对于其涉嫌
侵权的质疑侵权的质疑，，将联系制作团队进行沟通将联系制作团队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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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
生育能力在25
岁之后逐渐下
降”、“二十八
岁的女人最
‘饿嫁’”……

网友
质问

“如此物化女性、
强调女性的生育能
力，并不断地重复自
然与本质的‘进化心
理学’，真的能代表我
们人类就该如此吗？”

主讲
人说

“本次讲
座 是 从 演 化
心 理 学的视
角出发来分析
男女在择偶的
差异性。”

复旦
方面

“ 在 没
有上下文说
明和主讲人
讲解的情况
下容易产生
误解。”

百雀羚创意广告
被指“移花接木”

讲座上的讲座上的PPTPPT内容内容
图据复旦大学星空讲坛微博图据复旦大学星空讲坛微博

广告中女子形象被指来自《决战黎明》
中刘诗诗的造型

广告中骑车素材被指来自《抓住彩虹
的男人》剧照

图左为公司所拍图左为公司所拍，，图右为家属供图图右为家属供图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本周日开幕

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确
认出席论坛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截至目
前，29 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
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
将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领导人圆桌峰会等活动。

耿爽说，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约
1500 名各界贵宾将作为正式代表出
席论坛，来自全球的4000余名记者已
注册报道此次论坛，可谓盛况空前。

耿爽说，此次论坛内容丰富，主要
包括开幕式、圆桌峰会和高级别会议三
个部分。其中，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
席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
式后将举行高级别全体会议，5月14日
下午将举行以“五通”、智库交流为主题
的6场平行主题会议；15日，习主席将
主持圆桌峰会，包括两个阶段的会议
和工作午餐。习主席还将在其后的记
者会上介绍高峰论坛主要成果。

他介绍，中方将同出席圆桌峰会
的有关国家共同发表一份联合公报，
这份公报将反映各方在“一带一路”建
设上的共识。论坛期间，与会各方还将
对接发展战略，合力打造一批务实合
作成果，届时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
耿爽表示，中方愿以此次论坛为契机，
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道共商合作大
计，共建开放平台，共享发展红利。

广告图广告图

素材素材““来源来源””

广告图广告图

素材素材““来源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