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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继续绽放
昼夜温差加大

忙碌的周一因为晴朗的天气
而变得美好，昨日整天都是满满的
阳光，今天阳光不掉线，最高气温
依旧稳在28℃。眼看又到了穿短袖
的季节，不过昼夜温差也将达到
14℃。10号到11号虽然阳光依旧，
但午后到傍晚可能有阵雨或雷雨
突袭。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成
都

今日 多云
17℃~28℃ 南风1~2级
明日 小雨
16.8℃~27.5℃ 南风1~2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7121期 排

列3中奖号码：054，全国中奖注数
1421注，每注奖额1040元；排列5中
奖号码：05422，全国中奖注数11注，
每注奖额10万元。●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第17052期开奖结果：
前区03、19、24、28、33 后区04、12。
一等奖4注，每注奖金8229327元，
派送4注，每注奖金2586206元，追
加3注，每注奖金4937596元；二等
奖93注，每注奖金81082元，追加55
注，每注奖金48649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21期开奖结果：

439，单选969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062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7052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6、20、29、10、26、
14、05，特别号码：18。一等奖3注，
单注奖金407459元，二等奖14注，
单注奖金12473元。奖池累计金额
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4月19日，成都公积金中心发布
了《关于敦促限期退回套取公积金
的通告》，敦促有套取行为的职工在
5月5日前如数退回套取的住房公积
金。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心了解
到，截至5月2日，已有132名职工主
动退回套取的公积金577万余元。成
都公积金中心表示，将不再对这些
职工进行追究。

4月14日，为严厉打击骗提套取
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维护住房公
积金管理的正常秩序，成都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成都住房
公积金骗提套取行为处理办法》，并
将于5月6日正式施行。

尽管已有132名职工主动退
回，但仍有存在套取行为的职工按
兵不动。昨日，成都公积金中心再

次敦促，有套取行为的职工，尽快
到中心缴存窗口办理退回套取住
房公积金的相关手续；逾期未能主
动办理退回手续的，将严格按照

《成都住房公积金骗提套取行为处
理办法》处理。

根据此前发布的《处理办法》，
中心已出台诸多处罚措施。如果骗
提套取的行为被查实，当事人将被

纳入不良行为登记；同时追回骗提
套取资金，当事人未来的提取和贷
款业务办理申请都会受到影响。

据了解，以下几种方式均为骗
套提取行为：1、利用虚假身份信息
提取住房公积金；利用虚假婚姻信
息、婚姻证明提取住房公积金。2、利
用虚假业务办理委托函提取住房公
积金。3、利用虚假工作关系证明提

取住房公积金。4、利用虚假购房、住
房租赁合同提取住房公积金。5、利
用虚假房屋所有权权属证明提取住
房公积金。6、利用虚假鉴定报告、病
情诊断证明提取住房公积金。7、利
用虚假票据提取住房公积金。8、利
用虚假自建房审批材料提取住房公
积金。9、其他骗提套取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不要用警察来吓唬
孩子，要告诉孩子在遇到危
险的时候第一时间找警察寻
求帮助和保护。” ——民警

■“这种恐吓式教育方
式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只会让
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变坏，
也让孩子对警察的印象从小
就变得很坏。”——少儿专家

■“孩子没犯法，只是一
个教育问题，怎么能用警察
‘恐吓’呢？”

“派出所、警察是国家机
器的一部分，应该是服务社
会平安稳定的，不能让小孩
与此对立起来，让他们产生
惧怕心理。” ——心理专家

“不听话就把你交给派出所”？

恐吓教育不好

“不听话就把你交给派出所，喊警察把你抓走！”这样的吓唬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不少家长在孩子犯错误时
也总会以此“教育”孩子。但青白江的一位妈妈就真的这样做了。

7日晚8时30分许，在青白江公安红阳派出所值班的社区民警江旎敏就遇到了这样一起特殊的“求助”，当事妈妈
骑着电动车将自己不听话的儿子载到了派出所门口（下图 监控画面），提出要江旎敏帮她“吓唬”一下孩子，以此来教
育儿子听话，改掉身上的坏毛病。

对于妈妈的举动，江旎敏认为“很不合适”，“不要用警察来吓唬孩子，要告诉孩子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找
警察寻求帮助和保护。”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也认为，此举“不太妥当”，这样的
教育方式既会让妈妈的形象受损，也会影响警察在孩子心中的印象，对教育反而不利。

5月7日晚8时30分许，一辆电
动车径直驶到了青白江红阳派出
所门口。一对母子从车上下来，接
着妈妈开始将儿子往派出所内推，
儿子则一直围在妈妈面前，抱着妈
妈的腰不放手，想把妈妈拉走，往
复多次。

这引起了正在派出所办公室
值班的民警江旎敏的注意。“娃娃
一直在哭，大概七八岁，喊妈妈不
要往派出所走。”江旎敏介绍，一旁
的妈妈则情绪激动，不断挣脱儿
子，执意要将儿子往办公室内带，

“其间一直在说娃娃不听话，要送
到派出所喊警察教育一番。”

江旎敏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
时妈妈表示，儿子最近很不听话，
一玩手机就放不下来，在学校和家
里的表现都不太理想，自己的确是
被气到了，“想让我配合一下，吓唬
一下孩子，让他今后听话一点。”

看见小朋友哭得很厉害，江旎
敏并没有按照妈妈说的做，而是给
孩子倒了一杯水，还拿出一把椅
子，准备让小朋友坐下来，平复一
下情绪。“当时本想让他们到办公

室内坐，但娃娃估计确实是被吓着
了，根本不敢坐，把椅子拿到外边
也不愿意坐，一直躲避着我。”江旎
敏说，“他肯定觉得我要把他抓进
去。”

母子俩僵持了十多分钟后，才
以儿子的“保证”结束。江旎敏介
绍，当时妈妈拉着孩子，让他当着
自己面做了保证，“保证今后要乖，
要听话，对人要有礼貌。”

昨日，记者从派出所监控画面
看到，整个过程持续了15分钟，妈
妈才带着孩子离开。

132名职工主动退回套取公积金577万

“上学回家都要听话，不
然马路对面的警察就会过来
把你抓走！”“再不听话，就让
警察叔叔来抓你！”你对宝宝
说过吗？警察本是正义的象
征，只要做错事情的人都会对
之有所惧怕。但如今，警察叔
叔被一些人形容成“大灰狼”，
成了吓唬孩子的口头禅。

类似的话语还有：

“你再这样，我就把你
扔到动物园给老虎吃掉”；

“你还哭是不是？再
哭我就不要你了”；

“你再抢玩具的话，
就让妖怪来捉你”；

“你睡前吃东西不刷
牙的话，三更半夜会被
老鼠咬嘴巴”；

“不乖乖睡觉的话，
大灰狼会从窗户外面跳
进来把你吃掉”……

孩子对世界充满无条件
的信任，为什么要用谎言打
碎它，用恐惧塑造着孩子对
世界的认知？

民警担忧：这样“吓唬”娃娃，以后真遇到危险怎么办

妈妈
真这么干了

狼来啦

？

■家长的教育应该是
有温暖和爱的，而不是打骂
或者恐吓威胁。既要指出孩
子的错误，又不能让孩子的
身心受到影响或者伤害。

■让专业社工进入家
庭，协助和引导孩子教育，让
孩子树立正确的司法观，让
警察的形象变得温暖，既有
利于教育也不会破坏警察在
孩子心中的正义形象。

建议这么做

教育不听话儿子
青白江妈妈把孩子送到派出所

不要用警察吓唬孩子
要告诉他遇到危险找警察帮助

熊孩子不听话
美国“虎妈”叫来警察

“再不听话，就叫警察把你
抓起来”，很多妈妈用这句话吓
唬孩子。不过，美国一名母亲“说
话算话”，竟然真的打电话喊来
警察，把10岁的儿子铐上警车。

33岁的希尔住在佐治亚州
哥伦布市，儿子西恩上五年级。老
师反映，西恩在校表现不好，“没
礼貌、不听话、顶嘴、不做功课”，
甚至亲自到西恩家“告状”。希尔
决定，“必须吓唬他一下”。2015年
5月的一天，她打电话给哥伦布市
警察局，解释了原委，警方答应上
门帮忙。西恩被警察反剪双手、戴
上手铐时，吓得闭上眼睛，哇哇大
哭。警察押着他进入警车，还打开
警灯，开出一小段距离。在车里，
西恩隔着铁栏杆，对着车窗外大
哭。当警察把西恩放出警车后，他
跑向妈妈，紧紧抱住她，说道：“我
再也不敢了。”

哥伦布市警察局副局长米
勒表示，警方高层对出动警察的
做法不知情，也没有批准。知道当
事警察“想做好事”，并没有处分
他们。但是，“我们不能出警去假
装逮捕任何人。这或许真的可以
把孩子吓得变好，但是也可能伤
害他（的心理），让他今后对我们
的印象更坏。” （新华社）

新 / 闻 / 链 / 接

警察本是正
义的象征，但如
今，警察叔叔被人
形容成“大灰狼”，
成了吓唬孩子的
口头禅。

“恐吓”教育欠妥
易让父母和警察形象受损

“不听话就把你交给派出所”，
这句口头禅似乎时常发生在我们
生活中。现实中不少家长总在教育
孩子时，拿“派出所”、“警察”来吓唬
孩子。而作为民警的江旎敏就常常
遭遇这样的尴尬，“感觉警察的形象
变坏了，警察就是来抓小孩的。”

在红阳派出所的正对面，就是
一家幼儿园，每天下午都会有家长
前来接孩子，而在此过程中，江旎
敏就时常在孩子面前被扮演成一
个“坏人”的形象。“有很多次，我从

社区回来的时候，就有身边的家长
给孩子讲，上学回家都要听话，不
然马路对面的警察就会过来把你
抓走。”这让江旎敏哭笑不得。在记
者采访时，所里的几个民警都表示
曾遭遇过类似情况。

不仅如此，在江旎敏的个人生
活中，也会偶尔听到亲朋好友在教
育孩子时拿自己来“吓唬”孩子。

“真的很无奈，遇到这种情况很被
动，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7日当晚，在这对母子离开后，

江旎敏在朋友圈和微博表达了自
己的感受——“不要用警察来吓唬
孩子，要告诉孩子在遇到危险的时
候第一时间找警察寻求帮助和保
护。”这则消息在朋友圈里引发了
一阵热议，不少警察同事都称经历
过类似的情况，也有人直指妈妈的
教育方式欠妥。

“占用警务资源倒是其次，如
果这样吓唬娃娃，以后真遇到危
险怎么办？”这是江旎敏所担心的
地方。

孩子到底该怎样教育？未成年
人保护专家、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
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认为，无论采取
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应该是让孩子
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错
误可能带来的后果，让他主动地去
改正。家长的教育应该是有温暖和
爱的，而不是打骂或者恐吓威胁，

“既要指出孩子的错误，又不能让
孩子的身心受到影响或者伤害。”

“妈妈的这种恐吓式教育方式
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只会让父母在
孩子心中的形象变坏，也让孩子对
警察的印象从小就变得很坏。”刘
继同说，目前，类似的恐吓式教育

在家长中还很普遍，长此以往是不
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

刘继同表示，应当提倡社会社
工参与到家庭教育中，对父母也应
该有相应的亲子教育。比如，司法
社工。“我们完全可以转变一种方
式，让专业社工进入家庭，协助和
引导孩子教育，让孩子树立正确的
司法观，让警察的形象变得温暖，
既有利于教育也不会破坏警察在
孩子心中的正义形象。”

长期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和心理
教育的成都壹心公益发展中心心理
专家张小琼直言：“教育方式不当，
对孩子是一种创伤性的行为。孩子

没犯法，只是一个教育问题，怎么能
用警察‘恐吓’呢？”张小琼表示，没
有沟通的粗暴方式对孩子的成长是
极其不利的，“派出所、警察是国家
机器的一部分，应该是服务社会平
安稳定的，不能让小孩与此对立起
来，让他们产生惧怕心理。”

“教育应该以‘爱他’为基础，
让孩子感到温暖、安全，如果用警
察去恐吓，让孩子觉得自己信赖的
父母竟将自己往‘大灰狼’那里送，
这让他对父母产生不信任，甚至是
对立，严重的话还可能影响到将来
的人格形成。”张小琼最后说。
成都商报记者杜玉全实习生岳依桐

你这样说过吗

四川将大力推进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

四川将大力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
类，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有
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最近印发《四川
省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
案》。其中明确，四川将按照国家相关要
求，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建立
健全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
制度覆盖范围。同时，加快建设再生资
源分拣中心和利用基地，强化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从源头减少垃圾处理量。

据了解，四川将对生活垃圾、餐厨
垃圾、易腐垃圾、有害垃圾等进行科学
分类收运，提高垃圾发电能源化利用
效率，并倡导自产自处理，调动全民垃
圾分类收集主动参与性。
按照方案，四川将通过三年的努力，到
2019年底，基本完成国家下达的城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
五”规划目标任务。 （新华社）

西华大学大健康管理学院揭牌
与郫都等共建天府大健康科技城

5月7日上午，西华大学大健康管
理学院与大健康管理促进中心揭牌，
揭牌仪式上，郫都区人民政府、中国健
康管理协会、西华大学和湖北同济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建天
府大健康科技城。

西华大学大健康管理学院以“大
健康”为理念，构建适应社会、服务于
民的产学研结合新平台，达到以科研
促进教学、以科研促进产业的目的。而
西华大学大健康管理促进中心将致力
于健康管理计划、健康管理咨询与人
才培养、健康调理、健康康复和健康管
理学等的研究和服务，经过3~5年的
建设和发展，努力成为更高层级的健
康管理综合服务平台及科技成果孵化
平台，服务大健康产业。

记者了解到，四方合作共建的天
府大健康科技城投资预计120亿元，主
要建设“两个联合体”（医疗联合体与
养老联合体）、“两个中心”（健康教育
培训与双创中心、健康保险中心）、“两
个基地”（休闲旅游基地、健康产品物
流基地）、一个健康特色小镇、一个健
康示范校园、一个大众化国医馆。项目
将以公司化运作，努力在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上探索新的模
式，打通大健康领域人才培养、基础研
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链
条，打造集健康教育、健康筛查、健康
干预、健康促进、健康养老养生等为一
体的健康产业生态体系，助推“健康四
川”建设。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