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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涉性骚扰查实
北航教授陈小武被撤职

北航：
陈小武严重违背
教师职业道德
1月1日， 女博士罗茜茜在12年
之后，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实名举
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
骚扰女学生，并于次日通过微信公众
号例举证词、录音、截图等证据。罗茜
茜的举报引起北航的重视。 当天，北
航发表声明，介入调查。罗茜茜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举报尽管晚
了12年，但“晚做比不做好”。
1月11日，北航在通报中称，通
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现已
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
行为。陈小武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教
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造成了
恶劣的社会影响。“德才兼备、知行
合一”是北航人的价值 追 求，学 校
对违反师德师 风 的行 为始 终 坚持
零容忍。学校将以此为鉴 ，制定 相
关实施细则，健全相关 机 制，进 一
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女博士实名举报，截图、录音证据公布
反性骚扰全球热，捅破潜规则显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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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茜：
意料之中又突如其来
1月12日上午， 罗茜茜回应表
示，其已收到北航纪委武老师的信
息， 学校出了对陈小武的处理通
报，意料之中又突如其来。
“意料之中的是，我始终热爱
我的母校，始终相信北航会作出正
确的处理;突如其来的是，三个月
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等待
着。幸好，这一份等待和期待没有
被辜负。” 罗茜茜在回应中向五位
女生以及持续 关 注此 事的 记
者律师致谢。
“自我觉醒的女性更有力
量!”罗茜茜表示，最后，也是其
举报的初衷与坚持，北航表示
会制定性骚扰防治机制，“我
们会持续跟 进北 航 性骚 扰防
治机制的细则落实和执行。愿
每位女性，善良和勇敢是你我
最美的姿态!” ■综合新华社

链接
反性骚扰全球热
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温斯
坦性侵丑闻去年曝光后， 许多人以
“我也是”为话题标签，在社交媒体
上公开自己遭性骚扰或性侵经历。
去年10月至12月， 以社交网络“推
特”和“脸书”为平台，“我也是”话题
标签使用超过600万次。
“我 也 是 ” 运 动 不 断 激 发 国 际
社会对性骚扰的关注。比利时布鲁塞尔
大区 负责 机会 平 等及 妇女 事 务 的 国 务
秘书比安卡·德贝茨10日说 ，比 利时 根
特大学一项调查 显示 ，在受 调 查的 425
名15岁以上布鲁塞尔女性中，88%的人
承认曾遭受过至少一次性骚扰。
“我也是”运动本身也激发不同声音。
在法国， 包括著名女影星卡特琳·德纳夫
在内的100名女性日前签署联名信， 公开
声讨“我也是”运动，质疑其对“性骚扰”的
界定，称其过度上纲上线。但这封联名信
本身，又招致众多女权人士指责。
可以看到，从道德和法律层面，性骚
扰都是争议性话题。但无论如何，当“潜
规则”逐渐“大白于天下”，这本身就指明
社会进步的方向。

1月11日深夜11点05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过官微发布调查通报称，该校教
授陈小武存在对学生性骚扰行为。经研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
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1月12日，实名举报者女博士罗茜茜回应称，母校的通报，意料之中又突如其
来，这一份等待与期待没有被辜负。
从美国好莱坞大佬身败名裂，到英美政客黯然辞职，再到北航教授被解职，在
这场自下而上、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性骚扰运动中，人们看到，暴露问题、正视问题，
才能让解决问题成为可能，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评论
将女性的平权诉求
变为公共议题
从女性的长久沉默、
社会长期的熟视无睹，到
越来越多女性勇敢说出
来，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
和声援，社会各界正在推
动塑造对性骚扰零容忍
的 风清 气 正。这 场“我 也
是”运 动，正 借助 网 络 平
台和舆论辐射，将女性的
平权诉求变为公共议题，
将零容忍行为上升为共
识。
推 而 广 之 ， 对“我 也
是”运 动的 理 解， 也 可 以
放在全球政治格局巨变
和社会思潮涌动的时代
背 景下 。这一 运 动 ， 是 对
当今世界社会达尔文主
义和丛林法则的一种抗
争。一个强者可以凭借权
力对弱者为所欲为的世
界是危险的。
性骚扰、性侵现象不
断发生，不是因为侵害者
不辨对错，而是因为他们
认为不会受到惩罚。世界
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道
主义精神指引，其本质就
是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
是不论性别、 职业、
种族，所有人都享有
平等的尊重。

分析

职场 性骚 扰问 题 存 在 已 久 ， 几 乎
是“公开的秘密”，但鲜有受害者发声。
分析人士认为， 近来这 场 反性 骚扰 运
动可被视为女性运动一 部分 ， 是从 社
交媒体上一个热词最终扩展 到全 球范
围的一场平权运动。
这场运动会促使更多人思考，性
骚扰的边界在哪里？ 量 化指 标如 何 设
定？这些思辨或有助于相关法律出台，
促进问题解决。
相较欧美文化而言，亚洲文化更趋
内敛，很多人认为性骚扰话题“上不得
台面”。如今，包括中国在内一些亚洲地
区的女性勇于在网上发声，称遭受过性
骚扰，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
的革新，可被视为是男女平权运动的一
种新发展。

欧盟45%至55%的女性
曾在15岁之后遭性骚扰
去年11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在“消除性别暴力16日活动”发起仪式
上说，近期报告显示，工作场所性骚扰现
象非常普遍，社会也对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认识不足。他呼吁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
童的行为。
“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统计，在美国，
23%的女性曾遭性骚扰。联合国数据显示，
在欧盟，45%至55%的女性曾在15岁之后
遭性骚扰。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相关
数据同样触目惊心。
美国媒体整理各研究机构近年来各
类报告发现，性骚扰和性暴力在全球多个
地区都相当普遍。“行动援助”组织统计数
据显示，57%的孟加拉国女性、77%的柬埔
寨女性、79%的印度女性以及87%的越南
女性都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陈小武

快讯

我国成功发射
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背景

1月12日7时18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
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六、二十七
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
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第三、四
颗组网卫星。 这次发射是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2018年首次发射，正式拉
开新年度北斗高密度发射序幕。
卫星入轨后， 经测试及入网验
证，可对外提供服务。按照计划，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于2018年底服
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
套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
别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
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2次飞行。

意大利名画家作品展
几乎全是赝品
意大利专家调查发现， 去年一
场著名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作品展的几乎所有展品都是赝品。
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10日要
求退票款。
画展去年3月至7月在意大利
西北部城市热那亚的公爵府举行。
安莎通讯社报道，展览期间，一些专
家质疑展品真实性。 检察部门启动
调查后，画展提前三天闭幕。
受热那亚检方委派调查的专家
伊莎贝拉·夸特罗基认定， 展出的
21件作品中至少有20幅是伪造。据
他推断， 这些画所用的颜料与莫迪
利亚尼常用的那种不一致。
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成员富里
奥·特鲁齐鼓励购票观众以欺诈为
由要求退款。 这个团体还为购票观
众设立热线电话。
热那亚公爵府去年在画展闭幕
后说， 展览组织和展品选择都外包
给一个私人组织机构。美联社报道，
因这起事件带来负面影响， 热那亚
公爵府正在寻求赔偿。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是意大
利画家和雕塑家， 活跃于20世纪早
期。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