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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自杀行为不应“私人化”看待

近日，“丈夫伪造坠河现场骗
保， 妻子留绝笔信带儿女自杀身
亡”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戴某花的
丈夫何某， 因为欠了网贷公司的
钱无法偿还， 购买了一份人身意
外险，然后借了一辆车，伪造了一
个坠河死亡的现场。十多天后，戴
某花不堪压力， 和一对儿女一起
自杀身亡， 这时何某却向公安机
关自首， 人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详见本报今日A03版）

在这起人伦惨剧中，“骗保”、
“殉情” 似乎成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 舆论也更多地集中在对丈夫
“愚蠢”的声讨，和对妻子“痴情”

的同情之上。 纵观整起事件的舆
论，唏嘘过后，透露出将自杀行为
私人化看待的浓浓色彩。

诚然， 对于戴某花来说，这
是降临在她身上的个人悲剧，我们
从戴某花的遗书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丈夫“自杀”的消息固然让她心
如死灰，但家人（丈夫家族）的不理
解和埋怨，也是让她走向死亡的一
大推力。这其中至少可以看到两个
“共性”： 一个是乡村女性在面对巨
大压力时的行为选择共性，另一个
是乡村社会对女性有失宽容、有失
理解的环境共性。在面临巨大压力
时，“走极端” 成为不少乡村女性的

终极释放路径———生无可恋，一了
百了。没有自我关照意识和风险应
对能力是一个原因，缺乏理解和宣
泄渠道也是一个原因。 或者绝望、
或者赌气，最终走上绝路。

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比男
性高25%！ 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
涉及到经济、心理、文化、宗族、社
会等综合因素， 这种综合性的问
题和压力， 让个体很难进行情绪
的有效纾解。 越想得到更大的尊
严， 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
这种期望与现实的“悖谬”让本来
就缺乏自我排解能力的女性，尤
其是农村女性很容易自然而然选

择自杀。发生在2016年的“杨改兰
杀子后自杀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 其中就既有轻生者的
无助， 也有家族矛盾，“一个也不
留”，体现了轻生者对生活无能为
力之下最为决绝的反抗。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问题，著名
学者谢丽华提出了“赋权比识字更
重要”的观点，而“赋权”就包括了让
农村妇女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法律
知识、妇女权利、提高她们的信心。
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张嘴就来，社会
组织、群众团体的参与和推动不可
或缺，现实是，在农村，基本没有妇
女组织，更别提其他权利的获得是

多么艰难。除此之外，来自公共卫生
层面的关注和干预也付诸阙如，这
也使得农村女性在“自杀”这个魔咒
面前少了一道安全屏障。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自杀离
去的人， 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悲
痛。但无论是因何而死，自杀行为
都不应该私人化， 更不应该只停
留在“殉情”这样有着浓厚剧本消
费色彩的话题上， 而是应该上升
到公共层面， 尽量给予多一些的
关注和干预， 让那些苦闷的个体
能够受到关怀与帮助， 让他们尽
快走出困境， 拥抱阳光、 拥抱生
活。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0月14日讯 近日，湖
南省2018年土地督察情况通报
会召开， 通报会指出， 我省部分
市、 县还没有深入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 继续沿用过度消耗资
源、过度举债的发展模式，“三重
三轻”（重发展、轻保护，重城市、
轻农村，重用地、轻保障）现象比
较普遍。

会上，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武
汉局通报了我省2018年土地督
察情况，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一
鸥汇报了今年土地管理及督察整

改工作情况。通报指出，湖南省高
度重视土地利用和管理工作，各
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但督察中
也发现，部分市、县还没有深入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继续沿用过
度消耗资源、 过度举债的发展模
式，“三重三轻”现象比较普遍，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
节约用地制度落实不够到位，在
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土地违法、
土地出让、不动产登记、以地融资
等多方面存在问题。

会上，副省长陈文浩表示，此

次武汉局对我省督察指出的问
题，湖南省政府将照单全收、全面
整改，并以此为契机，深化改革，
建立长效机制， 推动全省土地管
理秩序更加科学规范。他强调，省
政府将带头落实整改责任， 及时
安排部署，强化督察问责，着力研
究解决整改中的疑难问题。 对土
地管理秩序混乱、 查处整改不到
位的，省政府将约谈、问责当地主
要负责同志。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姚专

本报10月14日讯 第五届海
归论坛昨天在长沙开幕， 吸引了
100多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侨领前
来感受湖南发展、寻找就业创业机
遇。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闫小培，省委常
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出席开
幕式并讲话。省领导杨维刚、吴桂
英、张大方、胡旭晟等出席。

黄兰香表示， 当前湖南经济
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衷心期
待广大海归朋友找准自身优势与
湖南发展的契合点， 同圆共享中

国梦，同心共建新湖南。湖南将努
力让海归朋友归有所依、 归有所
成、归有所获。

目前在国外从事选择性钝化
电极研究的程雪梅博士说， 以前
对湖南的了解不多， 此次论坛活
动期间，参观了中南大学、湖南大
学和湖南湘江新区等地，“通过这
次活动，我对湖南的了解更深，感
觉相比国内其他省份来说， 湖南
对人才的支持力度和渴求度是更
强的。”她表示，从发展平台、对人
才支持力度、 家庭安置以及居住

生活环境来说， 湖南对自己很有
吸引力。

据了解， 湖南越来越受到海
归们的青睐。“今年， 报名想参加
第五届海归论坛的留学生比去年
增加了三四倍， 越来越多的留学
生想多了解湖南、希望来湘发展；
从去年起， 在我们海归协会注册
的留学生明显增多， 增长了60%
左右， 这也说明来湘创业就业的
留学人员明显增多。”湖南海归协
会相关负责人陈森林说。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冯可

第五届海归论坛长沙开幕
百余海外高层次人才感受湖南“吸引力”

全省土地督察情况通报：部分市县普遍过度消耗资源

10月14日晚，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会在长沙举行。图为大气恢弘的颁奖晚会现场。 记者 徐行 摄

当晚现场揭晓和颁发多
项大奖，其中包括中国电视金
鹰奖“观众喜爱的演员奖”、
“最佳电视剧”、“优秀电视剧
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
剧奖”、“最佳美术奖”、“最佳
摄像奖”，以及金鹰节“最具
人气演员” 和首次在金鹰节
上颁发的“中国文联终身成
就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

其中，迪丽热巴是这届金
鹰节的最大赢家， 除了当选
“金鹰女神”，还凭借《漂亮的
李慧珍》把“观众喜爱的演员

奖”、“最具人气演员奖” 收入
囊中。而李易峰因《麻雀》拿到
“观众喜爱的演员奖”、“最具
人气演员奖”。

获奖的男女演员星光熠
熠，金鹰节的颁奖嘉宾也请来
了演艺圈的半壁江山， 刘涛、
王洛勇、康红雷、侯勇、吴刚、
林永健、 关晓彤、 周笔畅、杨
紫、林允、吴磊、殷桃、于和伟、
奚梦瑶、李易峰、董洁、袁姗
姗、游本昌、王刚、唐国强、张
凯丽、闫妮、佟丽娅、江珊、韩
磊、杨宗纬等艺人悉数到场。

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
杜家毫李屹李微微乌兰等为获奖者颁奖

他们是最具人气演员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新增）：李准、王朝柱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张译、李易峰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迪丽热巴、丁柳元
电视剧最佳导演奖：《海棠依旧》导演陈力
电视剧最佳编剧奖：《鸡毛飞上天》编剧申捷
最佳电视剧奖：《海棠依旧》
优秀电视剧奖：《白鹿原》、《鸡毛飞上天》、《绝命后卫师》、《换

了人间》、《情满四合院》、《天下粮田》、《初心》、《漂亮的李慧珍》
《热血军旗》、《春风十里不如你》、《春天里》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刘希瑶

各奖项获奖名单

本报10月14日讯 金鹰
高飞，视界灿烂。今天晚上，第
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
颁奖晚会暨闭幕式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省委书记
杜家毫，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
主席李屹，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
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名誉
主席赵化勇， 省领导乌兰、
蔡振红、冯毅、刘莲玉、吴桂英
等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黑龙
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张效廉等兄弟省市领导应邀
出席。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
周年。颁奖晚会上，老中青几
代电视文艺工作者通过精彩
的节目和深情的讲述，充分展
现了近年来中国电视艺术发
展成就，彰显了中国电视人不
忘初心，坚定文化自信，不懈
探索电视艺术从“高原”迈向
“高峰”之路的精神风貌。随着
晚会的进行，第29届中国电视
金鹰奖各大奖项也逐一揭晓。

晚会开始前，杜家毫还会
见了李屹一行，就推动湖南文
化强省建设特别是文艺事业
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易禹琳

袁欣 实习生 刘希瑶

迪丽热巴、丁柳元、张译、李易峰获第29届中国电
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演员奖，李易峰、迪丽热巴分获本
届金鹰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李准、王朝
柱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