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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亮对话，需要很大的耐心，
因为他经常不搭理你。他和父亲之间
的关系，从小学开始出现裂痕，逐渐
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摇摆线上剑拔弩
张。“我恨他。”十多分钟的对话中，小
亮多次说出这样的话。

不接受他对我的方式

记者：父亲第一次打你是什么
时候？

小亮：刚上学的时候，我很爱学
习，成绩也不错。记得二年级的时候，
我有一道练习题不会做，当时，他教
了我一遍，但是我还是不会。反复教
了几遍，他就突然伸出手打了我。

记者：这次被打对你的影响大
吗？

小亮：从那次之后，我慢慢对
学习就提不起兴趣，成绩也不好
了。我考试成绩一不好，他就打我。
我有时候做家务，不小心摔坏了一
个碗，他也会打我。后来，我和他的
矛盾就越来越大。

记者：你想过父亲为什么打你
吗？

小亮：他总是按着自己的性子
来，他总是认为他永远是对的，我
永远是错的。我不接受他对我的方
式，我和他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反正就是恨他

记者：你父亲为什么会把你送
到培训学校？

小亮：从初中开始，我就经常
离家出走和逃学。我不愿意回那个
家，有时候就住在同学家，或者在
网吧里面过夜。刚开始，他还到处
找我，后来就不再找了。他把我送
到这个学校，是想把我管好吧。

记者：为什么从他把你送到学
校就那么恨他呢？

小亮：不知道，反正就是恨他。
记者：你感觉学校的生活学习

对你有用吗？
小亮：第一次刚来的时候还恨

他，慢慢地也就不那么恨他了，这
里的环境还是挺好的，没有父母
在，也不会发生什么争吵，而且老
师会经常给我们上孝敬父母的课，
我也会想起父母对我的好。

记者：为什么现在没有改变对
父亲的恨意呢？

小亮：第一次培训结束回去的第
二天，我和他又吵起来了。他帮我找
学校上学，但是没有学校要我，他就
又说起以前的事来了，然后就开始骂
我，我就和他吵起来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

记者：现在如果见到你父亲，
你想和他说什么呢？

小亮：不想和他说话。
记者：你有没有想想你身上有

什么缺点？
小亮：有，我知道自己有不对

的地方，但是不接受父亲对于我的
这种方式。

记者：你心目中，一个合格的
父亲应该是什么样的？

小亮：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商
量。

记者：那你这些话以前跟你父
亲说过吗？

小亮：以前也说过，但是没有
用，他就说只是为了我好。

记者：你能意识到这次行为的
严重性吗？你后悔吗？

小亮：意识到了，但是我不后
悔。

记者：那你接下来可能很长时
间都见不到你的父母了，你知道
吗？

小亮：知道，不要紧。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寿光小伙将中奖彩票照片晒到网上

彩彩票票被被复复印印，，五五千千奖奖金金遭遭冒冒领领

打打同同学学进进班班房房，，竟竟为为““报报复复””父父亲亲
15岁孩子棍棒教育下成问题少年

本报潍坊3月12日讯（记者
李晓东 秦昕） 潍坊市寿

光一小伙10日购买福彩3D中
奖，当晚在网上发帖晒中奖彩
票，结果11日一早去领奖时却
被告知奖金已被领走。后经潍
坊福彩中心查询，奖金是从东
营一家投注站被人用彩票复印
件领走的。12日，山东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下发通知，因涉事
东营彩票投注站未见彩票原件
就予以兑奖，决定对该投注站
进行撤机处理。

10日晚上7点，经常买彩票
的寿光的小杨在寿光市北环路
物流园投注站买了两注山东省
福 利 彩 票 发 行 中 心 发 行 的
2014061期3D彩票。“我是晚上
在一个彩民QQ群里看到的中
奖号码，得知自己中奖了，而且
是两注全中。”小杨说，他买的
彩票一张中了5000元，一张中
了1000元，兴奋之余，他立即登
录一个彩民贴吧，将中奖彩票
的照片晒到了网上。

11日早上8点刚过，小杨带
着两张中奖彩票来到购买彩票
的投注站兑奖，却被告知中奖
5000元的那张彩票已经兑过奖

了。“我一头雾水，但是投注机
显示已兑奖。”小杨告诉记者，
电脑显示他那张中得5000元的
彩票是在8点11分被兑奖的。小
杨分析称，投注站一般早上8点
才开门，开机还需要几分钟，冒
领的人是一大早就抢着去兑奖
的。

12日，被冒领奖金的小杨
告诉记者，他上午在潍坊市福
彩中心询问情况时，工作人员
的解释是，奖金被人从东营一
家投注站用彩票复印件领走，
但是没有谈及赔偿的问题，只
是让他报警，让警方去查找东
营的冒领奖金者。

12日，山东省福利彩票发
行 中 心 下 达 通 知 ：东 营 市
37052116投注站在未见到彩票原
件情况下，违反彩票管理条例、

《山东省投注站管理实施细则》
有关规定，进行兑奖，给持注者
造成重大损失，省福彩中心决定
对该投注站进行撤机处理。

当天下午，潍坊市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市场部一名王姓工
作人员证实了此事，并称省福
彩中心正在对此事以及冒领人
进行调查。

女儿的小伙伴帮了她，她兑现承诺回报社会

癌癌症症妈妈妈妈昨昨病病逝逝捐捐献献角角膜膜

本报烟台3月12日讯（记
者 韩逸 孙淑玉） 女儿刘
颖从9岁开始做小义工，尽自
己所能帮助他人，当34岁的妈
妈李丽查出患有直肠癌晚期
时，小义工圈里的伙伴和热心

人纷纷伸出援手“反哺”这位
默默支持女儿做公益的妈妈。
感念好心人的善心，李丽和丈
夫商量决定，身后捐出眼角膜
(本报2月17日A05版、2月27日
A12版曾报道)。3月12日李丽
因病去世，捐出角膜。李丽成
为烟台市第19例角膜捐献者。

12日上午10点多，刘照军看
了妻子一眼，想出门办点事，没
想到这竟是永诀。10点半左右接

到医院消息，妻子李丽去世。
刘照军告诉记者，最近一

段时间李丽身体情况不佳，因
躺下憋气，11日一整天她都坐
在床上发呆。11日放学后女儿
刘颖一直在医院陪护到晚8点
多，那阵子妻子精神头还不
错，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

得知妈妈去世时，刘颖正
在学校上英语课，去医院的路
上就哭红了眼睛。“我想妈

妈。”看着爸爸和亲戚商量出
殡事宜，守在医院太平间外的
刘颖哭出了声。

妻子去世后，刘照军第一时
间和开发区红十字会取得了联
系。下午5点，山东眼库工作人员
从济南赶来准备提取角膜。

5点半左右，山东眼库的
工作人员推开门走了出来。亲
戚朋友再次走进去，跟李丽作
最后的告别。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
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认
为，像小亮这样的少年犯罪，
首先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社会
阅历，不能准确地认识到违法
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成
长在暴力家庭中的孩子倾向

于用暴力来处理事情，一旦产
生攻击力的想法，就寻找弱
者，来平复心中的愤怒。”正确
的家庭教育能够矫正孩子的
叛逆行为，父母孩子之间应该
建立互信理解的机制。

“父母望子成龙往往会给

孩子过大的压力，而且习惯于
支配孩子，结果适得其反。”槐
荫公安分局副局长熊俊杰认
为，发生在小亮身上的悲剧，
应该让更多的家长清醒地认
识到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多沟
通，少强迫。

对话当事人

本报记者 杜洪雷

15岁叛逆少年

三进矫正学校

3月11日下午，济南槐荫公
安分局一个审讯室内，已经做
完笔录材料的小亮眼神漠然，
说话时眼睛望向窗外。透过玻
璃窗，审讯室外面的操场上，一
些同龄的孩子正在打篮球。

小亮的家不在济南，3月9
日小亮被父亲从老家送到了
济南一家专门负责矫正叛逆
青少年的培训学校。在父母和
很多老师眼中，小亮是一个极
其叛逆的孩子，甚至他自己都
认为如此。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
培训学校，与前两次不同，这
次他怀着对父亲的恨意来到

这里。小亮说，父亲根本无法
理解他的想法，而总是习惯用
自己的方式来支配他的生活
学习，因此对父亲的仇恨随着
年龄增大而增长。父亲的手
掌、鞋子和木棍，成为小亮成
长道路上的阴影。

“我要做一件大事来报复
他，让他后悔。”小亮说。

疯狂少年

对同学施暴

过年之后，父亲就准备不
让小亮上学了，想让他在7月
份的时候参军。“我原本想7月
份之前在家里玩一段时间，可
是他又把我送到学校里了。”
在小亮的话语中，对于父亲的
称呼是“他”。

到培训学校一天后，10日
下午吃饭的时候，小亮找到了

一个平时关系一般的同学小
赵。“他和我没有矛盾，我就是
随意找一个人。”小亮和小赵
来到了五楼一个房间。

小亮突然从后面用手臂使
劲勒住小赵的脖子，凭借强壮
的身体，压制住了小赵的挣扎。
小亮脱下衣服，用衣服勒住小
赵的脖子，膝盖顶着小赵的背
部，小赵口吐鲜血。看着躺在地
上抽搐的小赵，小亮并没有停
下手。他走出房间，在四楼和五
楼楼梯处找到一个灭火器，回
到房间，小亮用灭火器用力地
朝着小赵的头部砸去。

一阵疯狂的暴力殴打之
后，小亮离开了五楼的房间，
回到宿舍。

说起父亲

他异常冷漠

吃完饭集合的时候，学校
老师发现小赵没有在队伍里
面。一番寻找之后，老师在五楼
的一个房间找到躺在地上抽搐
的小赵，立即将头破血流的小
赵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槐荫公安分局民警进入
学校调查，调取四楼和五楼之
间的监控，民警很快发现当时
是小亮和小赵一起来到五楼。

民警和老师在宿舍找到
了小亮。“小亮手上和衣服上
都有血迹，而且他很快承认是
他殴打了小赵。”

让民警更难以理解的是
小亮的作案动机，仅仅是为了
报复自己的父亲。“我打了我
的同学，就在派出所里有案
底，就当不了兵。”小亮说，这
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

审讯室内，小亮每当说起
自己的父亲，都显得很冷漠。

“他总是按着自己的性子来，他总是认为他永远是对的，我永远是错的。”15岁的小亮（化名）“恨”父亲，对
父亲的称呼是“他”。3月10日，小亮暴力殴打同学，其想法竟是以此方式让自己进班房，折腾父亲，报复父亲，
让父亲后悔。目前，小亮已被刑事拘留。

专家说法

暴力家庭的孩子

容易暴力行事

省福彩中心通知对涉事投注站撤机。

中奖彩票原件还在小杨手中。本报记者 李晓东 秦昕 摄

““我我恨恨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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