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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大大三女生
成功“修改”《刑法学》课本
质疑教材中对同性恋的描述，出版社回应：会重印、更新
本报讯 记者 蒋雅楠 实习生
魏芙蓉 最近，江西师范大学大三的
女学生夏旭在微信里火了一把，近
日，一则“
‘
我不恐同！ ’——
—给不恐
同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
大学赵秉志教授的小红花” 的推送
在朋友圈传开， 该文真实记录了夏
旭针对《刑法学》教材中对同性恋错
误描述的质疑，向出版社要求更正，
并得到出版社回应： 会在书的下一
版中重印，并在新版本中更新。

将同性恋归为“性变态”
《刑法学》教材遭学生质疑
夏旭是江西师范大学大三学
生，2013 年， 她在法律的一门专业

课上看到教材《刑法学》中描述道：
“性变态，包括同性恋、露阴癖、恋物
癖、恋童癖、性虐待癖等”。这本由北
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
合出版的第七版《刑法学》中，明确
将同性恋归为“性变态”。 而该书是
全国的法学高等教育里普及性最高
的一版教科书。
作为“90 后”，夏旭知道“将同
性恋归为‘性变态’”是错误的观点，
“我一直在等这本书在下一次改版
的时候把这个错误修正。”夏旭告诉
记者。从大一接触到这本书，在之后
的两年里， 每年夏旭都会购买这本
书的最新版本， 希望看到这一说法
的更新， 但这一错误始终没有得到
更正。

致信出版社和主编
要求更改错误
“纠正书中的错误观点， 是对
教科书知识更新的监督，减少社会
上对同性恋的一些误解和歧视。 ”
夏旭说。
2014 年 11 月，当时还在读大
二的夏旭携手“江西高校彩虹联
盟”在微博上发起了“拒绝使用错
误教科书”的活动，他们先后对数
十名高校教师进行了主题为“教科
书里面是否存在歧视同性恋的内
容”的访谈。
经过咨询并参考相关资料
后，2016 年 5 月 29 日，夏旭草拟

了一份“关于教科书中针对同性
恋的错误和污名描述内容的公开
求助信”，分别寄给北京大学出版
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信中，夏旭
详细指出了第七版《刑法学》中存
在的对同性恋的错误描述， 并且
提了“纠正相关错误说法，召回含
错误信息书籍” 等诉求。 6 月 5
日， 夏旭将同样的信件寄给了该
书的执行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
赵秉志教授。
信函发出去， 夏旭似乎就进入
了遥遥无期的等待。可是，令人惊喜
的是，6 月 12 日， 她接到了北京大
学出版社的来电， 来电称赵秉志教
授已经和该出版社取得联系， 并向
夏旭表明编者态度。

主编亲自回复
将在新版本中修改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回复中，出
版社表示， 这本 《刑法学》 教材于
2000 年开始出版，根据当时的标准，
“
同性恋是性变态”的结论值得商榷。
而且参与编书的教授和老师年龄偏
高，对这个领域较为陌生，对新近的
标准、学界通识欠缺了解，没能做到及
时更新。为此，北师大的赵秉志教授也
为给学生带来的苦恼表示愧疚。
此外，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赵秉
志教授均回复了夏旭的诉求， 表示
会在书的下一版中重印， 并在新版
本中更新。

◎《滴滴司机索要高额车费 三学生拒绝遭持刀威胁》追踪◎

涉事司机承认临时加价
已被滴滴方面永久禁入
双方就“持刀”这一说法还存有争议
三名在校男生 7 月 9 日看完陈奕迅演唱会后， 使用
滴滴打车软件叫了一辆车回校， 他们称拒绝司机临时加
价 88 元的无理要求后，遭到司机持刀威胁，无奈之下只
得掏钱“保命”。 昨日，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司机已承认临
时加价一事，但对持刀这一项还存有争议，不过，滴滴方
面已表示将对这名司机永久封禁。
实习生 谢海南 首席记者 张宁江

涉事司机承认违规加价88元
昨日，记者从南昌县小蓝工业
园派出所获悉，经过初步调查已经
确定了司机当晚没有按照计价器
显示金额收费。“根据我们掌握的
情况，滴滴计价器已经将夜间行车
费和服务费都算进去了，总费用是
90.7 元，但是司机还是提出加价 88
元的违规要求。 ”胡警官告诉记者，
由于这起事件中的当事双方对“持
刀”有不同说法，缺少第三方证据，
所以他们还在调查中。
虽然司机方面提出归还多收
的 88 元钱， 但三名学生却因为怕
遭到报复迟迟未接受，警方对此表
示已经掌握了司机的详细个人信
息，并口头警告过对方不得以任何
理由去骚扰三名报案人。“如果双
方都同意，可以约到派出所协商归
还车费的问题，而下一步我们也会
将当事司机移交至运管部门做进

一步处理，因为他可能涉嫌非法营
运。 ”胡警官说。

滴滴方面已永久封禁涉事司机
随后， 记者从滴滴出行方面获
悉， 该公司已永久封禁涉事司机的
号，也就意味着对方不能再接单。 当
记者质疑这名司机会否另外注册一
个新账号继续接单， 公关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个情况比较难实现， 因为
滴滴 APP 功能中新增了
“
人像认证”、
车主
“
三证验真”两项安全功能。
“司机需要提供身份证、 驾驶
证和车辆行驶证信息，只有三证信
息全部真实有效才能成功注册，而
新注册司机凡是接单前，都需要在
滴滴司机端上进行人像认证，只有
认证通过后才能开始接单。 ”工作
人员回复称，此外乘客在搭乘车辆
时，如遇到了车牌、车型不一致的
情况，还可通过 APP 内的投诉通道
直接反映，并拒绝搭乘车辆。

哥们，开车还是悠着点吧！
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右侧后视镜被砸坏

这样开车上路 眼神再好也吃不消
本报讯 陈志光 记者 魏勇
剑 文 / 图 昨日 9 时 35 分，高速
交警在昌西南收费站， 发现一辆
南昌牌照的面包车前挡风玻璃严
重破碎，民警随后将该车拦停。
民警发现， 由于玻璃碎裂纹
严重影响视线， 该车驾驶员只能
向左侧着身子， 从挡风玻璃左侧
损坏稍轻的玻璃裂缝间隙处观察
前方情况。 据调查，驾驶员姓谭，
南昌市新建区厚田乡人， 他驾驶
的面包车前天晚上停在老家门口
时挡风玻璃、 副驾驶侧车窗玻璃
以及右侧后视镜不知被谁给砸坏
了，正想开车到南昌来修理。

车子的挡风玻璃碎成了蜘蛛网

这样随意变道 车子再大也伤不起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刘星 文
/ 图 7 月 16 日 18 时 11 分，济
广高速往南昌方向处，一小车和
一货车发生刮擦，事故车损倒是
不大，不过事故着实把小车驾驶
员沈某吓出一身冷汗。“我当时
正常在快车道行驶，突然右侧的
货车变道出来， 还好我反应快，

当时刹车都已经踩到底了。 ”小
车驾驶员沈某事后想想还心有
余悸，“车里有我的家人，要是我
反应稍微慢点，后果真的不堪设
想。 ”小车驾驶员向交警提供了
事发时的车辆行车记录仪。 记
录仪清晰的还原了货车变道的
过程。

大货车随意变道

这样超载上路 车技再好也hold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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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商机！ 顺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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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沙发翻新维修
承接客厅，办公，ktv 酒店工程等沙发坐椅

小货车超载
本报讯 记者 李延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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