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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孩子”被弃山林今露面
与家人出游时向车和路人丢石子 日本一父母返程狠心惩罚 失踪 6 天男童无明显外伤
孩 子 太 “ 淘 ”， 日 本 夫 妇 将
其扔在山林中的举动， 近期引
发轰动。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
年仅 7 岁的男童田野冈大和与
家人出游，在玩耍期间不断向车
辆和路人乱丢石子， 惹恼了父
母，随后被丢在回程途中的林间
小路，以示惩罚。 截至当地时间
5 月 30 日 下 午 ， 日 本 政 府 又 派
遣出 75 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加入
搜索行动，搜索团队的人数已增

教育孩子

7 岁男童田野冈大和

7 岁男童被扔在山林小路 追上车后又被赶下

根据日媒报道， 日本警方说，
家住北海道北斗市的男童大和，上
个月 28 日与父母、姐姐一家四口
前往鹿部町的公园戏水。由于大和
对其他游客、车辆乱丢石头，引来
父母不满，便于当天下午 5 点左右
回程时，把大和丢在七饭町附近还
未铺路的山林小路上。大和父亲贵
之表示， 自己在 5 分钟后就折返，
但当时已不见大和身影。
日本警方表示，田野冈一家向
警方报案时，声称大和是在采野菜

失踪多日

加到 275 人。 不过，男童仍然下
落不明。 由于男孩失踪处的山林
是野熊栖息地， 且当地天气较
冷，人们担心男童凶多吉少。
而就在失踪第 6 天，这名男
童今天上午在北海道鹿部町的
自卫队练习场厅舍被发现。
对于这种惩罚文化， 日本
多摩大学中文讲师和青年作家
安田峰俊表示， 父母把孩子放
弃在路边惩罚孩子可能是日本
独有。

时和家人走散，后来才承认自己将
小孩丢在路边。 夫妇俩对此表示，
他们是因为怕警方怀疑大和平常
在家遭受虐待，所以才选择说谎。
据《每日邮报》报道，男童父母
“
严重不负责任”，现在可
被舆论斥为
能面临
“
遗弃罪”的指控。他们于当地
时间 1 日打破了沉默，称
“
我们对孩
子做了不可饶恕的事， 也为大家添
了很多麻烦。 我只希望他安全。 ”
大和父亲说：“为了惩罚他乱
丢石头， 我才想说把他丢在路边，

让他体验一下可怕的感觉，他平常
很活泼好动，但我还是很担心他的
身体状况。”他表示，大和以前也曾
向别人的车子乱丢石头，这次为了
展现“作为父亲的威严”，才会把他
丢在路边。
据说大和被丢下车后，曾哭着
追上来， 但又在行驶 500 米左右
后被赶下车。大和的爷爷说：“大和
的父母都很温柔，我完全无法想象
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大和的父亲
把他丢在山里。 ”

当地出动近 300 人寻找 今日现身说肚子饿

当地警方于 5 月 29 日动用
180 多人进行搜索，晚间也使用巡
逻车在林间小路搜索；5 月 30 日
则扩大搜索范围至 5 公里以上。根
据报道， 当地时间 5 月 30 日下
午， 日本政府又派遣 75 名日本自
卫队成员加入搜索行动，搜索团队
的人数增加到 275 人， 当中包括
200 名警员、平民和猎人。 但仍不
见大和身影。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一名
当地猎人在男童失踪地区发现了新
的熊足迹。 大和身高约 1 米 2，当时
身穿黑色上衣、藏青色裤子及红色的
运动鞋， 身上没有带任何食物和手
机。 由于该地区附近常有熊出没，入
夜山区温度变化又大，仅着夏装的男
童情况令人十分担忧，男童可能无法
熬过 5 月 31 日晚上的大雨。
根据今晨最新消息，日本自卫

据路透社今晨的报道称，当
地时间 2 日， 美国空军和海军发
生两起战斗机坠毁事故， 一架
F-16 战机和一架 F/A-18 战机
分别在科罗拉多州及田纳西州坠
毁，后者导致一人死亡。 其中一架
F-16 战机刚刚在美国总统奥巴
马参加的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完
成飞行表演任务。
报道称，坠毁的 F-16 战机是
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的一架
战斗机， 当时在空军毕业典礼上
作飞行表演， 而奥巴马此前刚刚
在典礼上发表完演讲。
美国空军说，F-16 战机的飞
行员及时弹射，没有受伤，他在落
地后被送入医院。 战机坠落在科
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以南 8

公里一块空地， 事故没有造成任
何人员伤亡。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
奥巴马离开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
后， 曾在皮特森空军基地探视雷
鸟小组这位飞行员， 然后才搭乘
空军一号专机返回华盛顿。 厄内
斯特说， 这位飞行员能够起身行
走，奥巴马感谢他为国效力，并对
他没有受重伤表示欣慰。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说，其下
属的蓝天使特技飞行队在田纳西
州为一场飞行表演进行排练时，
一架 F/A-18 型战斗机坠毁。 海
军发言人说， 飞行员在事故中不
幸遇难。
目前， 两起坠机的原因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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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

当地时间 6 月 2 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奥巴马出席美国空军学院毕
业典礼

队员今天表示， 当地上午 7 时 45
分左右，自卫队在北海道鹿部町的
练习场要进行练习时，在练习场的
厅舍发现 1 名男童。自卫队员打量
他的穿着， 问他是不是田野冈大
和，随后确认为失踪多日的男童。
大和说肚子饿，自卫队员赶紧给
他水和面包之类的食粮，后来将他载
到医院。 自卫队员表示，男童身上没
有明显的外伤，看起来精神还好。

多达 275 人已经在林间搜索多日

惩罚文化 许多日本人小时候 都受过类似体罚
日本多摩大学中文讲师和青
年作家安田峰俊接受英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说，他刚听到消息的时候
就想，现在是 21 世纪，竟然还有这
样体罚儿童的事情发生。 虽然事情
发生在北海道比较偏僻的地方，那
里的人会比较守旧，但“毕竟时代
不同了啊”。
今年 34 岁的安田峰俊说:“小
时候，我也有过类似被父母惩罚的
经历。 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有过
两三次类似经历。 有一回傍晚的时
候想看卡通， 但父母开车带我出
门。 因为看不了自己喜欢的卡通，
我就在车里面闹， 被父母放在车

外，然后父母开车离开吓唬我。 ”
安田峰俊说，父母用这种方式
惩罚子女应该是老一代人的思维。
现在已经为人父的安田峰俊是不
会那样做的。 他小的时候是上世纪
80 年代。 日本父母把孩子放弃在路
边惩罚孩子可能是日本独有。“日
本社会治安还是值得信赖的，孩子
一个人在外面被绑架和拐走的可
能性不大。 ”而他认识的许多日本
人小时候都受过父母类似的惩罚
和体罚。 他说在昭和年代日本国民
的人权意识比较低，对未成年人的
权利尊重也更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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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学院举行毕业典礼 空中表演过程中突发事故

刚从奥巴马头上飞过 战机坠毁

雷鸟飞行表演队的一架战机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进行表演后坠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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