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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东莞色情业调查播出后，微博大 V 喊“东莞挺住”惹争议——

东莞还在，但色情行业挺不住了

这么多人要“东莞挺住”？
 “平安东莞！！！天佑东莞！！！

东莞 挺住！！！东莞 不哭！！！”截
止 2 月 10 日 11 时 30 分，网友“作
业本”的这条微博已经转发超过 3
万多次。大 V 账号“吴主任”的“东
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倡
议也已转发超 过 1 万次。南方某
报的“东莞挺住”微博则于 2 月 10
日凌晨被删除。

有网友带调侃意味地说“央视
无情，人间有爱。挺住东莞，天堂
里没有央视。业界良心，东莞不哭。”

这些“段子”引起更多人的反
感，网友“浅橙翎”说 ：“那些说
要把嫖合理化的人，你妈你老婆
你女儿不觉得痛心吗？”

网友“让包子飞 y”在微博上说：
“东莞扫黄是对的，百亿的色情产

业，早就渗入政经各界，社会害处
极大。对几十块钱一次的底层站街
女，适用人文关怀。但对东莞滥用
同情，你这是犯了单纯病。”

曝光色情行业致社会问题？
有不少网友和网络意见领袖指

出曝光色情业的社会后果：1、“小
姐”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这样的曝
光会 让她们的处境雪上加霜；2、
中国有 3000 万光棍，有众多需要
解决性需求的人，若打掉色情业，

他们的性需求怎么办；3、中国的
强奸、性侵案频发，尤其是性侵留
守女童现象严重，若没有色情业的

“分流”，社会治安将恶化，幼女的
权利更得不到保障。

但这些观点被更多网友驳斥。
网友“白加黑”说 ：“我们国家是
一个传承了几千年文化的文明古
国。卖淫嫖娼的行为自始至终都是
受唾弃的。”

网友“小声笑一笑”说 ：“一
些支持的男人都是道德败坏，德性
恶劣，还不要脸地给自己找借口，
还有的就是贫民意识，难道贫穷
就都去卖淫吗？”

网友“四海为家”说 ：“如果淫
秽色情成为一种产业，那么对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对家庭，对整个社
会乃至将来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维护“失足女”们的权益？
联 合国官微 发微 博 称 ：“‘暗

娼’、‘小姐’、‘失足妇女’等叫法
都带有歧视或者价值判断的含义，
并且会导致对于性工作者更严重的
歧视和排斥。”

对于这一观点，亦遭到很多人
的批驳。网友“冰飞鹤”说 ：“卖
淫能算就业吗？卖淫嫖娼和腐败、
吸毒一样恶劣，祸害了社会不说，
祸害了多少家庭。”

此外，在微博上，实名认证为
“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专职律

师”的邢建民律师却发出倡议：“组
团去，拯救东莞！”大 V 律师徐昕
立刻“响应”说 ：“你们去，被抓
后我会坚决声援。”

许多网友站在了另一面。实名
认证为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
治医师的“烧伤超人阿宝”说出了
自己的意见 ：“给性工作者争权益
就争呗，我也支持，但咱别绑架全
东莞良民百姓好吧？人家又没有姐
妹妻女失业，有啥哭的？有啥挺不
住的？”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中规定，
卖淫、嫖娼属违法行为。

广东省重拳打击色情行业
“东莞不仅要对报道反映的五

镇，而且要对全市进行拉网式排查
打击。广东省公安厅要在全省开展
专项扫黄整治行动，像去年打击毒
品一样扫黄，先治标，打出声威，
再治本，综合治理。”广东省委书
记胡春华已经作出批示。

目前，被媒体曝光的东莞市中
堂镇公安分局局长、涉黄酒店所在
地的派出所所长已被停职调查。

东莞还在，但有些人已经挺不
住了。                  （整理 / 邓魏）

文/岳屾山

“报警不出警”现象，已不仅
是简单的执法不力 

卖淫嫖娼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刑
法》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此次
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
几近公开的色情服务，这其中不
仅有从业者对于国家法律法规的
公然践踏，同时也暴露了当地公
安机关对色情业泛滥现状的充耳
不闻、视而不见。这背后有怎样
的深层原因，耐人寻味。

毋庸置疑，东莞色情服务行
业横行的原因一定少不了公安部
门的渎职。我们能看到，记者几
次向东莞报案，警方却并没有按
照规定采取任何的出警措施。如
果仅仅是个别警务人员的失职渎
职行为，是无法造成如此大规模
的色情服务行业横行后果的，也
无法让整个东莞公安系统对于卖
淫嫖娼行为采取不作为的态度。

这显然是整个东莞公安系统都
已达成共识和默契，甚至可以说东
莞政府对这个现象采取的是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甚至是默许存在的态度。
如果没有得到更高级别的默认或是
允许的话，整个东莞公安系统不可
能对于卖淫嫖娼行为采取视而不见
的态度。

城市发展不能靠“皮肉买卖”，
东莞声誉谁来维护？

东莞的色情业“蓬勃”发展，
也不排除当地政府有以此作为经济
增长手段的考虑。但当地执政者是
否想到，如此的“皮肉”经济会不
会被老百姓戳破脊梁骨？

对于卖淫嫖娼者，执法部门可
以对其进行治安处罚；对于组织、
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者，可
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到底是谁
的失职渎职甚至是纵容，才造成今
天的东莞？亡羊补牢固然可以，但对
于造成这座城市节操尽毁的责任人，
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

从记者的采访中也能看到，东
莞现象不仅对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产生影响，甚至对家庭的稳定也产
生不良影响。进一步讲，如此现状
也让人们对于公安机关的信任、对
于公权力的信任、对于法律的尊重
统统降到最低。想要重新建立百姓
对于公权力的信任和对法律的尊
重，当地政府必须要拿出魄力和勇
气，坚决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打击，
对于失职渎职行为予以惩处，对于
不择手段不要脸皮的经济增长方式
予以纠正。

如何找到一条一座城市健康
发展的道路，使其摒弃自身陋习，
变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值得东
莞执政者深思。东莞的“黄”帽子，
本该早些摘掉。

凤眼时评 >>

东莞的“黄”帽子，什么时候摘
日前，央视《焦点访谈》等节目接连曝光了东莞色情业，不仅引发当地政府的迅速整治，也在中国的

社交媒体上造成舆论漩涡。“东莞挺住！”2 月 9 日晚，微博大 V 账号“作业本”和南方某报评论版官微不
约而同地发出悲情口号。

张廷璧
武汉大学

生命科学院教

授、红桃 K 集

团副总裁兼首

席科学家、红桃

K生血剂和“红魔”减肥晶发明人，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首富教授”。

在解决了中国 4 亿人的贫血问
题后，张廷璧教授12年前又盯上了
减肥，终于在 2012年底成功研发最
新一代减肥产品——“红魔减肥晶”，
并破解了肥胖的终极秘密！

人们知道，脂代谢紊乱、过多
的脂类物质存储在腰、腹、大腿等
部位的脂肪细胞里，是造成肥胖的
原因。多年深入研究后张教授则发
现了更大的奥秘：脂肪细胞里的脂肪
其实又分为“游离脂肪”和“板结脂
肪”——三酸甘油脂，俗称“脂肪球”。

常规的减肥手段，不但存在失
水、厌食、没精神、拉肚子、恶心
等副作用，需要节食、运动，费时费
力，而且顶多只能减掉“游离脂肪”，
对顽固的脂肪球根本无能为力！科学
减肥，必须像“红魔减肥晶”一样
能去除脂肪球。

我要减肥，马上！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无法抗拒的】——“红魔”减肥三大魔力   >>

 张廷璧教授介绍，“红魔

减肥晶”不但能加速游离脂肪

的燃烧及代谢，更独具吸附、

分解、排出顽固脂肪——“脂

肪球”的功能，一举清剿脂肪

囤积的大本营！科技上的突破

成就了“红魔”三大魔力：

1、减肥速度更快。同步

分 解、燃烧游离脂肪和顽固

的脂肪球，别的产品只能干一

件事的时间，“红魔”可以干

两件事，当然速度更快。

2、减后更稳定、不反弹。

脂肪球就好比是顽固脂肪居

住的房子，“红魔”把房子都

给彻底拆了，脂肪没有了它赖

以生存的环境，当然不会再次

堆积。

3、安全、综合效果更全面。

纯天然，没有任何副作用；而

且科学实验发现，“红魔”不

但将脂肪分 解转化为能量的

能力是左旋肉碱的 9 倍，而且

还能将部分脂肪球转化为胶

原蛋白，去皱美白、增强皮肤

弹性和光泽，降三高、通调肠

胃、延缓衰老的作用也很明显。

【让所有想减肥的人向往的效果】——7 天减 10 斤！不反弹！  >>
“红魔减肥晶”由红桃 K

集团生产，质量信誉有保障；

网络上粉丝们好评如潮；经

全 国 1200 万“ 红 粉” 验 证，

减肥效果更是又快又好又不

反弹：

一般 3 天开始减重，1 周

减 重 10 斤左 右，1 个月平均

减重 15.7 斤，单纯性肥胖者

1 个月减掉 20—30 也不在话

下；不跑 肚、 不反 弹、 不用

强制节食和运动；减重后皮

肤不会起褶皱，反而更加紧

致、 弹性；美白去皱、 淡化

色斑效果显著；降三高、改

善肠胃功能和延缓衰老的作

用常给服用者带来意外惊喜。

【给所有想减肥的人吃下的定心丸】——张廷璧教授亲口承诺    >>
1、“红魔”绝不含违禁成

分，如检测出一例，赔 偿 10

万元；

2、不请明星代言，把有限

的精力和费用都用到生产上；

3、红桃 K 生血剂当年成

为补血第一品牌靠的是效果，

“红魔减肥晶”的效果我也敢

跟全世界所有产品打擂台。只

要消费者按照“红魔减肥中心”

的指导正确服用 1 周以上，效

果不理想，无条件退货退款； 

4、绝不跟那些假冒伪劣

的地摊产品比低价，我们追求

的是“性价比全国最优”。

自打生完孩子以后，身材一直恢
复得不好，老公有时候干脆喊我“胖
子”，又解释说其实他不在乎体重，
哼！红魔减肥晶不但帮我减了将近40
斤，色斑也淡了，内分泌都跟着变好
了，关键是老公又叫我“小宝贝”了！

看着一个多月前和现在的照片，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我实实在在
不到两个月减了30 多斤，而且皮肤
还更加紧致有弹性了！红魔是我用过
效果最好的！

特惠公告
红桃 K 集团特别设立“红魔

·全国直销中心”，每日前 50 名
订购者还将获得意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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