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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乔志峰
正如并非赌城的每一个人都

从事博彩业一样，东莞扫黄并不
意味着生活在东莞的所有人都“不
干净”。除了色情业，东莞还有另
一大支柱产业——制造业，这里
制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数码产品。
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
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东莞女工”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她们很
容易因生活和工作在“性都”而
被“污名化”。果然，东莞扫黄，
不仅小姐失业、嫖客奔逃，“东莞
女工”也“躺着中枪”，正常生活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不仅要忍
受各种莫须有的猜疑和非议，连
恋爱对象也“马上跑路”了（详
见本报 B03 版《男友要分手，只
因我在东莞工作过》）。她们招谁
惹谁了呢？

东莞为何能够“繁荣娼盛”，
背后原因很复杂，能否挖出根源，
或许还需要一番博弈。但作为旁

观者，却也无须为此瞎起哄，以
至于让无辜者受到牵累。东莞扫
黄伊始，网上的一些“段子写手”
便兴奋不已，充分发挥“聪明才
智”，创造出一大批冷嘲热讽的段
子出来。其中流传最广的有两个：
其一，如果你们村里的小芳突然
告诉你，她不出去打工了，愿意
嫁给你，哥们儿千万别答应；其二，
火车站突然多了好多女孩子到退
票窗口办理退票，不是天气不好，
而是广东东莞不能去了！或许，

“创作”和传播这些段子的网友并
无恶意，他们只是调侃娱乐一下
而已，可不知他们想过没有，他
们这种无聊的行为可能会将脏水
泼向一个庞大的群体，伤害到无
辜之人。特别是某些名人甚至官
博也乐不可支地转发此类“灰段
子”，暴露出的低级趣味和集体无
意识令人担忧。

现在，娱乐化、荒诞化的风
潮成为一种时髦。不管多严肃的

事情，总有人习惯于将其解构为
一堆娱乐化和荒诞化的符号，甚
至异化为一场网络（舆论）狂欢，
而不去想这么做是否合适、是否
会对他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东莞
女工被“污名化”，当然并非自今
日始，亦非完全由近期的舆论场
和网络段子所造成。不过，虽然
很多东西并非我们这些普通个体
所能左右，但我们能否不去推波
助澜、落井下石呢？当我们想到
还有那么多的无辜女工可能被误
伤的时候，我们能否放弃冷嘲热
讽所带来的那一点点快感，管住
自己的嘴和放在键盘上的手指？
即使对真正的小姐，也应心存悲
悯，顾及到她们的隐私和感受。
对公权进行监督和批评，是现代
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对个人的私
权和感受予以充分的尊重和敬畏，
乃是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最基本的
人性底线和道德自律。

■她时代观点

别让东莞女工被“污名化”

■社会观察

“婚礼上捐款”吹出一股清新风
文 / 王捷 

“我、女儿女婿及全家人商量
后，决定把收到的礼金全部捐出
来！”爱，是婚礼永恒的主题。前
天晚上，宁波一家饭店的一场婚礼
上，新人全家捐出 200万元，让小
爱变成了大爱。这 200万元中礼金
是 80万元，另外120万元是新娘
父亲补齐的。

（2 月 18 日《钱江晚报》）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婚礼，也

是一场出乎宾客意料的婚礼，彻
底颠覆了常人眼里的婚礼，也开
了风气之先河，令人感到格外清
新。同时，从宾客的笑容和掌声
来看，大家对“婚礼上捐款”是
十分欣赏和赞同的。

首先，它打破了传统婚礼习俗。
通常而言，所谓婚礼，就是一对新
人举行婚礼仪式。另外，宾客们送礼
道贺，大家一起举杯祝福新娘新郎
等。而宁波这对新人及家人则将婚

礼设计成两步曲，除了传统的仪式，
还有令人意外的第二步曲———捐
款，包括宾客所送礼金，颠覆和改
变了传统婚礼仪式，给人一个特别的
惊喜，值得点赞。

其次，它吹出了新风，升华了
婚礼的意义。不少人把婚礼豪华气
派当成幸福的指数，婚礼用车要豪
华，车队要长，婚礼酒店要高大上，
婚礼花费一掷千金。比如，煤老板
嫁女，豪车满地；煤老板七千万嫁女，
群星云集，堪比春晚。而不少贪官
则把嫁女当成敛财的机会，纪检部
门不得不三令五申下发禁令，约束党
员领导干部借婚丧嫁娶敛财。与充
满铜臭味的婚礼相比，“婚礼上捐款”
吹出一股婚礼清新风，引领新风尚，
踏上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节拍，升华
了新人婚礼的意义。

再者，它折射人们尤其是企业
家财富观的变化。“婚礼上捐款”是
一次有计划的、密而不宣的家庭决

定。新娘爸爸虞先生是宁波一家建
设集团董事长，事业成功之后，一
直希望能够回报社会。这几年虞先
生一直在捐款、修桥、造路、资助
贫困学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虞先生希望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参与
进来。恰逢女儿结婚，决定在婚礼
上捐款，吸引企业家做慈善。企业
家由炫富到行慈善，财富观的变化
和责任担当，实在难能可贵，这是
企业家成熟的标志之一。

不论别人怎么说，我认为，“婚
礼上捐款”，这个真的可以有。相
信，效果也一定不错。婚礼现场
宾客多，对他人的触动和影响也
大，扩散快。完全可以说，这是
一场别样的婚礼，不论是对新人
还是对企业家本身以及对社会而
言，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如
果有更多的人把婚礼与捐款合而
为一，将大大改变婚礼风气，净
化社会风气，凸显慈善张力。

文 / 宛诗平
针对日前媒体报道的受虐儿童

保护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广东省妇
联权益部部长杨世强建议，广州可
探索建立类似“儿童保护局”的机构，
负责解决儿童受虐评估、预防、临
时保护，寻找合适的抚养家庭等问
题。这一建议在市“两会”引发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有的代表
委员赞同，有的则反对，认为“专门
设局‘不靠谱’，义工组织‘最可行’”。

（2 月 19 日《信息日报》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关于儿童受

到伤害的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数
起性侵幼女事件的曝光，引发人们
对儿童现状的极度忧虑和加强儿童
保护的呼声高涨。为此，我以为，建
立类似“儿童保护局”的机构，不
失为加强对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一
个现实之举。

首先，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
约，目前我国福利制度的建设水平
总体上尚处于“嵌入型”的状态，这
也导致了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单独序列

中缺乏独立的儿童福利制度，针对
儿童群体更多的是以救助型为主的
制度设计。正如业内人士总结的那样，
我国的儿童福利正面临“三无”的尴
尬局面：即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法，
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专业化人才，没
有普及的儿童设施规划。虽然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出台了《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许多旨在保护儿童合法
权益的法律法规，但法律实践与儿
童权益保护的特殊要求间的差距依
然存在，成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有利于从社会层面推动儿童保护工
作，真正保护好儿童权益。

其次，在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设置方面，国外已有先例。早在上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就通过立法
设置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将儿童保
护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职能范围。处
于最上层的机构是联邦政府的儿童
与家庭局，它隶属于美国卫生和公
共服务部。正是从国家机构最高层
面指导和推动州、县以及各个专业
服务机构的工作，所以美国的儿童

保护反应机制可以做到“牵一发而动
全身”，任何一个个案，都能够在最
短时间内获得自上而下的最大程度的
政府关注和支持。我们国家的儿童
福利和儿童保护救助多分散在民政
和妇联等部门，因为现实的诸多原因，
这些部门在强力推进儿童福利的落
实以及对流浪和缺乏监护的儿童进
行社会救助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力不从心，这也是一些部门在面对类
似问题时“踢皮球”的深层原因。

当然，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
道德和法律不可或缺，坚持道德和
法律并重，才会产生无比巨大的力量。
因此，我们不单单要有诸如“儿童
保护局”的专门机构，从体制机制
上提高保护儿童的力度，为儿童身心
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还
要从提高公民保护儿童的参与意识
上入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挥道
德的纠偏、教化、教育等功能作用，
让每个人都自觉地成为身边儿童的监
护人。

“儿童保护局”，这个可以有

就近入学，严查收择校费
继年初《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

工作的实施意见》后，教育部将工作聚焦 19 个大城市。日前印
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
近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 19 个重点大城市在
2014 年制定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并
在 2015 年 100% 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 小学划片就近入
学，90% 以上初中实现划片入学。

（2 月 18 日《京华时报》）

文 / 张西流 
2 月 17 日，“男子当街

脱光女童衣服将其强行拖走”
的网帖被大量转发。该帖图
文并茂地称，四川宜宾县城
一男子在下着雨的大冷天将
一女娃上衣强行脱掉，并当
街拖行。网友纷纷表示要“人
肉”出当事男子。男子为何
强行扒光女童衣服？男子虐
童？华西城市读本记者进行
了走访调查。

（2 月 18 日《 华 西 都 市
报》） 

女孩不听话，父亲居然
采取扒光衣服、当众拖行等
极端“管教”方式，这种来
自家庭的虐童行为，称其为

“中国式教育”，一点也不为
过。因为目前不少家长对这
种惩戒方式大加赞赏，认为
这样既惩罚了孩子的不良行
为，又唤起了孩子的羞耻心，
可谓是一举两得。殊不知，
这种“中国式教育”，已涉嫌
违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明
确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
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未成
年人。”

特别是，这种“中国式
教育”是对孩子人格尊严的
极不尊重，将会造成他们强
烈的逆反心理，使他们的身
心健康严重受损。未成年人
在成长过程中，模仿性强，
可塑性也比较强，更容易酿
成不良的习惯。这时候，家
长要采取循循诱导、寓教于
乐的教育方式；同时，要依
靠学校和社会的齐抓共管，

共同帮助未成年人慢慢改掉
不良习惯。如果采取体罚、
打骂等“激进”的管教办法，
不但达不到让孩子改掉恶习
的目的，反而对孩子未来的
身心、人格、情绪发展造成
极其不利的影响。

问题是，对于这种常见
的家庭虐童行为，法律显得
很无奈，目前仅停留在这种
做法是否妥当、是否值得效
仿的讨论和争议的层面上。
比如，之前发生的“虎妈”、“狼
爸”等事件，人们只关注该
不该学他们，而忽略了他们
的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的伤
害，更没有考虑到拿法律的
标尺去衡量，以至于“虎妈”、

“狼爸”之类的“名人”层出
不穷，家庭虐童事件时有发
生，受虐待的儿童也难以逃
出虎口，得不到应有的救助
与保护。 

当父母的“狼性”挣脱
亲情的束缚，当家庭教育开
始蔑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权
利时，敬畏法律，维护未成
年人的基本权益，显得尤为
重要。以家庭虐童为代表的

“中国式教育”，造就不了有
用之才。相反，在家庭暴力
中长大的孩子，难免会存在
懦弱、胆怯、甚至自闭等心
理缺陷，势必会影响其今后
的人生。特别是，家长对孩
子进行体罚、打骂等，是法
制观念缺失的一种表现，更
是一种违法行为，有关部门
应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

“扒光女儿衣服”
再证“中国式教育”之弊

■教育评弹

■漫画漫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