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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妹 子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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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心是东北�����������������

早�解放之前她就是村上的妇

女队长�丈夫闫德喜�军�她

就家里家外一肩担。村上编席

子�就数她编得最快�下地薅草�

也是她薅得最利索。

虽然没上过学�但凭一股

子干劲儿�几年后�王晶心被

选上到乡镇当妇女干部正式�

�工作。后来�夫妻两�支援

三线建设�来到湖南湘

西�闫德喜进入当地军

工企业�王晶心则经过

学习培训�担任了企业

的妇产科医生。

尽管王晶心的身份

是职工医生�但那个年

代�医生紧缺�王晶心

有一大半的时间走访在

乡镇之间�为村里�看

病。孕妇生孩子情况紧

急�王晶心常常在后半

夜里接到求助�便黑灯

瞎火地往山里赶。山里

的枝 刺划得� 脸疼�����

臂疼�她也���上�一她也���上�一也���上�一

个劲地往前冲。有个产

妇因当地接生婆没有处

理 好� 伤 口严 重化 脓�

王 晶 心 便 跑了半 个月�

到她家给她换药。有的

家里产妇和孩子营养短

缺�她就把自己家里的食物给

�家里送。

这 对��夫妻�妻子是��

家里东西往外送�丈夫是��往外送�丈夫是��

�往家里拿。有段时间�闫德

喜担任企业的组织部长�在外

�看来�事大权在握��少�起

了心思�往家里塞东西。为了防

微杜渐�这对夫妻从�接受别

�请吃的一顿饭�对部分熟�

朋友求办事的请求�他们总是

铁着脸拒绝。夫妻俩无论是 60

年“钻石婚”�还是 70 年“白金

婚”�或是 70�80�90 大寿也

从没办过宴席请客。

86 岁时�闫德喜重病晚期�

药石无医。作为离退休老干部�

本来�他的医疗报销�成问题�

完全可以住进重症监护室��

仅有�全程监护�对于家�来

说负担也轻得多。但

王晶心觉得这是自己的

家事��应该麻烦组织�

因此�她独自承接下了

照�老伴的任务。三个

多月�她天天晚上守在

老伴的身边�从没有

抱怨过一句�周围的病

友�对这个�强的老太

太竖起了大拇指。

闫 德 喜 病 逝 前�

只交代 儿女三� 事�代 儿女三� 事�儿女三� 事�

“�给组织添麻烦�开

追悼会；交上最后的

党费�交齐 全 年；子

女们谁照�妈妈�现

在就给我保证。”四个

儿女围在床边�泪流

满面�发誓一定照�

好妈妈。
←王晶心在欣赏自

己养植的花。

唐山打人案持续发酵，视频

显示，女孩被拽头发拖行、被用

凳子砸，摔倒在地后，男子还猛

踹其头部，拽起头发再踹，有女

生头部直接撞在台阶上，施暴者

的暴行令人发指。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恶劣的事

件？为什么施暴者敢在光天化日

下公然骚扰妇女，并且公然殴打？

这一个个问号，都在拷问一个事

实：距离不让女性安全受到威胁，

到底还有多远？

在生活中，女性面临多重威

胁：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害

……而这些威胁，都离不开一个

深层次原因——性别歧视。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

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

的权利。而且，我国《反家庭

暴力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多部专门法律保障妇女免受性

别歧视。此外，在《民法典》和《劳

动法》等法律中也有涉及保障妇

女权益的条款。这些都是维护

妇女权益的重要基石，也是反

对性别歧视的依据。

在性别平等条文写进宪法，

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也相

对健全的情况下，为什么侵害妇

女权益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光

2022年以来，全国各地就已经陆

续发生了多起侵害妇女儿童权益

的案件：江苏丰县生八孩“铁链

女”案、陕西佳县“铁笼女”事件、

临夏12 岁女童性侵事件……这

些案件，起码不是在公共场合，

而这一次却是在饭店这样的公共

场合施暴，且有那么多人在场，

这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法律的底线

和社会道德的底线，必须从严从

重处罚。

在视频中，我们看到有女

性挺身而出，敢于站出来对施

暴者说“不”，这种勇气，应

该给予肯定。

事实上，在很多侵害妇女

权益案件的背后，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许多人不敢举报，不

敢站出来对违法犯罪行为说

“不”。他们或许天真地认为跟

自己没有关系，殊不知，你今

天对暴力的纵容，下一次受害

者就有可能是你自己或者你的

亲人。只有对这类恶性事件的

第一时间举报、勇敢站出来说

“不”，才能打造一个好的社会

环境，才能让此类行为像过街

的老鼠、人人喊打。

针对网传情况，唐山市妇

联工作人员表示，对于网上热

传的视频，已经第一时间介入。

唐山市妇联的这一态度，值得

肯定。妇联作为最广泛联系妇

女群众的组织，作为广大妇女

群众共同的“娘家”和稳定的

后盾，始终站在维护妇女权益

的最前沿。

总之，面对这起社会影响

极其恶劣的案件，除了必须对

所有嫌疑人尽快抓捕、依法严

惩，还受害女性以公道外，更

重要的是社会土壤的培养。只

有培养出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

土壤，只有更多的人敢于向对

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说“不”，

社会才能多一份安宁，广大妇

女群众才会有实实在在的幸福

感、安全感。

尊重女性应成为全社会共识
文 / 江昌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江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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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胸前左上角闪耀的党徽——这是一个入党近 50 �的老党员，一个三代党员之家的大家长。在这

个家里，17名成�人中，共有12名党员。

与世界上的每一个家庭一样，这个特殊的党员之家同样也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让他们��风��风�风

雨的，正是从革命�代就养成的党员信仰和好家风。

这个革命家风从何而�？如何建立？这要从1946 �一对革命夫妻的故事说起。

王 晶 心 最 骄 傲

的 事� 就 是四 个儿

女 �成长为了对 社

会有用的�。四个

小家庭也�是党员

之家�有一 位 还是

党委书记。第三代三代代

的 三 对 孙 辈 家 庭�

夫妻双双是党员。

“妈妈是旧社会

长大的��吃 过旧

社会 的 苦� 对党的

情感深厚。在她的

教育 下� 我们 � 是

信仰� 定的�� 我

们 兄 弟 姐 妹 还 是

小 孩子的时候� 就

立志一定要积极 入

党。” 王晶心二女儿

闫玉兰说。

在这个三代之家�党员的优良作风在�同时代体现出了�同

的风采。王晶心的大女儿闫���党� �� 年。是一�优�的医生�闫���党� �� 年。是一�优�的医生��党� �� 年。是一�优�的医生�

一生救死扶伤�还曾作为援非医疗队专家�出国援非两年。

二女儿闫玉兰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签约作家�研究家庭教育

多年。她还担任了岳阳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作为党员�我认为就是要把党的优良作风渗透到工作中�

生活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闫玉兰说。

艰苦奋斗的党性教育也培养了四个孝顺子女�四个儿女对父

母一直是争相照���用排班�谁有空谁来��分彼此�父母

缺什么主动去买来。四姊妹从小到大�特别齐心又和睦�从未

有过红脸争执。这个和睦家庭�后被�为�市�进�好家庭��后被�为�市�进�好家庭��为�市�进�好家庭�

至全国最美家庭。

如今�闫玉兰投身于家庭教育事业�还成为了温暖教育发起

�。“这一切�与我母亲�和我的家庭氛围有关。” 闫玉兰说�

正是父母的从小教导�让她看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她

选择投身家庭教育事业。

“这是一个美好的循环。”闫玉兰说�母亲王晶心和父亲闫

德喜播下了一个好家风的种子�这个种子最终结成了一个家庭教

育研究者�而闫玉兰又把这个种子播撒向更多的�。

三代党员之家的家���家�����

终身自律的革命夫妻

闫玉兰与母亲王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