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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广告
责编/朱忠诚 叶飞

美编/严勇杰 照排/陈鸿燕
天下 A07

【新闻事实】

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温斯坦性
侵丑闻去年曝光后，许多人以“我也是”
为话题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自己遭
性骚扰或性侵经历。去年10月至12
月，以社交网络“推特”和“脸书”为平台，

“我也是”话题标签使用超过600万次。
“我也是”运动不断激发国际社会

对性骚扰的关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
区负责机会平等及妇女事务的国务秘
书比安卡·德贝茨10日说，比利时根特
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425名
15岁以上布鲁塞尔女性中，88％的人
承认曾遭受过至少一次性骚扰。

“我也是”运动本身也激发不同声
音。在法国，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包
括著名女影星卡特琳·德纳夫在内的
100名女性日前签署联名信，公开声讨

“我也是”运动，质疑其对“性骚扰”的界
定，称其过度上纲上线。但这封联名信
本身，又招致众多女权人士指责。

可以看到，从道德和法律层面，性
骚扰都是争议性话题。但无论如何，
当“潜规则”逐渐“大白于天下”，这本
身就指明社会进步的方向。

【深度分析】

职场性骚扰问题存在已久，几乎
是“公开的秘密”，但鲜有受害者发
声。分析人士认为，近来这场反性骚
扰运动可被视为女性运动一部分，是
从社交媒体上一个热词最终扩展到全
球范围的一场平权运动。

这场运动会促使更多人思考，性
骚扰的边界在哪里？量化指标如何设
定？这些思辨或有助于相关法律出
台，促进问题解决。

相较欧美文化而言，亚洲文化更
趋内敛，很多人认为性骚扰话题“上不

得台面”。如今，包括中国在内一些亚
洲地区的女性勇于在网上发声，称遭
受过性骚扰，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思
想观念的革新，可被视为是男女平权
运动的一种新发展。

【第一评论】

从女性的长久沉默、社会长期的熟
视无睹，到越来越多女性勇敢说出来，越
来越多的男性参与和声援，社会各界正
在推动塑造对性骚扰零容忍的风清气
正。这场“我也是”运动，正借助网络平台
和舆论辐射，将女性的平权诉求变为公
共议题，将零容忍行为上升为共识。

推而广之，对“我也是”运动的理
解，也可以放在全球政治格局巨变和社
会思潮涌动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运动，
是对当今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
法则的一种抗争。一个强者可以凭借
权力对弱者为所欲为的世界是危险的。

性骚扰、性侵现象不断发生，不是
因为侵害者不辨对错，而是因为他们认
为不会受到惩罚。世界的进步和发展，
需要人道主义精神指引，其本质就是对
生命的关怀和尊重，是不论性别、职业、
种族，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尊重。

【背景链接】

“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统计，在美
国，23％的女性曾遭性骚扰。联合国数
据显示，在欧盟，45％至55％的女性曾
在15岁之后遭性骚扰。非洲、拉美、中
东等地区的相关数据同样触目惊心。

美国媒体整理各研究机构近年来
各类报告发现，性骚扰和性暴力在全
球多个地区都相当普遍。“行动援助”
组织统计数据显示，57％的孟加拉国
女性、77％的柬埔寨女性、79％的印度
女性以及87％的越南女性都曾经历过
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据新华社

朋友因为某些原因先把钱转给你，并发来“转账截图”，然后请
你把这笔钱用自己的账户转发给别人，这样听起来合情合理的事情
却变成了不法分子诈骗的新花样。重庆市九龙坡区警方近日连续
接到类似报警，提醒群众警惕“转账截图”诈骗新花样。

近日，家住重庆九龙坡区的张先生接到“舅舅”QQ信息，称朋友向
他借3000元，他不好不借，又担心以后不好向朋友催还，所以希望张先
生做个中间人，他把钱先打给张先生，再以张先生的名义借给朋友，并
要到了张先生的银行卡号。很快，“舅舅”就发来了已经转账给张先生
的“转账截图”，截图里还特意显示“转账成功，2小时到账”。

张先生看钱都打来了，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就按照“舅舅”
的要求加了他“朋友”的微信号，并向对方转账3000元。完成转账
后，“舅舅”又说朋友因为胃穿孔还要再借2000元，随后又发来“转
账截图”，张先生再次照办，可自己账户的钱却迟迟不到账。

带着怀疑，张先生马上打电话给舅舅本人，却被告知其QQ被盗，
并没有向张先生借钱。这时，他才明白被骗，马上拨打110报警。

对此，警方提醒市民，这是QQ好友借款诈骗的升级版，更具迷惑
性。在QQ、短信、微信中，有亲戚朋友向自己提出汇款、转账要求，都不
要轻易相信，一定要先打电话核实，千万不要轻易汇款、转账。一旦发现
被骗，尽量记住对方的银行账号，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以便警方
对嫌疑人银行账号进行止付冻结，尽量降低自己的损失。 据新华社

反性骚扰全球热
捅破潜规则显进步

QQ好友借款诈骗出现升级版

警惕“转账截图”诈骗新花样

1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报，该校教授陈小武因性骚扰学生被撤
职和取消教师资格。

从美国好莱坞大佬身败名裂，到英美政客黯然辞职，再到北航教授被
解职，在这场自下而上、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性骚扰运动中，人们看到，暴露
问题、正视问题，才能让解决问题成为可能，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