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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六成网友童年时
曾遭遇熟人过度亲热行为

2016 年 10 月 14 日，《爸爸去
哪儿》第四季在湖南卫视播出，在
原有爸爸带着自己孩子一同上节
目的模式上，本季增加了“实习爸
爸”。 于是，董力和阿拉蕾这对非
亲属关系的“父女”进入了观众视
野。 节目中，4 岁的阿拉蕾曾童言
无忌地向董力说：“长大后妈妈把
我嫁给你。 ”这二人间的互动在打
动观众的同时， 也引发了不小的
争议。

近日，网上出现一封出自于
一名准妈妈的信， 信中提到：这
封信，不是质疑董力、阿拉蕾真
会发生什么，而是要说，《爸爸去
哪儿》这样有全国影响力的亲子
节目，可能对全社会尤其是孩子
们，造成极广泛的误导和负面效
应。 对儿童防性侵教育而言，更
是打破了基本底线，充满了错误
的示范。

在儿童遭遇性侵犯的案件
中，“熟人犯罪”屡见不鲜。 据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
护基金统计，2015 年，仅媒体公开
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就达 340 起，
几乎每天就有 1 起儿童性侵事件
被曝光。 其中，熟人犯罪（公开报
道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未统计在

内）有 240 起，占 70.59%。 2014 年，
被媒体曝光的案件高达 503 起，
平均 0.73 天就曝光 1 起， 也就是
每天曝光 1.38 起，是 2013 年同比
的 4.06 倍。 其中熟人犯罪有 442
起（公开报道未提及双方关系的
未统计在内），占 87.87%。

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在全
国两会期间召开的研讨会上，民
政部领导和专家教授都坦言：“被
曝光的案件是少数。 ”著名犯罪心
理学专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
授王大伟也曾指出，性侵害案件，
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
其隐案比例是 1:7。 换言之，一起
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 或许意味
着 7 起案件已然发生。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
表示：“作为母亲， 我肯定不会让
自己的孩子和非爸爸的异性同吃
同住同睡， 虽然是做节目周围有
工作人员， 但这样还是会影响孩
子心理的健康成长。 我相信节目
组对这对‘父女’之间友好的互动
是在传递有爱的情感， 但作为女
童保护基金负责人， 客观上看这
个节目中的个别情节， 容易模糊
看到这个节目的小朋友的认知，
模糊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身体界

限。 女童保护者们花了很长时间
教孩子们怎样保护自己， 可这个
节目播出以后， 如果有人去模仿
节目中的情节让孩子和他去做游
戏，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伤害。 ”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新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益推
出本期“益调查”———你认为《爸
爸去哪儿》 第四季是否存在误导
受众？ 本次调查自 11 月 25 日 16
时开始，截至 11 月 28 日 11 时，共
有 1002 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六成网友曾
在童年遭遇过熟人的过度亲热行
为， 但仅两成网友曾因此向家人
或其他人寻求帮助。

近半数网友认为， 节目中的
一些设计会给未成年的女性观众
带来不良示范， 降低她们对陌生
男子的戒心， 模糊自己和其他人
之间的身体界限。 三成以上网友
认为公众对这一事件过度解读，
还有 16%的读者认为，节目本身问
题不大， 反而是公众的反映会伤
害董力与阿拉蕾。

近六成网友认为， 节目可以
展示明星与孩子的亲昵相处，但
同时也应该强调关于儿童安全防
护方面的讯息。

截至 11月 28日 11时

网友留言：

有 态 度 网 友
06q8Tb：陌生叔叔让
人家叫爸爸，然后可
以抱抱， 一起睡 ，教
育意义在哪，对那小
女孩好吗？ 而且这样
也会误导看节目的
小朋友。

黑 玫 瑰 的 广 岛
之恋：童言本身是无
忌的，只是常常有人
妄自猜测，以成年人
的眼光看事物 ，公平
吗？

夏振彬 ：儿童安
全教育事关重大。 此
类节目有必要在节
目设置 、编排 、剪辑
的过程中更加谨慎 、
细致，有必要请专业
人员来把关 、 指导 ，
甚至形成机制 ，以避
免在不知不觉间形
成错误引导。

1、 你在童年是否遭遇过熟人作出的过度亲热行
为？

A.是，曾因此向家人或其他人寻求帮助； 20%
B.是，但自己并没意识到类似行为的严重性；40%
C.否，没有遇到过这类行为。 40%

2、你如何理解董力、阿拉蕾在节目中传递出的意
味？

A.节目中的一些设计会给未成年的女性观众带来
不良示范，降低她们对陌生男子的戒心，模糊自己和其
他人之间的身体界限。 49.1%

B.公众对这一事件过度解读，破坏了节目的本意。
淫者见淫，心是什么样的，眼里看见的就是什么样的。
34.2%

C.节目本身问题不大，反而是公众的反映会伤害
董力与阿拉蕾。 16.7%

3、针对当下的电视及网络节目，你认为如何改进，
能避免传递出错误的儿童性知识信息？

A.应该完全禁止节目打造儿童与非亲属外人员亲
昵的形象； 24%

B.节目可以在展示明星与孩子的亲昵相处，但同
时也应该强调关于儿童安全防护方面的讯息；59%

C. 涉及儿童的节目， 都应该经过审查才能播出。
17%

百度为 1457家全国性社会组织
进行“官网认证”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消息，近日，百度联合民政部
对 1457 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进行官网认证。 民政部提
供了 2333 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名单， 百度官网认证
1457 家， 还有 876 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因存在官网缺
失、网站与注册名不符等情况未得到认证。

点评 ：经过认证的官网信息 ，能够充分保障其真
实性和有效性，公众可以更加安全便捷地获取信息和
服务，防止山寨、虚假网站对公众权益的侵害。

10 家基金公司三年捐赠
2.03亿元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的数据，接受调查的 97 家基金管理公司中，有 10
家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基金会、7 家设立了专项基金进
行慈善、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运作，其中，10 家公司成立
的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已累计捐赠 2.03 亿元。

点评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 ，对公益慈善的投入情
况可以衡量出一个行业是否进入了发展的成熟期。

英国政府捐赠 575万英镑
助力消除暴力

据新华社消息，英国国际发展部 ２７ 日宣布，为了
纪念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英国政府将向联合国基
金和相关国际基金捐赠 ５７５ 万英镑（约合 ４９４５ 万元人
民币）， 用以帮助部分最贫穷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免遭
暴力侵害。

点评 ：联合国统计显示 ，三分之一的女性在一生
中会遭到暴力侵害，而且许多暴力行为来自他们的亲
人。 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
重视。

环保督察 8 省自然保护区
均有违规开发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央环保督察组督查的 8 个
省份均不同程度存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发、生
态环境破坏现象。 各地将开发之手伸向保护区的冲动
还很强烈，“边治理、边破坏”的情况并不少见。

点评 ：“重建不重管 ”的现状亟须改变 ，保护区管
理部门在发现违法违规现象后 ，应该及时 、主动站出
来，敢于对违法违规现象说不。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11月 25日 王老吉 100万元 优秀学生奖励 浙江大学

2016年 11月 25日 宋声扬、程毅 100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 南开大学

(2016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7 日)
（制表：王勇）

11 月 25 日 22 时 24 分，新疆阿克陶县发生 6.7 级
地震。11 月 27 日，新疆阿克陶地震灾区各方救援力量
仍全力救灾，棉被、帐篷、药品等救灾物资陆续到达。
消防、武警等帮助受灾民众从倒损的房屋中抢救出生
活用品，房屋正在清理、推平，将可用材料整理出来，
他们在 5 天后即可住进钢板房以度过漫长的冬季。 据
悉，目前，受灾民众已得到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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