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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妆容

暖心妈妈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位母亲为给
女儿庆生，亲手制作帐篷，装饰房间，给8
岁的女儿和她的12位小伙伴营造了一个
温馨舒适的聚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位
精明能干的母亲通过DIY制作，节省了
600澳元（约合人民币3076元）。

超高智商

最近，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圣贝德天主
教学院的10名中学生参加了门萨俱乐部
的入门测试，结果都超过了入会门槛（140
分），其中分数最低的学生获得了148分，
其中两人更是获得了161的高分，超过爱
因斯坦和霍金的测试分。目前，这10名学
生全部受邀加入门萨俱乐部。

海星“步行”

近日，一则小视频刷爆了某社交网
站，视频中的一只海星靠着上百条管足在
沙滩上缓慢移动，点击量迅速超过400万
次。有网友评论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海星
竟然也有脚。

（本报综合）

世间万象

从漫漫抗争到输出“女权”

育儿、参军、当国王
女人=男人

俄罗斯

私闯自然保护区

穿越者与管理方均需承担责任

据记者张舜衡介绍，俄罗斯的“驴友”如
果探险被困，政府部门一般会提供免费的救
援。不过，如果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不允许
外人进入的自然保护区，穿越者和有责任的
管理方也要付出代价。

2017年是俄罗斯建立首个自然保护区的
第100周年。100年前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正式
宣布，在贝加尔湖设立俄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从
那时起俄罗斯的自然保护区就实行了严苛的管
理，游览、利用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俄罗斯本
国人想要游览一个自然保护区，通常都需要特
殊的许可证，而拥有许可证的人微乎其微，俄罗
斯对于私闯自然保护区，乃至破坏保护区环境
的行为都有明确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规定。
以秋明州自然保护区为例，对于私自闯入者个
人处罚4000-5000卢布，约合450-570元人
民币，对于私闯保护区的官员则罚款

20000-40000卢布，约合2300-4600元人民
币，如果私闯者又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则叠加
罚款50万卢布，约合57000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

擅闯保护区不仅会被罚款

还可能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在澳大利亚，如果有游客擅闯保护区并
且遇到险情，同样是政府救援和罚款共同实
施。与此同时，记者胡方提示，擅闯保护区
的后果可不止是来自政府部门的罚款，相比
之下，“大自然的惩罚”可能更加残酷。

胡方说，澳大利亚并不是所有的自然保
护区都对游客开放，很多自然保护区处于封
闭的状态，比如悉尼附近一自然保护区8
月-9月当中有6个星期对公众开放，其他时
间则为了保护较为脆弱的自然环境而处于
全封闭状态。如果有人擅闯被禁止进入的
自然保护区发生险情，政府的营救自然是责
无旁贷的，但同时对于擅闯行为的罚款也非

常重。2013年，一名悉尼南部地区的男子，
在一处悉尼饮用水源头禁止入内的保护区
附近被发现，男子承认当时进入保护区，甚
至在当地点起了篝火，由于违规行为严重被
罚6600澳币，约合30000多元人民币。

此外，对于擅自闯入者，“大自然的惩
罚”会更多一些。由于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当
中很多都有剧毒，例如毒蛇、水母、蜘蛛等。
一些海岸线被列入禁止进入的保护区，若

“驴友”不顾警告仍要下水，那么很可能未必
会等到被罚款的那一天，因为水中的澳大利
亚方水母足以致命。

日本

擅闯者一旦出了事故
可能会倾家荡产

即便有关部门规定了罚款数额，对于擅
闯可能造成的危险也是三令五申，可对于一
些胆子大的“驴友”来说，似乎还是不够有威
慑力。而在日本，探险者实施冒险行动通常

都会慎重考虑，因为一旦出现险情需要民间
组织救援，驴友面对的救援费用足够让人倾
家荡产，即便被救者获救时已经死亡，家属
也要为此买单。

记者黄学清的介绍，日本人非常喜欢登
山和滑雪，但是每年都有一些意外发生，这
时候警察会首先出动搜救，有时候还会动用
自卫队，这些费用都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
担。但是搜救经常是需要人力和时间的，如
果警方的力量不够，就要委托民间专业救援
机构。这些机构的专业性和经验都超过了
警察，但是救援是收费的，而且费用非常高，
出 动 直 升 飞 机 一 个 小 时 的 费 用 就 要
15000-70000元人民币左右，人工费一个
人一天也要2000多元人民币，这些费用即
便是出意外的人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家属也
是需要支付的，所以日本有一种说法是，万
一登山出了事故就会倾家荡产。

对于政府负担的救援费也经常有不同的
意见，比如2009年山地众多的长野县为救
助登山者支出了9000多万日元，花费当地
居民不少的税金，因此要求更改救援制度的
心情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本报综合）

各国如何惩罚擅闯保护区者

过分追求
“政治正确”？

两性平等，还得170年

10月5日下午3时许，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卧龙特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求助，一男子称，他们一行3人在徒步
穿越卧龙时被困耙子桥附近，其中一人出现身体不适。6日清晨，由民警、医护人员、民兵组成的16人救援队进山
搜救。去年元旦，《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未经体育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进行登山活动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不过，国家层面上，目前还
没有统一的规定。那么，在其他国家，人迹罕至的山区乃至自然保护区能随意穿越吗？一旦出现意外，穿越者是
否需要为救援成本买单？又会否因违规行为受到处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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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关于筹备“无男性音
乐节”的新闻在瑞典社会引发激
辩。瑞典女演员尼卡蕾在社交网站
上发布了一个“女性专属音乐节”筹
备计划，希望在明年夏天举办一个
拒绝男性参加的音乐节，以回应此
前音乐节发生的女性遭遇性侵事
件。但有批评者斥责尼卡蕾“激
进”，对男性反向歧视。还有不少人
抗议跨性别群体遭歧视。

这起事件体现了瑞典人在性别问
题上的敏感。瑞典视性别平等为社会
基石，瑞典人眼中的理想社会是：每个
性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同等机
会，拥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

这种平等的一个显例是，在瑞
典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推着婴儿
车的奶爸与荷枪实弹的女特警。

“不，瑞典并非满大街的男保姆。他
们是孩子的父亲。”——美国《基督
教科学箴言报》曾就瑞典奶爸遍地
的现象做过报道，称一些外国游客
往往被这样的场景搞得糊里糊涂，
事实上这是瑞典推行性别平等以及
放慷慨陪产假（90天）的产物。

在瑞典，不要想象男性会主动
绅士地帮女生开门、提重物，因为他
们不做是尊重，做了反而涉嫌歧视。

瑞典军队也推崇性别平等。根
据瑞典国防部今年3月提交的草案，
瑞典计划于 2018 年恢复义务征

兵。根据新规，年满18岁的公民，不
论男女，必须参加征兵测试。当局
解释称，当代征兵制度应保持中性，
覆盖所有性别。

相比他国，瑞典女性入伍后选
择更多。瑞典是最先允许女兵上潜
艇的国家，女兵可以成为炮兵操作
榴弹炮，可以入选皇家卫队。此前
有媒体在记录驻阿富汗瑞典军队的
生活时发现，瑞典女兵和男兵竟同
吃同住同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瑞典议
会响应民众和政府呼吁，制定新《王
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
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
不论男女，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
主制国家。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论说，
瑞典的平等主义可能和它的肉丸
子及宜家一样享有盛名。瑞典为
淡化性别界限及深层次的女性和
男性享有同等机会，做出了许多
努力，但一些做法也引发争议。

在斯德哥尔摩，一家名叫尼
库拉的幼儿园主张摈弃社会对
男孩女孩的刻板印象，即女孩不
需要文静甜美，男孩不应被看成
恶作剧和喧闹的代名词。老师
不用“他”或“她”称呼孩子，而是
称“朋友”。芭比娃娃和乐高积
木是男女宝宝共享的玩具，讲给
孩子的故事很少有《白雪公主》
这样的经典童话，而是单亲父
母、收养儿童或同性父母的家庭

故事。
瑞典军队追求性别平等也

发生过“意外”。多年前，一群瑞
典女兵抗议军徽上的狮子是雄
狮，结果徽标上的狮子“被阉
割”。多年后，有媒体提及这起
趣闻时，首先强调说“这不是假
新闻”。

瑞典是否在追求性别平等
的“政治正确”道路上走得太
远？记者与斯德哥尔摩一家汽
车修理公司的老板丹尼尔聊起
这个话题，他坦言，尽管社会倡
导机会均等，但为追求“政治正
确”，有时牺牲了男性的利益。
丹尼尔说，他的一名好友（男）在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从事科研工
作，一次参加研究所所长竞聘，
结果出于反歧视考虑，唯一的一
名女候选人被选中。但没过多
久，这名女所长就因不能胜任工
作而离职。

在记者看来，瑞典社会并不
完美，就算是最为人称道的性别
平等领域，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数据显示，瑞典女性薪酬与男性
相比仍然较低，针对女性的性犯
罪率仍然高企。但瑞典的政府
社会分工、保障体系及对公民平
等理念的培养等，值得很多国家
借鉴。

核心提示

在世界经济论

坛编纂的 2016 年

《全球性别差距报

告》中，144 个国家

中，瑞典的性别差距

较小，居第4位。瑞

典是北欧乃至欧洲

促进性别平等的代

表。记者长驻瑞典，

深切感受到性别平

等理念在当地已深

入其社会肌理，成为

“上至庙堂、下至民

间”的共识，传统的

男女社会分工玻璃

墙在这里已不复存

在。当然，也有人认

为它的某些做法“过

了头”。

女议员比例超四成

从“瑞典现象”看欧洲性别平等

加拿大年仅19岁的女孩伊莎贝尔自
学化妆，通过精巧、逼真的化妆术创造出
手部流血、烧伤，甚至关节缺失等各样戏
剧性的电影效果，让人看后深感恐惧。她
的创意血腥妆容很快吸引了网友的眼球，
其在图片分享网站账号上一下子多了4.26
万名粉丝。

瑞典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表现突
出，有其历史渊源。现代意义上的北欧
女权运动实际发迹于20世纪初瑞典工
业化以后。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通过
合法选举上台后，一方面顺应整个欧洲
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另一方面为回
应国内对生产力的呼唤，对妇女权益
做了许多改革。1921年女性获得投
票权和竞选公职的权利；1965年通
过反对婚内强奸的法律。1998年，
《禁止暴力伤害女性法》在瑞典生效，
女性遭受的暴力和虐待可累积评估。

为消除歧视和保护每个人的平
等权利，瑞典特别成立了一个名为

“平等监察署”的机构，主要负责监
督《反歧视法》的执行。该法禁止与
性别、变性身份、性取向、种族等挂
钩的歧视行为。此外，瑞典政府设
立性别平等事务大臣，内阁中所有
大臣都被要求确保性别平等观在本
部和主责领域内主流化。

瑞典保障性别平等的另一特色
是“育儿假”。在认识到男女不平等
根源在于育婴育幼责任分摊不均后，
1974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
父母育儿假取代女性产假的国家。
2002年育儿假增加到480天，其中

390天可获得工资收入的80%，父母
各自享受不可转让的两个月假期。
去年，瑞典男性的产假增加到90天。

社会学家把性别平等看作瑞典
进步的先决条件，它不仅仅是意识
形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女性得以
从家务琐事中解放，拥有更多工作
机会。据统计，瑞典女性就业率属
于欧盟最高水平。

瑞典政府也将自己定义为“世界
上第一个女性主义政府”。这意味着将
推动性别平等列为优先事宜，在政策制
定和资源分配上确保投入。瑞典政府
确实无愧这样的称号：在议会，女性议
员比例为44%，远高于欧洲国家平均
水平（28%）；瑞典内阁也有多名女性。

瑞典同时是第一个奉行“女权主
义外交政策”的国家，对
于过去在性别平等问题
上对世界政治的贡献，
瑞典人感到十分骄傲，
并拥有在新时代“再接
再厉”，继续输出性别平
等理念，领导世界性别
平等事业的雄心壮志。
当然，这种外交也给瑞
典带来不少麻烦。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
别差距报告》榜单上，排在瑞典之
前的是另三个北欧国家：冰岛、芬
兰和挪威。“在欧洲，北欧是性别
平等做得最好的。”德国洪堡大学
欧洲社会政策学者鲁迪格·林德
尔对记者说，北欧人口少，社会开
放，性别平等运动悠久。北欧照
管孩子的机构非常发达，这让妇
女就业率非常高。在修订法律的
同时，北欧人的观念转变也较
快。瑞典许多女性成功走到领导
位置上，与该国男性领导主动通
过组织向女性传授经验有关。

欧洲别的国家表现大都不
差。据报道，从今年年底开始，

荷兰日用品零售连锁
店 HEMA 所出售的
儿童服装，包装或标
签上不再带有“男孩”
或“女孩”性别提示。
这是荷兰第一家走中
性童装路线的零售连
锁店。英国一家百货
公司也在本月取消

“男孩”和“女孩”标

签，因为“不希望强化性别刻板
印象”。荷、英均位居前述榜单
的前20名。

排在第13位的德国也很有
代表性。德国从2013年 11月开
始，允许新生儿父母将婴儿的性
别填为“第三性”，因此成为欧洲
第一个承认“第三性”的国家。
记者近日到柏林的弗里德里希
斯海因-克罗伊茨贝格区采访，
发现那里有“第三性”公厕。这
些公厕旨在方便双性人和变性
人等弱势群体。

“在欧盟，德国在性别平等的
许多方面只处于中游，比如女性
议员比例、企业女性高管比例
等。”鲁迪格·林德尔说，欧洲性别
平等做得好，与文化传统有关，欧
洲宗教文化、基督教对女性的约
束相对宽松。不过，在鲁迪格·林
德尔看来，未来欧洲及全球的性
别平等任务仍很艰巨。未来社会
是技术的社会，而这并非女性所
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
全球层面两性之间达到经济地位
平等还需170年。（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