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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胡進、通訊員梁

婕廣州8日電】3月8日，在廣州以太廣場舉行

了「三八」女士香港尊享遊的出發儀式，廣之

旅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共同推出了「寵愛自己，

三月麗人行」活動，首次聯合昂坪360纜車、

香港海洋公園、麗星郵輪等多個景點為女士提

供多項優惠。當天出發的香港遊人數高達

2,000多人次，其中80%是女性，而導

遊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全男班。

香港旅遊發展局華南區高級經理、駐廣州首席代表王萬民先
生、香港海洋公園華南區首席代表馬立先生以及廣之旅董事副
總裁朱少東等均出席現場。王萬民先生表示：香港一直以來是
深受女性遊客喜愛的購物天堂，除了為大家呈現多姿多彩的購
物選擇外，也有非常豐富的旅遊資源等 大家去體驗和遊玩，
今年的「三八」節，香港旅發局聯同廣之旅，及昂坪360，香港
海洋公園、麗星郵輪以及香港有關商戶等針對女士提供多項優
惠以及豐富獎品，藉 「寵愛自己，三月麗人行」活動讓各位
女士趁 這個專屬自己的日子到香港好好寵愛一下自己。
當天出發的香港遊人數高達2000多人次，其中80%是女性遊

客，所有團隊中60%－70%是去香港海洋公園或者昂坪360的一
天遊，其餘有去香港兩天，或者自由行的購物團。香港遊團隊
是整個「三八」遊最大的團隊，創下了「三八」香港遊同期的
歷史紀錄。
而今日香港遊的導遊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生，這是旅行社專

門為今天婦女節別出心裁的安排，希望能令到這麼多位女性有
一個難忘而開心的節日。

先生甘當「提款機」
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少護花使者的身影，他們平日工作繁忙，

對於逛街也興致不大，但是今日也特意抽空陪伴女友或者太太
出遊。劉先生笑 告訴記者：「我本身對shopping興趣不大，平
日也甚少陪老婆去逛街，但是今日是三八節，一切老婆說了
算！我已經做好準備，做她的『人肉提款機』，幫她拿『戰利
品』，讓她盡情購物！」
記者獲悉，為配合本次的三八香港遊，廣之旅特別推出了多

條「三八」優惠線路，如98元「香港海洋公園純玩一天」，148
元「昂坪360纜車＋大嶼山＋大澳水鄉純玩一天」等。在三八線
路的設計上，今年更看重女性喜歡購物的特性，在行程上預留
更多的時間滿足廣大女士在香港自由購物的需求。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記者胡進、通訊員梁婕
廣州8日電】全國首家女性旅遊專賣店於3月8日在廣
之旅教育路旅遊名店城隆重開業。
廣之旅營銷中心副總經理溫前介紹，該社開設

「38．發燒遊」為主題的女性旅遊專賣店是本 「寵
愛女人，女人作主」的理念，為女士們度身設計美
容、購物、休閒放鬆的產品，希望提供一個舒適的場
所，讓女士們得到最實際的旅遊價格優惠，選擇到最
適合自己的旅遊產品。
廣之旅國內遊總部省內部經理江衛明介紹，廣之旅

特別推出38元的「璀璨玫瑰園，萬朵杜鵑園，古廟群
祈福一天」和「盤古山禾雀花林，蝴蝶谷一天」優惠
路線。除此之外，三八省內賞花線路還有88元的「禾
雀花王國、牛魚嘴原生態山林、小北江、長青果園一

天」遊，58元的萬朵杜鵑園、嶺南水鄉、龍井坊村一
天遊等。

新熱點 杭州灣跨海大橋
【本報駐浙江實習記者駱曉亦8日電】每年三八婦

女節，杭州各單位組織女職工出遊踏春。今年，新建
成的杭州灣跨海大橋成為節日旅遊熱點。
「它是一個新的標誌性建築物，舉世聞名，我們

想在通車前走上去拍拍照。」王女士的想法代表了
大多數的遊客想法。據了解，今天杭州旅遊集散中
心約有800多人前往南北湖、杭州灣跨海大橋旅遊，
為此集散中心準備了18輛車。昨天，仍有不少電
話，報名該條線路，但因為橋上要限制人數，結果
一一被婉拒。

【本報訊】據《今日早報》8日報道：據攜程網最新一
項統計顯示，3月份，香港成為單身女性或女性朋友結伴
出行的首選目的地。 據攜程網3月份的度假訂單顯示，單
身女性或女性結伴出行前往的目的地中，香港以絕對優勢
排在了榜首，佔據女性出行總訂單數量的76.6%；其次是
麗江，佔11.5%；排在第三位的是上海，佔3%左右。
據分析，香港作為購物天堂，一直受到女性客戶的偏

愛。受三八節的影響，許多女性會選擇在3月期間犒賞自
己，去香港進行一次購物遊；此外，3月是香港的會展高
峰，由於預訂香港自由行產品比單獨預訂機票和酒店要便
宜，同時還享受到各種商家優惠，因此一些精打細算的女
性消費者也通過網絡訂購的方式，來降低出遊成本。

賺錢多幹活重
「職業女性」難當
【本報訊】據《廣州日報》8日報道:今天是「三八」婦

女節。記者調查發現，無論在周末還是週日，很多女性朋
友都沒有閒 ，老公悠閒地看 報紙，她們卻在用力打掃
廚房和房間。有的老公還不願意妻子告訴別人，她的薪水
並不比他少。「這些女性承擔的經濟責任不亞於男性，而
承擔的家庭勞動更高於男性」。社會學家認為，出生在上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女性生活往往比男性要累，幸福感更
低，家庭和社會現在都應該給這些女性減減負。
「儘管收入提高，但這一批女性很難實現角色轉變。」

知名社會學專家、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首席教授
侯力認為，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女性在家庭中
已經形成了固有角色，即便經濟地位提高，但其自我定位
仍然屬於「賢妻良母」。侯力認為，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男
性不少已經成為社會精英，開始尋求精神的釋放。「但不
少同時代的女性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有這個權利。」

■圖為6日德國警方展示搜查出的涉嫌侵犯專利的產
品，其中不少產品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美聯社

【本報訊】據台灣《中國時報》8日報道：德國漢諾威
警方6日表示，德國調查人員5日在漢諾威電腦展（CeBIT）
上，針對51個參展攤位進行大規模臨檢，搜查是否有涉嫌
侵犯專利的商品。被調查的參展商中，有24家來自中國大
陸、12家台灣以及3家香港廠商遭到搜查。

德警突襲展場調查侵權
大約183名德國警察、海關官員及檢察官，5日突擊搜查

漢諾威展場，共沒收68箱電子產品與文件及廣告單，其中
包括手機、導航設備、數位電子相框及液晶熒幕。
漢諾威警方指出，鑑於專利權持有者頻頻申訴漢諾威電

腦展上盜版產品猖獗，警方因而採取這次突擊檢查的行
動。
警方臨檢的51家參展商中，中國內地有24家，香港3

家，台灣12家，德國9家，而波蘭、荷蘭及南韓也各有1家
廠商受檢。警方說，專利權持有者當即向被調查的參展商

指明，其產品缺乏授權合約，並要求他們保持聯繫。

侵權若判有罪可能關5年
警方指出，這次臨檢的目標多半是MP3、MP4產品、數

位電視(DVB)標準的影音播放設備以及空白CD和DVD
片。警方透露，20名參展人員被裁定各支付1,000歐元保
證金，絕大部分的人都很配合，只有一名參展人員被臨時
帶回警局。涉嫌侵權的廠商，如被判有罪，可能面臨五年
有期徒刑或罰款。

內地媒體：習慣性誤會
內地媒體最早傳出受到調查的大陸廠商，就是外觀造型

完全模倣iPhone的「魅族」M8。不過，大陸媒體也報
道，「好在這不過是意大利Sisvel公司一次『習慣性』的
誤會而已」；而且，經過嚴正交涉，「魅族」展位關閉一
天之後重新恢復。

【本報訊】據中國新聞網8日報道：據法國《歐
洲時報》援引法新社消息，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
會(WTTC)3月6日在柏林國際旅遊交易展上介紹了
一份研究報告。報告公佈的數字表明，今年全球
旅遊開支的增幅料達3%，略小於2007年。該理事
會預言，今年，中國人在旅行方面開支將超過日
本人和德國人，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經濟減緩影響旅遊開支
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在研究報告中解釋，

2007年與旅遊有關的開支增長了3.9%。今年美國

經濟陷入困境、汽油價高、氣候變化前景不明，
這些綜合因素將使經濟增長放緩。但理事會估
計，2008年全球旅遊總開支仍可達5.27萬億歐
元。
研究報告預測，旅遊部門目前在全球僱用了2.4

億人，今年還將開創600萬個工作崗位。2018年之
前，旅遊開支平均每年將增長4.4%。世界旅遊及
旅行理事會對中國旅遊非常關注。據它預測，
2008年，中國人的旅遊開支將接近5,900億美元(近
3,900億歐元)，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人。後者的開支約為1.75萬億美元。

黑龍江煤礦火災 10餘人失蹤
【本報訊】據新華網8日報道：記者8日從黑龍

江省政府有關部門獲悉，當日凌晨，該部門接到
群眾舉報稱，黑龍江省鶴崗市泰源煤礦井下5日發
生一起火災事故，事故發生時，有10餘人被困井
下，至今下落不明。
據悉目前，井下5日的火災仍未熄滅，當地政

府已緊急調集救援隊趕赴事故現場控制井下火
勢。

礦主稱井下沒人被困
記者隨後從鶴崗市政府得到證實，3月5日22時

左右，該市泰源煤礦井下確實發生一起火災事
故，但目前人員傷亡情況還不清楚。據了解，泰
源煤礦礦主堅稱：發生火災後，井下所有人員已
撤回地面，井下不存在被困人員。但因泰源煤礦
礦主在回答詢問中有許多前後矛盾之處，「井下
不存在被困人員」的說法遭到了當地政府的質
疑。
黑龍江省負責安全生產的有關負責人表示，根

據初步掌握的情況，基本可以確認在該起事故
中，確有人員被困井下，但被困人數還在調查
中。

西安市長為澳洲客被劫道歉
【本報訊】據《新京報》8日報道：昨日上午，陝西代

表團開放團組會後，全國人大代表、西安市長陳寶根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對3月5日西安發生澳洲遊客被劫持事件表
示道歉。他表示，「西安市有能力保證所有遊客能平平安
安的遊玩。」陳寶根表示，對西安來說，確保遊客安全是
城市發展的基礎性工作，「劫持人質事件更很快平穩處
理，也是一個能力的體現。」

福建地震逾3000人受災
【本報訊】據中新社8日報道：福建古田縣相關部門今

透露，6日晚古田縣連續發生兩次地震。此次地震水口鎮
受災戶達900百多戶，受災人口3,000多人，房屋不同程度
開裂470多棟，道路、電力、飲水工程等部分公共基礎設
施受損，一些地方還出現護坡開裂、山體滑坡的情況。據
悉，水口庫區仍存在發生四級地震的可能。目前，相關善
後處理及地震調查研究工作還在繼續進行中。

青藏鐵路豪華列車9月通
【本報訊】據中通社8日報道：由青藏鐵路公司和外商

合作投資1.5億美元打造的五星級豪華旅遊專車，將於今
年9月1日正式開行。據透露，這一豪華旅遊專列是目前世
界上最高檔的列車，一輛車只有96個席位。這種列車目前
只在歐洲和印度等少數地區運營。其票價是目前青藏鐵路
普通票價的20多倍。

3月8日，扮成護士的女警察（左二）正在勸說欲從距
水面約30米高的橋上跳下的男子。當日，一名男子站
在廣西南寧市白沙大橋欄杆外面欲尋短見。警方派遣一
名女警察扮成護士，接近男子開展勸說工作。經過近一
個小時的勸說男子被成功解救。據悉，該男子在小孩生
病、父親遭車禍等諸多家事的壓力下，一時想不開做此
舉動。 新華社/中新社

扮護士 女警救輕生男

3月8日，幾名女青年在南京街頭參加長跑活動。當日，江蘇省婦聯和省體育局在南京聯合舉辦「與奧運
同行，展巾幗風采」婦女健身展演及長跑活動，14支代表隊參加了健身展演，4000餘名來自社會各界的
婦女代表以長跑的形式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 新華社

「三八」長跑

中國武警女子特警在訓練之外同樣也展露出那種小女孩
的柔情。圖為特警隊員訓練間隙對戰友家寄來的化妝品
倍感好奇。 中通社

鐵女柔情
隨時「猛批」2億網民監督兩會

本次兩會期間，用「腦殘」(意為大腦殘廢突發奇想)這
一網絡流行語來歸總、評價代表委員們的提案，成

為一些網友所熱衷的新銳、時尚的言說方式。此前全國政
協委員、前年中國女首富張茵曾建議取消「簽訂無限期合
同」，結果遭到眾多網友的激烈批駁，被譏為「腦殘提
案」。按照這種邏輯推斷，政協委員穆麒茹稱「釘子戶導致
房價上漲」；人大代表、北京鐵路局常務副局長羅金保稱
「春運鐵路一票難求因為票價太低」，無疑也進入了「腦殘
表態」的行列，成為網民們「拍磚」的熱門對象。但亦有
代表委員「逆流而上」，首次把提案文本發到網絡徵求民
意，歡迎網民「拍磚灌水」，反而得到不少網民擁戴。

草根意見成就全民兩會

相對於網民，手機用戶也同樣不甘寂寞，「機民」在本
次兩會期間成為另一大輿論主力軍。「如果你願意，你隨
時都可成為第N個代表委員！」如此一句極富煽動力的
「口號」，出現在許多手機用戶訂閱的手機報上。「毫不誇
張地說，我激動不已，因為頭一次覺得，曾經遙不可及的
兩會，竟然離我如此之近——我隨身帶 手機，隨時都能
發短信表達我的建議！」一位「機民」如是說。許多網站
還特地開通了手機短信兩會互動號碼，推出短信互動欄
目，讓「機民」的意見也能及時在網上顯現。「網民」和
「機民」大聯動，成為兩會的另一道「另類」風景線。

目前兩會會期尚不到一半，但一些「出位」或「新奇」
的爭議言論已然不少，遭遇PK的激烈戰況可想而知，有
心者更分門別類列出部分熱門言論之最，用於立身存照、
以儆效尤。(詳見另文)

提案者多下功夫 上網人多做了解

有輿論觀察家稱，若「帶 濃厚利益代
言色彩」的言論，自然是不討好的。網友

的激烈反應，並不能解除代表委員們開會期間發表真實意
見的權利，而部分網民在脫離現實語境的情況下作出臧
否，給它貼上謬論或者腦殘的標籤，至少也是輕率的。但
代表委員若要避免慘不忍睹的「拍磚」狂潮，顯然需要進
行一番更為細緻的比勘、引證工作，才能更好地提出「皆
大歡喜」的建議。

【本報兩會報道組8日電】今天是
「三八」婦女節，恰逢上午舉行全國

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一如以往，政協
委員們入場時再次遭遇了中外媒體的圍追堵截。只不過
這一次，女委員成了人民大會堂門前的絕對主角。而男
委員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男委員獻慇勤 女士個個有鮮花
李鵬之女李小琳與江胡葆琳、鄭明明等婦聯界別的幾

位委員手挽手走向會場，衣 鮮亮的她們吸引了眾多記
者的「長槍短炮」。李小琳告訴記者，因為在開會還沒
收到家人的禮物，不過早上老公和女兒都給自己發了短
信。希望所有的女委員都要共同享受這一天，也祝天下
所有的女性幸福健康，和諧美滿。來自香港的江胡葆琳
委員手捧一束鮮花，她告訴記者，剛一下車就有人把花
遞到她手中。「我也不知道是誰送的。」而一向受媒體
熱捧的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從一群記者身邊走過，
卻被忽視。名導馮小剛一下車就東張西望防備記者圍

堵，可是記者們顯然對他興趣不大，鏡頭對準的是與他
同乘一輛車的宋祖英。
鄭明明告訴記者，8日晚間，婦聯界別的委員們將舉

行聯歡會。上午開完會，下午還要忙 排練節目。據張
慶文委員介紹，女委員歡度節日，男委員則「大獻慇
勤」。
今天早上，她所在的農工黨每一位女委員都收到了男

委員送的鮮花，農工黨中央還給所有的女委員都送了一
條漂亮的絲巾。

「艷照門」回應率不足一成

網民機民聯動 熱做「不在場的代表委員」

最「貧富差距」的提案
提案人：前女首富張茵

內容：取消無期合同、富人減稅

全國政協委員、曾經是內地「女首富」的張茵提過兩
個提案：一個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
動合同；二是降低富人稅負，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
高累進稅率從45%減至30%。對此，網絡上大多數
「打工仔」網民都予以激烈的聲討，甚至稱她「為富人
說話，不顧窮人死活」。對此，某位委員亦明確反對，
「張茵不可以這麼做，我覺得網民和媒體的批評是正確
的，政協委員應該有一個定位，你既然處在這個平台
上，你的話語就不能只代表你所處的利益集團。」

最「犯眾憎」的提案
提案人：房產老總穆麒茹

內容：火車票漲價

對於春運鐵路一票難求的現象，人大代表、北京鐵路
局常務副局長羅金保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多年來我
國實行鐵路低票價，所以大量旅客選擇坐火車出行，
比如從05年5月至07年9月間，國家連續10次提高成
品油價格，由此鐵路運輸成本每年多出70個億。故希
望適當提高鐵路運輸價格的同時，亦建立宏觀調控下
靈活的鐵路客運浮動票價，減輕運營成本上升帶來的
客運壓力。」此言一出，「理所當然」成為春運期間
疲於奔命的大多數網民的熱門「拍磚」對象。

最「謀私利」的提案
提案人：開發商穆麒茹

內容：釘子戶抬高房價

「『釘子戶』也導致了房價上漲，把開發商都當成高
房價的罪魁禍首和過街老鼠不公平。」身為北京某房
地產公司老總的政協委員穆麒茹屢出「麻辣語錄」。

談到拆遷時遇到的「釘子戶」，穆麒茹直言：「『釘子
戶』為了他個人的利益，損害了包括開發商在內的多
數人的利益！」穆麒茹稱，拆遷時，國家和政府都要
求開發商拿出許多名目的補償，「我覺得夠了，如果
過度補償，費用也會打入開發商的開發成本，最終還
是會落到買房人的頭上。」

最「不靠譜」的提案
提案人：報社社長張曉梅、人代程恩富

內容：經期帶薪休假、縮短股市時間

「國家應該規定女性在經期可以享受法定假日」，全
國政協委員、中國美容時尚報社社長張曉梅在自己的
博客裡「曬」出了這一提案，頓成為包括新浪等各大
門戶網站的「當紅」博文，而網友在表示提案出發點
雖好的同時，也有不少拍磚直言該提案「不靠譜」，
認為有太多漏洞。類似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
建議股市交易時間應當縮短三分一或者一半。他說，
「股市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只是對部分社會財富進行
再次分配。目前市場投機氛圍濃郁，較長交易時間也
嚴重影響人們的生活，一天開3小時足夠了。」此話
被網民譏為「倒不如一天上半日的班，更利於生活休
息了，真不靠譜。」

最「有骨氣」的提案
提案人：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

內容：過分重視英語教育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指出，現在
教育中過分重視英語教育，已經到了強力轟炸的地
步，「其實我覺得到了國外也用不上那麼多。」他拿
自己曾經吃雞吃得過多，導致現在看見雞肉還沒有食
慾舉例，認為在教學中英語教育已經超過正常比例，
過分強調會傷害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且反覆背單詞
的教育，將會導致學生的創新能力降低，過分依賴課
本。言論雖然頗具爭議，但也有不少網民稱其為「很
有中國人的骨氣」。

A7 責任編輯：李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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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8日電】全國兩

會的提案議案成千上萬，若不甘心湮沒其

中，就得提些「出位」或「新奇」的爭議

言論，否則就要或多或少、「不自覺」地

往諸如「艷照門」、「周老虎」等大眾熱

點話題上靠攏，才能博得更多關注。然

而，「回報有多高、風險就有多高」，隨

中國網民突破2億，越來越多的網友正

以更趨多元化的興趣和方式介入時政話

題，若有代表委員的言論稍有「差池」，

通過網上「Ctrl+C和Ctrl+V」(複製和黏

貼)的迅速傳播，勢必迎來無數「拍磚」

(猛烈批評)，進而形成現實中同行同業

的反對，可謂「英雄難過網民關」。

專家意見

「艷照門」似乎成為今年兩會上採訪話題的禁區。有記
者聯繫到包括陳冠希老闆林建岳在內的40多位委員，其中
只有4人對「艷照門」發表了看法，回應率不足10%，可
謂「最不受歡迎」了。

「鋒芝戀」成兩會話題
上海有名的節目主持人葉惠賢在上海代表團發言時，他

先談起總理溫家寶的報告對解決文化領域有相當的效果，
豈料他忽然話鋒一轉，有感而發表示，「過去一說榜樣就
是雷鋒，一說愛情就是馬克斯和其妻子燕妮；但現在一說
愛情就是張 芝、謝霆鋒，一說榜樣就是超女。」
不按理出牌的發言，惹來現場哄堂大笑，上海市委書記

俞正聲笑得雙腿直搖，市長韓正用嘴咬住筆桿、試圖想要
鎮定，卻又忍不住笑出來。

顧秀蓮探港澳團
帶頭向男士鼓掌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8日電】今天是「三八婦女
節」，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探訪
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團成員，祝各位女代表節日愉
快，青春永駐，並建議眾人向男代表們鼓掌，以感
謝他們對女性的支持。
顧秀蓮今天中午抵達北京飯店，她表示這次正是

新老代表聚集一堂，共議國家大事。這幾年香港特
區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都搞得很出色，她也感到
很高興。「我們想，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
港更好。這是我們共同的心願，共同的目標，只有
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實現。」
她說，男女平等已是基本國策，女士們要發展也

要先生們支持，這很重要。而對於香港女代表的比
例增加，作為婦聯主席的她就會感到高興，「男女
團結起來，建設偉大的國家。」

陝代表屈雅君不滿
總理報告忽略女性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8日電】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的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屈雅君，長年來致力於女性問題研
究，在7日進行的陝西團開放日上，她為女性爭權益的發
言論據充分、誠摯動人，贏得了全場惟一的掌聲。

贏全場唯一掌聲

屈雅君表示，總理的報告對弱勢群體非常關注，但對女
性的關注很少，只提及一次，而且是與老年人、殘疾人一
起說的。現實中，農村婦女土地權受侵害非常嚴重和普
遍，據統計，失地農民中，女性佔7成，而且離異、喪偶
的婦女權益就更難得到保障。
她認為，農村土地承包法中，沒有考慮到婦女權益，且

相關規定不具有可操作性。按現行規定，村民委員會中至
少有不少於1名婦女，而實際上所有的村民委員會成員中
也沒有超過1名女性的，且幾乎都是副職，在進行涉及婦
女權益的表決時，女性佔絕對劣勢，這實際上是以一種民
主的形式違法。在戶籍制度方面，嫁城女權益受侵害就更
為明顯。她認為，要改變這種現狀，需社會長期努力。此
外，屈雅君還 重提到男女退休年齡平等的問題。

女委員「遭圍堵」 男委員「沒人理」

女代表談「艷照門」：一定要維權

婦女節即景

■宋祖英委員一下車就受到媒體的熱捧。
本報記者 攝

■「三八」節一早李小琳（左三）、鄭明明（左一）、江胡葆琳（左二）等女委員手挽手入會場成為記者們關注
的焦點。 本報記者 攝

■部分文藝界委員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交通指揮所，
向為兩會服務的女交警們獻上鮮花。 中新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8日電】3月8日上午10時，8位來
自不同領域的女性代表在梅地亞兩會新聞中心接受集體採
訪。針對有記者問及香港娛樂界近期發生的涉及眾多女藝
人的「艷照門」事件，全國人大代表、享受國務院津貼的
國家一級作家趙玫表示，她有在網上看到有關消息，事實
上在香港類似的事並不是第一起，之前有劉嘉玲。趙玫
說：「這次事件出來之後，我看到很多香港藝人都出來
了，包括一些男藝人都和她們一起出現在新聞發佈會上，
來維護女藝人的權利。我覺得這種維權是非常重要的。」
談到目前民眾因此事而討論最多的女性自尊時，趙玫認

為，人不可能生下來就一切正確，任何事情都要辯證、歷
史地看。人生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必須在經歷了各種事情
之後，才會慢慢改變。她說：「我們一定要維權，維護自
己的自尊和生活，女性自我保護意識一定要有。但有的時

候，這種經驗也是需要積累的。」

經期休假或成法律

隨後，眾記者針對8位代表各自所在的領域連番發問，
有女記者關心「職業女性經期是否可考慮放假」的提案，
曾參與物權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合同法制定的全國
人大代表陳舒律師表示，職業女性在特殊時期（比如孕
期、產期、哺乳期）是否有法定假日，可以根據具體的勞
動強度加以討論，未來不排除有被列入《婦女權益保障法》
的可能。但全國人大代表、北京軍區總醫院副院長兼皮膚
科主任楊蓉婭卻認為，「從醫學的角度客觀的看，一般而
言，女性經期是正常的生理周期，其對女性工作中的影響
幾乎是忽略的。」
此外，今日出席集體採訪的另外5位女代表分別是，河

北省張北縣張北鎮農業綜合服務站長袁妙枝，江蘇亞萍集
團董事長、總裁陸亞萍，湖北省陽新縣王英鎮希望小學教
師王月娥，四川省開江縣委書記、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楊
娟、台盟陝西省委主委馬克寧。

■屈雅君代
表發言後未
出會場即被
眾 媒 體 包
圍。
本報記者
熊曉芳 攝

網民熱議焦點

■8位女代表在北京兩會新聞中心接受記者集體採訪。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