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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毗 陵陵 ·· 调查调查

不久前，钟楼区法院发布2019年涉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显示：性侵案有高发态势。这一消息又把“儿童性教育问题”推到了大家的面前。近日，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发现我市有关部门和志愿人员已经在默默地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其中，让我们的孩子更加健康茁壮地成长。

“妈妈，《送子鹳》上说小孩是鹳送
来的，但我读过《小威向前冲》，小孩不
是精子小威跑赢了之后获得超级大礼
物——一颗粉红的卵子才形成的生命
吗？”杨倩的女儿当时正读小学一年
级，一次放学后走在路上，跟她讨论起
了“小孩是怎么来的”这个话题。想起
那时的场景，杨倩说：“当时我们正走
在路上，我一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一
边还得强作镇定地回答她。”

身为“80 后”，杨倩觉得自己是幸
运的，她没有生活在一个谈“性”色变
的年代，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良好
的性教育。她说：“每次看到社会新闻
里有关未成年人性侵的，都会特别愤
慨，也特别担心自家孩子的安全。”

去年12月，杨倩发现自己的朋友
圈里有人发出了常州本地的家庭性教
育课程信息：“当孩子问到性方面的问
题，家长不知道如何回答？孩子通过
网络学习性知识正常吗？家庭性教
育，家长怎么开展？”她的第一个反应
是“我一定要去试听”。

在加入的主题微信群中，她发现
自己并不是孤零零的。事实上，群里
114 名试听网课的，几乎都是不同年
龄段孩子们的家长。其中一位妈妈的
话，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能够开口跟
孩子讲关于‘性’这件事，才是最为艰
难且至关重要的。”

杨倩最终发现，尽管大家理念认
同颇高，但满20人线下开班却迟迟开

不出第一个班。
家有二宝女儿的妈妈朱小琴惊奇

地发现，二宝正上幼儿园小班，放寒假
前的绘本分享课，老师正用互动游戏
的方式分享着《小威向前冲》，还让孩
子们纷纷从家里带来了《人体先生和
人体太太》《我们的身体》等绘本给孩
子们区分男女。她觉得：“这些年，感
谢绘本的大量阅读推广，让我们这些
新 手 父 母 可 以 边 学 习 边 跟 孩 子 讲

‘性’。”
在这之前，专职心理咨询师纽维

萍应朋友之邀做了一次《家庭性教育》
的公益讲座（如上图）。她的观点是：

“永远不要嫌性教育太早，因为坏人从
来不嫌你孩子太小！”

以公开方式零星出现在常州的
“性教育”课程，其实正应了那句话“羞
答答的玫瑰仍需勇敢地开”。

何嫄

我市零星出现“性教育”公开课程

羞答答的玫瑰仍需勇敢开

记者获悉，2018 年至 2019 年，西
仓桥小学与勤业一社区妇联，携手推
出了“勤爱蓝童 益路同行”儿童防性
侵计划。

说起推动这一公益项目的初衷，
项目负责人、勤业一社区书记陈颖介
绍，近年来，儿童遭受性侵的案件频频
发生，从媒体曝光的案例来分析发现，
受害最大的主要是流动儿童。而西仓
桥小学全校约有 500 名学生，几乎都
是流动儿童。与之相邻的勤业新村一
社区，也有很多流动人口的孩子就读
于该校。因为这样的特殊性，西仓桥
小学将这些孩子取名为“蓝天下的儿
童”，简称“蓝童”。

陈颖说：“流动儿童随父母从农村

来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更好的
生存环境。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
而无暇顾及孩子，在孩子防性侵教育方面
的亲子交流可以说是奇缺，也耻于对孩子
开口。另一方面，流动儿童与城市孩子的
生活存在差异，不少孩子觉得压抑、被歧
视，使他们产生了自卑心理，加上缺乏沟
通，极易被外在事物所诱惑。”

能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呢？在这一
年里，“勤爱蓝童 益路同行”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透视自我”，邀请专家老师来给
孩子们详细讲解生命之源，并辨析男孩
女孩的特点；知识宣传，在“六一”儿童节
向学生们赠送绘本等预防性侵安全知识
书籍；体验式学习防性侵方式；制作关于
防性侵的手抄报；开展预防性侵安全知

识系列教育夏令营；组织班级进行防性
侵知识竞答等。

一年后，问卷调查和随机抽问显示：
参加完“勤爱蓝童 益路同行”系列活动
的学生们，90%能正视自己的身体，不再
对防性侵闭口不谈；80%对肢体接触、语
言挑逗等不良行为说“不”；80%表示如
果发生性侵，应该迅速报警。

“社会公众对于青少年的性教育课
程缺乏正确的认识，带着有色眼光看待，
给青少年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钟楼区
妇联主席杨玮认为，“对于性侵问题的不
重视、不敢碰、不预防，是另一种‘监护’
缺失。我们将继续整合妇工、社工、志愿
者等资源，构建流动儿童专业志愿服务
网络。” 汪阳 何嫄

西仓桥小学和勤一社区

携手共推儿童防性侵计划《小 鸡 鸡 的 故 事》山 本 直 英/文
佐藤真纪子/绘 蒲蒲兰/译

《乳房的故事》 土屋麻由美/文
相野谷由起/绘 蒲蒲兰/译

《我宝贵的身体》郑智泳/著
《小威向前冲》尼古拉斯·艾伦/

著 漆仰平/译
《为 什 么 我 是 女 孩》王 早 早/文

朱进/图
《为什么我没有小鸡鸡》朱惠芳/著
《爸爸，我能和你一起洗澡吗》克

里斯·沃梅尔/著
《学会爱自己》系列（含《不要随便

亲我》《不要随便摸我》《不要随便跟陌
生人走》《不要随便改变自己》《不要随
便嘲笑我》《不要随便命令我》《不要随
便欺负我》）

《人体先生和人体太太》弗朗索瓦
兹·德·吉贝尔/文 戈德林·德·罗萨
梅尔/图 王妙珊/译

“性教育”绘本

本报讯 近日，新北区龙虎塘派
出所民警在抓捕一名犯罪嫌疑人时，
遭遇对方激烈反抗，恰好两名健身教
练下班路过，当即协助民警将嫌疑人
控制住。

1月9日晚，民警在辖区一商务楼
排查线索时，发现一男子形迹可疑，
遂上前出示证件、亮明身份，询问其
身份信息。男子拒不配合，并企图逃

跑，一系列反应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民警立即将其控制。哪知，该男子竟
大喊“救命”“假警察”，还死死咬住了
民警的手臂。

这时，健身教练张超和王军宣下班
恰好经过，见两名男子正试图控制一男
子，被控制的男子一边用力挣扎、激烈
反抗，一边大声呼叫。两人便上前查
看，其中一名男子向他们出示了警察证

件，表明正在执行公务。张超和王军宣
见状，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忙，随后，他
们身手矫健地协助民警将嫌疑男子控
制住，并带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事后，民警对张超和王军宣表示
感谢。王军宣说，自己是一名退伍军
人，见义勇为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普
通公民应尽的义务。

（童华岗 巢云杰 姚好）

健身教练见义勇为 下班协助民警抓捕

如今，不仅仅在大学生中流行做
兼职，许多成年人因为背负着孝顺老
人，抚养孩子以及各种还款还贷的压
力，也不得不在“8 小时”外再打一份
工。那么，公司员工私自在外做兼职，
公司是否可以辞退他呢？昨天，我市一
家单位为此向江苏常闻律师事务所律
师袁良军咨询。

这是我市一家外贸公司。半年
前，30 多岁的林某到该公司做财务。
朝九晚五，月薪 5000 余元。最近，林
某工作时总是无精打采，经常呵欠连
天。公司从与林某交好的同事处得
知，林某下班后又干起了跑腿送外卖
的活。“他这样兼职，难免影响本职工
作，能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呢？”该公
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向袁律师问道。

袁律师解释说，兼职，一般是指劳
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期
间，又为其他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或建
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对公司能否以员

工兼职为由解除该员工的劳动合同，
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劳动合同法》第 69 条第 2 款规
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
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
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
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劳动
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第4项规定：劳
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
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兼职主要
适用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对全
日制劳动者的兼职则有严格限制。一
般认为，全日制劳动者做兼职必须符
合下列条件：一是相关法律法规没有
明文禁止。如《国家公务员法》禁止国
家公务员进行兼职；《公司法》禁止担
任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经理
人员兼任同类企业的职务。二是用人

单位在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中没有
明确规定禁止劳动者兼职。三是兼职
没有侵犯原用人单位的利益，没有对
完成本职工作造成影响。四是用人单
位知悉后没有责令劳动者停止兼职。

也就是说，如果法律或用人单位
明确禁止兼职，劳动者一旦出现兼职
行为，用人单位即可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兼
职，但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影响了本职
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如果劳动者的兼职行为没有对本
职工作造成影响，但单位知悉后已经
责令其停止兼职，而劳动者拒不改正、
我行我素的，用人单位也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袁律师提醒劳动者，如果想要从
事兼职工作，必须在不损害第一用人
单位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单位有权以
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庄奕

员工私自兼职，当心公司解除合同

本报讯 近日，金坛区司法局
收到了一封来自西藏的感谢信，这
是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政法委、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局联合发
出，表扬我市唯一、全省“援藏律师
服务团”6 名志愿者之一的张华律
师。信中写道：张华进藏半年以来，
已认真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近 20
件，解答法律咨询100余人次，协助
县委、县政府化解（信访）矛盾纠纷
10余件。

今年 42 岁的张华是金坛司法
局律师联合党支部书记、江苏兴坛
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获得“省律师行
业优秀党员”。援藏前，他从业仅 4
年，但已办理各类民刑事案件 300
多件，当事人满意度100%。

2019 年，江苏省司法厅、省律
师协会招募 2019 年“1+1”中国法
律援助行动及“援藏律师服务团”活
动律师志愿者，共在全省招募志愿
者 6 人，服务时间为 1 年。张华是
我市唯一入选者，于当年7月进藏。

桑日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中南
部，地处冈底斯山南麓，雅鲁藏布江
中游河谷地带。感谢信中说，该县
此前是无律师县。张华进藏后，克
服身体高原反应、生活条件艰苦、语
言不通等诸多不利因素，一直致力
于藏区法治建设，利用自己的法律
知识，为汉藏群众提供热情周到的

专业服务，通过法治宣传提升当地
群众的法律素养。张华一到桑日县
就马不停蹄地对全县各乡镇进行全
面细致的调研，“跑断一双鞋底”；

“爬上海拔近5000米（去）当事人家
中”，为当事人代写各类法律文书，
深入农牧民群众身边解答各类法律
问题；坐阵值班大厅，为各类当事人
提供专业法律咨询并调解争议纠
纷；善于学习，遇到不懂汉语的藏族
群众，就通过表情和肢体手势和他
们交流，成为藏民身边的法律好助
手；参加全县每个刑事诉讼案件的
庭审辩护，不怕山高路远，多次赴山
南市看守所，见证被告人签署认罪
认罚具结书，并进行通俗易懂的法
律解释。

据介绍，张华进藏半年里，不仅
踊跃为当地政府的各类合同和重大
项目招引书提供法律意见，推动依
法行政，还只身到各类企事业单位
和人民团体中宣传法律知识。他曾
先后到桑日县最大的企业华电、华
新公司开展法制宣传讲座，200 多
名企业员工受惠；为全县社区服刑
人员开展集中教育学习活动，赴桑
日县中学和桑日县绒乡小学举办法
制讲座，近千名学生得到法律学习；
为更多了解藏民和他们的宗教信
仰，他走进县内 6 座寺庙，为僧人送
法送温暖。 （何嫄 蒋婉娟）

一封来自西藏桑日县的感谢信

本报讯 储存、买卖危险物质
须符合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定，新北区魏村一男子在简陋的自
建房内存放了大量“定时炸弹”，把
走访入户的民警惊出一身冷汗！

近日，魏村派出所民警在节前
入户走访时，发现春江镇孝都集镇
弘都新村一瓦房内存放了大量煤气
罐，周边都是居民楼，可能会对公
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
成重大危害，民警立即采取了行
动。经现场清点，该瓦房内共存
有规格为 15 公斤装的满罐煤气瓶
20 只，规格为 50 公斤装的满罐煤
气瓶 6 只，且未设置任何消防设施、
未配备任何消防器材。该处位于居
民密集区，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
设想。

随后，民警将涉嫌非法储存危
险物质的胡某传唤至魏村派出所接
受调查，依法暂扣了26只煤气罐并
进行安全转移，及时消除了隐患。

胡某交代，罐装煤气是小河加
气站送过来的，基本上都是附近村
民来购买或自己送货上门，从中赚
点辛苦钱，补贴家用。目前，胡某因
涉嫌非法储存危险物质被处以行政
拘留五日。

警方提醒，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储存、买卖危险物质须符合有关消
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希望广大
市民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储存危
险物质，同时，一旦发现自己身边存
在涉及危险物质的安全隐患，立即
报告有关部门予以消除。

（童华岗 丁文平 姚好）

26只煤气罐存瓦房
民警惊出一身冷汗

本报讯“超载 100%，您有什
么不服的吗？”“服了，我服了。”1 月
13 日上午，安徽籍驾驶员赵某驾驶

“霸王车”超载被金坛交警部门查
获，不但被处罚，其自行焊接的超载
车厢也被交警部门拆除。

当天上午 10 点，金坛 340 省道
上，赵某驾驶一辆改装过的超载大
货车（俗称“霸王车”），一路风驰电
掣闯入金坛境内。经过金城中队
辖区的 340 省道附近时，被正在
执行的交警汤晓虎发现，立刻将

他拦下。起初，赵某矢口否认自
己超载，但汤晓虎是一名有着 20
多年工作经验的老交警，一眼就
看出该车超载不少，他要求赵某
将车辆开至检测中心。经地秤检
测，荷载 30 吨的大货车竟然装了
60 吨。

为彻底根治超载隐患，交警对
该车违法改装的部分进行了割除。
据赵某交代，车厢是他擅自加装的，
为的是能多拉货。

（芮伟芬 季麓强）

“肢解”霸王车

本报讯 近日，多起因私家车、
地桩占用消防通道导致消防车无法
进入，影响火灾救援的事件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去年12月25日，武进
区湖塘城管中队根据镇政府安排，
积极配合湖塘纺织城对影响消防安
全的违章建筑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经过前期摸排，纺织城内影响
消防安全的违章建筑共计68户，城
管队员配合纺织城物业工作人员多
次召集违章户们开会，耐心细致地
向他们宣讲法律法规，以及一旦发
生意外火灾的严重后果。经过工作

人员多次登门做工作，大部分违章
户都表示同意和理解。截至今年 1
月13日，该中队配合纺织城统一拆
除 58 户 1944 平方米，剩余 10 户主
要属于仓库承包方范围，还在进一
步协商中。

湖塘中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今年 11 月前，会将涉及到影
响消防安全的违章建筑全部整治整
改到位，消除重大火灾隐患，确保消
防安全通道畅通，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童华岗 陆梦茜 陈慧宇图文报道）

湖塘纺织城

20天拆除1944平方米违建
本报讯 罚 1000 元、记 12 分、驾照

降级，这几天，溧阳驾驶员丁某肠子都悔
青了。更让他自己也想不通的是，他竟
然酒后当着交警的面骑上了摩托车，结
果被逮个正着。

1 月 2 日早上 8 点多，溧阳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城区一中队民警潘卫强走进中
队办事大厅，闻到一股淡淡的酒味，经过
辨别，发现酒味是从一名男子身上散发
出来的，该丁姓男子正在窗口办理货车
通行证。于是，他上前劝告丁某酒后不
能开车，丁某称知道，是别人开车把他送
来的，一会儿，别人还来接他。

随后，潘卫强习惯性地叮嘱丁某几
句后，来到院子里准备出去执勤。这时，
丁某办好通行证出来了，接下来的一个
动作，让潘卫强愣了一下——他竟然当
着民警的面爬上了自己的摩托车。这明
显就是酒驾嘛，潘卫强立即叫上辅警一
起将他拦住。经酒精呼气测试，丁某血
液中酒精含量为 48 毫克/100 毫升，属
酒后驾车。这时，丁某连连求情。

民警调查发现，丁某压根不是别人
送来的，而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证据
面前，丁某懊恼地称，1 日晚，他和亲友
聚会，从晚上8点多喝到半夜，也就喝了
一杯白酒，第二天一早以为没事了，就骑
着别人的摩托车来中队办事，哪想到就
这样自投罗网了。

根据规定，交警部门对丁某作出处
罚，驾照暂扣并一次性记 12 分，驾照降
级，同时罚款1000元。丁某从事货运工
作，持有的是 B2 驾照，这次要被降为 C
照，且两年内不能重新取得B照，这也就
意味着，他将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从事货
车司机的工作。

（芮伟芬 孙彦）

当着民警的面
酒驾男子骑上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