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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11日
发布《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
若干规定》。规定明确，校外培
训机构不得违法招收义务教育
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开展全日
制培训，替代实施义务教育；不
得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告，
诱导家长将适龄儿童、少年送

入培训机构，替代接受义务教
育；不得有违反党的教育方针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
内容，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

“三从四德”、占卜、风水、算命
等封建糟粕，不得利用宗教进
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织里的童模行当，构成了一个
体系完整、分工细致的产业链。镇上
有十几家童模培训机构，负责人每
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你家
学成之后，能去拍照赚钱吗？负责人
不好直说——说到底，还是看颜值。
颜值这种东西，你家长都没有给小
孩，怎么要求培训机构给？

一天下午，3周岁以下小孩组
成的“萌娃班”开始上课。教室里摆
放一块T台板，边角装饰着LED发
光棒。动感舞曲中夹杂着哭声，听
到孩子哭了，一个家长赶紧推门进
来，抱出门去安慰。最小的孩子只
有18个月，负责人劝家长，小孩可
能还听不懂老师说话呢。家长说，
感受感受气氛也好。

有些培训学校会组织童模比

赛。童模陈诺的爸爸带她去杭州参
加“2019小童星嘉年华全球盛典”，
比赛为期3天，来了5000多个小孩，
每人报名费2000元。只要参加，就能
拿到最佳潜力奖、最佳模特奖、最佳
童星奖中的一种，如果加钱，还有可
能拿到最佳家长奖、全球形象大使
等。连续两晚的颁奖晚会，都从下午
5点开到晚上10点，一次上台20个孩
子领奖，总共颁了5000多个奖。

陈诺拿了最佳模特奖，但爸爸
却高兴不起来，他有点儿担心，怎
么陈诺的仪态还不如参加培训之
前呢？半年来，他在培训上花了三
四万元。

这些试图通过培训机构冲进
童模市场的童模们，在鲍水看来，
是家长没找对门道。

涉及儿童拍摄表演的乱象，更多还是
法律机制漏洞的结果。

众所周知，雇佣童工是被明令禁止的
行为，2002年中国就发布了《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不过它留了一个口子，也即并未
禁止文艺、体育单位招录未成年人，儿童
文艺表演属于被豁免的领域。

不仅童工的判定标准存在漏洞，像拍
摄童装的童模，他们的经纪人往往就是家
长，和拍摄公司也不是雇佣关系。所以只
要不是违背义务教育法，以牺牲孩子受教
育权利的方式来拍摄表演，基本上都不会
被当做使用童工来处罚。

为了遏制过度商业化表演对儿童的
身心损害，2015年大修后的《广告法》第三
十八条明确规定，“不得利用不满十周岁
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但这里禁
止的是广告代言，而不是广告表演。二者
的界限本身比较模糊，区分判定时往往也
是以合约形式。那种一次性支付劳务费的
童装拍摄，同样不会被纳入规制的范畴。

童模童星的拍摄表演，在法律层面缺
少精确的界定，最后往往只能靠家长的自
觉。加上中国的反家暴反虐待体系在执行
过程中的刚性，容易受传统亲情纽带的消
解，因此碰上那些只顾捞金且粗暴对待孩
子的家长，很多孩子只能自认倒霉。

因此，规范儿童拍摄表演，更多需要依
靠法律机制的系统完善。总的来说，在儿童
权益保护不甚健全的前提下，相关的法律规
范更加严格一点，社会舆论更加警觉一些，
都不会是坏事。（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新京报《智族》杂志

4月9日，多家媒体
转发一段童模拍照过
程中被一成年女子脚
踹的视频，引发网友愤
怒。据童模合作商家表
示，该女子为女童“妞
妞”的妈妈，“妞妞”模
特与多家店铺合作，接
单量大。之后，此事迅
速登上微博热搜。

10日，该女童母亲
通过微博发布一则道
歉声明，称绝无虐童之
意，只是在沟通教导中
如视频所示动作稍大，
绝无伤害之意。10日
晚，网友通过多种渠
道，“扒”出此前女童母
亲脚踢、衣架打女童的
视频。声明与事实的巨
大不符，再次点燃网友
怒火，11日上午，多个
与此相关话题占据微
博热搜榜。

综合网上的视频
和图片来看，女童母亲
确实有虐打孩子的嫌
疑，但让网友愤怒的根
源，不仅仅是女童被虐
打，更是父母把孩子当
成赚钱工具。

而这冰山一角也
揭开了“童模行业”的
盖子。“一天要重复穿
衣脱衣264次，工作时
长甚至高达十多个小
时”，“孩子靠穿童装拍
照一年收入数十万甚
至上百万”。

据新华社电 革命圣地西
柏坡。松柏苍翠的柏坡岭，如一
位历史老人，注视着这片红色
热土上70年的变迁。

记者近日走进西柏坡，倾听
老、中、青三代人，讲述不同时期
传承西柏坡精神的奋斗故事。

“开游船”的老党员：
讲红色故事 念党的恩情

今年74岁的西柏坡村老党
员闫青海，很小时得了一场重
病，绝望的父母把奄奄一息的
他包裹起来放在石碾上，打算
放弃。

董必武夫妇在回家路上发
现了这名弃婴，立刻把他送到
中共中央机关医院救治，孩子
就这样活过来了。这件事很快
传遍了整个西柏坡。

“共产党的恩情不能忘。”闫
青海说，长大成人后，自己时刻
想着，只有艰苦奋斗，带头致富，
把西柏坡精神发扬好，才不辜负
老一辈革命家的救命之恩。

上世纪50年代，为修建岗
南水库，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村从鱼米之乡的“粮窝子”搬到
了高山岗。曾经为共和国的诞
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西柏坡又
一次作出了牺牲。

当时，西柏坡村住的是土
坯房，吃的是统销粮。为了增加
收入，18岁的闫青海在水库上
开起了运输船。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西
柏坡。当时担任村党支部副书
记的闫青海，发动村里五六个
壮劳力与他一起到石家庄当装
卸工；后来，带领村民在水库打
鱼，依托红色资源，开了西柏坡
第一家“农家乐”……闫青海成
为村里首个“万元户”。

如今，走进西柏坡，一幢幢
白墙灰瓦的农家院整洁漂亮，一
条条平坦宽阔的马路通到了各
家各户，污水处理、文化长廊、卫
生设施等一应俱全。近年来，西
柏坡村民从卖茶水、卖鸡蛋、卖
纪念品起步，发展起了旅游服务
业，年人均纯收入上万元。

虽已过古稀之年，闫青海依
然闲不住，还在开着游船。“游客
都喜欢坐我的船，听我讲当年党
中央在西柏坡的故事。”闫青海
说，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西柏坡
的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

打造“美丽”的村支书：
时刻牢记“两个务必”

紧邻西柏坡的梁家沟，与
西柏坡纪念馆咫尺之遥，一排
排新民居错落有致。

梁家沟是水库移民村，村
民很长一段时间过着苦日子。
今年51岁的陈国平1996年开始

担任梁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那
一年，当地遭遇百年不遇的洪
涝灾害。

陈国平带领村民重建家园
后，吸引投资建设了西柏坡民
俗博物馆和嘉旅宾馆，每年为
村集体创收20多万元。

2009年，他学习外地经验，
推动梁家沟新民居建设：集中
一片土地建小洋楼，拆掉旧房
发展其他产业。新村最靠边的
一处位置地基松软，工程量最
大，得多花钱，陈国平主动要了
这块地。

新民居建好了，家家搬进
了二层小洋楼，原先占地300多
亩的宅基地压缩到了60多亩，
置换出发展用地200多亩。

村民的新居，一楼自住，二
楼作为农家旅馆招待游客。村
里建了旅游合作社，统一经营
管理、统一服务标准，为周边农
村树立了标杆。

腾出的土地，建成了景区停
车场、红旅小镇、旅游宾馆。一个
以红色文化实景演出为特色的
西柏坡红秀剧场正在建设过程
中……梁家沟村被河北省委、省
政府评为首批“美丽乡村”。

“西柏坡是咱共产党员的
精神家园。”陈国平说，整体脱
贫了，更要时刻牢记“两个务
必”，不能被成绩冲昏了头脑。
为防止出现经济问题，村里的
财务管理实行集体报账制，报
账需由全体两委班子成员、村
理财小组共同审查，并及时逐
条公布。

追求创新的大学生：
勇于进取谋幸福

2005年，23岁的闫二鹏大
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西柏坡，从
母亲手中接管了家庭宾馆。

“我非常看好家乡的红色
旅游资源，毕业后决定回来
干。”闫二鹏说。他不满足于传
统经营模式，成立了村里第一
家旅行社，建了西柏坡旅游网。

为了更好深挖红色文化，
提升服务内容和品质，他经常
去外地考察，学习借鉴好的经
验。近几年，他注册了培训公
司，聘请了专业人员，创新了培
训方式；还与携程、去哪儿网等
各大网络平台合作，继续扩大
宣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西
柏坡参观学习。

在上大学时就加入共产党
的闫二鹏说，自己生在西柏坡
感到非常自豪，身上有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他理解，西柏坡精
神中的艰苦奋斗，不是守着贫
穷过日子，而是勇于进取谋幸
福。对自己而言，赚钱不是目
的，而是通过自身努力传播好
红色文化。

10岁小童模
一天赚了3万多

谷歌一直记得一个数字，264。
这是衣服的数量——早上9点到凌
晨2点，一件件衣服在她身上穿上、
脱下、穿上、脱下……总共264件。

面对镜头的谷歌动作熟练，脱
掉羽绒服，换上薄风衣。前一秒还
在低头跺脚、牙齿打战，但一看镜
头扫了过来，立马腰背挺直，露出
标准的微笑。

在浙江湖州这个名叫织里的
镇子上，谷歌或许是名气最大的
人。织里的街头排列着“时尚看巴
黎，童装看织里”的口号，国内童装
市场的产品半数出自这里。数以千
计的孩子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
带领下，或带着成为童星的梦想，
或背负着改写家庭命运的期望，从
全国各地而来，加入“童模”的队
伍。谷歌，就是“中国童装之乡”最
耀眼的明星之一。

谷歌上午7点起床上学，下午4
点半放学，妈妈鲍水在校门口接上
她直接去拍摄基地拍片，常拍到晚
上十一二点。赶上旺季周末，夜里
一两点才收工。在化妆间，她把一
本时尚杂志垫在英语卷子下面，化
妆师给她修眉毛，刀一停下来，她
就往卷子上填一个单词。

在织里，童模们按衣服件数结
算工资，价格从一件几十块到一百
多不等，谷歌拍一件，120元。拍264
件那天，就是31680元。工钱现结，
拍摄结束后，厂家和童模经纪人面
对面打开微信，扫码转账。

5岁娃做鬼脸多可爱
妈妈生气用脚踹

说是童模经纪人，其实多是孩
子的妈妈。单子多了，一些爸爸也
会辞掉工作来到织里，专职给孩子
当司机，穿梭于各个拍摄基地。

摄影基地里，最小的男孩还站
不直，换裤子时，纸尿裤会露出来。
最大的女孩已经发育，脱下的衣服
被拽走时，拉着袖子挡住微微隆起
的胸部。拍摄常常要持续个把小时，
让孩子们不要烦躁是件麻烦事。

卓玛和卓伊，就是近一两年投
身于潮水之中的孩子。父亲还在河
北保定老家，母亲西贝一人带两个
孩子在织里四处找活，情绪时常烦
躁。一天在拍摄基地，5岁的卓伊不
太配合摄影师，对着镜头做鬼脸。
西贝冲上去对准卓伊屁股踹了一
脚。卓伊“哇”的一声哭了。

在拍摄现场，家长们没有跟孩
子慢慢讲道理的时间——孩子不
配合，意味着拍摄基地每分钟3到5
元房租的损失，意味着摄影师、化
妆师、前来监督的厂家工作时间延
长，耽误接下一笔单子。童模圈子
小，配合度不高的孩子，不出几天
厂家和摄影师都会知道，订单就越
来越少。

西贝带着两个孩子租住在镇
外的村里，深夜拍完片，西贝得开
二十多分钟的车回家。丈夫总跟她
打电话说：“你把作为父母的责任
推到孩子身上。钻钱眼里去了。”西
贝的反应是，他如果在这个圈子里
看着大家都在拍，怎么会不着急？

教育质量差 家长不动摇
“没有什么比这个挣钱更快”

拍摄之余，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们常
会寒暄几句。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上学的
事，外地来的孩子很难进得了公立小学，
要么上打工子弟学校，要么花高学费进国
际小学。一天在拍摄场地，西贝跟鲍水抱
怨，私立学校教学质量不行，期末考试，监
考老师直接让卓玛改答案，结果把正确答
案给改错了。

上学的困难并没有动摇西贝在织里
站稳脚跟的决心。“没有什么比这个挣钱
更快了。”西贝说，虽然童模只能做几年，
但是就这几年，就能挣出“正常人一辈子
也挣不来的钱”。在织里待了一年，她已经
克服了曾经的不适——两个不满10岁的
孩子是家里赚钱最多的人，比她和丈夫多
得不是一点儿。

一天早上，西贝去摄影公司串门，跟
老板聊天维护关系。老板聊到对童模市场
的观察：“某些人把孩子当成赚钱的工具
了，靠孩子去赚钱，父母对吗？小孩子在上
学的时候，使劲地接单，摄影公司不行，自
己再去找单。我去，那是有多爱钱啊！”

西贝没有说话。对方赶紧补上一句：
“不是说你，你不要多想啊。”西贝说：“没
事！抗击打能力越来越强。”

孩子长高了
妈妈却焦虑又恐慌

童模的职业寿命，通常只有几年，学
龄前儿童居多，零星有些小学孩子。身高1
米60是个极限，一旦超过了，接不着订单，
就得离开这行。

2016年刚来织里时，卓玛身高和同龄
的 谷 歌 一 样 ，都 是 133cm。现 在 ，谷 歌
140cm，卓玛已经到了150cm。孩子身高不
停上涨，西贝很焦虑。

与此同时，她为孩子的未来感到恐慌
——模特是一份没有积累的工作，除了赚
钱，对未来没什么帮助——西贝强调，这
一点，她看得很清楚。

童模

产业

家长

法律

“时尚看巴黎，童装看织里”，浙江湖州一个叫作织里的小镇
的街头，挂着这样的巨幅标语。这个“中国童装之乡”不仅出产了
国内童装市场上的半数产品，也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儿童模特。

这些学龄前孩子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带领下，或带着
成为童星的梦想，或背负着改写家庭命运的期望，从全国各地
而来，加入“童模”的队伍。他们获取着比许多成年人都要多的
收入，也面对着许多成年人都不曾面对的复杂现实。

童模行当构成产业链
培训机构大把捞金

规范儿童拍摄表演
更需法律机制的系统完善

西柏坡：70年，三代人的精神传承

教育部：
培训机构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三从四德”

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
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据新华社电 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11日在汉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
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
一案并当庭宣判，裁定驳回张扣
扣的上诉，维持汉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张扣扣因对1996年其母被本案
被害人之一王正军伤害致死而
长期心怀怨恨，迁怒于王正军及
其家人，选择在除夕之日报复杀
人，持刀连续杀死王正军、王校
军、王自新，且犯罪过程中有追
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

情节，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
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
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
社会危害性极大；张扣扣杀人后
为泄愤又使用自制汽油燃烧瓶
焚烧王校军家用小轿车，造成财
物损失数额巨大，均应依法惩
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
并罚。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
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不对
其从轻处罚。对陕西省人民检察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予
以采纳。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
作出上述裁定。

母亲踹童模视频揭行业乱象
数以千计的儿童“赚钱养家”
十余培训机构借此大把捞金

他们，只是孩子啊！

有些孩子穿着纸尿裤
就开始“养家糊口”了

起初接受不了靠孩子赚钱

现在月入十几万
都不满足

刚来织里的时候，西贝最在乎的是两
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把当童模定位成课余
兼职，“很多父母就指着这个赚钱，我当时
就接受不了。”

刚来那会儿，她想，一个月挣几万块
钱就满足了，如今，一个月十几万也不满
足——别的家长就带一个小孩，一个月拿
到几十万没问题的，自己还带两个呢。

走进
童模镇

谷歌在拍摄中

70年前，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迈开“进京赶考”的步伐。一个
崭新的中国向着世界昂首走来！70年砥砺奋进，神州大地发生天
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答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恢弘铺展。

同庆祖国华诞，不忘奋斗初心。即日起，本报将开设“壮丽70
年·奋斗新时代”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深刻反映70年来社会主义
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揭示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讲述普通人与新中国同成长、共命运的动人故事，激发干部群
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凝聚新时代团结一心、艰苦
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