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離第十四批護航編隊起航近20天，在哈爾濱
艦上，有8名作戰崗位的女艦員首登亞丁灣，正在參
加巴基斯坦 「和平-13」多國海上聯合演習。作為首
批奔赴亞丁灣戰鬥崗位的女水兵，第一次登上軍艦
、第一次隨艦出海、第一次操作裝備、第一次參加
護航……，記不清是多少個第一次的累積，讓這批
女艦員從當初的 「醜小鴨」變成了現在的 「白天鵝
」。

去年9月，哈爾濱艦接到赴亞丁灣護航任務，海
軍女兵上艦試點也逐步展開，經過層層選拔，首批8
名女兵實現了上艦的願望。上艦伊始，8個女艦員睡
在不足20平米的艙室裡，上、中、下三層床鋪，上
鋪和中鋪根本無法坐起，四周銅牆鐵壁，手機沒有
信號。

一直夢想穿上 「浪花白」的李夢迪，上艦後才
發現，大部分時間穿的都是藏青色的作訓服，一天3
次掃除保養，日日與油漆、桐油為伴，抹布、掃把
不離左右，時不時還會遭到男兵的冷嘲熱諷： 「女
的幹不了這活兒，有機會還是調到岸上去吧！」

多半時間在5級風浪中度過
落差，對上進心非常強的20歲姑娘來說是個不

小的打擊，離開這裡的念頭開始滋生。然而，更大
的考驗還在後面。一次，艦艇執行出島鏈遠航訓練
任務。讓人沒想到的是，來回17天的航程，10天以上

在5級風浪中度過，艦艇左右搖擺超過30度。往日裡
活潑可愛的姑娘們，早已吐得七葷八素，一個個小
臉蒼白，沒有半點精神。

「給你們三天時間，適應不了，靠碼頭後下艦
！」艦政委雷波的一席話，給女兵們當頭一擊，上
艦後的種種經歷頓時湧上心頭，躲在兵艙抱頭痛
哭。

不服輸的勁頭讓姑娘們更加團結。與風浪鬥爭
的同時，還主動參與製作遠航掠影，籌辦 「大洋上
生日會」等。遠航歸來，女兵區隊獲集體嘉獎。

膽大心細 堅毅果敢
赴亞丁灣航度期間，2月23日，微山湖艦正在為

哈爾濱艦進行縱向補給訓練。此時海上浪高風大，
風速達到14米每秒。駕駛室下令，降下信號旗。 「
班長，我來！」李夢迪主動請纓。殷班長考慮到女
兵身體素質問題，擔心一旦脫手，不僅影響兩艦通
信聯絡，更會給艦艇航行帶來影響。

「剛起航，別逞能。」 「我能行！」看她堅
定的眼神，班長猶豫了。 「要不這樣，你操作，我
輔助，千萬不要逞強！」 「好！」只見她牢牢抓住
旗繩，眼睛注視通信旗，迅速降下，動作乾淨利
落。周圍的戰友紛紛豎起了大拇指：膽大心細，這
個女兵不簡單！

（中新社 「哈爾濱艦」 七日電）

她經濟彰顯婦女地位上升
消費時代 女性撑起不止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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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購物女比男易上癮
【本報訊】據新華社七日消息：明天是 「三八」婦女節，

與女性相關的消費市場將受節日因素迎來一波高漲，網絡購
物不容小視。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女性在網購
市場上已成為絕對主力。

「抓住女性的消費心理就能抓住市場」這一法則已一再
被證明。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調查顯示，綜合百貨類電商
平台女性用戶大約佔到所有用戶的六成以上；美妝類電商或
是社會化分享電商類用戶甚至佔到八九成；而部分團購網站
女性用戶也佔到近七成。

中國最受女性歡迎的十大網購產品類別為：服裝、鞋、
化妝品、護膚品、飾品、香水、箱包、家居日用品、消費團
購、奢侈品。

女性用戶比男性用戶容易上癮。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助理分析師分析，網購成癮的表現是：長時間坐在電腦前瀏
覽商品網頁，直到眼睛酸痛還不肯離開；看見打折、包郵商
品無法克制購物欲，不管是否需要。

「尤其是部分單身女性，把網購當成了談戀愛的替代品
，用琳琅滿目的商品來充實空虛的情感世界。」與此同時，
女性網購維權意識相對淡薄。在2012全年電子商務投訴中，
男性用戶佔據了68.5%，而女性用戶僅為31.5%。女性用戶網
購遇到權益受侵犯時，更多選擇了委曲求全與沉默。

「婦女能頂半邊天」
，但重慶市梁平縣合興鎮
龍灘村的黃蒞碧卻頂了多
半邊。養豬種田、照顧老

小，與丈夫長年分居兩地的她肩負本應由夫妻
兩人承擔的生產、撫養和贍養責任，承受常人
無法想像的生活壓力。

這個48歲的農村婦女過了半輩子留守生活，
結婚28年，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每年只有春節回
來一次。

村裡的留守婦女不止黃蒞碧一個，她所在的
村裡，75%以上的男勞力都外出到廣東、福建等
沿海地區打工，村裡留下了300多名婦女。

城市化催生「候鳥家庭」
上世紀80年代起，隨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

加快，大量農村已婚男性為了尋求更好的經濟收
入，放棄了正常的家庭生活，選擇到城市務工。
這也讓越來越多農民工夫妻被迫成為 「候鳥家庭
」，妻子留在農村獨自承擔養育子女、照顧老人
、務農等重任。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
留守婦女這一群體已達約5000萬人。據中國農業
大學發布的一份《中國農村留守婦女調查報告》
顯示，留守婦女的 「孤獨」情緒最顯著，63.2%
的留守婦女經常感到孤獨。

以家庭模式完成城鎮化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認為， 「留守婦

女產生的根源是中國長期城鄉二元分割的發展模
式決定的，是廣大的農村家庭為了家庭更好地獲
得經濟收入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選擇和犧牲。」

佟新表示，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改變長期城
鄉二元分割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實
現具有層級的城鎮化，使鄉村夫妻能夠以家庭模
式完成城鎮化進程，夫妻能夠共同參與到有酬勞
動中。 （新華社）

西藏有73名女律師
「在過去，我們藏族非常忌諱合同

，認為合同就意味不信任。」央金
，這位中國改革開放後西藏的第一位女

律師，在回顧民族法律意識增強的過程
時感嘆道。

「隨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老百姓
的法律意識也在增強，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

，西藏的民事案件、經濟案件逐漸增加，更多
的人開始願意在法律的框架下尋找解決問題的

方法。」央金說。
在過去的西藏，由於一直延續父系社會倫

理關係的緣故，婦女的地位非常低，與合同一樣遭
受 「歧視」。婦女的地位也導致其在接受教育上
備受歧視。 「如果女人識點字，就遭到冷嘲熱諷
。」央金說，過去的西藏95%以上婦女處於文盲狀
態。

1951年，母親命運的改變，決定了央金的人生
。當年，昌都成立了當時西藏第一所小學──昌都
實驗小學，這讓央金的母親有了上學的機會，成為
了昌都實驗小學第一批學生，開始接受正規學校教
育。後來，央金的父母被送到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
繼續深造，畢業後留校任教。

央金說： 「和我同齡的女孩子都在初中畢業後
提前步入社會開始工作。是母親的堅持，我才能繼
續研讀高中，並在1981年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西南
政法學院，成為那一年考上西南政法學院的5個藏
族學生之一。」

見證西藏女律師從無到有
「作為一名藏族大學生，應該回到養育我的地

方，為家鄉的建設出力。」1985年，央金毅然放棄
各種機會回到雪域高原。同年，央金辭去公職，成

立了西藏第一家律師事務所，作為西藏第一位女律
師開始了她28年的律師職業生涯。

28年，在央金的帶動下，西藏女律師從無到有
，共同見證了西藏法治建設與民族發展的進步歷程
。一份來自西藏自治區司法廳的數據顯示，目前，
西藏全區女律師共有73人，約佔律師總數的39.2%
；40歲以下女律師60人；95%以上女律師都具有大
學本科以上學歷。

從昔日的農奴，到今天的 「半邊天」，婦女參
與西藏社會法治建設與發展，僅僅是西藏婦女發展
變化的一個剪影。自2011年11月西藏頒布實施了《
西藏自治區婦女發展規劃（2011-2015年）》以來
，西藏婦聯引領基層女性立足崗位、創先爭優，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建功立業。

【新華社拉薩七日電】
▲3月7日， 「格桑花」 女子旅檢科的幹警們在進行日常
訓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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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距離第十四批護航編隊起航近20天，
在哈爾濱艦上。圖為女艦員在執勤 中新社

▲圖為3月4日
，多才多藝的
女艦員表演新
疆舞

中新社

【本報訊】3月8日是國際婦女勞動節，
中國社會對女性話題的關注度逐漸升溫。一
個最明顯的現象是，街頭巷尾及網絡上有關
婦女節的廣告和行銷越來越多，精明的商家
將這個節日包裝、演繹成為一個全新的消費
節日。

據新華社七日報道：無論是喊出 「做女人，我驕
傲」的京東商城，還是喊出 「愛自己，女人我最大」
的淘寶、天貓，抑或是在現實中標榜 「我負責讓利，
你負責美麗」的百貨商場，都在以琳琅滿目的打折促
銷、溫馨細緻的專屬服務，為 「她經濟」推波助瀾。

社會學者艾君認為，日顯蓬勃、火熱的 「她經濟
」不過是女性社會角色變遷在經濟層面的縮影。 「在
消費領域，女性撐起的不止 『半邊天』。」

「婦女節」 變身 「女人節」
生活中，女性家庭地位的上升成了不爭的事實。

女網友 「毛毛蟲子愛睡覺」表示，在家裡，自己是當
之無愧的 「女王」。 「他每天跟誰打了電話，跟誰見
了面，做了什麼都會彙報，吵架也大都是他認錯、道
歉。」

女性社會角色的變遷帶來了對女性稱謂的多元化
。 「女王」 「爺」 「白骨精」 「白富美」等新興詞彙
，一改過去女性弱勢的傳統形象。

精明的商家們在促銷時也都不約而同的避開了 「
婦女」二字，商場將 「婦女節」稱為 「女人節」，迎
合了大多數女性消費者的心理需求。 「別人要是稱我
為 『婦女』，我會覺得我老了，而且沒有光彩了。」
有網友解釋道，因為這個詞容易讓人聯想到 「身材臃
腫，沒什麼文化」的家庭主婦形象。

事業成功的女性也有了全新的 「頭銜」。走上管
理崗位的女性成了集 「白領、骨幹、精英」於一身的
「白骨精」，女性領導力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一些

在各自領域成功的女性被稱為 「哥」，甚至被稱為 「
爺」。

「學生會、學校、工作單位，都不乏 『一個女人
領導一幫男人』的情況。」身在上海的濟南人馬旭冉
告訴記者，比如「范爺」范冰冰，擁有自己的演藝公司
、自己投資的影片， 「這種稱呼更多地體現出女性開
始掌握越來越多的管理權、財富及社會話語權」。

就業仍存 「性別歧視」
當然，看似樂觀的變化背後，不少 「隱形天花板

」如婚戀 「剩女之爭」、就業 「性別歧視」、生育 「

重男輕女」等問題仍讓女性感到憂慮。
今年即將研究生畢業的王驪驪就同時面臨生育

和就業的雙重壓力， 「婆婆那邊張口閉口就是 『孫子
』讓我無力招架，而我應聘的單位則擔心剛簽下她就
要去待產。」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認為，對女性來說
現實中仍然要面臨諸多不公平的待遇。他以就業為例
說，很多時候很多單位會打 「不適合女性」的旗號
，但實際上人為設置屏障。

▲3月7日，安徽省淮南淮河新城幼兒園舉行慶 「三八」 教師趣味運動會，青年女教師在參加 「車輪滾滾
」 趣味遊戲 新華社

▲一年一度的女生節在南開大學舉行，女生們在心願牆
上貼上許願卡。一名男生從心願牆上摘下一張 新華社

▲重慶洋人街工作人員反串扮演孕婦角色，體驗女性生
活，迎接婦女節，吸引不少男性遊客前來一起體驗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