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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案敲响儿童保护警钟

事件发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二层楼公寓中。当地
时间 13日晚上 8时，华裔母亲李琳正在为 2岁的小女孩
洗澡，只因女孩刚刚尿裤子，盛怒之下的华裔母亲便把
女孩的头按在水里以示惩戒，最终致其溺毙。据了解，
女孩的父母为福建移民，母亲李琳为全职太太，父亲从
事餐馆兼职工作，工作并不稳定，而这名 2岁的小女孩
也刚刚从中国回到父母身边。据报道，李琳本身也有一
段悲惨的童年。虽然李琳童年的悲惨经历或许给她造成
了心理阴影，然而李琳亲手杀死自己 2岁女儿仍是不可
原谅的罪行。

无独有偶，同样在布鲁克林47街相隔不远处，一名
39 岁的华裔女童母亲邱慧在 3 月 4 日被警方逮捕，因为
长期虐待9岁女儿而被指控9项罪名。

两次华裔虐童案件一经报道，华人社区哗然一片，
纷纷通过媒体谴责这两个女子，认为她们心如蛇蝎，虎
毒不食子，怎忍心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放过。然而事实

上，家暴问题普遍存在。据美国卫生与福利部 （HHS）
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因家庭暴力等原因被虐儿童
中，约44%是白人，约21%是非裔，约23%是西语裔，亚
裔和原住民仅占极小比例，华裔社区家暴问题绝非最典
型。

据报道，在纽约市儿童福利和保护局工作超过28年
的罗淑华表示，纽约市每年都会收到将近 5万个儿童虐
待相关的投诉，而华裔家庭的案件比例占总数的3%。罗
淑华呼吁，华裔民众应当更多关注儿童福利保护法，避
免过失杀人造成骨肉分离的家庭悲剧。

华裔家庭缘何悲剧上演

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华裔父母的教
育观念。在传统的亲子关系中，父母与孩子并非独立与
平等的关系，而是处于支配与附属的地位。“父母常常将
孩子看成是自己的私有物，而非独立的人”，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周丽媛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当冲突出现时，华
裔父母往往不会基于互相尊重的立场去考虑孩子的感

受，而寻求更加粗暴的方式去迫使孩子顺从。”与
此同时，在“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
传统观念影响下，华裔父母更容易采用体罚等教育
方式。特别是近年来，海外“虎妈狼爸”教育成为
一种育儿“时尚”，打骂教育成为父母望子成龙的
捷径。当严苛的“度”掌握不好时，常常酿成无法
挽回的惨剧，用心良苦的父母也只能自尝恶果。

也有专家指出，“棍棒教育”的传统观念并不
能完全解释华裔父母的家暴行为，家暴本质上是父
母的情绪宣泄方式。由于隐蔽的家庭环境与孩子较
弱的反抗能力，他们往往成为华裔父母最容易控制
与攻击的对象。当压力无处宣泄时，孩子成为父母
的情绪处理器。周丽媛分析说，家暴行为往往是

“祖传”的，纵观儿童家暴事件，在长期耳濡目染
下，家暴行为内化为孩子的部分人格。采用打骂教

育的父母大多小时候也被如此“教育”过，比如案件中
的华裔母亲李琳，从小受到继父母打骂的经历也让她使
用了相同的教育方式。

除此以外，文化的差异、社会的融入与海外经济压
力让华裔父母承受更多的精神负担，华裔家庭亲子关系
更加脆弱。“海外生存压力比较大，遇到一些困难，比如
离异，发泄的途径跟国内不一样”，西班牙华人徐先生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很多动手打孩子的父母大多都文化
水平相对较低，很容易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到无辜的孩子
身上。同时，华人交友圈相对封闭，华裔虐童行为往往
隐蔽而持久，只有当恶性事件曝光时才会引起华人社区
的注意。

家暴来袭，华裔儿童权益何以保障

毋庸置疑，华裔父母与孩子都是家庭暴力行为的受
害者。“父母不可能故意伤害自己的孩子，即便有孩子死
亡的情况，也可能是父母不愿意看到的”，西班牙华人徐
先生解释到。华裔儿童权益的保障需要华人家庭与社区
共同的努力。

和谐的家庭亲子关系需要父母认识到自身人格的缺
陷，“让父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完善的人格对待孩
子。”周丽媛补充到，“教育父母是个长期的过程，一般
父母不认为打孩子有问题，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人格缺
陷”。同时，她认为孩子建立起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至关
重要，如果孩子从小就有足够的法律意识，也未尝不是
最好的自我保护。

解决家暴问题，华人社区的帮助也尤为重要。澳大
利亚华人心理咨询师陆玮称，家庭与生活的压力是移民
现实存在的问题，焦虑、抑郁等情绪如果发展到极端，
容易引发刑事案件。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应该主动寻求社
区和朋友的帮助。华人社区也可以举办一些法律普及活
动、亲子座谈会等，来帮助海外的华人父母强化对自我
行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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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5 日晚，当纽约市警方拿到尸检报告
时，24岁的华裔妈妈李琳终于承认自己将2岁的女儿溺
毙在家中的浴缸里，等待她的将是二级谋杀罪、过失杀
人罪、危害儿童罪等指控。事件一出，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人们在痛惜小女孩无辜生命逝去的同时，也陷入了
对海外华人儿童保护的思考。

章金生的画室里挂着一幅画，题款首句写的是
“好汉落牙和血吞”。画面中一簇绽放的红牡丹被雨打
风吹，几近香消玉殒，但依然凌寒傲霜、倔犟坚强。
看惯了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的人，乍见这样的画风
难免惊诧。

旅居温哥华 20多年的画家章金生有着显赫的中国
画的家学渊源和师承传统。慈母邬桂芝是其启蒙老
师。章金生7岁时随母研习传统工笔画，打下根基。

章金生，祖籍浙江遂安，1948 年生于云南昆明，
成长受教育于宝岛台湾。1992 年，章金生移民加拿
大，从事国画创作与教学事业，被画界誉为当代极具
内涵的水墨表现派画家，在加拿大画坛独树一帜。

章金生绝对是画坛幸运儿。其大学老师有傅狷
夫、梁又铭、李奇茂、刘奇伟、林克恭、阙明徳等，
都是一流名师。更幸运的是，他的花鸟画得到张大千
的高足邵幼轩的教导，而大学毕业后更直接师从张大
千衣钵传人孙云生学习“泼墨法”。

1989 年，时年 42 岁的章金生前往纽约负笈求学。
在纽约读研究所期间，因为要写很多论文，章金生日
夜读书，两年的阅读量超过 20 年。更难能可贵的是，
那段时间里，章金生每个假日都前往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现代美术馆”，尤其是“苏和区”，观瞻世界
各地艺术家千奇百怪的艺术表现！“我就是这样，从旧
新、中西、守放的矛盾冲击中去发觉、寻找平衡与交
融！”

带给章金生画风变革的是纽约的一场雪。1991 年
4、5月份，牡丹花绽放之际突然间大雪纷飞。“4、5月
还下雪啊，这是以往我没有的观念。”传统国画老师教
给章金生的“金科玉律”是：牡丹春天开，不可以和
冬配，“老师们不准我们画不合季节的画，可是我看到
的实际情形是风雪牡丹”。

这样的际遇给了章金生一个特别的体悟：世事无
常，花开花谢未有期；人生多变，起起伏伏平常心。
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大风雪，人生
亦如此，“可能你顺风顺水，但难免突遭大难”。章金
生从此开始专注牡丹。

对历史有特殊嗜好的章金生在研究牡丹过程中，
钻研历代牡丹，尤其是明清以来泼墨牡丹的技法和历
史，描摹了一幅16米长的“历代名家牡丹”长卷，并
以西洋绘画“多样的统一”理论催动张大千泼墨技
法，画出了风雪牡丹的花叶层次。又在此基础上钻研
出牡丹花不同情态的变化，融汇出“风晴雨露雾霜
雪”的牡丹姿态，契合人生喜怒哀乐的不同际遇。

2010 年在成都举行的一次展览中，章金生的风雪
牡丹图受到当时四川美院院长的点评：你的牡丹是我
们中国五千年来没有人画过的，你把它改变了，你的
画法有可能影响到后来人。

已经 69岁的章金生几乎陪伴丹青一生，对于绘画
的体会是“要有情，还要有慈悲”。“画牡丹花要有
情，就算画一个杯子，也要看出感情后才敢动笔”。至
今仍在开堂讲学的章金生教育学生们，心中有情，画
中才能有情。而培养友情的途径之一是慈悲。章金生
说，悲天悯人方能有情，才能入画。 （据中新社电）

章金生

风雪牡丹画新风
徐长安

难民潮爆发以来，欧洲陷入重重危机与困境，尽管
多国政府都采取措施救助，但依然无法消纳源源不断的
大规模难民。希腊作为难民登陆的“前线国家”，涌入大
批难民，在各国收紧难民政策后，首都雅典更是聚集了
大量滞留在希腊的难民，他们的生存需求难以得到满
足，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救助。

希腊华侨华人妇女会、雅典商务孔子学院、当地华
商及其他中资机构的华人在2015年12月自发组成了希腊
华人志愿者团队，汇聚多方华人力量，进行了一系列人
道主义救助活动，用真实行动践行爱心。

近日，该志愿者团队分成3支小分队，连续4日天刚
刚亮就到难民密集的雅典胜利广场和维多利亚广场，为
彻夜待在广场的难民分发姜茶和热粥，并向少数处境极
为窘迫的难民资助钱款。与此同时，部分志愿者前往雅
典南部一座旧机场，为聚集在航站楼附近的难民送去数
百双干净袜子御寒。

除援助雅典市内的难民外，华人志愿者团队还专程
前往希腊-马其顿边境伊多美尼，为难民营的难民送去物
资、提供帮助。据悉，伊多美尼难民营原本只能容纳几
百人，现在却挤了上千名难民，不少难民在营地周围搭
起简易帐篷，而他们穿得十分单薄，有些难民甚至没有
鞋袜。了解到难民恶劣的生存情况后，华人志愿者们带
着1000件衣物、10箱儿童食品、10箱矿泉水、儿童雨鞋
等物资分发给难民，帮助他们度过困境。

华人志愿者们带给难民的不只是物资，更有温暖与关
怀。受到援助的难民纷纷感激志愿者的帮助。此前，该志愿
者团队曾两次赴希腊莱斯沃斯岛参与难民救助活动，他们的
善举得到了希腊政府、联合国及欧盟有关负责人的肯定。

首次登岛救助，华人志愿者与瑞士志愿者团队合
作，救助了米提里尼海岸的上百名难民。希腊华人妇女
会的会长陈雪艳、雅典商务孔子学院院长祖利军、华人
中医医生雷升、华商夏海光等志愿者将袜子、食品、水
果等发给难民。据祖利军介绍，华人志愿者团队自发组

成，第一次开展救助缺少经验，但是在与国际救援队的合作与学习中，志愿
者们成长很快，救助行动也日显专业。

2016年春节前后，华人志愿者团队再次抵达莱斯沃斯岛进行为期 4天的
救助。在此次救助过程中，志愿者不仅为难民送去大米、姜茶、鞋袜、衣裤
等物资，还前往难民营看望难民、了解情况，与希腊志愿者团体共同清理、
修整难民营的环境。为了更加有效地救助难民，华人志愿者团队十分注重与
国际不同志愿者团队建立联系、互通信息，共同探讨救助方式和途径。

陈雪艳表示，救助难民的行动得到了希腊华人社会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大力支
持。联合国、欧盟及国际社会的称赞，亦代表着对华人为驻在国所做贡献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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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扬州市政府共同举办“感知中
国，扬州印象”开放日活动。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向美国民众发出了“烟花三月下扬
州”的邀请。

上图：扬州艺术家表演杖头木偶书写狂草。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网站

右图：扬州木偶艺术家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表演贵妃醉酒。 邓 敏摄 （中新网）

扬州印象推到美国

汕头华侨试验区与欧盟开展合作

中新社汕头电（陈启任） 中国汕头华侨经济
文化合作试验区、汕头大学等近日在汕头与英国诺
丁汉大学、莱斯特大学等欧盟机构签署合作备忘
录，探索对外合作的空间和领域，深化中欧合作。

据介绍，华侨试验区将与诺丁汉大学在教
育、技术转移等领域建立沟通渠道，并在设立科
技创新孵化中心、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人才
输入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莱斯特大学、华侨试
验区和汕头大学将在高等教育、跨境金融课题研
究、合作办学等领域开展合作。

华侨试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吴先宏
表示，作为中欧区域政策合作试点地区之一，华
侨试验区将利用中欧之间已搭建的沟通平台，增
强与更多欧盟政界、商界及科技、教育、文化界
资源的交流与合作。

琼海侨乡举办冼太夫人文化节

中国侨网琼海电（王运海） 独具特色的“装
军”游行，奇特的民俗表演、“军坡”味道特色美
食展销活动……这是近日海南侨乡石壁镇举办的
第五届冼太夫人文化节上展现的系列活动内容。

“军坡节”是民间纪念冼太夫人的节日，也是
海南独特的民间节日。相传1400年前万泉河上游
山区发生暴乱，冼太夫人带兵屯驻石壁，以石壁
为据点，到山区征战，平定了暴乱，实现了黎、
苗、汉民族的大团结。为纪念冼太夫人的不朽功
勋，万泉河两岸乡民于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三，都
会在石壁镇举行盛大的军坡节。

“四海同春”传播中国声音

中新社北京电（陶煌蟒）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
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 2016 年“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活动近日在京召开总结会，国务院侨
办主任裘援平表示，“四海同春”8 年来的成功，
关键在于定位精准、对象清晰、依靠广泛。

据了解，2016年“四海同春”慰侨访演行程
20万公里，参演人员近 400人，分赴 24个国家和
地区的42座城市，共演出80余场，观众达116万
人次。裘援平说，海外侨胞对“四海同春”的喜
爱和热情溢于言表，各方反馈表明“四海同春”
演出及电视晚会非常成功。“四海同春”积极参
与了当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中华文化展示活
动，其经验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加强中
华文化在海外的“本土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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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家暴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图为章金生和他的画作 徐长安摄 （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