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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普利策奖 揭“潜规则”报道夺魁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因性骚扰丑闻报道共享含金量最高的公共服务奖
2018 年美国普利策奖 16 日揭晓。《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因
对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温斯坦等社会名流涉性骚扰的相关报
道分享了最受瞩目的公共服务奖。
分析人士认为，普利策奖用含金量最高的奖项褒奖揭露性骚
扰丑闻的媒体，体现了社会良知对“潜规则”的鞭笞，这些报道催
生的“我也是”运动，更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对保护女性权益的广
□ 专题据新华社
泛思考。

公共服务奖

鞭笞“潜规则” 促女性维权
当地时间 １６ 日下午，２０１８ 年
普利策奖在哥伦比亚大学揭晓。
《纽约时报》 的乔迪·坎特和梅甘·
图伊以及《纽约客》的罗南·法罗，
因报道揭发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
对女性行为不端，赢得本年度的普
利策公共服务奖。
这组报道引发一 场 源自 好 莱
坞、 波及全世界的性侵害指控潮，
催生网络社交媒体反性骚扰的“我
也是”运动。 全世界不少地方出现
类似运动，反性骚扰、女性地位等
话题得到更多讨论与关注。

复旦大 学 新闻 学 院 教授 朱 春
阳认为，此次普利策奖将含金量最
高的奖项颁给长期在这一领域进
行深入系统调查的记者，表明了专
业媒体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所面临
的更高要求。 这类报道形成的“探
照灯效应”， 放大了关于性侵报道
的社会效应。 普利策公共服务奖颁
给勇于揭发性侵丑闻的新闻媒体，
正是社会良知和公义对“潜规则”
这一社会痼疾的鞭笞，也是对过去
大半年维护女性正当权益社会运
动的鼓励与肯定。

1 月 20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示威者拼出“我也是”字样，表明反性骚扰立场。

突发新闻摄影奖

获奖者：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每日进步》的瑞恩·凯利
获奖内 容 ：汽车冲入抗议人群

国内新闻报道奖

获奖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获奖内 容 ：有关所谓的
“
俄罗斯卷入美国 2016 年总统大选”的报道

突发新闻报道奖

获奖媒体：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新闻民主党人报》
获奖内 容 ：对去年加州大火肆虐葡萄园之乡的报道

解释性报道奖

获奖媒体：《亚利桑那共和国报》和今日美国网
获奖内 容 ：有关美墨边境设立边界墙的报道

“她世界·她力量”2018 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广州站顺利举行

女性自我驱动觉醒
破， 但女性依然因婚育等原因在职场被
迫边缘化。

婚育女性面临被动离场困境
呼吁正视女性价值

智联招聘向演讲嘉宾颁发感谢信， 感谢
她们为倡导职场性别平等， 支持女性领
导力做出的行动
4 月 14 日，中国领先的职业发展平
台智联招聘主办, 今日头条、 华尔街英
语、遇·岛、木头人摄像协办的“她世界·
她力量”2018 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
在广州顺利举行， 本次活动以“不止于
此”为主题，鼓励职场女性不止于性别设
定，勇敢打破偏见，同时也鼓励社会各界
共同关注和推动性别平等。
南方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周炜、Miss Patina 品牌创始人汪雅婧、
我主良缘爱情青蛙联合创始人齐楚嫣、
遇·岛（北京）国际旅行社 CFO 陈桂娜、
智联招聘集团市场公关部高级总监李强
共五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领军人物共聚一
堂为职场女性发声， 共同探讨性别平等
的推进历程。
智联招聘集团市场公关部高级总监
李强在现场发布了《2018 广州女性职场
现状调研报告》，介绍今年女性职场新发
现。 他表示，女性面对的职场偏见依然存
在， 虽然她们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实现突

智联招聘在今年的调研中， 发现广
州职场女性员工与男性员工的收入差距
相较去年缩短了 8%， 但绝对值依然可
观，女性整体收入比男性低 22%，导致这
一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女性在领导岗位上
的缺失。 《2018 广州女性职场现状调研
报告》 显示， 被调用户从职位级别分布
看， 广州 72.1% 的女性为普通员工/ 职
员，比男性占比高 12.3%；而在管理职位
分布上，男性占比显著高于女性,调查中
76.1% 的 职 场 人 认 为 其 所 在 公 司 高 管
中，大部分为男性。 75.7% 认为所在部门
中，经理级别以上的员工大部分是男性。
在晋 升 障 碍 调 研 中，“处 在 婚 育 阶
段，被动失去晋升”这一原因成为广州女
性较为突出的升职阻力， 比同身份的男
性高出 10.8%，这源于企业通常认为婚育
期的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更多，难以在
工作上全力以赴。 但智联招聘调研发现
并非如此， 广州女性在职场中的工作时
长普遍低于男性 9%，并未受婚姻状况的
影响，在投入家庭的精力来看，未婚女性
比未婚男性在家庭投入上多出 6%，而已
婚女性则在家庭投入上比已婚男性高出
29%。 这有力的说明了，女性并未因为婚
育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 却在家庭上付
出更多，这意味着在一天有限的时间内，

女性要做和所能做的事情更多， 与时间
展开较量。
南方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周炜就以自身的经历给女儿做了一个
好榜样， 在现场中她分享了如何从小就
培养女儿的性别平等意识， 鼓励女儿不
畏世俗眼光， 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
“平
权意识要从娃娃抓起。 ”
遇岛创始人陈桂娜也用自身经验鼓
励在场女性：
“作为中国的女性， 我们的
美德被传统定义为‘贤妻良母’，是男人
与孩子的辅臣。 我想说，21 世纪的女性，
是有个性，有智慧的女性，我们要亲手创
造属于我们的半边天。 ”

职场女性不止于人设限定
用自我驱动取得突破
面对如此的困境， 职场女性正在从
自己出发，努力突破这一状态。 据智联招
聘的调查报告显示， 广州职场女性对个
人学习进修的投入较男性高出 7%；在职
业规划方面， 广州职场女性比男性更期
待
“
不断提升，获得个人价值”及“可以独
当一面，接受更多工作挑战”。 与此同时，
虽然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困境， 当代女
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依然达到了 31.9%。
社会偏见在成为体现她们真正价值
的最大阻碍， 这也体现在智联招聘今年
的调研中。 在调研“成功女性评价标准”
时，女性自身的标准为“在其所处的领域
有一定成就”；而男性对女性的期待还停
“有自己的处世态度，不随波逐流”。
留在

这源于社会对女性依然保有“柔弱”、“贪
图安稳”、“不够独立”的刻板印象，这也
成为她们在职场中无法获得平等权益的
根本源头 。
如何打破性别设限， 是活动主办方
在今年的活动中要倡导的目标。 智联招
聘集团市场公关部高级总监李强表示：
“提升职场女性价值需要社会、企业、女
性三方 共同 努 力 ，有意 识 地 引导 ，给 职
场女性创造一个平等、包容的职场生态
环境。 ”
Miss Patina 品牌创始人汪雅婧认为，
唯有忘记性别，才能做到打破设限。 她的
经历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事业、公益、
家庭都处理得非常出色， 她总像勇士一
样打拼，不畏世俗，无所畏惧。 我主良缘
爱情青蛙创始人奇楚嫣则分享， 在创业
过程中， 善于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可以
为女性开展工作带来便利。
2018 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旨
“
在发现女性职业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挑
战，引起社会、企业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重
视和思考， 打破外界给予女性的传统人
物设定， 共同帮助女性顺利跨越职业发
展障碍， 激发社会支持职场性别平等的
热情。
作为国内领先的职业发展平台，智
联招聘迄今已连续三年举办“她世界，她
力量”——
—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 不
断激励女性求职者顺利跨越职业发展障
碍，推动女性职业生涯快速发展，履行自
身的社会责任，凸显公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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