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性爱短片引忧虑

随着时代的转变，孩子可以轻易从网上获得性资讯，从而容易得到错误的性观念。《档案照)

王仕发：衍生严重社会问题

办讲座灌输正面性观念

士，他们认为，灌输正

确的性教育非常重要，

孩子应在家庭及学校内

获得正确的性观念。

而且随着时代的转

变，家长及老师不能再

以含糊的方式解答孩子

对性的好奇，否则他们

将到网站上获得性资

讯，从而容易得到错误

的观念。

崇文华小校长王仕

发说，崇文小学每当检

定考试.(UPSR)后都

会举办各课题讲座会，

性教育更是首选'该校

分为男女组别成男女混

合组别一同上性教育，

{吉隆坡19日讯）教

育界以及公众人士普

遍认冋，性教育应提

旱落实，让孩子从小

掌握正面的性知识以

及懂得尊重两性关

系，其效益更胜于孩

子在好奇心下，浏览

色情网站或建立不正

确的性观念，从而衍

生更多社会问题。

随着新加坡国大马

来西亚籍学生将性爱

片段放在网上而引起

社会人士对年轻人件

爱观念越见幵放的关

注，《南洋商报》记

苦就此询问教育界人

再由校外的专业人士

前来讲解。

应列入日常科系

"现在有一种现象

是小六生常接触性网

站，若在这之前由这

些专长的老师来讲

解，配合日常课堂

上，老师也带出一些

浅白的讯息，如不能

随意让别人触摸身体

敏感部位等,都能建

立孩子正面的性观

念。"

王仕发直言，过去

教育部对性教育的含

糊让整个措施变得难

王仕发：教育部对

性教育的含糊让措

施难以落实。

以落实；随着如今社会

问题严重，.未婚先孕的

情况越见普遍，教育部

可把性教育列入曰常科

系，包括让孩子知道如

何会怀孕及怀孕过程'。

"只有了解后，年

轻人将不会因为不了解

后果而轻易未婚怀

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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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9日讯）

大马男生陈杰毅与女友

李美玲自编自导自演性

爱短片上载网络后，引

起社会关注及舆论，民

众担心会对社会造成负

面影响，继而催生更多

"陈冠希"。.

陈杰毅与李美玲在

网络公布性爱短片事件

继续发酵成了近期的热

门话题，尽管大马政府

决定将此事交由新加坡

当局处理，不过新闻、

通讯及文化部长拿瞀斯

里莱士雅丁昨曰声明'

大马不会对此课题保持

沉默。他也呼吁全民挺

身，表达他们无法容忍

这种行为的心声。

这宗性爱短片事

件，无疑掀起了社会对

道德规范的疑问，同时

可说挑战较为保守的国

人对性爱道德的尺度，

不过，两人从进行性行

为到上载短片及照片，

都是"你情我愿"的。

男女主角事后没有

悔意，表示还会继续和

女友"疯狂做爱"，女

友则坚持公开性爱裸照

无错，因为裸照也是一

门艺术。.

这样大胆的言论，

被一些人斥为荒诞，社

会人士如何看待此事？

《南洋商报》记者为此

特別走访吉隆坡及灵

市，抽样访M了各年龄

阶层人士的看法，发现

多数受访者不太能接受

两人把"私密"短片或

照片上网，不过也有幵

明人十认为，此事"并

无不妥"。

没必要跟人分享

受访者不否认，

比上一代，时下的年轻

人在性爱方面比较幵

放，不过他们认为性行

为毕竟是"关起房门做

的事"所以没有必要跟

人分亨。

有者直斥两人这么

做，是伤风败俗的行

径，而且裸露在东方文

化不能视为艺术。

有者认为，他们有

违道德伦常，呼吁有关

单位对他们采取纪律行

动，让他们承担后果-

成为社会"反面教

材"，让人引以力鉴。

也有受访者认为只

要巳成年，而R.肯为自

己的行为负责，裸露身

体或者公开性爱片段都

是可以被接受的。

无论如何，他们希

望政府当局早曰落实性

教育，以培养孩子对件

的正确观念。

潘永强：安排辅导课

让孩子学习与异性相处

尊孔独中校长潘永强表示，教

导孩子认识两性关系、建立性别平

等的观念远比仅限于性教育更重

'要。他说|中学生涯从13岁至18

岁之间，孩子的成长变化很大，因

此该校每周皆备有--节辅导课。

"辅导课是生涯规划、生活辅

导、讨论两性问题等，我们不特别

强调是性教育，而是希望用比较正

常、合理的心态去让学生了解两性

互动的关系、性别平等，如何尊重

两性差异等。

潘永强认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学生对异性、性别

都存有疑惑和好奇，老师不能纯粹以简单的性教育来概

括，而是落实较全面的性别关系认知|以让孩子成长过

程中If得与异性同学相处。

"独中在辅导方面已相当成熟，很多老师都有这方面

的知识，没有辅导背景的老师

也可在职培训上加强能力。"
文转�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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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

性爱私事不宜张扬
'�谭家伦

性行为不应摆上网，加上事后没有悔意及嚣张，

态度要不得。虽然时下年轻'人对性爱较为开放，但

是这都是较为私密的事，没有必要公之十世。

据我所知，陈杰毅是一名优秀生，如今他这么

做，好像给社会树立--个坏榜样。我认为，当局应

没收他的奖学金，好让其他人引以为鉴。

此外，政府也应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管制，避免将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青年应对行为负责
——咖啡店业主�林清芳

我认力年轻人只要已成年，可以对自己行为负

责，即使裸露身体或者公开性爱片段都是可以被接

受的，因为重点在于他们能够负责仟。

我想，政府可以尽早落实性教育，能培养孩子

对性的正确观念。

闯祸必须承担后果
��杜国伟

年代不同，年轻人对性爱比以前开放。作力索

长，相信也无法完全禁止子女婚前性行为，我们能

做的只是灌输他们这方面的知识以及后果。

就陈杰毅的个案来看，他尽管红了，但却成为反

面教材，既然他已触犯了条例，那有关当局也可处

罚他，要他承担后果。

性教育助减少歪风
——厨！lip �佘旻桦

在西方国家，裸露身体可以被称为艺术，佤是在

东方文化的国家，这就是伤风败俗的行为。

我不认同两名大学生将肖己的性爱片段放在网

上，同样地，教育部若能落实性教育，绝对可以帮助

年轻人认识性，社会也会减少许多未婚先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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