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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一整年 ，42 岁的庞玉强
都在为女儿的事情奔走，他希望惩治
那些施害者。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通过报警、网上申诉等途径，法院最
终宣判后，等待庞玉强的却是“歧视、
愤怒”等情绪筑成的一面“高墙”，将
他们一家隔绝在村民之外。

这面“高墙”看似无形，却让庞玉
强碰得“鼻青脸肿”。 他所能做的，就
是把女儿送到亲戚家读书、生活。 而
他自己， 在出门时装作没事人一样，
从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中间快速穿
过，回到家后，就躲着，一整天都不出
门。

据庞玉强介绍， 自从报警之后，
自己在村子里就没有了朋友，没有人
可说话。 他擅长泥水活儿，原来好多
人找他去帮忙， 但 2013 年一整年待
在家里，再也没有人上门了。 “谁还理
你啊？ ”庞玉强说。

更严重的是，如果小雨单独出现
在公共场合，就会面对村里的许多风
言风语，说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别
人买的”之类。

在报案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庞玉强坚持送女儿去上学， 这样别人
就不敢指指点点。村民们都知道，在发
现女儿遭遇性侵的事实后， 这个中年
男人曾操着刀，要去砍死黄延来、周振
成和陈美光等。只是家属的劝阻，最终
让他放下了刀，选择了法律武器。

南村村委会干部也承认村庄里
确实存在着歧视。 一位村干部告诉记
者，“她（小雨）去同学家玩，都会被同
学的父母从家里赶出去，不让她进家
门。 ”

这些隐形的伤害， 庞玉强和家人
只能默默承受，对这个村庄的人心，他
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 未成年女孩
小雨的人生还要负重前行。 似乎是
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愧疚， 庞玉强决
定 ，2014 年 ， 让老婆一个人出去打
工，他自己就留在家里看着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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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这个有着 2300 多口人的村庄，一个留守女童，在长
达两年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 愤怒的父亲发现真相并报警后，司法介入，
最终 10人被判刑。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不是一个罪恶被制止、坏人遭惩治的故事，反而
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
南村，一名留守女童，在长达两年
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
性侵。 性侵的事实，最终因法院的
判决而得以确认。兴业县人民法院
分三批审判 ：2013 年 10 月 14 日
判 1 人猥亵罪，刑期 2 年 6 个月；4
天后 ，3 人因强奸罪获刑 9 年 、7
年、7 年；11 月 27 日， 另 6 人一同
以强奸罪获刑。

宣判后， 只有 1 人提起上诉。
他并没有否认与幼女间有身体接
触， 但他认为自己不是主动的，而

且认为量刑过重。
10人性侵的是同一个女孩小雨

（化名）。她 2000年 3月出生，受害时
还是一名小学生。 施害者获刑时，年
纪最大的 76 岁， 最小的也有 44 岁
了。

在小雨的叙述中，强奸过她的至
少有 18人，其中 15人是她同村的长
辈———大部分是爷爷辈。在持续两年
的时间里，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 最
多的一个，60 岁的陈美光，法院认定
达 15次。

第一次性侵发生在 2011 年 ，
当时小雨只有 11 岁，而施害者黄
延来已经 74 岁了。 那是 4 月份，

春季放农忙假的最后一天，“瘦瘦
小小的小雨， 跟着奶奶去山岭间
的田里插秧， 后来小雨自己一个
人去捡田螺，捡着捡着，她就离奶
奶越来越远了。 ”

此时，“正在山岭脚下砍竹笋”
的黄延来发现了孤身一人的小雨。
她成了“猎物”。 “强奸时，身旁放有
一把砍竹笋用的那种铁的长钩
刀。 ”黄延来得逞后，开始把小雨介
绍给其他人。 在小雨放学的路上，黄
延来嬉笑着把小雨指给别人看：“就
是这个， 很容易就可以让她干那
事。 ”

他所说的“很容易”，是指每次

性侵完之后， 给小雨 15 元或 20 元
不等的零花钱，让她不要声张。 按照
小雨的讲述， 后来黄延来甚至发展
到叫人到她家来强奸她。

经由黄延来的“介绍”，参与性
侵的人数越来越多。 除了黄延来，
周振成和陈美光也成了介绍人，陈
美光甚至有叫来人后，两人一起轮
奸的情况。

据小雨回忆， 黄延来第一次
把陈美光拉来的时候 ，陈美光还
说 ，“孩子这么小 ，快放了人家 ”，
并未实施性侵 。 但是之后 ，陈美
光也 “沦陷 ”了 ，并成为强奸次数
最多的人。

2013年 12 月 31 日下午 ，在
离小雨家门口十多米远的马路
上，记者采访小雨的爷爷、奶奶以
及叔公时， 须发已白的叔公声音
激越地表达着自己的愤怒， 原本
寂静的一角， 引来了几个村妇围
观。在墙角，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
静听了半晌， 似乎是不同意这位
叔公的说法， 她向记者勾了一下

手，然后转身离去。
记者随后跟着她，走出一条狭

窄的巷道，已经有三四名妇女站在
那里。“你是记者是吧？你千万不要
只听他们一家人的，事情根本就不
是那样子的，”一名皮肤黝黑、年近
五旬的妇女有些激动，“你不信可
以到村里随便去问一问。 ”

“那真相是怎样的呢？ ”记者
问。 几个女人相互看了一眼，有人
忍不住笑出声来，带着不好意思讲

出口的羞涩表情，然后迅速用眼神
“投票”，推出一位代表。

被“推出来”的妇女沉默了一
下，表情严肃，带着愤怒：“都是那
个小女孩主动的，去到人家老人屋
里，‘你有钱吧，要不要啦？ ’‘30 块
都没有吗？ ’就这样的，都是她，把
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老人
都是让她给害的。”背着孩子的妇女
同声附和， 用手指给记者看黄延来

的住处，屋子隔着村道数米，离小雨
家也不过百来米远。 76 岁的黄延来
是村里的五保老人， 按照村支书的
说法，“那些老人从来都没有做过犯
法的事情。 ”在记者问到“你们有没
有想过 ，那只是一个孩子 ”时 ，围
在边上的村民沉默了一下， 随即
有人反驳：“知道要钱， 就不是孩
子了。 ”或许觉得不妥，又补充道：
“都怪老人不懂法，没满 18 岁，是
吧？ ”

南村在兴业县算得上是个中
等规模的村庄 ，它在 “现代化 ”建
设上已经颇为可观。 靠着在广东
等地打工的收入， 村子里已经兴
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 村子的
道路都已修好了， 东西两侧的广
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
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
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
进入村口 ，必须要钻过一座高耸
的牌坊 ， 那是村民集资兴建的 ，
牌坊是南村的 “龙门 ”，代表村民
精神世界一角的 ，是 “龙门 ”左右

两侧镌刻的“富贵”和“荣华”。
这个行走在传统与现代边缘

的村庄，在面对女童被性侵这件事
情上，似乎有着与外人不太一样的
观念。 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给
了钱， 也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女
童就不值得同情。

即使是小雨的父亲庞玉强，也
没有清晰的权利观念。 遇到村民称
“你女儿是在卖”时，他还是会一时语
塞，嗫嚅一下，“他们说是卖哦，哪有
30块来卖的？ ”他自问自答地辩驳。

庞玉强的家在村子的最后面，
紧挨着山坡，这一片就像村里的贫
民区，房子老旧，还留存有上个世

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低矮的泥土房。
堂屋的两侧各有一间十来个平方
米的卧室， 分别摆放两张床，3 间
红砖房，中间是堂屋，供着祖先的
牌位，面前摆放着六个空的黑黢黢
的， 凌乱不堪———这样一栋房里，
住着 10 口人，庞玉强一家 5 口、弟
弟一家 5 口。

10 米开外， 就是庞玉强父母
的住所，是那种破旧的泥土屋，幽
暗潮湿，空间逼仄，出门就是邻居
家那一面青砖砌成的墙壁。

因为贫穷 ，庞玉强和弟弟都
带着老婆在广东打工 ，他的孩子
和弟弟的孩子一道 ，留在了家里

给父母来照顾 。 但老人也有自己
的麻烦 ， 庞玉强的父亲 12 年前
出车祸 ，双腿残疾 ，只有拄着双
拐才能勉强走路 。 照顾留在家里
的几个孩子 ， 老人明显精力不
够 。

正是这个残疾的老人， 在村子
里有着紧张的人际关系。 在南村，人
均只有 7分田， 在靠地吃饭的时代，
村民间因为田地纠纷而关系紧张。庞
玉强说，父亲确实因此与村民发生过
矛盾，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村民们说，“他们家的两个老
人好凶的，谁敢跟他们讲？ ”“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惹麻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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