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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主题：

“妈妈，我很累！”上海市宝山区四岁“小康康”在连续遭受父亲张少斌 3小

时不间断殴打之后，临死前对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

目前我国儿童保护领域存在严重的法律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组织结构和机构的

缺失。许多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虐待、忽视，甚至死亡。这一现状已经引起全社

会的极大关注，广大舆论大声呼吁完善儿童保护的法治建设，建立儿童保护具体

措施制度，建立国家级政府儿童保护职能部门。切实关心保护儿童权益，建造和

谐社会。此议案提出了如何通过建立儿童保护热线，预警，强制报告， 允许无

过错放弃监护权以及如何剥夺监护权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

儿童保护制度。

案由：

我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给人们留下很多错误的观念需要以现代的儿童观和儿童

权益在全社会的纠正：

1）“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国家的。孩子有权利得到保护，社会和

国家也有义务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2）“ 大人无权以为孩子好的名义随意打骂孩子”

3）“男女平等”

4）“应尊重儿童意愿， 不能打骂孩子，反对不打不成材，棍棒之下出孝子”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亟待完善，急需加强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其造成危害

时的法律，制度监管。

很多未成年人因病，父母离异，父母心理问题等主客观原因，被父母虐待，忽

视，剥夺治病，上学甚至生存等权利时，在现有法律体制下，是“民不举，官不

究”， 造成未成年人被严重伤害甚至死亡。这和现代全社会关心儿童以及国际

上的全民儿童保护理念相违悖。更不符合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关心儿童的主旋律。

通常情况下，父母和子女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父母虐待儿童案件中，儿童

的利益与父母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虐待儿童的案件属于自

诉案件，告诉的才处理。受到虐待的儿童要自行到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父母犯罪，

或者由其他近亲属代为告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受能力、亲情等因素的影响，

儿童或者其近亲属一般不会到法院控告父母犯罪。“这一法律规定直接导致很多

受虐待儿童难以获得司法救济，其父母不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甚至还会继

续虐待儿童。” 绝大部分儿童在遭受虐待时没有反抗成人或保护自己的能力。

当儿童遭遇虐待时，有极大可能会处于危险境地。因此，对儿童的法律保护必须

单独提出，以强调其特殊性。

与虐待儿童相关的法律处罚条例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虐待家庭成员，情

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国目

前既没有一个完善的儿童保护制度，也没有一个保护儿童的强有力的综合权力机

构，执法主体不明确，没有突出政府的作用。

除了加强法律建设，我国目前也急需专门设立国家一级的具体实施未成年人保

护权力的职能部门， 建立儿童保护的专业社工队伍。

（一） 建立儿童保护，预警，强制报告及相关制度的重要性

保护儿童的权益及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历来被认为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作为儿童

福利制度重要组成部份的儿童保护制度在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

制定一系列的法案、相应的报告制度以及一系列的防治干预措施来保护儿童，并

设有政府专门机构或政府授权的专门组织负责儿童保护制度的运行与监管。

虽然各个国家的儿童保护制度不同，但是为了对受到虐待的儿童提供有效的保

护，有一些最基本的要素。这些基本元素包括：第一，国家指定儿童保护机构：

为了对儿童提供有效的保护，必须有一个国家组织（或国家授权的组织）负责儿

童保护的有关事宜。这个组织必须有足够的权力、相应的资源和管理能力来处理



儿童的不当对待案例，并对儿童提供保护性监护。同时也是大力宣传，发展儿童

保护事业主要机构。第二，强制报告制度，为了对儿童提供有效的保护，首先必

须保证儿童虐待的现象被揭露出来。因此，报告制度是国家干预的第一步。在很

多国家，都有儿童保护热线，从事和儿童有关工作的人员，如教师、医生等，发

现儿童有受到虐待的迹象时，有义务向儿童保护机构进行报告，这就是强制报告

制度。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树立全民保护儿童权益不受侵犯的意识，在儿童遭遇各

种形式的虐待行为之前，之时或之后，都应当有专职机构和相关组织对此进行教

育，干预，对父母进行辅导和采取其他有效的强制措施，以有效的进行干预和避

免虐待事件或行为的发生，并有专职机构负责处理儿童虐待案件。

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现状

1.一系列警示数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全国妇联等机构（2005）联合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调

查显示，中国 74.8%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虐待，家庭虐待是威胁孩子健康

成长的重要因素。一项在中国 4 省、25 个市利用“中国 3~6 岁城区儿童忽视

常模”的抽样调查则显示，中国 3~6 岁城区儿童总忽视率为 28%，忽视度为

42.2%。北京师范大学一项关于教师群体在保护受虐及受忽视儿童中作用的研究

发现（2008），在所调研的学校中，存在 1名且至少 1名受到虐待或忽视的儿童，

如按照最小的基数，每所学校中仅存在 1名受虐或受忽视的学龄儿童，并依据教

育部2007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小学32.01万所与普通初中数5.91万所

（减去职业初中 0.03 万所后）之和进行估算，目前全国在家庭内受虐与受忽视

学龄儿童最小基数为 37.92 万人。已有的报道认为，中国家庭中儿童躯体虐待多

集中在学龄儿童。这些数据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该如何有效地发现这些在

家庭中受到虐待与忽视的孩子？又应当如何保护这些受到伤害儿童呢？

2.儿童保护在中国的现状

根据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0~17 岁儿童的总人口为 3.49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7.79%，我国0~14岁的少年儿童有2.9亿人，占总人口的22.89%

我国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保护儿童权利的内

容，规定了儿童在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接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但我国的现

实情况是，现行法律缺乏惩戒性，新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虽可用于保护儿

童不受虐待，如第 10 条规定“禁止对未成年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



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

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9 条也仅“象征性”的规定：“对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责任。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

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公安机关对他们仅仅是‘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

教’”。但由于相关实施条例不健全，以及有关“轻微的伤害和虐待案只有在受

虐者控告施虐者时，司法机关才能介入”等规定，只采用“不告不理”的原则，

使得保护受虐儿童的内容形同虚设。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

虐待儿童犯罪的特殊性。

通过对我国有关儿童保护法律法规的归纳与整理，可以看出：

1）中国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2）目前没有制定强制报告制度，在虐待儿童事件的干预机构和措施上，没

有预警报告热线，更没有保护儿童免受家庭内虐待与忽视的制度与措施，以

及相关的法律保障；

3）目前没有针对儿童案件的处理程序，目前所有案件的处理程序都相同；

4）没有国家监护权的相关规定。法律虽然也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权

利范围和责任，但除了民事领域的责任承担，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监护

人不履行监护职责进行行政处罚。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保护儿童的立场上，努

力让这些孩子免受来自家庭内部的虐待与忽视，并提出相应的预防与干预对策。

（二） 建立全国儿童保护热线， 预警，强制报告及相关制度的作用

国外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经验表明，解决儿童保护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

的儿童保护报告与具体保护实施措施。尽管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由于受到文

化、历史、地理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拥有完全相同的儿童保护制度，但在

任何一个儿童保护制度中，都有一个政府相关机构为主要责任主体或政府授权的

专门机构来为受到不当对待的儿童提供保护，也为整个儿童保护机制的运行起到

关键的主导作用。很多国家都有社工、警署共同接听的儿童保护报告热线，一经

报告，马上由警署和社工共同出面处理案件。警署拘留当事人，社工转接孩子到

救助机构进行帮助。如果这些缺失，这些儿童很难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如果中

国能建立儿童保护强制报告，不仅可使我国在儿童保护方面实现与国际水平接

轨，而且对内减少部分上访与舆论的压力，对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最终体现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三） 建立全国儿童保护热线，预警，强制报告制度的可行性

1) 目前各级民政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

民政部是对儿童福利最有权限的政府部门，负责儿童福利相关制度及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但对于如何保护受到不当对待的儿童，并没有明确的职能定位。目前

民政部门救助的儿童群体集中在残疾儿童、孤儿和流浪儿童。现有的儿童福利制

度中，对受到不当对待的弱势儿童群体，并没有明确的救助方式以及救助程序和

管理办法。（比如有一些救助站就有妇女和儿童庇护中心，比如徐州，就接收被

虐待和家暴的妇儿。可否在现有救助体制框架内加入儿童庇护中心，聘请社工。

因为基本上救助站也是和公安合作去接收流浪儿童和被虐待妇女）

而在实践中，城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却能够在发现、保护受虐及受忽视

儿童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基层民政部门（县（市\区）、镇）也起到了一定

干预和保护受虐及受忽视儿童的作用。如果在这些基层职能部门加入如何进行儿

童保护教育，宣传， 报告的工作职能， 就能起到极大效果。（据了解，现在街

道办现在也是在招社工的，并且是国家编制，如果街道办的社工能发挥作用的话，

也能直接干预到虐待和家暴当中）

2)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儿童保护预警，强制报告制度的可行性

法律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具有强制约束性。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一项关于教师群

体在保护受虐及受忽视儿童中作用的研究，强制报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

教师目前不报告的倾向或行为。在假定存在强制报告制度的情形下，大多数教师

选择报告。可见，在法律责任的约束下，人们出于对法律义务的履行，会向有权

机构报告受虐或受忽视儿童事件。这样，受虐或受忽视儿童就能够及时被相关部

门所发现。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儿童保护热线和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

可行性建议：

1）儿童保护热线的建立和强制举报

• 建立由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共同组成的儿童保护制度和职能部门，

共同设立儿童保护报告热线。并在全国设立分支下属机构。与当地政

府，法院，等机构大力合作。由专业社工在儿童保护中心及各级机构



专门从事儿童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儿童保护的理念并介绍如

何通过儿童保护热线来强制举报公众所发现的儿童虐待或忽视事件。

• 街道，社区委员会，从事儿童工作者，包括幼儿园， 学校，医院，

早教， 心理咨询师等从业人员，负责宣传，教育儿童保护知识，法

律，并随时注意所在部门儿童保护现状，发现可疑迹象时要及时拨打

热线，启动预警制度和措施，在事件发生前及时教育当事人，保护人

员互相通告并合作，将怀疑事实记录在案，并准备上报，预防伤害的

发生。确实做好保护儿童的工作。

• 所有从事儿童工作者，包括幼儿园， 学校，医院，早教，社工， 咨

询师等从业人员，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都有义务在发现儿童有被伤

害的时候，第一时间向民政儿童保护部门及时报告。如果因不作报告

或报告不及时造成儿童伤害的情况，任何人都有权报告并向法院提出

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

2）儿童保护的制度建设以及相关配套

• 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的制度建设，组织架构这些需要再讨论后给

出可行性建议。

• 社工与公安局：当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时，儿童保护部门接到报告之

后，保护部门的社工，和公安人员在第一时间内到达儿童所在场所，

救孩子脱离危险环境。公安人员同时对伤害儿童的人予以拘捕，然后

根据调查结果追究其法律责任。社工将受害儿童及时带离受害家

庭， 进入福利救助机构进行临时庇护救助。社工负责案件调查、儿

童安置、心理介入、配合律师起诉施暴父母、剥夺监护人资格。并寻

找寄养或收养家庭，或于结案时，对施虐父母进行心理评估，重新确

定监护人的资格。

• 福利院与儿童庇护所：在各地儿童福利院或其他机构设立儿童庇护

所。警方接到侵害儿童案件的举报后，应当在对案情做基本核对后，

第一时间将受侵害儿童带离危险环境，护送至儿童庇护所进行临时安

置。

• 无过错放弃免责制度：为了减少虐待，保护儿童权益，婴儿出生一

年内，经社工鉴定监护人确实无力抚养，决定放弃监护权的，允许其

将儿童移交儿童福利院，儿童监护权转移至政府，监护人不需承担法

律责任。

• 细化监护权剥夺(变更)制度。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

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

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

养费用。

（1）明确申请资格，即明确“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须具备何种资格

和条件。

（2）剥夺监护人资格后，根据孩子情况由社工选择符合条件的新监护人，

监护职责由政府承担，具体由福利机构履行。

（3）新监护人的资格的确立与法律程序。

(4) 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开办儿童救助机构和收养机构。补充国家福利

机构的力量，帮助所有需要的儿童，建立针对受虐儿童保护的专项法律。

案例：

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了 61 小时之后，2010 年 1 月 31 日 12 时，2岁男童小金良

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这个对他而言充满了苦难的世界，凶手不是他人，而是孩子

的父亲、27 岁的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农民李海龙。

据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预防救助中心统计资料显示：2009 年 1 月 至 8月，救助

的受虐儿童共 146 名，其中受父母虐待的儿童 131 名。

以下有份 00 年到 11 年儿童受虐至死和重伤的不完全名单：

北京被母亲虐待至死的 6岁女孩张雨欣

安徽来安县被母亲烫死后抛尸的 4岁女孩小雪

北京昌平被母亲活活撞死的新生儿



北京丰台被养母虐待至死的 3岁女孩小娜

广东东莞被母亲打死的两岁女孩莫菊香

广东雷州被母亲活活溺死的 6岁女孩小丽

广东廉江因啼哭被母亲活埋的两月龄女婴黄小妹

广东汕头被父亲暴打致死的 5岁女孩单单

广东顺德被父亲活活打死的 3岁男孩李梓彬

河北沧州被父亲掐死的 9岁男孩小诚

河北石家庄被养母虐待至死的 2岁女孩小雪

河南荥阳被养母虐待致死的 9岁女孩范萍

黑龙江大庆被抑郁症母亲砍死的 6岁男孩杨光

广东被父亲继母打断四肢，阴道撕裂的三岁女童艺艺

广东被家人打伤脑部昏迷不醒两岁男童宇航

陕西宝鸡被父亲汽油烧身的三岁女童妞妞

还要多少孩子的生命，身体才能换来中国儿童保护法律和制度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