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实习记者 余一

11 月初，一个普通工作日的
上午 9 点 30 分， 西安儿童虐待
防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小张拿起
了电话，又开始了他对接受过中
心救治的受虐儿童的电话回访
工作，这次是对一名叫文文的女
童（化名）进行再次回访。

几年前，文文被邻居恶意烧
伤，治疗的手术费用让文文一家
顿时捉襟见肘，但是更让文文父
母发愁的是文文还至少需要两
年的理疗才能彻底康复。 西安儿
童虐待防治中心得知情况后，为
文文提供免费治疗。 此外，该中
心的精神科大夫还给文文一家
提供了心理辅导，帮助他们缓解
心理的恐惧和伤害。 如今，已经
上小学高年级的文文很好地融
入了班级，看起来和班上的同学
没什么差别。

给文文提供救治的西安儿
童虐待防治中心成立于 2006
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的
专门从事防治虐待儿童工作的
公益性组织。 2010、2011 两年间，
该中心救治了遭受虐待与忽视
的儿童 154 人次， 回访电话 105
人次， 文文就是回访的案例之
一。 此外，该中心的另外一个重
要工作就是宣传和培训，2 年间
为约 4 万人发放了宣传材料，并
通过学习班等方式对警察、医
生、社会工作者等进行了有关儿
童虐待的预防、 上报、 诊断、鉴
别、治疗等方面的培训。

近日，由于山西省太原市蓝
天蒙特梭利幼儿园教师掌掴女
童 70 个耳光， 浙江温岭城西街
道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艳红对
幼童“揪耳朵”、“扔垃圾桶”等虐
童行为的连续曝光，引起一片义
愤填膺的声讨的同时，也让一直
被忽视的儿童保护和儿童虐待
问题成为社会热议话题。

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计
划在 11 月 19 日“世界防止虐待
儿童日” 举行主题宣传活动，以
提高公众的儿童保护意识。

但在儿童虐待现象不断增长
的趋势面前， 西安儿童虐待防治
中心的工作，也仅仅是杯水车薪。

防治工作的困境

对于儿童虐待事件频发的
原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
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
副教授认为，除了虐童案件的家
庭或教师的个体化的具体原因
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缺乏
儿童保护意识、没有建立一个综
合有效的儿童保护机制。“当前
我们的儿童保护， 从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到有效的儿童保护
组织体系，到支持这个体系运转
的专用资金、专业人员和专用阵
地的配备，都处在一种缺乏甚至
空白的状况。 ”童小军说。

近段时间，媒体对虐童案件
的大规模报道，促进了儿童保护

意识的觉醒。 但在童小军看来，
这还远远不够。“儿童保护立法
是关键所在。 我们现在还没有法
律明确地界定什么样的虐待是
犯罪；犯了罪应该受到怎样的惩
罚，由谁来惩罚；如果是幼儿的
父母因虐待受到了惩罚，幼儿应
由谁来照顾；教师等专业人员如
果出现虐待孩子的行为，其未来
的专业前途是不是应该受到限
制等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法
律、法规、政策等来进行具体明
确的规范。 否则，光有儿童保护
意识也没有用。 ”童小军在接受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法律上的困境之外，国
际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协会执
行常委、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
主任焦富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他
说：“关于防止虐待儿童工作，国
际上是发展很好的，很多国家都
有国家承认的防止虐待委员会，
专门的组织、专门的部门、政府
也投资。 协会的成员里有医生、
心理医生、律师、记者等等，如果
发生了虐待，能很快地进行联合
处理。 可是我们国家并没有像国
外一样的专门的防止儿童虐待
的委员会，主要负责儿童虐待防
治的是妇联、共青团、团中央里
面的儿童部等等，但是关注度和
专业性都不够。 ”

除了宏观上的问题之外，焦
富勇也谈到了在具体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最大的难题是没有
国家正式的防止儿童虐待的组
织，没有一个国家级的防止虐待
委员会， 让我们的工作名不正，
言不顺，有很大困难；第二在于
没有正规的经费渠道支持，没有
行政拨款； 第三就是公众的意
识， 认为儿童是自己的私有财
产， 认为打骂是一种教育的方
法，让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 ”

完善保护机制

据了解，在儿童保护机制相
对成熟的国外和香港地区，社会
工作者都是机制中重要的一环，
他们接受专门的培训，具备专门
的儿童保护服务技能，甚至有专
门的儿童保护社工从事专业的
儿童保护工作。

但是目前在我国内地，因为
缺乏儿童保护机制，无论是专门
的儿童保护社工岗位，还是以儿
童保护为工作内容之一的社工
岗位都是空白。

面对社工在儿童保护领域的
缺位， 童小军认为，“儿童保护社
会工作在儿童保护中的缺位，就
意味着很难实现对儿童真正的保
护，影响体现为缺乏专业性”。

在童小军看来，媒体新近报
道的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其
中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虐童
事件中的老师居然表示不知道
这是虐待儿童。

“如果这个幼儿园设置了社
会工作岗位的话， 受过专业培
训， 具有专业的儿童保护理念、
知识和技能的社工，第一件要做
的事情就是对所在学校的老师
进行知识普及，告诉他们什么样
的行为可能构成对儿童的伤害，
需要避免；其次，专业社工还需
要进一步培训教师，看到孩子怎
样的情形，需要向他报告，以便
社工能够及时调查，预防家庭虐
待或者同伴虐待的事件发生；同
时还能及时服务，对受虐儿童进
行危机干预，将儿童伤害降到最
低。 ”童小军说。

不过童小军也承认，这种从
学校社工切入的方法，还是需要
配以全面的制度建设， 否则，儿
童保护工作也只会停留在理念
倡导和案例发现的层面，真正的
干预和服务很难实现。

专业社工之路

和内地起步晚、机制不健全
相反，1980 年， 香港第一家专业
预防及阻止儿童虐待的社会组
织———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正
式成立，至今已有 32 年的历史。

首先，香港各机构、服务单
位及工作人员均可举报怀疑虐
待儿童个案。 当社工接到获怀疑

虐待儿童个案时，会根据相关的
处理虐待儿童程序指引跟进，包
括探访、联系医院、通知警方等
等保障儿童的安全和幸福。

受虐儿童的安置也会有包
括医生、社工、心理学家等在内
的专家组对受虐儿童进行心理
评估，共同探讨。

而在立法方面，香港自从有
法律条文以来就已经配套有相
关的保护儿童的法律法规，《侵
害人身罪条例》、》保护儿童及少
年条例》等，都有对儿童虐待的
司法追究或对未成年人的照顾
监护问题等的详细具体的规定。

“我的建议是将儿童保护工
作界定为社区社会工作者和学
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之一，
从岗位设置入手，建立儿童保护
专业服务体系。 同时为了配合这
个岗位建设，培养社会工作者的
专业教育机构， 也就是大学，应
该将儿童保护加入到专业教育
中，通过他们来促进未来的儿童
保护制度的建设。 ”童小军说。

同时，为了让学校社会工作
者在儿童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童
小军还建议学习美国的“强制报
道制度“，不仅是将儿童保护服
务纳入其岗位职责，还需要对其
岗位职责的考核进行制度建设。

11月 19日是“世界防止虐待
儿童日”，由非政府组织“妇女世界
首脑会议基金会”2000年所定，目
的是请人们关注儿童遭受虐待和
忽视的现象。

香港处理虐童事件的程序

1、 警局或社会福利署接到
举报。

2、 专职社会工作者立即赶
到现场。

3、将儿童转移到安全地点。
4、 把儿童送到监护人亲友

或志愿者家庭临时照看。
5、 儿童家庭局对怀疑被虐

待的儿童做健康和心理检查，并
详细询问，以判断他们是否确实
遭到虐待，同时判断儿童是否在
撒谎。

6、同时 ，调查人员也会调查
监护人，并检查其精神状况。

7、 法院根据调查人员和监
护人的陈述和证据，判决是否将
儿童返还监护人，或继续寄养儿
童之家等。

“强制报告制度”

美国法律要求与儿童打交
道的教师 、医生 、社区工作人员
等，承担发现和报告儿童保护案
例的义务； 如果发现了不报告，
或者报告不及时，或者因为缺乏
专业敏感没有发现，而出现了儿
童虐待等儿童保护案例，这些专
业人士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意识薄弱 制度缺位 儿童保护社工岗位空白

“揪耳朵”事件后儿童防虐现状追踪

嘴上被贴胶带的儿童

从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到有
效的儿童保护组
织体系，到支持这
个体系运转的专
用资金、专业人员
和专用阵地的配
备，都处在一种缺
乏甚至空白的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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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被体罚

� � 十月下旬，微博上一
组虐童照片引来众多网
友疯转。 警方很快查实图
片中这名女老师是温岭
蓝孔雀幼儿园小二班的
老师。 随后，该名教师涉
嫌“寻衅滋事罪”被拘留

虐童教师颜某

“揪耳朵”照片流传最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