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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增设虐待儿童罪存争议
增设“
增设
“虐童罪
虐童罪”
”呼声高
据了解，去年 2 月携程开设“亲子
园”，为本单位员工托管孩子，并聘请第三
方早教机构管理。随后有家长在网上发帖
称，自己两周岁的儿子 11 月 1 日通过申请
进入托儿所，11 月 3 日晚上便被发现耳朵
后面有外伤。与老师沟通未得到回复，后
通过内部关系，调取监控看到了幼教虐待
儿童的视频。
家长们震惊地发现，视频中显示，孩
子们在入园期间基本上都是在被恐吓、殴
打、关进监控盲区、塞芥末、喷清洁剂的
过程中度过的。
视频曝光后，涉事女教师已被刑事拘
留，但是家长的愤怒之情并未平息，网友
们更是炸开了锅。
“这样的老师不配当老师，甚至不配做
人，一定要严惩。”
“要是谁敢这样对待我的孩子，我拼了
命也要让他付出血的代价。”
“为什么虐童事件屡禁不止，最根本的
问题就是惩处太轻，他们根本不当回事
儿。”
“在国外对孩子动一下手指头都算重
罪，对这些人就应该关他个十年八年，看
还有人敢不敢虐待儿童了？”
……
网友们言论一边倒，认为不应当轻罚
涉事人员，应该适用最严格的法律规定。
据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5.6%的网民支
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刑罚方式震
慑、惩戒施暴者。
“我国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法规包括宪
法、刑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其中刑法修正案 （九） 已对虐待罪作
了部分修改，但是并没有设立单独的‘虐
待儿童罪’。”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记
者。
有网友和法律界人士呼吁，在我国刑
法中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不但要放
宽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将没有造成死伤
但是性质恶劣的虐童行为予以犯罪化，还
要给出一个罪名，以求对所有的虐待儿童
犯罪有一个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加大对
儿童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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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处罚力度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儿童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四分之一，城镇居民多为
独生子女。
佟丽华说，由于我国特殊的人口结
构，不少家庭都是六七口人就一个孩子，
对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都十分重视，在这
种环境下，孩子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然而虐童案却被不断曝出，其数量呈上升
趋势。
在网页搜索中输入虐童事件等关键
字，就会发现虐童事件时常发生。与携程
亲子园案几乎同时曝光的，还有江苏省南
京市栖霞区爱德美幼儿园一名教师殴打 3 岁
幼童，造成幼童身上多处淤伤。
在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杨杰看来，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刑法没有
独立的“虐童罪”，其在保护力度和对虐待
儿童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违法人员的震慑力
度上都会有所影响。
“儿童是没有社会化的群体，依赖性非
常强，也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避免虐
待问题事关儿童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无论
从家长的期待还是从国家的未来考虑，法
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都应该优于成
人，实行‘特殊人群特殊保护’。”四川高
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常务副主任张
洪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早在刑法修正案 （九） 出台前，连任
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重庆市律师
协会会长韩德云就曾提出，尽快在刑法中
增加“虐待儿童罪”，量刑和处罚上要与虐
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
有明显区别。
2015 年刑法修正案 （九） 出台后，将
虐待未成年人纳入了虐待罪，但是仍然没
有增加“虐待儿童罪”
。

近日，携程托管亲子园教师打孩子的 国自古待人的典范。然而，
“ 虐童”事件几
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教师除了殴打 乎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媒体曝光。
孩子，还强喂其疑似芥末物。本是给员工
对虐待儿童的行为，很多网友和家长
的福利却成了暴力，亲子园也成为许多孩 都表示不能容忍，认为对虐人者的处罚，
子和家长的伤心地。
“量刑过轻”。也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应在刑法中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有
幼。”早在我国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一书中 别于“虐待罪”从而加重处罚。
就曾提到，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也不要忘
就是否应增设“虐待儿童罪”，记者近
记以这种方式爱护别人的孩子，成为了我 日采访了相关专家。
别，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
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人所采取的临时限
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行政拘留则适
用于一般违法的人。刑事拘留的目的是保
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行政拘留是处
罚和教育一般违法人的一种处罚方式。普
通刑事拘留时间不得超过 14 日，对流窜作
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
的拘留期限不得超过 37 日，而行政拘留的
期限最长为 15 日。
“而且刑事拘留之后，如果罪名成立可
能还将承担刑事责任，从这些区别我们可
以看出，刑法修正案 （九） 虽然没有直接
定义‘虐童罪’，但在实质上已加重了处罚
力度。”阮齐林指出。
“换言之，在本次案件中，如果涉嫌虐
待儿童的幼师最终被定罪，她们将很有可
能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阮
齐林说，刑法中的虐待罪囊括了未成年
人，也就没有必要再另设罪名。

相关链接
何为“虐童”应明确界定
“由于我国对于什么是虐待儿童的法律
定性并不清晰，导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存
在争议点。”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杨杰指出，对于取乐、侮辱、忽视儿
童的行为是否属于虐待并没有一个明确规
定，由于定义不清楚，导致很多人不知道
虐待儿童的边界是什么。
在杨杰看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算我国原则上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法规
不在少数，刑法修正案 （九） 将虐待罪的
在 2016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期
这不仅是对儿童的重视，更是对涉事人员
适用对象扩大到未成年人，但大部分都可
间，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
一个罪犯化的概念。”杨杰说，应该通过修
能沦为倡导性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
主委郭乃硕再次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改刑法条款或出台司法解释等形式，增加
定，对于儿童免受伤害无法起到实质性的
议建议，增置“虐待儿童罪”
。
“虐童罪”，并加重处罚，同时对于其定义
保护作用。
郭乃硕在建议中指出，现有的法律保
和概念，都要更加注重其精准性。
对于虐童的界定，不同的国家、不同
护体系存在种种问题，如儿童免受虐待权
反方：
反方
：
的经济水平、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
立法形式分散，缺乏系统性；儿童虐待报
值观念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都可能会形
虐童行为已入刑，
虐童行为已入刑
，没必要另设罪名
告制度不完善；儿童虐待事件调查处理制
成不同的观点。
度缺失；受虐儿童保护制度设计不合理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了“虐待
世界卫生组织 1999 年出版的 《虐待儿
等。设置“虐待儿童罪”可以专门保护儿
罪”：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
童预防咨询报告》 将虐待儿童定义为，在
童不受非法地、残暴地对待，并规定虐待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
一定的责任、信任或权利关系下，对儿童
儿童的应从重处罚。
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的健康、生存、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
杨杰也认为，单独设立“虐待儿童
期徒刑。
的所有形式的身体或情感对待、性虐待、
罪”是有必要的。他说，很多在我国被认
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
忽视或疏忽对待、商业的或其他形式的剥
为是“玩笑”或“不注意”的小事，在美
教授阮齐林说，对于虐待罪，此前我国刑
削利用的行为。
国有可能构成虐待儿童的大罪。
法规定的范围较窄，此罪适用的对象指的
“虐童易对儿童健康生存和生长发育及
“美国的儿童保护做得比较到位的原
是虐待家庭成员，多为近亲属、父母，不
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还会对儿童的
因，主要是对于儿童保护的重视，如果增
适用学校、教师。
心理造成伤害。并且施虐者是儿童身边的
设“虐童罪”，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不
鉴于此，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
高危群体，不仅仅有家庭成员、教育机构
论是对罪名还是后续处理上，都会向保护
法修正案 （九），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
还有社会监护人员和管理人员等，都是与
儿童方面倾斜。”杨杰指出，相较于“虐待
加了一条：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
受虐儿童有着密切人际关系的人群。”杨杰
罪 ”，“ 虐 童 罪 ” 不 仅 清 晰 界 定 了 犯 罪 行
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
说。
为，在量刑上自然也就不同于“虐待罪”， 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
杨杰认为，对于虐待儿童的定义，不
可以从保护儿童的特殊角度出发，制定更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仅应当包括身体上的，还应包括精神上
为严格的处罚措施。
“从这个改变可以看出，虐童行为已经
的，像不少媒体曝光的虐童案，都是已经
对于在刑法上增设“虐童罪”这一罪
入刑，这也放宽了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
被发现身体上的伤痕，其实除此之外一些
名，张洪认为，法律最大的功能不是打
在此之前虐待儿童只能按照未成年人保护
看不见的伤口也会慢慢腐蚀孩子的心灵，
击，而是震慑，就是要让施暴者意识到实
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适用行政拘留，而
其中就包括精神虐待、隔离、疏忽等，这
施暴力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是一种
虐童行为入刑后，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是性
都属于“虐童”行为。
重罪。
质恶劣的或者有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的行
杨杰建议，在今后修订刑法时可以考
有微博大 V 在网上发布了自己吃芥末的
为予以定罪。”阮齐林认为，这是时代的进
虑，不仅仅是要将虐童罪单独设立，还要
视频，经过长达几分钟的剧烈咳嗽、流泪
步，也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将虐待儿童罪的定义进行明确规定，按照
的痛苦经历，该微博大 V 直言，只有自己感
2012 年 10 月发生在山西太原的幼师虐
这个定义，结合相关法律实施，对于未成
受到才能真正清楚携程亲子园被虐的孩子
童事件中，扇孩子数十下耳光的女教师被
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的规
们经历了什么，你才能知道这种行为是多
处以 15 天行政拘留。
定都要进行相应调整，形成一个完善的法
么可恶。
“目前携程亲子园虐童案，较之此案判
律体系，让虐待儿童的行为处于一个“闭
“这种感同身受，并非简单地将对未成
罚的不同点是，涉案人已被刑事拘留，而
口”法律体系中，而不是一个有漏洞的
年人的伤害归在虐待罪里，而是真正从儿
不是行政拘留。”阮齐林说。
“开口”法律链中。
据 《法制日报》
童的角度出发，对这样的行为单列出来，
阮齐林解释说，这两者有明显的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