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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老师的假冒老师的““大灰狼大灰狼””

2017 年 10 月中旬，河北省深州市检察
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时任该院未检部部长
李默参加了一个特殊的会议。说它特殊，
是因为深州市公安局长为了一起涉嫌侮
辱、猥亵未成年女学生的案件，专程来检
察院走访。

原来，犯罪嫌疑人邢胜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假冒老师或班主任，在获取学生真
实网络信息后，通过微信、QQ 等，以学
校怀疑有学生发生性关系，需要检查学生
身体为名，胁迫多名学生向其发送裸照、
视频。案件发生后，被害人的父母十分气
愤，多次到公安机关要求严肃惩处犯罪嫌
疑人。当地多所学校也向公安机关提出请
求，要求严惩犯罪，维护师道尊严。

毫无疑问，办案机关承受了相当大的
舆论压力。当天，除了李默，参加会议的
还有深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淑娟和副检察
长李泽华等人。会议结束后，李泽华和李
默受命承办这起案件。

10月18日受理案件后，李泽华和李默
就一头扎入案件中。“办理这起案件，我们
都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李默介绍。

由两位领导来直接办案，主要是因为
这起案件的认定在法律上有一定的难度。
据介绍，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规定，对妇
女实施猥亵需要有直接的性接触才能够认
定。而此案中，犯罪嫌疑人的不法行为是
通过网络远程进行的，与被害人并没有直
接的性接触。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以猥
亵儿童罪批捕起诉该案，能否经得住考
验，是办案人员承受的最主要的压力。

在认真研究案件材料后，办案人员找
到了王淑娟。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对该案
予以批捕。主要考虑有：虽然没有直接的
性接触，但是，犯罪嫌疑人违背被害人的
意志，胁迫发送裸照和视频，并在网上散
布，性质十分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对被
害人的心理伤害很严重。

“办理此案，既要快，也要稳。”可是
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会不会认可检
察机关的意见？19日，李泽华请来法院刑
事审判庭和公安机关的有关负责人，听取
他们的意见。

“现在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我们的司法
审判必须主动适应，具有前瞻性。”法官的
这些话，让李默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20 日，李泽华和李默专门到衡水市检
察院就此案进行汇报。市院分管副检察长
谷小兵和未检部门负责人在听取汇报后，
明确表示支持办案人员的意见。“本案是衡
水市乃至河北省通过互联网猥亵儿童的第
一案，希望将本案作为指导性案例，做好
总结和推广。”谷小兵说。

10月23日，深州市检察院对该案作出
批准逮捕决定。其后，检察人员直接介入
了该案的侦查补证工作。被害人提供的情
况对于证明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考虑到
被害人的特殊情况，既要让被害人敞开心
扉，又要避免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检
察官建议，在询问被害人时，全部使用女
性办案人员，而且在询问场所、询问形式
等方面，都做了特别安排，一点一点打消
了被害人的心理顾虑。

开庭时，李默以公诉人身份出庭支持
起诉。李默介绍，原本不认罪的被告人，
当庭表示认罪。深州市法院一审以猥亵儿
童罪判处邢胜有期徒刑四年。判决作出
后，邢胜未上诉。

案件办理中，深州市检察院就向深州
市教育体育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深化学
校安全管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巧
合的是，这是该院未检部门当年发出的“1
号建议”。

案件审结后，该院就此案进行了认真
的总结，并作为典型案例报送上级院。几
个月后，2018年11月，最高检发布第十一
批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虐
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
明确了通过网络通讯工具，实施非直接身
体接触的猥亵行为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
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可认定
构成猥亵儿童罪（既遂）。

李泽华的手机里，现在还留存着媒体
对这批指导性案例的报道。

微信微信““好友好友””布下可怕陷阱布下可怕陷阱

“这起案件对于我和我的团队来说都是
一个挑战。”提及这起利用网络实施性侵未
成年人的案件，办案检察官很有感触。

2016年6月1日，一起涉嫌性侵幼女的
呈捕案件引起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港口区检察院检察官的重视。就在前两个
月，犯罪嫌疑人吴浪 （化名） 通过微信添
加某在校学生小敏 （女，未满14周岁，化
名） 为好友，其间通过微信发送淫秽图片
以及淫秽语言给小敏。不久，小敏的同
学、被害人小妍 （女，未满 14 周岁，化
名） 想借钱，小敏便介绍吴浪与小妍加为
微信好友。2016 年 5 月 12 日小妍通过微信
向吴浪借钱，吴浪提出见面并强调现场借
钱给小妍。当晚，吴浪以诸多借口将小妍
留在校外，并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事
后，吴浪更是多次发微信威胁被害人。小
妍家人了解情况后报案。

在认真研究了办案材料后，承办检察
官仍然有些纠结。“就呈捕的证据来看，还
不够充分，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明知被害人
未满14周岁的证据不足，其使用暴力、威
胁或其他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
证据不足。”但考虑到该案的影响、性质十
分恶劣，港口区检察院高度重视，多次组
织开展研讨会，细化补侦提纲引导公安机
关补充证据。

经查，吴浪具有使用网络传播淫秽物品
的前科，在前罪服刑期满释放不久，又通过
微信这一网络通讯工具添加被害人为好友，
并在得知对方是未成年人情况下，仍发送淫
秽图片和语言骚扰未成年人，以借款为由诱
骗未成年少女外出并实施侵害行为。

该案开庭时，公诉人就吴浪的犯罪行
为进行深入剖析和释法说理。2017 年 3 月
1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强奸罪判
处吴浪有期徒刑六年。吴浪不服一审判
决，提出上诉。防城港市中级法院经不公
开开庭审理，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案件办理期间，港口区检察院非常关
心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状况，并针对
性地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同时为了进一步
落实关爱涉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港口区
检察院启动了对其的司法救助，给予被害
人司法救助金5000元。

这个这个““星探星探””成了女孩噩梦成了女孩噩梦

2019 年伊始，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

检察院“一米阳光”未检工作室内，该院
干警和心理咨询师正在帮助一名被侵害的
女孩一步步地走出心理阴霾。

据办案人员查明，2017 年以来，帅某
在百度贴吧以“大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的名义发帖招募11岁至16岁的童星，并将
QQ号码留在跟帖区，许多有明星梦的女孩
纷纷把 QQ 号码留在跟帖区或者直接添加
帅某为好友。在和这些女孩联系上后，帅
某自称是“大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员
工，要求女孩们打开摄像头进行面试，随
后编造各种理由，逐步诱骗女孩裸聊并录
制视频。截至案发，帅某共诱骗近60余名
未成年少女。

检察人员在承办案件后发现，被骗女
孩全部都是在网络上被侵害了权益，并未
有直接的身体接触，而且该案仅有犯罪嫌
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没有被害人陈述，证
据不足成为该案难点所在。

该院未成年人犯罪办案组主办检察官
孟艳介绍，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是否构
成猥亵儿童罪尚有争议，同时受害女孩所
在地及身份信息均不明，但帅某的行为社
会危害性大，社会舆论压力大，这些都是
办案人员承受的主要压力。

公安机关在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前，
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在认真研究
案卷材料后，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讨论，取
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该案虽然没有直接
的性接触，但是，犯罪嫌疑人违背被害人
的意志，诱骗发送裸照和视频，并录制视
频予以保存，存在传播的危险，性质十分
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对被害人的成长造
成了很坏的影响。

提前介入该案的检察官发函建议公安
机关对从帅某处扣押的电脑、手机等电子
设备进行数据分析，导出被删除的聊天记
录、视频等信息数据。面对海量电子数
据，未检办案组检察官逐条进行筛选，终
于从大量的聊天记录中筛选出3名被害幼女
与帅某聊天时透露的身份信息。但是3名被
害人中，只有1名孩子及其法定代理人愿意
配合调查，如何进一步扎实案件证据仍然
是个难题。

“调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信
息，只要相关信息与聊天记录所透露的身份
信息、视频中的体貌特征一致，就能证实帅
某存在猥亵女童的犯罪事实。”携此观点，该
院干警专门请法院刑事审判庭和公安机关
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这个案
件的意见。“现在网络日益发达，利用网络实
施的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司法审判必须更新
理念。”法官明确表示支持该观点。

2018年11月16日，珠山区检察院以猥
亵儿童罪依法提起公诉，指控帅某以网络

视频的方式猥亵儿童；同年12月27日，珠
山区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帅某有期徒刑
二年。帅某当庭表示服判。

为避免对案件的被害人造成二次伤
害，该院建议公安机关对案件的关键信息
和视频资料予以封存。案发后，该院检察
长徐健还多次到当地学校为孩子们上法治
课，引导他们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小诱惑背后的企图小诱惑背后的企图

“大灰狼”通过网络聊天对幼童进行猥
亵，严重侵害儿童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的
行为应如何惩处？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针对此类犯罪，确立了无身体接触猥亵行
为与接触儿童身体猥亵行为同罪追诉原则。

几乎是在同时，由浙江省温岭市检察
院批捕、起诉的浙江首例利用互联网猥亵
儿童犯罪案件得到了法院的有罪判决。说
起案件的办理，该院未检部主任季晶晶记
忆犹新，“将网络猥亵作为犯罪打击，这是
严格执法的体现”。

不过，当她在 2017 年 9 月底受理这起
案件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疑虑的。犯罪嫌
疑人王强 （化名） 出生于1995年，从2012
年开始，当时尚未成年的王强就开始利用
网络猥亵儿童。他通过 QQ 在网上查找 10
至 14 周岁左右的未成年人，以赠送 Q 币、
点卡等进行诱惑，要求被害人分别或结伴
在视频聊天中脱衣自行猥亵供其观看，同
时录制视频以作为后续威胁，涉案被害人
多达十几人。直至 2017 年 8 月底，从小学
五年级时就被王强胁迫的被害人小张不堪
其扰，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王强长达6年
的猥亵儿童史才被发现。

公安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王强提
请逮捕。不过，“由于是省内首例网络猥亵
案件，缺少相关判例，在定性上存在一定
的困难，”季晶晶说。此案中，犯罪嫌疑人
的不法行为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与被害人
并没有直接的性接触，以猥亵儿童罪批
捕、起诉该案，办案检察官也面临着一定
的压力。

该院分管副检察长林仁华与季晶晶对
案情进行了仔细分析。刑法其实并未将猥
亵行为限定为具有身体接触的行为；本案
中，对于未成年人的非接触式的猥亵，所
造成的伤害与直接接触并无本质的区别；
王强采用 QQ 视频等方式，使得网络猥亵
变得更加方便、更具隐秘性，对被害人的
权益造成同等甚至更为严重的侵害。

经过向台州市检察院、浙江省检察院
的逐级汇报，该院得到了上级院肯定的意
见。2017 年 12 月 5 日，经委托司法鉴定，
确认王强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后，该院依
法对王强以涉嫌猥亵儿童罪作出批准逮捕
决定。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该院一直联
合法院、公安部门实行“性侵案件‘一站
式’询问办案模式”，既统一证据采信标
准，又避免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这一
次，在对被害人进行联系和询问的过程
中，季晶晶和同事发现，小张情绪低落、
眼神空洞，其余多名被害人也因长期遭受
巨大的精神压力，一度出现了情绪崩溃、
无法正常学习的情况。

“心理问题不解决，对他们以后的人生
都会影响巨大”。检察官为帮助被害人早日
摆脱伤害的阴影，依托与社会机构合作开
展的“心芽受侵儿童帮扶项目”，在征求被
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为小张他们聘请了专
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老师通过“倾听、
交流、转移”等方式，逐渐引导被害人放
下心理包袱。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经过查证，
季晶晶发现，王强实施猥亵的对象中，既
有未满14周岁的幼童，也有已满14周岁的
未成年人，“部分被害人现在已在高中阶
段，且多年来一直遭受长期猥亵。”指导侦
查机关补取相关证据后，她决定依法追加
强制猥亵罪名。2018 年 7 月 12 日，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判处王强有期
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以强制猥亵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据《检察日报》

揭开网络大灰狼的戏法变种
假扮老师、“星探”、热心“好友”，“暖心”馈

赠……通过网络，不法分子把性侵的“黑手”伸向涉
世未深的孩子。为了更好维护孩子们的安全和权
益，检察机关惩防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