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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心怡 皮磊

《爸爸去哪儿》引争议

儿童保护，怎么说都不为过
《爸爸去哪儿》 是湖南卫视

从韩国 MBC 电视台引进的亲子
户外真人秀，从 2013 年的首播至
今已有四季。 眼下正在播出的第
四季和前三季有所不同，除了从
电视改为网络播出外，在原有爸
爸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上节目
基础上，增加了“实习爸爸”。 于
是，击剑运动员董力和本名为崔
雅涵的 4 岁女童“阿拉蕾”临时
配对成为该节目的“非亲父女”。
节目中，阿拉蕾曾童言无忌向董
力“表白”：“长大后妈妈把我嫁
给你。 ”二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俘
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但同时也在
网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日前，网络上出现了一封来
自一名准妈妈的信，信中这位准
妈妈对节目存在的问题表示担
忧。 信中提到：这封信，不是质疑
董力、 阿拉蕾真会发生什么，而
是要说，《爸爸去哪儿》这样有全
国影响力的亲子节目可能对全
社会尤其是孩子们，造成极广泛
的误导和负面效应。 她认为，类
似的节目设计对儿童防性侵教
育而言， 更是打破了基本底线，
充满了错误的示范。

对此， 芒果 TV 相关负责人
公开回应称，针对网友觉得节目
中不妥的已经对节目进行了一
些调整，在后续节目中也会强化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未来
也会邀请法律界、公益界以及相
关专家学者进行探讨。 但他也表
示， 部分网友对节目多度解读、
恶意跟风，造成了不良的舆论影
响。 而作为舆论风暴的当事人，
董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
多情景并不像节目中呈现的那
样，当时有编导和其他工作人员
在旁边。 他谈到，自己懂得把握
分寸， 会尊重阿拉蕾的隐私，也
非常害怕给阿拉蕾的成长造成
伤害。

儿童权益保护为大

上周末，有 1002 名网友参与
了《公益时报》就这一事件发起
的“益调查”，结果显示，近半网
友(49.1%)认为节目中的设计会
给未成年的女性观众带来不良
示范，降低她们对陌生男子的戒
心，模糊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身
体界限； 也有 34.2%的网友认为

“公众对此事过度解读”。
就此事件和网友的不同反

应，《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
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
基金”）负责人孙雪梅。 孙雪梅谈
道：“作为母亲，我肯定不会让自
己的孩子和非爸爸的异性同吃
同住同睡， 虽然是做在节目，周
围有工作人员，但这样还是会影
响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 我相信
节目组对这对‘父女’之间友好
的互动是在传递有爱的情感，但
作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客观
上看这个节目中的个别情节，容
易模糊看到这个节目的小朋友

的认知，模糊自己和其他人之间
的身体界限。 女童保护者们花了
很长时间教孩子们怎样保护自
己， 可在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如
果有人去模仿这样的情节让孩
子和他去做游戏，可能会给孩子
带来伤害。 ”

还有专家表示，在儿童保护
中， 最困难的就是集体无意识，
此次对《爸爸去哪儿》节目质疑
风波出现后，还有很多人认为没
什么大不了，而这也是导致熟人
性侵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因
此，在做有关儿童方面的节目设
置时， 应该找有关专家把关，提
出建议，这样才能在娱乐的同时
教育公众。

孙雪梅认为：“从儿童保护
的角度来看，公众并没有过度解
读这件事，因为儿童权益最大化
怎么说都不为过。 ”

性侵，就在孩子身边

随着这场网络风波的不断
发酵，微博中也出现了许多描述
自己当年被猥亵的文字：有人被
同学的爸爸摸过下体；有女孩在
四五岁的时候被表姐单独关在
屋子里脱光衣服摸，事后和家长
说，家长却无动于衷；有人在学
校人少的走廊里被班主任摸小
腿；还有人被父母的同事开玩笑
拍屁股……

类似这种童年回忆形式的
评论或文字约有上千条。 大部分
的家长都会以“他是喜欢你才亲
你、抱你的”来教育孩子。 有些事
件里孩子意识到了不对劲，向家
长反映，有的家长却认为孩子小
在乱说； 有的家长认为都是亲
戚、熟人，没什么大不了；有的甚
至觉得丢脸， 不让孩子对外说
……家长的这些反应无疑让孩
子幼小的心灵再次受到伤害。

事实上，在儿童遭遇性侵犯
的案件中，“熟人犯罪”早已屡见
不鲜。 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
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统计，2015
年，仅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
案就达 340 起， 几乎每天就有 1
起儿童性侵事件被曝光。 其中，
熟人犯罪（公开报道未提及双方
关系的未统计在内） 有 240 起，
占 70.59%。 2014 年，被媒体曝光
的案件高达 503 起，平均 0.73 天
就曝光 1 起， 也就是每天曝光
1.38 起， 是 2013 年同比的 4.06
倍。 其中熟人犯罪有 442 起（公
开报道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未统
计在内），占 87.87%。

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
在全国两会期间召开的研讨会
上， 民政部领导和专家教授都
坦言：“被曝光的案件是少数。 ”
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 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也曾指
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
小学生的性侵害， 其隐案比例
是 1:7。 换言之，一起性侵儿童
新闻的曝光， 或许意味着 7 起
案件已然发生。

从女童保护到儿童保护

事实上，不只是女孩，男孩
也有可能受到性伤害，且性侵害
对男孩造成的影响和问题并不
比女孩少。 国外的研究表明，同
性性侵虽然不一定会改变男童
的性取向，却可能影响其性别认
同， 影响其处理亲密关系的能
力。 不仅如此，如果性侵男童的
行为得不到恰当的惩罚，男童的
世界观会受到影响，心理创伤也
会并伴其一生。

据新华网报道，2008 年，瑞
银慈善基金会曾对各国受侵害
儿童状况进行过一次长达三年
的调查， 大陆和香港共有 30607
名未成年人及家长参与了这项
调查。 其中，学生调查和家长调
查之间数据差异最大的是性侵
犯类行为，从未成年人中采集到
的受侵人数比例是家长报告的 8
倍之多，8%的未成年人表示遭受
过不同程度的性侵犯，其中男生
比例比女生还要高 2.7%。

广东省 2013 年公布的一项
关于广东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
为监测的报告显示，男性遭受的
性侵害更为严重： 无论是高中
生、 职校生还是大学生， 每 100
名男生中，就有 2 至 3 个有被迫
性行为， 是女生的 2.2 至 2.3 倍。
2012 年 3 月至 5 月，香港护苗基
金对 17 所中学共 5055 位学生的
调查显示，男童遭受性侵害较女
童还要高 17%。

男童遭遇性侵的数据之所
以比想象要多得多，甚至高于女
童，一方面原因在于社会对同性
恋现象的忽视； 一方面在于，相
比起真正的性行为，抚摸式的性
侵害要普遍得多，而这样的行为
往往没有受到重视。

此外，我国现行刑法在操作
层面形成了对男童的“另类歧

视”， 也让男童的性权利根本无
法得到有效保护。 这种歧视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
我国现行刑法中强奸罪受害主
体只认女性、不认男性，对男童
实施的性侵犯罪，不管是猥亵还
是情节更为严重的奸淫，都只能
以猥亵儿童罪进行处罚。 猥亵儿
童罪最高的刑期只有 5 年，这与
奸淫幼女最高可判死刑相比，震
慑力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按照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都属于儿童，
而我国猥亵儿童罪所指受害者
的年龄上限为 14 周岁， 对性侵
害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
未成年男性，我国目前并没有相
关的法律进行救济。

儿童防性侵教育普遍缺失

女童保护项目调查显示，目
前我国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防
性侵教育存在普遍缺失的问题。
2014 年， 女童保护项目对 1346
名男生、2136 名女生进行的调查
显示， 仅有 20.0%的孩子知道什
么是“性教育”，48.3%孩子不知道
何为性教育，31.7%的孩子选择

“似懂非懂（知道一点点）”。
当被问到“如果遇到有人不

经你和家人允许，要摸你或脱你
衣服，你知道该如何求助和自救
吗”的问题时，有 14.6%的孩子选
择了“不知道”；在选择“会”的
85.4%的人中，有 55.4%的孩子选
择了“大声呼喊”。 但实际上，“女
童保护”防性侵教案及国内外防
性侵专家都强调，性侵犯罪可能
发生的地域有公众场合和密闭
偏僻场所两类。 如果儿童在后一
种情况下一直大声呼喊，可能会
导致犯罪者起意杀害孩子。 由于
缺乏系统、科学的授课，儿童这
种对防性侵知识粗浅的一知半
解，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危及自身

安全，造成恶性后果。
《公益时报》 的调查结果也

显示，仅有两成网友在童年时期
遭遇熟人过度亲热行为后有过
向外界寻求帮助的举动。

今年 3 月 2 日，在女童保护
基金与凤凰公益联合主办的

“2016 年‘女童保护’全国代表委
员座谈会”上，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
表示，儿童保护制度需要进一步
完善，有了政策支持以后，更需
要人力、物力保障，基层的儿童
保护工作尤其需要专业人才。

童小军认为，做好儿童保护
工作必须从儿童权利的视角出
发， 只有这样才能界定清楚国
家、家庭和社会在儿童保护问题
上各自的职责，树立儿童国家监
护的理念，理顺建立国家儿童保
护制度的必要性，才能有国家儿
童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 在她看
来，要做好儿童保护工作必须从
国家、家长和社会等方面共同努
力：国家需要建立托底的儿童保
护制度；家长应该在国家的监督
和支持下履行自己的监护人职
责；全社会，尤其是专业的儿童
工作者，需要在专业伦理和国家
法律的双重约束下，整合政府和
民间资源，促进全社会履行保护
儿童的义务， 提供儿童保护服
务。

据了解，目前女童保护基金
已出台独立防性侵教案小学版，
教案配备标准化的教学内容和
PPT 授课幻灯片，并有半小时教
师培训单元。 其主要教学目标包
括：第一，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的身体，学会爱护和尊重自己的
身体，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第二，
让学生认识什么是性侵害，哪些
行为属于性侵害行为，掌握防范
性侵的方式和方法；第三，让学
生知道遭遇性侵时的应对和后
续处置。

调查显示，社会针对男童的预防侵害教育更加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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