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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别让我们的下一代垮了
� � 金丝边眼镜，深色系、偏职
业化的着装一直是佟丽华的“标
配”；略显清瘦的身材，还有与他
与 实 际 年 龄 不 大 相 符 的 苍
老———47 岁的他，头发已经大半
花白。

1999 年，佟丽华创建中国第
一家儿童保护法律机构———北
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该中心成立近 20 年来， 组建了
有 8000 多名律师参与且遍布全
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律师协
作网络，为众多未成年人提供了
免费的法律帮助和公益支持；佟
丽华先后承担国务院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民政部、教育部等
机构委托的重大课题，接受有关
部门委托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北京市未成
年人保护条例》 等修订草案，是
近年来中国儿童保护立法政策
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当年他
创办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目前是中国儿童领域
在联合国唯一具有经社理事会
特别谘商地位的社会组织。

《公益时报》对佟丽华的采
访围绕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展
开。 几天前，佟丽华发表题为《建
议党中央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
员会，严查疫苗事件》的署名文
章，呼吁政府部门将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归入
重点工作部署范畴。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垮了，
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希望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啊！ ”采访中，佟
丽华不止一次地表示。 他说，以
自己多年儿童保护工作的积淀
和观察来看，当下中国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六大威胁儿童健康成长症结

《公益时报》：你认为在当前
的社会发展现状下，中国未成年
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哪些严峻
的现实问题？

佟丽华：根据近几年来的观
察和调研，我觉得目前中国未成
年人群体有六大较为显著的现
实问题。

一、未成年人人口在明显减
少。 尽管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一问
题的重要性， 从 2016 年初采取
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但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
全年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均
下降，相比 2016 年，少出生人口
63 万， 人口出生率下降 0.52‰。
在可预见的未来，老龄人口所占
总人口比重将继续增加，未成年
人口所占比重依然会下降。 简单
说， 我们的孩子在不断地减少，
那未来谁来建设这个国家？ 谁来
赡养和支撑日益增多的老年人？

二、 未成年人身体素质堪
忧。 根统计显示，我国青少年体

质连续二十多年下降，肥胖、“豆
芽菜型”孩子和近视孩子数量在
急剧增长。 从多方面综合来看，
我国未成年人群体的身体素质
令人堪忧。

三、儿童娱乐休闲空间严重
匮乏。 现在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叫
苦不迭，说孩子们沉迷网络已经
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当然是
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但与此同
时我们也要站在孩子们的角度
想一想———放了学没地方可去，
没有丰富有趣的放松娱乐空间，
想踢球也没有场地， 那能去哪
儿？ 似乎除了拿起手机玩游戏，
他们能够选择的也实在寥寥无
几。

中国当下的城市规划和城
市建设过程中，最大的缺陷就是
缺乏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地方，他
们没有地方可以去释放天性、舒
展身心，我们没有给他们留出这
样的活动空间。 这说起来是一种
悲哀，也完全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垮了，这个国
家是没有希望的。

四、困境儿童成为边缘的一
代。 伴随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
免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和随父
母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他们普
遍面临着缺少关爱、权利容易受
到伤害、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等问题。 未成年人辍学甚至义务
阶段辍学的问题比较严重，有些
地方上报的义务教育巩固率并
不准确。 很多地方都暴露出一些
恶性案件———13、14 岁的孩子，
有的杀人，有的介入几十起诈骗
或盗窃案件，在发案以前，我们
竟然对这些过早辍学、劣迹斑斑
的孩子无可奈何。 而因贫困、自
身残障、遭受家庭暴力、父母不
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等原因陷入
困境的孩子成长则面临更多挑
战。 这些孩子本来是国家未来发
展最宝贵的财富，但他们的成长
受到忽视，不仅自身出现各种问
题，也很容易发展成为社会的叛
逆力量和不安定因素。

五、侵害儿童权益的案件挑
战社会道德底线。 虽然近年媒体
报道了很多家庭暴力、校园欺凌
及暴力、性侵等严重侵害儿童权
益的案件，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国还没能构建一套科学的发
现、报告、处理、关爱和服务的机
制。 那些进入司法程序、被公开
报道的案件， 由于缺乏配套、专
业的关爱和服务，受害孩子也承
受着各种压力甚至屈辱，有些出
现反社会人格。

六、互联网时代使儿童保护
更加复杂。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明
显给儿童带来了新的伤害。 内容
上，暴力、色情、仇恨语言、种族
言论等本身就是对儿童的伤害；
以网络为媒介的伤害，比如跟踪
和散布个人隐私或信息、网络欺

凌或骚扰等；依托网络媒介的违
法犯罪，赌博、非法下载、黑客、
网上欺凌、制作或上传色情信息
等；儿童沉迷网络是另一个新的
问题。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未来网上对儿童的侵害将更为
普遍。

《公益时报》：互联网的迅速
普及对当下儿童保护工作来说
意味着什么？

佟丽华：互联网不仅凭空增
加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且使现实
世界的儿童保护更加复杂，不论
是暴力、色情、仇恨等内容，还是
网上欺凌或跟踪个人隐私，都延
续到了现实世界，刺激了更多现
实世界的侵害事件，使现实世界
的儿童保护更加艰难。 所以不仅
是虚拟世界的问题，而且是现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互相交融的问
题。

就此而言，当前我国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
沉重和严峻，给下一代的培养和
教育带来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
的。 尤其是在目前我们线下的未
成年人保护体系尚未建立健全
的情况下，眼前又有一个全新的
虚拟世界在日益壮大和发展，以
何托底呢？ 以前我们会教育孩子
们说，“陌生人搭讪不要理会，不
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等。 但现
在很多孩子都有手机， 换句话
说， 陌生人如今就在孩子身边，
就在你自己的家里。 以前我们觉
得把孩子“看住”就足够了，现在
你已经不可能“看住”孩子，基本
上处于失控状态。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难创佳绩

《公益时报》：这些年我国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一直在推进，政
府部门也在抓，效果到底怎么样
呢？

佟丽华 ：客观地说，最近几
年，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
了很大发展， 国务院就留守儿
童、 困境儿童发布了专门政策，
司法机关与民政部门配合，在未
成年人性侵、家庭暴力、监护人
侵权等领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

但问题也是非常严峻的。 当
前我国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
作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缺乏
有效协调，政策碎片化，工作中
各自为政；从人力、物力和财力
等方面资源的投入来说，也是远
远不够的。 导致这种局面的其中
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
综合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与未成年人保护
相关的综合协调机制主要有两
个：一是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这是政府负责儿童事务的议
事协调机构，从国家级到县级均

设有办公室；另一个机制是未成
年人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各
地主任由政府负责人担任，其成
员单位一般也包括民政、 教育、
公安等部门，但国家级没有未成
年人保护委员会。 当前这两个未
成年人保护综合协调机制日常
工作分别由妇联和共青团负责。

《公益时报》：为什么你认为
从国家权力配置的角度来说，让
群团组织协调党委、政府及司法
机关的工作并不科学；从实际情
况来看，也难以真正发挥协调作
用？

佟丽华：在当前我们的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存在困
难的背景下，国家并未强化综合
协调机制，而是“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 如此一来的效果就可想
而知。 国家重视打拐问题，就建
立打拐协调机制， 目前在公安
部；国家重视校车问题，就建立
校车问题协调机制，目前在教育
部； 国家重视留守儿童问题，就
建立留守儿童问题协调机制，目
前在民政部……按着这种思路，
如果真的重视未成年人保护问
题，那么要建立十几个相关协调
机制。 而问题是，这些协调机制
的办事机构建立在相关负责的
部委，作为平级单位，尽管国家
赋予了其协调职责，但其协调的
力度还是非常有限的，因而也达
不到预期的效果。

党中央直管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

《公益时报》：你建议成立一
个由党中央直管的未成年人保
护委员会，大家也会因此产生疑
问———它跟原来的妇女儿童工
作委员会是什么关系？ 会不会导
致资源配置方面的重复和浪费？

佟丽华：政策层面的设计是
绝对不能抛开国情现实去空想

臆断的。 我做了 20 年的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参与了这个领域绝
大多数的立法层面的改革，了解
儿童保护工作在现实当中存在
的实际问题。

现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
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妇联，人力
物力都有限，而且最关键的问题
在于法律对其明确的授权远远
不够。 我觉得如果党中央直管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其实从
制 度 上 解 决 了 这 样 一 个 问
题———国务院下属的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更多协调的是政府
系统的妇女儿童保护工作，但从
党中央层面设置的这个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委员会，解决的是立
法问题、政府问题、司法与监察
问题。 一个是统管全局的大方
向，一个是具体细则的落实。 把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党的领
导之下，以集中各种优势来夯实
和加强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这
样的建设架构其实是值得我们
期待的。

在此，我郑重建议中央高度
重视未成年人相关问题，将其提
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成立
中央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全面
加强和改善我国当前的未成年
人保护相关工作。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最大
的、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 我一
直在说，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铁
路、不是矿产资源，而是“人”。 一
个国家未来最大的竞争优势始
终在于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说，我认为应当把对下一代人的
培养放在国家战略高度。 而从儿
童保护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一
定要加强党的领导。 儿童保护工
作关系到国家民族复兴、关系到
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国家战略
发展———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
国家发展生态链，我们的孩子健
康成长与否决定了国家的未来。

佟丽华（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