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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发布

超九成网友希望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
■ 本报记者 王勇

受害儿童逾 800 人

“女童保护”统计，2019 年
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
（18 岁以下）案例 301 起，受害
人数 807 人， 年龄最小的为 4
岁。 2013 年至 2018 年，每年媒
体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的案
例分别是 125 起 、503 起 、340
起、433 起、378 起、317 起 （其
中，2013 年—2017 年统计案例
为 14 岁以下儿童，2018 年起为
18 岁以下儿童）。

“女童保护”统计，在 301 起
案例中，熟人作案 212 起，占比
70.43%；陌生人作案 82 起，占比
27.24%；有 7 起未表明人际关系。
熟人作案比例高，从“女童保护”
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
案比例一直居高， 最高比例达
87.87%。

其中，家庭成员作案更具隐
蔽性，后续治理和相关工作难度
也更大。 多起发生在家庭中的性
侵案例表明，考虑到亲情、伦理、
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
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女童保
护”建议，应完善对性侵受害未
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对于未
成年人遭遇监护人性侵的案件，
除剥夺该监护人的监护权外，还
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兜
底保障制度，从而让他们敢于维
权，降低伤害。

“女童保护”发现，在 301 起
案例中有，有 167 起是施害人多
次作案，占比 55.48%，包括对同
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
次对多名儿童多次性侵。

《报告》指出，这提醒我们，
需要告诉孩子“哪些行为属于性
侵害”， 避免孩子遭遇性侵却不
知道意味着什么； 需要告诉孩
子， 在警惕熟人性侵的同时，万
一遭遇性侵该如何应对。 如遭遇
性侵，应及时告诉家长，及时报
警、求助、维权等。 如果沉默，可
能让施害人更加肆无忌惮，持续

伤害。
除了加强防范教育外，“女

童保护”建议，应全面建立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在
现有试点的基础上， 总结经验，
优化强制报告主体范围，加大投
入力度，在全国加快全面推广速
度和完善制度建设，使未成年被
害人可以得到及时救助。

儿童活动场所是案件高发
场地

“女童保护”统计，在 301 起
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发
生场所的有 230 起，其中发生在
校园、培训机构的有 80 起，占比
34.78%； 在施害人住所的有 51
起，占比 22.17%；在小区、村庄、
校园附近等户外场所的有 31
起，占比 13.48%；在受害人住所
的 20 起，占比 8.70%；在公园、广
场、公交等公共场合的有 19 起，
占比 8.26%； 在宾馆的有 18 起，
占比 7.83%； 在网络上发生的有
11 起，占比 4.78%。

这一案发场所统计结果与往
年相近。学校、培训中心等儿童密
集活动的场所， 虽然是儿童的临
时监护场所， 但也是性侵案高发
地， 所以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
管，并对儿童加强防范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度曝
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网友作案
21 起， 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
案（网友约见面后实施性侵），占
比 9.91%。“女童保护”认为，虽
然呈现出的数据相比较不高，但
这类案件极具隐蔽性，家长一般
也不容易发现，未成年人由于有
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也
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被发现
的案例中甚至往往都有几十人
受害。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的增多，
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
呈高发严峻态势，通过网络传播
以儿童为对象的色情制品的，也
越来越多。

“女童保护”建议，执法部门
应建立专门的儿童色情制品信
息举报通道，接到相关问题应优
先、集中力量处理；建立多部门
的联合监管机制，形成强有力的
监管，对涉及儿童的图片、影视
视频等应该细化分类管理，实施
分级制度；强制互联网平台完善
自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强化
响应处理机制，充分利用技术筛
查和人工干预预防侵害儿童行
为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

与此同时，“女童保护”统
计，对于孩子是否用手机、电脑
等工具上网，27.16%的家长表示

孩子不上网 ；29.17%
的家长表示孩子上
网，会偶尔进行提醒、
教育；42.44%的家长
表示孩子上网， 并会
对其严格监管；1.24%
的家长表示孩子上
网， 但基本没有对其
进行监管。

“女童保护”提
醒， 儿童使用网络的
几率非常高， 家长务
必要加强对儿童上网
的监管并加强安全防
范教育。 多起网络性
侵儿童案件警示我
们， 儿童防范意识薄

弱，在网络游戏、社交工具等平
台上，不容易识破犯罪分子的伎
俩，容易被欺骗和诱导。

从地区来看，“女童保护”统
计，2019 年媒体报道的 301 起儿
童被性侵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
171 起，占比 56.81%；发生在县城
的 71 起，占比 23.59%；发生在农
村的 41 起，占比 13.62%；另有 18
起未表明城乡地域分布。 这一数
据与 2018 年基本持平。 可以看
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
遭遇性侵的危险”， 无论是城市
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
的风险。

与此同时，“女童保护”认
为， 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
中， 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这
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
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而
是反映了媒体在这一领域的年
度报道规律，也恰恰说明城市地
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
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
的监护。 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
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
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
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
司法程序。

需要专业、 系统的防性侵
教育

调查显示，孩子在小学阶段
的家长是关注“女童保护”和儿
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体。 在参
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 父亲占
22.21%，母亲占 74.10%，祖辈占
2.09%；其他监护人占 1.61%。 这
一数据也与往年基本持平，女性
依然占了大多数比例。 实际上，
做好儿童防性侵教育，构建好家
庭监护防线，需要所有监护人的
共同参与和努力。

“女童保护”统计，在 2019 年
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对于媒
体频繁曝光的儿童遭遇性侵案
例 ，57.03%的人表示听说过 ，
28.71%的人很关注；14.25%的人

表示不太了解；2015 年， 这一数
据分别是 43%、29%、28%。如果孩
子遭遇性侵害，51.98%的家长表
示能从孩子的言行中识别出来，
39.77%的家长不确定，8.25%的家
长表示不能；2015 年， 这一数据
分别是 35%、38%、27%。从这两组
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几年
中，家长对对儿童性侵害的关注
度和警惕意识都有比较明显的
提升。

关于家长对孩子进行系统
的防性侵教育的次数，2019 年接
受调查的家长中有 22.24%的人
表示没有过，2016 年这一数据是
68.63% ； 明 确 有 过 的 占 比
52.33% ，2016 年 这 一 数 据 是
31.37%。 2019 年的调查显示 ，
50.05%的家长正在学习儿童防性
侵知识，5.94%的家长已经有了比
较丰富的知识储备。 可以看出，
家长对孩子的防性侵教育在不
断完善，自身的知识能力也在不
断提高。

“女童保护”调查显示，对于
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
高，50.61%的家长表示不太了解，
5.97%的家长表示完全不了解，对
此比较了解的占比为 43.42%。 对
熟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已有案例
表明，一些儿童性侵案就发生在
受害人家中，甚至受害儿童监护
人也在家，但由于儿童没有防范
意识，家长对此也很无知，给了
施害人可乘之机。

“女童保护” 调查显示 ，
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
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
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
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 仅有
1.36%的家长“不能接受对孩子
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 家长们
非常关注给孩子讲授的防性侵
知识体系是否专业、科学。 对孩
子学习防性侵知识的途径，家长
的意愿依次为：学校教学、家庭
教育、专业公益组织讲座、书籍
绘本等材料、网络学习、同伴交
流等。

“女童保护”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仅有 1.36%的家
长“不能接受对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

5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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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了《2019 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
侵教育调查报告》。

“女童保护”呼吁，儿童防性侵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也建议教育部门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常态化教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