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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监护责任 细化网络保护 加强校园安全 助力学生“减负”

聚焦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
� � 备受关注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修订草案 6 月 28 日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进行第二次审议。 对比此前的
草案一审稿，草案二审稿针对当
前社会热点问题， 对监护责任、
校园安全 、网络保护 、学生 “减
负”等作出进一步规定。

亮点一：
压实各方监护责任

对于心智发育不成熟，认
知、辨别能力不强的未成年人而
言，监护人是他们合法权益免受
侵害的“保护者”，也是及时提醒
纠偏，避免他们误入歧途的“引
领者”。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未
成年人监护缺失、得不到应有照
护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此，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
落实监护人的责任，明确委托照
护“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
“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
的意见”，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与未成年人
和被委托人至少每月联系和交
流一次”。

“这一修改，有着很强的现
实针对性。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未
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教授宋英
辉说，这将避免实践中监护人因
外出务工等原因导致监护实际
缺位的问题，保障未成年人的安
全、健康、教育等。 尤其值得肯定
的是，“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
成年人的意见”的规定，可以使
监护人委托他人监护、照护未成
年人时更加审慎，更尊重未成年
人的意愿，使未成年人得到更好

的照护。
草案二审稿在一审稿所列

举的应当由国家进行临时监护
的情形基础上，增加列举了“监
护人因自身原因或者因发生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等突发事件不能履行监护职
责， 导致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等
三种情形。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所长、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
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表示，这一
修改吸收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实践经验，体现了国家的责任与
担当，也为疫情防控常态化提供
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此外，新增
加的“监护人教唆、利用未成年
人实施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未成
年人需要被带离安置”情形，也是
对实践中困扰公安司法机关打击
“怀抱婴儿” 类犯罪的针对性回
应， 有效填补了利用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以逃避打击的法律漏洞。

亮点二：
强化网络保护相关内容

草案二审稿拟强化网络保
护相关内容， 规定国家建立统
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
份认证系统， 明确向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要
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和信
息加强管理， 发现违法信息或
者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
为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等。 同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
依法履行预防沉迷网络、 制止
网络欺凌等义务的， 规定了相
应处罚。

“尽管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
不成熟， 但仍然享有网络权利，

立法需要在权利与保护之间进
行平衡，既不能以保护之名侵犯
未成年人的网络权利，也不能对
未成年人网络侵害放任不管。 ”
姚建龙认为，草案二审稿对网络
保护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及边
界均予以了较好的明确。 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基本立场应当是

“外划底线，内强免疫”，确立底
线规则意识，以负面清单方式划
出严禁行为与严禁传播的资讯，
除此之外则应充分尊重未成年
人的网络权利， 注重通过引导、
教育的方式增强未成年人对网
络不良资讯的免疫力。

亮点三：
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

校园本是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一方净土， 然而近年来频
发的校园安全问题却让人忧
心。 如何让孩子在校园更安全、
家长更安心？ 草案二审稿进一

步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并
增加校车管理、 学生欺凌等问
题的有关规定。

草案二审稿明确， 学校、幼
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对
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安
保设施、配备安保人员，保障未
成年人在校、在园期间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

使用校车的学校、幼儿园应
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对校车
进行安全检查，对校车驾驶人进
行安全教育，并向未成年人讲解
校车安全乘坐知识，培养未成年
人校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技能。

一些学校在学生欺凌问题
上“捂盖子”“和稀泥”怎么办？ 草
案二审稿规定，对严重的欺凌行
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姚建龙认为，对风险人群、风
险空间和风险时间的管理存在薄

弱环节， 负责维护校园安全的人
员存在懈怠等问题， 是发生校园
恶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未成年人
保护法应当针对上述问题， 进一
步建立和健全包括风险识别、评
估、预警、防范、处置、转移等一体
化的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青
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
席小华表示，解决学生欺凌问题
除了加强立法外，还应建立驻校
社工制度，积极引入专业社会工
作力量进入学校开展服务，在学
生发生冲突的初期就及时介入
疏导，从而实现矛盾化解。

亮点四：
为学生“减负”提供法律依据

为中小学生“减负”，是教育
类法规和政策反复强调的要求，
也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草
案二审稿明确，学校不得占用国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
期， 组织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
加重其学习负担。 幼儿园不得提
前进行小学课程教育。

“未成年人身心正处于发育
期，如果学习负担过重，会影响
其健康和全面发展。 ”宋英辉认
为，以往有的学校为了提高升学
率，片面强调学习成绩，挤占节
假日时间给学生补课，造成学生
学习负担过重；有的幼儿园违背
教育规律，提前进行小学课程教
育。 这些都不利于未成年人健
康、全面发展。

专家还表示，为学生“减负”
不应当只是学习空间的转移和学
习负担的转嫁， 不能理解成为了
减轻学生校内负担， 将负担转嫁
到校外和家长身上。 （据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 6月 30日分组审议了未
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与
会人员普遍认为，此次修订立足于
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存在的薄弱环
节和现实问题， 体现了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基本要求，
以及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

草案回应
社会关切符合现实需要

杜玉波委员表示，草案二审
稿对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校园
安全和学生欺凌、监护人监护不
力甚至监护侵害、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等都作出针对性规定，并对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
等作出全面规范，有利于从法律
层面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
保护，总体赞成该草案。

鲜铁可委员说， 草案二审稿
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作出多处修
改， 进一步体现了社会发展成果
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从整体上看，
草案二审稿增加关于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救助帮扶的规定等，对
未成年人保护力度明显加大。

罗保铭委员说，草案二审稿
在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增设政府
保护责任、增加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内容等方面篇幅较多，充分细
化了现行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
回应了社会关切，符合目前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迫切需要。

营造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环境

草案二审稿明确，学校不得
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
寒暑假期，组织未成年学生集体

补课，加重其学习负担。 幼儿园
不得提前进行小学课程教育。

谢经荣委员认为，这条规定初
衷很好，但现实中高中阶段集中补
课现象普遍存在， 特别是高三，学
校往往不放假冲刺补课，如此规定
并不现实，建议将范围限定在“组
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学生
集体补课”；此外，对于幼儿园不得
提前进行小学课程教育的规定，如
要真正落实，还应对小学入学考试
相关规定等作出进一步明确。

如何让孩子享受网络便利的
同时，保护孩子免受网络不良信息
侵害？ 吕薇委员建议，适当调整草
案有关表述，“草案中关于不得让
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游
戏功能的规定比较难以操作，建议
修改为‘采取符合国家标准的技术
措施，规范、限制未成年人接触不
适宜的游戏或游戏功能’。 ”

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应如何
管教？吴恒委员说，草案二审稿提
出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
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
行为，表述过于宽泛抽象，可能引
发教与学双方的误解纠纷。 建议
修改为“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
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全
面引导学生遵纪守法，关爱同学，
尊重他人”，为学校、教师留下一
些可以自主实施的教育空间。

进一步强化
各方监护责任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
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用心呵
护。 围绕各方的监护责任，与会
人员展开热议。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留守儿童
父母或监护人要加强对孩子管理

及联系的有关规定。 邓丽委员认
为，规定提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
顾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
校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 但现实中存在一些父
母异地任职甚至不在国内等情况，
难以做到一律规定书面告知，建议
增加电话联系、微信告知等方式。

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说，草
案二审稿明确学校、幼儿园应当
对教职员工加强教育和管理，在
此基础上还应增加预防性条款，
规定学校及幼儿园加强对新聘
教职员工的入职审查，不录用有
虐待前科等违法行为的人员。

郑功成委员表示，面向儿童
的社会公益组织是社会保护的
重要方面，建议用专门条款强调
促进儿童社会公益组织发展，使
其担负起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
职责。 （据新华社）

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该怎么做？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作出进一上步规定（新华社发 徐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