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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从 10家到 106家

儿童保护机构就“王振华案”发声背后

106 家儿童保护机构
联合发声

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
会（简称“儿童希望”）是一家专
门从事孤儿和困境儿童救助的
公益组织，该机构创始人张雯是
一名有着 30 多年的一线从业经
历的儿童社工。

一审判决后， 张雯打破沉
默，希望以民间机构发声的方式
回应公众关切。

很快，儿童希望就制作完毕
“王振华案” 一审判决的调查问

卷，将公众看法、证据采信、保护
政策等相关意见纳入其中，通过
网络发布后，有 5 万多人参与了
调查，98%的人认为判决较轻，仅
1%的人赞同维持原判， 还有 1%
的人表示不了解。

民间组织独立呼吁作用有
限，必须扩大声量，才可能引起
相关部门的重视。 儿童希望觉得
这是一个可行的途径，立即着手
联名材料并将先前公众调查结
果纳入其中，联合倡议“王振华
案”二审重审，让王振华罪有应
得， 为当事女童争取公正审判。
不久，一份由张雯拟出的联名发
声的征求稿出炉并向同行征求
联名倡议， 很快就得到了 10 家
机构的响应，这其中不乏中华儿
慈会、 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广
西爱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一
些常年致力于儿童保护的民间
机构身影。

不过，征集持续中也遇到难
处，并非所有机构都愿意参与联
名，一些机构觉得联名会触及儿
童隐私不太愿意。

“一开始‘意见稿’发出后，
一些机构对于是否参与联名有
些犹豫，但我们想找儿童保护机
构联名，最后很多非儿童保护机
构也参与其中，这种联名看得出
民间对于一审结果的态度。 ”张
雯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未曾想到，舆论对于此事热
情度颇高，联名倡议通过儿童希
望微信公众号发布后，阅读量很
快突破 10 万，72 小时后阅读量
达到 25 万左右， 还有很多公众
号进行了转载。

随后， 联合响应的 10 家社
会组织通过快递方式将问卷结
果送往最高检、发改委、民政部、
妇联等儿童保护相关的机构。

张雯说，作为民间儿童保护机
构， 向国家相关部门反映儿童保
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传递民间声
音是机构职责， 并非找相关部门
去抗议， 只是立足于自身机构属
性来开展工作， 并更好促进事件

解决。 问卷调查希望把公众的声
音传递给儿童保护相关部门，对儿
童保护工作起到更好促进作用。

“不能让坏事持续发展，孩
子继续受伤害， 应该重吼一声，
为儿童保护发声。 ”张雯说。

张雯表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9 日，联名倡议的民间组织从 10
家已增至 106 家。

稍早前，递送到儿童保护相
关机构的调查问卷材料，也有了
口头回复，张雯说：“相关部门表
示舆论形成合力，可以推进司法
进步，大家都来呼吁，才有改进
的希望，一起努力愿意加强与民
间组织合作，共促儿童保护事业
发展。 ”

儿童保护民间进行时

儿童保护在任何时候都是
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儿童伤害
案件频频被曝出。 张雯觉得，民
间组织至少在三方面可以发挥
作用。

第一，预防。 民间组织可以
针对儿童性侵等实施公益项目，
通过项目执行的整套方案，焦聚
儿童保护。

“女童保护”是北京众一公益
基金会设立的公益项目， 该项目
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

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
害。据该项目负责人孙雪梅表示，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女童保护”
已在全国 31个省份相继开课，儿
童防性侵课程覆盖儿童超过 372
万人，覆盖家长超过 59 万人。 同
时，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通过代
表、委员提交议案和提案，积极参
与推动儿童保护制度的完善。

第二，应对。 儿童性侵事件
发生后，需要立即应对。 通过报
告、服务双管齐下，让律师、公安
协同操作。 当前，一些儿童性侵
案件有时遭遇立案难问题，这让
受伤害的孩子不能得到有效帮
助，这个任务非常重要，需要多
方联动推进。

第三，倡导。民间组织可以在
事前或事后积极倡导儿童保护。

2020 年 7 月 3 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通过全国
人大网向社会公布，目前正在面
向公众征求意见。

张雯表示，在《未成年人保
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征
求意见期间，儿童希望已将法案
中儿童保护涉及的“学校保护”

“家庭保护”“社会保护” 等方面
内容结合港、澳、台及国外实务，
从实践方面提出见解，并通过全
国人大网提交意见。

儿童优先的国家战略

对于“王振华案”，张雯觉得
这次正、反方对于孩子隐私保护
较好，审理前后也未出现孩子隐
私暴露的现象，只是根据法庭审
理需要提交相关证据。 早期，人
肉、追查等不利于儿童隐私保护
等方式并未出现。

事实上，近几年间，不仅在
隐私方面， 儿童福利的其他方
面， 公众意识也得到了加强，保
护力度也在逐年提高。

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了儿
童保护的政策法规和规划、明确
职责的协调联动机制、财政及人
力资源的投入、规范的预防及应
对服务、 专业的服务人员队伍、
社区参与、监督和评估等。

6 月 1 日， 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中国
儿 童 福 利 与 保 护 政 策 报 告
2020》。 报告显示， 我国儿童福
利、儿童保护、儿童健康、儿童教
育四个方面均进展显著， 总体
90%指标基本实现预定目标。

2010 年以来，儿童优先被纳
入国家战略，多部门跨领域联合
行动推进制度创新， 完成了从
“兜底保障” 向“分类保障”、从
“补缺”向“适度普惠”、从“物质
保障”向“物质保障+服务保障”
的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防治性侵害、反家庭
暴力、 防治校园欺凌等多项政策法
规的出台，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
力度不断加大， 相关案件年均增长
10.46%。 2018年中国司法大数据显
示，2013~2017年，涉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案件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从
2013年的 8.3万件增加至 2017年
的 11.8万件，年均增长率达 10.46%。

目前，“王振华案”二审已被
上海法院受理。

张雯表示， 尊重法院判决，
也希望法院能听到民意的声音，
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 � 越来越多的儿童保护机构开始关注到社会倡导的重要性， 采用
多种方式推进政策的改进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王振华案”一审判决后，
引发舆论热议。 王振华辩护律
师随即提出上诉， 并表示将在
二审为其无罪辩护。 7 月 10 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正式
立案受理。

一审判决， 除了很多舆论
认为判决较轻之外， 一些社会
组织也积极联合发声。 6 月 22
日， 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
会联合 10 家儿童保护组织（后
增至 106 家）呼吁“王振华案”
二审重审，以求重判。

近年来， 社会组织在公共
事件中发声， 已经逐渐成为常
态，但效果不一。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专访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
霄。 张凌霄表示，民间机构联合
发声能代表特定的群体在法
律、 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利益的
博弈中反映合理的诉求， 这也
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一
个重要的方式。

《公益时报》：10 家儿童保
护机构联合呼吁“王振华案 ”重

审，你认为意义何在？
张凌霄：王振华这起案件，

不仅仅是触动了社会组织的神
经， 它其实是冲击了整个社会
的文明和伦理底线。 但理性一
些来看，本案因涉及未成年人，
为保护其隐私而不公开审理，
实际上公众很难对其法律事实
有准确全面的了解， 仅根据司
法机关和媒体披露的有限信息
对案件进行评判， 未必是客观
正确的。

对于司法活动而言， 社会

组织对法院在审案件的发声，
虽然也是一种合理的监督力
量，但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看，

“民意”并不应该实际上也并不
能真的去影响案件的审判。

因此，在我看来，这 10 家儿
童保护机构发起联合呼吁，并
不在是否真的是呼吁对王振华
的重判或重审， 而更多的是对
于儿童权益保护的正当诉求，
正如在他们的呼吁中自己所说
的“希望能推动儿童保护的法
律改革”、“以此案例开创中国

儿童保护新纪元，在全社会警示
所有性侵犯， 保护所有被害儿
童，减少性犯罪。 ”

它的意义，更多的其实是体
现出我们社会组织存在的价
值———不仅仅只是提供社会服
务，它也可以表达、响应公众的
利益需求， 特别是代表特定的
群体在法律、 政策的制定和社
会利益的博弈中反映合理的诉
求， 这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式。

（下转 07 版）

� � 6 月 17 日， 上海市普陀
区 人民 法 院 一审 判 决 王 振
华、周燕芬犯猥亵儿童 ，分别
判处王振华有期徒刑 5 年 ，
周燕芬有期徒刑 4 年。

一审判决后， 王振华方
面提起上诉， 请求二审判决
他无罪。 7 月 10 日，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受
理。 针对一审判决结果，引发
舆论关切， 网上不乏反对之
声，要求二审重审或重判。

除了判决引发的热烈讨
论之外， 一些民间儿童保护
机构也联合起来向有关部门
发起倡议。

有法律专家指出 ， 司法
实践中量刑偏轻 ， 这主要是
立法的问题， 而不是司法的
问题。 因此 ， 社会组织的发
声，更多是在推动未来法律 、
政策等方面的变革 ， 具有较
大的积极意义。

目前 ， 有儿童保护的类
似修法也正在进行中，《未成
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二次
审议稿）》 向公众征求意见，
民间参与儿童保护的机构正
在增加，渠道也呈现多元。

“

106 家儿童保护机构
联合发声

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
会（简称“儿童希望”）是一家专
门从事孤儿和困境儿童救助的
公益组织，该机构创始人张雯是
一名有着 30 多年的一线从业经
历的儿童社工。

一审判决后， 张雯打破沉
默，希望以民间机构发声的方式
回应公众关切。

很快，儿童希望就制作完毕
“王振华案” 一审判决的调查问

卷，将公众看法、证据采信、保护
政策等相关意见纳入其中，通过
网络发布后，有 5 万多人参与了
调查，98%的人认为判决较轻，仅
1%的人赞同维持原判， 还有 1%
的人表示不了解。

民间组织独立呼吁作用有
限，必须扩大声量，才可能引起
相关部门的重视。 儿童希望觉得
这是一个可行的途径，立即着手
联名材料并将先前公众调查结
果纳入其中，联合倡议“王振华
案”二审重审，让王振华罪有应
得， 为当事女童争取公正审判。
不久，一份由张雯拟出的联名发
声的征求稿出炉并向同行征求
联名倡议， 很快就得到了 10 家
机构的响应，这其中不乏中华儿
慈会、 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广
西爱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一
些常年致力于儿童保护的民间
机构身影。

不过，征集持续中也遇到难
处，并非所有机构都愿意参与联
名，一些机构觉得联名会触及儿
童隐私不太愿意。

“一开始‘意见稿’发出后，
一些机构对于是否参与联名有
些犹豫，但我们想找儿童保护机
构联名，最后很多非儿童保护机
构也参与其中，这种联名看得出
民间对于一审结果的态度。 ”张
雯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未曾想到，舆论对于此事热
情度颇高，联名倡议通过儿童希
望微信公众号发布后，阅读量很
快突破 10 万，72 小时后阅读量
达到 25 万左右， 还有很多公众
号进行了转载。

随后， 联合响应的 10 家社
会组织通过快递方式将问卷结
果送往最高检、发改委、民政部、
妇联等儿童保护相关的机构。

张雯说，作为民间儿童保护机
构， 向国家相关部门反映儿童保
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传递民间声
音是机构职责， 并非找相关部门
去抗议， 只是立足于自身机构属
性来开展工作， 并更好促进事件

解决。 问卷调查希望把公众的声
音传递给儿童保护相关部门，对儿
童保护工作起到更好促进作用。

“不能让坏事持续发展，孩
子继续受伤害， 应该重吼一声，
为儿童保护发声。 ”张雯说。

张雯表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9 日，联名倡议的民间组织从 10
家已增至 106 家。

稍早前，递送到儿童保护相
关机构的调查问卷材料，也有了
口头回复，张雯说：“相关部门表
示舆论形成合力，可以推进司法
进步，大家都来呼吁，才有改进
的希望，一起努力愿意加强与民
间组织合作，共促儿童保护事业
发展。 ”

儿童保护民间进行时

儿童保护在任何时候都是
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儿童伤害
案件频频被曝出。 张雯觉得，民
间组织至少在三方面可以发挥
作用。

第一，预防。 民间组织可以
针对儿童性侵等实施公益项目，
通过项目执行的整套方案，焦聚
儿童保护。

“女童保护”是北京众一公益
基金会设立的公益项目， 该项目
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

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
害。据该项目负责人孙雪梅表示，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女童保护”
已在全国 31个省份相继开课，儿
童防性侵课程覆盖儿童超过 372
万人，覆盖家长超过 59 万人。 同
时，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通过代
表、委员提交议案和提案，积极参
与推动儿童保护制度的完善。

第二，应对。 儿童性侵事件
发生后，需要立即应对。 通过报
告、服务双管齐下，让律师、公安
协同操作。 当前，一些儿童性侵
案件有时遭遇立案难问题，这让
受伤害的孩子不能得到有效帮
助，这个任务非常重要，需要多
方联动推进。

第三，倡导。民间组织可以在
事前或事后积极倡导儿童保护。

2020 年 7 月 3 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通过全国
人大网向社会公布，目前正在面
向公众征求意见。

张雯表示，在《未成年人保
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征
求意见期间，儿童希望已将法案
中儿童保护涉及的“学校保护”

“家庭保护”“社会保护” 等方面
内容结合港、澳、台及国外实务，
从实践方面提出见解，并通过全
国人大网提交意见。

儿童优先的国家战略

对于“王振华案”，张雯觉得
这次正、反方对于孩子隐私保护
较好，审理前后也未出现孩子隐
私暴露的现象，只是根据法庭审
理需要提交相关证据。 早期，人
肉、追查等不利于儿童隐私保护
等方式并未出现。

事实上，近几年间，不仅在
隐私方面， 儿童福利的其他方
面， 公众意识也得到了加强，保
护力度也在逐年提高。

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设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了儿
童保护的政策法规和规划、明确
职责的协调联动机制、财政及人
力资源的投入、规范的预防及应
对服务、 专业的服务人员队伍、
社区参与、监督和评估等。

6 月 1 日， 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中国
儿 童 福 利 与 保 护 政 策 报 告
2020》。 报告显示， 我国儿童福
利、儿童保护、儿童健康、儿童教
育四个方面均进展显著， 总体
90%指标基本实现预定目标。

2010 年以来，儿童优先被纳
入国家战略，多部门跨领域联合
行动推进制度创新， 完成了从
“兜底保障” 向“分类保障”、从
“补缺”向“适度普惠”、从“物质
保障”向“物质保障+服务保障”
的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防治性侵害、反家庭
暴力、 防治校园欺凌等多项政策法
规的出台，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
力度不断加大， 相关案件年均增长
10.46%。 2018年中国司法大数据显
示，2013~2017年，涉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案件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从
2013年的 8.3万件增加至 2017年
的 11.8万件，年均增长率达 10.46%。

目前，“王振华案”二审已被
上海法院受理。

张雯表示， 尊重法院判决，
也希望法院能听到民意的声音，
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