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次、8.9 万余人次、5.4 万余人次。[5](PP151-152)在这些弱

势群体中，未成年人接受法律援助的比例较低。这与

调查所表明的近期多发的女童性侵事件数量相比，

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对女童性侵案的法律援助

的不足。
三、加强女童性权利保护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完善修改现有法律

首先，为实现女童性权利的有效保障,应加强相

关的立法工作，如有可能可以考虑制定一部专门的

女童性权利保护法。如条件不成熟可以修改完善现

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儿童发展

纲要》，将有关女童性权利保护的内容补充进去，并

明确国家的保护义务和责任，赋予女童性咨讯权、性
教育权和性保健权等方面的权利。同时，还应强调留

守女童的性权利保护问题，保护留守女童免于性侵

害。其次，应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废除《刑法》第

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或者将其修

改为符合女童性权利保护宗旨的内容。再次，规定侵

犯女童性权利的民事责任，在刑法保护的同时，增加

民法的物质救济和精神抚慰。
（二）加强法律援助，完善权利救济渠道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为经济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

购买特定范围的法律服务的活动。虽然随着经济发

展，中国法律援助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如同前述，

对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女童性侵案的法律援助力度

还不够，需要加大对女童性权利侵害的法律援助。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法律意识

要把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到基层，让与女童性权

利保护相关的法律宣传教育活动进学校、进乡村、进
街道。不仅要注重刑事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还要加

强《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专门法律法规的宣传，通过

法律咨询、法制文艺演出、法律知识竞赛、法制图片

展览等形式开展多种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使女童

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制观念。

[参考文献]

[1]徐令彦.国外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10,(6).

[2]张静.国外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之考察[J].人权,2011,(1).

[3]高丰美.中国农村留守女童性侵害法律救济探讨———以赣州地区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0,(24).

[4]边麓.国外法律如何保护幼女[J].看世界,2013,(11).

[5]吴爱英主编.改革创新司法行政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回顾（2002-2012）[C].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2.

近期，海南万宁校长开房案再次引起人们对性

侵女童事件频发的强烈关注。远的姑且不论，就近几

年看，从 2009 年的贵州习水官员嫖宿案，到 2010 年

的云南法官杨德会嫖宿案，再到 2011 年的陕西略阳

县村镇干部轮奸 12 岁少女案、2012 年的河南永城

和浙江永康相继发生的官员强奸少女、嫖宿幼女案

等，在折射出性侵一族人面兽心、道德沦丧的同时，

也反映出对被侵害女童权利保障不足、对性侵者预

防惩戒不力等问题。当然，这既有社会学问题，又有

心理学问题，本文拟从完善被性侵女童权利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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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制度的角度略述管见。
一、修改刑法，加大对性侵女童行为的惩罚强度

人们对性侵女童行为的愤慨，集中于对严惩凶

手的关注，引起法律界和法学界对嫖宿幼女罪罪刑

设置科学性的拷问及其存废之争。认为该罪设置正

当且具有存在必要者的主要理由，是基于 2010 年 6

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回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对嫖

宿幼女罪立法原意作出的解释。即：第一，单设罪名

从法律上明确和严重追究嫖宿幼女的刑事责任；第

二，以五年有期徒刑作为起刑点，在刑法分则各罪中

属于较高的严厉打击这种犯罪。[1]主张对于可能出现

的刑不达罪的情况，可以采取法条竞合或者想象竞

合的解释方法，将较为恶劣的嫖宿幼女行为作为奸

淫幼女行为，以强奸罪从重处罚。[2](P1027)

主张废除者认为，既然嫖宿幼女罪较奸淫幼女

罪惩罚力度过低，立法存在不周延之处，就应当作出

修改或者废止，没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画蛇

添足。2012 年，网民在网上发起嫖宿幼女罪存废的

投票，50 多万人的投票中，97%以上的人赞成废除

嫖宿幼女罪，其中包括任志强、李开复等名人。[3]2008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均有全国政协委员、全
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废除该罪。[4]2013 年 6 月

20 日，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已通过提案、报告等形式，多次呼吁：嫖宿幼女罪

量刑太轻，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建议修改刑法，废除

这项罪名。[5]

我认为，全国人大关于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初衷

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近几年，随着性侵女童案件的

频发，一方面，民众要求加大对该行为惩戒力度的呼

声日盛，另一方面，该罪在设置上也确有保护法益不

明确和犯罪对象标签化，容易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

伤害等弊端。此外，实践中嫖宿幼女罪适用的混乱，

也是其颇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针

对部分嫖宿幼女罪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各地

审判机关存在“对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标准掌握不

尽统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成立调研小组，

尽早出台指导意见，明确什么情况下应按嫖宿幼女

罪处理，什么情况下应按强奸罪或者其他犯罪处理，

什么情况下不按犯罪处理，以便统一此类案件的审

判标准。[1]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历史

使命可以结束，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参考一些国家

的立法例，通过《刑法修正案九》设立单独的“性侵儿

童罪”。
废除嫖宿幼女罪，将类似行为并入强奸罪或者

猥亵儿童罪中，将有性行为的性侵幼女直接认定为

奸淫幼女，以强奸罪从重处罚；如果没有发生性行

为，只是身体的接触等引起性兴奋或性刺激的性侵

行为，则以猥亵儿童罪论处。这是目前嫖宿幼女废止

论者的主要观点。我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并不能

涵盖对幼女甚至儿童的性侵行为，而且也不利于对

儿童权益的全面保护（包括男童）。因此我主张设立

单独的性侵儿童罪，将奸淫幼女、猥亵儿童、嫖宿行

为均纳入，同时扩大保护力度，将保护的对象范围扩

大到不满 14 岁的儿童（当然包括男童）。同时删除原

来《刑法》中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奸淫幼女）、第
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猥亵儿童）、第三百六十条第

二款（嫖宿幼女）的条文规定。将新罪设置在分则第

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中，列为第二

百三十六条之一。建议具体条文表述为：

“与不满 14 岁的儿童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性侵儿童情节恶劣的；

（二）性侵儿童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性侵儿童的；

（四）二人以上共同轮流性侵的；

（五）性侵行为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
猥亵不满 14 岁的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被性侵女童的权利保

护

（一）增加专门的未成年被害人刑事代理制度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诉案

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

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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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但是，在审查起诉

之前的侦查阶段，却并无有关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

人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说，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得不到

律师的帮助，当然也包括未成年被害人。相比之下，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则首次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

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诉讼程序中，更是专门针对未成年被追诉人，规定了

“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讯问女性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等一系列维护未

成年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措施，而对于未成年被害

人的保护，新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专门规定。
事实上，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询问被害人比其

他阶段更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在被害人

遭受身体和心理伤害尚未平复的时候，侦查机关对

案件事实的询问会再次勾起被害人对于被侵害过程

的回忆，难免使被害人再次陷入痛苦之中，同时，对

于被害人的家庭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尤其在女

童性侵案件中，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女童遭受

性侵后，本就难以启齿，不愿报案，更不愿将被侵害

过程再陈述出来，加之女童被害人缺乏必要的法律

知识，在侦查阶段询问过程中，女童及其法定代理人

或者近亲属也无法有效地应对侦查人员可能提出的

与案情无关的问题，所以就有聘请律师维护自己合

法权益的必要。
因此，建议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第

二百七十条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规

定，赋予未成年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代理律师的

权利，并允许侦查机关询问时代理律师在场。如此才

能避免“法律对‘好孩子’的保护还不如‘坏孩子’”的
质疑。

（二）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目前，中国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对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的专门规定，但是，针对未成

年被害人却没有专门规定，有关法律依据也仅为国

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即公

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

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这

就是说，不仅在侦查阶段未成年被害人没有法律援

助的保障性规定，而且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也没

有关于未成年被害人的专门规定。同时，在实践中，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仍仅占很小的比

例。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司所公布的数据，2005 年

至 2009 年，被害人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比例仅为

3.5%左右。[6]可以说，相对未成年被追诉人而言，未

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法律援助仍处于严重缺位的状

态。
然而，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相对未成年被追诉人

来说，在刑事诉讼中更需要法律上的帮助。首先，未

成年被害人不管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尚未发育成熟，

尤其在遭受性侵的案件中，其身体及心理上均遭受

了巨大的创伤，在刑事诉讼中也处于明显的弱者地

位。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初衷便是

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给予法律上的保

护。在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被追诉人在国家追诉机关

面前处于弱势的地位，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对

未成年被追诉人的刑事法律援助，以维护其诉讼权

利与合法权益；相比之下，作为案件的受害人，未成

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同样应该获得相应

的保障。为其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也充分体现了国家

对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

保护。其次，不仅是未成年被害人，即使其已成年的

父母及其他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均存在着法律

知识的欠缺，对于刑事诉讼中可能面临的专业问题，

其自身显然难以有效应对。为其提供专业的法律援

助，有利于其更好地行使其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权

益。再次，由于未成年被害人已经受到了身体或者心

理上的伤害，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将有效避免

在诉讼中遭受第二次伤害，如侦查机关的询问，法庭

上的陈述、接受法庭的询问等。
为此，建议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和第

二百六十七条关于未成年被追诉人刑事法律援助制

度的内容，增设“未成年被害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

原因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

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

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未成年被害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没有委托代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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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

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
三、建立未成年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对于被害人来说，犯罪行为的直接影响就是对

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

是，根据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

被害人只能对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

损失提出诉讼，精神赔偿不在其中。然而，对于遭受

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来说，尤其是性侵女童案件中，被

性侵女童不仅受到了身体伤害，心理伤害的程度更

大，单纯以物质损失来计算显然无法平复被害人及

其家庭所遭受的伤害，况且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还无力赔偿。
事实上，国外一些法治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

等，均颁布了有关被害人的补偿法律，明确规定由国

家承担对被害人的补偿责任。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

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 8 条、
第 12 条也规定，由于刑事诉讼程序过于缓慢，被害

人难以及时拿到相应赔偿，还有一些案件中的犯罪

行为人家境贫困，即使被害人提起诉讼，也难以获得

赔偿，[7](PP225-240)被害人从被告人或其他途径无法获得

充分救济的时候，国家应承担金钱补偿义务。
在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及国家财政等原因，全面

建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条件还不是十分成熟。
但是，鉴于犯罪行为对被性侵女童造成的伤害巨大，

且该类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不高，我们完

全可以从现实出发，首先建立专门针对性侵女童的

未成年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然后进一步建立未成

年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被害人

国家救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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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12 月，教师张祖绍在

河南某山区小学强奸、猥亵该校的全部女生 6 名。①

每个幼女遭受强奸的次数少则 3 次，多达 8 次；猥亵

的次数难以计算。事发后，被害人家属找到原北京大

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请求法律援助。
郭建梅主任派笔者和张帅以孙××等 5 位②附带民

刑事领域无精神损害赔偿的弊端
———从一起奸淫幼女案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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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 至 2 年级，最大的 8 周岁，最小的仅 6 周岁。

②其中的一名被害人家长因已付出近千元给假律师被骗，经济拮据且对诉讼失去信心而放弃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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