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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期性侵犯是一种隐蔽的行为，在中国虽然发生率很高，但真正被报告的儿童性侵犯的案件数量

极少。为了更好地对受性虐待儿童提供社会支持，本文通过对 126 名儿童期性侵犯受害者的网络匿名陈述的一手

资料进行深入整理，分析受害者对性侵犯事件的隐瞒原因与部分事件揭露后面临的状况，探索中国儿童自我揭露

性侵犯事件的阻碍性因素，主要包括: 儿童及其家庭严重缺乏性知识; 儿童的恐惧( 恐惧受到报复、恐惧累及家人、
恐惧破坏亲属关系) ; 来自社会文化对性污名化而导致的儿童羞耻感; 缺失及时性的支持和帮助; 儿童尝试揭露受

到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利用社会文化视角，探讨在面对创伤性事件时，社会文化对儿童个体及家庭应急行为的影

响，提出具体的应对建议，期望能够有助于家庭及社会尽早干预儿童性侵事件，保护儿童免受进一步伤害，推动儿

童保护体系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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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 年，中国有 2． 71 亿 0—17 周岁的儿童，占全国人口的 19． 7% ①。但中国暂时还没有对全

国范围内的、统计学意义上的针对儿童暴力的调查报告。因为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建立较晚，目前还

没有比较全面的儿童虐待的报告数据，无法进行历史比较。但是，在国内外儿童福利组织的推动

下，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各地进行过数十项局部性的调查。这些调查发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类似，对

于针对儿童的暴力都有相当高的发生率。近些年，中国各界对儿童期的暴力问题———特别儿童期

性虐待的问题———高度重视，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尚不充分，作为社会问题的构建尚未形成，政策层

面的措施和法规尚需进一步完善。
对于性虐待发生率，根据目前已发表的三项元分析，分别包括了 36、27 和 15 项独立研究②。

Ma 和 Peng 等的研究结果，中国儿童受到性虐待的发生率( 包括了非接触性的性虐待) 在 9%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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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之间，接触性性侵犯在 8%到 12%之间，插入式性侵犯在 1% 左右①。如果事实真像这些研究

结果一般严重，那么儿童期的性侵犯问题是我们在儿童发展领域所面对的极其重要的挑战。推算

下来，按 10%计算，中国 2． 71 亿儿童中，有 2700 多万人在 18 岁以前可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性侵

犯，270 万左右会受到插入式的性虐待②。
虽然发生率很高，真正被报告的儿童性侵犯的案件数量极少。只有极少量的案件进入公众视

野，如中国唯一发布儿童性侵统计资料的报告，2018 年进入媒体报道的性侵案件只有 317 起，受害

人 750 人③。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犯罪行为得到惩处的案件可能多一些，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可检索的儿童性侵案例有 1． 7 万余起。但是，和数量庞大的严重的

性侵案件相比，被报告的数量微乎其微。对受性虐待儿童的社会支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存在。
(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鉴于本文讨论的是未成年人对于受到的性侵犯的揭露，如何定义何种行为是揭露便是论文的

一个核心议题。揭露这个概念看似简单清晰但实则不然，在过去的研究中有的学者直接使用了较

为简单直白的实用性定义，如吉利根和阿赫塔尔( Gilligan and Akhtar) 于 2015 年在其论文中使用了

向社工或政府机构报告( report) 作为儿童性侵犯的揭露的概念。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在性虐待案

件中揭露这个词所代表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譬如说琼斯( Jones) 在 2000 年时就曾指出对于性侵

犯的揭露这个概念的模糊之处是指简单的告知他人的动作，还是需要向一个权威主体来报告性侵

犯事件。也有学者如阿里西亚( Alaggia) 2004 年指出揭露( disclosure) 这个概念更加偏向于将儿童

性虐待事件向官方进行报告，而告知( telling) 则更偏向于成年人向其他人分享其曾经经历过的虐

待，但是阿里西亚 Alaggia 也认为揭露这个词在讨论儿童性虐待的语境中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并且

撰文进行了讨论④。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认为性虐待的揭露是一过性的静态的概念，即说出来和没说出来

两种，将事件说出来即达到了揭露。但随着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布朗( Browne) 指出对于

未成年人性虐待的揭露几乎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可能开始与一个较为戏剧性的第一步，也有可

能是通过一系列犹豫缓慢的启示、暗示与探索⑤。同样在 Summit ( 1993 ) 的 Stage model 也指出性

虐待的揭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⑥。
学者们将揭露分为三大类，包括偶发的揭露、故意的揭露与受诱导与提示而进行的揭露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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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西亚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该增加通过行为与语言的间接尝试揭露、由于被唤醒恢复的记忆进行的

揭露与保留状态的揭露①。学者对于揭露的不同定义的采用大多基于其期待探讨的方向，而暂时

尚未形成一个官方的普适性质的揭露定义。因此基于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与中国儿童保护系统

的现行状态，在选取揭露的定义与包含的内容时，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向任何第三方告知其所曾经遭

受过的性虐待行为即为揭露行为，这种揭露可能是持续性的也可能是一过性的，并且包含了偶发

的、故意的或者受诱导的各种形态的揭露。但即使是采取这样最为广义最多包含内容的揭露定义，

我们所能看到的揭露比例依然相对较低。
揭露对于保护受性侵犯儿童有着显著的意义。从受性侵犯儿童的角度出发，及时揭露有助于

阻断可能发生的持续性侵犯。并且揭露有机会带来后续的干预，对于其个体与家庭都能够提供更

多的帮助，尤其是儿童母亲的支持，能够使其心理与生理状态都有更多的康复机会②。从性侵犯加

害者的角度出发，大量的研究表明曾经受过调查或者被定罪的性侵犯者之后进行的性侵犯犯罪数

量会远小于没有被调查或定罪过的③，受害者的揭露有机会使加害者受到教育与惩戒，尤其对于未

成年加害者来说有更多的机会对其进行矫治，使其重回轨道; 而随着司法系统建立健全，性侵犯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的建立与施行，揭露有助于对于性侵犯罪者的跟踪与防护，

保护更多的未成年人。从儿童保护系统的角度出发，受侵害儿童的揭露是案件有机会被发现、能够

进入到保护系统的第一环，既需要家庭社会环境对于揭露行为的鼓励，也需要儿保系统能够有效地

接收信息启动保护程序。因此，本文将专注于探索受性侵犯儿童的自我揭露，包括其揭露或不揭露

选择的原因及回应效果。
本研究通过对 126 个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的网络个案陈述分析，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 选取样本群体中的性侵犯受害者及侵害者有哪些特征? 性侵犯事件的揭露状况如何?

2． 为什么大部分儿童选择不揭露侵害事件? 有哪些具体原因?

3． 在少量被揭露事件中，为什么只有部分案件得到了有效回应?

4． 针对以上情况可以提供哪些实务及政策建议?

(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素材来源于网络匿名社区关于童年性侵犯与性取向关联问题的回答。因为大量

的研究表明儿童性虐待受害者倾向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对曾经遭受过的性侵犯进行揭露，并

且有许多受害者从来不曾进行过揭露，哪怕是他们的受虐经历通过其他途径被人们知晓了④。因

此本研究所选取的便是在长时间之后，受侵害者对于曾经经历的性侵犯进行的网络陈述样本。
本研究分析了 126 个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的个案资料，其内容包括受害时间、地点、受害方式、施

害人特点、受害人和施害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揭露( 包括告知父母和监护人) 、揭露之后的结果、以
及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等信息。虽然无法进一步跟踪调查和印证，因为都是匿名主动揭露，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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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细节，但研究者认为大部分信息是真实的，类似研究方法可见于网络媒体的研究①。在资料允

许的情况下，也使用定量方法对案件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二、性侵案件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研究通过 126 个儿童受害者的个案资料分析了被性侵者的基本情况，清晰掌握性侵者主

要族群，以便更好地为儿童提供实效的保护。
( 一) 儿童被性侵情况分析

这次研究按照受害者 126 人的年龄段、性别、被性侵频次和性侵人次进行了统计，可以根据表

1 分析儿童被性侵的基本情况。
表 1 受害人情况

1． 受害人性别与年龄

受害人中女性多、年龄小、主要集中在 12 岁以下。在 126 名受害人中，有 102 位受害者为女

性，24 位受害者为男性。受害人最低记忆年龄为 3 岁( 并不是最小受害年龄，现有统计数据表示性

侵受害者的最小年龄为 1 岁) ②。同时，受害者主要集中于幼儿园及小学阶段，尤其以小学阶段为

主。12 岁前受到性侵犯的人数，约占总受害人数的 7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受害人中女性是主

要群体，但本次研究样本中有 24 名男性受害人，占整体受害人比例的 19%，该比例远高于国内儿

童性虐待研究中元分析给出的男性受害者数据，可能与该网站涉及的用户群体有关，或者男性受害

者更愿意在网络上匿名揭露，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索。
2． 受害人被性侵频次

幼年有过性侵犯经历的受害人，之后受到多次侵害的可能性大。本研究统计显示 126 名受害

者中有 30 人在陈述中提到只经历过单次伤害，其余 96 名受害人均遭受多次长期侵害，超过四分之

三; 统计还显示其中 94 名受害人被单人侵害，其余 32 名受害人受到多人多次侵害。受到多人多次

性侵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数额不可小觑。
( 二) 性侵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根据 126 受性侵犯者的资料统计，性侵者 175 人。对这些性侵者的年龄、性别、与被害者的关

系也做了统计和分析，从中可以窥见这些违法者的族群。
根据表 2 显示，侵害者特点是: 男性多、女性少，主要集中在熟人和亲戚群体。175 名性侵者

中，男性占 93． 7%，熟人和亲戚占 88． 6%。这是一个值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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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侵害人情况

1． 性侵者的年龄群体

表中可见，性侵者中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占比相当。值得关注的是少年性侵犯现象。根据英国

专家拉德福德( Ｒadford) 等人的研究显示，在全国性样本调查中，只有 34%的性侵犯者是成年人，而

29—50%的性侵犯者是 17 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①。在我国的刑事案件报告中也发现类似问题。
2． 性侵者的性别差异

统计显示，性侵者中男性占绝大多数，164 人，约占 93． 7%，可见男性仍为主要的性侵群体。根

据龙迪的性侵犯研究显示，性别仍旧是产生儿童性侵犯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受

害人陈述中提到了 11 位女性性侵者，占比 6． 3%，其侵犯对象有五位是女童，另外六位侵害对象为

男童。虽然男性在性侵犯案件中占多数，但也需要考虑到女性作为侵害人的情况。国外研究显示

约有 10%—20%性侵犯儿童者是女性②。
3． 性侵者与受害者的关系

根据本次个案分析，熟人和亲属是性侵的主要群体，比重很高。陈述中提到的 175 个性侵者，

其中有 66 个是受害人的亲人，与侵害人的关系包括生父、继父、兄弟姐妹、堂表亲、祖父等; 89 个是

除亲人外的熟人，与被性侵者的关系包括老师、邻居、父母单位同事、同学或者同学的朋友等; 只有

20 个性侵者是完全的陌生人。
4． 侵害方式多样

个人陈述贴中提到的性侵行为包括性接触、手淫( 目击并参与) 、口交、指交、阴道和肛门性交。
大多属于猥亵，符合法定强奸定义的占比较低。

( 三) 案件揭露状况及其后果

个案研究中发现，被性侵者未揭露的情况占绝大多数，这无疑为我们的发现儿童性侵行为增添

了难度，为儿童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
表 3 案件揭露状况

表 3 显示，在 175 个性侵案件中，共有 31 起案件经不同途径被曝光，其他案件皆为首次揭露。
在 31 起案件中，儿童主动揭露的案件共 19 起，有 10 起案例是被现场发现的，另有两起案例是由他

人曝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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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案件揭露的比例非常低: 儿童主动揭露案件共 19 起，只占总性侵案件的 10%。也就是

说，每 10 起案件中，只有 1 起案件主动揭露。同时被揭露案件中，获得有效干预的数量非常少。例

如整体曝光的 31 起案件中，只有 13 起案件受到干预处理( 有效回应) 。而其中儿童主动揭露的 19
起案件中获得干预( 有效回应) 的案件只有 7 例，只占到主动揭露案例的 1 /3。这应该是儿童持续

受到性侵的重要原因。
( 四) 阻碍儿童不愿揭露受性侵犯的因素

实证数据表明儿童受性侵犯进行揭露少，往往选择在长时间之后揭露或者不揭露①。因为对

儿童的性侵犯案件往往非常隐蔽而且缺少显著的可观察的外伤②，因此相关案件的揭露一般需要

依靠儿童的主动告知③。
这些个案很多都表述了儿童在受到侵犯之后，为什么不揭露的心路历程。这给了研究者有效

探索为什么儿童不揭露性侵犯的原因。
1． 无知

很多受到性侵犯的儿童，非常年幼，对性侵犯懵懂无知。加之作案者往往是熟人和亲属，所以

根本想不到揭露。如: 个案 19 的女孩，从 6 岁到 8 岁，受到表哥长达三年的猥亵，并称之为“打

针”。她感觉不舒服，告诉妈妈，“哥哥老是亲我抱我”，母亲却说，那是哥哥喜欢你才这么做。直到

她识字之后，在杂志里第一次看到强奸这个词，才明白自己的遭遇是什么。其后，她描述自己的心

路历程:“但是! ! ! 当你的年龄慢慢增长，你慢慢了解了当初那些行为动作的意义，这个知晓真相

的过程会让你觉得五雷轰顶! 痛不欲生! ! !”“你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说出来这个事情，但是你现在

又说不出口! ! ! 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第三人在场。”此时就算揭露，也是家人和亲属之间的尴

尬。
个案 29 的女孩对小时候无知懵懂，后来的心境使用了类似的表达: 她幼儿园的时候被男生强

吻过，当时不知道是性侵犯。但是“直到后来某一天，突然明白。当时的震惊与羞耻感毕生难忘”。
个案 20 的女孩，六岁被“唯一亲近信赖的人”———表哥性侵。但是她对此无知。“当他侵犯我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在侵害我，甚至觉得哥哥是在和我做什么有趣的游戏。这件事因为我怕痛

而未遂，可能也正因没有受到很大的痛苦，我没有想到哥哥是在侵害我。”“直到后来，我知道了这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2． 恐惧

儿童是弱势群体。无力自保，一般受到性侵犯时，还往往被哄骗、威胁和利诱。在这种情况下，

她们很少选择主动揭露，在很多情境中甚至还会尽量隐瞒，担心被别人知道。儿童恐惧主要有以下

几种形式:

受到胁迫害怕进一步的伤害或报复: 个案 21 中的女孩，自小学 5 年级开始在姨妈家受到表兄

弟多次欺凌及猥亵，外婆对于孩童间的欺凌也毫无办法，同时表兄在猥亵后还威胁她说“你告诉家

里你就完了!”( 个案 21)

恐惧累及家人:“在我 13 岁的时候被人抱上大腿，然后偷偷强插进来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怕

被我爸妈知道，我怕那个人被揭发，总之我怕身边的人受到伤害，但忘了自己是受伤害的一方，那时

候我怕给家人找麻烦。”( 个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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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33 中被父亲强暴的女孩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妈，因为我妈常受到父亲家暴……”。
恐惧失去父母或亲人( 破坏家庭关系) : 个案 36 的女生在小学二三年级时被堂哥强暴，她表示

在“很长时间内装作一个鸵鸟，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直至成人以后这些年我才敢渐渐直视过

去的经历。”而没能够对任何人提起这段经历是因为害怕伤害到亲戚关系，“虽然两家人还是要亲

亲热热地交往，叔叔婶婶也对我很好，我并不想让这一切消失，表面还是热情礼貌”。
个案 17 的女孩，由于与大伯家关系好，走动频繁，在 10 岁左右，被堂哥多次性侵犯。而她也是

碍于良好的亲属关系，不希望伤害或失去亲人，因此从未揭露此事“不想让爸妈这么大年纪了还这

么操心，大伯一直很疼我也舍不得他，然后继续装作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
3． 污名化效应: 羞耻感，担心名誉受损

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儿童更不倾向于揭露被性侵犯的经历，因为这样的经历可能有

损于家庭的名声①。与之相对的，对于女性贞洁赋予的价值与对于性侵受害者的污名化也会影响

儿童性虐待的揭露②。
担心个人名誉受损，受到同伴排斥:“遭遇这种事，更觉得羞耻，不敢出声，怕被人知道，也怕小

伙伴议论。”( 个案 17)

因为贞洁文化观念，导致受害女孩自我内化了羞耻及对自我的批判:“因为觉得自己很脏。不

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我没有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包括家里人。”( 个案 38)

4． 缺少帮助和支持

受虐儿童缺乏具有及时性的帮助的认知。个案 18 是一个在校园内受到其他儿童欺凌和性骚

扰的儿童。她的感觉是:“任何人都不会帮我，少民老师不敢管，姨妈也不会帮我出面，而父母又远

在天边。懦弱的我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选择了忍受。倘若不忍，奋起反抗，欺凌与性骚扰只怕会变

本加厉。”“因为我是没有人在乎，没有人保护的孩子啊。”“我自己是无法解决的，遇到校园欺凌，父

母便是孩子最大的力量。”( 个案 18)

5． 自身感觉没有太大伤害

被性侵的少数儿童自己认为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在整体案例中占比极少，主要出现在少数同

性侵犯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侵害事件中。这种现象也是文化建构的另一种体现，社会在对于性的建

构里认为男性在性行为中相对于女性是获益方。因此即使是在女性对男性的侵害事件中，部分男

性受害人显著地受文化影响而认为自身未受伤害。例如“这件事我也没有跟大人们讲过，包括哥

哥们，毕竟也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个案 79) ，或者是男性受害者将其当成一种性游戏，得出的

结论是“好玩”( 个案 19、个案 51) 。

三、主动揭露和被发现的性侵个案分析

在统计分析中，发现儿童受到性侵后有少数人主动揭露或是被他人发现的案例。但这些揭露

或被发现的案例受到的干预和反馈不尽相同。
( 一) 儿童主动揭露个案分析

儿童主动揭露对于儿童性虐待的案件能够启动法律流程并且进行治疗性干预具有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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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①。在这批个案中，共有 19 个案件为儿童主动揭露案件。
表 4 儿童主动揭露情况

由表 4 可见，儿童揭露的主要对象是直接照顾者，特别是女性照顾者，例如母亲、奶奶、姨母等。
揭露后家庭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有两起案件选择了报警进入司法程序，另有 4 起案件是受害人的

直系男性亲属直接教训了侵害人，还有一起案件是侵害人再未出现在儿童周围。而剩下的案例中揭

露对象都没有对受害人提供任何支持或干预，甚至出现打压受害人的情况，对受害人造成严重创伤。
( 二) 被发现个案

现场发现的 10 起案例中只有 1 起是亲属性侵犯，这可能与家庭内性侵犯所具有的高度隐蔽性

有较大关联。该被发现的性侵事件未能获得处理，虽然该情况被受害人的外公发现，但外公要求受

害人对此保密，因而受害人长期受到表哥的猥亵。其他发现案件中，5 起为熟人作案，4 起为陌生人

侵害。
在全部 10 起被发现的案例中，仅有 5 例获得回应及处理，另外 5 例无人干预。干预案件中采

取的手段为: 两起选择报警，两起是受害人家属与侵害人产生直接肢体冲突，有一起是侵害人不再

出现在受害人身边。
而被他人报告的案例仅为两例，一例是他人告诉受害人母亲，通过学校开除了性侵者，受害人

没有再受到伤害; 另一例则是被同伴嘲笑而曝光，性侵者没有得到惩处。因而，受害人没有得到应

有的支持，而是继续受到同学们和家人的嘲笑。
( 三) 揭露过程与后果分析

1． 儿童进行揭露中男孩和女孩的差异

总体来说儿童进行揭露的比例极低，其中男性受害人揭露的只有两个案例，有一个案例还是被

同学发现宣扬出来，揭露比例只占男性受害人中的 8% ; 而其他 29 例被揭露案件均为女性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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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女性受害人的 28． 4%。可见，男性受害人揭露的比例明显偏低。
2． 揭露过程的不同方式

儿童会选择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揭露，儿童揭露并不一定完全陈述细节，而往往倾向于表达对

与某个人相处的抗拒，如果家人注意到儿童的异常反应，并进行引导，会有利于儿童、特别是年幼儿

童的揭露实现。这也与前文对于揭露是一个长期持续而非一过性的论述相符，因此受性侵犯儿童

的揭露行为的完成会显著受到接下来所说的反馈效果的影响。
3． 揭露后的不同反馈

儿童揭露较难获得正向反馈。在现有的个案中，家庭的反馈方式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报警、教
训对方( 直接打或骂) 、禁止对方接触儿童、不予支持( 嘲笑 /站在侵害人一方，不相信，骂受害人，无

反应) 。而反馈的正向与否以及家庭中是否有人支持儿童，成为儿童是否能完成揭露的主要原因

之一。部分儿童在首次尝试揭露时被负向打击后，就不再提及此事。而如果仅是没有明确回应，部

分儿童会选择再次揭露，若仍旧没有回应，儿童也会选择不再揭露。在家庭成员侵犯的案件中，如

果儿童尝试将事件告知父母但是受到漠视或负面对待，对儿童和父母关系会有严重影响，例如儿童

对于父母会有强烈的怨恨感。
4． 揭露后的干预情况

揭露性侵行为较少与是否得到干预或支持息息相关。在实际揭露过程中，揭露方式不一样，

得到的干预和支持也会不一样，如司法干预、亲人干预或朋友支持。
( 1) 揭露和司法干预

案件揭露之后产生影响并进行干预的个案数量非常少。例如整体曝光的 31 起案件中，只有

13 起案件受到了干预处理。而其中儿童主动揭露的案件中获得干预的案件只有 7 例，只占到主动

揭露案例的 1 /3，揭露案件后并不能获得足够的重视，这样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儿童的揭露意

愿。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非常少，其中仅有 4 例选择了报警处理。
( 2) 亲属性侵犯与揭露后的干预

干预的积极程度与侵害人的身份有明显的关联，体现出了干预积极程度与亲近程度的负相关。
亲属性侵犯问题揭露后的干预率远低于其他侵害类型，而对于非家庭成员干预明显相对积极。

在 31 例曝光案例中，10 个亲人性侵的案件中仅 3 例被干预( 见表 5) ，16 个熟人作案中有 8 例

被干预，并有 1 例由于时间过去较久无法干预，干预比例占到 50%以上。5 个陌生人案件，虽然只

有 2 例获得有效干预，但更多的是公共场所的一次性猥亵事件，而有 1 个案件是由于受害人并未能

清楚阐明事件，2 例为公交车上猥亵事件，或者难以追踪到侵害人。

四、儿童性侵揭露的阻碍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

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本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儿童性侵揭露的阻碍因

素主要可以从文化、家庭与制度层面进行剖析，不同层面的因素之间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 一) 社会文化的诟病和性教育的缺位

从文化层面看，对于性的无知、恐惧与污名化和对于潜在侵害者的认知不足阻碍了受侵害儿童

进行揭露。如前所述，儿童在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时，对受害经历进行揭露会受到显著的阻碍，其

中包括对于遭受性侵犯的无知，对于受到报复、累及家人、破坏亲属关系的恐惧和来自社会文化对

性污名化的羞耻感。
这三种原因的共性根源是儿童性教育的匮乏，不论是在家庭之中还是在学校之中，都缺乏对于

儿童适当的性教育。这背后既有传统文化中对于性的避讳，家长在家庭教育面对儿童在性方面难

以启齿; 又有教育系统中性教育的缺位，儿童在学校教育中难以获得足够的性知识。因此儿童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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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亲属性侵犯案件情况

会化与接受教育的两个主要场景中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性知识，使得他们在面对性侵犯时会认知不

足，感性脆弱，从而阻碍对受性侵案件的主动揭露。关于性教育在儿童安全中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已

多有论及，本文便不再展开论述。
( 二) 对性侵者身份年龄的认知误区

另一类阻碍儿童完成揭露的因素源于对于性侵犯者身份的认知不足，从研究发现中可以得知，

有两种侵害者往往处于认知的盲区。
1． 对关系密切者的性侵认知误区

第一种是由亲人或熟人进行的侵害行为，由前述可知这类侵害者可能占到儿童性侵案件的八

成至九成，但是揭露比例却远低于其他类型的侵害者。因为普遍认知存在着性侵犯大多由陌生人

使用暴力进行的刻板印象，而对于相对较亲近的亲戚、朋友、家教老师等，则更容易忽视其对于未成

年人的性侵风险。但在实际情况中相较于陌生人，儿童与这类群体的接触机会更多、时间更长。并

且在针对儿童的性侵犯中，许多时候胁迫的形式并不一定是直接的身体暴力，亲人、熟人这个群体

基于对于受害儿童相对更多的了解，更擅长利用儿童的无知与恐惧对其进行性侵犯并且压制其揭

露的可能性。即时的暴力胁迫是相对一过性的，因此在本文数据中可以见到在儿童受陌生人性侵

犯后，当即时的暴力威胁消除时儿童选择揭露的比例相对较高。而与之相对的，熟人与亲人利用信

息不对等、心理成熟程度的差异、与儿童家庭关系的压力等条件来进行的性侵行为反而是相对持续

性的，所以儿童的揭露难度更大，性侵犯也往往更具有长期伤害性。
2． 同龄群体性侵风险认知误区

第二种阻碍揭露的认知盲区是对于同龄群体加害人风险的忽略。在前述的数据中，未成年侵

害人与成年侵害人的比例相当，其他国家的数据也显示往往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可能更多的是

由未成年同龄群体完成的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既有未成年人与同伴群体的相处时间更长，也有

家长、老师等因为其年龄而忽视可能的性侵犯危险。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许多未成年侵害人来说，

他们的侵害行为同样也是显著缺乏性教育的后果，这些侵害行为可能来源于他们之前曾经经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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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犯经历，并且同样有可能在其之后的人生中对其造成创伤①。
( 三) 家庭对性侵犯的认知缺位

从家庭层面看，受害者的父母对于孩子受到性侵的认知不足，很难及时有效地支持受到性侵犯

的儿童，更谈不上主动报警。对于本研究中的儿童揭露与对应的处理可以得知，总共 31 起可以归

于被他人查知了的案件，包括儿童主动选择揭露的 19 起、被现场发现的 10 起，当场曝光的 2 起案

件中，获得处理或正反馈的案件仅 13 起。对受害人陈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家长报告意向的

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对于侵害的伤害程度的认知不足，二是家长与侵害人关系的制约。
在一部分案件中由于当事人或其家人认为并不严重，觉得其仅为猥亵，未到强奸的程度，而家

人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光彩的事情，也不想公开，所以不愿意进入司法程序。另一些案件中因为侵

犯人是熟人或亲人，所以家人往往选择私下处理，而非进入司法程序。这两种情形体现了因为中国

社会文化中对诉讼的抵触而使得儿童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一方面东亚文化关系投射式( re-
lational projection) 的心理认知加上对性的羞耻感会使得家长觉得这种案件被公之于众会使得家庭

颜面扫地②; 另一方面对于诉讼的抗拒会使得与亲人或熟人对薄公堂对于家长来说需要损耗更高

的心理成本。
因为家庭层面欠缺对于受性侵儿童的支持，会使得儿童在揭露或尝试揭露时遇到挫折，并且因

此产生的强烈不公正感会使其进一步受到伤害。
除了上述心理层面的制约，亲属性侵者的身份在更为现实的家庭关系的亲疏远近中也直白地

影响着儿童性侵的揭露与后续处置。面对侵害者时，母系与父系的亲属会产生明确的差异，父母双

方的亲属容易各自分派。如果侵害方是父系或母系亲属，则同系亲属会倾向于掩盖此事，甚至责备

受害儿童。而另一系亲属则会更多的支持儿童，即使是亲生父母，在面对兄弟与子女的抉择时，也

会出现类似的犹豫。整个大家庭在这样的事件中容易产生强烈的分歧及矛盾，父母系家庭易出现

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对于家庭内部关系是成本与损耗，对于受侵害儿童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都阻碍

着儿童完成揭露与性侵犯案件得以受到处理。
( 四) 可及性的儿童保护体系欠缺

从制度层面看，及时性的儿童保护政策体系不够健全，导致儿童在受到性侵时得不到有效的支

持和帮助。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曾表明，有 10 个性侵犯案例是被当场发现的，全部个案中没有一

起是被其他主体发现并通过报告进入到司法程序中的。有受侵犯儿童的陈述中明确表达过对于获

取支持的无望，感觉面对受到侵害时是没有任何人会来帮助她的。虽然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刑
法等法律和各地的地方性法规都明确表明要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尤其是保护其免受性侵犯，但是法

律在执行层面仍然需要配套的组织架构与资源划拨进行落实。对于明确肩负保障未成年人职责的

相关主体，如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等，也应当有对应其职责的权力分配与奖惩措施。
( 五) 防止儿童性侵的政策建议

根据本研究分析，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希望完善相关政策，特提出如下建议。
1． 在儿童家长和中小学生中，开展普及性的性知识教育，是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的有效途

径。对家长和中小学开展普及性的性知识教育尤为重要。在儿童性侵案件中同龄人侵害占到约一

半比例，这主要是由于基础性教育及预防性教育的缺失。在中国，儿童预防性侵教育一直由民间组

织区域性或局部性地开展，并未纳入中小学基础生理卫生教育课程。如果从小学阶段开始针对家

长及儿童全面开展预防性侵的基础知识教育，能够极大地促进儿童自身及家庭成员对儿童性侵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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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预防。
2． 充分理解与认知儿童揭露表达行为特征，鼓励受害儿童主动揭露，是减少儿童持续受到伤害

的有效方式。家长、教师或社会工作者等与儿童有较密切接触的职业需认知理解儿童揭露表达行

为的持续性，而非一过性的行为特征，理解儿童的表达方式，鼓励受侵害儿童完成揭露。儿童的揭

露尝试很有可能不是直白地表达，受害儿童在面对亲人或熟人侵犯者时表现出的畏惧、抵触情绪或

是反常行为，都应引起家长的特别关注，既需要更深入地研究理解儿童的表达行为特点，也需要家

长或社会工作者有足够的敏感进行识别。
3． 建立健全儿童期性侵报告制度，是提高儿童免受性侵的有效措施。2014 年起，我国公安部、

民政部等政府部门对儿童虐待的报告制度已作了明确规定。但是，执行力不够，各地的报告制度尚

未普遍建立。因此，在全国建立和完善儿童性侵报告制度势在必行。要求从事与儿童健康和儿童

教育有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发现儿童性侵犯须立即向儿童保护主管部门报告。并提

升公民的责任意识，知晓每个公民均有义务报告儿童性侵的现象。
4． 在学校和社区建立防虐待儿童专员制度，是提高全员保护儿童不受性侵犯的有效机制。建

议在每个学校及社区指定一位专职教师( 心理咨询教师) 或社区工作者，接受防止儿童受性侵犯及

虐待甄别与报告技能的培训。在区域内的疑似案件均可征询防虐专员，通过民政、教育与公安系统

联动合作建立有效的发现报告制度网络，在社区及学校环境内全面保护儿童的安全。
5． 加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是提高儿童保护工作水平的有效办法。由于性侵案件

中约九成为熟人作案，侵害事件发生后，对于儿童及其家庭会造成不可弥合的伤害，因此急需成熟

的专业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团队对整个家庭提供支援及帮助。一方面需要民政、司法及教育系统

增加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服务的购买力度;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社工队伍职业能力的建设，培训一大

批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专职儿童保护工作者，有效推动儿童保护工作健康发展。

五、研究的局限及意义

本研究通过分析网络匿名社区中，儿童受到性侵后自我揭露的内容来分析受害人在事件发生

后未揭露性侵犯事件的原因，以及揭露事件后面临的状况，旨在让人们知悉存在的儿童性侵问题，

提升防护的认知和干预意识。当然这样的研究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数据并不能代表

受到童年期性侵的全部人群，因为并非所有受害者都能够使用网络并知道该匿名网站，或者愿意将

自己的受害经历分享在公共网络平台上。即使缩小范围，该质性研究的数据也不能代表运用该匿

名网络平台或者愿意发表自己性侵犯经历的全部群体。同时在网络平台上的个人回答，是受害者

自由主观地阐述其个人感受和回忆的事件经过，而并非提供了受害者全面的生命历程信息。这也

就意味着研究结果仅依靠于受害者在网络上所提供的相对有限的事件阐述。需要了解到，受害人

除了个人分享的创伤性记忆和事件以外还有更为广泛的生命历程，这些其他因素也可能对受害者

的某些观念产生影响，但在该研究中并没有列入讨论范围。
在中国，由于大量性侵案件未能揭露而未曾进入司法系统或公众视野中，因此除司法系统外，

往往难以取得儿童性侵的事件样本，本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和探索中国儿童受性侵犯群体现状的

方式，通过网络的匿名倾吐寻求社会支持和个人压力疏解的群体在不断增长。本研究方法和样本

分析为中国儿童性侵问题的研究拓展了更加宽广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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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 national audit risks into audit department risks and execution behavior risks. This paper summarizes kinds of audit
risks of execution, operation, recognition and strategy in risk management opinion. This paper explores risk management
diversification, risk grid management, scientific risk procedure and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operating mechanism
composed with early warning, assessment, monitoring and repartee.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safeguard mechanism
composed with quality improvement,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and ideology and morality.

Why They Don’t Talk：Empirical Study on Self-Reveal of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SHANG Xiaoyuan, TIAN Tian, TAN Zimin

Sexual assault in children is hidden behavior. The occurrence rate is high in China while few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are reported. This paper deeply sorts outon primary documents narrated by 126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anonymously on network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of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to hide their experience and
condition they face with after revealing their experience. We find out factors preventing children to reveal sexual assault,
including lack of sexual knowledge, fear (fear of revenge, fear to be a burden to family, fear of destroying family relation),
sense of shame caused by social culture, lack of support and help, negative feedback from family to reveal sexual assault.
This paper uses social culture theory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lture to individual child and family when they
encounter with traumatic event, provide specific suggestions aiming to help family and society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earlier, and protect children from further harm, promote smooth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ldren
protection system.

Logical Analysis on The Concept of Police
MA Shuncheng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police with definitions of “specific plus differential” from the angle of Science on
Public Security, taking formal logic ways. In the “specific” aspect, this paper defines police as functional subject from
historical dimension, academic dimension and legislative dimension. It benefits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ce,
police affairs, police behaviors, police bureau and police power in case of unnecessary controversy. It benefits preven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informal main police power such as private police forces and auxiliary police officer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olice. It is also helpfu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on Public Security. In the “differential” aspect,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nature, purpose and method, we find out that
class nature is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e.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distinguish police from other subjects. It is
also sharp weapon to prevent welfare police theory and police neutrality theory. The purpose of police is multilateral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t should be society control including negative factors and positive factors and assistant factors.
Coerciveness is the specific method of police. Coerciveness of police methods doesn't reject non-powerful methods such
as guide, service and assistanc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System Valu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EN Si
This paper bases on empirical study. Through investigating Chinese students in 26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economic system valu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rom
recogni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on the result of economic system oper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economic system valu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analyzing data. In general, university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on the result of economic system operation are closed to official
mainstream value orientation. Meanwhile, Chinese students’ attitude on economic question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freer tha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ir needs for powerful country are also stronger.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 Possible Path to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DU Fangfang, LI Meng

To curb school bullying, punishing and intervention directly is not enough, so schools should explor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venting bullying from a more active perspective.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 -awareness, self -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relationship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skills, improve their
attitudes and beliefs towards themselves, others and the school. Cultiva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is a key
factor to prevent school bullying. The curriculum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ability developing”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action to prevent school bullying in Jing An district of Shanghai.

（翻译：潘肖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