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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聊天工具而非直
接接触的方式实施淫秽行为，
是否构成猥亵犯罪？如果构成，
是既遂还是未遂？日前，湖北省
武汉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新
型猥亵儿童案因其典型意义和
办案成效入选“湖北省未检十
大精品案件”。

2017年 1 月，未满 14 周岁
的在校学生菲菲（化名） 通过
QQ 认识了自称“施文” 的罗
某。因罗某一直缠着菲菲要生活照，得逞之后
竟然开口要“裸照”，菲菲将其删除。但罗某找
到与菲菲同校的网友玲玲， 威胁玲玲配合他
向菲菲言语施压，以逼迫菲菲就范。随后他还
用小号加上菲菲，谎称是她“学姐”，因为不听
施文的话被他找人侵犯了。菲菲信以为真，重
新加“施文”为好友，并按罗某要求发送裸照。
但罗某强迫菲菲“出来开房”，否则“就把照片
发给老师和同学”。

2017 年 2 月中旬，听老师讲了一堂网络
安全教育课后，菲菲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的
遭遇告诉了老师。随后，菲菲在老师和家长的
帮助下，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年 3 月 4 日，罗
某被警方抓获， 手机中保存的裸照被当场收
缴。

2017 年 5 月，该案移送武汉市江汉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受案之初，对于罗某的行为是
否构成猥亵儿童罪，承办检察官并不确定：司
法实践中的猥亵大多有直接接触，但该案中，

罗某和菲菲从
始至终没见过
面。

对 QQ 聊
天记录、证据照
片、被害人自述
进行深入分析
后，检察官的办
案思路逐渐清
晰： 一方面，证
据表明，罗某知

道菲菲的就读年级、见过其生活照，按照最高
法、 最高检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足以推定罗某“明
知”对方是未满 14 周岁，具有猥亵儿童的主
观故意；另一方面，猥亵的方式很多，既包括
行为人直接猥亵， 也包括强制儿童观看淫秽
音像制品等， 还包括迫使儿童对自身或他人
身体进行猥亵，罗某的行为正属于后者。

检察官认为，罗某以语言威胁、恐吓等方
式胁迫菲菲按照其要求的姿势、 动作拍摄裸
照的行为，符合猥亵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获得
裸照时犯罪已既遂。于是，江汉区检察院以猥
亵儿童罪对罗某提起公诉。

法院一审认为罗某威胁菲菲出来“开房”
未得逞， 属于犯罪未遂，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
年。 江汉区检察院认为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
法律均有错误，决定抗诉，得到武汉市检察院
支持。

罗某通过网络胁迫菲菲自拍裸照的行

为，是否构成猥亵犯罪？ 对于这一争议焦点，
一审法院倾向于否定， 但武汉市检察院与江
汉区检察院一样， 认为罗某行为已经构成犯
罪。

武汉市检察院承办该案的未检部负责人
黄静指出，认定猥亵的关键点有二：一是满足
行为人的刺激或性欲目的； 二是侵害了儿童
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该案中罗某的行为
符合这两个特征。 ”黄静认为，一审判决未从
猥亵的上述实质要件进行判断， 而简单地认
定强迫被害人拍摄裸照的行为不是“自行猥
亵”，因此就不是“猥亵”，系对猥亵儿童罪客
观方面认识错误，并导致适用法律的错误。

对于另一争议焦点，即犯罪的既遂、未遂
问题，黄静指出，罗某通过 QQ 强迫被害人
拍摄裸照，在获得裸照时行为即已实施完毕，
犯罪已既遂。“之后，罗某利用裸照继续强迫
被害人开房， 只是变换猥亵行为方式进一步
实施犯罪， 不影响前一个猥亵行为已实施完
毕的结果。 ”黄静说。

此外， 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意见中规定，采取暴力、胁迫手段猥
亵儿童的，从重处罚。 因此，武汉市检察院认
为，一审判决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外，
还遗漏了从重处罚情节，致使量刑偏轻。

经检察机关提出抗诉， 武汉市中级法院
在二审中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见，作
出终审判决，认定罗某构成猥亵儿童罪既遂，
依法从重处罚，改判罗某有期徒刑二年。

周晶晶 付静宜

事件回放： 郭某是山东省济南市一家技
校汽修班辅导员。 2016 年 11 月底，郭某所管
理的班级发生了 3 名学生陆续偷盗事件，事
后学校对郭某进行了重新培训并调岗。 2017
年 4 月初， 郭某所管理的另一班级学生因违
规使用电器、吸烟造成宿舍火灾。2017 年 7 月
4 日，校方认为郭某不能胜任工作，并通知郭
某于 2017 年 8 月 2 日解除劳动合同。 郭某诉
至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诉请学校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了郭某的诉
求。学校不服，提起上诉。近日，济南中院审理
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法：济南中院依法审理认为，郭某作为
学校辅导员， 其参与了教职工岗前培训并取
得了《结业证书》，应视为对辅导员的岗位职
责及学院的规章制度知悉并愿意遵守。 郭某
所管理的班级学生反复出现违反法律及学校
规定的情况， 证实郭某在教育学生方面未达
到学校要求，但学校于 2017 年 7 月 4 日通知
郭某次月 2 日解除劳动合同， 不符合用人单
位须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的法律规定， 故校方 8 月 2 日单方解除与郭
某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 遂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丛民 张洁 李金锋

辅导员因班里屡出“熊学生”被解聘
法院认定学校违法

利用作为考务组成员的职务便利，一位
老师将特定监考老师安排到指定考场监考，
帮助考场内 7 名考生作弊，收取 14 万元。 日
前，伙同这位老师一起组织作弊并负责收黑
钱的武某，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10 万
元。

魏某原为长春艺术实验中学教务处老
师。 法院查明， 魏某伙同武某在 2013 年、
2014年鲁迅美术学院校考和 2015 年度全国

艺术类高校招生吉林省美术校考中，利用魏
某作为长春艺术实验中学教务处老师兼考
务组成员的职务便利，将特定监考老师安排
到指定考场监考， 帮助考场内 7 名考生作
弊，收取 14 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武某与
魏某经预谋，利用魏某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
构成受贿罪。 武某案发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属坦白，可从轻处罚。 据了解，魏某也
已被政法机关另案处理。 付中

老师收 14万元帮 7名艺考生作弊受罚

物理课上，学生小张向同学问问题，老师
从讲台上扔下一本书， 这本书却不巧砸中了
小张的左眼，造成七级伤残。一起发生在课堂
之上、师生之间的校园伤害民事诉讼，在西安
市碑林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律师的帮助下得
以化解，学生小张及时得到了赔偿。

小张原是西安市某中学的初二学生。
2012年 11月 30日上午，在第四节物理课上，
小张回头问同学问题，转头回来时，被授课老
师李某从讲台扔下来的书砸中左眼。 当即小

张被送往医院。治疗期间，学校老师李某支付
了一部分医疗费用，但对具体赔偿问题，校方
和李某未能积极解决。 2014 年 5 月，小张母
亲向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申请
伤残等级鉴定。经鉴定，小张的伤情属七级伤
残。 目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教师李某
赔偿学生小张 317005 元，校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判决生效后，三方均未上诉，校方与李
某很快支付了赔偿款项。

高雅

女大学生为还“校园贷”盗养母存款被公诉
为还同学借款和满足自身高额消费，在

南京市某学院读书的李某注册多个校园贷
款 APP 贷款还债，无力偿还后窃取养母杜女
士卖房款 7 万余元。近日，李某因涉嫌犯盗窃
罪被公诉。

李某称其在南京上学期间，一次醉酒后
被送到医院洗胃，同学帮其垫付了两千余元
的费用。 为了还钱，李某从一个叫“名校贷”
的校园贷款 APP 上贷款还债，后为了还“名
校贷”的本息，又注册了若干其他高息校园
贷款 APP进行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同时，也

从同学朋友处借钱用于还款和高额消费。 因
其没有经济来源，又害怕事情败露，遂产生
了盗窃养母存款的念头。 2017 年 7 月中旬，
李某放暑假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家中， 趁夜
间杜女士熟睡之机， 偷拿杜女士的银行卡
和手机， 成功将银行卡绑定在杜女士的微
信上， 并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自己的微
信里数次转账行窃。 盗刷的 7万余元被李某
用于购买化妆品、 衣服、 鞋和出游机票等
挥霍一空。

于忠洋

中学生被老师扔书砸坏左眼获赔 31万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清·袁枚《所见》

“牧童”是古诗里常出现的人物
形象,指放牛、羊的儿童。 牧童多为穷
人家的孩子,早早就要替家庭分担劳
务,没有进入学堂读书的机会。 这种
现象在现代社会是不会被允许的,因
为现代法律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
利和义务。” 《义务教育法》 第二条
规定 : “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
度。 ……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
费。 ”不收学杂费的规定大大减轻了
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义务教育法》
第十一条还规定 :“凡年满六周岁的
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
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
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
七周岁。 ”在当前的法律制度下,如果
父母不让适龄儿童入学读书,则侵犯
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应由当地乡镇人
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温晚晚

校园普法

本报讯（通讯员 邹思宇）一名学生刚走
出校门就被疾驰而过的车辆撞伤， 针对这一
事件，学校、驾驶员分别负有何种责任？ 6 月
29日，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教育局
主办的“送法进校园”暨“十百万”校园普法活
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举行。
活动现场， 一场还原真实案件的模拟庭审让
师生们近距离感受了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卢鸿鸣指
出， 此次活动既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重要举措， 又是推进法治校园建设的重要
载体，更是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 他希望，通过活动的开展，帮助青少
年儿童理解法律、尊崇法律，维护每一个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肖
新平表示，下一步，长沙市各级人民法院要加
强与教育部门、 学校合作开展法治教育项目
的力度，通过完善法官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机
制，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作用，最终达到构建
社会法治教育网络， 全面加强青少年普法宣
传教育，提升广大师生的法治意识，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的目的。他表示，希望中学师生
积极参与活动，全面做到学法用法，将法治意
识贯彻到生活中。

据了解，本次“十百万”校园普法活动包
括“十场庭审进校园”、聘任百名法制辅导员、
组织万名学生进法院三部分， 时间从 6 月份
持续到 12月份。

“十场庭审进校园”活动，即根据青少年
的特点和学习、生活的实际，在长沙市两级法
院中选择 10 个典型案例，通过将庭审现场搬
到学校开庭的方式，为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

“聘任百名法制辅导员”， 即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各法院中抽调百名专业法官，组建“法
官送法百人宣讲团”， 赴学校开展进校普法、
巡回开庭等活动； 长沙市教育局选取 100 所
学校，聘请法官担任法制辅导员，与宣讲团成
员建立对口联系， 实现点对点的法制宣传服
务。“万名学生进法院”活动，将组织学生参观
法院、观摩庭审、听法制讲座等，力争年内实
现万名学生进法院接受普法教育的目标。

长沙启动
“十百万”校园普法活动

保障“牧童”的受教育权

网上胁迫儿童拍裸照算不算猥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