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孩子·说法

爱心救助揭开虐童案

这起儿童被虐事件起始
于一次爱心救助活动。

3月12日，一名叫田丽霞
的市民在怀化市第一人民医
院陪护父亲。邻床，一名3岁
的男童引起了她的注意。“他
虽然浑身伤痕累累， 身上插
满了输液管， 但看上去比院
子里玩耍的孩子还要乐观。”

田丽霞用手机给男童涛
涛拍了一张照片， 发到微信
朋友圈里求助。 在随后的两
天时间内， 怀化爱心市民和
义工替涛涛筹集到了近11万
元救助款。

涛涛身上来源不明累累
的伤痕也引起人们注意。“孩

子被送进医院时， 身上有脚
印，看上去像是被人踩踏过。”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彭乐元表示，“孩子的肝脏、生
殖器等部位都受了伤，衣服一
脱下来，浑身青紫，遭受长期
外力致伤的迹象明显。”

在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救治手术后不久， 涛涛出
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十二
指肠高位肠瘘。 随后的二十
多天内，涛涛一直无法进食，
只能依靠静脉注射营养液。

3月17日，涛涛被下达了
病危通知书。 在怀化志愿者
们的帮助下， 涛涛被紧急转
院至省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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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怀化男童涛涛因腹痛
呕吐被送往医院，随后又因病
情严重被转往省儿童医院。孩
子的病情让接诊医生感到震
惊： 肝脏与十二指肠严重破
裂，疑遭长期人为暴力（详见
本报3月31日A05版）。

孩子“闻妈色变”的反应
和多名邻居的证词，将这起虐
童事件的主角指向涛涛之父
的同居女友，被涛涛称为“妈
妈”的怀化女子杨某。

3月22日， 杨某因涉嫌严
重伤害罪被怀化警方刑拘。

4月8日，记者从怀化市检
察院了解到，杨某目前已被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

幼童已脱离危险期
这次父亲一直守护

4月8日上午，记者从省儿
童医院了解到，通过近一个月
的治疗，涛涛目前脱离了危险
期，已能下床活动，医生准备
让他尝试着进食。

左葛亮是长沙理工大学
的大一学生， 从网络和报纸
上了解到涛涛事件后， 他和
众多志愿者一起赶到省儿
童医院照顾涛涛。“为了方
便帮他排出体内的积液，之
前一直有根管子插在他肚
子上。上周日，他下床活动
时不小心把管子弄掉了。医
生赶紧给他拍片子， 发现体
内已经没有积液了。”左葛亮
微笑着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
好的开始。

看着能下床活动、玩耍的
涛涛，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和志
愿者们都很高兴。更让大家欣
慰的是，在怀化长沙两地奔波
治病期间，父亲一直守护在身
边，涛涛和父亲的关系也由冷
转热，变得缓和了很多。

“现在，他会借我们的手
机给爸爸拍照，看到他爸爸流
汗，也会主动帮爸爸擦汗。”左
葛亮说。

涉嫌严重伤害
检方批捕准“后妈”

事实上，涛涛在怀化市第

一人民医院抢救期间，作为准
“后妈” 的怀化女子杨某也出
现在医院内。

“听我们说，替孩子募集
到11万元爱心款后，她表现得
相当震惊。震惊之后，就坐到
地上哭，一边哭一边诉苦。”一
名怀化志愿者回忆当时的情
形。

不过，作为孩子事实上的
监护人和看管者，杨某一直无
法解释， 孩子身上的累累伤
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最初，杨某的解释是“骑
儿童车摔的”。 这很难解释涛
涛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多处
伤痕。

后来，杨某的解释是“他
很调皮， 我教育他的时候弄
的”。“他虽然年纪小， 但是很
懂事，根本就不调皮。”邻居们
表示，从去年开始，就陆陆续
续发现涛涛身上出现青紫伤
痕。虽然他们曾多次提醒杨某
注意教育小孩的方式，但对方
总是不以为意。

杨某的家人向记者透露，
杨某曾受过感情上的伤害，失
去了生育能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龚化 王智芳

“涛涛”事件
持续发酵

受伤幼童脱险，狠心“后妈”被批捕
这次，父亲一直守护着孩子 医院里，孩子已能给爸爸擦汗了

3月14日

怀化爱心义工和市民替
涛涛筹集 11万元救助
款，虐童事件浮出水面。

3月12日

市民田丽霞微信传播
“乐观男童”涛涛照片，引
起怀化义工联盟关注。

3月17日

涛涛被下达了病危通知
书，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被
紧急转院至省儿童医院。

焦点
3月22日

准“后妈”杨某因涉
嫌严重伤害罪被怀
化警方刑事拘留。

4月初

涛涛脱离了危险期，已
能下床活动， 医生准备
让他尝试着进食。

4月8日

杨某已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

长沙市民唐先生晚上开车带
着女儿兰兰去火车站接妻子，一
时大意将熟睡的女儿独自留在了
车内， 岂料10分钟后，4岁的兰兰
被人拐走，24天后才被警方找回
（详见本报1月17日A05版）。

4月8日， 记者从长沙市芙蓉
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拐走兰兰的
57岁老光棍何旺被判刑1年。

女童车前哭，被老汉骗走

去年11月2日晚7点， 何旺骑
着电摩在长沙火车站转悠， 发现
有个小女孩在停车场哭泣。 何旺

凑上去一问， 得知女孩找不到爸
爸了。

哭脸的小女孩便是4岁的兰
兰，几分钟前，她的父亲唐先生开
车载她来火车站接妻子， 因看兰
兰在熟睡，不忍心将她叫醒，便将
她独自留在车内。 唐先生的关门
声惊醒了兰兰， 下车后找不到爸
爸的兰兰在车前伤心地大哭。

“我一直没结婚， 也没有小
孩， 便想把她带回家当孙女养。”
何旺交代， 他谎称带女孩去找爸
爸，骗她上了电动车。

待唐先生与妻子回到车前，
女儿早已没了踪影。

自称不懂法，当庭求轻判

一周后， 何旺将兰兰带回了
常德老家， 还给兰兰取了个名字
“何曼妮”。到公安机关找到兰兰，
她已被何旺带了24天。

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 何旺
供认不讳，“我不懂法， 不知道这
是犯罪， 我只希望法院能够从轻
处罚。”

最终， 法院认定何旺构成拐
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文中姓名均系化名）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革文

保护孩子·打拐

“你真笨！”“你就不会和人家比
一比啊！”“考这么点分， 还有脸回
来，死了算了。”很多孩子就是在父
母的恶语相向中自暴自弃、 放弃自
己的， 还有孩子听了这些话之后离
家出走。

“棍棒之下出孝子”让孩子在心
灵上留下阴影、留下创伤，孩子会慢
慢地把这份伤痛转化成一种恨，从
而影响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

拐走女童带了24天“法盲”光棍获刑1年

生怕孩子吃不饱， 就非要
让孩子再吃点， 孩子想吃什么
就一定要让孩子吃个够， 很多
孩子养成了偏食，爱吃肉、不吃
蔬菜的不良习惯。

“如果父母在家庭环境里常常以家长自居，那么，这
种角色的定位， 就会在不经意间成为亲子矛盾的导火
索。”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刘平易认为，家长的以下行为
都是不尊重孩子。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对孩子不管不问，
放任自流， 在家中和孩
子没有交流、 不进行沟
通， 把孩子看作是“空
气”。这会把孩子从家庭
中推向社会边缘， 把孩
子置于绝路之上。

不准做这， 不能干
那，一切都要服从于家长
的安排，代替实则是一种
限制，束缚孩子行为的同
时也禁锢了孩子思想。

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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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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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语
相向

棍棒
教育

… 事件回放

… 《将孩子独留10分钟，找到她却花了24天》后续

当心5种行为
伤害孩子 ▲

■漫画/陈琮元

置之
不理

3/4家长不知“儿童权利”
湖南试点“保护机制”

近日， 中国儿童中心推出一份
对武汉、 南昌等7个城市2049名学
生家长的《城市小学生家庭教育状
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这些平均年
收入为11.16万元的家庭中，家长对
儿童权利知晓度不高，3/4的家长从
来没有听说过儿童权利。

另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
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陈涛教授带
队的调查组， 在长沙县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实地调查。调查显示，身体伤
害、心理伤害、忽视及性侵害是常见
儿童伤害。 问卷中，39.5%的儿童表
示“偶尔被家长打”。

目前，长沙县已被“国际计划”
和国务院妇儿工委联合确定为全国
两个实施儿童保护机制项目试点县
之一，2013年10月以村为单位建立
5个“儿童幸福家园”，探索构建儿童
保护预防和早期干预平台。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