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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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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兑彩票

● 电 脑
型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
17190期排列3直选中
奖号码：446；排列5中奖
号码：44670。●电脑型
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
17082 期 开 奖 结 果 ：
1362098。

●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

“3D”第2017190期开奖
结果：883。●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2017082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14、21、18、28、29、25，蓝
色球号码：10。（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

今日 阴 24℃~31℃
南风1~3级
明日 多云 24℃~32℃
南风1~3级

今日尾号限行

1 6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父母离异长期无人照顾
娃娃监护权委托给村委会

雷雷的“流浪”生活始于2015年10月
份。在“流浪”的一年里，雷雷居无定所。白
天，他混迹街头；晚上，则睡在网吧甚至街
头。尽管附近居民尝试帮助他，给他饭吃，
为他买衣，但并未阻止他在“混迹社会”的
路上越走越远，抽烟、骂人、小偷小摸……

雷雷的情况引起彭州市检察院和成
都云公益的关注。曾在彭州市检察院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科任职的罗关洪认为，如果
雷雷得不到管教，今后堪忧。成都云公益
秘书长傅艳特认为，“因为他接触的全是
负面的东西，社会上的打架闹事也就会慢
慢向他‘靠拢’。”

如何让雷雷不再“流浪”？
去年9月，一场多部门参与的救助联

席会议在高皇村进行，最终形成一份涵盖
雷雷住宿、吃饭、生活用品、安全、医疗和
教育等 6 方面问题的临时救助方案。同
时，还形成一项重要决议——根据 2014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颁
布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
规定，由彭州市公安局隆丰镇派出所向雷
雷所在的隆丰镇高皇村村委会致函，将雷
雷的临时监护权委托给村委会，并由村委
会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书函中提到，雷雷
父母离异，没有很好地履行监护责任，导
致雷雷长期无人照顾，生活陷入困境，生
存处于危险状态，而其他成年亲属又不能
对其承担监护责任。

村委会履行“国家监护”
安排庇护所制定监护制度

知名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北京大学教
授刘继同认为，在雷雷父母成为合格监护
人之前，村委会能够承担起雷雷的临时监
护责任，正是“国家监护”的体现。

监护之初，高皇村村委会为雷雷制定
了一套相应的监护制度。雷雷的庇护所安
排在村安置小区的一间空置房内，村主任
杨先均也给雷雷下了一道“死”命令：“每
天必须回房间睡觉”，同时要求小区保安
对雷雷进出小区的情况进行登记，“好久
出去的，好久回来的，大概去了哪个地方
耍。”如果长时间不见人，村委会则将进行
寻找或者向警方报案求助。为履行好监护
职责，杨先均会在每天上班前到雷雷的安
置处查看，晚上休息前也会再去一次，看
雷雷是否已经回来。每次查看的情况，杨
先均都会用手机拍照，形成记录。至今，数
十张记录照片仍存放在杨先均的手机内。

2015年9月，当时年仅10岁的雷雷辍
学离家，开始在隆丰镇流浪。期间，其父周
先生曾试图让他回家居住，但遭拒绝。按
雷雷父亲的说法，2012年时，他与雷雷母
亲离婚，随后再婚。当时，雷雷主动跟了
他，抚养权自然留在他手上。而在之后的
生活中，雷雷变得让人不省心，“不听话”。
父子俩逐渐变得对立，甚至水火不容。而
雷雷想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意愿也没有达
成，他实际上处于一种有父母而实质监护
缺失的状态。

去年9月，一场多部门参与的救助联
席会议形成决议——由彭州市隆丰镇派
出所向隆丰镇高皇村村委会致函，将雷雷
的临时监护权委托给村委会。

专家认为，在雷雷父母成为合格监护
人之前，村委会能够承担起雷雷的临时监
护责任，正是“国家监护”的体现。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刘继同：

“国家监护”需要更多专业人士和组织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刘继同认为，
“村委会确实仅能在生活照顾方面尽力，其他方面没
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这也是一个现实，也正说明了

‘国家监护’其实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和专业组织。”
刘继同介绍，目前“国家监护”的执行存在诸多

难点，高皇村村委会的困境基本上能反映出这些难
点所在：没有专业人员；没有一套专业服务体系；没
有专门机构和专项经费。“对村委会、公安、街道办
等部门而言，儿童保护只是原有职能的一部分，但
儿童工作者又必须要求专业性。在服务体系上需要
建立专业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服务要细化，警察
有交警刑警之分，儿童服务也应该这样。另外，除了
办公机构，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的儿童福利机构，
需要固定经费，否则难以开展日常的运营。

独立儿童工作顾问杨海宇：

不仅要有人监护 更需要一个服务体系

杨海宇曾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多年，在他
看来，“在进行‘国家监护’时，无论是临时监护还是
长期监护，都应明确监护职责，应包含未成年人的
教育、医疗、心理、发展等多个方面，同时有具备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能力的服务人员，有相应的儿童服
务体系，在其熟悉的家庭、家族和社区的环境下进
行，但目前国内在这些方面是缺乏的。

在雷雷的个例中，村委会缺乏经验和专业能力，
也无相关培训，作为短期临时监护是可以的，但进行
长期监护很难。“应该逐步建立儿童基本的服务场
所，不仅是有人来监护，更需要一个服务体系，增加
临时监护的能力。”杨海宇认为，在儿童保护工作中，
应去培育和发展社区儿童组织、社会团体、例如“社
区儿童之家”，能有专业社工参与，既有日常照管，又
能了解孩子心理状况，提供关怀、辅导和及时资助。

村委会临时监护近一年村委会临时监护近一年
流浪少年依旧不回流浪少年依旧不回““家家””

“国家监护”
困局求解

去年9月，在一场多部门参
与的救助联席会议后，11岁的雷
雷有“家”了，彭州隆丰镇高皇村
村委会获得了雷雷的临时监护
权，在雷雷父母成为合格的监护
人之前，村委会将负责对雷雷进
行监护，这也意味着雷雷正接受
着真正的“国家监护”。在这之前
的一年里，由于父母离异，监护
缺失，雷雷一直处于“流浪”状态
（成都商报去年9月曾报道）。

履责之初，高皇村村主任杨
先均曾信心满满，“既然大家都这
么关心这个娃娃，我们村委会更
责无旁贷。”然而，10个月过去，当
初的信心却早已殆尽，无专项经
费，无专业知识，无特定服务场
所，配套服务体系的缺乏，加之雷
雷本身的“不听话”，让杨先均和
村委会深感无力。在雷雷身上，
“国家监护”陷入现实困境……

一方面，村委会在履责中遭遇现
实困境，另一方面，雷雷的“不听话”更
加重了这种监护之难。在接受村委会

“国家监护”近一年里，雷雷的状态似
乎并不让人满意，甚至有更严重的趋
势。不仅仍抽烟、骂人，甚至接触到赌
博，还不断“伤害”曾照顾他的好心人。

安置小区内的住宿房已很长时间
不见他的人影。小区保安雷明发介绍，
雷雷已至少有两个月没在小区内出
现。事实上，春节后雷雷就很少再回到
这个庇护所。“有时还是在街边睡。”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来到雷
雷所在的安置小区，找到他的房间。与
去年记者为其布置床铺，送他入住时
的场景相比，如今房间内一片杂乱，地
上散落着烟头和垃圾，被子乱作一团。

“你说这种情况咋办？真是没办
法。”杨先均很无奈，“我们没办法24小
时盯着他，甚至在街上都找不到他，也
不可能把他限定在某一个区域，况且
也没有一个可以供他待的服务场所，
他不出去去哪里呢？”杨先均表示，最
近两月，他都不知道雷雷在哪儿，“管

不住，没信心管了。”
雷雷的“不听话”还表现在言行

上。春节时，当地部门为雷雷送来慰问
物品以及400元钱，钱由杨先均保管，
分次给他。杨先均要求100元钱必须用
5天到一周时间，但雷雷不买账。一次
在一个茶楼里，雷雷见面就向杨先均
提出“没钱了，我的钱呢？”杨先均只好
给了他100元，然而雷雷转身就对茶楼
老板说“给我拿两包中华”……

小区外的茶楼老板向德琼曾对雷
雷照顾有加，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照管
着他的一日三餐，偶尔雷雷也会帮着
照看一下客人。然而，在一次向向德琼
索要红包无果后，雷雷翻脸恶语相向，
之后再未到过茶楼。

还有一次，在参加完一场丧事后，
雷雷让堂哥周先生为他收拾好吹曲的
小号，但堂哥忘记了。雷雷当着众人发
火，质问堂哥并险些掀桌。“这也是我
们最担心的，他这种性情如果哪天闯
祸了出现意外咋办？以前还没这方面
的担心，但现在不敢这么自信了。”杨
先均说。

按照当初的救助计划，由村委会
负责雷雷的临时监护问题，让其不再
继续流浪，公益组织以及当地司法及
政府部门同时与雷雷父母进行联系，
对父母进行强制亲职教育，尤其是雷
雷母亲雷女士，考虑到雷雷想与母亲
生活的意愿，需要对其母进行教育，以
让其接纳雷雷。但雷女士仅露面一次
便处于“失联”状态。

这让杨先均始料未及，也让这项原
本临时的监护职责持续至今。“娃娃是
村上的人，村上肯定责无旁贷，想着能
够尽快解决，临时性（监护）也不过一两
个月，结果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时间长短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
但村委会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杨先
均说，首要的困难在于村委会无法将
照顾雷雷的责任交给一个具体的人来
做，一方面村委会人手有限，总共仅5
人，而村上事务又尤为繁杂，“根本空
不出手来照顾雷雷。”另一方面，“谁又
能来担这个责呢？也没谁敢来负责，出
了事情怎么办？”

能不能单独请人来照顾呢？又一
个问题出现了，“谁愿意？谁来出这个
钱？”杨先均说，这笔钱村委难以支出，
村上的钱都必须用于村务开支，除非
有专项经费，否则不能擅自使用。

另一个问题在于“专业性”。杨先
均说，自己的娃娃可以严厉批评，但对
雷雷更需要讲究技巧，说得不好就容
易出麻烦，而村委会缺乏这样的技巧，

“农村出身的人，关注不到娃娃的内
心，如何引导、如何巧妙地让他接受我
们的教育很困难。”

杨先均介绍，由于缺乏对未成年
人的专业知识，他们在管理雷雷的过
程中遭遇诸多尴尬。“我看到不好的就
要直接说，但说多了，他反而对我也产
生了排斥心理，以前还比较亲，现在有
时对我也要骂脏话，能怎么办呢？”

诸多原因造成村委会对雷雷的监
护依然停留在最初的生活吃住上，甚
至当初的监护制度也难以执行下去，
雷雷进出小区的出入登记实行了不到
三个月就中断了。

村委会监护之困
无经费无人员不专业

村里的监护制度难以执行下去

监护近一年现状
雷雷已两月“没消息”
很少回村里的庇护所

求解
“国家监护”之困

参与雷雷救助工作的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
秘书长傅艳认为，雷雷的救助情况不容乐观。“之前
他呈现出来的状态让人很有信心，但现在我们也不
敢保证救助能不能成功了。”

傅艳介绍，在未成年人工作中有三类情况，“一
类是在逆境中，只要给一点支持就会上升；一类是
处于逆境，能调动内因转变；再一类就是类似极端
案例，处于逆境也没有向上的内因，就得单独想方
法。”目前，雷雷由之前的第二类甚至偏第一类，滑
到了第三类情况。傅艳认为，问题的关键仍在雷雷妈
妈身上。“我们发现雷雷的情况呈现出一个起伏线，
每当雷雷发生变化时，都与妈妈回家却不愿见他，也
不愿问候他有关系。而我们又始终无法联系上雷妈
妈，进展的不顺让雷雷觉得救助是失望的。”

这也是村委会的“国家监护”面临难处的一个
重要方面。“理想状态是，村委会进行临时国家监
护，其余相关部门的服务体系跟上，再与家庭中的
妈妈进行有效互动，在临时监护阶段就能把雷雷想
跟妈妈生活的意愿达成，让他向利好转变。”傅艳介
绍，而目前，在家庭因素缺失、其余服务体系有待完
善的现实下，村委会的“国家监护”显得孤掌难鸣。

“另一方面，村委会专业人员的缺乏、资金不足等
原因也造成监护困难。”傅艳说，“目前我们基本敲定
将在当地进一步设立关爱项目，聘请专人负责照管类
似雷雷的未成年人，并支付其薪资、进行专业培训，解
决专业人员缺乏问题。”

公益组织1
村委会“国家监护”孤掌难鸣
将进一步设关爱项目
聘专人照管类似未成年人

2
专家建言2

因为养猫，所以画猫，这
一画就是10多年，画了近万
张。伍林从没想过，有一天自
己以画猫为生。他在微博、豆
瓣和其他网络平台上，是个
大红人，微博粉丝超过百万。

伍林发现自己的画火
了，缘于一副他创作的胖猫露
牙的《虎啸山林图》火了，竟有
不少人想花钱买下。2004年，
伍林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油
画班肄业，进了游戏公司负责
美术设计。后来，他辞职赴上
海工作。团队建设、产品设计，
慢慢地，游戏开发工作让他心
生厌倦。2015年年底，辞职后
的伍林又回到成都，开始“专
职”画猫。因为画猫，他已是
网上红人，卖画收入超过做
游戏开发总监时的收入。现
在，他的微博@还是一碗泡
面已拥有 117 万粉丝。因知
道自己拖稿，他从不接订单
也不跟机构合作，因为跟机
构签了合同后，就要受截稿
时间限制，这不符合他“想画
就画”的风格。成都商报记
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红强

10多年画近万张猫
“画猫红人”
坐拥百万微博粉丝

2011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11--20202020）》）》中中提到提到，，到到
20202020年年，，9090%%以上的城乡社区建设以上的城乡社区建设11所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游戏所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游戏、、娱乐娱乐、、教教
育育、、卫生卫生、、社会心理支持和转介等服务的儿童之家社会心理支持和转介等服务的儿童之家。。

——儿童工作专家杨海宇认为，类似服务体系的建立将为儿童保护工作带来利好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高皇村村主任杨先均在监护之初对
雷雷状态的记录

如今，雷雷入住的村里庇护所
一片杂乱，其已有两个多月没回来

拯救不回家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