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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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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前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ꎬ党中央、国务院也给予了高度重视ꎮ 该文系统介绍了现行防

控校园暴力的法律法规ꎬ阐明了“预防为主导、教育督导管理、及早发现制止、立法执法为本”的基本方法和教育、督导、管
理等不同层面的运行体系与机制ꎬ提出“构建校园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起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早期预警制度”的

预防校园暴力的具体措施ꎬ重申了对校园欺凌行为“零容忍”态度和处置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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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切和

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ꎬ公共卫生、法律、教育等领域的

专家发表了较多文章论述和探讨我国校园欺凌和暴

力事件的现况、成因和治理建议ꎮ 有关校园欺凌和暴

力事件的定义、界定及其成因已经有许多论述ꎬ意见

比较一致[１－３] ꎮ 至于如何治理ꎬ舆论对校园欺凌现象

的容忍程度明显下降ꎬ要求动用法律加以惩戒的呼声

不断高涨ꎬ各界学者基本认同采取从法制、体制、机制

多方面多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综合措施的原则[４－６] ꎬ
但在实施策略和主导措施上则各有所侧重ꎮ 笔者认

为ꎬ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仍需要坚持预防为主ꎮ

１　 校园欺凌防控的法规与政策

中央综治委、教育部、公安部等部委先后出台了

关于维护校园安全的规定ꎬ 如 ２００４ 年«关于深入开展

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意见»ꎬ２００５ 年«公安机关维

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和 ２００６ 年«中小学

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ꎻ在 ２００６ 年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也增加了有关校园安全的内容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ꎬ首次在正式文

件中明确使用“校园欺凌”的概念ꎬ要求各地对学生开

展以校园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题教育ꎬ开展品德、心
理健康和安全教育ꎬ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ꎬ蓄意或恶

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ꎬ实施欺负、侮辱造成

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ꎬ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

国中小学校ꎬ包括中等职业学校ꎻ同年 １１ 月教育部联

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８ 个部门

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ꎬ
提出了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基本思路和要求ꎬ
要求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ꎬ在政府主

导下全社会协同创建文明安全学校ꎬ切实防制校园欺

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ꎬ实现“期盼有更优美的环境ꎬ儿
童青少年能成长得更好”的理想目标[７] ꎮ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调查数据显示ꎬ未成年人犯

罪年龄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前了 ２ ~ ３ 岁ꎬ１８ 岁以下青

少年犯罪上升约 １２０％ꎬ１４ 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约

２８０％ꎻ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受审的一百多起校园暴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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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故意伤害罪占 ５７％ꎬ故意杀人罪占 ６％ꎬ寻衅滋事

罪占 １０％ꎬ性侵、财侵罪占 １２％ꎬ犯罪者中 ３５％年龄处

于 １４ ~ <１６ 岁ꎬ６５％为 １６ ~ <１８ 岁[８] ꎮ 一部分法律界

学者认为ꎬ立法缺位助长了校园暴力ꎬ应该发挥司法

作用ꎬ厘清校园暴力的刑事责任ꎬ出台专门防治校园

暴力及未成年犯罪处罚标准ꎬ扩大未成年人依法罪责

范畴ꎬ增大对相关监护人的追责制度ꎬ构建完善的受

害者保护制度ꎮ 针对惩治校园暴力和校园霸凌行为ꎬ
多数学者提出ꎬ应考虑适当降低青少年承担法律责任

的年龄线ꎬ或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ꎬ以填补当前我

国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法律空白[６] ꎮ 法律始终是一把

双刃剑ꎬ为保护未成年人而加大对校园欺凌的惩治力

度ꎬ无形中也会增加青少年保护的难度ꎮ 怎样才能有

效遏制恶性校园欺凌的发生ꎬ既能够让受到伤害的未

成年人得到最好保护ꎬ同时避免对欺凌者的成长产生

过于严重的影响ꎮ 显然ꎬ以法律手段实施严厉惩罚也

会失之偏颇ꎮ
在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中ꎬ既应该看到日趋

严重的现状ꎬ也应该看到 ２０１６ 年以来“专项治理”以

及随后落实«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

行办法»和«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

见»的“专项督查”所取得的初步成效ꎮ 毫无疑义ꎬ立
法、修法、释法是治理校园暴力的依据和根本措施ꎬ但
是立法或修法尚需假以时日ꎮ “严惩”是在校园欺凌

和暴力事件发生之后让恶意造成重大伤害的欺凌者

受到法规、法律的惩治ꎮ

２　 校园欺凌和暴力预防控制

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治理的终极目标是防患于

未然ꎬ减少和杜绝发生ꎮ 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防控

坚持预防为主导、教育督导管理、及早发现制止、立法

执法为本的原则ꎮ
２.１　 预防为主是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主导思

想　 校园暴力治理的指导思想不单纯是在校园欺凌

和暴力事件发生时的应对与紧急处置和事后的惩戒

与处罚ꎬ应该是“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ꎮ
高危人群预防:评估并鉴别出有暴力、欺凌倾向

和既往曾施暴或欺凌弱者的高风险学生ꎬ同时关注胆

小、怯弱的易受暴力和欺凌的学生ꎮ 针对以上高危人

群各自的危险因素采取个性化干预措施ꎬ降低及消除

未来发生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风险ꎮ
全人群预防:保障校园安全和学生健康是一个全

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全人群策略

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的措施ꎬ即借助政策的、法律的、经
济的、环境的手段ꎬ推动整个人群行为规范的改变[９] ꎬ
消除发生人际间暴力和校园欺凌的危险因素ꎮ

环境预防:做好学校安全防范教育工作ꎬ 提高对

学校“安全第一” 的意识ꎬ 构建文明学校、和睦家庭、
安全社区及和谐社会ꎬ共同营造促进个体采纳文明行

为、有利于落实各项校园安全措施安全氛围ꎬ 建设青

少年健康和安全成长的社会大环境[１０] ꎮ
２.２　 教育督导管理　 各级领导和政府工作人员、学校

教职员工、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都应该提高对预防

与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认识ꎬ树立“校园安全

人人有责ꎬ学生健康重于泰山”的观念ꎬ建立规范化、
制度化、科学化的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ꎬ提高学

校对安全风险管控能力ꎬ从源头上预防校园欺凌和暴

力事件发生ꎮ
２.２.１　 教育　 加强对学生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ꎬ提高

学生自我保护意识ꎬ掌握自我保护能力ꎻ教育学生学

法、守法ꎬ避免走向犯罪道路ꎻ加强心理老师的设置ꎬ
做好学生全人群的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及高危人群个

体化心理辅导ꎻ增强教职员工“教书育人ꎬ立德树人”
的爱心和责任感ꎬ热忱关怀、耐心教育好每名学生ꎻ为
家庭和社区提供预防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的培训

计划ꎮ
２.２.２　 督导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要认真落实

«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 和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督导教

职员工严格履行责任ꎬ关心和爱护学生ꎬ早期发现和

及时有效应对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ꎬ及时落实对被害

者权益的科学维护ꎮ
２.２.３　 管理 　 明确学校在预防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

中的责任主体地位ꎬ制定维护学校安全的规章制度和

处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具体流程ꎬ构建学校—家

庭—社区联合治理体系ꎬ形成学校文明、社区安全和

社会治安的有机管理网络ꎬ建立学校与警方、社区、家
长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制度ꎬ建立教师与家长的定期

联系制度ꎬ及时舆情交换和沟通学生的情况ꎬ齐抓共

管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ꎮ
２.３　 及早发现制止ꎬ防患于未然　 构建校园安全风险

评估指标体系ꎬ建立起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早期预警

制度ꎮ 教师要细微关注每个学生的情绪状态变化ꎬ敏
锐发现学生之间的矛盾ꎬ及时给予有“苗头问题”的学

生以关心和爱护ꎬ了解学生的家庭生活背景和交往的

人群ꎬ把所发现的问题及时与校领导和家长进行有效

沟通ꎻ每所学校应设置投诉 / 倾诉 / 求(救)援部门、网
站、电话ꎬ一旦接报可疑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ꎬ必须第

一时间取证和调查处置ꎻ涉嫌违法犯罪的ꎬ要及时向

公安部门报案并配合立案查处[１１] ꎮ
积极有效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ꎬ细心关注

每个学生的微表情以掌握学生的心理变化ꎬ有效管控

２８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第 ３９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９



学生青春期“叛逆” “躁动”等负面心理情绪ꎬ正确引

导ꎬ建立不良情绪的发泄渠道ꎬ舒缓青春期学生成长

的心理压力ꎮ
对有施暴倾向的学生进行特别教育ꎬ对易受欺侮

学生的情绪变化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ꎬ如留守儿

童、外来随迁子女、离异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性
格内向、社会交往能力弱、身体缺陷或身材特殊的学

生ꎬ以及学生会干部、班干部、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等

各种特殊个体都属于需要关注的高危群体ꎮ
２.４　 立法执法是治理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根本措

施　 制定«反校园欺凌法»势在必行ꎬ与此同时逐步完

善有关防制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法律法规ꎬ构成由

刑罚、治安行政处罚和教育监管共同组成的法治化

体系ꎮ
在«反校园欺凌法»等法律出台之前ꎬ应该依据我

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和«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工作专

项督导暂行办法»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

指导意见»的条文ꎬ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教育部

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有关司法解释或规章ꎬ明确治理

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总体目标、组织机构、制度措

施ꎬ明确各级政府、学校、监护人、学生和社会组织与

公民个人的责任ꎬ完善防控体系ꎮ
对校园欺凌行为实行“零容忍”原则ꎬ教育主管部

门尽快制定与欺凌行为相适应的规定与处罚规则ꎬ赋
予学校和教师惩戒欺凌行为人的处罚权ꎬ对情节一般

的校园欺凌行为实施惩治ꎬ由学校给予纪律处分ꎬ发
生实际伤害后果由监护人承担经济赔偿ꎬ使每次校园

欺凌事件得到及时严肃处理ꎬ达到有效遏制行为人实

施欺凌的目的ꎮ

对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校园暴力和欺凌行为依

照现行刑法予以惩办ꎬ凡属违法犯罪的校园欺凌和暴

力事件进入司法程序依法惩处ꎬ对未满 １６ 岁不给予

刑事处罚ꎬ但情节恶劣、行为严重的校园暴力施害者ꎬ
依法使用收容教养、教育矫正等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政

府的强制收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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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７):近视流行的进化失配观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近视的人群数量翻了 １ 倍ꎬ据推测到 ２０５０ 年ꎬ全球 ４９.８％的人将会近视ꎬ有 ９.８％的人将严重近视ꎮ

人眼的生长是受稳态控制过程的调控ꎮ 婴儿出生时均为远视ꎬ随着视觉输入眼睛渐渐发展ꎬ最终达到正视化ꎮ
进化失配论是随着近视率的提高产生的ꎬ包括 ３ 种不同的理论观点:(１)现代社会人们频繁使用电子设备和工作的需

求而产生近视ꎬ由于近视是由近处事物的散焦而引发的ꎬ近视患者能以非常少的调节来管理视近工作ꎮ (２)近视的增加与

人们身高的增长有关ꎮ 摄入能量的食物会促进身高增长ꎬ而眼的表型可塑性可能导致眼睛长度的非适应性改变ꎬ从而变为

近视ꎮ (３)近视的产生可能与工业化社会中室内活动时间增加有关ꎮ 一些研究表明ꎬ进行更多室外活动的儿童患近视的概

率更低ꎮ 因为光线刺激多巴胺的产生ꎬ继而抑制眼睛轴向变长ꎮ
目前控制近视的方法主要是低剂量阿托品和角膜矫正手术ꎬ虽然有效ꎬ但经常有副作用ꎬ如何预防和治疗高度近视是

目前急迫需求ꎮ 进化论的观点是从卫生政策制定的角度来控制近视ꎬ包括建议儿童在白天进行更多的室外活动ꎬ减少电子

设备的使用ꎮ 当然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其效果以及其他潜在的产生近视的因素ꎮ
[来源: ＬＯＮＧ Ｅ.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Ｊ].Ｅｖｏｌ Ｍ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２０１８(１):１５１－

１５２.编译:陶心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长办公室ꎬ广州 ５１０１２０)ꎻ审校:伍晓艳(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

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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