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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安部等 11 部门联手对校园欺凌“亮剑”

我们的孩子能否免于欺凌恐惧？
2017 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

殴打、往身上浇开水、在
网上传播个人隐私……近年
来，中小学生欺凌事件时有
发生，行为手段层出不穷。
为防治学生欺凌行为，教育、
公安、民政、妇联等 11 部门
一 齐 向 学 生 欺 凌 行 为“亮
剑”，共同印发了《加强中小
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而这是否真的能让我们的孩
子免于欺凌的恐惧？

我省郑州、洛阳进百强
□记者 傅豪

新华社发

界定学生欺凌：
肢体欺凌、语言欺凌、网络欺凌都算欺凌
防治欺凌，首先要明确什
么是学生欺凌。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何秀超介绍，在 11 部门联
合印发的方案中，首次对学生
欺凌作出明确界定，指出中小
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
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
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

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
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
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
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李雯认为，
这样的界定明确了三
个要点：
一是明确了学生欺凌的
范围，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
之间事件；
二是明确了学生欺凌
的构成要素，
包括发生的单次或

者多次、主观上的故意、表现的
多种形式、
损害的多个方面等四
个要素；
三是强调学生欺凌与学
生之间打闹嬉戏的区别。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
究院院长王敬波认为，
网络欺凌
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学生
欺凌现象，具有隐蔽性强、涉及
范围广、
影响大和难以消除等特
点，
危害性要甚于传统欺凌。

监控学生欺凌：
设立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
为防患于未然，方案要求，
学校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展教
育、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
门设置教学模块等方式，定期
对中小学生进行欺凌防治专题
教育，组织开展家长培训，引导
广大家长增强法治意识，落实
监护责任。
何秀超说，方案还提出加
快推进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
急报警装置等建设，学校根据
实际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
会。此外，要定期开展排查，及

时查找可能发生欺凌事件的苗
头迹象或已经发生、正在发生
的欺凌事件。
“防治学生欺凌教育是学
校道德法制教育的短板之一。”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
说，
“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当他
们进入社会的时候，应当具有
道德和法制的鲜明底线和明亮
开朗的心理底色。但是，学生
欺凌现象的发展，会使部分欺
凌者心理扭曲，进入社会后依
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发展成

为社会的违法犯罪者，成为社
会安定的破坏者。因此，如不
及时正本清源，会造成后患无
穷。”
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
巡视员张志勇建议，学校教育
要全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要
针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心理
特点、人格特征，加强心理辅
导，构建一种自由、平等的学校
教育氛围，帮助学生建立对学
校和集体的认同感。

处置学生欺凌:
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 实施欺凌学生可转送工读学校

【链接】

何秀超介绍，
学生欺凌事件
的处置以学校为主。学校发现
学生欺凌事件线索后，
应当按照
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
处理流程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
处理，
由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
会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
为进行认定。如有申诉请求，
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可组成调查小
组启动复查。如有涉法涉诉案
件则纳入相应法律程序办理。
针对学生欺凌的不同情
形，方案明确了不同的惩戒措
施：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
由学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

评、教育；情节比较恶劣、对被
欺凌学生身体和心理造成明显
伤害的严重欺凌事件，可请公
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对实施
欺凌学生予以训诫；屡教不改
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
件，必要时可将实施欺凌学生
转 送 专 门（工 读）学 校 进 行 教
育；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
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处置
以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为主。
张志勇认为，学生欺凌的
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中小学
生，加害者本人也需要关爱保

护。这就决定了对学生欺凌的
防范，特别是对加害者的处理，
不能简单地“一罚了之”，必须
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坚持
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以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提出，要清醒认识到，
确保将中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
落到实处，把校园建设成最安
全、最阳光的地方，仅凭一纸文
件是做不到的，还需要政府、家
庭、社会、学校等各方面长期、艰
难、
细致的工作和共同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全世界每年有将近 2.46 亿少年儿童受欺凌
学生欺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
发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将近 2.46 亿儿童和青少年因体貌特征、性别与
性取向、种族与文化差异等遭受欺凌。而在我国，全国检察机关 2016 年共受理
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 1988 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1180
人，
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3911 人，
经审查起诉 2449 人。
新华社

本报讯 12 月 27 日，福布
斯中国发布“中国大陆最佳商
业城市排行榜”，共有 100 个城
市入选。上海、广州、北京、南
京、武汉、深圳、重庆、苏州、青
岛 、杭 州 十 个 城 市 分 列 前 十
名。我省郑州、洛阳上榜，分别
位列第 23 位和第 82 位。
记者梳理榜单发现，从地
区分布来看，江苏、山东、浙江
上榜城市总数占据了榜单的半
壁江山。其中，江苏省上榜城
市 最 多 有 20 个 ，山 东 省 有 16
个，
浙江省有 15 个。
据了解，自 2004 年起，福
布斯中国就开始推出“中国大
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为企

业家在城市进行投资发展提供
决策。榜单影响力广泛，成为
城市投资的风向标以及衡量城
市综合实力的重要参考。榜单
使用包括人才指数、城市规模
指数、消费力指数、客运指数、
货运指数、私营经济活力指数、
经营成本指数、创新指数八个
维度，综合观察中国大陆城市
的商业环境及发展潜力。
“郑州的上榜并不意外。
近年来郑州在快速发展与急剧
转型中逐步成为一座让全国都
为之瞩目的城市，无论是自贸
区还是国家级中心城市，政策
的一步步展开与落实都成为这
座城市未来数十年发展的核心
引擎。”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
说。

中巴经济走廊北段
首条高速公路部分通车
北京时间 12 月 27 日下午，
中巴经济走廊北段首条高速公
路 E35 的 1、2 标段举行通车仪
式，这条高速公路将与喀喇昆
仑公路一期、二期工程，组成中
巴经济走廊在巴基斯坦北部地
区的主干线。
E35 高速公路的通车仪式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
图省的哈扎达地区举行，
巴基斯
坦总理阿巴西出席了仪式。
E35 高速公路的 1、2 标段，
全长 39.6 公里，
为双向六车道的
沥青混凝土道路，
由中国葛洲坝
集团与巴基斯坦建筑公司联营

承建。整条公路剩余的 20 公里
巴方目前仍然在建设中。1、
2标
段公路的通车，
将使北部城市赫
韦利扬到首都伊斯兰堡的时间
从原来的 3 小时缩短到一个半
小时。
此外，E35 高速公路向北与
正在建设中的喀喇昆仑公路二
期工程以及已经通车的喀喇昆
仑公路一期改扩建工程连通，
共同构成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基
斯坦北部的公路交通主干线，
对改善该国北部道路状况、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切实改善民
生起到显著作用。央视

“马桶刷刷茶杯”
“马桶里洗抹布”

哈尔滨五星级酒店被查处

视频截图

记者从哈尔滨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了解到，12 月 26
日，网络媒体发布视频《这些五
星级酒店：泛黄马桶刷刷茶杯》
后，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
成立了由哈尔滨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
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市政府法制办
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当天下午对
涉事的凯宾斯基酒店、
香格里拉
大酒店、
永泰喜来登酒店展开现
场调查取证，
联合执法。
据哈市卫计委执法人员介
绍，针对视频中曝光的凯宾斯
基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永泰
喜来登酒店“用马桶刷刷杯子”
“床尾巾不及时更换”
“ 马桶里

洗抹布”等问题，经调查组现场
询问核实，确认事实存在。联
合调查组当即对三家酒店负责
人进行约谈，要求酒店严格按
照卫生管理规定，切实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立查立改，确保入
住人员健康权益。哈市卫计委
执法人员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涉事
3 家酒店依法进行处罚。
据介绍，哈尔滨市有关部门
将 举 一 反 三 ，对 涉 旅 餐 饮、住
宿、购物、交通、景区等行业服
务质量和安全进行全面排查，
重拳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价格
欺诈、涉旅
“四黑”
等行为。
中新网、
东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