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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针对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
积累了富有特

色的防治经验，包括广泛收集数据，为校园欺凌防治提供坚实的依据和支撑 ； 颁
布专门法律，对校园欺凌行为“零容忍 ”； 构建多元防治体系，多途径为学生提
供专业帮助； 重视不良行为教育矫正，强化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我国校园
欺凌防治可以从立法、制度、策略等方面予以借鉴，进一步提升校园欺凌防治的
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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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屡屡见诸报端 ，引发广泛关注。 比如，“四川省资阳市初
［1］
中女生遭同学羞辱”“安徽怀远某小学副班长欺凌同学事件 ”等 。 校园欺凌事件在社会上产
生了恶劣影响，不仅给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也给社会带来危害。 当前校园欺凌的相
关研究日渐丰富，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针对境外不同国家先进经验和防治特色的比较研究还
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亟须我们研究与参考其他国家的成果与经验 。我国党和政府针对校园
欺凌也一直在摸索相应的预防与治理措施 ，比如 2016 年印发《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
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 。但校园欺凌防
治的实效性有待提高，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均对我们更进一步关注境外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要
求。与中国相比，日本校园欺凌受关注更早，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的处理办法。 本文采用
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于日本校园欺凌的现状、原因分析，着重凝练校园欺凌防治的
措施与经验，为我国校园欺凌防治提出建议和参考 。

一、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的凸显及其成因
欺凌，在日语中是“いじめ（ ijime） ”，英语对应的单词是“bullying”，在中国台湾也叫做“霸
凌”。欺凌一般指由学生实施的对其他学生造成心理上或物理上的影响进而使其深感精神痛
［2］

苦的行为

。在我国《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中，校园欺凌被定义为“发生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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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损害身心健康的行
为”。日本对于欺凌行为的界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对欺凌的理解
倾向于强调被欺凌者是“弱者”，受到别人对其身体和心理上的攻击而感到痛苦就认定为被欺
凌； 而今，“弱者”的概念已经淡化，任何学生只要是受到相关人员心理和物理上的攻击并感到
痛苦，就可以定义为被欺凌。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于校园欺凌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校园欺凌的泛滥。
日本的校园欺凌危机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当时日本校园中，老师经常受到学生的攻击，
学校与警方合作打击这种社会现象 ，使之有所减少； 不幸的是，在这之后，暴力攻击教师确实减
少了，但暴力攻击学生人数激增，校园欺凌逐渐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1986 年，日本 9 名学生
因遭受校园欺凌而自杀，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讨论。同年，在东京上初中的一名 13 岁男生自
杀，在遗书中，他控诉几名同学的欺凌行为。 比如，欺凌者把他的书桌布置成为灵堂，并摆上了
鲜花和他的照片。这一事件引发了日本社会的轩然大波 。凌辱自杀问题的暴露，社会对日本教
育政策和政府的批判，促使下文部省（ 现文部科学省 ） 提出了紧急建议，于第二年的审议会答复
中，对欺凌提出政策的基本方针，把欺凌问题定位为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课题 。此后，校园欺凌
逐渐成为日本新闻、书籍、影视的常见主题。2011 年大津市一名中学生因为受到同学的欺凌而
自杀，学校却为了自己的声誉选择了隐瞒事实 ，这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愤怒，并直接促进了日本应
对校园欺凌的立法。
日本的校园欺凌通常有如下特点： 首先，校园欺凌广泛地存在于大量的中小学校，包括男
校、女校和职业学校等。欺凌对象也并不单一固定，除了普通学生，甚至日本皇室的爱子公主也
2015 － 2016 学年度日本
曾因受到同学的欺凌而出现心理问题。 据日本《儿童青年白书 》统计，
有 60% 的小学生 曾 经 受 到 过 校 园 欺 凌，全 国 中 小 学 校 （ 含 高 中 ） 共 发 生 确 认 校 园 欺 凌 事 件
224 540 起。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统计，截至 2018 年，日本小学到高中共有 41 万起校园暴
力事件，较以往增加 9 万多件。 其次，日本的欺凌主要是言语和行动上的欺凌，但手段极其残
忍，后果也可能很严重； 而且，日本的校园欺凌一般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被欺凌者因为害怕被
别人知晓自己受欺凌的事实，不愿将自己软弱的一面表现出来，因而将自己所受到的屈辱隐瞒
起来，甚至直到离开人世，父母和老师才从其遗书中了解到事实。 最后，一般来说，男生之间的
校园欺凌行为是身体上的，比如扔东西、泼水、放倒等； 而女生之间的欺凌则更多是心理上的 ，比
［3］

如无视、疏远、冷嘲热讽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欺凌因为广泛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也成

为了校园欺凌的重要类别之一。
日本的校园欺凌历史相对较长，成因复杂，既涉及大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又关系到诸多社会
问题。总体而言，校园欺凌的发生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原因 ：
一是社会文化因素，集体主义观念根深蒂固。 因为日本人追求集体主义，事事希望与别人
保持一致，以求不显眼，不引人讨厌，不被人议论侧目。因此，在学校里，日本学生也喜欢寻找到
群体，并融入成为一员。这就间接地造成一些学生因为自己的外貌缺陷，或是性格特立独行而
无法加入任何一个群体，反而被群体所孤立、排斥，这时针对这类学生的欺凌就很容易发生 。 一
旦某个学生成为了被欺凌的对象 ，越来越多的学生就会对这个同学采取同样的欺凌行为，抑或
充当看客，对欺凌现象冷眼旁观，即使这样的行为并非出于其他学生的本意 ，但是为了能够不使
自己“被特殊化”，他们只能选择这样做。
二是教育病理诱因，应试教育盛行，道德教育缺失。长期以来，日本的道德教育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一方面道德课程没有专门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教师主要采取照本宣科的教学手段 ，不
注重教学效果。日本学生在校生活压力极大，课后还会上专门的辅导机构补习，学生和家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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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被好大学录取，这关系到未来的就业甚至一生的幸福。 因此，许多
中小学都不得不实行高压式教学 ，以考试为中心开展教学工作，也就是俗称的“填鸭式教学 ”。
这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 。道德教育的缺失加上巨大的学习压力 ，让许多
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行为也出现了偏差。 欺凌者通过对他人的欺凌行为而获得心理上的满
足，借此来释放自己身心的压力。因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合理的认识 。
旁观的学生因为缺少必要的道德观念而选择了冷漠 ，或者自己也选择成为欺凌者。 而且，由于
教师资质的限制，日本学生在被欺凌后往往很难得到教师的有效帮助。 因此，学校成为了欺凌
主要的发生地。此外，学校管理存在不完善之处，日本学校规矩多、束缚多。日本学校在外国人
的印象中往往是极其干净和整洁的 ，一切事物井然有序，而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反映出了日本学
校对于学生的诸多约束，比如统一的制服、帽子，甚至统一的书包样式。这种对学生的束缚往往
会激发他们内心的叛逆，他们渴望打破刻板的规矩。 在欺凌者的眼里，对其他学生的欺凌行为
是特立独行的、很“酷”的，是对学校规矩的挑战。 因此，部分学生尤其是在学习方面没有办法
得到成就感的学生，开始通过欺凌他人来展示自己的“能力”。
三是人的因素，受害者和教师的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变相纵容 。 面对欺
凌行为，被欺凌者往往选择缄口不言。他们或是默默承受，或是选择不去上学，甚至宁愿走上自
杀的道路，也不愿维权。往往直到悲剧发生，教师和家长才了解到孩子被欺凌的事实。 被欺凌
者的沉默来源于恐惧和羞耻感，他们不愿意将自己软弱的一面展示给他人，但这反过来助长了
欺凌者的嚣张气焰，使之变本加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校园内直接与学生接触的是教师，然
而一些教师虽然了解欺凌行为的发生 ，但却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身边欺凌行为没有
足够的重视，放任欺凌现象不断恶化。这一倾向从侧面助长了欺凌行为，更体现了教师的工作
失职。大津市的欺凌案件也说明部分学校为了规避责任 ，极力掩盖和隐瞒校园欺凌的事实。 这
种处理办法不仅损害了被欺凌者的利益 ，也放任了欺凌者，使其逍遥法外。

二、日本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防治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针对不断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与日本社会各界人士的急切呼吁 ，日
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方法应对校园欺凌 ，其中主要包括 4 个方面的措施。
（ 一） 广泛收集数据，为校园欺凌防治提供坚实的依据和支撑
自 1985 年起，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发布前一年针对校园欺凌统计的官方报告 ，其中不仅包括
各地校园欺凌的发生数量、变化趋势，还会针对不同种类的欺凌进行分类统计。 为了保证此类
报告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政府会对各地方统计的过程进行规范，并对提供的数据进行严格的评
［4］
估和验证。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选择将统计数据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警察厅、
首相官厅等部门也加强对青少年的调查 。 日本每年还出版《青少年白书》《文部科学白书 》，其
［5］

中包含大量校园暴力的相关数据

。这种统计工作虽然繁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是防

治校园欺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因为只有对于校园欺凌的发生进行监控 ，才能验证不同
措施的有效性，从而选择最有效的手段来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由于数据的权威性得到了民众
的广泛承认，而且数据的分类也较为细致，许多学者也会采用政府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这同时促
进了日本对校园欺凌的研究进展 ，从而为校园欺凌防治提供理论支持，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校园
欺凌的发生率。
（ 二） 颁布专门法律，对校园欺凌行为“零容忍”
日本战后的少年法制承袭了美国少年法制的理念 ，以国家亲权思想为基础，以少年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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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为目的，架构出一个司法机能与福利机能联系与整合的少年司法福利体系 。法务省为了应
［6］
对少年不良行为及其危害，根据《青少年养成施策大纲 》提出《部分修改少年法提案 》 。 日本
先后印发《加强关于中小学欺凌问题指导的通知 》以及其他行政法规。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
对策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反而出现了更多恶性案件。多地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
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直接促成了《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 》的颁布，这部法律使校园欺凌
的整治从法律高度得到了规范。它不仅对国家、社会、学校、监护人的责任进行了分配部署，还
对校园欺凌发生后的应对措施作出了指导 。 在《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 》的引领下，地方政
府也针对校园欺凌相应地推出了应对措施 。在国家法律和地方措施的指导下 ，校园欺凌深受社
会各层面的关注与约束，充分体现了日本社会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高度重视与防治的决心 。
对于欺凌者的追责与处遇，日本构建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独立刑法体系，比如《少年法》《少
年审判规则》等。虽然在日本的《刑法》中，不满 14 岁的未成年人不会受到法律的处罚，但是欺
凌者的行为如果适用于《少年法》的条目，国家不会因为年龄的问题而放弃对欺凌者进行追责 。
因此，校园欺凌行为在日本可以被列为“犯罪”的范畴，国家按照未成年专门法律对欺凌者进行
惩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震慑欺凌者，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 此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
在其关于日本的报告中提到教师使用体罚是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 日本律师协会联合会
（ JFBA） 儿童权利委员会随后指出，虽然学校法禁止体罚，但它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为《民法 》
（ 第 822 条） 和《儿童虐待预防法》（ 第 14 条） 都批准使用体罚作为纪律手段。
（ 三） 构建多元防治体系，多途径为学生提供专业帮助
校园欺凌的发生一般具有隐蔽性 ，许多校园欺凌受害人羞于启齿，因此很难对他们提供及
时的帮助，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日本政府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寻求帮助的渠道。 针对此
起彼伏的校园欺凌事件，日本政府早就参考了欧美诸国的做法 ，拟定了以学校为核心的对策，并
［7］
就各等级学校的标准设置了“对应策略（ 各级对策） ” 。
2017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运用社交网络服务构建商谈机制的当前考虑 》，提出将于
次年即 2018 年启用社交网络服务 （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SNS） 进行校园欺凌问题的 咨
［8］

。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采用 SNS 与他人进行交流。 如果可以构建全
天 24 小时、全年无休的咨询体系，那么学生将在校园欺凌发生之后马上寻求到专业帮助，而不
询

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由于这项工程系统浩大，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因此，这个项目目前还在
地方试点阶段，并会在不久的将来推进到日本各地 。
《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除了明确政府的职责之外，也规定了社会各部门对校园欺凌
应该担负的责任，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帮助。强化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传授给教
师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专业知识，可以在校园欺凌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对学生提供帮助 。 学校设
立相关的心理咨询室，安排专业教师对被欺凌者提供心理咨询与疏导 ，包括自信训练、社会技能
教育和压力管理。日本同伴支持计划 （ JPSP） 帮助孩子们发展这些能力，JPSP 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儿童基本社会技能的培养 ，促进他们与他人互动的动机，学校为大龄儿童举办活动，
促使其学习帮助他人。第二部分是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的主要过程。 第一部分的训练是第二部
分的准备或热身。为了减少问题行为，JPSP 开发了相关教育及训练内容，重视修补同龄人群体
的缺失体验，强化社会技能训练； 重建日本传统活动，对儿童获得效能感产生影响。通过两部分
激发儿童动力和能力，学习人际互动，改善与他人的关系，远离问题行为。
同时，日本也意识到，应对校园欺凌问题不是学校自己的任务，文部科学省设置了 24 小时
求助热线，让有需要的学生随时拨打求救。 对学生、老师、教育机构投放公益宣传，普及校园欺
凌的危害。此外，要想取得明显的效果，还需要地方公共团体、民间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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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要求这些团体向学校派驻心理学 、社会福祉学等方面的专家，为学生提供帮助。 只有
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支持，学生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专业的保护 ，减少悲剧性的结果。
多元防治体系不单包含政府、学校、社会的力量，司法力量同样非常重要。与成人司法制度
不同，检察官无权在少年司法系统中审查起诉案件 ，家庭法院法官才拥有这项权力。 因为日本
充分意识到，少年司法并非作为对政治问题的反应而存在 ，而是为了保护个别少年、预防与干预
少年犯罪。
（ 四） 重视不良行为教育矫正，强化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
无论是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校园欺凌和惩治施暴者 ，还是为被欺凌者提供多种多样的维权
途径，都是从欺凌发生后的解决与补偿角度应对校园欺凌现象的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校
园欺凌现象。但是，只有对校园欺凌在源头上进行干预，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校园欺凌泛滥的问
题。日本文部科学省针对中小学现有的道德课没有统一教材 、教师授课不规范、课程效果不理
想等问题，要求中小学的道德课必须被列为正式的教学科目 ，并将其提高到与国语、数学等学科
一样的地位。与此同时，学校配备统一的教科书，教师的教学也被规范和考评。
针对国家的呼吁，包括东京书籍、光村图书等在内的日本 8 家出版社编制了 48 本道德教科
［9］
书，并得到了国家的使用许可，比如《新道德》《光辉的未来 》等 。 这些教材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对“友情”“正义”“尊重生命”等道德观念进行强化，反对校园欺凌也被设
置为独立的章节供学生学习。这些章节不仅图文并茂，而且通过故事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和交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自身交流和表达能力，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
日本中央教育委员会注重对道德和公民教育课程的打造 ，为儿童的未来制定可持续的、前
瞻性的战略。特别是，课程策略针对的是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尤其是与学校欺凌和国际化有关
的能力。公民教育来自 3 个领域，即道德教育、社会学习和特殊教育。作为国家课程的一部分，
德育已经在日本学校教授了一百多年 。所有中小学校每年都要组织 35 节德育课 （ 小学每节课
45 分钟，初中每节课 50 分钟） 。德育涵盖 4 方面内容： 一是自我意识，包括热爱真理、真诚、自
强、勇气等； 二是与他人的关系，包括礼貌、尊重、友谊等； 三是与群体、社会的关系，比如群体参
与、责任、尊重家庭、尊重教师、尊重传统、尊重其他文化、热爱国家等； 四是与自然和宇宙的关
系，如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审美敏感性等。
公民教育课程包括地理、历史和公民学。孩子们参观校外网站，听演讲，了解社区组织和日
本节日。此外，公民教育课传授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儿童有机会在体育节、毕业典礼、实地考
察和为当地社区举办的活动中实践良好的公民身份 。 教育活动目标在于使所有学生通过团队
合作、思想交流、学校维护等方式积极参与，增强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优秀传统文化由年长的
学生向年轻的学生传承。此外，日本儿童还要开展日常活动，培训社会接受的行为，包括打扫教
室、厕所、洗手间和健身房，照顾小动物和鱼等，甚至在假期也要负责喂养它们； 学生还要参加学
校举办的活动，加入体育、音乐、文化和学术俱乐部，俱乐部为发展合作、责任、勤奋、自强和友谊
提供了机会。这些活动的规划、组织和实施均成为了对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引导
其矫正不良行为的重要方式。Toda 2005 年提出“日本式同伴支持 ”，称为“问答讲义法 ”，在这
种辅导方法中，学生可以用笔名或匿名的方式写下他们的问题 ，并将其放入一个盒子中，由负责
活动的教师打开盒子。教师根据问题的紧急性或严重性，决定是由同伴支持者还是由教师处
理。如果分享关注被视为对学生安全和有用 ，教师会重写这些，隐藏笔迹和私人信息，并将其交
给同伴支持者，由他们在教师的监督下阅读并写出反映自己经验和意见的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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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校园欺凌防治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恶性欺凌事件引发社会公众热议与各界的关注 ，我国政府和有关
部门应该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借鉴日本校园欺凌的防治经验，
我们可以朝着以下 4 个方面努力。
（ 一） 加强综合性专门立法，明晰校园欺凌的法律定义
我国曾经发布过《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指
导意见》《加强中小学校园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等文件，并在省、市、县、学校等层面作出了工作
部署。然而，校园欺凌却一直没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提出 ，并且，对于欺凌者的处置问题，有
关部门一般还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10］
。 这就造成了部分欺凌者依仗
法》，倾向于保护未成年人，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着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对伤害别人的行为有恃无恐 。 如在北京中关村二小的校园欺凌事件

中，学校的处理方式引起了家长的不满 ，校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校园欺凌现在的界定
并不明朗，所以他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处理事件 。这也反应出我国对于校园欺凌的界定亟待
［11］
。
完善，这是有效治理校园欺凌的重要前提
在我国，大部分民众对于校园欺凌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人们并不能区分校园欺凌与校园暴

力的不同，而且学校的应对策略也比较单一，校园欺凌通常被当作学生间的普通打闹来处理。
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我国更应该从法律层面上对校园欺凌作出部署 ，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既
有法律，使法律之间合理配合、互为参照，进一步贯彻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与此同时，各
地要根据自己当地校园欺凌的特点出台处理办法和方案 ，每所学校也要相应地制定自己的措
施。只有明确立法，严格贯彻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校，才能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 ，这是减少
校园欺凌的基础一环。
积极借鉴日本《儿童福利法》《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 》等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的精神，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法律法规进
一步细化公安部门对少年欺凌行为的处分权力 。公安部门有权对少年进行训诫、责令其赔礼道
歉，必要的时候要赔偿被欺凌者的损失 ，并且对屡教不改者要严格监管，进一步提高训诫的有效
性。在监管期间，可适度使用宵禁等措施，配合学校管理，家长和社区志愿者对不良行为少年进
行教育和违法犯罪预防。同时，转变少年刑事司法政策重视事后反应能力即惩罚性、忽视有效
的事先预防的做法，对于情节较轻的事件，尽可能地进行教育和转化，给予暴力行为实施者改过
自新的机会； 涉及违法犯罪的，根据法律法规进行治安拘留，送工读学校接受特殊形式的教育 。
坚持宽严相济的法律刑事政策，平衡欺凌者与受欺凌者自由权利的关系，既发挥法律政策
对未成年欺凌者的关怀、保护和教育的功能，引导其自由成长，又维护法律权威，兼顾受欺凌者
的权利，公正地对待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双方 ，实现自由与公平正义的平衡。
建立和完善少年恢复性司法制度，采取保护管束、训诫、保护观察、恢复性社会服务、生活辅
导等形式。比如，责令其参与一定时数的社会义务服务 ，对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并通过专
职人员指导和监督，对社会服务进行有效规范。
（ 二） 建立校园欺凌的援助机制，为学生提供多样的帮助渠道
校园欺凌在当今学校广泛存在，因此，如何对受到欺凌的学生进行必要的帮助至关重要。
提供帮助的组织不仅包括学校，还应该包括社会和家庭。 校园欺凌主要发生在学校，学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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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担对被欺凌者保护的义务。对教师而言，应该通过校内外的培训来提升自己的素质，以
便在欺凌现象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蛛丝马迹 ，为被欺凌者提供帮助，并且对相关学生作出合理
的处置，同时将相关德育知识渗透到日常教学中 。 学校还应该设置心理咨询室，心理老师按时
值班，为被欺凌学生提供即时心理疏导 。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还应该向当地派出所请求援助，警
校联合，为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对于被欺凌的学生，学校的帮助远远不够，还需要家庭的
温暖。这就需要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提供温馨的家庭环境 ，让他们有向家人倾诉的机会和欲望。
由于家长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对于基本安全知识的了解，他们很难在欺凌事件发生的第
一时间采取合理的行动。可喜的是，现在中小学的安全教育平台已经比较普及，这个平台要求
家长和学生共同通过视频学习安全知识 。安全教育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长的安全知识
水平，但是因为个别家长的重视程度不够 ，知识的学习只是流于形式。 未来可以通过社区宣传
等方式提高家长的安全意识，鼓励家长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经常与孩子进行沟通
和交流，这样，因为校园欺凌而造成的悲剧一定会大大减少 。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矫正的福利性质。校园欺凌防治的社会支持、社会服务、社会控制
的整合，需要专业的方法、专业的人才和专业化的运作。 所以，在完善相关管理规范的基础上，
要注重管理规范的科学性、实效性，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完善配套措施，对校园恶少进行教育
矫正、对被欺凌者进行援助。少年作为社会成员，当教养不当出现不良行为以及受到欺负和侮
辱时，需要得到相应的教育和心理帮助 ，避免更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建立社会工作职业制度，积
极培育社会工作专业化组织和专业人才 ，通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不断提高社会关爱少年成长
的氛围，增加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校园欺凌防治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网络 ，是一项紧迫和必要
的工作。因此，要加强社会服务和教育辅导，在社区中依靠社会组织，引入社会工作力量，帮助
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进行社会化教育 ； 依托于社会矫治力量，加强对校园恶少的社会帮教，尝试
“一对一”式教育辅导，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以及心理健康辅导。 通过教育服务、心理辅导、
情感支持，帮助缓解校园恶少的学习、生活和人际等压力，降低其相对剥夺感。
（ 三） 设立专项研究基金，构建安全风险评估和早期预警制度
在我国，对于校园欺凌的研究还不丰富，相关的论文和课题较少。在仅有的研究中，很多学
者还没有正确区分“校园欺凌”“校园暴力 ”等概念，研究的水平不高。 这与我国校园欺凌作为
独立的现象来研究的历史还比较短有很大的关系 。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备受关注，国家有关
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 》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我国
对校园欺凌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 今后，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鼓励相关方面
的科学研究，使我国校园欺凌现象得到更好地遏制 。
增强对少年虞犯的关注。我国理论界在 20 世纪末就提出过少年司法的虞犯概念，提出加
强对虞犯进行及时的干预、必要的救助，加强对他们的收容、教育。 然而，这些学者的呼吁并未
受到足够重视。因此，对于经常违反校规校纪的少年虞犯 ，要明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构建
少年虞犯司法制度，规限少年的非理性自由，保障对具有违法犯罪危险性的少年进行及时的 、尽
早的教育矫正和有力干预，建立特殊的教育矫正和司法保护制度 ，引导其对自身行为负责，预防
［12］
。 法律
少年因多种不良行为的不断积累 ，最终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制度设计要推进低龄触法少年与少年虞犯由“保护”旗帜下自由放任向有力规制转变 。
（ 四） 强化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实现预防教育与矫正干预一体化
通过保护处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实现预防教育与矫正干预一体化，这种大矫正观是世界
刑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从日本经验及世界各地的实践看 ，刑罚逐步走向了非监禁、轻缓化、社
会化，体现了社会对犯罪尤其是少年罪错的包容 ，以及对人的关照和尊重，处遇和矫正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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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逐步扩大矫正这一概念的范围，往前延伸，将“预防教育 ”吸纳进入矫正体系之中； 往后延
伸，关注社会的回归和融入，重视教育帮扶，进一步推动设施内与设施外矫正的一体化，构建矫
正体系，打通预防教育和矫正干预的对接 ，重点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来增强教育的色彩以弥补
［13］
。
和克服设施内矫正的缺陷
目前，在我国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中，原先的“政治 ”课已经改为“道德与法治 ”课，此门课程
包含了六大生活领域———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世界，其中会涉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
法律科普。纵观初中阶段教材的各章专题，除了关于生命的一个章节，校园欺凌等相关问题没
有出现在教材中。这说明校园欺凌还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 。除了道德与法治课以外，每周
进行的班会课也是校园德育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部分学校开设了反对校园欺凌的专题。 但
是，因为班主任对校园欺凌应对知识并不完备 ，多数并非专业的心理教师，获取知识更多地依靠
网络和书籍，所以很多时候，班会课只是简单地流于形式，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针对道德教育
的现实，学校需要定期邀请专家或是一线的公安人员前来学校开设讲座 ，为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和道德教育。同时，在对班主任进行培训时，教育部门可以加入与校园暴力、青少年心理、犯罪
预防等相关课程，进一步提高班主任教师的知识储备 。学校也可以定期开展以反对校园欺凌为
主题的演讲比赛、黑板报比赛等，鼓励学生多搜集相关的信息，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渗透道德与
心理健康教育。与家庭教育相比，学校教育在德育方面有着专业性的优势 ，因此，减少校园欺凌
行为的发生离不开学校和相关教育部门的努力 。只有学生得到专业的教育和保护 ，才能减少校
园欺凌的发生。
校园应该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欺凌是校园安全的一大威胁 。政府、学校、社会、家
庭应该结成纽带、共同努力，一方面通过道德教育致力于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 另一方面通过为
学生提供帮助渠道，将校园欺凌的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为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安
全保障。这一过程离不开对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的学习 ，积极借鉴他国的经验，创新我国校园欺
凌防治路径，成为未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研究方向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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