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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部门一齐“亮剑”
“学生欺凌”对症下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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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欺凌有了明确定义。
而这是否真的能让我们的孩子免于欺凌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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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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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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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应对学生欺凌的实践
中有两个主要困扰， 一是对学生
欺凌的认识不清、 认识混乱， 二
是解决学生欺凌实际问题的措施
不力、 实效不强。 而很多时候，
措施不力、 实效不强往往是因为
认识不清和认识混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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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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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学
生欺凌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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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欺凌”界定 完善监控系统
如何预防？ � � � �一旦欺凌事件发生，如何处置，谁来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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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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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勇说，坚持教育为主，
就是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机构教育人、挽救人
的积极作用， 对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
学校开展心理辅导和批评教育；坚持惩罚为辅
的原则，就是要秉承“宽容而不纵容”的思想，
对情节恶劣的学生欺凌事件， 区别不同情况，
坚决进行依法处置，决不姑息迁就。

畅通申诉渠道 细化惩戒等级
如何处置？

� � � �受访专家提出，方案的实施为中小学生
欺凌问题的综合治理开下“药方”，但是否取
得成效，还要看能否具体落实到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翠微学校校长
刘小惠认为，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基本任务，
校园欺凌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校园管
理者来说更要采取“零容忍”态度。一方面要
采取客观严谨的态度，区分好学生欺凌与打
闹嬉戏，不要“泛化”地给孩子扣上欺凌的帽
子。另一方面，对出现问题的“苗头”要加以
重视，从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角度正确引
导，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出现。

“许多校园欺凌背后反映出一定的家庭
教育问题。”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
靳清平提出，父母作为监护人，在关爱保护和教
育引导孩子方面起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妇联组织将以推进家庭教育为切入点，与

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有
机结合的预防校园欺凌工作格局，让家庭成为预
防中小学生欺凌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
提出，应对学生欺凌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综合治
理体系。在建立起具体的处理机制后，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机制内部的衔接及与司法的协调工作，
处理好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定结果与司
法救济手段之间的关系。

“学生欺凌现象存在时间长，原因复杂，治理
难度大，彻底消除学生欺凌路还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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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防治欺凌不能仅凭一纸文件
如何落实？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欣 刘梅

“这是室内健身单杠，特点是运动量
大，勤练室内健身单杠，能减肥强身……”
12月22日，时值冬至，暖阳如春。记者来
到永州市冷水滩区杨家桥街道唐良老人
的家里，还没落座，老人就饶有兴趣地介
绍起他的这些生活小发明来。

老人告诉记者， 他已是八十高龄，
60多年时间，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学
成才， 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技术革新
和科技发明， 平生有大大小小的发明

无以数计 ， 还先后获得了 5项国家专
利。

唐良少时曾断断续续读过几年小
学，17岁时应征入伍， 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退伍到海南农
垦所属工厂农场当电工， 利用空闲时
间，学习文化和技术。到“文革”前，他系
统地学完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全课
程。“文革”期间，他完成了2项重大技术
发明：一项是二端烧断灯丝20W以下的
日光灯复明，并由此设计出了5W日光节
能灯， 为当时奇缺的电力供应起到了一
定的缓解作用； 还有一项是给割橡胶照

明的干电池提高5倍以上工效， 为农场
节省了能源费用， 促进了橡胶生产。在
职36年，唐良累计为所在单位创造了几
十项新技术、新发明应用于生产、生活，
为所在单位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退
休后回老家永州定居，唐良的“发明梦”
仍然精彩不断。

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位老人能够这样
持之以恒、乐此不疲?
� � � �“在部队我当的是无线电台兵，当时
为让电台效果更好， 我想了很多办法，终
于让信号变得更好了，声音大了，传得也
更远了。”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赞扬后，他就

更爱上了发明。
这些年来，在发明的道路上，唐良始

终没有停下脚步，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新的
发明、新的成果。“这段时间，我的发明重
点是革新厕所，搞厕所革命。目前，各级政
府都在关心厕所、关注民生，我也应该想
想办法，动动脑筋，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唐良对记者说道。

唐良几十年倾心研究发明，得到了家
人的理解与支持。他的妻子说：“他的爱好
就是搞发明，所以一切的家务事都是我负
责，让他能专心研究，搞好发明。我为他感
到骄傲。”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张少
利 王婧妮 ）12月23日，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之全国智
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在广东惠州落幕。 长沙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派出的教师队和学生队， 双双荣获一等
奖。

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是2017年中国技
能大赛系列六个国家级一类大赛之一， 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共同主
办。大赛设切削加工智能制造单元安装与调试、切削加工
智能制造单元生产与管控2个赛项和职工（含教师）、学生
4个竞赛组别。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和国资委系统的163
支队共489名选手，统一参加了理论考试，先后分8批次
参加了实操竞赛。长沙航院航空机械制造学院宋福林、刘
金荣、曾乐组成的教师队和苏响、黎琼、佘文智组成的学
生队参加“切削加工智能制造单元生产与管控”赛项的比
赛，取得第二名，分获职工组一等奖和学生组一等奖。同
时，该校机制学院院长黄登红、教师宋福林获大赛“优秀
教练”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陈薇）昨天,� 湖南作家
余红长篇小说《从未走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研讨
会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湖南省作家协会、作
家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
义勤，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
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出席。

据介绍，余红是一位自由撰稿人，迄今已在《十月》
《北京文学》《长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青年文学》等文
学刊物发表作品，出版多部长篇小说，曾获2015年湖南
优秀文艺图书奖、 湖南省第六届毛泽东文学奖。 其新作
《从未走远》是2015年度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2016年
全文刊载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

与会专家认为，余红的《从未走远》体现了她对现
实题材领域的坚守， 讲述了生动而鲜活的新时代的中
国故事， 是现实题材中走在时代前列和生活前沿的作
品。小说在主题、故事、人物、意蕴等各个方面都紧跟新
时代的社会变迁，精准把握新生活的内在脉动，写出了
当代青年在爱情与事业上的“不忘初心”。其中塑造的
叶子琴这一女性形象更是新时代年轻女性的缩影，她
的身上饱含着生命元气，集坚韧、勇敢、柔美于一身，彰
显着满满正能量。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余蓉）
12月24日晚，湖南师大附中教育集团新
年音乐会暨第32届校园文化艺术节闭幕
式于长沙市音乐厅举行，共有1300多名
观众现场观看。

一开场，民乐合奏《庆典序曲》将大
家带入了由唢呐、竹笛、二胡、扬琴、古
筝、 琵琶等多种民族乐器构建的欢庆情
景中。由著名作曲家、国家一级作曲杨天
解教授为附中民乐团创作的大型民族管
弦乐合奏《老司城随想》，展现了附中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传承和发展。该曲目在
今年的长沙市中小学艺术器乐专场比赛
中两次斩获一等奖的好成绩， 附中民乐
团也将代表长沙市参加2018年全省比
赛。

下半场， 一张张年轻又充满活力的
面孔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这是由附中及
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附中梅溪湖中学的
同学共同组建的“春之声”合唱团。他们
用 清 澈 的 声 音 为 观 众 带 来《The�
Rhythmof� Life》《母亲的微笑》，引起听
众的共鸣。

据介绍，为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展
现学生的艺术才华， 为学生终身享受艺
术、热爱艺术奠定坚实的基础，湖南师大
附中每年都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 迄今
已成功举办32届。该校曾走出何炅、李维
嘉、张艺兴、易烊千玺等文艺名人。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12月22日晚，在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溪布老街篝火广场，一场以“火”
为主题，展示火龙、火咒、火海、火技、火塘
等土家火文化的“赶火”活动，吸引着上千
名游客陶醉其中。当晚，2017溪布老街“溪
布腔调”系列民俗活动正式启动。

作为“冬游张家界·嗨动全世界”冬

季营销系列活动之一，溪布老街“溪布腔
调” 系列民俗活动从22日起持续至2018
年2月25日（狗年正月初六），每晚都有打
渔鼓、手风琴、三棒鼓、唱花灯戏、打手鼓
等民间艺人在溪布老街展演非遗文化。

据介绍，在当晚“赶火”活动之后，溪
布老街还将陆续上演“赶戏”和“赶大年”
活动。其中“赶戏”时间为2018年1月5日

至2月4日， 届时将上演首次全国老戏嘉
年华，阳戏、花灯戏、傩戏、土地戏等张家
界民族大戏，让各地游客大饱“戏”福；
“赶大年”时间为2018年2月9日，届时在
“宰年猪，赶年货”的同时，还会还原熏腊
肉、灌香肠、打糍粑、做血豆腐等赶年场
景， 让游客体验纯正的土家族过赶年的
味道。

八旬老人痴迷发明六十载

湖南师大附中
学生上演艺术大戏

武陵源“溪布腔调”吸引游客

长沙航院
获中国技能大赛大奖

长篇小说《从未走远》
研讨会在京举行

12月27日下午， 长沙规划
展示馆， 中国儿童友好城市社
区促进办主任周惟彦女士介绍
中国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
当天，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长沙
市城乡规划局主办“城市·儿
童·健康·未来”岳麓论坛暨“城
市＋”规划公开课活动，为城市
儿童的健康以及未来发声。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关注城市与儿童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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