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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观点

如何扼住校园暴力之手？
/ 快评 /

聚
焦

代表委员建言亟须立法遏制校园暴力，笔
者深表赞同。在我们一再呼唤道德培育、心理
疏导的同时，必须要重视法律在防治校园暴力
行为中的作用。

从我国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来
看，主要有《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但从实施效果来看，似乎并未
对施暴未成年人形成明显的威慑力。我国《刑
法》规定，对于 14 周岁以下的人，任何犯罪均不
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
的人，仅对故意杀人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负刑事
责任。目前校园暴力的低龄化特征，使得刑法的
这一规定对于施暴者来说并没有构成强有力的
威慑。《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则更多是从保护、教育、预防的角度进行正面
规范，即使涉及对施暴少年的行为矫治内容，在
实践中的执行效果也不甚乐观。很多校园暴力
事件的处理结果往往是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了
结，最终给公众形成了一种“孩子打人只要大人
赔钱就行”的误读。由于目前立法干预的滞后与
缺失，再加上存在执法不严等因素，使得校园暴
力长期以来仅仅是停留在道德层次，而没有上升
为法律问题，从而导致校园暴力行为的犯罪成本
低，无形中放纵了施暴者的行为。

只有从法律上构建校园暴力防治体系,明
确规定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程序与法律
救济，才能切实解决校园暴力问题,预防青少年
犯罪。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修订已有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完善现有
立法；另一方面，可以制定出台专项法律，如《学
校安全条例》《校园暴力防范与处理办法》等来
有针对性地规制校园暴力行为。从立法内容上
来说，一是要明确政府、学校、家庭等不同主体
在校园暴力防控中的具体职责，一旦失职要追
究法律责任。二是要明确校园暴力行为发生
后，学生、家长和学校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处
理程序。三是要明确对施暴者的惩戒措施和处
罚程序，同时给予受害者充分的救济渠道。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们一直在强调教育与
惩罚并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教育和保护是
具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超越了法律底线，必须为
此承担法律责任，而绝不能以保护为名逃避法律
责任的追究。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制
研究所副研究员）

遏制校园暴力
法律应“挺身而出”

方芳

校园暴力不是偶然发生的，
其有着无法忽视的客观因素和
外部环境。除了受社会大环境
的影响外，还跟家庭责任未能落
实有很大的关系。都说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孩子的
监护人，家长对孩子具有不可推
卸的管理和教育责任，对孩子出
现的暴力化苗头，应该果断进行
制止。然而，很多家长并没有担
负起这种责任，而一味将其推给
学校和老师，认为学校才是教育
和管理孩子的主体。在这样的

认识误区下，一些家长不但未能
反思自己的失职，反倒向学校和
老师兴师问罪。家校之间缺乏
信任与沟通，最终以近乎对立的
方式来解决问题，自然就会让孩
子处于监管的真空中。

其实，就国外的校园暴力干
预机制来看，法律对家长的第一
责任要求非常严厉，如果孩子出
现了暴力问题，家长若没有履行
法律规定的义务，就会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严重者会被剥夺监
护的权利。相反，国内对家长在

校园欺凌中的安全教育和防范
责任，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优先明确家长的
责任，让其把好第一道关，就显
得尤为重要，也是立法干预校园
暴力的优先方向。

古人云，子不教父之过。孩
子心智不成熟，采取校园欺凌的
方式解决问题，大多数都是在无
意识中实施的。如果能够对其
讲明风险和后果，从法律和道德
的层面去进行说理，再教会孩子
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

孩子就会在处理和解决类似问
题时，更为理性和有节制，就不
会直接采取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因此，当前应当在全社会明
确一个共识，即家长在干预校园
暴力中，要发挥主体作用，在做
好日常的教育、警示和预防的同
时，还要与学校加强沟通合作，
对一些存在暴力倾向的孩子，及
时进行引导和教育。总之，既要
做到防微杜渐，又要果断干预，
那么校园暴力才不会成为教育
盲点。 （作者系时评人）

家长要负起主体责任
堂吉伟德

众所周知，青春期的孩子，叛
逆心理较强，处理问题喜欢凭意气
用事，稍有不如意，喜欢以暴力应
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
到，青春期孩子的可塑性也非常
强，容易受环境的影响。面对孩子
们鲁莽和冲动的言行，笔者认为，
通过内外兼修，让文明的校园环境
陶冶人，学校教育一定大有作为。

内修于心，充分发挥心理健
康教育的功能。暴力行为很大
程度受不健康心理的支配。如
果孩子们能够大胆吐露心声，及

时排解心中的压抑和不平，学校
加强疏导和引领，就很容易将孩
子们的暴力行为扼杀于萌芽状
态。当然，要彻底化解孩子们内
心的压抑，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
健康室和个别心理健康教师就
可以解决的。一种让学生敢表
达、愿表达、能沟通、有成效的心
理健康教育环境至关重要。应
该将心理健康教育贯彻于学生
在校的学习和生活之中，将学科
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重
点突出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加强

对学生的心理监测，将心理健康
教育纳入教师的一岗双责制管
理。学生的心理健康了，暴力行
为也将大幅度减少。

外俢于行，加强文明礼仪教
育。文明礼仪教育，能有效防控孩
子们暴力行为的发生。很多的暴
力行为都是在不正当的言行举止
中变本加厉的。如果学校能培养
孩子知书达理，举止文明的好习
惯，教孩子学会宽容，那么很多时
候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让孩子们拥有积极向上的动

力和源泉，也是防范校园暴力不可
忽视的内容。沉湎于不合口味的课
业任务之中，学生难免心生懈怠，产
生不良情绪；如果学生能够在适合
自己的领域内尽情发展，经常能够
享受成功的快乐，保持良好的情绪，
孩子们又怎会暴力相向呢？

让我们的教育最大限度地适
合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时
刻都有积极健康的心理，防控校
园暴力，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浏阳
河中学教师）

教会孩子不意气用事
周芳元

两会期间，部分全国
政协委员对近年来媒体
频繁曝光的校园暴力行
为，表示强烈关注。全国
政协委员巩汉林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今
年的提案关注校园暴力
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认
为，立法、惩戒机制和教
育机制的缺失，使得国内
校园暴力长期以来停留
在道德层次，国家应通过
立法加强对校园暴力的
预防和惩罚。

薛红伟

绘

代表委员手记

娄源功，全国政协委
员、河南大学校长

执着，唯愿教育更公平
娄源功

3月5日上午，聆听总理的政府
工作报告。

“公共教育投入要加大向中西部
和边远、贫困地区倾斜力度”“继续
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
生规模”，听到报告中的这些内容，
我感到很振奋，尤其是报告明确提
出“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
育”，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我已经连续9年在全国两会期间
呼吁推进教育公平，让广大学子尤
其是中西部地区学子享受更优质、
更公平的教育。此事最近受到不少
媒体关注，也引发了更多公众关注
这一问题。这几天在参加政协小组
会时，不少同组的委员一见到我进
门，就说“看，‘最执着委员’来
了”。

两会期间，只要有机会，我就
和一些委员交流，跟他们详细阐述

我之所以连续9年为中西部地区呼吁
教育公平的缘由，很多人都表示赞
同。但我也明白，每位委员都有自
己关注的领域和具体问题，让他们
都和我一起为中西部地区教育公平
鼓与呼，也不太现实。我只能尽己
所能，让更多代表委员、教育主管
部门、媒体、公众关注这一问题，
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作
为政协委员的一份责任。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我重点关
注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平问题。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问题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名校少，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当地考生
数量却往往很大，造成入学机会的
不公平。二是国内一些名校在中西
部地区投放的招生名额偏少，导致
中西部地区学生毕业于名校者偏
少，就业较难，引发就业层面的不

公平。
造成上述问题，有历史原因也

有现实因素。如今，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
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
理念遵循。其中，共享是推进教育
公平深入实施的核心理念。

我欣喜地看到，近几年，问题
正在逐步得到改善。教育部高度关
注教育公平问题，为推动中西部地
区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除了
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
模不断扩大，还相继实施了“2011
工程”、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
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大批高水平大
学得到了大力支持，其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办学实
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等得到快速发
展。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

中西部地区一批历史悠久、基础
好、办学水平高、社会声誉好的地
方高校错过重要发展机遇，相关改
革发展举措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最
大程度的发挥。

为更深入推进中西部地区教育
公平，我建议，“十三五”期间继续
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
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提升工
程”。在实施方式上，把人口、教育
人口作为优先考虑的资源配置要
素。同时，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中，向中西部人口大省、
教育人口大省倾斜，向历史悠久、
社会声誉好、办学质量高的中西部
地方高水平大学倾斜，并将其纳入
建设支持行列。

如果我连续多年的呼吁，能为
中西部地区教育公平出一份力，起
到一些作用，余愿足矣。

政府工作报告热评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承
载着国家的未来、人民的
期盼。公共教育投入要
加大向中西部和边远、贫
困地区倾斜力度。报告
还特别提到了要落实提
高乡村教师待遇政策。
总理对教育工作的部署，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热议：教育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教育问题不是凭借教育部门一己之力
可以解决的。农村教育问题是社会问
题，也不能再靠乡村教师的悲情坚守

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受教师的执
教水平影响很大，但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还是教师的职业操守、职业信念，而这
些都是建立在“留得住”的基础之上
的。“留得住”的问题解决后，“教得好”
的问题会非常容易解决。换句话说，只
有教师“乐教”，才能“善教”，继而才能

“教好”，即使部分教师存在着先天水平
不高，是可以通过培训提高、勤勉工作
来弥补的。 （沈智宏）

热议：要想稳定乡村教师队伍，
一方面要使得乡村教师拥有体面的、
比城市教师更好的工资待遇，使得他
们能够在相对艰苦的乡村环境中安心
执教。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吸引优秀
人才扎根乡村学校的机制，而不是仅

仅依靠现行的县域内教师、校长轮岗
制度。轮岗交流制度固然能够解乡村
师资缺乏的燃眉之急，但同时也隐含着
对乡村教师水平的不认可。我们需要
加大乡村教育人才引进的“入水孔”，同
时也要缩小乡村教师流失的“出水孔”，
引进乡村教师的关键在于待遇，留住乡
村教师的关键则在于保障教师的尊
严。所以，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除了物质条件的改善，也要通过
方方面面的关怀来保障乡村教师的职
业体验。 （蒋永红）

热议：关于农村教师困境的问
题，首先不是怎么解决，而是到底
能不能被其他人理解和认可。如果
地方政府官员、教育管理者，以及

非乡村教育工作者、其他行业从业
者，等等，并不真正了解农村教师
的困境，那么在他们眼中，农村教
师的诉苦、抱怨就只会是无病呻吟
以博取同情，他们又凭什么要给农
村教师太多的关照和优待？对于相
关部门和关注教育的人士来说，在
制定、执行与农村教师相关的政策
前，一定要深入了解农村教师的现
状，而不要想当然地言说和行动。
否则，不仅会伤害农村教师的职业
热情，还可能会耽误农村教育的发
展和亿万农村孩子的前途。

（周卫军）

热议：我国教师工资的一个明
显的问题是：地方差距明显，经济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教师工资甚至
相差上千元。同样的劳动，不同的
待遇，必然导致教师的心理落差。
再说，就工作环境和教学要求来
看，乡村教师面临的挑战比城市教
师 更 大 ， 收 入 上 却 没 有 充 分 体
现。这样的心理落差，必然导致
乡村教师离心力的加大。教师作
为普通人，只有对自己的薪金收
入满意了，才可能对教师职业产
生认同感，才可能乐意接受教师
行为准则与教育的价值观念，才
可能自觉地维护和遵守教师应有
的职业道德伦理。也只有当薪金收
入能真正确保教师有个体面的生活
时，他们才会相信尊师重教不只是
个口号。 （凌宗伟）

学制改革一直是两会热点。3 月 4 日，
全国人大代表、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杨杰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应该缩短学制，小
学可缩短为 5 年，3 年高中可缩短为 2 年。”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莫言在 4 日也公开
呼吁，提议学制改革，缩短学生教育年限，
将现行的“六三三”改为“十年一贯”。学
制改革再次被抛出，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目前 12 年的基础教育是不是太长？笔
者认为，应该从 12 年学制有没有水分，或者
12 年学制能不能“去库存”的角度来思考。
当前小初高“六三三”学制内含了天然学段断
层以及跨越教育断层的准备时间，即应试时
间。初三的中考备考大约在 4-6 个月时间，
高三则几乎用一年来准备高考，这种机械重
复的备考对于人才培养效果较差。从此方面
讲，学制改革应该侧重于应试指挥棒功能的
消解，以及教育本真育人面貌的复原。但是
学制改革本身能否撬动应试教育改革？能否
消解当前盛行的应试之风？尚需慎重思考。

缩短学制能不能提升人才培养效率？缩
短学制，提升人才培养效率，让学生早些毕
业，创造价值，是学制改革倡导者的重要佐
证和论断。缩短学制能不能多出人才、快出
人才，要放在基础教育学段的本质属性上去
考虑。基础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基础性，立德
树人是根本任务，培养合格公民是重要目
标。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内蕴的是人才成长的
基石，故基础教育培养的不是专业人才，而
是为其奠基。奠基工作是缓慢和不易外显
的，是急不得的。从世界各国所采用的基础
教育学制来看，12 年学制比较合理，能够
进行较为扎实、从容的基础培养工作。通过
缩短学制来加速人才的成长在国外有成功的
案例，但对象大多是超常儿童，面向一般儿
童少见成功案例。

学制改革是一个教育真问题，也是教育
改革进入深水区，特别是教育治理改革层面
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这么多年的改革多侧
重育人模式和教育内容，并未深入开展学制
改革的研究，致使现在争论太多、难达共识。

“剩男剩女”“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也被人
为地直接与学制改革关联，认为学制过长是
诱因。这种功利化绑架很容易造成教育的短
视，学制设置不是为解决学生的学习负担、高
昂学费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教育过多
地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重任，那么就容易使
教育偏离方向。“急功”只能达成“近利”，
不可长远，还容易造成教育的异化。

对于学制改革这个真问题要不要尝试破
解？答案是肯定的。学制说到底还是为学生
成长服务的，学生客观上是分层的，分层的
学生客观上对学制有着不同需求。有两种思
路可以考虑：一是在高中阶段尝试弹性学
制，主要通过学校的学分管理来实现。目前
高中的学分管理还是实行的学年学分制，即
学完三年、修满学分，方可毕业。可尝试将学
年学分制改为完全学分制，允许部分修满学
分的孩子提前毕业；二是消解考试指挥棒功
能，贯通人才培养阶段。比如初高中一体的

“2+3”一贯制，初高中贯通，五年完成。五年
整体设置中学课程，构建三级扁平的一贯课
程，研究整体育人模式。建立对口直升，允许
一部分学生不用参加中考，在初二学业结束
后进入高中，修习衔接课程，完成学业过渡。

学制改革喊了多年，但始终是雷声大、
雨点小。全面推进改革，不论是外部的社会
环境，还是教育的内部准备都尚不充分。其
论证之路、试点之途尚远。但无论如何，学
制改革一定要基于学段的根本属性、根本任
务以及人才成长的规律去思考，不能以功利
之心将诸多社会问题一股脑附加给教育，这
不公平，亦不合理。

（作者系北京市教科院课程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

学制改革
要避免急功近利

王凯

从现实角度看，“六三三”的学制模
式，割裂了少年儿童成长发育的过程，也增
加了学段衔接的成本。学生培养年限的延长
也影响成才后对社会作贡献的年限，以及个
人生活幸福指数。

——全国政协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我是接受过十年制教育的人，我觉得我
们的教育结构不太完整。学生应当以成年人
的身份进入大学，如果进行十年制教育，十
六岁还没成年就上大学，很难适应大学的学
习和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
事长俞敏洪

学制的调整要考虑到教育和人才成长的
规律，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是不能缺失的。
中外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六三三”的教
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是有其客观规律的。
如果十年一贯制学制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
担，那我们应该从免除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
中的考试来着手，而不是去调整学制。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副校长顾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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