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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令

学校安全事故处置过程中出现的“校闹”行
为，是最让校长、教师感到头疼的事。许多学校
为了避免折腾，往往会“花钱买平安”，出现

“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现象，而这又进一步
助长了“校闹”行为。

前不久，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

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
见》，明确将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
毁公私财物等 8 种行为界定为“校闹”，并提出相
应治理措施。为什么会出现“校闹”？“校闹”会带
来哪些危害？对于“校闹”行为，怎样才能标本兼
治？怎样才能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针对这些问
题，记者约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者：近年来，“校闹”一词时常见诸报
端。“校闹”行为会带来哪些危害？

佟丽华：当前学校面临的学生权益引发的矛
盾纠纷日益复杂。未成年人在校权益受到侵害的
案件种类多样，不仅有传统的基于学生打闹、体
育运动而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教师体罚或变相
体罚导致学生受到伤害，也有社会高度关注的性
侵以及校园欺凌等问题。实践中，家长维护在校
生权益的诉求明显提高，手段也日益多元。一些
家长回避或拒绝依法维权路径，选择通过媒体曝
光、围堵学校大门、到学校大吵大闹等方式维
权，严重破坏了学校教学秩序。一些案件成为社
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给教育系统带来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

马雷军：学校安全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
焦点。虽然近些年学校安全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一些安全问题仍严重影响
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健康成长。例如，近些年学
生溺水事故频繁发生，学生遭受性侵害和欺凌的
事件经常见诸报端，等等。在这些问题当中，以
非正规途径解决学校安全事故所引发纠纷的问题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有的学校安全事故当事家长
及其亲属采取围堵校门、占据学校场地，甚至殴
打教师的方式索要赔偿，这种方式既严重干扰了

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更背离了法治理念，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杨宗科：宪法保障每一个学生平等地享有受
教育的基本权利。但是，“校闹”的肇事者为一
己之私，完全漠视其他学生基本的受教育权。那
些围堵校门、纠缠教师、占据办公教学场所的行
为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构成了对师生基本权
利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规定，学
校及教育机构有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拒绝任
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非法干涉的权利。
可是在“校闹”的阴影之下，为了避免学生发生
安全事故，不少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严禁基层学校
组织春游、秋游等户外活动，叫停存在一定安全
风险的体育运动项目，甚至连正常的课间活动和
社会实践也受到限制或被取消，这严重影响了在
校学生的身心健康。

孙霄兵：“校闹”不仅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更影响到一代人的成长，影响到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所以，学校安全工作必
须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机制，尤其是
学校安全事故的处置机制。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
法治的基础之上，决不能仅仅用经济的手段息事
宁人，也不能无依据、无原则、无法纪地处置学
校安全事故纠纷。

“校闹”行为会带来哪些危害？

记者：对于“校闹”行为，现实中都是怎
么处理的？

张新民：对于“校闹”行为，一些地方政
府为了尽快息事宁人，减少维稳压力，要求涉
事学校尽量满足学生家长的不合理赔付要求，
希望通过多花钱达到尽快解决纠纷的目的。由
于无须查清事实和分清责任是非，“花钱买平
安”的纠纷处理方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纠纷争议，从而使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尽快从
面临的事故困境中解脱出来，获得工作和心理
上的“平安”。

佟丽华：在这些基于学生权益产生的矛盾
纠纷中，有些是家长小题大做、漫天要价，导致学
校无可奈何；有些则是因为学校在学生权益受到
伤害后，态度冷漠、敷衍塞责或者推诿扯皮，导致
矛盾激化，最后小问题引发大事件。有些案件演
化为长期的信访案件，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
定。很多校长不懂如何依法处理矛盾纠纷，所以
有时回避、有时推诿、有时“花钱买平安”。

记者：这种“花钱买平安”的方式，真的
能解决问题吗？

张新民：这种做法向社会传递了“闹而得
利”的错误信息，认为只要闹就有好处，“大闹
多得、小闹少得、不闹不得”。所以，学生一旦
发生伤亡事故，特别是死亡事故，亲属往往不
问青红皂白，不管是非责任，先闹一通再说，
给学校一个所谓的“下马威”，以此增加后续谈

判的筹码。事实证明，在学校安全事故处理中
花钱只能买来一时一事的平安，却会产生巨大
的负面示范和逆向激励效应，引发更多麻烦和
更大的社会稳定问题，层层加码、无休无止、
恶性循环。“花钱买平安”混淆了是非观念，使
法律在处理和化解学校安全事故纠纷中的作用
被严重矮化和边缘化，破坏了法治秩序，扭曲
了价值观，毒化了社会风气，后患无穷，无异
于饮鸩止渴。

马雷军：“花钱买平安”这种违规处置学校
安全事故的现象，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非常
不利的。这些做法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理念相违背，对于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发展
是非常不利的。而且，这种做法只能使广大校
长和教师消极对待学校安全问题。一些地方为
了平息争端，过分追究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法
律责任，甚至出现了一些学生家长殴打辱骂教
育工作者，严重侵犯教师权益的事件。

孙霄兵：以往“校闹”问题比较严重，也
不能完全归结于家长的法律意识低，而是相关
的处置机制还存在着“不健全、不通畅”的问
题，从而让一些家长有了“不闹就不能解决问
题”的误解。所以，《意见》 要让“不闹拿不到
钱”的错误观念得到根本的扭转，建立“闹也
拿不到钱，不闹也能得到应有赔偿或补助”的
秩序，要强化“校闹不仅拿不到钱，反而要被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观念。

“校闹”事件缘何时有发生？

记者：学校安全事故的处置不当，是引发
“校闹”行为的重要原因。学校安全事故处置的
关键在哪儿？

杨宗科：治理“校闹”重在保护在校师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尊重受害方的权益。事故发
生后，学校应当主动关心受伤害者，及时通知受
伤害学生及其监护人或近亲属，告知事故纠纷处
理的途径、程序和相关规定。事实证明，保障当
事人的知情权、尊重其合理表达诉求的权利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受伤害方的焦虑等非理性情
绪，降低“校闹”发生的概率。在处置过程中，要
坚持对待家长和学校一视同仁，既不因观念上认
为学校强势就偏袒家长，也不因个别家长善于炒
作或滥用国家公权就偏爱学校。要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既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又维
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

马焕灵：“校闹”行为多由学校发生学生伤
害事故而引起。为减少该行为的产生，《意见》
构建了“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
依法处理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及时处置、依法
打击‘校闹’行为”的系统性“校闹”治理工
作体系。《意见》 对“校闹”行为进行了“违反
治安管理”和“‘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
罪、故意伤害罪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
通秩序罪’等，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两种划

分，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治理办法。
记者：“校闹”之所以愈演愈烈，与对于“校

闹”行为的界定不清晰、惩治立场不明确有着重要
的关系。处理“校闹”行为，有哪些法律法规依据？

姚建龙：此次出台的《意见》，正式将“校闹”
从日常话语转化为了法律术语，明确界定了“校
闹”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以列举的方式明
示了何为“校闹”行为，既有利于预防“校闹”行为
的发生，也为公安、司法机关制止、惩处和打击

“校闹”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意见》指出，对
于侵犯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等“校闹”行为，学校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到达前，
学校保卫部门可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于现场发
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要坚决果断制止查
处；对于“校闹”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和人民法院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
严厉打击。

孙霄兵：近些年来，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学校
安全工作，陆续颁布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
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法规与政策，对于提高学
校安全的质量和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各类学校也都高度重视
学校安全工作，从人防、物防和技防等多个角度
加强学校安全工作，将很多学校安全事故消除在
萌芽阶段，保障了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

怎样依法依规处置“校闹”行为？

记者：许多人认为，只要学校出了安全事故，
肯定是学校工作没做好，学校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观点对吗？

张永华：育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学校安全是相
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2002年，教育部颁布了《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办法》对学校的安全教育、安
全管理职责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第 11 至 14 条是对不
属于学校教育、管理职责或者学校过错所发生的学生
伤害事故情形的规定。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只要学校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就不承担责任。显然，学校
是否履行和是否恰当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是界定学
校有无过错的标准。

《意见》也指出，“对学校已经依法履行教育、管理
职责，行为无过错的，应当依法裁判学校不承担责
任。诉讼调解、裁判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双方权利，杜
绝片面加重学校赔偿责任的情形”。

马雷军：在以往的学校安全事故处置当中，往往
存在着为了解决争端，而过分追究学校和教师责任的
现象。这既不符合法治的理念、法律的规定，也影响
到整个教师队伍的稳定。所以，在学校安全事故的处
置过程中，既要维护当事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保
证其依法得到救济和补偿，也要注意保护教师的合法
权益，尤其是对于那些殴打、辱骂教师，在网络造谣、

污蔑教师的现象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杨宗科：校园安全事故类型多样，既有学生之

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欺凌，也有校外人员引起的伤
害，还有因为学校管理混乱造成的，只有分清责
任，才能做到胜败皆服。我国法律规定，学校承担
责任的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学校、幼儿园或其他教
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形成以教育和管理职责为核心
的教育法律关系，并不意味着成为未成年在校学生
的监护人，因此没有法定义务对一切校园伤害事故
负责。《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规定，在学校或教
育机构已履行了相应职责的情况下，学生自杀、自
伤等六种情况造成的伤害可以免责；未成年学生之
间的暴力行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当依法追
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学校、教师在合理的范围内
行使惩戒权也是法定的免责事由。在这些情况下，
校方要及时收集证据，只要有证据证明学校无须承
担责任，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拒绝无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依据未成年学生
年龄的不同，规定了校园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
校方对八周岁至十八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发
生的侵权事故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只有受伤害学生
或其监护人能够证明校方确有过错时，学校才需要
承担责任。校外第三人造成的伤害，只有学校或教
师有过错时，才承担补充责任。

出了安全事故学校一定要担责？

记者：要从根源处化解“校闹”难题，需要健全
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处理机制，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做？

申素平：对待“校闹”问题需要“坚持打击和
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综合采取多种措施”
的治理思路。首先，必须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
处置机制，着重加强学校安全事故预防，健全学校
安全事故处理的法律服务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学校
安全事故损害赔偿机制。其次，依法处理学校安全
事故纠纷，健全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协商机制，建立
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调解制度，依法裁判学校安全事
故侵权责任，杜绝不顾法律原则的“花钱买平
安”。再其次，及时处置、依法打击“校闹”行
为，严厉打击涉及“校闹”的犯罪行为。最后，应
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加强学校及周边安
全风险防控，有效应对涉及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舆
情，营造依法解决学校安全事故纠纷的社会氛围。

杨宗科：注重程序既是实体正义的保证，也是
尊重规则与权利的体现。程序思维要求学校规范安
全事故处置程序，发布安全指导手册，制定事故处
置预案；要畅通沟通渠道，主动回应受伤害者及其
监护人、近亲属的疑问与诉求；要有意识地搜集和
固定必要证据，依照预先设定的步骤对事故进行规
范化的处理。

程序思维要求教育部门充分重视纠纷的协商与
调解步骤。司法部门要依法裁判安全事故侵权责
任。对经协商调解不成、当事人起诉的侵权赔偿案
件应当及时立案受理。在裁判过程中，只有经过合
法程序固定的事实才能被用来作为认定法律责任的

证据，不能将对受害人的同情与法律责任混为一
谈，片面强加或加重学校的赔偿责任；对因“校
闹”行为受到伤害的被侵权人依法追究不法人员侵
权责任的，应当予以支持。

李雯：健全学校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的关键是依
法治理，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贯穿《意见》的始终：从文件发布主体看，《意
见》由教育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整合了最高层面、最具权
威的法治部门的专业资源和强大力量；从文件制定
依据看，《意见》根据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
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
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等制定各个部分
的内容，其内容建立在坚实的法律法规基础之上；从
文件的具体内容看，也都一以贯之地强调法治的理
念、措施和方法。

孙洁：《意见》 中提到了多个机制建设。从宏
观方面，强调注重健全学校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
制，并建立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在微观层
面，机制建设体现在事前的健全学校安全管理组织
与责任体系的问责机制和健全学校安全隐患投诉机
制，事中的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处置机制，以及事后
的安全事故纠纷协商机制、救助机制、纠纷调解机
制、法律服务机制和损失赔偿机制等。值得一提的
是，《意见》 重视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多元
化安全事故损失赔偿机制来化解风险、减轻经济损
失，引入了保险机制，鼓励学校为学生购买校方责
任保险。

怎样健全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处理机制？

记者：《意见》提出，要为学校（含幼儿园）办学安
全托底，解决学校后顾之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孙霄兵：要使学校安全处理的相关问题得到根
本性解决，必须营造全社会关心的氛围，多环节下
手、多部门配合。

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就要营造有利于学校教育
教学和学生成长的政策法律环境。对于因人为失职导
致的学校安全事故，必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甚至是刑事责任。但是对于与学校工作人员无关的、
并非因学校工作人员过错导致的安全事故，也不要过
分追究学校、校长和教师的责任。对于采用造谣、污蔑
等违法方式抹黑学校工作人员的情况，地方政府不仅
要及时澄清，还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对于侮辱、谩骂甚至殴打教师的事件，有关部门一定要
依法追责，坚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育工作者也
要多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要教
会学生依法维权。

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就要建立多方协调、形成
合力的处置机制。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保
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教育行政部门要勇于担责，
敢于为学校和教师说话，维护学校和教师的尊严。各
级各类学校要依法办学、依规办学，将各项安全制度
落到实处。广大教师要依法执教，保护未成年学生的
安全，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学生家长要建

立正确的育人观念，积极支持和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
工作。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也要严格执法，依法
行政、依法裁判，坚决制止“校闹”，同时也要注意维护
学校安全事故中各方的合法权益。新闻媒体要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客观、公正地报道相关事件。相关
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应当积极支持、配合学校做好安全
工作，将学校建成安全学校、法治学校。

佟丽华：《意见》 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
学生权益法律保护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聘请法律专业服务机构或人员，为学生提供法律服
务。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思路创新。学生权益法
律保护中心要依托第三方建立，可以是律师事务
所，也可以是法律类社会组织，最好是由教育行政
部门或司法行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在民政部
门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

学生权益法律保护中心的目标是维护学生权
益，但政府购买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其主要的工作职
责是在维护学生权益的过程中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
矛盾。所以，其不仅要向学生、家长和学校提供专
业的法律咨询和指导，更主要是要及时调查了解纠
纷发生的起因、各相关方立场，以及时对相关纠纷
进行调解。教育行政部门要支持将学生权益法律保
护中心发展成为学生及家长信赖、学校欢迎的专业
第三方力量。

全社会怎样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

孙霄兵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
杨宗科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姚建龙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
李 雯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申素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孙 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
马焕灵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马雷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治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佟丽华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张新民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永华 广东省校园安全教育与管理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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