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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青少年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相对恶化，以及社会对该问题的应对不力，是

导致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建议 ：尽快完善关于校园暴力的立法，并强

化执法 ；加强校园暴力防治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保安处分制度 ；加快推动专

业社会工作力量介入校园暴力的防范与干预的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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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暴力问题的

现状及对策研究

□ 陆士桢　刘宇飞

青年教育 Qing Nian Jiao Yu

校园暴力问题涉及教育学、法学、心理学、社会

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学术界对“校园暴力”没有非常

明确的定义。与校园暴力接近的概念是“校园欺凌”，

也称“校园霸凌”，与校园暴力相比，两者只有程度

上的不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2016 年 4 月，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

专项治理的通知》将校园欺凌描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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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描述缺乏可操作性。

2016 年 11 月，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

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也并未对“校园暴力”

及相关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

在关于“校园暴力”一词的概念界定上，学术界

大体有以下几种：一种是以“师生”为中心的概念界定，

强调师生作为行为的主体与中心；另一种是以“校园”

为中心的概念界定，强调发生在校园内部的暴力现象。

美国的校园暴力预防中心将校园暴力定义为 ：“任何

破坏了教育的使命、教学的气氛以及危害到校方的预

防人身、财产、毒品、枪械犯罪的努力，破坏学校治

安秩序的行为［1］。”挪威学者认为，校园暴力行为具

有 3 个显著的特征 ：长期，恶意以及关系不平等。我

国有学者认为，校园暴力就是“学生对学生、学生对

老师、学生对学校、校外侵入者与学校师生间的各种

身体伤害，或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以强迫、威胁等暴

力手段压制被害人的行为”［2］。本文结合当下校园暴

力现象与行为的新特点，集中探讨学生作为校园暴力

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情况，将校园暴力定义为 ：发生

在中小学校园内以及相关联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学生

采用肢体动作、言语、工具等手段故意攻击其他学生

的人身、财产、精神，严重影响到他人的正常学习与

生活，或学校正常工作秩序的侵害性行为。根据定义，

如何定性“校园暴力”行为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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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意，校园暴力行为应该是一种直接故意行为，体

现为行为的重复性或伤害的事先预谋，而非偶发性 ；

二是程度，校园暴力行为的后果给受害者的身体或心

理带来了严重伤害，由医疗机构与心理健康机构出具

专业鉴定。把握好这两点可以将校园暴力行为与同学

之间的嬉戏玩闹区别开来。

我国针对校园暴力问题的相关研究始于 1990 年，

2000 年以后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研究的内容来看，

主要分为以下 4 个方面 ：一是校园暴力问题的现状，

包括校园暴力的概况、特征与表现形式 ；二是对校园

暴力的控制研究，包括对校园暴力行为的干预与应对

措施 ；三是校园暴力现象产生与发展机制，主要从心

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分析与校园暴力

问题相关的因素，探讨校园暴力产生的内外因 ；四是

其他国家关于校园暴力的相关研究，以美国、日本、

韩国的相关研究为主。从研究的理论视角上看，主要

涉及 3 个理论 ：一是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人类行为与

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倡导积极关注校园暴力产生的

多方面因素 ；二是发展任务理论，强调个体在成长的

每个阶段都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完成这一阶段的发展

任务，对待青少年要从生理、心理、情绪、社会多方

面给予引导和支持 ；三是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人之所

以能够遵守制度与法律，是因为社会控制起了作用，

家庭、学校以及社区都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控制的

责任主体，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是社会控

制失效的表现。

笔者采用文献检索、案例分析以及访谈等方法，

对目前我国校园暴力的基本情况做了梳理和分析。

一、校园暴力现象普遍存在，危害极大

1. 校园暴力广泛存在

2014 年的研究数据显示，有 30% 以上的中小学

生身边曾发生过校园暴力［3］。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上半年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恶性校园暴力事件多达

20 余起。2015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

示 ：38.7% 的被访中小学生偶尔或经常被同学欺负。

除了发生率高之外，我国校园暴力问题还具有以下突

出的特点。

（1）校园暴力形式多样，施暴手段恶劣。从暴力

形式来看，主要包括身体暴力与心理暴力，尤其在社

会转型和互联网的影响下，施暴手段日益多样化和恶

劣化，在过去传统的打骂、群殴等方式之外，扒衣服、

性侮辱、下跪等更加剧烈的恶性暴力日益增多。许多

青少年施暴者或旁观者通过腾讯社交软件、新浪微博

等新媒体平台散布传播施暴视频或展开言语攻击，此

类“网络暴力”愈演愈烈，不良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

播使受害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的程度日趋严重，也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通过对互联网上曝光的多起校园暴

力视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校园暴力事件呈现出

女生多、“多对一”的特点，旁观者往往麻木冷漠甚

至起哄、煽风点火。

（2）初中阶段是校园暴力多发期。多项调查都显

示，在校园暴力事件中，中学生所占的比例很高，其

中初中生占比 高。在 2015 年上半年被媒体曝光的

40 多起校园暴力事件当中，中学生占 75.0%（初中

生占 42.5%，高中生占 32.5%），而大学生（15.0%）、

职校生（7.5%）及小学生（2.5%）占比则相对较低［4］。
这与对校园暴力的界定有关，国内外的研究者都认为，

需要把发生在小学生中间的，恶性程度较低，带有玩

笑、起哄性质的打斗，与校园暴力区分开来。初中生

发生校园暴力行为可能性更大，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处

于青春期，该阶段是青少年社会成长的关键期，自我

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碰撞，伴随同辈群体的巨大

裹挟作用，容易引发青少年越轨行为。

2. 校园暴力危害巨大，并具有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校园暴力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受害者可能受

到威胁而不敢向老师、家长和有关部门反映，甚至会

发生反复遭遇暴力的现象，造成严重后果。分析发现，

校园暴力的恶劣影响主要集中在 4 个方面。

（1）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学习生活。遭遇校园

暴力侵害的青少年往往会长期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

导致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有的甚至不得不进行治疗或

者休学。

（2）降低未成年人的安全感。众多调查研究均表

明，校园暴力事件对青少年造成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

影响，主要包括“安全感大大降低”“做事更加谨慎”

以及“不敢轻易相信他人”。广州市的调查数据显示，

由于近期发生了多起校园恶性伤害事件，82.9% 的受

访学生对自己的安全也感到担忧［5］。
（3）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研究表

明，校园暴力对包括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等所有

的相关群体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校园暴力中的受害者

往往会具有消极的自我认知，缺乏自信，对自己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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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社会交往能力的评价与同龄人相比偏低，这种对

于自信心与自尊心的影响往往伴随终身，可能会出现

自杀倾向或报复社会倾向。而施暴者往往表现出盲目

的优越感，缺乏理智，脾气暴躁且易怒，严重者会

导致心理扭曲甚至心理变态，形成成年后的稳定心

理特征而诱发犯罪。校园暴力还给旁观者带来了负

面的示范效应，一些旁观者会采取娱乐或者模仿的

行为。

（4）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校园暴力在严重影

响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埋伏下巨大的社会隐患的同

时，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

受到社会包括各类媒体的高度关注。

二、社会文化环境恶化与应对不力是
校园暴力频发的重要原因

在新浪微博上，知名媒体发布了关于校园暴力问

题存在的原因的微博投票，共有 107 位网友参与了此

次投票，其中，有 30.7% 的网友认为校园暴力存在

的原因在于学生缺乏心理指导及法制教育，有 24.4%
的网友认为是受社会上暴力影视、游戏与灰色文学的

影响，而“家庭原因”“学校监督管理不严”“学生

自控能力差”与“学生间沟通能力弱”分别占到了

17.3%、12.0%、6.7%、6.2%。针对校园暴力的责任问题，

新浪四川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43% 的网友认为

学校监管不力，责任 大 ；20% 的网友认为学生叛

逆心理作祟，应该自己负责 ；36% 的网友认为家长

观念教育不到位，应该负责［6］。那么，当前校园暴

力频发，原因究竟何在？

1. 青少年时期的心理生理特点是校园暴力频发

的内在原因

青少年时期是内外冲突并存的矛盾碰撞凸显时

期，随着生理发育的加快，青少年体内新陈代谢旺盛，

表现出情绪多变，容易兴奋和冲动，自控能力差以及

叛逆心理强的特点，面临着生理发展的突变和心理矛

盾的交织，在遇到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很容易采取

暴力、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

当代青少年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特别是青少年儿

童社会生活范围不断扩大，自我意识发展超过以往，

再加上社会生活压力、亲子沟通不良等原因，一部分

青少年儿童心理发育不健康必然引发各种青少年矛盾

问题，也直接催生了各类恶性校园暴力的发生。

2. 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相对恶化是我国校园暴

力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进步发展，由

于贫困而辍学失学的青少年越来越少，但总体上来

说，我国青少年发展的客观环境在某些方面仍不尽如

人意，青少年生存发展的客观环境相对恶化，也是引

发校园暴力的重要原因。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个体

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环境中掌握社会经验的过

程，其中社会文化、学校与家庭是构成社会环境的 3
个主要方面。

（1）社会文化方面。网络暴力文化、媒体的不良

报道以及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内容直接导致了暴力文

化的传播，加之社会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

不良社会风气，对校园暴力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2）学校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中道德

教育、生命教育与法制教育并未落到实处，学生道德、

法律观念淡薄，在功利化教育体制的压力下，极易诱

发校园暴力。此外，学校治安管理制度松懈，缺乏有

效的防控措施更使得校园暴力屡禁不止。

（3）家庭方面。可以说，与过去相比，生活在不

健全家庭的青少年数量逐渐增多。据相关数据统计，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内地离婚率呈直线上升趋势，

离婚率自 2004 年起连续 10 年递增［7］，这也就意味着，

越来越多的孩子生活在单亲或再生家庭中。在农村还

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他们大多长年缺乏家庭的温

暖，父母婚变后往往与父母一方就再无联系。对孩子

来说，不健全的家庭不仅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状态，还

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特别是社会心理。此外，溺爱

或暴力型的极端家庭教育方式以及家庭温暖的缺失都

直接影响了青少年的人格成长，儿童已成为环境变迁

和道德观混乱的直接受害者。

3. 应对不力是校园暴力日益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与世界各国相对成熟的校园暴力干预体系相比，

我国针对校园暴力的制度措施还不健全。

（1）法律不健全，校园暴力处置无法可依。近年

来，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方面进展很快。2015
年 6 月 3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对网上未成年人犯罪和欺凌事件报道管理的

通知》，针对网络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和欺凌事件的

相关报道做出严格要求。2016 年多部门联合发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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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指出了校

园暴力的惩戒处罚措施，落实了相关部门主体责任，

但在具体执行层面的司法实践中，校园暴力的界定与

惩处仍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一是现有法律条款对未

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总体偏轻，关于校园暴力的界限也

不明确 ；二是当前现行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着重强调

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可操作性的具体惩戒措施匮乏，

难以落实 ；三是关于校园暴力问题的专项法律和配套

法规政策处于空白，没有形成体系，对于相关责任主

体，如家长、学校等对青少年的校园暴力应负什么责

任，如何追究，怎样处置，如何预防等一系列问题都

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清楚的界定。

（2）工作机制发展滞后，制度体系亟待完善。校

园暴力是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后果，必须建立和完善

统筹协作的机制才能有效地得到解决，而国家和政府

层面恰恰缺乏操作性强的关于校园暴力的联合工作

机制。2015 年教育部公布“护校安园”行动落实情

况专项督导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校园安全防控水

平［8］。但实际上目前我国涉及校园暴力问题的公安

部、教育部等责任主体部门尚未形成合力，没有从

政府层面统筹的具体的防治举措，没有政府相关部

门的联合行动 ；没有专门应对校园暴力的政府拨款，

没有相关部门负责专门人才队伍的建设 ；社会缺少

一批掌握校园暴力行为的干预和矫正方法的专业人

员，也缺少发挥家庭、学校作用的联动机制。简言之，

我国校园暴力问题的发展程度与暴力处理机制极不

匹配。

（3）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教育中缺乏反暴力

的内容，对青少年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危害性认识不

足。日本和德国就特别重视以教育启蒙来防治校园暴

力。早在 2000 年，日本的文部大臣下发文件，要求

各学校教育学生通过认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去学会

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文部科

学省制定了指导方针以防止校园暴力行为。日本的

NHK 电视台曾发起百万民众行动宣言，号召社会大

众对于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教育学生不做校园暴力

的实施者和旁观者。德国从幼儿园和小学起对儿童实

行“善良教育”，从爱护小动物到关注和帮助弱势群

体，培养儿童博爱、宽容的优秀品质，这种教育形式

已经成为德国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生命

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得到重视是近几年的事，在全

面的反暴力教育方面，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和社会，

都还存在不足。

三、校园暴力问题的对策建议

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家

庭、学校、个人等多方责任主体形成合力，形成全社

会防治校园暴力的安全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

建议。

1. 尽快完善关于校园暴力的立法，并强化执法

加快制定“校园安全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完

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

律中关于校园暴力的具体条款，尽快建立关于校园

暴力问题的专项法律和配套法规政策体系，将校园

暴力行为置于法律框架下，加大对校园暴力处罚力

度。一是明确校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制和标准 ；二是

明确校园暴力行为的责任主体，依法追究校园暴力行

为实施者、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立

法是世界各国应对校园暴力的共同经验。以美国为

例，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学校

安全法案以解决校园暴力问题。其中 1994 年颁布的

《美国 2000 年教育目标》就曾指出 ：“到 2000 年，在

该国的每一所学校将不再受暴力干扰。”此外，颁布了

《1994 年学校安全法案》《学校禁枪法案》等专门法

案，到 2003 年年底美国已有 28 个州通过立法来加强

对校园暴力问题的控制。

2. 加强校园暴力防治制度体系建设

一是在政府层面明确教育部、公安部、 高人民

法院、 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等部门防治校园暴力

问题的职能责任，加快建立预防治理校园暴力问题的

联合领导机制，并推动校园暴力防治法律政策体系、

社会服务体系和专业队伍的建设。二是建立学校、家

庭、社会防治校园暴力的联动机制。学校要加强青少

年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把生命教育和反暴力教育

纳入学校德育体系，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和设计社会公

益行动等方式，引导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学生了解自

身的发育和生长特点，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尊重生

命，热爱生命，同时建立校园暴力事件发现报告机制

（如在学校内设立“保密信箱”，鼓励学生及时报告校

园暴力的有关信息）和程序化的校园暴力事后恢复机

制，做好校园暴力的防范与管理工作，形成公安部门

与学校的联合防治机制 ；尽快建立影视作品分级制

度，按照血腥、暴力、色情等因素将影视作品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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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网络秩序，全面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将家庭教育

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之中，形成政府主导，社

会力量参与，社区为基础的家庭服务体系，指导家庭

教育，把校园暴力遏制在萌芽状态。世界各国在校园

暴力防治体系建设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挪威是

世界上较早对校园暴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的国家，早

在 19 世纪 80 年代，挪威政府的教育部、儿童及家庭

事务部就联合推广了“校园暴力的防治计划”，该计

划涉及学校、家庭及个人层面，在 20 余年的实践检

验中不断发展完善，是比较成功的校园暴力防治蓝

本。2000 年，挪威国会发表宣言号召国家、地方政

府以及家长和教师等团体加入根除校园暴力行为的行

动当中。美国近年来向一些地区的学校派驻警察来维

护校园安全秩序，对校园暴力的防范也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

3. 建立健全保安处分制度

通过保安处分来惩戒那些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

年人，即“对构成校园暴力行为的人员采用矫正、感

化、医疗等方法，改善其行为，预防其犯罪的特殊措

施”。保安处分制度具有两个重要的目标特征 ：为了

感化、教育、矫正、治疗和保护行为人本人 ；为了防

卫社会的安全。与刑罚制度的惩罚不同，保安处分以

“宽容而不纵容”为主旨，更加注重矫治和关爱。构

建青少年校园暴力行为保安处分制度，目标是加强对

施暴者的司法化改造。建议保安处分制度的实施通过

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裁决，以社区矫正为主要形式，强

制对犯罪青少年进行监督管理，包括限制其活动范围

和活动时间，强制其参加社区劳动等。同时，加强定

期回访等制度建设，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采取家访

和校访的方式，监督因校园暴力触犯法律但未实施刑

事处罚的青少年的行为动态，避免暴力行为的再次发

生。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安机关的告诫书，来警示那

些情节较轻的校园暴力事件，达到对未成年人的侵害

行为进行告诫警示的目的。

4.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动专业社工力量

介入引入校园暴力的防范与干预的体系中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水平，重点关注暴力事件后的

辅导与矫治，运用社工力量减轻其对青少年和社会造

成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目前民政部大力推行的社区、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的“三社联动”，以

学校和社区为平台，引入专业青少年社会工作，运用

专业工作方法，对青少年的认知、心理、行为进行引

导或矫正，为受到校园暴力影响的青少年提供专业的、

长期的辅导和服务。此外，要进一步整合相关群团组

织的力量，如 2014 年团中央、人保部、财政部、民

政部等部门联合发文，提出要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并要求把校园暴力防治纳入青

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范畴，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模

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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