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春节临近，多数大学生陆续离校

回家。 近日，江苏盐城工学院给 736 名特

殊困难学生发放了 15.36万元车票补助。

据悉，学校根据回家路程远近，发放 100

至 350元不等。

该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大四学生杨

娟娟家在贵州铜仁，每次回家的车费都要

400 多元。 她告诉记者，这是她第四年收

到学校的 200元车票补助。该校材料学院

大三学生任体谣表示， 自己家在贵州遵

义，回家的车费挺贵的，有了这笔资助，可

以减轻很多压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该校第九年开展

“爱心车票”活动，已累计为 3356 名贫困

学生发放“爱心车票”资金 77.9 万元，温

暖了学子的回家路。 据《中国青年报》

校园欺凌的“围观群体”是指

身处欺凌现场的目击者或没有目

睹现场但拥有欺凌信息、关注欺凌

事件的人群。 从对欺凌事件的态

度反应看，围观群体可分为同情被

欺凌人者、潜在同情者、协同欺凌

者、煽风点火者与置身事外者。

专业人士认为，围观群体的态

度与行为表现，是影响欺凌氛围与

事件走向的重要因素。 在线下的

实际情境中，围观者是指在欺凌发

生现场围观欺凌过程或间接听闻

欺凌事件的群体，这里的群体可以

是学生、家长或老师。 很多校园欺

凌围观者虽然内心深处不赞同欺

凌者的做法，但出于各种原因，没

有对欺凌事件做出反应，选择中立

与沉默。 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关

注或沉默意味着对欺凌行为的鼓

励，至少是承认而不是反对，这样

会助长欺凌者的气焰，认为自己的

行为是受到大家接受和支持的，并

且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促成欺凌行

为的发生与升级。 一般来说，围观

群体中的不同角色决定了围观者

不同类型的角色行为，而这种角色

行为又会使整个欺凌事件的 “围

观” 行为发生改变，形成或积极或

消极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围观” 。

团队认为，尝试打破“群体”

的桎梏，分角色对校园欺凌的围观

群体进行剖析，比较群体中各类角

色以及角色行为的异同，将能引导

和有针对性地帮助减少消极 “围

观” ，从而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据《中国青年报》

欺凌者与被欺凌者角色重叠

按照团队的界定标准，只要学

生连续“一个月两到三次”或更频

繁地遭受 / 实施了一种及以上的

欺凌行为，就会被定义为发生了校

园欺凌。

团队调研的结果显示，412 人

发生了校园欺凌， 占总人数的

11%。 其中，有 321 起是学生被欺

凌事件， 有 91起是学生欺凌他人

事件。欺凌与被欺凌事件在数量上

存在一定差距。 团队认为，一方面

可能由于不同学生个体对校园欺

凌的认知不同，另一方面，校园欺

凌作为众所周知的负面行为，可能

会使欺凌者在自我报告时有意掩

盖欺凌事实，从而减少了欺凌事件

的数量。

另外，团队还发现，在 412 起

欺凌事件中， 存在 58起欺凌者与

被欺凌者角色重叠的可能，这是青

少年学生遭遇欺凌伤害后的行为

映射。

男生是主力军

调研结果显示，在校园欺凌的

来源方面，71.6%的学生选择了来

自“同班” 同学，11.9%选择了“同

年级别班” ，5.6%选择“高年级” ，

只有 6位同学选择“低年级” ，仅

占 1.5%。 总体来看，超过七成的欺

凌事件是同班同学所为，这可能与

同班学生之间长期频繁的交往分

不开，因为频繁的接触难免引发误

会和摩擦，而误会如果长期得不到

化解，便会升级为校园欺凌。

在校园欺凌的人员构成方面，

调研显示，“几个男同学” 是选择

最多的一项，占比 38.6%；紧随其

后的是“一个男同学” ，有 23.5%

的学生选择了此项；其次，有 18%

的学生选择了“男女同学都有” ；

最后，仅有 10.2%和 4.9%的学生选

择了“几个女同学” 和“一个女同

学” 。 调研结果说明男生是校园欺

凌的主力军。 此外，研究数据还表

明，相较于“单干” ，学生们更倾向

于结成“团体”进行欺凌。

自由活动时间 更易发生

调研结果显示，“课间休息时

间”“放学后的时间” 及“午休时

间” 是校园欺凌的 3 个高发时间

段，分别有 33%、26.5%、23.5%的学

生选择；而在“上课时间”“上网

时间” 和“自习时间” 的选择上则

相对较少，分别只有 20.4%、17.7%

和 14.1%。

调研结果发现，校园欺凌多发

的地点为“教室”“宿舍” 等相对

密闭的空间。 具体来说，有 37.6%

的学生选择教室，31.3%的学生选

择宿舍。 选择操场、放学回家和上

学路上、 厕所、 教学楼的走廊、网

吧、 食堂的学生， 分别为 16%、

11.4%、10.7%、10%、8.3%、8%。

由此看出， 校园欺凌无处不

在， 但相较于隐蔽狭小的空间，公

共场所发生校园欺凌的可能性相

对较小。

网络欺凌增多

校园欺凌类型多种多样，但归

纳起来大致可分为身体欺凌、言语

欺凌、网络欺凌和关系欺凌。 从欺

凌的类型上看，中学生多选择言语

欺凌与身体欺凌等传统类型，通过

推搡、打架、威胁、辱骂等行为进行

欺凌，但网络欺凌占比不容小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手机、电

脑等电子设备已成为当今中学生

的“生活必需品” ，网络的普及也

对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与传播发

酵方式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调研中，学生们多次提到在

“网吧” 发生校园欺凌。 这种新型

网络欺凌形式的诞生使欺凌者在

实施校园欺凌时更加便捷化，更少

受到地点的限制，且实施过程更为

隐蔽，隐匿性高，很难找到真正的

欺凌发出者，欺凌成本低，操作性

也更强。

欺凌事件一旦被发布到网络

上，就会迅速地扩散开来，此时这

件事已经不再是某个学校或某个

省份的事情，而是全国都会关注的

事情，加快了事件的发酵升级。 由

于网络上人员的复杂性，“三人成

虎” 的可能性很高，很可能会出现

歪曲事件因果、 夸大事件严重程

度，无根据地猜测事件等现象。

团队认为，这表明网络时代的

来临为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增加

了网络化的特征， 形成 “虚拟欺

凌” ，扩大了校园欺凌的影响和伤

害范围，增加了监管难度。 访谈中

有学生也表示：“传统的校园欺凌

可以通过远离欺凌者来减缓，然而

流言一旦被放上网，那简直让人无

处可逃。 ”

女生间间接欺凌更突出

团队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学

女生间的关系欺凌是校园欺凌中

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 团队的调

研结果显示，男生参与校园欺凌的

人数要显著高于女生，但这个差距

随着社会“男女平等”“女性男性

化” 思想观念的发展逐渐缩小，女

生参与校园欺凌的比率越来越高，

而且在关系欺凌这一维度上与男

生不存在显著差异。

男生校园欺凌表现为辱骂、恐

吓、威胁或性别歧视为主的言语欺

凌和性欺凌；而女生间的欺凌则更

多表现为较为间接的网络欺凌和

关系欺凌，具体表现为一种基于欺

凌情境的人际关系排挤与上传视

频所形成的组合样态。 虽然男生

也会和女生一样使用间接欺凌的

方式搞臭被欺凌者的名声，但是男

生更多地会参与直接欺凌；而相比

直接欺凌，女生会更多地参与间接

欺凌。

团队分析，女生参与校园欺凌

的原因更加多样与微妙，一件不起

眼的小事甚至是某个地方的优点

比较突出，都可能使自己被卷入校

园欺凌。 女生通常不会把不喜欢、

讨厌、嫉妒等情绪利用身体欺凌与

言语欺凌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而

是会转化为关系欺凌这种 “看不

见、摸不着” 的欺凌形式，通过拉

拢其他同学、 孤立目标对象这种

“抱团” 的方式来对其实施欺凌。

对于正处于青春期、喜欢以自己人

际网络人脉来衡量自己社会地位

的中学女生来说，关系欺凌这种隐

性的欺凌形式更是表现得尤为突

出。

在访谈中， 男同学们告诉团

队：“女生比我们还凶，抓头发啊、

拍视频，什么都有。”“女同学那边

好像每个班都有互相排挤现象，感

觉有时候关系好其实也是假的，我

分不出来。 ”

留守学生更易成受害者

电影《少年的你》中女主角陈

念是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但大家

可能忽略了一个细节，陈念同时也

是一个父亲从未出现、母亲在外躲

债、一个人生活学习的留守儿童。

团队的研究结果证明，留守中

学生更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

者，而且更可能出现一些极端偏激

的错误认知。 团队认为，这可能是

由于留守学生性格本身与家庭环

境两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留守中学生由于父母

长期不在身边，缺乏安全感，导致

性格过于内向或者性格过于独立。

他们可能会害怕与他人沟通，不敢

向别人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愿，当面

对他人不合理要求时也不懂得如

何拒绝，给他人留下“懦弱”“好

欺负” 的标签，从而更容易成为他

人欺凌的对象。

另一方面，留守中学生通常家

庭经济条件较差，普遍存在自卑心

理，同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无法对

其进行人际交往上面的指导，因此

在人际事件处理能力较弱，对人际

事件的处理也会更加情绪化，因此

更容易产生人际矛盾，从而更容易

受到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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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欺凌形式 在女生间更突出

校园欺凌调查：

解决“校园欺凌”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 伴随着电影《少年的你》的热映，校园欺凌这

一社会问题又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热议。作为一个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当下校园欺凌现状如

何，在表现方式上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 哪些孩子更容易被卷入校园欺凌事件中？ 我们又该如何

去防范和治理？ 近日，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校园欺凌” 研究团队（以下简称“团

队” ）用半年的时间，调研了某省 3753个中学生样本。

建议：解构校园欺凌消极围观群体

1 月 10 日， 贵州省教育厅携

省慈善总会、 北京圣陶教育发展

与创新研究院等， 到从江县大歹

小学开展“文明新风进农村·小手

牵大手” 暨教育扶贫捐赠活动，为

孩子们送去了寒冬里的温暖。

据了解， 为推进从江县教育

质量整体提升，2019 年 9 月，贵州

省教育厅派出工作组， 支持从江

县教育工作。 经贵阳市教育局统

筹部署， 南明区教育局组织南明

小学教育集团组团帮扶大歹小

学。自 2019年 11月 8日南明小学

教育帮扶团队全面接管大歹小学

以来， 加强学校管理和学校文化

建设，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帮助学

生改变生活习惯， 让他们养成了

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捐赠现场， 贵州省教育厅

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鞠洪对学校

教学管理、教育扶贫工作、破除陈

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作了要求，

希望全社会都关心支持山区教

育。 此外，贵州省慈善总会和四川

圣陶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给学

生、学校捐赠爱心。 贵州省慈善总

会联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捐

赠 546个“温暖包” 。 爱心温暖包

里有家庭减灾计划、学习用具、保

暖衣服、运动鞋、书包等学习生活

用品。 四川圣陶教育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捐赠 “STAEM 科创实验

室” ， 总价值 100余万元。

捐赠活动结束后， 大歹小学

全校 546 名学生还进行了大课间

展示， 芦笙舞表演、《中国功夫》

武术操表演、 古诗吟诵、《快乐十

分钟》 快速叠杯表演……赢得现

场家长及爱心人士的阵阵掌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省教育厅携手多家单位 到从江大歹小学送温暖

《少年的你》剧照

500余名新教师

进行入职培训

近日， 南明区教育局组织了为期七

天的新入职教师培训，500 余位新入职

教师参与。 本次培训活动邀请了相关专

家、名师讲课，授课内容涉及党性修养、

师德师风、教师责任、教育法律法规和教

育教学艺术等多方面。

关于身份认知， 贵阳市南明区教育

局局长邓文乾在培训会上指出， 做一名

好老师，要以德为先，育人为重，在谈到

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个人素养时， 他指出

没有专业发展，就没有个人成长；专业发

展是能力加强、素质提升、境界扩散、魅

力展现的最主要途径。

此外， 贵州师范学院余雨阳教授有

针对性地将法律法规知识结合一个个实

际案例进行详细解读， 引导老师们学习

领悟教育法规，做好安全教育义务，依法

执教教书， 以爱护航育人， 维护师道尊

严。他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讲解赢得了

阵阵掌声。

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第三小学校长

陈刘洪表示，作为教师，只有拥有仁爱之

心，才能培育出仁爱的学生，有一颗仁爱

之心，是“师者为人生命之重” 。 教师有

了仁爱之心，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

从根本去影响人的一生。 谢孟航

春风学校散学典礼

学生收到新年礼物

近日， 云岩区春风学校近 400 位师

生齐聚操场， 举行 2019-2020 学年第一

学期散学典礼暨寒假安全教育主题活

动。

活动现场， 来自汇安购物中心的工

作人员和爱尔幼儿园的老师们一起看望

这里的留守儿童， 并把新年惊喜送给小

朋友们，给孩子们送去了书包、文具、画

笔等新年礼物。

据介绍， 春风学校学生大都是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差。2019年

12 月 7 日———12 月 20 日， 由汇安购物

中心发起的小小绘画家爱心公益活动启

动，得到爱尔外国语幼儿园的积极响应，

提供了以鼠年为主题的小朋友画作作为

线上投票， 集赞前十名的爱心画作的总

票数， 汇安购物中心以 0.1 元 / 赞的金

额换算作为爱心基金， 与公益组织一起

将基金用于购置文具， 送给贵阳周边贫

困儿童群体作为新年礼物。 谢孟航

736名贫困生

获 15万元车票补助

江苏盐城工学院发放爱心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