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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fact that teachers are victims of school bullying has already existed.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of their survival dilemmas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prevent and control school bullying. In order to avoid the plight of school bullying due to social 

public opinions and their own cognitive limitations, teach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education plan, 

focus o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life consciousness; give full play to the teachers' leading roles in 

anti-school bullying activities; enhance teachers’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and improve their 

recognition and handling ability for school bullying; attach importance to establishing a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school bullying; use teachers as a link to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 By thes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ensure that teachers should tak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dealing with school bullying and promote 

teachers to become the terminators of school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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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当前教师逐渐成为校园欺凌事件受害者基本事实已然呈现，对其生存困境的科学

认知利于建设防治校园欺凌的长效机制。为避免因社会舆论和自身认知局限而陷入校园欺凌

困境，教师应当坚守育人大计，重视对学生进行生命意识教育；充分发挥教师在反校园欺凌

活动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增强教师自身的心理素养，提升其对校园欺凌的识别力和应对力；

重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的可能；做好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之间的沟

通与协调工作。全力保证教师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的主体职责归位，促成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

件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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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7年12月，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重要文件，

从明确定义、有效预防、妥善处置、教育惩戒、长效机制和分工合作等六个方面提出治理校

园欺凌的新举措。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校园欺凌事件进行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

本事实：不仅部分学生面临着校园欺凌问题带来的巨大威胁，而且少数教师也逐渐成为校园

欺凌的受害者。校园欺凌事件对广大教师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必将

降低或削弱他们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信心和热情。因此，正确认识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件

的受害者现象并积极寻找解决之道理应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 

2．现实困境——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受害者 

针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校园欺凌现象并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些学校独有

的现象，甚至可以说这一问题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广泛存在，并且都意识到校园欺凌事件对学

生的健康成长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都在寻求积极解决之道。对校园欺凌进行定义时，多主

张校园欺凌应当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蓄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暴力手段实施欺负

或侮辱而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恶性事件。正是因不少研究者将其研

究视角主要放在学生身上，认为校园欺凌的对象就是广大在校学生，主张学校是防治校园欺

凌的重要场域，教师成为该场域中防治欺凌的重要主体。马倩等研究认为凡是在学校发生的

针对广大师生所进行的言语或者攻击性行为均可视为校园欺凌事件[1]。这一界定突破了将校

园欺凌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学生个体或群体的范畴。应该说，此前的研究大都将教师置于学校

管理和领导层面的位置而根本没有考虑当前学校教师同样面对着各种校园欺凌问题的伤害，

这必然导致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时片面强调教师的责任与义务而忽视教师的合法权益保障等基

本事实。综观教师在校园欺凌事件中的种种现实困境，教师逐渐成为校园欺凌事件受害者基

本事实已然呈现。 

2.1 教师遭受人身攻击与伤害等欺凌事件时有发生 

当前，学校教师遭受学生、家长或他人所进行的人身伤害或语言攻击等校园欺凌事件不

断见诸网络和报端。如网络报道的四川成都“严夫人”斥责恐吓幼儿教师、河南驻马店西平

县一小学班主任被学生家长逼得公开道歉、四川乐至某中学一高三班主任因在校期间教育多

次违纪的学生，高考后遭到学生家长邀人毒打等事件。事实上，各种传播媒介对师生之间的

各种恩怨情仇已然见惯不惊：教师视学生如同仇人般对其拳打脚踢的有之，学生对教师充满

敌意结伴殴打甚至痛下杀手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发生在圣洁的校园中间的“部分学生群殴

教师”等欺凌事件和现象，不仅完全超出传统意义上师生冲突的基本范畴，也超越了传统师

生关系的应有之义，更突破了作为社会常人的心理底线。用“骇人听闻”这个词来形容这些

教师遭受欺凌事件的性质之恶劣毫不为过。如果说教师收入相对偏低、社会地位不够高还不

至于影响社会对教师教育的总体评价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教师遭受的种种欺凌可

能已经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有些学校公然出现部分学生或学生家长借故谩骂和殴打老

师的现象，已绝非偶然和个别现象。面对极少数学生的无知和猖狂，教师的尊严不堪一击。

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在遭遇学生或家长施暴之后，结果多半也就是学生及家长向教师表达歉

意，或者给学生纪律处分等就算完事，学校及教师一般不愿向外声张或尽可能弱化此类事件

的影响。大多数教师在遭受欺凌之后只能选择委屈求全而隐忍了事。当然这与我们今天有相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6

431



当一部分人对教师及其从事的职业所持的苛求心理有着密切关系。在片面强调尊重学生权利、

保护学生尊严的同时，如果任由部分学生或家长欺凌教师尊严、侵犯教师权利的事情发生，

那今后可能带来的危害及损失绝不仅只由教师群体自身来背负[2]。特别是当前教师和学生在

接受社会监管与约束方面明显的不对等趋势造成教师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可

能助长部分学生的嚣张气焰。一方是谨小慎微唯恐处置不当可能卷入纠纷或者惹上官司的教

师，而另一方则是无论犯下何种错误可能都不会受到责罚的学生。对教师管理学生方面的过

多规定和过分的约束机制与对学生最大可能甚至是毫无底线的容忍和放纵，必然让学生由此

滋生有恃无恐的思想观念。在这种不良意识的支配之下，当学生日渐成熟的身体和力量与青

春期的激情冲动遭遇教师的阻碍时，学生群殴教师事件的发生也就可能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2.2 教师不断遭受网络欺凌伤害导致心理问题日益加剧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普及，传统校园欺凌行为已经从校园内外开始逐渐

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欺凌事件同样不绝于耳。网络欺凌是指当前借助日益发达的网络设备

与技术而对他人实施的欺凌行为，如借助互联网络、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及社交媒体等手段

有意对他人进行骚扰或侮辱等伤害行为。当前，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也逐渐转向电话通信

和网络媒体，教师和学生以及家长接触和使用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多。众多事实已经证明，任

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极小事件或个人信息如果任由网络传播媒介而无限夸大则都有可能酿成一

场灾难。不仅学生可能遭遇来自于网络不良信息的种种威胁，部分教师在教育或管理学生时

因言语不当或处置欠妥而不断遭受网络欺凌的事件同样屡见不鲜。教师所遭遇的网络欺凌主

要来自于那些认为教师对其处理不公或对教师有偏见的学生及学生家长、工作中曾经有过冲

突、出于嫉妒或有利害关系的同事及其他社会人员，针对教师所进行的欺凌行为的方式主要

有网络恶搞、邮件骚扰、语言攻击、暗地整蛊或发布各种不实消息等。早在2015年英国广播

公司就曾发布多起有关教师遭受各种欺凌的报道，指出教师正在面临来自社交媒体的更多威

胁和虐待。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如未经许可随意在社交媒体发布教师的私人照片或嫁接拼合照

片并对教师进行恶意攻击；盗用教师的个人信息资料发布各种色情图片或信息致使教师不断

遭受个人声誉影响等。有许多教师因长期受到网络欺凌影响而不断滋生怨气，严重影响着他

们的教育教学效果，这从侧面反映出英国学生和家长在线欺凌教师行为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

[3]。网络欺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教师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和自尊水平，并可能因此滋

生对教师职业的厌倦感，甚至最终放弃教师行业，由网络欺凌事件给教师带来的抑郁、焦虑

等心理问题更是十分普遍，个别受影响严重的教师甚至可能不堪其扰而出现自杀的倾向[4]。 

2.3 教师对校园欺凌事件责任承担的现实尴尬与无奈 

如果稍微对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校园欺凌事件加以关注，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

实：在校园欺凌事件的责任认定方面，学校和教师的处境十分尴尬和无奈——夹在社会舆论

赋予的强势地位和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之间，责任和权利高度不一而显失公允。众多校园

欺凌事件的涉事主角即实施欺凌行为者大都是尚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受《义务教育法》和《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条例的保护，难以对这些涉事学生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同时，校

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地点一般都较为隐秘，教师自身和学校相关部门难于监管。加之部分家长

对子女娇惯溺爱，过分袒护孩子，即便是孩子犯下大错，也总是想要把校园欺凌的责任推到

学校和教师身上。部分学生和家长之所以频繁欺凌教师，是因为他们知道教师不敢还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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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教师还击最后遭殃的肯定是教师本人，所以在教师面前更加肆无忌惮。一旦发生校园欺凌

事件，教师和学校无故担责，社会力量常常无端谴责教师，从领导到教师无不感到精神紧张

和惶恐不安。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和日常管理应当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一方

教育的缺失都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一旦校园欺凌事件出现，社会一边倒地指责教师和

棒喝教师。诚然，教师应当对学生的教育成长及人身安全等方面担责，但一些本应由家长自

身必须履行的教育监管职责不应完全转嫁给教师而成为教师的份内之事。这种一味地把所有

责任都推向教师的简单做法也极易让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受害者。 

3．主体突围——教师理应作为校园欺凌事件的终结者 

针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应当建立在社会各界人士对校园欺凌的科学认知和具

体行动基础之上。要从根本上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关键在于应当形成学校、家庭与社会的教

育合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校教师应当成为应对或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排头兵，正确认识

并积极面对各种校园欺凌问题是教师的职业使命所在。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教师作为校园

欺凌的受害者时也应当积极勇敢地面对并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我们说无论是对于教师

本身还是从保护学生角度来说，教师都应当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终结者。 

3.1坚守教师的育人职责和教育大计，重视对学生进行生命意识教育 

要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事件，学校教师要充分履行自己的教书

育人职责,认真做好学生成长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工作。美国政府特别看重

学校教师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教育引导和预防校园欺凌问题的积极作用，重视对广大教职员

工进行反欺凌培训和实践应用，协助学校教职员工做好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和行为干预工作；

加拿大政府更是将预防欺凌工作内容完全纳入到学校日常课堂教学活动之中，要求学校教师

在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互动中认真贯彻落实学校预防校园欺凌的各种对策措施；法国政府要求

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必须高度重视发生在校园内部或学生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并且要

求教师积极采取措施对涉事学生加以有效干预和科学指导。特别强调如果教师亲眼目睹了学

生之间恃强凌弱的行为，要务必采取措施帮助保护受欺凌学生并对其及时进行心理辅导以降

低对他们的影响和伤害。校园欺凌具有极强的攻击性特点，并与暴力行为有着紧密联系，可

以通过包括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综观各种校园欺凌和暴力

事件与行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校园欺凌行为主体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

个体生存意义和价值认知不足，对生命极其漠视并缺乏基本的敬畏感。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生

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实施个体，应教育引导学生学会敬畏生命并珍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要让

学生充分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为学生提供较多接触自然的机会，在感受自然的同时感受

生命的渺小与伟大[5]。学校可以通过开展专门课程、专题讲座或现场教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

生命意识教育、安全责任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让学生明确认识欺凌行为对他人和自身的危

害性，引导学生做知法、守法的好学生，以此减少或消除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可能。 

3.2 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在开展反校园欺凌活动中的积极引领作用 

早在2016年5月1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就专门发布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工作的通知，对全面治理校园欺凌问题作了具体安排部署，明确要求学校和相关部门要

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事件加强预防监管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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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处理。学校可组建由分管学生工作校长、政教主任、专兼职心理辅导员以及从事学生管理

工作相关教师组成的校园欺凌治理工作小组，明确教师的教育管理职责，加强对教师的教育

培训力度，引导教师科学认知校园欺凌现象，重视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工的考评工作，充分发

挥相关教师反校园欺凌的作用，与学校任课教师形成教育合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校园欺

凌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在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引领带头作用，因

为学校教师是完成教书育人重要使命的直接承担者，也是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一线主体[6]。

教师既要认真作好实施校园欺凌行为学生的教育转化工作，也要主动帮助遭受欺凌的学生走

出心理阴影并正确对待学习和生活。国外学校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也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如

德国学校不仅配备了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政府还专门给学校安排接受过系统的校园欺凌治

理专业知识培训的教师给学生、其他教师和家长定期举办相关讲座；芬兰政府积极推行“向校

园欺凌抗衡”项目，项目组召集相关教师与校园欺凌受害者进行全方位交流，给他们以充分的

安全感并全力支持受欺凌者走出心理困扰正确面对学习生活；日本政府在应对校园欺凌问题

方面的工作更为投入，为学校设置配备了专门的生活指导教师加强日常生活管理，向网络欺

凌问题较为严重的学校派遣专门的教育或心理指导专家，并通过给学校增加配置一定数量的

辅导员和护理员来有效应对校园欺凌现象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3.3 增强教师自身的心理素养，提升其对校园欺凌的识别力和应对力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而带来生存压力的增加，许多教师同样感受到较大的心理压力这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作为身负教育重任的教师更应该正视自己遭遇的各种欺凌和干扰，通

过自我调适来保持自己的健康心理状态。教师应该正确估计各种欺凌事件可能给自己带来的

负面影响，增加自身的心理抵抗能力，更好地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可能

会因为自己的教育教学或日常管理方式方法不太适合某些学生而引起这部分学生的不满情

绪。教师不仅需要理智地避免可能因学生情感冲突而给自己带来的职业压力，还需要多和这

部分学生进行有效沟通来得到学生的认同与理解，全力消除师生之间的各种误解或心理隔阂。

同时，教师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学会科学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

自己，把一切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降至最低程度。当前许多学校教师对于校园欺凌

概念的整体认知存在窄化倾向，对关系欺凌或网络欺凌等相对来说更为隐蔽的欺凌类型缺少

足够的关注[7]。对风险预知不足导致许多教师面对突如其来的欺凌事件表现出无可奈何或孤

立无助，造成自身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教师可能无法控制学生和家长的言论自由，但应该充

分发挥网络资源等社交媒体给教师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科学避免其给教师带来的心理压力。

不管是学校教师还是其他个体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阻隔与外界的联系与互动，但

教师应该充分意识到使用社交媒体特别是网络资源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一

旦发现问题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或人员进行处理，而不是让某些不良言论肆意传播直至发展到

无法掌控的境地。教师要认真学习有效防范和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措施与方法，要有敏锐的

洞察能力和识别能力，不断提高自身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经验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努力践行

教育者的神圣使命。 

3.4 教师应重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的可能 

教师对学生的积极期望与尊重理解以及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科学认知，能为校园欺凌受害

者提供坚强的精神后盾，也能有效预防并减少校园欺凌行为。校园欺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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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始终是学校的突出问题。教师要注意营造

主体间性的良好师生关系，教育学生学会相互理解和尊重，引导学生既要讲究策略学会科学

保护自己，又要有理有节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教师应当重视和学生的平等交流与对

话，使学生由相对被动的受支配地位转换为与教师平等协商的地位，师生角色的同一性带来

的便是角色的认同感，教师借此可树立较高的教师威信，促成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并有利于

达成较好的教育效果。教师应尽量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理解中进行师生对话，教师

如能充分理解和信任学生，学生便会理解教师进而理解同学。即便对实施了校园欺凌行为的

学生，教师同样应当与学生在情感中交流对话，只有以情感为基础和动力的对话才能抵达彼

此的灵魂深处，分享与感受学生的哀乐与喜怒，感知学生的情绪变化并及时加以指导，全面

洞察学生心理并站在学生的角度帮助与关心学生。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对话建构良好的师生

关系，这必然能够有效降低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可能，对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具有积极作用。 

3.5 以教师为联系纽带做好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根治校园欺凌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以形成教育合力，特

别是要形成政府支持、社会关注、学校与家庭密切配合、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的协同教育机

制。在一定程度上说，教师在消解校园欺凌现象过程中承担着预防者、发现者和惩戒者等重

要角色，更应当在当前全社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做好家校和社会教育之间

的沟通协调工作,让欺凌现象在校园内外都没有滋生的环境，真正成为校园欺凌问题的终结者

[8]。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去讲解和消除校园欺凌带来的不良影响，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

带动广大学生，积极为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添砖加瓦，尽全力减少或杜绝校园欺凌事件的发

生。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极为重视校园欺凌问题，在综合治理校园欺凌问题方面也积累了相

对成熟的经验，这些可为我们当前的校园欺凌治理工作提供科学借鉴。如美国政府从法律制

度到校园配置等方面形成了严格保护学生健康成长的完善体系，有专门的《反欺凌法》，严

格学校内部监管，要求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学生家庭及教师共同制订并实施预防和禁止校园

欺凌的相关政策；英国专门成立反校园欺凌校外机构网络，与学校内部教师治理校园欺凌活

动密切配合，为学生及其监护人提供全方位的课程辅导和各种替代性教育服务项目；挪威等

国家也特别强调学校教师、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全面预防校园欺凌并形成了科学的防治教育

理论体系。事实上，学校教师所秉持的科学教育观和为之做出的实际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学校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 

4．结语 

终结校园欺凌的重任必然在于教师，学校教师要坚持育人为本思想不动摇，预防惩治校

园欺凌不懈怠，紧密联系家校和社会形成教育合力综合整治不放松，积极营造和谐文明的校

园生态环境，全面根治校园欺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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