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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校园欺凌还要靠法律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能的。 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认真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悖论,寻找平衡点。
近日，媒体报道了海南
文昌一起学生欺凌事件及
其处置结果， 引发舆论热
议。 人们因欺凌行为的恶劣
而愤慨，更对文昌市的处理
结果表示无奈。 报道说，
“
对
参与打人的陈某等已满 14
周岁的 3 人作出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1000 元，因
这 3 人均未年满 16 周岁，
且系初犯，不执行行政拘留
处罚”。 法律的鞭子高高举
起，却轻轻放下，真正受处
罚的是家长，赔偿 1000 元。
当前，欺凌事件屡禁不
止，甚至愈演愈烈。 事实证
明，法律监管乏力，教育功
能缺位，实施欺凌者游走在
教育不到与法律不罚的灰
色边缘， 是其深层次的主
因。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面
对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应该
怎么做？
面对欺凌事件，学校要
确实负起第一责任。 因为学
生欺凌实施者是学生，学校
作为防治的主体责无旁贷。
因而要在处置中坚持“教育
为先”的原则，避免出现重
平息，轻教育，致使学校教
育功能缺失的误区。

首先，学校在事发之后 父母出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
不能只给派出所报警了之， 失而代为受过。 如果是情节
而 要 成 立 由 校 长 负 责 ， 教 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就要
师、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 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
人员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 育；如果是反复发生的，除了
委员会（高中阶段学校还应 批评教育外，还可视具体情
吸纳学生代表）， 在学生欺 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纪律处分
凌事件发生时，主动受理并 和法律处罚，触及灵魂，惩前
实施学生欺凌事件的正确 毖后，警戒他人。
处置。
面对学生欺凌事件，学
其次，教育的结果不应 校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万
只落在家长身上。 要制定一 能的。 有关方面要在立法上
定学时的专门教育方案并 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处罚
监督实施欺凌学生按要求 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 悖
接受教育，针对事件的不同 论，寻找平衡点，让处理学生
情形予以相应惩戒，同时要 欺凌事件的法律长牙齿，真
安排一定学时的法制教育 正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 作
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可以 用。 防治学生欺凌事件的发
聘请法制专家或公安民警 生和处置，不光是学校一家
主讲， 强调其严肃的训戒 的责任。 正如海南省制定了
性。
《海南省中小学生欺凌综合
同时，对不同程度的欺 治理工作协调会议议事 规
凌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 则》， 推动省直 11 个有关部
式，给钱摆平，丧失对实施 门加强协作，共同治理。2018
欺凌学生的教育契机和教 年 10 月中旬省教育厅将联
育责任。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 合相关省直单位组织督 导
法，虽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组， 随机抽取市县开展学生
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监 欺凌防治工作实地督导，确
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要加 保年度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强家庭教育，但不等于在未
卢焕雄
成年人违纪违规时，仅仅由

提速降费去套路
别止于为套餐改名
曾被称为各种套 餐 中 营商停止发布相关的违法
“忽悠之王” 的不限流量套 广告， 以避免误导消费者。
餐终于“
消失”了。 在被工商 此次三大运营商全面叫停
部门认定为虚假广告、遭消 不限流量套餐，算是作出了
协质疑、工信部也点名批评 直接回应， 也直接坐实了
勒令整改后，目前三大运营 “不限流量套餐” 称谓的不
商已叫停推出一年多的“不 当。
限量套餐”的说法，改头换
不过，要彻底斩断电信
面后亮相的则是“畅享套 套餐中的套路，不能止于给
餐”等。
套餐更名这么简单。 事实
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 上，从媒体调查来看，即便
就是生命。 各大运营商适时 是更名后，一些工作人员在
推出不限流量套餐，无疑契 实际推销时仍未改口，张口
合了消费者的需求。 但从消 闭口依然是“我们这款不限
费者的反馈来看，真正的不 量产品”， 显然是未把更名
限流量套餐其实并不存在， 的善意落到实处。 除此之
而是噱头大于实际。 如此套 外，各类套餐营销中的种种
路化的营销，既让消费者被 套路， 都需要加大清理力
误导，也让提速降费的诚意 度。
和效果大打折扣。
典型如各种套 餐 和 收
对此，不仅消费者屡屡 费叠床架屋，让消费者不明
投诉，相关部门也早就给出 就里。 另外，一些被用户指
明确的定性。 如湖南、广东 责的霸王条款，也常年难以
等地的工商部门都要求运 真正消除。 比如有用户向消

保委投诉称，想将现行套餐
更改到之前的低价套餐，却
被运营商告知不能变更。 最
近引发诸多关注的“靓号”
被设置最低消费的现象，也
迟迟未见运营商正面回应。
凡此种种，各大运营商都有
必要像这次正视不限流量
套餐的问题一样，及时加以
筛查、整改，彻底消除套餐
设计和营销中的套路。
近年来，各大运营商在
提速降费上，并非没有实际
动作。 但不可否认，消费者
的获得感并不强，至少与运
营商标榜的整改力度和提
速降费进度存在较大落差。
因此， 在这次套餐更名外，
更希望运营商能加速推动
提速降费的进程，并增加透
明度、压缩套路空间。 社会
期待的提速降费应该实实
在在，不玩虚招。
朱昌俊

高铁超载漏洞亟须封堵
10 月 7 日凌晨， 菏泽
站约 50 名旅客被告知无法
上车。 旅客翟先生质疑，买
到票为何不让上车，无票乘
客为何不请下车。济南铁路
客服中心回应，很多旅客买
短途票，到站不下车，考虑
到旅客出行实际情况，只能
采取限制乘车的措施。无独
有偶，10 月 7 日，经停郑州
东 站 的 G402 次 高 铁 车 厢
被无票乘客挤爆，导致列车
无法运行， 后及时疏散，超
员得以缓解。
高铁时代之前，很多乘
坐火车的人或多或少有过
补票经历。 但现实中，这种
允许短途旅客补票的规则
存在某些漏洞，让一些人能
够投机取巧。
但是在高铁时代，这种
漏洞更可能带来超载的严
重后果。 譬如，仅部分动车
可购买无座票，高铁一般不
售卖无座票。 那么，如果有
旅客购买短途票上车后不
立即补票，到达相应站点却

拒不下车，而有旅客恰恰在
余下站点购票乘车，就会导
致超员。
值得注意的是，购买短
途票到站后拒不下车轻则
属于违约行为，重则属于违
法行为，不值得提倡。 当旅
客购买短途车票后，就与铁
路运输部门达成了运输合
同，铁路部门将其运输至票
面站点即可。 当旅客准备补
票时，等于其又提出了延续
合同的请求，铁路部门有权
决定是否继续达成新的合
同并加以履行。
随着技术进步，完全应
该修正规则，堵住可能诱发
超载的种种漏洞。 如在客流
高峰期，取消不允许超载高
铁的补票机制，对超越站点
继续乘车行为按无票处理。
进而，避免出现短途旅客到
站不下车，购票旅客无法乘
车甚至超载的尴尬，也倒逼
人们更加尊重规则和契约，
史奉楚
少些投机取巧。

外卖平台取消乙肝骑手限制
这一步迈对了
据媒体报道， 今年 5
月，南昌一位乙肝病毒携带
者想兼职外卖骑手，注册时
发现平台在协议中明确要
求无
“病毒性肝炎”。由于乙
肝属于病毒性肝炎的一种，
他认为平台有歧视之嫌。10
月 8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社
局回复称， 有外卖平台在
《配送平台用户资格标准》
中已删去限制病毒性肝炎
的表述。
向左走，会跟同样数目
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群
体的诉求迎面相撞。 向右
走，则会遭遇很多外卖用户
的疑虑。
纷纷扰扰中，仍需回到
并构建常识。 其一，从传播
途径看，近年来，共用注射
针头、单采血浆、母婴遗传
等是乙肝传播的主渠道，至
于性传播、 手术感染和针
灸、拔牙、纹身、吸毒等，亦
有传播可能。而正常的人际
来往，并不构成乙肝传播。
其二，从国家相关规定
看，对乙肝携带者从事食品
行业并无相关限制。 在
2016 年， 原国家卫生计生
委印发的《有碍食品安全的
疾病目录》中，官方的准确

表述是“病毒性肝炎（甲型、
戊型）”。 这是根据我国《食
品安全法》 第四十五条，为
规范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
作的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而
制定的。 而在《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中，也没有将乙
肝携带者列入食品卫生行
业禁业名单内。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医
学常识，还是从法律法规层
面，均没有对乙肝携带者从
事食品行业设置限制。 外卖
平台率先删去限制病毒性
肝炎的表述， 也就纠偏之
举，这一步走得挺对。
当然，从字面上“删去
限制病毒性肝炎的表述”，
释放出了积极信号，而要消
除一个社会的乙肝歧视，依
旧道阻且长， 需要长远努
力。
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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