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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学校不能公
开学生成绩”
“不得限制
学生课间出教室
活动”

为了更好地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健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制
度，
近日，
教育部公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定》
），
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对于其中的一些教育热点问题，
老师、家长、专家怎么看？

“学生有休息
的权利”

“学校不能公开学生成绩”
“不得限制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
“学生有休息的权利”……此次
公开征求意见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因为涉及了有关教育的不少热点、难点，
从而引发了
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我们也从中梳理了几个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校园欺凌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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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专家观点：

58 条具体措施 做好未成年人学校保护

最全面最系统最具体的文件 关注操作细节

此次《规定》共 58 条，涉及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
人格权益、受教育权、休息权利、财产权利等，以及防范
欺凌、性侵等措施。
在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权益方面，
《规定》
明确提出，
学校不得组织、
安排学生从事抢险救灾或者商业
性活动，
不得安排学生参与有毒、
有害的危险性工作以及其
他不宜学生参加的活动；
学校不得公开学生个人的考试成
绩、
名次，
不得对外宣传学生升学情况；
在奖励、
资助、
申请贫
困救助等工作中，
不得泄露学生个人及其家庭隐私。
在保护未成年人教育、休息、财产权利方面，
《规
定》指出，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长期停课、劝退等方式，
剥夺学生受教育权，不得开除或者变相开除学生；
学校

应当按规定科学合理安排学生在校作息时间，不得要
求学生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前提前到校参加统一的课程
教学活动，不得限制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
同时，
《规定》加入了保护制度，包括校规、教学管
理、安全管理、网络管理等内容。如在教学管理中，学
校不得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向学生提供有偿的课程或
者课程辅导，禁止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读物、音
像制品、信息以及商业广告进入校园；
学校应当禁止学
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
用，对经允许带入的，
应当统一管理，禁止带入课堂；
为
学生提供的上网设施，应当安装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
件或者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此次出台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
稿）》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中小学生学校保护这
部分出台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具体的一个文件。它的出
台主要是为了细化去年刚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里关于学校保护这一章的规定。”市教科
院教育法治与评估研究所研究员方芳说。
方芳分析《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
》主要
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保护范畴上，
基本涵盖了中小学生在校
内的所有相关权益，比如人身权、受教育权、财产权、休息
权、
肖像知识产权、
参与权等，
这些都属于学生权利保护的
范畴，
这次《规定》把这些权利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梳理。二
是根据中小学生在校特点，
从各个方面包括教学、
药品、
心

理健康网络，
还有教师等，
都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规范。三
是针对特殊需要保护的情形，
比如对目前关注度非常高的校
园欺凌和性侵问题，
作出了严格规范。此外，
此次《规定》把一
些新的制度，
比如说强制报告制度，
还有教师从业限制等都纳
入其中，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规定》比较全面、系统、具体地从学生保护这个角度出
发，
规范了学校应当做到的各个层面的职责和义务。
”
同时，
方芳表示，
由于该《规定》属于国家层面的文件，
各个
学校还需要特别关注实践操作层面的环节，
“《规定》把基本的点
都规范到了，
但是具体操作的细节还需要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后再进行操作。所以在实践中，
学校更应注意操作过程
中如何规范和细化这些环节，
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学生。
”

学生隐私关键词：

休息权利关键词：

校园欺凌关键词：

成绩、
名次、
升学情况

休息权、
提前到校、
课间出教室

殴打、
辱骂、
抢夺、
恶意排斥、
诽谤传播

原文：
学校不得公开学生个人的考试成绩、
名
次，不得对外宣传学生升学情况；在奖励、
资助、
申
请贫困救助等工作中，不得泄露学生个人及其家
庭隐私。
此次《规定》在学生人格权益保护的条款中，
明确将两种情况纳入了对学生隐私和个人信息保
护的范畴。第一种是明确学校不得公开学生的个
人考试成绩、名次、升学情况等。第二种是学校不
得泄露在奖励、资助、申请贫困救助等工作中获取
的学生个人及家庭隐私。
对于第一种情况，市教科院教育法治与评估
研究所研究员方芳表示，
学生的考试成绩、
名次、
升
学情况等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
护的范畴，
目前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但我
认为，要求学校不得将这些信息对外公开和宣传，
也是对学生个人信息的一种保护。
”
方芳说。

“唯分数论”
违背了我国育人理念
正方
其实不得公开学生成绩和排名也
是近几年教育政策一直坚持的导向。
因为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受应试
教育的影响，家长和学校都出现了过分重视学生
分数的情况，
“ 唯分数论”的出现不仅违背了我
国五育并举、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更是在实践
中 使 得 众 多 家 长 产 生 焦 虑 感 ，出 现 了 校 内“ 减
负”、校外“增负”的情况，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都
不利。
“ 所以，禁止公开学生成绩和排名也是想
扭转这种过分重视分数的偏向。不过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很多家长因此会担心自己完全不了解
孩子的学习情况，不能正确认识孩子的学习水
平。我觉得不公布成绩和排名不等同于完全不
告诉学生或家长，这里的不公开应是不在公共场
合或场域使多人知晓，家长要想知道孩子的情况
可以单独咨询老师，老师可以针对孩子的具体情
况，和家长沟通孩子的学习状况，让家长做到心
中有数。”方芳说。

反方

升学情况不涉及隐私

不过，对于学生隐私的保护，天津
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璐有着不同的
看法。
“因成绩、名次会与学生个人的权
利产生关系，因此作为学生隐私的范围是可以
的。但学生升学情况是否属于学生隐私的范畴
有待商榷。如果学校在不涉及具体学生个人的
情况下，仅公布升学人数或以百分比的形式进行
宣传，则不涉及个人隐私。虽然我个人也认为学
校宣传升学情况的做法不适当，但不应归入隐私
权的保护范围，而应按照行政管理权限由教育行
政部门规制。”同时，高璐表示，还应该注意隐私
权保护与舆论监督之间的权衡。一般而言，为了
方便舆论监督，奖励、资助需要经过公示程序。
如将个人信息作为隐私进行保护，那么将导致舆
论监督的失效，
“ 有可能导致学校‘暗箱操作’情
况的发生。”

原文：学校应当按规定科学合理安排学生
在校作息时间，保证学生有休息、
参加文娱活动
和体育锻炼的机会和时间。学校不得要求学生
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前提前到校参加统一的课程
教学活动，不得限制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不得以集
体补课等形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学校应当加
强作业管理，指导和监督教师按照规定科学适
度布置家庭作业，不得超出规定增加作业量，加
重学生学负担。学校应当加强与家长的沟通，
共同培养学生良好作息习惯，保障学生在家的

睡眠时间。
“我确实很惊讶《规定》里居然用了
‘休息权
利’这个词。”小学六年级学生彬彬的家长王凯
说。由于孩子妈妈的工作需要倒班，从彬彬上
小学开始，一直由爸爸王凯辅导作业。在王凯
的记忆中，从孩子小学三年级开始，作业量突然
加大，特别是进入小学高年级后，
晚上写作业到
11 时成了
“家常便饭”。
“这么多年，
我都习惯了孩子每天写作业到
半夜，周末也是在各种辅导班里度过的生活。
孩子已经成为了学习机器，而我也似乎忘记了
他还有休息的
‘权利’。
”
王凯说。

系。有的学生放学后进家门就会写作业，有的
保障学生睡眠时间很有必要
学生玩到晚上八九点才想起来还有作业没写。
与王凯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初三学生
我们也在班里做过小调查，近一半的学生家长
家长刘晓慧，
“ 是的，孩子们太需要休息
还会额外给孩子布置课外作业。
”
小学五年级班
了。
《规定》里提出的要保障学生在家的
主任江老师说。
睡眠时间，我觉得很有必要，同时，我也建议学
此外，
《规定》中提出“不得限制学生课间
校应保障学生的午休时间。特别是升学年级的
出教室活动”，也引起了家长们的热议。据了
孩子们，他们非常辛苦。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
解，为了鼓励学生在课间锻炼，我市各小学的
到外省市的一所学校为学生们配备了折叠午休
普通课间休息时间已经改为 15 分钟。但是
床，其实天津也可以尝试。”
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学校的课间时间依然
“静悄悄”。
“ 这里面不仅有安全问题，更多的
课间时间所有孩子都跑去操场，
是场地问题。比如部分学校场地有限，
一个
方
反
年级就有 20 个班，如果课间时间，所有孩子
将是什么景象
都跑去操场上锻炼身体，那将是什么景象？”
对于家长的呼声，老师们的观点有
一名小学校长坦言。同时，他表示，虽然受到
所不同。
“有的家长说作业太多，孩子写到半夜，
场地限制，但学校会组织学生在教室做一些
这其实跟孩子写作业的速度和学习习惯有关
室内课间操。

正方

原文：
教职工发现有学生实施下列行为的，
应
当及时制止：
（一）殴打、
脚踢、
掌掴、
抓咬、
推撞、
拉扯等侵犯身
体或者恐吓威胁的行为；
（二）以辱骂、
讥讽、
嘲弄、
挖苦、
起侮辱性绰号等方式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
（三）抢夺、
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四）恶意排斥、
孤立
他人，
影响他人参加学校活动或者社会交往；
（五）通过
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散布
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人、
恶意传播他人隐私。
学生之间，
在年龄、
身体或者人数上占优势的
一方蓄意或者恶意对另一方实施前款行为，
或者以
其他方式欺压、
侮辱另一方，
造成人身伤害、
财产损

零 容忍

预防、
制止、
关注，
强化学校职能

方芳研究员总结其具有三个比较突
出的特点：
一是明确了学校的预防机制，
这种预防
不仅局限于学生群体，
还包括教师和家长。即教职
工要学习预防欺凌的措施方法，
教师要学会识别和
界定校园欺凌；
加强对学生的专题教育，
学生要知
晓校园欺凌的界限；
家长的家庭教育也是预防校园
欺凌的重点，
通过学校要加强对家长的指导教育。
二是明确了教职工发现欺凌的制止义务，
并具体化
了欺凌情形，
提高了可操作性。
《规定》对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财务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等不同的
欺凌类型都进行了列举式的描述，
有利于教师在实
践中具体操作。三是强调了欺凌关注，
强化了教师
及早发现欺凌苗头的义务，
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特殊
情况或出现了特殊表现的学生要及时关注，
及早预
防校园欺凌的出现。

害或者精神损失的，
可以认定为构成欺凌。
教师应当关注身体条件、
家庭背景或者学习
成绩等原因可能处于弱势或者特殊地位的学生，
发
现学生存在被孤立、
排挤等情形的，
应当及时干预。
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广受社会和政府部门的
关注，
教育部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针对预防校园欺
凌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此次《规定》在第四章的
“特
别保护”
章节中，
对校园欺凌的防治进行了大篇幅
的规定，
包括预防欺凌教育、
入职查询、
不得与学生
谈恋爱等。可以说是对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对校园欺凌防治要求的进一步细化。其中的
问题也都是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

据了解，
除了《规定》中提到的这些校园欺凌
防治，
《天津市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的若干规定》
还强调了学校教职工应当平等对待学生,不得因
学生的家庭背景、
经济条件、
学习成绩、
行为习惯
等因素对学生差别对待。
“教师带领学生创建平
等、友善、团结的班集体，形成互助友爱的班风。
另外，
学校从专业的角度，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
心理健康辅导员，
对行为有偏差、
心理有障碍的学
生及时给予关心和心理辅导。
”
方芳建议。
“一方面要对实施欺凌者进行惩戒，
另一方面
还应加强对于被欺凌者的保护。该《规定》中对于
被欺凌者的保护措施创新不足，
提及的心理疏导或
调整班级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有所应用，
但对于能否
为受欺凌、
性侵等学生更换学校，
在制度层面缺乏
明确的规定。我认为，
《规定》可以对此作出回应，
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
对特殊的受伤害学生应可以
更换学校就近就读。
”
律师高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