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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下加强高校安全管理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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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是捍卫公平、公正的战士，是创造和谐社会的使者，是打击罪恶的勇士。面对高校安全事件频发的趋势，发展法治校园已
迫在眉睫。本文将从法治思维的角度，对加强高校安全管理的措施进行分析，先论述我国校园安全事件多发的原因，并探讨了加强校
园安全管理的措施，认为高校要大力开展普法工作，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同时要加强巡逻防控、查纠力度，排查安全隐患、危险源，通
过法律的途径强化高校安全管理工作，为学生营造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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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0 日，台大校园发生泼硫酸案，一名
谢姓男子向台大两名男学生和一名女宿管员泼硫酸后
割喉自杀，造成一死三伤，消息传来，震惊全国，顿时校
园安全管理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校园安
全事件频发引人担忧，给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人身安
全带来极大的影响，透过一起起校园安全事件，我们要
反思如何加强高校安全管理，降低安全事件的发生，确
保学生的人身安全，让他们更好地学习生活。对此，本
文将从法治思维的角度对加强高校安全管理的对策进
行分析，希望能够为高校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有价值的
借鉴。

一、校园安全事件多发的原因
( 一) 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
无论是复旦大学的投毒案，还是台大泼硫酸案，都

折射出了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不守法，
才走上了违法的不归路。大学生正处于青春中期，心
理不成熟，做事比较冲动，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理智
思考，带着个人情绪去处理问题，没有考虑到事后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所以才会酿成那么多悲剧。台大泼硫
酸案肇事者在处理情感纠纷中失去了理智，没有认识
到自己的行为的恶劣性，在漠视法律的情况下侵害了
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并做出了割腕自杀的极端行为，令
人痛惜。从中可见，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是校园
安全事件多发的原因之一，应该引起重视。

( 二) 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不够重视
很多高校都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管理，对于校园内

潜藏的安全隐患不能及时排查，且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不够重视。当前在安全教育方面的理念、形式和方法
多停留在传统的教学上，对安全教育的方法策略探索
不足，将安全教育局限于说教方式上。

此外，社会公众媒体不重视校园安全教育的宣传，
对于校园安全事件多发的现象并未引起社会各界的重
视，社会媒体较少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较多地关注安
全事件发生后的报道，较少主动进行公益性的宣传与
防范。另一方面家庭不重视安全教育，不少家庭对于
安全教育的认知仍局限于将教育的责任完全交给学校
的层面上，缺乏必要的重视，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主动性
和必要性，让学生缺乏安全意识，不懂得自我保护。

( 三) 社会危险源多
大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校园，而且平时课业重，

学习压力大，一旦放假他们就想彻底放松自己，社会上

各种各样新鲜的事物对他们有着很大的诱惑。对于平
日经常被关在学校的学生来说，对社会上的事物充满
了好奇心，什么都想尝试接触，不小心将社会上的危险
因素带到校园中，成为了校园安全事件多发的一大原
因。学生的辨识能力低，自我保护意识差，而社会环境
错综复杂，存在很多危险源，这会对缺乏社会实践能力
的学生构成诸多威胁。

二、进一步加强高校安全管理的措施
( 一) 鼓励学生学法、守法，提高法律意识
我们享受着法律带来的权益，就要做一个懂法守

法的公民，但是很多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
的学生认为，法律是社会中的事情，离他们太遥远了;
有的认为，法律是书上的长篇大论，跟他们的生活没有
联系; 有的认为，法律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跟他们没有
关系。其实不管是学生，还是已步入社会工作的人，都
离法律很近，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法律跟每一个人都
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作为高校辅导员，更应该积极
参与到普法的工作中，利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向学生群
体中扩散。虽然这种传播法律知识的方式获得效果不
明显，但是只要积极普法，让多一个学生知法、守法，就
推动了高校安全管理工作向前迈进了一步。

( 二) 加强校园安全法的宣传，提高学生安全防范
意识

往往安全事件的引发，大多都是因为学生安全意
识淡薄，要提高学生安全意识，才能减少校园安全事件
的发生。为此，学校、社会媒体应该加大校园安全法的
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校园安全防范氛围，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安全隐患。要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还需要
加强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是成长
和生活中必要的教育，在关键时候甚至能起到保护生
命的作用，因此不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当高度重视
安全教育，全面教授学生相关的安全知识，还应在学习
和生活中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让安全教育能起到应
有的效果。在这过程中，辅导员作为高校管理的主要
力量，应积极宣传校园安全法，促进学生学习校园安全
法规，同时联系家长，形成安全教育合力，进一步拓宽
安全教育的范围，全面加强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全
防范和保护能力。

( 三) 加强巡逻防控，消除安全隐患
高校要注重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巡逻防控，消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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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的通知》均
是法律效力层级较低的规章类条款，且可操作性不强，
一旦出现风险，恐难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

四、我国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对策

( 一) 加强第三方支付平台管理，确保消费者个人
财产和信息安全

互联网 + 时代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潜力极其巨
大，引来了众多投资者和创业者，由于审批不够严格，
监管不力，第三方支付行业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
如不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管理，势必会损害消费
者的利益，更不利于自身行业的健康发展。针对目前
的情况，有关部门需要多力并举，开展多部门联合治
理，打击黑客，肃清恶意软件、钓鱼网站、伪基站等，净
化网络支付环境，方能从源头上杜绝隐患，消费者个人
财产和信息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 二) 明确监管职责，加快第三方支付消费者保护
立法

在现代社会体系下，法律制度是所有社会活动和
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导向，也是稳定市场秩序的根本保
障，惟有遵循法律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权益。因
此，目前有关保护第三方支付消费者的立法亟待解决，
刻不容缓。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消费者个人信息
保护相关立法，现阶段可以在现有法规基础上加以修
缮进行过渡。

( 三) 建立追责制度，严厉打击网络非法行为

众所周知，在使用第三方支付时，消费者必须进行
注册，并同意相关服务协议。这样，二者就形成了法律
意义上的合同关系。那么，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有相应
的责任去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和财产安全。此外，严厉
打击各种网络非法行为。对于泄露消费者信息、挪用
消费者资金等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相
关人员和机构的法律责任，以此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五、结论
第三方支付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发展结合的新

生事物。第三方支付的特殊性、虚拟性和多方关系复
杂性等特点决定了现行的法律制度已不能实现保护互
联网消费者权益的目的。随着我国第三方支付业务的
蓬勃发展，亟待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的法律来保护第三
方支付中消费者的权益。因此，针对我国第三方支付
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提出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
的对策，推进第三方支付行业良性、平稳、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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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存在的安全隐患。安全隐患存在可能导致事件发
生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只
有对安全隐患有深入的认识，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
患，并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整改方案，做到防患于
未然。

安全隐患跟危险源一样，具有不同的分类，事故隐
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一般事故隐
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
除的隐患。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
应当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
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
患。校园内存在的安全隐患不能小觑，将巡逻防控的
责任落到实处，严格要求校警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
人、物、教学环境和宿舍环境进行巡逻防控，杜绝任何
人将危险物品带入校园内。人为存在的隐患，要全力
防范，物的隐患需要加强排查，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
问题。

( 四) 加大查纠力度，规范学生日常行为
高校要加大查纠力度，明确各个领域的责任方，尽

最大努力降低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此外，在校期间，
教师要主动联系家长，合理引导家庭开展安全教育，规
范学生校园的日常行为。例如，如在学生外出的活动
里，辅导员、家长要督促学生远离危险源，不与社会上
复杂的人群来往，督促他们独自外出要搭乘安全的交
通工具，晚上不要独自外出，如果有需要外出要跟同学
说清地点，以及和谁一起去。只有学生日常行为得到
规范，才能更好地避开将社会上的危险因素带回校园，

确保安全性。
( 五) 加强高效管理法治化，督促学生争做普法

先锋
高校在安全管理方面要注重创新和改革，加强法

制化管理，呼吁教师、学生都参与到校园安全法规的宣
传、学习中，让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让每个人都切身体
会到普及安全法规的重要性，在普及的过程中也更能
加深学生对提高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的认知。为了鼓
励学生积极学法、普法，在校园内可组织普法献策活
动，要求学生为普法工作献计献策，经过筛选把好的方
法拿出来进行执行，而对于积极献计献策的学生进行
加分奖励，督促学生争做普法先锋。

综上分析，从法治角度加强高校安全管理是一项
长期的工作，也是一项靠大家参与进来的工作，全体高
校教职工都应该拿出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加入到普法
的队伍中，营造浓郁的学法、普法、守法的氛围，提高学
生法律意识，引导学生做守法公民。通过法律的途径
构筑校园安全第一道防线，降低校园安全事件的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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