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 

通过讲故事促成行动  

在学校内外#终结暴力# 

主题 
创意写作、艺术与绘画、公民权、社会研究、地理、语

言。 

学习成果 
• 了解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在学校内外的表现方式，及

其会产生什么影响。

• 对受到影响的人建立同理心。

•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将知识和同理心结合在一起，让其

他人参与到这一重要的问题之中。

材料和准备 
•打印并让学生们完成家长知情同意书（参见附录 1）

•打印活动工作单，让学生们用手填写（参见附录 2）。
•如果学生们能使用电脑，也可以选择用在线申请取代
纸质打印版（2018 年 9 月 1 日-10 月 21 日提供）

•设置 PowerPoint（参见附录 3）。访问这里下载并适

当调整。

•绘画和书写材料。

•如需了解大赛的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访问网站

（2018 年 10 月 5 日上线）

关于 

本课程计划提供了对校园暴力问题的敏感概述，为思考

安全学习环境的解决方案提供了空间，并带领全班同学

进行一项富于创意的超级英雄故事讲述活动。

超级英雄的职责是保证学校的安全和安宁，学生们被邀

请向一场寻找超级英雄的大赛提交他们的超级英雄作

品。获胜者将与专业艺术家和故事作者一起，通过出版

一本漫画书，将他们的想法变为现实！ 

关键日期 
• 2018年10月21日：在线提交超级英雄的截止日期！

• 2018年11月16日-11月25日： 数字化全球投票。

• 2018年12月：宣布获胜者

• 2019年7月：最终的漫画书将在网上和联合国全球论

坛上发布，该论坛正在审查“教育与和平目标”（4

和16）。

注释： 如果你错过了截止日期，或者如果你不想参加

漫画大赛，本活动仍然可以独立开展。

总时间 

65分钟 

年龄范围 

8-18岁

https://uni.cf/2Igbi2b
https://uni.cf/2Igbi2b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ZsOS2cw65HgqKVVGwKCC5jdAktmm-512aJw0ZiqQSj0/edit#slide=id.p1
https://uni.cf/SSCC-en
https://uni.cf/SSCC-en
https://uni.cf/SSC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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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提供的背景信息 
• 本活动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终结暴力#活动的一部分。 它特别关注终结学校内外的暴力，使所有儿童

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

• 如果你使用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完整的安全学习活动包（这里可以提供），本活动可以作为活动

4：“我在我的世界做些什么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安全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请直接前往下面的第 6

步。

• 我们应当从“为所有儿童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的积极角度，在课堂上探讨“终结针对儿童的暴力”的

概念。关于教授这一敏感话题的详细指南，请参见附录 4。

• 暴力和安全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群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我们必须让儿童尽可能多地定义这些问题

对他们的影响，并确定他们想要解决的方面。

课程结构： 
第 1-4 步：首先，建立全班对学校内外暴力问题的认识。然后，思考安全学校环境的解决

方案。作为教师，你可以对讨论进行引导，并指导学生们的学习。 

第 5-8 步：在这些部分中，全班将开展超级英雄创意和讲故事活动，探讨如何创作出一个

有影响力的故事。学生们可以两人一组或自己独立开展活动。 

请根据学生们的年龄段或现实情境适当调整课程的内容。Powerpoint 演示文稿（附录 3）

可以帮助学生们了解有关校园暴力的问题，促进大家的讨论，并提供打造超级英雄创意活

动的提纲。幻灯片可以按原样使用或进行适当调整。部分内容可能需要进一步向年龄较小

的学生解释。 

课程计划 

第1步：设定场景：幻灯片2 

开始播放幻灯片（附录 3），为你的班级讨论和活动提供支持。 

使用幻灯片 2 作为摘要，与学生们分享本次课程的学习目标和步骤，解释活动内容。 

• 我们了解到全世界有许多儿童和年轻人每天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 我们将创造一个超级英雄并创作漫画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与他人分享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便

他们也能对此有所了解。

•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向“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提交我们的超级英雄设计作品，以帮助人们提高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激励人们采取行动。

• 获胜者将有机会创作一本真正的漫画书，通过网络形式发表并在联合国展出。

第2步：介绍问题：幻灯片3和4 

参考幻灯片3，说明这节课首先会深入讨论一个问题。使用幻灯片4来促进讨论： 

• 你觉得这些人的感受如何? 你怎么知道? 是谁让这个人有如此的感受？ 

让学生们首先自己思考答案，然后再去和伙伴讨论不同的想法，之后回到座位上全班一起分享。 

5 
分钟 

5 

分钟 

https://www.unicef.org/endviolence/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make-every-school-safe-to-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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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探讨问题：幻灯片5-10 

以下部分和相应的幻灯片有助于解释校园暴力的含义、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以及会导致什么结果。教师在介

绍这一部分的时候要谨慎，并对内容作适当调整。 

将你在第2步中进行的讨论与该想法建立联系，即现实生活中许多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为“暴力行为”，

且可能导致儿童感到不安全。 

引导讨论，帮助全班定义学校内外暴力的形式： 

• 校园暴力的例子有哪些? 

• 让学生们考虑一系列他们认为是学校内外暴力的不同行为。使用演示文稿中的幻灯片5作为

提示。

• 谁会实施和经历校园暴力?校园暴力发生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 让学生们思考暴力行为发生在哪里，谁是行凶者。使用演示文稿中的幻灯片6和7作为提示或

摘要。

向他们展示幻灯片8上的信息图表，其中提供的一些数据涉及针对儿童的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的猖獗程度。 

• 这些数据是否让你感到惊讶或引人注目? 

• 这里要强调的是，尽管某些地区可能会面临与其他地区不同类型的校园暴力，但世界上每

个国家都会发生校园暴力事件。

让学生们两人一组仔细思考信息图表，想一想这些经历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 遭受校园暴力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 让学生们讨论暴力可能对儿童产生的影响。

• 让学生们记下自己的想法，或者在“工作墙”或一张大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因为学生们

可能会在他们的创意写作中参考这一点。

全班集合在一起，让 2-3 个小组分享他们的想法。使用幻灯片 9 总结暴力对儿童的潜在影响。 

浏览幻灯片10，让学生们思考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 

• 我们学校里的人会讨论这些问题吗?

• 我们讨论的某些问题是否比其他的更相关?

• 公众会谈论这些问题吗?

鼓励他们记住自己所在社区中的认识水平，以便了解他们的故事如何有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采取行动终结

暴力 。 

第4步：思考解决方案：幻灯片11 

该计划的前几个步骤是建立对问题的基本理解，并鼓励学生对该情况有同理心，而第4步是以解决方案为导

向，旨在培养学生们的批判性思维，针对学校安全靠什么实现，以及他们如何以个人和集体的方式为安全

和包容的学习环境做出贡献开展课堂讨论。从全班学生中选择一些答案： 

• 学校安全靠什么实现？ 

• 安全的学校应具备哪些特征？ 

使用幻灯片11作为能为安全的学校环境提供支持的相关因素的提示和摘要：正面积极的包容和尊重文化、
学校培训和资源、受保护的环境，等等。 

如果相关，可以以自己学校为背景进行讨论。 

• 学校安全靠什么实现，我们需要改变什么才能让学校更安全? 

10 
分钟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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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学生，你们要做些什么来保证彼此安全学习？你们需要从其他人（教师、学校工作人员、政策制
定者等）那里得到什么来保证安全学习? 

第4b步与SDG联系起来（可选）：幻灯片12

作为确保学校安全的解决方案的后续行动，请介绍全球目标，概述一项根除贫困、促进和平和保护地球的

计划。请说明，这项行动计划包括确保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安全教育。 

向学生们展示幻灯片12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海报。解释： 

• 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到2030年实现17个全球目标，其中包括确保每个儿童都能获得教育并免

受暴力伤害的目标。这些目标承认安全学习是儿童的权利，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必要条件。

• 创造校园超级英雄的活动将创造性地提醒世界：每个儿童都应安全学习。

• 这些超级英雄将表明，年轻人在实现学校安全和完成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在向各国政府介绍两大目标——优质教育、和平与正义——期间，获奖的漫画书将在联合国向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公众展示。

如果学生们对全球目标不了解或是感到好奇，可以打开马拉拉·尤素福·扎伊 (Malala Yousafzai) 的视频

（https://vimeo.com/138852758），该视频设定了场景，并以儿童友好的方式介绍了全球目标。 

第5步：活动开始——为什么以及怎样讲述一个故事：幻灯片13-16 

再次向学生们重申，现在他们已经对学校内外的暴力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够提供帮

助的一个方式是提升对暴力问题的认识，让人们知道我们认为所有学生都能安全上学真的非常重要。解释

为什么他们要创作一篇故事。 

活动开始时询问学生们他们创作故事的经历（幻灯片13） 

• 你最喜欢的几个故事是什么？ 

• 它们靠什么成为好看的故事？ 

• 这些故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解释为什么故事会成为强有力的工具（幻灯片14） 

• 为什么要讲故事？ 

解释阅读、观看或聆听故事会激活我们大脑中有助于我们体验情绪的其他区域。如果将这些激活举动与

我们的大脑在简单讲述一个事实时的活动进行比较，很明显，故事比简单地告诉事实更能帮助我们理

解、联系和记住某些信息。 

解释如何发展故事情节（幻灯片 15） 

• 首先，你需要具备关于我们目前现有的某个主题的知识。

• 大多数故事都会呈现冲突及解决。与你的主题相关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是什么？

• 思考一下你的角色，然后概述开头、中间和结尾。

• 最后，思考一下与故事相关的情感，以及你希望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感受。你最喜欢的故事给你带来

怎样的感受？受到启发？如释重负？充满敬畏？ 

• 总之，我们在本活动的第一部分已经探讨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将要创作一篇与其有关的鼓舞人

心的故事和一个超级英雄角色，以帮助我们讲述这个故事。

10 

分钟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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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发挥创意：角色与故事发展：幻灯片16-22

幻灯片16上介绍的这一部分内容可以帮助学生们构思出一个校园超级英雄的形象。 

为你的学生们将要点串联起来，说明他们将撰写关于终结校园暴力这一主题的一个故事的原因。介绍全球

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他们可以选择向其提交作品（幻灯片17）。 

• 我们正在努力终结暴力行为，使得每个人都能安全学习。

• 针对学校周围的暴力行为采取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提高认识。

• 撰写故事将有助于激发全世界了解学校内外暴力并采取行动。

• 我们将把我们的超级英雄作品提交至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争取有机会在全球投票平台上进行展

示，而且如果入选，还会赢得创作一本以你的超级英雄为主角的真正漫画书的机会。

总结此前部分的讨论结果，并提醒学生他们的故事的主题（幻灯片18） 

• 你的故事应鼓舞和激发读者帮助终结暴力，并确保没有人再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学校内外或在学

校相关的活动中受到威胁或伤害。我们正在提升对每个儿童都享有安全学习权这一情况的认识。

分发活动工作单（附录2），学生们成对或按小组开展第1页上的活动。 请注意，活动工作单旨在提示学

生，但学生们并不受限于所列出的问题或超能力。 

1. 选择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幻灯片19）

• 要求学生们独立选择他们最希望超级英雄去解决的问题。

• 要求他们作为一个班级或分组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

• 他们应当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该问题、该问题对学生们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解决该问题。

这一步完成后，让学生们翻到工作单第2页，随后独自活动。 

2. 选择超能力（幻灯片20）

• 让你的学生们思考一下对解决他们在小组活动中确定的问题有用的超能力。

3. 角色发展

• 让你的学生们开始根据他们的超能力打造角色。为角色创建姓名、出身、天敌以及其他特征。这将

有助于为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活动激发更多细节。

翻到工作单的第3页。 

4. 故事梗概（幻灯片21）

• 让你的学生们为他们的超级英雄“大冒险”制定一个大纲。

• 提醒他们在“大冒险”结束时必须解决学生们确定的问题。

• 提醒学生们，所有伟大的故事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

• 提醒学生们回顾他们在讨论暴力对儿童的影响时有怎样的感受。这能否让他们的故事情感更充沛？

1. 开头：学生们应当解释问题发生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发生。

2. 中间：学生们应当介绍他们的超级英雄，解释他们的英雄能够如何解决问题。

3. 结尾：学生们最后应当描述超级英雄是怎样解决问题的，以及这个世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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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步：画出超级英雄：幻灯片22 

对于最后的活动，翻到工作单第4页并分发绘画材料。请注意，如果想要参加大赛，绘画是此次大赛的必选

环节。 

5. 绘画（幻灯片22）

• 鼓励学生们以艺术形式把自己的个性表现出来。

• 如果是在美术课上，这是一个展示美术能力和技巧的机会。但对于大赛而言，绘画的质量并不是大

赛的决定性因素。人物线条画和简单的图画就可以。

第8步：完成与提交 

向学生们解释他们的作品将被提交至全球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说明及主要截止日期见下方。 

扩展活动 

• 讨论让超级英雄在你的学校中复活的想法。我们怎样才能都成为“日常超级英雄”，让每个人都能安全

学习?（幻灯片23-24）

• 访问www.comicsunitingnations.org获取可免费下载的、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的漫画书，启发你的

学生们讲述一个漫画故事。参阅在课堂上使用漫画书的教师指南。

• 花更多时间在全班分享学生们的超级英雄故事，根据具体情况包括通过角色扮演、“逐帧定格”的戏剧

技术、提出问题和探讨替代性的结尾等（要特别注意“教师指南”中的安全指导）。

• 或者利用这里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终结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完整活动包，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

提交学生作品的重要说明和截止日期
为了能让你的学生们发表意见，请在2018年10月21日前向大赛提交他们的超级英雄作品。 

➔ 扫描学生作品并发送电子邮件至 engage@unicef.org。

➔ 或者，如果你的学生通过数字化应用程序（9 月 1 日上线）参加了在线研讨会，他们的作品会被自

动提交。

已扫描的作品必须随附附录 1 中的家长知情同意书。 

通过数字化应用程序提交作品的学生需要具有家长知情同意书才能参赛，而且还需要提供监护人联系信

息。 

我们将选出名列前茅的作品，通过漫画大赛网站进行全球投票，获胜者将与专业团队合作，一起制作并

在网上和联合国发布一本漫画书。  

漫画大赛的时间表 

• 2018 年 10 月 21 日：提交超级英雄的截止日期！

• 2018 年 11 月 16-25 日：数字化全球投票！

• 2018 年 12 月：宣布获胜者！

• 2019 年 7 月：最终的漫画书将在网上和联合国全球论坛上发布，该论坛正在审查“教育与和

平目标”（4 和 16）！

10 
分钟 

5 
分钟 

http://www.comicsunitingnations.org/
http://cdn.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2016/07/COMICS-TEACHER-GUIDE_Sep-2017.pdf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make-every-school-safe-to-learn/
mailto:engage@unicef.org
https://uni.cf/2Igbi2b
https://uni.cf/SSC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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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你错过了截止日期，或者如果你不想参加漫画大赛，本活动仍然可以独立开展。 

关注该活动 

分享 

发布创作各自超级英雄的参与者的照片或视频，以及他们的最终结果的图片。 

投票 

让你的学生们参加将于11月16-25日举行的在线投票。 

活动网站将于10月5日在这里上线。 

你可以通过下列标签连接上社交媒体： 

#漫画大赛#  

#终结暴力#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为UNICEF、世界最大的一节课和联合国漫画大赛添加标签： 

Facebook： @UNICEF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联合国漫画大赛 

Twitter： @UNICEF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联合国漫画大赛 

Instagram： @UNICEF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联合国漫画大赛 

https://uni.cf/SSC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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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家长知情同意书

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家长知情同意书 

从2018年9月1日到10月21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举办一场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

邀请全球范围内的儿童和年轻人提交能帮助每个儿童安全学习的超级英雄的概念。来

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评审小组将选出一批名列前茅的作品，并在2018年11月16-25

日期间通过网络分享这些作品，进行全球投票甄选。投票选出的获胜者将与一个专业

团队合作，一起创作自己的漫画作品，这些漫画作品将在线上以及联合国高级别政治

论坛（2019年7月）上发布。在整个大赛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概念。如需了解大赛详情并阅读完整条款和条件，请访问大赛

网站。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engage@unicef.org。 

签署此表格，即表明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允许我

的孩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校园超级英雄

漫画大赛，而且我知道他/她的图画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 

签字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父母/监护人） 日期：______________ 

签字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参与者） 日期：______________ 

https://uni.cf/SSCC-en
https://uni.cf/SSCC-en
mailto:engage@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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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工作单

选择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并非所有学生都安全... 小组 
活动 

...上学和放学 

➢ 有些儿童在上学和放学的路

上会遇到暴力或骚扰，尤其

是女孩。 

➢ 有些儿童在他们上学的路上

无法使用安全的道路或交通

工具。

➢ 有些儿童不得不在黑暗中步

行上学和放学，这使得他们

更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在校内 
➢ 超过三分之一13-15岁的学生都遭受过校园欺凌。

➢ 其中有30%的学生过去一直饱受欺凌，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 有些学生一上厕所就会害怕遭到欺凌或伤害。

➢ 有些学生由于自身的性别或性身份、种族、族群、语言、残

疾、社会或经济地位，或者他们居住的地方而被老师或其同

事排除在外，或成为他们的靶子。

➢ 有些学校遇到威胁或遭到攻击，特别是在发生战争的地区。

➢ 有些学校成为枪支暴力的对象。

➢ 半数学龄儿童都生活在学生可能遭遇校园体罚的国家/地区。

...学校周围 
➢ 2012年，（美国）15%年龄介于13-18

岁的儿童都遇到过经由电子邮件、聊天

室、即时通讯、网站或短信进行的电子

欺凌。

➢ 女孩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的可能性是

男孩的两倍多。

➢ 有些学生由于欺凌事件无法（在课间休

息时或在操场上）活动。

➢ 有些学生受到学校周围或校外课外活动

的排斥（运动队、俱乐部、舞蹈等）。

问题 
➢ 和伙伴一起列出你选择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该问题？该问题对

我们有什么影响？

 

解决方案 
➢ 我们可以如何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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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工作单

超级英雄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 2 

个人 
活动 

超能力类别 

➢ 读心术

➢ 时空旅行

➢ 传心术

➢ 飞行

➢ 隐身

➢ 发光

➢ 情绪预测

➢ 耐热

➢ 超人的力量

➢ 收集能量

➢ 超强听力

➢ 超强深度思考技能

➢ 治愈术

➢ 控制思想

➢ 伪装

➢ 柔韧性

➢ 冰冻

➢ 创造你自己的超能力！

自己独立选择一项超能力，告诉我们这种能力如何有助于解决你列出的问题。 

你的超级英雄的姓名是什么？ 

你的超级英雄来自何处？ 

他们的天敌是谁或者是什么？（敌人、对手、坏人） 

你的超级英雄的特征和身体素质有哪些？他们有趣吗？严肃？聪明？身材较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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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你选择的问

题。问题发生在哪

里？它影响到了

谁？

➢ 在这里介绍你的超

级英雄！为什么他

们想解决该问题？

谁或者是什么试图

阻止他们？为什

么？

➢ 你的超级英雄如何解

决该问题？你的英雄

如何让学校成为一个

安全的地方？

附录 2：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工作单

故事情节 

你的超级英雄的冒险经历是什么？写出你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情节，并花费片刻时间组织情节。下面有一个图表，它可以帮助

你创作你的超级英雄大冒险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等部分。只需填空即可！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 3 

个人 
活动 

从前有......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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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姓名？ 

你多大了？ 

你的性别？ 

 女 

 男 

 我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 

其他：_____________ 

你来自哪个国家？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附录 2：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工作单

超级英雄 
个人 
活动 超级英雄的姓名 

超能力 

雄请创作你自己的超级英雄的图画。切记，我们不会关注你的美术能力。

我们想看到有趣、唯一且多样的超级英形象！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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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做什么？

创作故事情节

创作角色

了解问题

发现问题。
深入思考问题。
考虑解决方案。

谁来讲述你的故事？
你会怎样描述你的角色？

读者会对你的角色产生共鸣或喜爱吗?

你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你希望读者在读完你的故
事后有什么样的思考以及感受？

2



发现问题

3



4



校园暴力的例子有哪些?

抛弃 忽视

孤立

散布谣言

威胁羞辱

谩骂

编造谎言

使用武器

斗殴

（例如拳打脚踢）

网络欺凌

帮派暴力

5



校园暴力发生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校园暴力最常发生在缺乏监督的地方：

更衣室/卫生间

昏暗的道路

学校内外上学或放学路上

操场/儿童游乐场

互联网

庆祝活动/运动会

学校相关的活动和地点

6



谁会实施和遭遇校园暴力?

任何人都可能会实施和遭遇校园暴力：

学校教职工学生 社区成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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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暴力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出勤率降低 辍学成绩下降 人身伤害伤及自尊

抑郁症

持续至成年

9



人们知道或者谈论校园暴力问题吗?

公众会谈论这
些问题吗?

我们学校

里的人会讨论这些
问题吗? 

我们讨论的某

些问题是否比其他
的更相关? 

10



如何实现学校安全？

环境学校资源健康积极的文化

彼此包容和支持，
包括与你不同的人

辅导员

每个人
都有机会
表达他们

对学校环境
的看法

保护学校免受紧急事件或
冲突影响的政策

可用的卫生间

请求帮
助或报
告暴力
情况的
能力

优先考虑每个学生的安
全和学习的安保系统

交通

电力

11



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了

关乎可持续发展的17个全球性目标

为什么把学校安全列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这一框架，各国政府重申它们的承诺，即确保每个儿童都能

接受教育，并免受暴力侵害。这些目标承认安全学习是儿童的权

利，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创造校园超级英雄的活动将创造性地提醒世界：每个儿童都应当享

有安全的学习氛围。这些超级英雄将表明，年轻人在实现学校安全

和完成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讲故事

13



为什么要讲故事？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它会激活我们大脑中处理语言和信息的部分。

当我们被告知一个故事时，我们大脑的其它区域会被激活。

这些被激活的区域不仅可以处理一个事实，还可以帮助我们体验与信息相关的情感。

故事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信息，而且能让我们有所感触！

这会增强记忆力和理解力。

我们在本活动的第一部分已经探讨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将创作关于这个问题的故事。

14



如何讲述一个故事

1. 你需要一些与主题相关的知识。

2. 大多数故事都包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3. 你需要一些角色来讲述你的故事。

4. 一个好的故事要有开头、正文和结尾。

5. 你需要考虑故事的情感表达——设身处地为你的角色着想！你的读者将会有

什么感受？

15



发挥创意

16



学生对学校的呼声

校园超级英雄

我们正在努力#终结暴力#，使得每个人都能安全

学习。

针对学校周围的暴力行为采取行动的第一步，就

是要提高认识。

撰写故事将有助于激发全世界了解暴力并采取行

动......

漫画大赛
我们今天创作的超级英雄和撰写的故事情节将提交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动

漫联盟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

届时，全世界将投票选出名列前茅的作品。

获胜者将与专业团队合作，让他们的超级英雄在漫画书中焕发活力，漫画书将

在线分享，并在联合国展出！

最终胜出的漫画书将在联合国发布，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在联合国召开会议，
共同讨论全世界在2030年前将为每个儿童实现教育与和平目标所开展的工作。

BAM! 💥

17



#终结暴力#的故事

创作一个故事，鼓舞和激励读者确保没有人将在以下情况受到威胁或伤害：

• 上学或放学路上，

• 在校内，

• 学校周围以及学校相关的活动期间。

每个人都享有安全学习的权利！

18



选择一个你想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并非所有学生都安全...

有些儿童在上学和放学的

路上会遇到暴力或骚扰，

尤其是女孩

有些儿童在他们上学的路

上无法使用安全的道路或

交通工具

有些儿童不得不在黑暗中

步行上学和放学，这使得

他们更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超过三分之一的13至15岁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

其中有30%的学生过去一直饱受欺凌，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有些学生在去卫生间时会害怕遭到欺凌或伤害。

有些学生由于自身的性别或性身份、种族、族群、语言、残疾、社会或经济地

位、他们的住所而被老师或同事排除在外，或者成为他们的靶子。

有些学校成为枪支暴力的对象。

有些学校面临威胁或遭遇攻击，特别是在发生战争的地区。

半数学龄儿童生活在可能遭遇校园体罚的国家/地区。

2012年，（美国）15%的13至18
岁儿童都遇到过经由电子邮件、聊

天室、即时通讯、网站或短信进行

的电子欺凌。

女孩成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

是男孩的两倍多，两者比例分别为

21%和9%。

有些学生由于欺凌事件无法（在课

间休息时或在操场上）活动。

有些学生受到学校周围或校外课外

活动的排斥（运动队、俱乐部、舞

蹈等）

…上学和放学 …在校内 …学校周围

19



超能力拯救
选择你的英雄所具备的超能力

创造你的超能力！

· 读心术

· 时空旅行

· 传心术

· 飞行

· 隐身

· 发光

· 情绪预测

· 耐热

· 超人的力量

· 收集能量

· 超强听力

· 超强深度思考技能

· 治愈术

· 控制思想

· 伪装

· 柔韧性

· 冰冻

……

创造你的角色……

20



冒险经历

……以及结尾

中间……

开头……

解释你所选择的问题及
故事发生的地点

介绍你的英雄、矛盾冲
突或他们的敌人

你的英雄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让学
校成为安全的地方？ 21



绘画

22



我们还可以

做些什么？

23



你被激活了吗？
成为校园里的超级英雄吧

帮助你的社区点亮街道，
为学生提供安全
的上下学路径。

成立一个委员会，
制定并实施校园暴
力的解决方案。

主持关于预防和
应对欺凌的
研讨会。

你还能做些什么？

当你看到或经历暴力
时，向学校工作人员

报告。

创建一种文化，
使暴力成为不被
社会接受的行为。

开展全校范围的活动，
促进包容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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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PowerPoint演示文稿 

查看到可编辑幻灯片的链接 

附录4：教师指南 

1：安全学习：问题 

有什么问题？ 

所有儿童都享有安全、上学和学习的权利。但是，并非所有儿童都能去上学、安全到校、安全就读或者在学校被接纳。这些问题是由各种因素引

起的：最常见的情况是，儿童性别、残疾或少数民族的身份会影响他们上学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地理位置、道路安全、社区暴力或冲突会妨

碍儿童去上学；其他情况，包括儿童在学校内外会受到歧视、欺凌或体罚。这些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可能会对儿童造成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伤

害，这些伤害可能持续到成年。儿童无法得到一个安全的学习场所也会产生社会和经济成本，影响到家庭和社会。不安全的学校环境往往是社会

与性别方面的规范和刻板印象导致的，并由不平等的权力变化强制执行。因此，需要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确保每个儿童都能得到保护，免受欺

凌、体罚、口头或性骚扰和虐待、非自愿接触、性胁迫、人身侵犯和强奸等的伤害。重要的是，要注意暴力既可以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发

生在网络世界。 

● 全球有接近1.3亿（略多于三分之一）年龄在13和15岁之间的学生遭受过欺凌。遭受过欺凌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得分低于未遭受过欺凌

的学生（来源：《熟悉的面孔：儿童与青少年成长中遭遇的暴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

● 暴力行为不仅发生在校舍内，还发生在上学的路上。仅仅是 2016 年一年，在 18 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内就记录或证实了近 500 起校园

攻击或攻击威胁事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7 年报告）。

旨在终结学校内外暴力的这一活动与其他框架有怎样的关联？ 

全球目标：2015年，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目标4和16特别重申了对每个儿童的学习权和安全权的全球承

诺。 

全球目标4（优质教育）呼吁为所有人营造安全、非暴力、包容性且有效的学习环境。 

https://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Violence_in_the_live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pdf
https://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Violence_in_the_live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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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目标16（和平与正义）呼吁终结针对儿童的虐待、剥削、贩卖和一切形式的暴力以及酷刑。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安全学习并非面向儿童的一项慈善事业：它是儿童的权利。除了一个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均同意实施该公约。

其许多条款都是相关的，尤其是： 

第19条（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 

第28条（受教育权） 

第12条（儿童有权就影响自身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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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应该给予帮助？ 

针对儿童的日常暴力仍然处于隐藏且不被重视的状态。必须取得跨境、跨文化的普遍改善。学校内外的暴力有可能在危机和冲突情况下进一

步恶化。必须让这一通常无形的危机变得可见。终结学校内外的暴力（包括在人道主义背景下）对于儿童权利至关重要，对于可持续发展至

为关键。如果要这样做，就需要采取个人、社区、学校和国家层面的行动，积极落实必要的措施，使得每个儿童都能安全学习。本活动包的目的是

为这些地方、国家和全球性的努力作出应有贡献。即使仅仅完成了其中的一项活动，也有助于提升认识并使得儿童思考创造改变的方式。参加学校

行动（活动1）、地方和国家倡议（活动2和3）以及全球问卷调查（第1部分）和漫画大赛（活动4），将使得学生们能够为这些问题贡献更多解决

方案。通过这些活动，每个学生都应能够更好理解自身对安全学校环境的贡献，以及他们享有的安全学习环境的权利。 

如果你志在产生更大影响，请思考： 

● 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改变：你的学生们要努力实现什么目标？这一改变将持续多久？

● 监测和评价：你将如何说明你已有所作为？你可以据以衡量改变和影响的起点（或“基准”）是什么——在你采取行动之前和之后？

● 传递结果：你可以如何分享该全球性活动的这一影响？将照片和资源上传至数字地图时，和你的学生们一起仔细思考如何最好地表明你不仅在

做什么，而且这件事情正在产生什么影响。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额外的资源？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终结暴力#活动，具体关注终结学校内外的暴力 ——2018 年 7 月上线

● 参见此处，访问校园超级英雄漫画大赛网站——2018 年 10 月 5 日上线

● 世界儿童日课程及行动 ——2018 年 9 月上线：为儿童设立、由儿童主宰的一个有趣的行动日！ 在 11 月 20 日世界儿童日当天，也是《儿童

权利公约》获得通过的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将一起走近 10 亿儿童和年轻人，发挥各自的作用，使得每个儿童都能入学接受教育、远离伤害并

发挥他们的潜力。 世界儿童日是一个聆听儿童意见并为了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日子。 我们鼓励学校采取行动。完整详情将于 2018 年 9 月提

供。

● 关于终结学校内外暴力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对话 —— 2018 年 7 月上线

● 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卡通片，儿童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反欺凌

● 善良行为大挑战

● 中学善良行为大挑战（仅限美国）

关注该活动 

分享 

在获得学生们的知情同意书，并确保不会因此给学生们带来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即不包括可能识别学生身份或者使其处于危险之中的信息），发布参与各自活

动的学生们的照片或视频，以及他们的最终结果的图片。 

https://www.unicef.org/endviolence/
https://uni.cf/evac-stl-en
https://uni.cf/SSCC-en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world-childrens-day/
https://uni.cf/wcd-en
https://uni.cf/yt-en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2C18A5CF84556D4
https://www.nobully.org/
https://thegreatkindnesschallenge.com/
https://kindnesschalle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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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过下列标签连接上社交媒体 

#终结暴力#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漫画大赛# 

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最大的一节课添加标签： 

Facebook: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Twitter: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Instagram: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 

投票选出漫画大赛的获胜者 

让你的学生们参加将于2018年11月16-25日举行的在线投票：网站从2018年10月5日起上线。 

2：如何教授敏感话题 

 请注意：你在这些活动中和学生们进行的讨论需要以敏感方式加以处理，并考虑到学生的背景和经历。你想让课堂成为学生们

的一个安全场所，以分享他们的想法甚至经历。有一些学生可能希望免于进行某些讨论，应尊重这一选择。对于某些儿童来

说，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考虑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不可接受的想法，或者所有儿童的共同经历。 

你会发现这里的建议都是有用的提醒，即便你在处理敏感话题时已经遇到过。 

课程开始前： 

• 你是否已经知道特定的某个学生或多个学生亲身受到暴力问题的影响？如果是，你可以提前告诉他们你将会讨论如何终

结学校内外暴力的话题，并确认他们是否愿意参加。你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关选择，比如不参加讨论、必要时可以离开房间，以

及和你或适当的同事进一步讨论该事宜（例如学校辅导员或经验更丰富的人）。

课程开始时： 

• 如果你已经为管理在课堂上进行的包容性的、相互尊重的讨论制定了标准“基本规则”，请在课程开始解释你将要讨论

重要但敏感的问题时参考这些规则。

• 如果你并未制定此类基本规则，能否和你的学生们一起制定？这将有助于他们练习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和移情技能，而且

他们将更加有主人翁精神，并进一步承诺尊重规则。可以在课堂上解释和展示这些规则，以便经常使用。提示性问题：

https://uni.cf/SSCC-en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uritius_Road_Signs_-_Warning_Sign_-_Other_dangers.sv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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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你认为我们应该制定哪些规则，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感到安全？【对于保密性，小组之外的人无需知道谁说了什么

（除非其中一个学生说了什么东西，使得教师觉得他们不安全或者需要活动之外的一些帮助或支持）】

o 我们可以如何为每个人提供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而不仅仅是觉得有信心的学生？ 【一次只能由一个人发言；不能打断；认真且有礼

貌地聆听别人在说什么；必要时使用“发言棒”（只有举起发言棒的人才能发言）；如果学生不想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可以写出来；

如果有人全程一言不发，我们可以问问他们是否想发言（不强迫），等等】

o 如果有人不想发表意见，我们应该做什么？【尊重这一选择且不强迫他们发言或让他们觉得尴尬（发表意见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义

务）；理解有些人会觉得在小组内发表意见会比他人更自信，但每个人都有宝贵的意见，可以以适合他们的许多不同方式进行表述】

o 如果我们彼此出现意见分歧，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如何以有礼貌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而不是伤人或粗鲁的方式？【有礼貌地让发表

意见的人说明理由，以便我们更好理解；质疑想法，而不是提出想法的人； 感谢他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并解释你有不同的想法及其原

因；使用“我认为......”等语言，而不是“你是......”；不要使用冒犯性的评论、辱骂或污言秽语；如果你很生气或非常激动，那

么首先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再发言；理解（对于成年人或儿童来说）不存在完全的言论自由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发言会伤害他人

的权利或声誉，或者会促使人们伤害别人，我们就绝对不能说我们想说的任何东西；在你说任何话之前，想一下“这是否正确？这是否

必要？这是否友好？”；表示“感谢您花时间进行解释。我们同意或不同意这一问题”，等等】

o 如果有人感到不安，我们应该做什么？ 【让一个朋友安慰他们；为他们提供继续进行或停止讨论的机会；不要把注意力引向他们或强

迫他们发表错误的意见，但尊重他们的隐私；在房间里准备一个安静的角落，如果他们需要，可以去哪里；教师可以提议与他们单独进

行谈话；在他们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当它们做好准备时，欢迎他们回到活动中来，等等】

• 有礼貌地引入主题。如果你的时间不够，切勿试图跳过“设定场景”讨论或活动。想象一下，你正在小心翼翼地打开糖果/弹球/豆子罐的盖子

（代表可能敏感的情绪），这可能大有帮助。你不想突然之间在房间内以不可控的方式露出所有内容物。相反，应该慢慢打开盖子，仔细优雅

地倾倒出内容物。

• 尽可能多地专注于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

• 如果你认为这在当地背景下是必要的（文化注意事项、特定个性和小组动态等），你可以根据年龄、性别或经历，将班级分成更小的组，以便

营造更加放松的氛围，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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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课程期间： 

• 留意学生们的肢体语言以及他们彼此交流的方式。是否有任何人感到不安？是否有任何人不适或非常沉默寡言？以有礼貌且适

当的方式进行干预。必要时为他们提供停止参加活动的机会。（另请参阅在某个学生感到不安时基本规则中的建议）。

• 必要时，穿插一些能让人“提神”或“平静”的活动，改变一下氛围。

• 【参见下方关于在儿童透露暴力行为后需要采取行动的第 3 节】

课程结束时： 

•确保正确完成课程。你需要轻轻地将所有“糖果/弹球/豆子”收回“罐”中，并盖上盖子。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做到这一

点：为学生们提供通过小组活动提供反馈并提出任何问题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所担心，为他们提供在课后和你单独谈话的机会；

感谢学生们发表的周到/富于创意/有趣的意见，感谢学生们以友好且有礼貌的方式聆听彼此的意见；表示你因为他们能就这一艰

难的话题贡献自己宝贵的想法而为他们感到自豪；使讨论走向积极的基调（着眼未来）；以积极、最好是有趣的基调结束课程

（适合年龄的歌曲、舞蹈、笑话等）。

课程结束后： 

•做好学生找到你讨论可能困扰他们的任何事情的准备。

•跟进你承诺做到的任何事情，例如查找与某事有关的更多信息。

•如果可能，在一年中向全班提供 WLL/UNICEF 活动进展情况的反馈（例如，密切关注相关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帖子）。

进一步阅读： 

你会发现，下列关于如何在课堂上处理有争议的话题的建议的来源非常有用。 

乐施会（英国）有关教授有争议问题的指南  

历史学会有关教授情绪化和有争议历史的指南 

3：在儿童透露暴力行为后需要采取的行动 

https://www.oxfam.org.uk/education/resources/teaching-controversial-issues
https://www.history.org.uk/resource/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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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在开展相关活动时，必须将所涉及的儿童安全和福祉视为首要考虑事项，这一点至关重要。本活动包中的活动旨在

尽可能多地从积极、基于解决方案的角度解决暴力问题。但是，与儿童进行的关于任何主题的讨论，都可能显露出儿童可能

面临受到伤害的危险。当讨论明确专注于安全和远离暴力的受保护权时，这一点尤其如此。 

如果一个孩子透露出关于他们自己或其他孩子的任何信息，表明他们可能面临受到伤害的危险，以下指南将帮助你了解如何

作出应对。当然，这有可能是不会发生的！此处的指南并不是要吓唬你，而是要让你做好准备并增强你的信心。对于那些经

验已经很丰富的人士而言，这可以作为一种清醒剂。 

在开展活动前，仔细考虑你在不同的场景中应该做什么。你做得越多，就会觉得越有信心。如果你对某件事情不太确定，请咨询其他同事。你将要

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背景。有些国家具有界定得非常明确的政策和程序，应严格遵守，但其他人不愿遵守。 

提前进行准备： 

• 是否存在使得你向外部当局报告顾虑成为一项强制规定的法律？ 

• 你所在的学校或组织是否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程序？【如果是，应确保你熟悉并遵守这些政策和程序。】

• 你所在的学校或组织是否有负责处理儿童保护或安全问题的指定焦点人？ 【如果有，提前告知他们你将教授关于安全/暴力主题

的内容，并确保你知道如何联系他们。如果一个孩子向你透露了暴力行为，应向他们征求关于应该做什么的建议。】

• 是否有当地或全国性的咨询/热线电话，使得你或是一名儿童可以拨打求助?【一些国家也提供儿童在线咨询服务。】

• 你接受过儿童安全方面的培训吗？【如果接受过，你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培训的笔记，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 如果这些都不具备（即没有政策或程序，没有焦点，没有热线电话，也没有培训）：询问同事这种情况以前是否发生过，如果是，都发生了什

么，以及理想情况下应该怎么办；阅读这里提供的指南，思考不同行动方案的后果，牢记相关法律以及个别儿童的最佳利益，以及其他任何可

能受到同一行凶者或相同情况伤害的儿童的最佳利益。

儿童保护/安全焦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热线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线咨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uritius_Road_Signs_-_Warning_Sign_-_Other_dangers.sv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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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儿童对暴力行为的揭露： 

• 【如果相关】帮助儿童获得急救等紧急医疗救助。

• 让儿童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在谈话过程中不要回应或试图接话。

• 你所在的学校或组织是否制定了政策、程序和/或设立了安全焦点：

o 遵循相关程序

o 尽快把孩子说的话写下来，包括孩子的姓名。

o 谈话结束后立即向学校/组织的安全焦点报告该信息。即使你不确定其中的细节，但报告这一

问题是你的责任。 进一步了解事件原委是他们的职责。 

o  尽管一些儿童的描述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不那么严重的暴力”，但重要的并不是在这个阶段对事件的严重性做出判断。

所有事件都应当向安全焦点报告，其随后将在需要时根据学校/组织的安全政策、遵照正确的程序向上级报告任何顾虑。 

• 如果你所在的学校或组织没有制定政策、程序或设立安全焦点：

o 课程结束后再和孩子谈话。向他们说明你想帮助他们，但是不要承诺保密：你可能需要告诉其他人，以便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帮

助。在这个时候，儿童可能会选择不再透露任何更多信息，遇到这种情况，要尊重他们的决定，不要强迫他们，但是要明确告诉他

们，如果他们改变了主意，可以随时找你谈谈。

o 你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已开通的任何热线电话的详情。

o 如果儿童选择告诉你更多信息，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应对、应该说什么以及不应该说什么的详细建议，请参见儿童希望儿童保

护政策与流程工具包：怎样创建一个对儿童安全的组织【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版本】——附录 11（来自一名儿童

的陈述——倾听儿童对虐待行为的揭露）。 附录 1（识别虐待的迹象）也可能有用。

o 最后，让儿童知道你接下来会做什么，以及你会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情。

o 根据你与同事进行的初步讨论、你遵守的法律框架，同时在考虑到儿童或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任何儿童的最佳利益的情况下采取适当

行动。这可能涉及或不涉及向警方或社会服务机构等外部当局报告案件。如果涉及外部当局，他们有责任调查这一事件，而不是你。

o 如果你觉得需要帮助，就自己去寻求帮助。

http://createsolutions.org/cp_toolkit.htm
http://createsolutions.org/cp_toolk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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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 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但需要未雨绸缪，以防万一！ 

公开和敏感地讨论结束针对儿童的暴力的方式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使得儿童和成

年人能够采取行动，打破习惯性沉默，帮助每个儿童享有得到保护和受教育的权利。 

感谢你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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