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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暴力在如今已经是个频发事件,在如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
而研究校园暴力行为需要从多个角度结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从法学角度出发,研
究在法治领域下如何预防校园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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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暴力行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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