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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

一直坚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

记得女儿上学后，第一次

需要做作业的那一天，我对女

儿说：“你做作业，爸爸也要做

作业，咱们俩比赛，看谁做得

又快又好！”

说着，我拿出方格稿纸和

笔，坐到了办公桌前。当时，

我是写作函授班的学员，每月

确实有作业需要完成。女儿

高兴地连连拍手，随之拿来书

包，坐到了专供她做作业的小

桌子前，摆好作业本，埋头开

始做了起来。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有

一天，他的作业还没做完，我

家隔壁的一个孩子过来叫他

出去玩。他瞥了我一眼，很想

去玩的样子。我正在旁边写

稿，顺势对儿子说：“你看，爸

爸在一篇稿子没写完之前，是

不会出门的。”儿子“嗯”了一

声，埋头继续做起了作业。

有时，我实在找不到写作

灵感，就抄范文。为了加深印

象，我常常把报纸、杂志上自

己喜欢的文章抄写到本子上，

有空就读。这样，既给孩子做

出了一个好的榜样，又能提高

自己的写作能力。

女儿升入高中的那一年，

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在外打

了几年工的我，回家乡工作

了。

一天晚上，女儿下晚自习

刚回家就对我说，学校为家长

准备了一场报告会，演讲者是

专门从北京请来的教育专

家。学校要求每个家长必须

参加。女儿还说，老师下完通

知之后，还专门问了十多个同

学，问他们的家长能不能去参

加？有的回答说，家长在外地

工作，去不了；有的回答说，家

长上班很忙，没时间去。……

老师很生气，当场打了几个家

长的电话询问，结果证明，同

学们的话，果然百分之九十是

假的。

我急忙问女儿：“你没骗

老师吧？”

女儿得意地说：“没有，我

可是像爸爸，不忘做诚实人，

说诚实话。我倒希望咱家有

人去参加。”

第二天晚上，我提前二十

多分钟就赶到了学校的会

场。专家讲了两个多小时，我

一直认真听着，因为我回去以

后，还要把内容详细讲给女儿

听，也让她知道，认真听讲的

重要。

两个孩子参加工作后，我

也常常和他们聊工作上的事，

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

们工作要积极主动、有责任

心，始终不忘“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他们也都能

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色的完成

好自己的工作。在我的鼓励

下，女儿还如愿拿到了执业医

师资格证。

看来，家长给孩子做出好

的榜样，力量还真是无穷的！

吃过晚饭，我去厨房洗碗，8岁的

儿子则去了他姐姐的房间。女儿在房

里，我惯性地认为儿子是找他姐姐玩

去了，谁知道才几分钟的时间，女儿的

房间里传来了儿子的哭闹声，怎么

了？我赶紧跑过去，一看才知道，这姐

弟俩又争上了，儿子正攥着他姐姐的

东西死命不撒手。

不看都知道，这两人抢的东西是

前几天女儿同学刚送她的那个玻璃球

小礼物。见我过去，女儿也不出声，只

静静地瞄了我一眼，反正也是不撒

手。我赶紧上前，一边劝导儿子松手，

一边顺势掰动着儿子的手，告诉他不

要乱动姐姐的东西。应该是感觉我没

有帮他，儿子“哇”地一声哭得更响

了。不理他这一套，我还是劝说他赶

紧松手。倒是看我这架势，姐姐先妥

协了，她松开了手。见姐姐松手，儿子

便立马抓着玻璃球想溜。察觉到他的

心思，我一把拉住他，还是提醒他，这

是姐姐的东西，如果姐姐没有同意给

你玩或者送你，你不能随意拿走。

可能是这主张反复强调得多了，

女儿不由地笑了，她说，算了，给他玩

吧，不过千万别弄破了。儿子应声而

去，可是很明显，女儿并不放心，她开

始坐在弟弟身边，时刻关注着他会不

会摔落玻璃球。我忍不住好奇，问女

儿：“这么在乎，干吗还给他玩？你知

道的，如果你不允许，我绝对会劝说他

放下来。”女儿笑了笑，说：“我自然是

舍不得啊，不过因为你刚才的举动，我

愿意让他玩一会儿。”我惊讶，问：“我

刚才怎么了？”女儿说：“你没有因为弟

弟要，没有因为弟弟哭了，便强迫我必

须要给弟弟玩。虽然说一直以来，你

都是这样，可我以为，这次你会觉得这

只是一个小玩意，弟弟要玩就玩啊，摔

了也没关系，但你没有这样……你知

道这是我同学送我的毕业礼物，对我

很珍贵，知道我想好好收藏，你尊重

我，而不是像别的父母一样，让我‘大

的让小的’。”

女儿说，她有个同学，前几天就说

到这样一件事，说她弟弟又哭又闹非

要翻她的衣橱，而那个同学的奶奶便

说，翻一下有什么关系，做姐姐的就不

能让一让弟弟，翻一下又不会少什

么。然后她哭了好久。女儿说，妈妈，

你让我温暖。

这是一件小事，这样的事，对有两

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应该都有发生，

但此时此刻，我因为女儿的几句话，却

感觉心头为之一震。确实，很多家庭

有这种传统，大的让小的，他们觉得这

稀松平常且习以为常，却不知由此让

多少大的孩子伤透了心，又有多少小

的孩子因此养成了骄横跋扈的性格，

“让一让”事小，但可以预见，其后的一

众连锁反应事大。

同是孩子，身为父母，最好要学会

沟通，学会一视同仁，学会尊重和理

解。年龄小，确实是处于弱势，但再弱

势，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要是非分明，

作为家长，真的不可以一味偏幼。以事

实为依据，用道理当牵引，不去一味地

偏袒，也不一味地去责备，让孩子们在

正确处事观里感受到温暖和友爱，我想

这是每对父母都要认真学习的事。

开展抑郁症筛查
学校需把握两个“度”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

《 中 国 国 民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9—2020）》 显示，2020 年中国

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 24.6%，其中

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高中阶段的

检出率明显高于小学和初中。这意味

着，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存在高比重的

抑郁症患者，防止青少年抑郁刻不容

缓。

其实早在 2020 年，国家卫健委就

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

作方案》，从筛查、预防到治疗，给出了

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方案提出，各

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

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

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

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开

展抑郁症筛查。

教育部重视对青少年进行预防抑

郁症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青少

年全面发展、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一项重要工作。此次教育部明确将抑

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也是为了通

过普筛最大限度地检查出学生群体中

的抑郁症患者，此举也便于多部门开

展合作，共同控制青少年抑郁症的发

展态势。

教育部在回复政协委员提案时专

门提到要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

重点关注。那么，学校又该如何把握

“重点关注”的度？

陈棡表示，学校需主动把握好“范

围度”和“深入度”两个尺度的问题，在

进行筛查结果反馈时，要格外注重学

生隐私保护的问题，整个过程均由专

业心理机构来做，同时筛查结果只会

反馈给班主任及学生家长，并指派专

人指导家长和班主任观察学生的异常

举动。“学校要建立专门的隐私保护机

制，一个学生一个账户，并生成独立的

分析报告，同时，学校要与筛查机构签

订保密协议，保障学生的隐私安全。”

陈棡说。

正确认识抑郁症
家长要做好“察言观色”

“今天是2019年1月1日，现在是

零点。今天是我失眠的第五天。现

在，群里面都在发新年愿望。我没什

么愿望，如果非要说一个的话，就是

希 望 我 2019 年 ， 可 以 睡 个 好

觉。……”这是电视剧《小欢喜》中

乔英子的日记。

这部电视剧，让家庭教育、亲子关

系再一次成为热议的焦点。乔英子这

个优秀学生，因为母亲的控制欲陷入

了抑郁，甚至有了轻生的行为。

升学压力以及家庭压力让一些青

少年陷入抑郁，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

话题。有些家长则会轻率地把孩子口

中的抑郁看作“逃避学习压力”的借

口，认为这只是孩子抗压能力不强，没

什么大问题。

李萍表示，通过大量的咨询案例

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孩子患上抑郁
症，很大程度源于家长不当的家庭教
育方式和观念。今年10月，国家正式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其中明确指出父母或监护人应
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父母
应该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掌握科
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
能力。认识到自己教育孩子的主体责

任，有规划地对孩子实施教育。”李

萍说。
家长应该认识到，抑郁症不是普通

的悲伤、失落。它是一种全身性疾病，

而且现在许多研究表明，它有器质性的

基础，也可以影响全身各个器官。对青

少年群体，尤其要警惕“微笑抑郁症”的

出现。李萍表示，家长要充分掌握青少

年的认知发展规律，在孩子的成长期，

重点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做好预防，

走出家庭教育的一些误区。

如何判断孩子可能得了抑郁症？

陈棡给家长们支招，抑郁症最为突出

的症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情绪低

落；二是兴趣丧失。如果孩子情绪低

落状态持续时间超过两周以上，并通

常伴随社会功能受限、睡眠障碍、体

重变化，严重的还会伴有思维障碍、

自杀念头和行为等，家长就要考虑孩

子是否患有抑郁症了。学校也要定期

做好老师和家长培训，对孩子进行

“察言观色”，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

陈棡还提醒家长，不当的目标设

置更容易导致孩子抑郁。“双减”政策

实施以后，更多的时间还给了孩子，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然而，由

于无从评价孩子平时学习的效果，一

些家长的焦虑感并未减轻，部分家长

将‘智’育放在了‘德’育前面，给孩子

设置了不当的学习目标，孩子压力过

大，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在实行‘双减’政策的基础上，学

校还有‘三提’，即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提高作业布置质量、提高课后服务质

量，用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所以家

长不应过于焦虑。”陈棡说，目前，学校

还辅有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用以

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例如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创造发明、德行教养等，多

方面、多维度地评价孩子，不仅仅是

“唯分数论”。

孩子抑郁了怎么办？
接纳和包容是第一要义

在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中，有一个确诊抑郁症的孩子钟华（化

名），她曾回忆起和父亲袒露心声的时

刻，“学校一天一共8节课，我就会趴在

桌子上8节课。回家之后就躺在床上，

有的时候哭，有的时候不哭，然后一躺

躺5个小时。洗澡或者洗脸刷牙，然后

晚上再接着继续失眠。这个状态真的

很消耗我。”这种心理状态让钟华几近

崩溃。

钟华的母亲知道女儿的状态后，

假装平静地作出让女儿休学的决定。

没想到，恰恰是父母那一刻的接纳，让

钟华决定继续自己的生命。

陈棡强调，当孩子通过筛查发现有

抑郁症倾向后，家长首先应该做的就是

接纳，同时找专业的心理机构，对孩子

进行必要的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

治疗结束后，如何帮助抑郁症孩

子回归正常生活？李萍建议，学校心

理老师需要指导家长学会陪伴和沟

通，学校还应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3人

左右的陪伴团体，或者配备一个“心灵

导师”，给予孩子心理疏导。同时，帮

助孩子实现自身价值的重构，让孩子

找到自己感兴趣和有获得感的事情。

不以长幼论是非不以长幼论是非 ■ 管洪芬

榜样的
力量

■ 文敏

教育部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

当少年也识“愁”滋味……
■ 记者 周睿

近日，教育部对政协委员《关于
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
的提案》进行了答复，其中明确将抑
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
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抑郁症？教
育部的这一举措有何重要意义？家
长和学校如何帮助抑郁症孩子回归
正常生活？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
联合四川广播电视台妇女儿童频
道，通过品牌栏目《金熊猫说教育》，
策划了最新一期访谈主题“抑郁症
纳入学生体检，让那只‘黑狗’不再
咬我”。我们邀请了两位《教育导
报·家教周刊》特约专家——成都市
青羊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科研室主
任李萍，国家心理咨询师、成都八中
学生发展中心主任陈棡，深入探讨
防治青少年抑郁症的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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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亲子关系

创设交流环境

保证充足睡眠

加强运动

Tips：如何预防青少年抑郁？

和睦的家庭氛围和良好

的亲子关系，是预防抑郁症的

首要条件。

学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减轻

孩子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

研究显示，充足的睡眠可

以帮助青少年降低患抑郁症

的风险。

包括户外运动和家庭劳

动，保证每天不少于一小时的

运动时间，这也是亲子陪伴的

重要活动。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榜样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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