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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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从小就非常听话，身体

也特别好，从出生开始，不管她

睡着多长时间，把她叫醒她都不

会哭闹，反而会笑眯眯地看着

我，特别可爱。

可是到了两岁时，她开始会

打周围的小朋友。每次带她到

游乐场玩，她总会把旁边的小朋

友打哭。有一次，还揪了一个女

孩的头发，我急忙向女孩和家长

道歉，也大声斥责了女儿。在我

的要求下，女儿勉强道了歉，可

依然会打人。

又一次，我们回老家，女儿

和邻居家同龄的小姑娘一起玩

耍时，不知什么原因，一把把那

个女孩的脸抓出了血印，女孩撕

心裂肺地哭起来，邻居看到后心

疼不已，但又碍于面子没有说什

么，我尴尬极了，狠狠打了女儿

的手，她也大哭起来。我既心疼

又无奈。

我的专业虽是学前教育，但

做母亲还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

验。于是，我上网查找了很多资

料，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孩子出生以来，一直是我

妈妈在帮我带孩子。我很了解

妈妈，她节俭惯了，不舍得花钱

让孩子玩一些需要消费的项目，

久而久之，估计孩子是没有安全

感，也就有了占有欲。她总是要

一个人滑滑梯，一个人玩玩具，

生怕玩具被别人抢走。

另一个原因是女儿还小，她

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

求，担心其他小朋友来抢的恐惧

无法表达，只有通过动手来捍卫

自己的利益，并不懂得寻求大人

的帮助，这也是一种无助的表

现。加之孩子并不知道打人是

错误的行为，所以屡教屡犯，屡

犯不改。

总结出原因后，我先和妈妈

进行了沟通，让妈妈适当满足女

儿的一些要求，给她一些安全感。

俗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我和老公每天也尽可能多

地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周末带

孩子到公园或郊外玩，让女儿感

受到我们的爱。在她高兴的时

候，我时常和她聊天，问她喜欢

什么，不喜欢什么，鼓励她大胆

表达自己的喜好。告诉她，对于

自己不喜欢的行为，一定要告诉

妈妈或爸爸，我们帮助她一起解

决。

之后的几周，女儿打人的行

为少了很多，但偶尔还是会打别

的小朋友。

我应该让她意识到打人是

不对的，是会受到一定惩罚的。

当然不是以暴制暴，那样只会适

得其反，甚至愈演愈烈。于是，

当我带她出去玩或者买东西给

她吃的时候，她一旦出现打人的

情况，我会立即抱着她回家，不

让她继续玩，也不给她买东西

吃，让她知道打人是不对的，打

人之后自己也得不到想要的东

西，这样几次以后，女儿再也不

打人了，还学会了正确表达自己

的需求。

卢梭说过：“人的教育在他

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他不会

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就已

经受到教育了，教育的基础是家

庭。”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深

远，当孩子出现问题时，我们不

可以袖手旁观，而应该积极探索

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好办法，为孩

子纠错的过程，也是家长自身不

断成长的过程。

区别是否为家庭暴力
主要看目的和结果

家是充满亲情与爱的住所，是

每个家庭成员的栖息之所，然而有

些家庭仍然存在着暴力，严重侵害

着家庭成员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

利。

《反家庭暴力法》施行 5 年来，

已经成为了预防和处置家庭暴力，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有力法

律武器。《反家庭暴力法》设制的强

制报告、告诫、人身安全保护令等

制度已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

杨竹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明确禁止家庭暴力，禁

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反

家庭暴力法》也明确规定，家庭成

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

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

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都属于家庭暴力。

夫妻间吵架是家暴吗？孩子

不听话，父母体罚孩子是家暴吗？

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杨竹一强调，

家庭暴力不同于一般的家庭冲

突。家庭暴力主要包括身体暴力、

性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控制四种

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夫妻之间偶

尔的打闹、争吵，如果不会给对方

造成人身自由、身心健康等方面的

侵害，也就不构成家庭暴力。

那么，家庭暴力与教育惩戒又

有什么区别呢？巨红琳表示，二者

主要是目的的不同，家庭暴力主要

是宣泄个人的情绪，而教育惩戒则

是为了对孩子起到教育的作用，前

期家长应制定相应规则，事后要对

孩子进行情绪安抚。家庭暴力与

教育惩戒在造成伤害的程度和持

续时间上也会有所区别，我们应该

正确区分。

家庭暴力对孩子伤害
极大

全国妇联于2020 年 11 月发布

的数据显示，2.7 亿个家庭中，约

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调查显

示，家暴原因中，有30%是因为家庭

琐事。家暴案件中有57%是夫妻和

同居伴侣之间的暴力。

然而，女性绝非家暴的唯一受

害者。根据全国妇联的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也有男性会被伴侣殴

打，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

与年迈父母之间也会存在家暴行

为。

当家庭暴力发生时，从心理角

度来说，受伤最深的往往是孩子。

巨红琳表示，长期遭遇家庭暴力的

孩子会出现厌学、自残、自卑等心

理问题，更严重的会产生抑郁症，

出现自残行为，甚至在将来也可能

成长为一个施暴者。

当孩子目睹家庭暴力或者遭

遇家庭暴力时，应该怎么办？杨竹

一表示，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应第

一时间报警，同时寻求他人帮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中，明确表示要通过“社会协

同”实现对孩子的权利保护，其中

包括向社区、居委会、学校、社会公

益组织、邻居亲友等寻求帮助。

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家长如

何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施暴者？

胡东海给出几点建议：

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学会

控制情绪，为孩子树立榜样。

其次，要提高法律意识，《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 等法律都已将未成年人保护

写进了法律中，施行家暴，就是

触犯了相关法律，将会受到法律

的制裁。

第三，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共同

商量防止暴力发生的方法。比如，

当情绪难以控制的时候，共同设定

一个临界词，当说到这个临界词

时，大家都要冷静下来，或者让自

己深呼吸、快步走、拨打朋友电话

倾诉等等，这些都是让暴力情绪降

温的有效方法。

第四，成为施暴者的原因大多

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或是精神

压力过大导致，如果确实有这方面

的困扰，建议寻求专业人士的帮

助，找到自己的问题根源，通过专

业的心理疏导，树立起足够的安全

感和信心，提升自我价值感和归属

感。

第五，学习非暴力沟通的技

巧。平常要主动增加夫妻感情、亲

子关系中积极的部分，比如牵手、

拥抱、鼓励，多一些陪伴和理解，就

会少一些矛盾。

遭遇家暴，如何收集
证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基础。然而，家庭暴力的

存在，严重损害家庭成员的身心健

康，破坏家庭的和谐，成为影响社

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实际生活中，家暴受害人

“取证难”问题比较突出，当遭遇

家暴，我们应该如何收集证据？

杨竹一表示，证据对证明有家暴

事实或现实危险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因为部分家暴受害人缺少

保存和收集证据的意识，导致一

些家暴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力的

处理和追究，甚至造成更严重的

后果。

杨竹一介绍，为了帮助受害人

树立证据意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11月25日，全国妇联发布

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

引》，目的就是告诉受害人哪些可

以作为证据，怎么收集证据，收集

的证据用来干什么。

其中主要包括：

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

证据——

1.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伤情鉴定意见

等。

2.村（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

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

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

等。

3.因家庭暴力就医时，就医的

病历资料、诊疗花费票据等。

4.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录

音、录像等。

5.对家庭暴力造成的身体伤痕

和打砸现场拍照、录像等。

6.施暴人的保证书、承诺书、悔

过书等。

7.目睹或听到家庭暴力发生情

况的邻居、同事、未成年子女的证

人证言。

8.受害人自己叙述遭受家庭暴

力的情况陈述。

证明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
的证据——

1.《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

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因遭遇家

暴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

在 72 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

在24小时内作出。

2.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

微信、QQ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威

胁、恐吓的，受害人可以录音、截屏

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

件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

据。

家暴不只是家务事，反家庭暴

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

责任。当遭遇家暴时，我们要勇敢

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并做

好证据保存，捍卫自己的人身权

利。

家是温馨的港湾，不是充满硝

烟的战场，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树

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努力回归幸福家

庭，远离暴力阴影。

女儿的小学发了一则通知，告知

家长学校将某个周五设置为“无课本

日”，提醒家长当天将孩子书包里的课

本清空，代之以孩子爱吃的零食，也可

以换下校服穿上爱穿的衣服，并准备

一两个擅长的节目。

女儿很开心，早早地就开始期待

这一天。在“双减”的宏观背景下，学

校设置“无课本日”的意义远不止于单

纯的“减负”，更折射出了一种基于儿

童视角审视下的教育哲学。

在这一天，孩子们不再受到某种

人为价值观的界定，也不必以某个标

尺的刻度作为言行的依据，他们可以

从儿童的自然本性出发，充分尊重儿

童天然的审美和元认知，让一切本质

意义上的教育在校园里自然而然、生

动活泼地流淌和发生，让学校教育的

价值评判和教育手段主动地向儿童的

生命自由靠拢。

英国教育学家怀特海在谈到儿童

发展阶段时提出三阶段循环理论，其

中起始阶段的特征是“浪漫”，此时，儿

童对事物的认知表现出一种整体、粗

浅、朦胧、好奇的特点，在这个阶段，教

育必须侧重于自由，让儿童独自去参

与、独自去领会、独自去行动。而“无

课本日”通过体育、艺术、手工、科技等

一系列让儿童释放活力、张扬个性的

活动安排，构建起了一种生本理念下

的人性化教育系统，让孩子像一个孩

子，不仅跳出了狭隘意义上的“学习”，

而且有利于放飞孩子的童心与遐想。

试想，在那阳光明媚的一天，校园里的

每一个空间都释放着自由自在的因

子，各个功能区域都彰显着与之相应

的气质，孩子们或动手、或动脑、或表

达、或思考、或舞蹈，思维的创新、习惯

的养成、个性的发展、品格的健全在良

性的轨道上得以促进和生长，孩子们

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更多地认识自

然、感受生活、探索生命的意义，每一

个儿童都在自己的“跑道”上逐梦向

阳。在这种氛围下，或许才有真正意

义上的教育。

无课本不等于无学习。真正的教

育从来都不局限于课本。教育不能被

功利左右，在教育路上一直负重前行

未必能达到成功的彼岸，教育的过程

需要长远的目光引导。在“无课本日”

让儿童暂时放下课本，融入生活，体悟

群体生活的美好和个体生命的价值，

以独特性、多样性充实学校教育，不仅

充满了对儿童生命的尊重，充满了教

育的温情，更是一种教育的大智慧。

这种教育形式让学习走向广阔的天

地，在特定情境下拓宽了学习的边界，

也让学习的内涵更加丰富。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多元时代，教

育更需要释放儿童的生命空间，也需

要我们真正倾听儿童的声音，重视儿

童的体验，让他们在包容、自由的氛围

中学会认识自我、理解生活，从而让每

一个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慢慢成

长为独特、灵动、丰富的生命个体。

““无课本日无课本日””的教育哲学的教育哲学
■ 杨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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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五周年——

携手反家暴 共同守护爱

每年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2016年3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

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同时，家庭暴力被作为婚姻家

庭禁止性规定，明确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表明了国家的坚定立场，家暴不是

“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

责任。

什么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有哪些类型？遭遇家

庭暴力，我们应该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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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暴力说‘不

’”，《教育导报•家教周刊》特约专家、成都市一缕阳光家

庭教育公益服务中心发起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巨红

琳，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家事部副主任杨竹一，国家心理

咨询师胡东海受邀做客演播间，深入探讨反家庭暴力的

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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