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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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出生后，亲戚们都喜欢给孩

子送玩具，我也因为见朋友家的孩子

拥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不想让她受委

屈，因而不停地给她添置玩具。家里

的玩具越来越多，最后，我把杂物间腾

了出来，专门用来给女儿堆玩具。女

儿玩玩这个，再玩玩那个，不停地换着

新的玩。可是，拥有这么多玩具，她还

是不满足，逛商场遇到喜欢的玩具，她

便不肯撒手，非要买回家，但买回家几

天就不喜欢了。

女儿拥有那么多玩具，却玩得并

不开心，她总感觉这些玩具没有一个

是她最爱的。有一天，见她在一堆玩

具里发呆，我好奇地问：“宝贝，有这么

多玩具，你幸福吗？”她大声地回答我：

“不幸福。”拥有一屋子的玩具，那可是

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呀，可是她却不

知足，我不理解，便觉得现在的小孩子

太不懂珍惜了。

想起自己小时候，只有一个小小

的粉色布娃娃。因为只有这一个玩

具，我格外珍惜，去哪里都抱着它，连

睡觉都舍不得放下。那个布娃娃陪伴

了我整个童年，成为我回忆里最温暖

的记忆。而那时候，这一个玩具给我

的幸福感，是女儿一屋子的玩具没有

办法比拟的。

那天，看到一本书上说，别给孩子

买太多玩具，当孩子拥有的选择项太

多时，孩子也会有选择困难症。玩具

多了，他会不知道玩哪一个，有可能对

哪一个都不感兴趣，也会觉得没有一

个玩具是好玩的。当孩子面对成堆的

玩具，他们的注意力便难以集中。我

这才知道，女儿是因为玩具太多，才导

致她没法专注地玩。

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开始整理女

儿的玩具屋，将不适合她年龄段的玩

具，她一点也不感兴趣的玩具挑拣出

来，送给了邻居家的小朋友。这样，每

隔一阵子清理一些，家里的玩具越来

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一箱子。那一个

纸箱里的玩具，是女儿精挑细选留下

来的，她很珍惜。虽然玩具少了，可女

儿玩的兴致却很高，每次都能玩得津

津有味，很专注、很享受。看着她快乐

又满足的神情，我幸庆及时知道了这

一个育儿知识：太多的玩具，会让孩子

在众多的选择项里迷茫。

爱孩子，就别给他太多选择，选几

个他最喜欢的玩具，给他时间和空间

让他尽情地玩。孩子在专注地玩时，

不仅能享受到快乐，更能锻炼手脚协

调能力和注意力。

回到老家，邻居一个3岁的孩

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是我见过最有叛逆性的孩

子。他说话迟，很多词说得不太清

楚，常常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

思。奶奶、妈妈也宠他。只要他脸

色一变或是大声尖叫，马上满足他

的各种愿望。我发现他把“不”这

个字说得准确而响亮。散步时，走

几步就不走了，非得让妈妈抱，妈

妈说：“自己走。”他头一偏，说：

“不。”玩不了几分钟，嘴馋，想喝牛

奶，妈妈说：“你刚吃了水果，等会

儿再喝。”他一边哭一边喊：“不。”

他手里有几颗葡萄，让他分享给姐

姐一颗，他手一背，大声说：“不。”

有人说，3 岁是孩子的第一

个叛逆期，孩子常常用“不”来

表达。可我却不以为然，拿这个

邻居的孩子来说，他的表现仅仅

是因为叛逆吗？他做事是那么任

性 ， 稍 微 有 不 如 意 ， 即 大 喊

“不”，他甚至看起来是那么自

私，连最亲爱的妈妈也不会分

享。在他的认知里，他是世界的

中心，他不知道怎样与周围的

人、事共处，不遵守任何规则。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学校里的

孩子们。

刚接一年级的同事，哭笑不

得，说现在的孩子真难教。个个都

是家里的“小皇帝”，说不得，碰不

得。疫情期间，家长不能送孩子入

校，这是规定，可是，一个一年级的

女生在校门口牵着爷爷的手，嘤嘤

地哭。值周老师上前询问，原来，

孩子有点感冒，已没有大碍，非得

让爷爷送进学校。老师一开导，孩

子破涕为笑，愿意跟老师进教室。

这边，爷爷却万般不舍，硬要往里

闯：“我把她送进教室就出来。”老

师一再解释，老人就是不听，这又

是谁不遵守规则呢？

我教四年级时，班里就有不少

家长向我反映：“叶老师，我的孩子

叛逆了，你说什么，他都跟你反着

干，我也管不了，一做作业就瞎做，

手机拿在手里，几个小时都不舍得

放下。孩子大了，打不是办法，可

是讲道理，他根本不听。你帮我批

评批评他，他听你的。”

我了解过这部分家长，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当孩子还

小时，孩子的生活中没有任何规

矩。如果孩子做完作业，想玩多

久游戏就玩多久。如果成绩考得

好，家长一高兴，玩具说买就

买。如果遇到家长心情不好，孩

子不仅手机玩不了，还得挨一顿

骂。小时候，家长能用权威控制

孩子，表面上，亲子关系和睦，

却忽略了孩子规则意识的培养，

孩子慢慢变得任性、无礼。长大

了，就把孩子的一切行为推给叛

逆，这到底是谁的错？

作为老师，作为家长，我们

更应该进一步思考：孩子在大人

身边学会成长。他们跌跌撞撞与

周围的世界联系，试探着什么能

做，什么不能做，一边抬头看大

人的反应。如果我们因为他们太

小，就帮他们找借口，认为他们

不用遵守规则，孩子的理解就会

混乱。在我们埋怨孩子任性、叛

逆、无礼时，我们才摆出一副说

教的面孔，为时已晚。勿以恶小

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大人

以平和的态度，坚持正确的观

点，坚决地执行，孩子才会自然

而然地成长为乖孩子。

别给孩子太多选择
■ 刘亚华

谁错了谁错了
■ 叶雪

拒绝校园霸拒绝校园霸凌凌
保护保护““少年的你少年的你””

■ 记者 周睿

近年来，校园霸凌事件屡屡闯进大家的视野，严重影响了广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关数据显示，全世界每3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曾遭受过同学
的欺凌。这样的数据令人心疼，也引发全社会的思考。

什么是校园霸凌？遭遇校园暴力怎么办？如何防止校园霸凌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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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了访谈主题“校园霸凌何时休”，《教育导报·家教周刊》特约专家、国家心理咨询师胡东海，新闻评论员侯珊珊受邀做客演播
间，深入探讨校园霸凌的相关话题。

校园霸凌时有发生
心理创伤影响深远
校园霸凌，是指一个或多个学生

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

等手段对受害者实施欺压、侮辱，造

成受害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

神损害的行为。2019—2020 年，华

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

在我国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广西、

四川六省（区）进行实地调研，结果显

示，校园霸凌发生率为32.4%。

胡东海表示，校园霸凌有很多种

情形，可分为关系欺凌、言语欺凌、身

体欺凌、网络欺凌等形式。例如使用

暴力、排挤与孤立、恶意造谣、起外号

等，这些方式都会给受害的孩子带来

精神伤害。

校园霸凌给青少年带来的影响

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会给孩子

带来恐惧感；其次，遭受霸凌的孩

子容易自卑；更为严重的是，被群

体孤立的孩子甚至会患上抑郁症。”

胡东海表示，校园霸凌产生的影响

是长期而深远的，遭受霸凌的孩子

有可能整个学生生涯乃至后来的人

生，都难以去掉校园霸凌、暴力的

阴影。

英国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认为，

被霸凌者走出校园不是痛苦的终

点。成年之后，被霸凌者在抑郁面前

更加脆弱，自尊心也相对低。在新的

环境里，霸凌和孤立往往又会找上他

们，36%的被霸凌者在新的学校和单

位里，会噩梦重现。

前不久，25岁的鹿道森溺水身

亡并留下了一封遗书，从网上曝光

的遗书内容不难看出，鹿道森曾是

一名山区留守儿童，他在上学时就

遭受过多次校园霸凌，他坦言，因

为自己的性格安静乖巧，所以就被

同学们起外号，甚至还曾被要求下

跪。

然而，即使在鹿道森长大之

后，命运对他的折磨也并没有终

止，在追梦的路上，他屡次碰壁，

最终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念，选择以

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成长

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总是在你不

经意间如浓雾弥漫开来。一遍又一

遍地重复提起，再次伤害。”他在遗

书中这样写道。

侯珊珊表示：“人们容易看见的

校园霸凌，多是具备故意伤害动

机、重复上演、形式激烈的校园暴

力事件。但是，鹿道森笔下的校园

霸凌，却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存

在、发生着，更接近‘冷暴力’这

种隐形暴力行为。”这种霸凌形式并

不那么明显，因此常常被老师和家

长所忽视。

遭遇校园霸凌
多数受害者选择沉默

很多影片中也反映了校园霸凌

事件，比如，曾提名第93届奥斯卡

最佳国际影片奖的电影 《少年的

你》。片中的施暴者魏莱表面是个乖

乖女，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却压

抑、冷酷的家庭。胡小蝶因为以她

为首的校园霸凌而跳楼自杀，被陈

念目睹真相，魏莱等人便追着陈念

不放，孤立、揪打、用排球砸、甚

至拍下侮辱性视频……这部电影将

校园霸凌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影片上映后，也引发了一众网友

关于校园霸凌的讨论，因为其中的霸

凌现象并非虚构，而是社会痛点。

2017年，因在校纠纷，彭州市隆丰中

学 2 名女学生于放学回家路上被外

校4名未成年人拦截，并被带到学校

附近一巷子里殴打羞辱，短短半分钟

时间，一女生被扇脸17次，这与片中

陈念的遭遇何其相似。

校园霸凌中的施暴者和受害者

往往有其自身特征。胡东海表示，施

暴者通常以自我为中心，情绪不稳

定，对权利的欲望较强，有着不幸福

的原生家庭，长期被家长漠视或打

骂。而性格内向、自卑，有身体缺陷

或身份异样，人际关系不太好的孩子

更容易遭遇校园霸凌。

很多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都会

选择沉默，导致施暴者愈演愈烈。有

调查数据显示，遭受欺凌后选择“藏

在心里”的学生经常遭受欺凌的概率

为45.2%，而选择“跟父母说”的仅占

11.7% ，选 择“ 跟 老 师 说 ”的 仅 占

14.3%。

胡东海认为，如果孩子在之前与

父母的沟通过程中，长期得不到父母

的理解和支持，或者不知道如何处

理，内心恐惧、羞耻，害怕继续遭受责

罚，后面即便遭受了校园暴力也会选

择不告知父母和老师。

这就需要家长多观察孩子的心

理变化，倾听孩子的真实想法，从

心里认可和理解孩子，一旦发现孩

子成为了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一定

要第一时间找到老师了解情况，并

做好评估工作，持续关注孩子的心

理状态，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

底气。

防止校园霸凌
需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在《和陌生人说话》的一期节目

《狱外来信》中，提到了一个叫陈泗翰

的男生。一场校园霸凌，彻底改变他

的人生轨迹。

在任何人看来，陈泗翰都是一个

成绩很好、很乖的学生。2014年4月

30 日，当时距离中考只剩一个多月

的时间。那天，陈泗翰在排队等着打

饭，被身后的同学李锦明（化名）故意

踩了一脚。陈泗翰气不过，两人当场

打了起来，瘦弱的陈泗翰打不过李锦

明和他的同伙，最后还是食堂阿姨制

止了这场斗殴。

但李锦明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放学后他又带着十几个人把陈泗翰

强行拉到附近小区边踢边打，陈泗翰

防卫过当，用一把小刀当场刺死了李

锦明。

陈泗翰最终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21年4月8日，陈泗翰因为表现良

好，提前出狱。

在未成年管教

所里，他没有自暴

自弃，参加征文比

赛、唱歌比赛，还

自学吉他、萨克斯，成立乐队，生

活在抬头只能看到四四方方天空的

环境中，他依旧向阳，保持良好的

心态，最终通过努力，拿到了刑法

专业的大专文凭。

“校园霸凌很可怕，但我们希望

孩子们在遭遇校园霸凌时，不要沉

默，不要冲动，这不是你的错，要勇敢

站出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侯

珊珊说。

我国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

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

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

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

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

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

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

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

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

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

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

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

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

理。

除此以外，胡东海补充道，学校

应做好宣传工作，避免对学生进行单

一评价，同时，老师要多关注学生的

心理及生理异常，和家长做好沟通，

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例如匿名信

箱、心理咨询室等，为学生配备专业

心理老师。

孩子无知无畏，社会不能听之

任之。校园霸凌问题，很可能会成

为伴随孩子一生的阴影，

作为家长，不仅要教会孩

子保护自己，也要教育他

们不要成为校园暴力的加

害者。希望校园霸凌早日

清零，所有的孩子都能拥

有一个美好快乐的校园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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