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A06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齐松梅 美编：张昕社会观察深读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冯定辉

因早读时间旷课
被老师发现，劝回教室
早读将其惹怒，琼海少
年小武拔刀将老师捅
伤；

因与同学发生口
角，海口少年小威叫来
社会青年群殴自己的
同学；

因嫌母亲管教过
于严格，花季少女盈盈
拔刀捅了母亲11刀；

……
近年来，未成年人

伤 人 伤 己 的 案 件 频
发 ，引 起 各 方 关 注 。
然而，我们在关注案
件发生缘由和经过的
同时，似乎还有更多
背 后 的 问 题 值 得 思
考：在社会经济高速
发展的今天，这些早
已衣食无忧、甚至被
百般宠爱的孩子们为
何愤怒？一场场因情
绪 失 控 而 酿 成 的 悲
剧，究竟谁之过？未
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
育、法制教育不容忽
视。

核心提示

捅人事件发生于海南省琼海市，
当事人小武今年13岁，是琼海华侨中
学一名初一新生，捅伤的是他的任课
女老师。

据琼海华侨中学校长韩众事后
这样描述：9月6日上午7时10分许，
本该是坐在教室里早读的小武，却无
所事事地在教室阳台上看风景。一
位朱姓女教师看到后，便上前询问，
并叫他回到教室早读，不料这一举动
惹恼了小武，他直接掏出一把刀子，
向老师的腹部捅去。

对小武的这一举动，许多目击
的同学和事后听说的家长们都“惊
呆了”。一位家长心有余悸地说：

“学生能携带刀子到学校，还敢捅伤
女老师，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和
同学发生矛盾，也有可能拿刀捅向
同学的。”

这位家长认为，学校应该严格
管理，杜绝学生带管制刀具进入校
园，并要加强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法
制教育。

然而，校长韩众却在事后追究责
任时这样辩解：“学校前天刚上过安
全教育课，没想到还有学生带刀子进
学校。他有可能是放在书包里，也可
能夹在课本中，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位
学生进行搜身吧！”

10月11日，记者在海口就小武
伤人的案件采访了曾多年主管海口
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的李启雄，
不料，对方对此案件毫不讶异。李启
雄说，在全国各地，包括海南岛，还有
很多比这案件性质更恶劣的未成年
人伤人案例，例如，不久前，三亚一名
8岁的孩子，由于结交了社会青年，受
不良风气影响，竟举刀杀人；还有一
位13岁的花季少女盈盈，其母亲长期
溺爱，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
顾，唯独在学习和交友方面，对女儿
管制严格，导致盈盈长期心理扭曲，
最后拔刀捅向母亲……

“青少年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
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是身心发展迅
速但又不平衡，是经历复杂发展，又
充满矛盾的时期，因此会出现种种危
机。”李启雄说，在当今社会，大多数
未成年人都是独生子女，由于家庭教
育不当，加上面临复杂的社会成长环
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
出，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也呈现急剧增
长的趋势。

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我国17
岁以下未成年人中，至少有3000万
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
困扰。与美国儿童相比，中国儿童发
生内向孤僻、焦虑和社交问题的比例
分别高出92%、1.3%和138%。而心
理问题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
原因。

“未成年人人格发展不健全、不
完善，具有容易产生暴力冲动、易怒
等心理特征，并导致犯罪。”海南省心
理协会秘书长刘波表示，有些未成年
人事件行为的发生往往是一时兴起，
完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为了
一件小事，甚至一个念头，就可以去
杀人，全然不计后果。例如几年前发
生过一起这样的案例：14岁的初中生
小马在观看警匪片时，突然萌生出亲
自作案考验公安机关破案能力的念
头，于是他以借打电话为由进入邻居
张某的家中，并模仿电视片中的情
节，将张某杀死。“多么荒唐的杀人
犯！”刘波说。

刘波表示，由于生活条件的改
善，现代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往往早
熟，但在心理方面还不成熟，自我控
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较
差，有的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
有时与人一语不合、甚至一个眼神
不对就大打出手，这样的特点决定
了未成年人容易违法犯罪。

不过，在研究众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
题的过程中，研究者们也发现了一些共同的
规律：“问题少年”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家庭教育的不当或缺失，例如其监护人
过度溺爱，或疏于沟通、管教孩子，致其养成
不良习气或产生心理扭曲。

盈盈伤母便是一起典型的案例。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盈盈的母亲在生活上一直无
微不至地关心女儿，从日常的穿衣起居，到
代女儿听课、记笔记等，甚至在被女儿捅了
11刀被送往医院后，醒来的第一句话还是：

“盈盈她好吗？有没有穿鞋？那天把我送到
医院时她好像赤着脚……她的眼镜不知戴
了没有，她用的是隐形镜片，一定要用专门
的药水，如果不用会伤害眼睛的。”她还问办
案的民警，女儿的罪能不能得到最轻的处
理。其溺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盈盈
被送到了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她在回忆
案件时这样描述了自己当年的处境：“父母
不许我交朋友，不许我花零用钱，不许我谈

论外面精彩的世界，我觉得我的每一根头发
都被他们管了起来！但父母又对我生活上
的关爱无微不至，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压抑
着真实的自我，对他们的管教装出一副乖巧
听话、唯唯诺诺的样子，可是，我心中的压抑
始终无法排遣。”

“这是很多家庭都可能面临的社会性问
题，一些家长在生活上尽其所能地放纵、娇
惯、溺爱自己的儿女，但同时在学习或工作
上又对其极其严厉，近乎苛刻，不近人情。
这一方面让孩子在父母的溺爱下养成自私
自利、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心理；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忍受严厉的限制和管束
而产生逆反心理。”刘波分析。

还有一名15岁的少年小衫，成长于单
亲家庭，父亲成天忙碌，平时疏于管教女
儿，当发现女儿犯错时就严厉而“蛮横”地
批评教育，久而久之，小衫极度反感，一旦
和父亲吵架就跑出去，结交朋友，不愿回
家。2014年5月的一天，她在海口水吧和

一群朋友喝茶聊天，碰巧遇到与自己有矛
盾的同学小静，于是小衫趁机报复，集结朋
友殴打小静，并拍摄不雅照片作为威胁。
直到被送往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小衫
才后悔莫及。

“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大多都有失败的
家庭教育背景。”李启雄介绍，2009 年至
2013年间，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
接收的约1300名学员，“这些学员家庭大多
数都是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很少，疏于管
教，或由于文化层次较低等原因而无能力管
教，致孩子接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后误入
歧途，终身后悔。”

有案例表明，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
一个亲和力强、充满爱心、家庭和睦的环境
里，产生心理问题或行为偏差的可能性就会
明显偏低；相反，如果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
亲情冷漠、经常吵闹、亲人粗暴、纷争不断的
环境中，其攻击性行为就会明显增加，易产
生心理问题，甚至违法犯罪。

那么，究竟该如何使未成年人平稳
地渡过叛逆期健康成长呢？对此，传
中认为，有效地预防、干预和矫正各种
心理障碍，提高未成年人的心理素质，
是解决各类违法乱纪问题的有效途
径，当然，这需要家庭、社会、学校、政府
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把好家庭教育第一关。
传中提到，著名国学《三字经》中这样
提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
惰。”这其中体现了两点：未成年人本
质上是善良、纯洁的；而你只是养他，
却不教导他，那就是监护人的责任过
错；如果教了却没有教好，那就是教育
者的懒惰。

“美满幸福的家庭可以给未成年
人带来安全感，会减低未成年人的犯
罪行为，所以家庭要把好关是特别重
要的事情。”传中表示，为人父母者，应
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爱好，给孩子
做好表率，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教育
方式，不能放纵，也不能过于严厉，更
不能使用家庭暴力。

吴清锴认为学校教育方面，提高
教师素质，促进师生关系融洽，也十分
关键。目前，在校教师的素质良莠不
齐，但在教师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偏
爱学习成绩好，听话懂事的学生，而那
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就容易被“边缘
化”，甚至受到歧视。对此，传中认为，
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和谐相处，既
是师生，又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老师应
该一视同仁，对于学习成绩落后的孩
子，可以主动帮忙辅导功课，调皮捣蛋
的孩子，可以先试图和他们成为朋友，
再进一步教育引导。

此外，李启雄认为，政府应从政
策和法律层面加强对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行为的干预，例如完善普通中
小学校的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体系，严格规范其监护人的职责，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监管和引导
等。

老师劝学生早读
学生却刀捅老师
家长认为：学校应该严管刀具

校长辩解：刚上过安全教育课

未成年人犯罪
数量急剧增长

一个眼神不对也能大

打出手，心理问题是当前未

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
大多都有失败的家庭教育背景

如何减少悲剧？
专家建议：抓好家庭、学

校、社会多个环节的管控和

教育

此外，社会环境也是助长未成年人不良
习气养成的重要原因。大量案例表明，许多
问题少年的盗窃、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抢
劫、早恋、离家出走等不良行为无不与影视、
网络、社会上的不良影响有关。

“如今大街小巷遍布的歌舞厅、酒吧、电
子游戏厅、网吧、发廊、私家旅馆等游戏娱乐
场所藏污纳垢，许多未成年人由于处于特殊
时期，情绪波动大，独立思考能力和辨别能
力差，很容易成被动受害者。”李启雄介绍，
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曾对110名
问题少年做过问卷调查，其中95%的人进过
歌舞厅，91%的人进过酒吧，50%的男生有
过性行为，41%的女生有过性行为，其中2
名女生有怀孕堕胎史。

在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一位
女学员还曾这样对其他人说：“我谈了十几
个男朋友，都是我甩他们，就像那些女明星，
多神气！”

“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信息技术
不断革新带来信息传播加速，海量的信息
充斥未成年人的生活，其中夹杂的不健康
信息，严重腐化了一些人的思想，堕落、扭
曲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致其迷失心性，走
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传中提到，还有一个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动漫陪伴下长大的
孩子，从小在打打杀杀的游戏中动辄取人
性命，耳濡目染对生命认识产生偏差，甚
至漠视，在现实生活中也时常觉得，如果
厌恶谁就砍一刀没什么大不了的，最终酿

成犯罪。
琼山中学专职心理教师李然介绍，部分

学校管理松散，致其学生辍学流入社会后成
了问题少年，受朋友圈影响，首当其冲被拉
下水的就是在校的同学，同学拉同学，不良
少年拉准不良少年，准不良少年成了不良少
年，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有统计显示，近70%的问题少年都出自
这样的怪圈。

还有一些低收入的社会底层家庭，有父
母经常当着子女的面谈论对社会不公的抱
怨和不满，引起未成年人对社会、环境、学
校、甚至他人产生仇视，有类似经历的孩子
们经过交流后引起共鸣，进而引发心理扭
曲，产生社会伤害行为。

当然，当未成年人产生心理困惑，或出
现行为偏差的势头时，除了正确的家庭教育
可以有效矫治，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制
教育亦不容忽视。在少年小武的案例中，校
长韩众“前天刚上过安全教育课，没想到还
有学生带刀子进学校”的一番辩解十分耐人
寻味。

资深研究者传中认为，当下我省不少中
小学校，不仅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缺少专业
教师配备，安全法制教育同样流于形式，“有
些学校的安全教育就是走走过场，年年讲同
样的故事，大家都会背了，没有什么创新，其
效果可想而知”。

据介绍，在上海等教育发达先进的地
区，校园法制安全教育是一门系统的工程，
不仅有专业的教师，还有专门提供给青少年
体验、参观、学习的法制教育基地，法制教育
课堂丰富多样、鼓励创新。而在我省，目前
这项工作在很多学校还流于形式，学校聘请
的“法制副校长”一般都是校外人员兼任，没

有统一的教材和规范的考评机制等，影响其
真正发挥效益。

而针对心理健康教育，记者也在海口进
行相关调查。根据国家教育部今年刚印发
的《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各中小学
心理辅导室应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
比。但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目前，海口至
少半数以上的学校没有设置心理辅导室，有
的建设也不达标，专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很少。

海南华侨中学、琼山中学、滨海九小等
是少数几个设立心理辅导室并配备专职教
师的学校。但在采访中，来自海南侨中的一
位白同学告诉记者，虽然学校设有心理辅导
室，还有学生心理社团，但是高中三年，并没
有上过心理健康相关的课程，由于专职心理
教师较少，很多同学都没跟心理健康教师有
过交流，一般都是在高三阶段，集体接受考
前心理辅导。

记者随机采访其他中小学生及家长时，
半数以上的家长表示，孩子在学校没有上过
心理课，也没有专门的心理老师跟学生和家
长们交流，更没有听说过学校还有心理辅导
室。

“我省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起步较晚，主
要原因是部分市县以及学校尚未意识到开
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重要性、配备心理教
师的必要性，没有认识到缺失心理健康教育
的严重性。”对此，滨海九小副校长吴清锴表
示，为逐步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设施，滨海九
小还计划拿出两间教室作为心理咨询室，并
配备5位心理老师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咨
询，计划每周设立一堂心理健康辅导课等。

但尽管如此，现有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
专职教师的配备离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差
距。有数据表明，我省目前有小学、初中、高
中和中职学校近3000所，在校生有150余
万人，但中小学专职心理教师却仅有100余
名，专职心理教师严重不足。

未成年人伤人伤己案件频发引人深思——

乖戾易怒的孩子，是怎样“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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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亲人粗暴、纷争不断的环境中，攻击性行为就

会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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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校没设置心理辅导室，有的建设也不

达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很少

产生问题少年的怪圈
快来看看你的孩子在不在这里

一些辍学学生流入社会后成了问题少年，拉

在校同学下水，不良少年拉准不良少年，准不良

少年成了不良少年，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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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宁区

◎关键词：成长需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注重贴近

未成年人成长需求，把正确的价值观作
为教育主线，贯穿到各中小学校教育教
学和日常管理之中，进教材、进课堂、进
学生头脑，同时拓展未成年人参与道德
实践的有效途径，持续深化校外阵地建
设，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
网络，努力实现“三位一体”。

英国

◎关键词：教育家长
在英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父母

是要受到重罚的或者提起公诉。通常
一个未成年人案子，法庭会评估其严
重性和涉案未成年人生活背景，然后
根据结论对孩子父母做出处罚，例如
上教育课、社工合作，与子女签订严格
管教协议。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法院
会签发教养令，勒令涉案少年父母必
须禁止的行为，甚至面临罚款和公诉。

日本

◎关键词：跟踪矫正
作为邻国的日本，历来有重视青

少年教育的传统，日本对少年犯的矫
治基本有两个过程。

第一，经家庭裁判所判决后送入
矫治机构。包括刑务所、少年刑务所、
拘留所等。

第二，当青少年刑满释放后，是不
能直接回归社会，要进行包括心理评
估测试，跟踪调查矫正，要最大程度上
确保这个孩子不会再违法犯罪。这更
像是一个“更生保护”的过程，对未成
年人犯进行指导、援助，让他们适应社
会生活，和现代社会接轨。

小学、初中、高中和中职学校

近3000所

在校生有150余万人

但中小学专职心理教师

仅有100余名

专职心理教师严重不足

有数据表明
我省目前

■他山之石

让
孩
子
健
康
成
长
，心
理
教
育
不
容
忽
视
。
本
报
记
者

苏
建
强

摄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注：文中未成年人姓名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