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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
事长， 新华社国内部重大报道策划中心副主任

道德竞争力需要
智慧和勇气的两翼

韩国教育部前部长文龙鳞在2015家庭教育
国际论坛上提出“道德就是竞争力”。 面对种
种道德选择困境的中国父母， 要帮助孩子拥有
道德的竞争力， 就必须给道德插上智慧和勇气
的两翼。

最大的困境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相对主
义观点。 笔者一次在凤凰卫视录制节目， 同场
的一位名牌大学心理学教授居然告诉观众， 大
学生要不要发生婚前性关系， 没有绝对的对与
错， 你自己去判断……这样的想法和说法具有
深厚的相对主义色彩， 在知识精英中相当普
遍， 对公众影响越来越大。

还有一些教育名家和学问大家， 养育孩子
和经营家庭的观念和做法大相径庭， 甚至言行
矛盾。 教育思想家卢梭在教育名著 《爱弥儿》
中写道： “一个做父亲的， 当他生养了孩子的
时候， 还只不过是完成了他的任务的三分之
一。 他对人类有生育人的义务， 对社会有培养
合群的人的义务， 对国家有造就公民的义务。
凡是能够偿付这三重债务而不偿付的人， 就是
有罪的， 要是他只偿付了一半的话， 也许他的
罪还要大一些。” 这话多么有情有理， 然而现
实生活中， 卢梭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孤儿
院， 美其名曰“交由国家抚养”。 年轻父母听
其言又知其行后， 会不会困惑？

近年来， 许多事件一再挑战人类道德的底
线，挫伤人们道德选择的勇气。 2013年，四川9岁
小学生搀扶倒地老人蒋婆婆， 却被后者一把抓
住咬定被撞。 经过五个多月拉锯战一般的多方
取证、调查后，多名目击者坚称小学生无辜，公
安部门认定小学生清白， 给予蒋婆婆母子相应
的处罚。如果刚刚懂事的孩子问自己，老爷爷老
奶奶倒地后， 要不要去扶， 年轻父母该如何回
答？

在道德选择困境面前， 家庭教育必须抓住
三个关键词： 利他、 智慧、 勇气。

利他是道德的核心特征。 就眼前利益而
言， 道德似乎并不一定通向成功。 在健康而友
善的环境中， 道德行为可能会使人得到他人的
喜欢和认可；而在伪善、专制的环境中，道德行
为却会将人置于压力之下。 坚持利他原则就是
认定道德价值的基石， 认定在足够高的空间和
足够长的时间当中， 道德行为必然得到理解和
尊重， 并有益于社会环境的整体净化和人类社
会的良性发展。

智慧和勇气是道德的两翼。 比如要教孩子
说真话， 也要告诉刚懂事的孩子， 家里的电话
号码没有必要告诉不熟悉的人， 保密并非不诚
实。 道德选择不能含糊， 也必须灵活、 实际、
接地气。 要强化道德实践的务实与灵活、 具体
与细腻、 多样与可选， 远离迂腐的道德说教，
不做僵化道德的牺牲品。

有真正的道德勇气， 才可能承受得起环境
的压力。 香港有一位品行和名声很好的绅士被
一位年轻女士控告为非礼，他保持沉默数十年，
后来这位女士公开承认自己是诬告。 这位绅士
之所以甘愿默默蒙受不白之冤， 并非相信年轻
女士终究会良心发现，而是顾及女士的名声。在
他的内心深处， 能决定他价值的不是某人的毁
谤或赞誉， 也不是社会的认可与否， 而是创造
“天上的星辰和内心的道德原则”的上帝。 至善
至真至美的造化之道，是道德勇气的源头。

无论是中国经典 《论语》， 还是希伯来经
典 《箴言》， 在道德准则方面都有无可替代的
作用， 是人类文化的美德之泉。 为人父母者可
以通过经典互证， 明确自己的道德原则。 遇到
争议性较强的道德选择困境， 可以与价值观一
致、 关系亲密的亲友共同讨论、 求问方法， 将
心比心、 推己及人。 孔子说的“己所不欲， 勿
施于人”， 是从预防的角度来谈， 如果你不希
望一件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就不要那样对待
别人。 另一个道德金律叫做“爱人如己”， 说
的是希望别人如何对待自己， 就要如此对待别
人。 这两句话， 对于身处道德选择困境的人们
很有实用价值。

经典名著中有抽象的道德原则， 比如安徒
生童话 《夜莺》 让人明白真诚的友谊对于生命
的价值， 真正的友谊需要相互的尊重和一定的
自由空间； 绘本、 童书、 影视作品中有具体的
道德场景， 父母可以借助这些场景让孩子演绎
道德选择的细节。 当然， 更重要的， 是父母要
以身作则培育孩子的勇气和智慧， 真实地把舍
己、 诚实、 正直、 有爱、 助人的原则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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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把普法故事“演”进校园，用舞台剧演绎家庭教育问题———

家长若失职 孩子易失足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刘见

“不要去！” “打架会坐牢！” 11
月16日， 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的虎岭文化大舞台前， 上千名中
小学生顶着烈日观看“为了明天———
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全省巡回演
出”。 当舞台上的中学生犹豫是否去
帮哥们儿打架时， 观众席里情不自禁
地发出了劝阻的声音。 这样的情形，
在两年来的两百多场巡演中， 每次都
会出现。

“一次演出就是一堂人生大课”

这场以普法教育为核心的演出包
括八部情景剧———《家访》 《阿海的
哥们》 《力度教育》 《梦幻网吧》
《迷失》 《我想有个家》 《毒魔》 和
《阿丽的生日》， 角色原型全部来自
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的实
际案例， 涉及逃课、 辍学、 偷窃、
忤逆、 早恋， 甚至犯罪等突出问题。

每次演出， 当演到 《阿海的哥
们》 阿昌想要阿海帮忙去打架时， 看
着犹豫不决的阿海， 阿昌突然问台下
的观众“你们说他该不该跟我走？”
台下总是立刻响起孩子们整齐的回
答： “不该！”

每次演出后， 总有校长来找，
“能不能再演一场”、 “我们还有一个
年级的学生没看上呢”。 第一轮巡演
所到的海口、 陵水、 定安、 琼海、 文
昌和乐东等六个市县， 每个市县演两
场仍不够， 都要求加演。

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 除了学
生、教师，还有许多闻讯赶来的家长。
在陵水， 两千多名观众超过了场地承
载，不得不临时多加一场。 在文昌，许
多观众因为没有座位而不得不站在后
排观看，没有一个人提前退场。

每一场演出中， 学生、 家长和心
理、 法律专家围绕早恋、 家庭暴力等
话题积极互动， 最长的一次互动加上
演出足足延续了三个小时。

琼山中学校长陈琪观看演出后深
有感触地说， 自己当了30年老师，
做了近20年校长， 从未见过如此形
式新颖、 气氛踊跃、 印象深刻的法治
教育活动。 琼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的龙玉同学感慨道： “演出很真实，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早恋的例子， 早恋
对学习成绩影响很大， 我们不能做学
生阶段不该做的事情。” 陵水中学的
王伟同学看完演出后动情地说： “我
们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席， 演出带给我
们深刻的警示。”

“为了明天” 由海南省司法厅和
省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办， 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
和各市县司法局承办， 海南开迪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 情景剧的编
剧就是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
心的负责人李启雄， 演员都是话剧
专业演员。 真实的案例演绎的是一
幕幕发生在生活中的故事， 专业的
表演用艺术的感染力吸引着观众沉
浸其中。 用海南省司法厅厅长屈建
民的话来说， “为了明天” 是法治
教育形式的一次成功创新， 一场演

出就是一堂法治教育大课、 一堂
人生观的大课， 演到哪里都受到
家长的热捧， 受到渴望法治教育
的孩子们的欢迎。

“把孩子从悬崖边拉回来”

和一般舞台演出不同的是，
“为了明天” 的每场演出都有司法
厅法宣处领导带队， 都有心理专
家或律师与观众互动答疑， 都明
确指出每一个人物原型触犯的法
律问题。 正如李启雄所说， 舞台
艺术的震撼能加强法治教育的力
度， 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将防线前
移到校园和家庭， 把孩子从悬崖
边拉回来。

在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中心， 记者看到一张统计数据表，
自2009年3月9日成立至今， 中心
共接收学员1633人， 其中1451人
是由公安局移交的“有恶习、 有
劣迹、 有案底” 的未成年人， 普
遍存在“难管理、 难教育、 难转
化” 的特点。 这些12岁至17岁的
学员， 违法犯罪的类型主要是盗
窃、 抢劫、 殴打他人、 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 非法携带管制刀具、
敲诈勒索和赌博 。 李启雄说 ：

“这些孩子中近六成辍学离开校
园， 在社会上晃， 逐渐沾染恶习、
误入歧途， 主要原因就是法治观

念淡薄、 父母管教不当。”
据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林琳介

绍， 海口市司法局成立未成年人法
制教育中心， 是为了化解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日趋严重化、 低龄化、 团
伙化、 恶性化引起的民愤， “绝大
多数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能予以
刑事处罚， 有的作案几十宗， 抓了
放、 放了犯、 犯了再抓， 却无法进
行教育矫治”。

法制教育中心的成立， 在全国
率先走出了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之
外的第三条路， 创造了以教育矫治
为中心、 “进来一个、 转化一个、
变化一个” 的模式。 在矫治期间，
针对学员在道德养成、 行为规范和
情感关怀三方面的缺失， 教官们用
严父的威严和慈母的爱心， 运用情
感疏导、 认知改变、 重新适应、 行
为矫正、 环境控制、 反馈调节、 生
理调节等七个教育矫治原理， 从十
个方面对这些缺乏管教、 生活无规
律、 生活素养差、 痞子气重的孩子
进行感化、 矫治和教育。

经过三到六个月的“一对一” 帮
教， 1633名学员中有1593人通过结
业考核重新走向新生。 结业后重新违
法犯罪的仅10.9%， 海口市未成年犯
罪人数同比下降了24.6%。

大量接触这些问题少年后， 李启
雄发现， 这些失足的学员中辍学流浪
的占56.8%， 父母基本没文化的占

61.1%， 父母离异的占10.9%， 来自
农村家庭的占68.3%。 “很多孩子来
自问题家庭， 父母受教育程度低、 喜
欢用拳头说话， 孩子非常可怜。” 他
经常和林琳聊到这些孩子令人同情
的境况， 两人的观点一拍即合： 面
对这样的家庭环境， 光靠空洞说教
和授课式的宣传， 难以达到理想的
普法宣传效果， 必须创造一种全新
的法治教育模式， 让孩子和家长更
容易接受法治教育。

编排情景剧深入校园巡演的这个
念头， 得到海口市委刘庆生副书记的
大力支持， 于2013年11月27日正式
启动演出。 两年来两百多场演出遍及
海南省除三沙市以外的每一个市县，
惠及45万名学生及家长。

“被老爸老妈打过的举手”

在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
心采访时， 一个数字非常刺眼地映
入记者的眼帘 ： 38人在矫治期间

“无人接见”， 没有任何监护人前来
探望。

“我们反复打电话他们都不来探
视孩子啊， 有的学员结业时找不到监
护人， 只好在中心继续待下去， 有些
父母对孩子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未
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的马红副主任叹
着气说。

这样对孩子不负责任的行为不止

发生在这1633个家庭中。 作为法律
专家， 林琳亲自带领了130多场演出
的互动， 每次他问“被老爸老妈打过
的人举手” 时， 孩子们立刻举起森林
般的手臂， 还有孩子跑过来抢过话筒
说： “我爸爸打我比这个还狠， 好粗
的管子抡起来就打！”

法律专家王婷表示， 许多孩子之
所以产生不良行为， 甚至违法犯罪，
往往是因为家庭没有给予恰当的引导
和教育， 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 “每
次互动学生关心的就是他们迷惑的，
询问的其实是他们缺失的。”

“以艺术方式进行普法教育， 不
仅是理性与感性的碰撞， 更是对传统
教育模式的颠覆。” 李启雄说： “用
情景剧提出问题， 让观众进入角色后
分析问题， 和专家互动， 最后通过专
家的解答解决问题。”

李启雄说的问题， 在每一个情
景剧中都体现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和
不当： 《家访》 中父母忙于做生意，
父亲连儿子上高中了都不知道； 离
异的父母互相推脱孩子的养育责任，
泪流满面的儿子喊出 《我想有个家》
的心声； 爷爷无止境地溺爱， 不惜
代价满足 《阿丽的生日》； 儿子成绩
不好就挥起拳头又打又骂的 《力度
教育》， 把儿子赶出家门送进了网
吧； 为了调查女儿的早恋， 妈妈偷
看日记、 翻看微信， 以“为了你好”
的名义侵犯隐私， 一家人 《迷失》
在青春期教育的难题中； 从抽烟、
喝酒渐渐沾染入高利贷、 吸毒， 无
人监管的孩子身后跟上了 《甩不掉
的幽灵》； 为了讲义气参与打架斗殴，
《阿海的哥们》 把阿海拖进了共同犯
罪的泥潭……

“正因为每个问题孩子背后都有
一个问题家庭， 我们每场演出都组织
孩子和家长一起看， 共同受教育。”
海南省司法厅法宣处处长刘京说：

“琼中的一位姓胡的家长告诉我们，
节目编排得很好， 对我触动很大， 教
育孩子要多沟通， 暴力打骂反而会伤
害了孩子的自尊。 在屯昌中学演出
时， 初二男生小符对身边的父亲说：

‘以后我会听你们的话， 不和那些朋
友到处乱跑了。 朋友有好坏之分， 讲
哥们义气也有个底线。’”

“每一场都能看到观众的眼泪，
听到热烈的掌声。” 从城市的正规剧
院到黎村苗寨的露天戏台， 海南开迪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健每次都
在侧幕观察演出效果，他说：“家长和孩
子的反应让演员们深受鼓舞，有时一天
连演两场，有时是奔波三四个小时赶到
学校立即上台， 演员们每次都非常投
入，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 ”

从剧本到主持词， 从专家互动到
律师答疑， 每一场演出的每一个环
节， 都倾注着创作者对孩子思想的点
拨和对家长教育观念的引领。 “在人
生的旅途中， 没有什么比知礼守法更
重要！” “在法律概念上， ‘一百减
一等于零’， 一旦犯法， 一切归零。”

“家长要学会尊重孩子， 与孩子平等
交流， 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这些点
拨直达孩子和家长的心灵， 引发强
烈的共鸣。

热点聚焦

孩子发脾气时,请你温和地坚持
■黄莉

有家长跟我说， 没法儿对孩子脾
气好， 比如孩子要玩手机， 不给就
闹， 发脾气、 摔东西， 怎么办？

家长一般会有三种反应： 一是觉
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 怒火中
烧， 更严厉地骂回去， 发更大的脾气
制服孩子； 二是迫于压力而妥协， 但
妥协过程中夹杂着很多条件， 唠唠叨
叨， 给得不情不愿； 三是说“是你们
班主任说不让玩的”， 然后躲开， 不
搭理这茬。

这三种方式当然都不值得提倡。
第一种只会滋长双方的怨恨， 第二种
更糟糕， 给了还要骂骂咧咧， 孩子的
一丁点儿内疚被消磨殆尽， 接下来只
会变本加厉。 如果家长实在手足无
措， 宁可使用第三种方式转移矛盾，
再通过老师跟孩子沟通， 事情有可能
往好的方向转变。

面对发脾气的孩子， 建议家长学

会温和地坚持。
我们常常在商场看到这样的情

形： 孩子一定要买玩具， 家长先是
抱在怀里劝， 不管用就开始骂， 可
孩子哭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于是家
长假装要走， 孩子索性一屁股坐在
地上， 撒泼打滚。 家长看围观的人
多了， 也不能真的不管孩子， 只能
转过来， 一边骂一边把东西买了，
心里恨得牙痒痒的。

我的孩子仔仔从来没有过这样
的举动， 没有对任何东西表现出非
买不可的坚持。 回想起来， 可能是
因为我们在物质上从未对他有过任
何刻意的限制。 更重要的原因， 是
从小就对他实行温和的坚持。

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要吃糖
就抓着糖不放。 我跟他说： “宝
贝， 这个不能吃， 吃了小牙齿会变
黑， 会有小虫子， 会很疼。” 他听
着， 但还是不撒手， 于是我抱着
他， 冲着他微笑， 但是一直摇头，

说不可以。 他也不哭， 看着我， 小小
的眼睛里， 似乎在探究。 我亲亲他，
说： “宝贝， 前面有好玩的车车， 我
们把糖放下， 走吧？” 没多久， 他就
放下糖， 愉快地跟我玩别的去了。

长大后， 沟通就方便多了。 每次
我都会耐心告诉他不能买的理由， 并
且站在那里等他想通， 不急不躁。 慢
慢地， 他学会了给自己台阶下， 比如
他会说： “妈妈，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
么好玩的， 家里的比这个好多了。”
或者说： “妈妈， 你看这里居然有点
脏， 不好， 不要了。”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假装恍然大悟 ， 亲亲他说：
“哦， 真让我们宝贝发现了， 真棒。”
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调节能力， 让我
自豪。

对于学生， 我的做法也是这样。
平时我会告诉他们我做事的准则， 告
诉他们班级的原则和高压线。 比如不
可以抄作业， 一旦发现， 任何求饶、
任何理由都是行不通的。 所以家长们

常说孩子更听我的话， 从不会顶嘴。
很多家长问我如何面对制止孩子

玩电脑引发的拉锯战， 我建议他们首
先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个判断， 他的自
觉性如何？ 自控力如何？ 分析清楚以
后， 拿定主意就不要轻易更改。

如果觉得孩子缺乏自控力， 就应
该理智、 真诚地告诉孩子不能玩的原
因。 孩子可能会用各种方法让你妥
协， 比如会冲你撒娇、 谈条件： “我
一定好好学习， 我考到第几名， 你就
给我玩好吗？” 会给你脸色看， 表现
得消极痛苦、 一蹶不振； 会声泪俱下
地哭诉班里有多少人在玩电脑、 玩手
机， 其中还包括了多少好学生； 还会
向爷爷奶奶求助， 让祖辈来施加压
力， 甚至威胁你要离家出走……尽管

如此， 你仍然要该封锁封锁、 该拒绝
拒绝。 但是不要扯着嗓门拒绝， 一定
要温和而坚定。

我之所以能坚持， 是因为我心里
有很清晰的认识， 我知道怎么样对孩
子最好。 所以， 我会微笑应对他的所
有招数， 用所有的肢体语言告诉他，
随便你闹， 反正没用。 即使他主动挑
衅， 我也不会发火， 让他“拳头打在
空气中”， 负面情绪得不到回应。 次
数多了， 大人和孩子的脾气都会不知
不觉地变好。

好脾气与坏脾气的对峙就像拔河
比赛， 想让对方不再坚持， 最好的办
法就是放开手中的绳子———家长心中
没怒火， 孩子的脾气就发不起来。
（作者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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