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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里一定要有正气，老
师要站在防欺凌的第一线，要给弱
小的孩子撑起一把安全的大伞。告
诉孩子们：被欺负，找老师。社会要
给老师撑腰，做老师的坚强后盾。
这样才能杜绝欺凌现象的发生。

我曾经被欺凌，曾经是校园欺
凌的受害者。

那是在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调换宿舍，我换到门口下铺。
同学们回到宿舍休息时，经常有人
坐在我的铺上，我也不反感。后来，
有个体育班的同学喜欢上了我们班
的班长，下课常常到我们宿舍打听
班长的消息。开始时坐在我的床铺
上，后来慢慢地躺在我的床铺上，鞋
也不脱。我提醒了好几次，但这个
同学爱理不理地说：“你个土冒，哥
睡一下你的铺是看得起你，以后哥
罩着你！”

“我不需要谁罩！请离开我的
床铺，我要休息！”在我的坚持下，他
离开了床铺。

为了床铺的事情，我们俩的矛
盾越来越大。我爱在教室看书，所以
回宿舍比较迟。每次我回到宿舍时，
总看到这个体育班的彪形大汉和他
在我们班的“眼线”窃窃私语。看到
我，他就狠狠地瞪我一眼。后来，他
的“眼线”告诉我，我没有给这个“哥”
面子，让他在体育班威信大减，有人
嘲笑他竟然整不下一个农村土冒儿。

有一次晚自习我看书入了迷，
很晚才回宿舍，那个彪形大汉竟然
躺在我的床铺上，盖着我的被子，被
子一头露出他的运动鞋。

我压住火气对他说：“请离开我
的床铺，我要休息了！”

“等的就是你，妈的，不给我面
子！”

拳头迎面向我砸来，宿舍里来

自农村、来自城市的同学都在看着，
眼中露出恐惧又兴奋的光芒。我挨
了拳头，鼻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但
我强忍着一声不吭地看着他。见我
没有反应，他也收回了拳头。

我安静地离开了宿舍，我的好
朋友醒悟过来，追出来陪我。

我在黑暗里擦干泪水和鼻血，
径直走到我们班主任的家，平静地
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班主任很生气，说：“还没王法
了！”然后带着我去找刘主任。刘主
任高高的，瘦瘦的。听了事情经过，
问我：“你鼻子还疼不疼，需要到医
疗所检查一下吗？”我感觉了一下，
说：“不疼了，心里难受！”

刘主任叫上体育班班主任，和
我们班班主任一起回到我的宿舍。
那个彪形大汉还在我的床上睡觉，
舍友们也都安静地睡着了。

刘 主 任 大 喊 一 声 ：“ 某 某 ，起
来！”

那一刻，我忘不了彪形大汉恐
惧的双眼。

他低着头，被灰溜溜地带走了。
我的舍友们埋怨我：“至于的

吗，同学之间一点小事，犯得着到学
校点炮！”“就是，上回，体育班的同
学踢了我几脚，我都没在意，同学之
间嘛！”甚至有同学得意地炫耀道。

后来，我被体育班的男生和我
们班部分男生称为“点炮手”。

事情弄清后，学校要求彪形大
汉当众向我道歉，给我洗被罩床单，
并给了他警告处分。从此以后，体
育班的风气好多了，再没有体育班
的同学敢欺负农村来的同学了。

从此以后，刘主任和班主任的
身影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毕业
后，我到农村小学当了老师，学校所
在的村子是城中村，周围几个村子

的孩子都到这儿上高小。所以，本
村的孩子经常欺负外村的娃。我所
在的班就有个被称为“娃狼”的群
体，经常欺负外村娃。

我听说后，把“娃狼”叫到办公
室谈话。那时农村学校还允许留
级，这几个学生人高马大，个子和我
一样高，说话流里流气，谈话结果可
想而知。

我想起了自己曾经被欺凌的
事，想起了刘主任和班主任老师为
我伸张正义的情景，暗暗下决心，有
我在的学校决不能有欺凌现象！

我豁出去了，找家长，找学校领
导，几经折腾，终于把班级里的欺凌
风气压了下去。

结果“娃狼”的后台，村里的小
青年们走上了前台，一天中午到学

校围住我一顿痛打，打得我头破血
流。医生缝合伤口时要打麻药，我
想起刘伯承元帅的故事，拒绝打麻
药，硬挺着缝了5针。

事情闹大了，乡政府和派出所
都出面了，派出所拘留了小青年们
的头子。乡党委副书记到我家慰
问。过了20天，我又回到了校园。

我的行为让学生们崇拜，经过
两年的努力耕耘，我所带的班毕业
时竟然考了全乡第一，我被提拔为
校大队辅导员。

我心里悄悄地把自己视为弱势
学生的保护神，在进行正面教育时，
时刻不忘帮助弱小。1994年4月的
一天，放学后几个外村孩子跑回学
校向我报告：“老师，有大孩子在野
地里问我们要钱，欺负女生。”

我立刻向派出所报警，同时冲
向孩子们回村必经的野地。那几个
欺负人的坏小子看见老师来了，撒
腿就跑，我拔腿去追。追了半个小
时，有个小子跑不动了，被我手到擒
来，扭送到派出所。经过审讯，其他
几个小子很快归案。

从那以后，我在学校和周围都
出了名，再没有人敢到学校欺负学
生和老师了。

每学期开学，我总要在大会上讲，
学校里同学之间要做到“首孝悌”，要
互相帮助，不允许以大欺小。对于欺
凌现象，抓住一起就严厉批评教育，学
校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欺凌现象。

（作 者 单 位 ：西 安 市 雁 塔 区
3507小学）

老师要站在防欺凌的第一线
欣荣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家教主张

家庭教育立法是一个公众话题，从反对到成为共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
段。家庭教育立法的出发点是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每一个家庭的发展。立法
是为了规范家庭教育，为家庭教育提供引导、帮助、服务、指导，撑起法律的“保
护伞”，实现儿童和家庭的利益最大化。

家庭教育法为何久呼不出
钱洁

孩子之间发生点小矛盾小摩擦很正常，家
长不必马上出面干涉。摩擦不严重就假装没看
见，较严重时拉开即可，可以简单讲一下道理也可
以不讲，关键要保持友好轻松的态度，把矛盾留给
孩子们自己解决。我把这种培养儿童健康人际关
系的最基本、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总结为“三不
原则”：不生气，不介入，不怕吃亏。

我女儿圆圆 4 岁前有个固定玩伴是小哲，
脾气比较急躁，常常在抢东西时占上风，发生冲
突时就会狠咬对方一口。我记得有两次圆圆哭
着跑回来说小哲咬她了，胳膊上有明显的牙
印。我总是看看她的小胳膊，笑着对她说：“哦，
又打架了。”然后轻轻地吹吹她被咬的地方，问
她：“不痛了吧？”她如果说还痛，我就再吹吹，或
轻轻地吻吻，妈妈的吻是最好的止痛剂。她如
果说不痛了，我会愉快地说：“好，不痛了，那就
再找小哲玩去吧。”

我的态度对圆圆的影响十分明显，她往往是
泪痕未干，情绪就完好如初，马上返身又去找小
哲了。偶尔会说不想去找小哲，要自己在家玩。
我也笑笑说：“好，那就在家玩吧”，随她的便。她
多半坚持不了十分钟，就又想找小哲，或是小哲
自己就跑过来了，两人很快又玩得热火朝天。

家长的这种态度，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即
发生冲突是件很正常的事，不用在意，过去就过
去了，无所谓谁对谁错，该怎样相处还怎样相
处。这种心理是儿童能正常地发展人际关系的
必不可少的基础，是豁达、友善的生长土壤。

事实上圆圆和小哲确实很快就学会了协
调，闹意见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分别都哭得泪
水涟涟，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下一次见面。这份
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她们长大成人。

“三不原则”能避免成人破坏性地参与，而且
内含一种信念：儿童有能力自己解决相关问题。

这个信念不仅适用于邻里小朋友的相处，
在双胞胎或多子女家庭以及幼儿园或小学里都
照样管用。家长一旦在生活中尝试验证，绝大
多数人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对儿童的能
力也会有新的认识。

有对双胞胎兄弟经常为抢东西或其他事情
打架，妈妈的处理办法是问清楚打架的缘由，判
断谁做得不对就惩罚谁，并告诉孩子为什么要
惩罚他。但小哥俩的矛盾反而随着年龄增长越
来越多，一天无数次地哭喊着来找妈妈评理。
而且越来越会推诿责任，有时甚至为了把过错
推到对方身上而说谎，让妈妈非常抓狂。

这位妈妈来找我咨询，回去的当天傍晚就
用“三不原则”轻松化解了孩子们的冲突。现在
小哥俩相处得越来越好，学会了协调，也开始懂
得互相谦让，已基本上不再找她告状。令她头
痛了好几年的问题，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

孩子不懂得忍让，不一定是独生子女或“溺
爱”问题，根本原因其实是家长们对孩子的矛盾
介入太多了。很多家长见不得孩子们闹矛盾。
孩子间一发生点什么事，家长马上出面，似乎不
出面就没尽到责任，也担心别人说自己不好好
管教孩子。没必要或不得当的介入，一方面会
刺激放大孩子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没给孩子
留出学习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机会，还容易让
孩子遇点小冲突就觉得是个大事，反而变得斤
斤计较，心胸狭隘。

有个5岁的小男孩，想把3岁的表弟抱起来
走几步，可力气太小，一下摔倒了，弟弟的头磕
在沙发扶手上，大哭起来。结果妈妈、姥姥、舅
妈都跑过来批评他、讲道理，要求他给弟弟道
歉。5 岁的孩子招架不住道了歉，却“哇”一声
哭起来，开始发脾气，乱踢乱打妈妈，拉着妈妈
要离开姥姥家。

让我们体会一下 5 岁孩子的心情。他情不
自禁地抱起弟弟，或是表示对弟弟的喜爱，也可
能是想要展示一下做哥哥的强壮，甚至是想获得
大家的某种赞赏，结果却是闯了祸，可以想象孩
子当时多么尴尬，多么没面子，且多么担心。假
如这时家里人态度轻松地认可哥哥的愿望，吹一
吹弟弟头上的包，提醒哥哥以后抱弟弟要小心，
而且要远离茶几桌子等硬物⋯⋯换一种方法处
理，给孩子一个台阶下，效果一定不一样。

请相信儿童有能力自己解决相关问题——
只要他们成长中获得过友善和尊重，只要他目
睹过得体的礼貌和修养，他就得到了这样的滋
养。反之，成年人如果对孩子的一点无心之过
不能表现出体恤，大惊小怪，上纲上线，逼迫孩
子说“对不起”，才是损害了孩子的友爱之心。

相信儿童有能力
自己解决相关问题

尹建莉

自古以来，家庭都被认为是
“私领域”，家庭教育被认为是“家
务事”，国家不应该介入其中。受

“法不入家门”这一传统观念的影
响，家庭教育立法一经提出就备受
争议。有学者以执法主体不明、法
律的强制作用和惩戒效果微弱、家
长的法律意识淡薄等理由反对立
法，也有家长认为，每个家庭的文
化、传统、规约不同，何况“家丑不
可外扬”，国家很难以法治家。

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
明确要求制定家庭教育法以来，尽
管上海、深圳、山西、重庆等城市先
后制定了地方性家庭教育条例的基

本框架和重要条款，但很长一段时
间里，家庭教育立法仍处于调研、摸
索阶段。笔者以“家庭教育立法”为
关键词搜索1998年至今新浪网上
的38篇报道，发现教育立法进程日
渐驶入“快车道”，从规定父母“常回
家看看”留守儿童，到反家暴法的出
台，家庭教育立法的社会呼声越来越
大，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分析媒体可见，2003 年左右
开始出现家庭教育立法方面的报
道，2007 年、2008 年初步成为提
案、建议，2011 年各地开始立法尝
试，2014年由全国妇联牵头开展立
法研讨，2015年起，对“起草”“征求

意见”“拟出台”等有广泛报道。关
心家庭教育立法的组织主要是各
级人大常委会、妇联、教育部门等，
个人主要包括专家、人大代表。关
心的形式主要包括报道、呼吁、提
案、建议、分析、议论等。关心的对
象包括妇女、未成年人、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残疾儿童、家庭困难儿
童等⋯⋯让人感到家庭教育法仿
佛呼之欲出。

据 全 国 妇 联 的 调 查 数 据 ，
74.3%的人认为有必要或非常有
必要通过法律来规范家庭教育服
务和管理工作。可见公众已经认
识到，家庭也需要设置法律底线。

家庭私领域也需要法律底线

家庭教育立法是推进教育立
法的需要。全国人大“十二五”期
间确定了“六修五立”的立法计划，
即“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
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学校
法》《教育考试法》《学前教育法》

《终身学习法》《家庭教育法》等法
律”。目前，“五立”只有家庭教育
法一部没立。

家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
的三大支柱之一，理应成为教育立
法的一部分，与依法治教、教育治
理现代化和教育能力的提高意义
同等重要。如果家长的教育理念
改变了、教育方法科学了、教育行
为理智了，随之出现的将会是家庭
关系融洽、家校合作通畅、教育质
量提升。同样的，未成年人犯罪也
会减少、很多家庭悲剧也会停演。

这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都是一种福音。

家庭教育立法是开展家庭建
设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
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得到全国上下的认
同。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是家
庭建设的源头活水，但是在现代法
治社会谈家庭建设，需要在“德”与

“法”之间找到平衡。家庭虽然是
最小的社会单位，但是如果缺乏法
律根基，它将成为成人违法、犯法
的盲区，成为未成年人受害、犯罪
的“滋育场”。作为平衡家庭关系、
建立家庭民主的“保护伞”，家庭教
育法的提出正是为了在每个家庭
中、每个家庭成员心中播下“法”的
种子。

家庭教育立法是保护监护人、
保护儿童权利的需要。2015 年备

受公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男孩
因为没有完成养母李某布置的课
外作业被打成一级轻伤。在二审
现场，李某看到孩子在视频和信中
说“妈妈，你到底在哪里？我要继
续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抹着
眼泪说：“我不是那种典型的坏妈
妈，我只是想管教孩子，改正孩子的
一些不良行为。”这个场景发人深
省，妈妈是爱孩子的，孩子也爱妈
妈，但正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打孩子
是为了孩子好、为了管教孩子”的错
误观念导致了这一悲剧。这个案
件再次告诉我们，家庭管教不能逾
越法律红线。家庭教育立法不仅
要保护儿童，也要保护监护人，帮
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提供学习指
导，以此来转变其教育理念、提高
其教育能力、杜绝家庭违法现象，
从而使家庭和儿童的利益最大化。

“十二五”立法计划中唯一的空白

1
谁来立法？从目前来看，全国妇

联是家庭教育立法的执行单位，教育
部起着配合的作用。尽管妇联这一群
团组织在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但是自2008年启动立法调研，家
庭教育法的受委托期限早已超过了最
新立法法规定的 5 年。家庭教育法至
今尚未出台，缺乏家庭教育经费、缺乏
行政权力恐怕是主要原因。

如果把立法比作停在机场的飞
机，那么飞机何时起飞绝不是作为“通
信员”的妇联可以说了算的，因为停机
坪并不是妇联的，指挥员也不是妇
联。妇联不仅要听从上级部门的立法
时间表，还要处理好与教育部等其他
行政部门的关系。为了提高立法的时
效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委会应
该作为立法主体，而非委托国务院及
其部委立法，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部
门利益化、责任模糊化。

为谁立法？儿童无疑是立法的主
要关照对象，与他们密切相关的父母也
应该受到关注。为此，家庭教育立法
应该是为每一个儿童的成长、为每一个
家庭的发展，既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流
动儿童、流浪儿童、残疾、经济困难家庭儿
童以及城市受忽视的隐形留守儿童等所
有儿童，又要关注不同地域、家庭结构、经
济水平、文化层次等所有家庭。令人高
兴的是，目前各地拟出台的促进条例中
对此都有关注，即建立城乡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体系，针对留守流动、流浪儿童以
及残疾、家庭困难儿童等规定特别措施，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支持和服务。

立些什么？虽然家庭教育立法已
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接受，但是他们仍
然心存疑虑，立法是对“虎妈鹰爸”的
问责，还是对报课外兴趣班的限制？
是国家来帮我一起教育孩子，还是监
控我的一言一行呢？

简单来说，家庭教育立法起的是
一种引领、帮助、支持、服务的作用。
广大父母首先要明白家庭教育要依法
开展，要认识到自己是家庭教育的责
任主体，养育和教育孩子是不可推卸

的责任。学习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父
母要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营造民主平等
的家庭关系。

其次，父母要知道政府对家庭教
育的主导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把
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当作政府的责
任和义务，建立了完备的家庭教育体
系。当父母遇到家庭教育问题和困难
时，可以到教育行政部门、妇联、民政
部门等寻求帮助，这是他们应当享有
的权利。

再其次，父母如果侵犯了孩子的生
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教育、
妇联、民政等部门将介入指导、纠正甚至
接手，如果父母被指控对孩子“严重忽
视”，将等同于虐待罪，将受到相应的法
律惩罚。因为国家的法律是一个体系，
家庭教育法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当父母
的行为触及刑法等法律时，同样会受到
拘留并进入司法审理程序。

以最近发生的父母吵架从楼上扔
出孩子的事件为例，类似的家庭内部
事件很常见，但后果危及孩子的生命，
非常严重。父母千万不能小看这些家
庭小事，如果触及法律底线，那将是一
个家庭的悲剧。《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草案）》考虑到有效制止父母以
家庭暴力形式教育子女，在第四十二
条第二款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
设立公安机关告诫制度，对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违反条例规定但尚不足以予
以行政处罚的行为，规定由公安机关
出具告诫书。情节特别严重的，人民
法院可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
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
指定监护人。

总而言之，家庭教育立法应该在
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家庭教育工作机
制、家庭教育特别措施及法律责任、家
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家庭教育监督
机制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期待这一
天的到来不会太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科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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