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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校园欺凌事件结束后，受欺凌者仍旧长期
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下，心理创伤难以愈合，甚
至会影响其一生的性格发展和身心健康。而欺
凌者则在欺凌他人的过程中体验到强烈的愤
怒、羞愧、罪恶感，这类孩子有很高的抑郁、焦
虑情绪障碍及自杀风险，长大后参与暴力事
件、酗酒、吸毒及犯罪行为的风险也很高。

一旦被欺凌，三观全改变。就像一位校园
欺凌的受害者所说，受欺凌的经历就像心底
深藏了一座切尔诺贝利，一不小心打开，伤害
就如同摧枯拉朽的核事故，沉重而又深远。

受欺凌者一般性格较内向而对外界刺激
又过于敏感，遭受羞辱又无力反抗时，受欺凌
者的自我认知会特别消极，自尊较低，缺乏自
信，极易产生对现实世界的不信任，影响社会
交往能力，甚至会让他们产生轻生、自杀倾
向。受欺凌者常被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所困
扰，有的还会出现生理反应，如头痛、胃痛、失
眠、噩梦等，“活在一次次自我撕裂、一次次自
我重组的绝望中”。

除了心理健康水平受到影响，受欺凌者
还会出现暴力伤害的投射反应，出现旷课逃
学、打架斗殴、欺负弱小、考试作弊、沉迷网吧
游戏厅等违纪和越轨行为，甚至反过来去欺
凌其他弱小的同学。

2014 年，英国国家儿童发展机构的研究
者通过对 7771 名遭受过欺凌的孩子长达 50
年的追踪发现，那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 45
岁时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这一
研究证明欺凌行为对孩子的伤害不仅严重，
而且很可能会持续孩子的一生，时间都无法
抚平伤痛。

受欺凌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学习成绩断
崖式下跌。孩子情绪很难放松，难以集中注意
力学习，或者每天都处于紧张的回避、逃避、
躲避状态，会缺课、逃学、厌学甚至辍学。有些
青少年弃学流向社会，心理不稳定，生理不成
熟，自身能力有限，容易感情用事，极易受外
界环境的影响，又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对未
来没有规划，一旦受到不良社会因素的诱惑，
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很多孩子在欺凌别人的过程中丧失了自
我，他们暴力手段越来越残忍，由“称霸”校园

变成一方“恶少”；由侮辱、欺负、打骂弱小同
学的轻微违法行为，演变成犯罪，甚至干起惨
无人道的强奸及杀人越货的勾当。由于年龄
原因，很多孩子实施校园欺凌却不会受到惩
罚，这容易使他们形成“藐视法律”的心态，暴
力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

校园欺凌的伤害还会波及旁观者。当欺
凌屡屡发生时，学校不再有比学习、比智慧的
团结气氛，而被比拳头、比地位的恶霸氛围占
了上风。在这样的氛围中，胆小的孩子担心欺
凌者把自己作为目标而不敢去上学，或者上
课不敢主动提问题，学习精力分散，学习效率
自然下降。

有时候，受蝴蝶效应的影响，两个孩子
的冲突会演变为两群人的对立。“学生之间发
生矛盾，一方家长到学校帮娃‘出头’，另一
方家长闻讯赶来，双方发生冲突，其中有家
长被打骨折住院。”“两名9岁男孩发生肢体冲
突。十几秒之后，小个子孩子的父亲对高个
子男孩拳脚相加，男孩满脸是血。”“在处理
孩子间的纠纷时，家长冲进教室帮自家孩子

‘报仇’，班主任老师闻讯赶来劝阻时，他又
向老师挥起了老拳。”这些新闻事件屡屡发

生，引人深思。
北京市曾经对在押的未成年罪犯进行调

查，95％以上的未成年罪犯存在社会公德意
识淡薄、思想品质恶劣、言行偏激等特征，明
显表现出从违背社会公德到违纪违法再到走
向犯罪的必然联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行为过
程非常清晰。

在这些未成年罪犯中，71.6％的人犯罪
时年龄在十五六岁。这个年龄段被称为“易发
犯罪的高危年龄”，又称“犯罪年龄”，孩子本
身就比较躁动，容易失控，需要有人不断引导
他向健康方向走，更需要有人不断阻止他滑
向深渊。孩子的不良行为是他发出的呼救信
号，可惜的是，这个信号常常被忽视。

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惩
戒和教育，任其发展，成年后很可能表现为反
社会性人格障碍，其特征是高度攻击性，缺乏
羞愧感，不能从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行为受
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给个人或
社会都带来不良影响。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
与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著有《少
年江湖——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应对》）

从欺凌到犯罪仅一步之遥从欺凌到犯罪仅一步之遥
宗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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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长如何防范校园欺凌
西子

校园欺凌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校方头疼、家长担
心、学生痛恨。美国教育研究机构证明，欺凌行为是在生命早期学到
的，要从萌芽时期就重视这个问题。因此，美国所有的幼儿园教师都被
要求修一门网上课程，名为“幼儿园里的欺凌”，内容包括如何定义欺
凌，识别欺凌的类型，确定有关欺凌行为的重要事实和统计数据，确定
欺凌行为对幼儿的影响，如何创造无欺凌的儿童保育环境，促进儿童获
得亲社会行为等，详尽、细致、实用，也是家长应知应会的常识。

专家认为，欺凌行为是一种重复的、故意
的、有辱人格的行为，是一种权利对称平衡关
系的失调，分为身体、言语和相关的三种类型。

身体的欺凌，指打击他人身体、踩脚、
绊倒以及任何导致身体疼痛的行为；言语欺
凌，包括嘲笑戏弄、辱骂、不停地喊他人名
字；相关的欺凌，则指故意将一个儿童从社
交群体中排除出去，如传播散布谣言、有意
羞辱或孤立受害者。

不停地叫另一个孩子的名字也算欺凌？大
部分成人也许会认为那不过是孩子之间常玩
的把戏而未加重视，殊不知这就是欺凌。研究
显示，男孩比女孩更多使用身体欺凌，女孩则
容易介入用八卦或谣言孤立或羞辱他人的相
关性欺凌，受害者既有男孩也有女孩。

empathy 与 sympathy 这两个词常常都
被解释为同情，但 empathy 强调的是能够理
解他人感受的能力，即从他人的角度设身处
地来体验感受此情此景，强调的是宽泛的人
类道德情感；sympathy 是对他人糟糕的感觉
感到遗憾，注重具体的事例与情景。翻译成

中 文 ， empathy 是 同 理 心 ，
sympathy则是同情心。

专家认为，欺凌者往往缺
乏同理心，他们不能或无法与
他人的感受、情绪联系起来，
对自己的行为很少甚至几乎
没有内疚或悔恨。他们试图或倾向于和其他欺
凌者为伍，导致频繁打斗或受伤，还可能会参
加偷盗、人为破坏、药物滥用或犯罪活动。

受害者往往形体弱小、性格胆怯，不太
可能为自己起来反抗。他们往往会在焦虑与
害怕中煎熬，不知道下一起欺凌何时发生。
孤独、抑郁、自卑或无力感等情绪反应，有
时会表现为身体的疾病或疼痛。

专家还明确指出欺凌者对旁观者的压
力。尽管他们没有动手或动口，但旁观者被
迫不泄露秘密，以避免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于是也感到害怕、焦虑、不安。同样，旁观
者也要承担责任。近年引起美国舆论哗然的
中国留学生欺凌事件，旁观者也受到了严厉
的惩罚，与欺凌者一起承担牢狱之灾。

散布谣言、有意羞辱也是欺凌行为

校园欺凌如此猖獗，如何防范？专家提出
的应急预案是“计划”和“沟通”，在事件发生前
就积极主动阻止麻烦。这就需要让每个学生、
家长和教师都知道有关校园欺凌的常识，合力
创造一个安全与优良的成长环境。

专家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错误观念：认为只
有男孩会加入欺凌行为，欺凌只发生在小学或
中学；欺凌是成长过程中的自然部分，每个人都
得面对应付；不必在意孩子参与欺凌事件；教孩
子被欺凌时还手打回去；受害者会渐渐自愈的；
受害者都是些孩子，需要锻炼成长⋯⋯这些都
会影响教师和家长对欺凌行为的干预。

专家希望教师和家长应关注“孩子们能做
什么”，而非“孩子们不应该做什么”。比如经
常提醒孩子“管住自己的手”“温柔地使用你
的手”“注意慢慢走”“室内要安静”⋯⋯这也
应该成为家长在家里的态度和口头禅。

如何减少孩子的行为问题、帮助孩子获得

亲社会行为？讲故事就是一个有力的工具。许
多童书的情节会涉及社会矛盾与不公，简短的
社交故事会设置特定的社交情景，列出几种解
决办法。教师和家长可以跟孩子讨论书中的角
色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你觉得这个角
色怎么样？你觉得这个角色下一步应该做什
么？如果是你，在这种情形下，你会做什么？
你会怎么帮助这个角色，能让他感觉好些？

另外，角色扮演也很有用，特别是在小组
活动中。教师和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分角色表现
特定情境中的解决方案，孩子们可以做自己的
图解说明，添加故事，表演练习他们选择的解
决方案。

除了社交故事和角色扮演，教师和家长还
需要教孩子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比如直接走
开或简洁直接地说出来。美国幼儿园教师培训
课程屡屡告诫教师要教孩子学会两个简短的表
达：“停！”“我不喜欢这样！”

学生、家长和教师都要知道相关常识

专家还特别强调教师在防范欺凌时
的监督作用，一旦意识到有欺凌事件发
生，就要立即采取行动进行调解和解
决。比如幼儿园教师要全景、全程看管
孩子，每个孩子要随时随地在教师的眼
皮底下，所有的活动场所 （包括厕所）
都要无死角被监控。

除了自身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帮助
孩子明白什么是良善、懂得感恩，教师
和家长还要把同理心、尊重、合作这些
基本技能教给孩子。比如用宠物、玩具
娃娃、动物玩具等教具和孩子讨论关于
他人的感受，指出侵略性和排他性行为
的影响；引导孩子练习做一个好的聆听
者，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声音，应该注意聆听别人的声音，当孩
子不愿做倾听者时给予适时提醒；创造
社交群体的氛围，让孩子在游戏中互相
帮助完成任务，从而体验尊重、共享责

任。
在反欺凌策略中，专家特意比较了

重 建 （restitution） 和 处 罚 （punish-
ment），认为重建是一种赔偿 （com-
pensation），有助于孩子了解欺凌行为
造成的后果，了解责任和因果概念。

防范校园欺凌，应该成为家校之间常
规性沟通的内容，教师要不断与家长交流
实践策略，共同创造充满关爱的成长环
境。

针对受害者，专家给出的建议是“赋
权”及“说出来”，鼓励受害者及目击者
讲出当时的情形，或者直面欺凌者大声、
简洁、有力地说出来以摆脱困境。

给受害者赋权，是终止欺凌的关键。
受害者不必还手，但需要找到自己的权力
来源，比如沉默着直接走开，也可以大声
说出“停！”“这伤害了我！“我不喜欢这
样！”“这不友好！”

同理心、尊重和合作是社交基本技能

针对欺凌者，专家给出了4条建议。
一是“干预”和“给予选择”，发现状况，

立刻干预。同时鼓励欺凌者多参与亲社会
行为，体谅欺凌者的无助和失控，帮助他们

通过安全、可接受的方式寻求力量
与控制，并提供选择和机会。

二是“提供领导者的机会”。
领 导 能 力 要 求 有 同 理 心 和 责 任
心，给那些寻求力量的孩子提供
领导者的角色，是一条满足其感
受力量需要的安全之路。比如当
教师的小帮手或排队时的领队，
示 范 如 何 穿 衣 、 如 何 洗 手 等 任
务，让孩子在忙个不停中习得互
动、负责等亲社会行为。

三是“认可与赞美”，及时认
可孩子的每一个正面积极的行为。

四是“阴影效应”，把欺凌者
放在受监管的区域。

以约翰和伊森在桌子旁玩沙子
的事为例，教师注意到约翰在哭，

就问怎么了，约翰告诉教师伊森推他。教
师让约翰去告诉伊森他的感受：“我不喜
欢你推我。”然后，教师说：“现在你们俩
一人一边，这样你们俩都有地方玩了。”
这就是在教约翰解决问题而不是反击伊
森。

教师这样做，就是告诉孩子们解决问
题是可以有选择的，是教受害者自己站起
来处理矛盾，这就折断了欺凌的链条。如
果教师只是简单地把伊森移走，而不是教

“受害者”约翰如何应对，那么欺凌的怪
圈还将继续。

又比如个头儿较大的罗比老是欺负弱
小的孩子，在家也经常欺负双胞胎弟妹。
教师和家长决定给罗比“行为的责任”，
挑出几个时段让他当督查领导、小帮手、
规矩监督者，让他练习与同伴和弟弟妹妹
的适当互动，重新定义自己在幼儿园和家
庭中的正面模范角色，并从中获得舒适与
安全的体验。

（作者系旅美华人）

帮助欺凌者习得亲社会行为

无数事例证明，有欺凌
行为的孩子大多有人际交
往障碍，不会换位思考，不
懂 得 分 享 ，不 知 道 怎 么 表
达，有些人际冲突就是欠缺
交际能力导致的。家长不妨
同孩子一起做好语言、动作
和距离三方面的沟通训练，
减少欺凌事件发生。

不会说话引发冲突

很多校园欺凌事件是
由语言沟通不畅引发的：

一是孩子不善于语言
表达，碰到问题时，说半天
说不清楚，于是就用拳头来
解决。

二是孩子心口不一，比
如越是喜欢某个人，越是喜
欢欺负他。

三是孩子不能准确表
达内心感受和需要。比如不
喜欢谁，就给别人起外号或
者骂人，而不会告诉他“你
这样做，我不喜欢”；不会清
楚 地 表 达“ 我 想 安 静 一 会
儿，别吵我”，而是直接过去
给别人狠狠一击。

四是孩子不明白侮辱
性语言是对别人的伤害。校
园欺凌中，言语欺凌的发生
率最高，近一半初中生遭受
过被骂、被起外号、被威胁
等校园暴力。比如看到同学
头发少，好奇的孩子或许想
要表达的是：“你头发怎么
这么少，是不是你很聪明？”
可说出来的话却是“你这个
秃 驴 ”或 者“ 你 应 该 叫 和
尚”。很多孩子觉得这样的
语言更形象，却不知道这是
骂人、侮辱人，深深地伤害了别人的自尊。

家长要注意训练孩子的沟通技巧，根据说话对象的
情况，用简单的语言、易懂的言辞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
容，以免引起误解。

说话音量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让对方听清楚，但
又不能刺激对方；说话语速要适当，语速太快缺乏诚意，
语速太慢让人不耐烦；与人讲话要注意互动，说得太多显
得不尊重对方，说得太少则会冷场，最好认真倾听，适当
重复对方刚说过的话；不要用鼻音和尖音说话，用鼻音说
话往往会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厌烦之感，而尖音刺耳，使
人神经紧张，容易破坏谈话的气氛。

了解“楼梯效应”注意肢体动作

除了语言沟通外，肢体沟通在人际交往中也有着很
重要的作用。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很多挑衅行为就是靠眼神。现实
中，很多欺凌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一个人看了另一个人
一眼，对方就冲过来说：“你看什么看，找揍啊！”

校园欺凌案例中，楼梯是最容易发生欺凌行为的地
点。因为两个人上下楼梯时，往上走的人从下楼梯的人眼
神里看到的是半眯的蔑视，往下走的人看到上楼梯的人
是在翻着白眼。虽然双方都没有蔑视或者翻白眼的意思，
可空间距离却导致彼此心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楼梯大
都比较狭窄，两人擦肩而过难免会有身体上的碰触，再加
上眼神的误解，就很容易起冲突。

这种由于楼梯空间差距造成眼神误解而引起的歧
视、欺凌、排斥，我们可以称之为“楼梯效应”。

此外，叉腰、抱胸等肢体动作，带有明显的敌意和攻
击性，给对方的感觉是“我就是比你大，我就是比你强”。

容易引起对方反感的动作还有——打呵欠、坐时身
体后仰，表示没兴趣、厌烦，一点也不想待在这儿；双臂或
双腿交叉，表示与对方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对谈话没有
持开放态度，让对方有被排斥的感觉；皱眉或其他不开心
的表情，传递出心烦意乱的信息；夸张的手势，表示你内
心很焦虑，让对方觉得你在掩饰真实的想法。

紧握拳头、竖起中指、叉腰、抱胸，是校园欺凌者的标
签化肢体动作，还有皱着眉头、噘着嘴、叼着烟，看上去很
凶恶，一副不可一世、颐指气使的样子，容易导致冲突和
紧张对立。家长要训练孩子避免这些动作，教孩子温和、
自然地与人沟通。

保持“刺猬法则”的安全距离

沟通中还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一位心理学家做过
实验：阅览室里只有一位读者时，进去拿椅子坐在他（她）
的旁边。实验进行了 80 人次，结果没有一个被试者能够
容忍陌生人紧挨自己坐下。很多被试者会默默地移到别
处坐下，有人甚至明确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实验证明：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距
离，任何人都需要自己周围有一个能掌控的自我空间，这
个空间就像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如果两个气球靠得太
近，互相挤压，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爆炸。

沟通时最好和对方保持 1 米左右的距离，就像两只
抱团取暖的刺猬，合适的距离意味着既能获得对方的温
暖而又不至于刺痛彼此。就像楼梯太过狭窄，身体上的偶
然碰触，很可能会成为欺凌行为的点火索。

人际交往要遵守“刺猬法则”，在实际生活中还要灵
活采用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共距离：

亲密距离一般间隔在 15—45 厘米之间，很容易接
触到彼此的身体，只适用于情人、夫妻、父母与子女或
绝对要好的朋友之间，是绝对私人化的。

个人距离一般在 45 厘米至 1 米之间，双方只有握
手时才可以接触到彼此，通常用于熟人和朋友。

社交距离可近可远，可在 1 米左右，亦可在 3 米以
上，通常适用于关系一般的人际交往，两人可以隔几步
远打招呼或寒暄几句便又分开。

公共距离一般都在3米以外，公园散步、路上行走
等公共场合经常采用，也经常被演讲者和教师采用。

因此，和不太亲密的同学交流时，如果和对方的距
离靠得太近，就会让对方觉得不安全、不舒服，交流起
来就比较容易起冲突。

适当的距离能避免冲突，还能“距离产生美”，让
交流在平和中进行。

（摘编自《少年江湖》，作者宗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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