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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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脉“熊孩子”阻断大麻烦
本报记者 杨咏梅

“网瘾、不良交友、早恋、厌学、校园欺凌等问题正困
扰着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很多家长束手无策，还有很多家长
即将迎来这些问题却浑然不知。希望每个家长和孩子都知道

淘气的底线和边界在哪里。”在近日于北京一零一中学召开的“别让小淘气变成大麻
烦”研讨会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原刑二庭副庭长尚秀云深情地说。

尚秀云是我国第一代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从1987年至今审结了近千件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经她审判的失足少年中，许多被她母亲般的情怀所感化，称呼她为“法官妈
妈”。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熊孩子”社会新闻，从不同角度阐
发了对淘气的底线和边界的认识。

研讨会上播放了一段视频，主持人王小
丫注意到中学生们看视频时的变化，一开始
大家都在哈哈笑，但逐渐都安静下来了：看似
常见的淘气行为，怎么就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原政治部宣教部副
部长滑玉珍点评说，视频中这个熊孩子背后
有个更“熊”的妈妈。妈妈没有及时制止孩子
踢椅子这件小事，甚至任由孩子动手殴打前
面的观众，又打又闹又抓，这就构成了伤害他
人罪，触犯了法律底线。

尚秀云补充说，造成轻微伤就是自诉案
件，年满16岁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要是造成
重伤，年满14岁就要追究刑事责任。

王小丫问道：“视频中那几个小孩三番五
次翻栏杆去高速路上堆放安全锥，似乎并没
有造成交通事故，怎么从法律角度来解读这
种淘气呢？”

尚秀云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一条就
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规范。往高
速路上扔树枝，在高速路上摆放安全锥，就是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视频中另一个令人不解的案例是小孩子
绑定妈妈的银行卡打电子游戏，花了 11 万
元。花的是自己家的钱，也算违法吗？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原审判管理办公室主
任王京生解释说，打游戏私自用了家里的钱，
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造成了家庭财产的

巨大损失，就越过了淘气的边界。淘气是孩
子的天性，但一定要有边界和底线。遵守国
家的法律和社会规则，不给他人造成人身伤
害和财产损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超越的底
线和边界。

现场有中学生提问：“如果有人先出拳打
我，我怎么办？如果我还手把对方打成重伤，
我要负法律责任吗？”尚秀云回答说，法律的
底线就是不能危害他人合法权益，每个人的
生命权、健康权都受法律保护。如果有人把
你打成重伤，就要负刑事责任，处三年以上四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因此每个人首先要学会
保护自己，同时不要去侵害别人的合法权益，
要学会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一个初一的女同学关心有哪些未成年人
打游戏触犯法律的案例，滑玉珍介绍说：“近
年来，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小学生、中学生越来
越多，有些孩子跟爸爸妈妈要不来钱，或者父
母给的零花钱满足不了自己，就去偷别人的
自行车、笔记本电脑等有价值的东西，累计起
来就构成了犯罪，触犯了法律就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

滑玉珍还指出，有的孩子在网吧打游戏，
互相逞强，从言语冲突升级到打架斗殴，甚至
造成人身伤害。尚秀云补充说：“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上网也要遵守国家对网络的相关法
规。”

淘气是天性，底线要清晰

对这些案例，全国妇联副主席宋鱼水认
为比家庭财产受损失更严重的，是孩子不知
道什么是法律的底线。在高速公路上玩耍或
用家长的银行卡绑定打游戏的孩子，如果知
道这些行为有生命危险、会触碰法律底线，
可能就不会那么做了。

对于人们常说的“家庭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宋鱼水认为更完备的表
述应该是“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也是讲理的
地方、讲规则的地方”。“家庭和社会的规则
文化，个人品德和公益心等，都要把法律知
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现场有位家长问学生之间有偿代写作业
是否涉及违法，“孩子替别人有偿写作业，
还振振有词地说，就像打工付出劳动得到报
酬，代写作业他也是付出了劳动的，为什么
不可以得到报酬呢？”

对此，王京生认为关键是要搞清楚这样
的有偿服务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法律。“作业
本该学生自己亲力亲为，找人代写作业本来
就是不正当行为，况且只能起到交差的作
用，对自己并不利。”

“未成年人的民事责任与他的年龄相
符，如果说帮别人写作业收取的费用数额很
小，一般情况下不会干预。如果数额巨大，

超过孩子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这样的行为
就是无效的。”王京生提到“法无禁止即可
为，法无授权即禁止”，指出有偿作业服务
本身的正当性都要打一个问号，收取相关服
务费用肯定不合法。

“代写作业是非正当的，带有欺骗性，
违反了诚信原则。”滑玉珍认为，花钱买作
业交给老师，就是使用欺骗手段，代写作业
的就是枪手。“咱们国家已经明确规定枪手
触犯的是替代他人考试罪，请人代考或者替
人考试都是违法行为，家长一定要帮孩子从
小守住这个底线。”

怎么才能让小淘气不变成大麻烦？北京
一零一中学的陆云泉校长认为，我们不是专
业的法律人士，不一定明白那么多法律条
款，就记住“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
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想打架、透
支家长信用卡、给同学起不好的绰号等事
情，是否愿意别人施于我，这是最基本的判
断方式。

对于中学生们非常关注的人际冲突问
题，宋鱼水建议一要清晰有边界、守住底
线，二要勇于制怒，学会解决矛盾。“完全
避免打架其实有难度，成人之间火气上来时
吵架斗嘴也是难免的。当你的手要伸出去攻

家庭要讲爱，也要讲理、讲规则
为了写电影 《法官妈妈》 的剧本，

编剧王兴东跟着尚秀云在法院实习了 3
年，他对“别让小淘气变成大麻烦”中
的“变”字深有感触：“一个好孩子可
以变成坏孩子，一个坏孩子可以变成好
孩子，很多罪犯就是从打游戏开始偷
钱、盗窃的，真实的故事里有血、有
泪，值得所有家长反思。”

现场引起与会者反思的，还有一份面
向500个初一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发布：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首先向
父母、亲戚、老师还是朋友求助？70%
的学生选择了父母。

你 觉 得 平 时 最 关 心 你 的 人 是 谁 ？
49%的学生选择了朋友，21%的学生选
择了老师，82%的学生选择了父母。

对父母亲的敬爱程度方面，52%的
学生选择了很亲近，35%的学生选择较
亲近，13%的学生选择了一般，0.5%的
学生选择了不亲近。

你曾经遭遇过校园暴力吗？70%的
学生选择没有，16%的学生认为自己遭
遇过，但不知道是不是校园暴力。

跟他人发生矛盾时用什么方法解
决 ？ 59% 的 学 生 选 择 了 跟 别 人 商 量 ，
50%的学生选择顺其自然相信过一段时
间就好了，39%的学生选择跟老师家长
说，16%的学生选择用武力解决，13%
的学生选择忍气吞声。

在学校和老师同学的关系怎么样？
74%的学生选择了很好，20%的学生选
择了一般，2%的学生选择了不好。

你觉得父母间的感情对你成长很重
要吗？40%的学生选择比较重要，10%
的学生选择一般。

14%的学生说自己遇到过欺凌事
件，选择的解决方法依次为：告诉老师
和家长、尝试自己解决不行再找老师、
完全自己解决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清楚
如何解决、武力解决。

对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
人案件审判庭庭长赵德云提及北京市的
一个调研结果，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等违法行为往往发生在上学、
放 学 的 途 中 ， 16 岁 到 18 岁 的 男 性 居
多，地点通常是比较隐秘的宿舍、卫生
间等，受害者的年龄一般在 14 岁到 16
岁。“我们提倡双向保护，要预防犯
罪，同时还要保护自己。家庭要给孩子
一个和谐、温馨、善于沟通的环境，得
到关爱的孩子在学校更容易遵守规则。”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家
庭教育专家卢勤点评说，父母真的要知
道孩子最渴望得到的是一个温暖的家，
而温暖的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父母和
谐、不吵架。“父母之间的感情对孩子
影响最大，父亲和睦相处就是给孩子的
最好的礼物。”

父母和谐温暖，孩子更守规则

养育两个女儿的过程中，常常随手记录
孩子成长的点滴。先生说我在记录小孩子慢
慢地懂事、慢慢地长，于是“家有懂事长”就
成了我5年来育儿笔记的主题。有时我也会
停下来想，究竟谁是我家的“懂事长”呢？

有天一早打开门，大风从正门吹进来，
昨晚二宝小贝在桌上玩儿的小纸片顿时随
风飘散一地。我刷完牙正要去扫，却看见小
贝拿着一个小小的塑料口袋，蹲在客厅的
地板上捡着小纸片。“妈妈不要扫了，我来
带纸片回家。”“小纸片的家？小纸片的家在
哪儿呢？”“在我手里呀，这个小袋子就是它
们的家。袋子里面吹不到风，它们就不会被
风吹走了。回不到家，小纸片会哭的⋯⋯”

瞬间，我就被小纸片简易的家感动了。
“不被风吹，不会找不到家”，大人用许

多语言都解释不清楚“家”的概念，对小贝
来说就那么简单。这个早晨的瞬间，孩子用
自己的方式演绎她心中“家”的含义、表达
她对家的爱。我庆幸没有错过这个细节。

我家大宝和二宝相差 15 岁。姐姐大学

毕业刚开始实习时，可能遇到了困难，也可
能犯了一些错误，有时回家带着些小情绪，
脸色不好，嘴里咕囔⋯⋯尽管我能感觉到
她心里有事，但我不问。我认为不管孩子遇
到什么难题都需要自己去接受和承担，想
问的时候她自然会张嘴问。

过了一两天，她情绪有些好转，终于
开口问了：“妈妈，一个人走上社会必须经
历的是什么？”“是犯错。”“为什么？”“因为
进入一个陌生的未知领域，总归会有些探
索，也一定会遇到从来没有经过的事，谁
都没有把握一定不出错。”

“哦，妈妈，你犯过错吗？”“妈妈犯过不
少错，不过都不太记得了⋯⋯”“为什么？”

“刚开始工作，犯了错心里也不舒服。后来
我就把犯错当成一个养正的契机、成长的
机会，总琢磨能从犯错中得到什么收获，避
免再次犯错的秘诀是啥，这次犯的错怎么
纠正，以后怎么做更好⋯⋯犯错后有很多
需要做的事，就来不及难过了。慢慢地，犯
的错就越来越少了⋯⋯”

无论孩子还是成人都会犯错，犯错可
能很难为情，也可能很棘手，或许还是一个
小小的危机。既然犯错是常态，就不妨用最
积极的状态让犯错变为成长的契机。如此
一来，改错越多，懂事成长的契机就越多。

反思孩子们“懂事长”的点点滴滴，忽
然发现我也在“懂事长”。

小贝上幼儿园小班时，周末我带俩孩
子出去踏青。谁知，只是因为我拉着谁的
手这点儿小事，大的不让小的，小的不让
大的，我心里也不舒服，还发了火，结果没
走多远我们仨便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回到家我独自在书房发呆，越想心里
越委屈：我努力把爱平均分给你们，你们还
要这样争妈妈的关注，老这样摩擦，问题出
在哪儿？我想了好几天，直到偶然看到两个
算式，我才明白了自己应该改变的方向。

我原来是坚持“爱的平均分”1/2=0.5，总
想对两个孩子不偏不倚，携左顾右，唯恐闪
失，又紧张又容易出错。后来我变成“爱的
阶乘”1×2=2！有两个孩子，妈妈就应该有

两份深沉的爱，把每个孩子都当成自己唯
一的孩子。当我思考到这个层面，真诚地发
自内心去爱孩子的时候，我逐渐可以淡定
地观察孩子，及时捕捉孩子的需要，及时给
予关心和呵护。

两孩家庭，父母对每个孩子都应该是
满满的爱，而不是平均分的爱。自从我有了
对这两个算式的认识，再带两个孩子就很
少担心她俩吵架，即使遇到状况也能淡定
引导。我把我的感觉告诉先生，先生很认可
用心爱她们中的每一个，他自己也有“突
击”教育效果却不理想的体验。先生后来改
变状态后，才懂得这个道理，他说自己也是

“懂事长”。
孩子的奶奶从小贝还没有出生就看

着电视教程学习小儿推拿，老人学新知，
岂不也是“懂事长”？看来，孩子、父母、长
辈⋯⋯家中的每个人都在育儿过程中经历
着一件件事，享受着“懂事长”的一个个幸
福时刻。

（作者单位：张家港市家庭教育中心）

谁是我家谁是我家““懂事长懂事长””
徐彩萍

6—12 岁被称为孩子身体成
长的“黄金六年”，营养补充至
关重要。这一阶段的孩子生长发
育迅速，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
量相对高于成年人，充足的营养
是其智力、体格发育乃至一生健
康的保障。《我国大中城市小学
生饮食情况调研报告》 显示，目
前我国家长对于孩子营养重视程
度较高、态度积极，但营养知识
明显缺乏，孩子饮食行为不合理
现象突出。

为了帮助家长学习营养知
识，培养保持健康、爱、感恩和
分享的能力，我们尝试在一个班
级实施“家庭营养早餐行动打卡
30天”活动，成效令人惊喜。

吃好睡好增强了学习能力

活动之前我们精心策划方
案，编制 《营养早餐行动计划
及执行情况打卡表》，提供了
55 例早餐食谱，强调营养充足
的早餐至少应包括谷薯类、肉
蛋类、奶豆类、蔬果类等四大
类食物中的三类，要少油、少
盐、少糖，杜绝含糖饮料。特
别提醒家长从食谱构思、食材
选 购 、 清 洗 烹 制 到 摆 盘 等 过
程，都尽可能让孩子参与。

打卡第二天，家长群里就出
现了 42 张图文并茂的照片。接
下来的图片越来越精美，好多家
庭更新了餐具，食材变丰富了，
深色食物增加了，孩子们动手参
与的多了，和爸爸妈妈一起享受
美味早餐更有仪式感了。

30 天后我们评比表彰营养
早餐行动优秀家庭，家长们纷纷
发言，分享从活动中得到的收
获。

王政霖妈妈说，儿子会主动
了解食物的搭配和制作方法，提
前准备好第二天的食材，勇敢尝
试各种厨具。现在孩子的身体素
质有所改善，抵抗力明显增强。更可喜的是，全家都养成了
早睡早起的习惯，有充足时间好好享用营养早餐，开启美好
幸福的一天。

启动营养早餐行动后，班主任发现上学迟到的学生一
天比一天少，大部分孩子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一张张小
脸活力满满，到了下午也精力充沛。而且参与早餐行动的孩
子，动手能力、沟通能力、交往能力都有进步，每天值日时
教室内外的地面也比以前拖得干净了。期中考试成绩好、有
进步的孩子，果然来自那些坚持做营养早餐的家庭。

一起做饭融洽了亲子关系

一餐一饭饱含着爱的滋润，除了享受美食的营养，营养
早餐行动更大的价值，是给孩子的记忆中留下妈妈的味道。
就像雷雅涵妈妈说的那样，现在他们家已经养成了做营养早
餐的好习惯，一家人一起吃早餐特别开心，虽然早餐打卡活
动已经结束了，但孩子的营养改善行动，她会坚持下去。

“妈妈，你烧的早饭是好吃，可是我们的盆子丑了点
儿。”赵弈博妈妈被儿子的这句话触动，马上采购漂亮的碗
盆、桌布、小盆栽，让早餐打卡不仅成为一种自我约束的形
式，而且更具仪式感。

每晚睡前一起讨论第二天吃什么，早餐时一边分享美味
一边分享心情，空闲时一起采购食材⋯⋯赵弈博妈妈意识到原
来和孩子相处的方式那么丰富，和孩子平等分享会有那么多的
收获。她感慨地说：“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陪伴应该是平等地
聊天，朋友般的游戏，而不是家长一味权威地下命令。很开心营
养早餐打卡活动带给我与孩子更多的陪伴时光。”

每天辛苦弄出的花样早点得到孩子的肯定与赞扬，妈妈
们心中充满成就感。拍照发在朋友圈，身边热爱生活的伙伴
常点评“你是我朋友圈最用心的妈妈了”“做你家孩子真幸
福”等。许皓然妈妈说：“读着这些评语，心里甜滋滋的。孩
子也很开心，在学习上更努力了，我真的非常感谢营养早餐
行动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自己做的早餐安全、卫生、放心、营养、健康、美味。
和家人一起享用，欣赏美味的食物在照片里展现出美丽的样
子，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邵羿恺妈妈自信地说，“久而
久之，在这样的亲子氛围中，坚持做早餐也不觉得难了。”

爱的滋润让孩子学会感恩

“以前我们教育孩子要感恩，习惯用的方法是唠叨，结果
却导致孩子紧紧闭上嘴巴，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吃着妈
妈亲手准备的早餐，孩子很自然很乐意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了。”赵弈博妈妈谈到这次活动让孩子懂得了感恩，深感真诚
的付出永远比唠叨有用。

许皓然妈妈用心把早餐图片拍得美美的，学习网络上各
种早餐达人的摆盘方法。因为她发现漂亮的摆盘不仅带来一
种仪式感，还会让孩子眼睛一亮，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坚持打卡一个月并不容易，大人们有时候会因为各种借
口想偷懒，反倒是孩子很认真、愿意坚持：“妈妈，还是你
烧的早饭最好吃，外面的不健康。我现在就帮你把食材准备
好吧，这样明天就来得及了。明天我也早点儿起床，你肯定
不会迟到啊。”赵弈博鼓励妈妈说：“老师说了，做事情要坚
持，就像我每天坚持诵读文章一样。”孩子期盼的眼神和兴
奋的笑脸坚定了家长的信心，让一度因为懒惰想放弃的家长
重新认准目标、克服困难、坚持不懈。

“30天来的家庭营养早餐行动，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增添
了暖心的小幸福。”许皓然妈妈发现，孩子其实对做早餐有
很大的参与热情，每次都嚷嚷着要帮忙，母子俩一起合作特
别开心。“孩子从这些劳动中学习生活的技能，也培养了责
任感。”

营养早餐打卡活动，带给孩子香香的回忆，带给家长深
深的感悟。为了孩子的健康，为了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为了
孩子长大后记忆中妈妈的味道，家长纷纷表示要坚持和孩子
一起做营养早餐，让孩子享受美食的营养，享受高品质的生
活，更享受爱的滋润。

（作者单位：浙江省安吉县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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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对方的时候，或者俩人相互攻击的时
候，要提醒自己把火气降一降，想想一
旦动手可能出现的后果。”

宋鱼水特别强调孩子要学会解决矛

盾，学会解决纠纷，尽量让损失减到最
小。“冲突之后要反思，怎么能不打
架，怎么能少打架，怎么能避免严重的
后果。”

插画选自插画选自 《《长大之前一定长大之前一定
要看的要看的 10011001 本童书本童书》》 中国画中国画
报出版社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