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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
作 32 年的法官，也是一位母亲。从
1987 年至今，我亲历了很多小淘气
变成大麻烦的沉重案例。未成年人
之所以误入歧途，与家庭环境不良
有关。和谐的家庭环境、科学的家
庭教育、父母的优良品行，是孩子
积极向上、健康成长的条件。反
之，小淘气不幸成了大麻烦，就是
全家人的痛苦。

淘气是孩子的天性，他们的生
理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如果缺少法
制教育，缺少规则意识的引导和挫
折教育的历练，小淘气就有可能变
成大麻烦，甚至酿成悲剧。我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 12 条规定，父母应
该学习法律知识，为了培养孩子的
优良品行，父母一定要重视孩子的
法制教育。

家庭教育既要有亲情，又要讲规
则，孩子的行为应当受到规则的约
束。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关爱
与引导，但只有爱而没有规则的约

束，小溪仿佛没有河床的承托，不能
流入广阔的大海。爱必须放置到合
适的框架中，才能绽放出绚丽的光
芒。

无规矩不成方圆，家庭教育中的
规则既包含法律法规，也包含道德规
范。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
法律的哨兵。当孩子的行为违反了
规则的要求、越过了框架的边界、触
碰了法律的红线，就要为自己的行为
买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很多父母可能并不知道孩子的
淘气行为也可能触犯法律，不知道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一条就明确规
定未成年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
共道德规范。孩子往高速路上扔树
枝、摆放安全锥，就是严重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孩子之间打架，要
是轻微伤就是自诉案件，要是满了
16 岁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要是重伤
满了14岁就要追究刑事责任。

父母要加强法制意识，要告诉
孩子法律是公民的行为规范，底线
就是不能危害他人合法权益。14 岁
就要负法律责任，如果把人打成重
伤就要负刑事责任，处三年以上四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父母要教导孩
子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侵害
别人的合法权益，还要教孩子学会
保护自己。

小淘气不变成大麻烦，一要遵
守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规范，包括
遵守学校纪律；二要提高辨别是非
的能力，学会自我保护；三要抵制
各种违法犯罪的侵害，学会用法律
保护自己。

有 些 行 为 看 似 仅 仅 是 道 德 问
题 ， 但 也 许 只 差 一步就违反了法
律。比如同学之间打架，未成年人
保护法中提到的九种不良行为，其
中一条就是打架斗殴；再比如沉溺
网络，不仅影响身体健康、影响学
习，也很容易引发犯罪。为此我们
编了一个顺口溜：网络世界很精
彩，天使魔鬼共存在。天使帮你长
见识，魔鬼让你受伤害。火眼金睛
早练就，真假善恶要分开。网络不
是法外地，法律法规记心怀。

有 的 中 学 生 有 偿 代 同 学 写 作
业，被家长提醒还不以为然，家长
要告诉孩子有“替代他人考试罪”。
曾经有个女生学习成绩比较好，为

了挣两万元钱，替别人参加研究生
考试，结果在考场上一核对身份证
就被发现了，被起诉到法院，处以替
代他人考试罪，判罚金两万元，从此
有了犯罪前科记录，也没有挣到钱。
所以不要小看代写作业这样的不正
当行为，花钱请人写作业的同学，是
拿别人的成绩来交给老师，算一种欺
骗行为，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
面特别强调的讲诚信。

孩子都盼着过生日，父母对孩
子的生日更是倍加重视，总是热热
闹闹为孩子庆祝一番。给孩子过生
日的意义只是送礼物、吃蛋糕、吹
蜡烛、许愿吗？其实，孩子过生日
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一个珍贵
的教育契机。

给孩子过生日时，家长要抓住
机会进行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让
孩子懂得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同
时要教孩子懂得履行义务，懂得每
个人在接受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
到法律约束，要用法律规范自己的
行为，不能做法律禁止的事情，要
知道违法犯罪行为会受到法律惩
处，甚至被剥夺自由。随着年龄增

长，孩子要知道有些行为必须要付
出法律的代价。

尤其要重视8周岁、14周岁、16周
岁这几个关键年龄点，要让孩子知道
该对自己哪些行为负责、要负什么
责。孩子年满 8 周岁，就是民法意义
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要对与
自己年龄智力相对应的民事行为负
责，比如继承，比如自行购买数额不大
的学习用品、小玩具等；年满 14 周岁
不满16周岁，就进入了相对负刑事责
任的年龄段，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
重伤或者死亡、抢劫、强奸等8种严重
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年满16周岁，
在刑法上就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一旦触犯刑法，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孩子一年一年长大，在法律上
的权利和义务逐渐增加。达到一定
的责任年龄时，孩子就不再只是天
真浪漫的孩童，而是承担一定法律
责任的社会人。愿法律的阳光照亮
每个孩子的成长之路，愿所有的父
母都能用科学方法给孩子一份法制
教育的珍贵礼物。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原刑二庭副庭长）

亲情加规则 成就好孩子
尚秀云

优秀案例优秀案例

5月12日，母亲节邂逅护士节，浙江省长兴县实验小学开展“我是护士
妈妈”的体验游戏。孩子们穿上白大褂，戴上护士帽，学习心肺复苏急救知
识，学着照顾娃娃，每人还给妈妈准备了一张贴心感恩卡。

范新萍 摄

（上接第九版）
童年时经常玩的活动之一是捉迷

藏。小伙伴们相邀在村口的大路上，
以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分组，隐藏的那
组躲藏在高大、厚实的柴草堆里，或
藏到房梁、大树上甚至猪圈、牛棚
里，绞尽脑汁不让对方轻而易举地找
到。在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时间过
得飞快，快乐如影随形。（安徽省蚌埠市
淮上区梅桥镇振兴小学 贾为峥）

在我这个“70后”的记忆里，童年是
贫穷而快乐的。大雨如注时，我们手拉手
在雨中笑着奔跑着，雷声夹杂着闪电，我
们彼此提醒着：“不要待在大树底下！”“快
跑，跑回家！”“这阵雨挺大的，比河里洗澡
还过瘾！”3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本应该
在雨中消散的话，依然在耳边回响。（山东
省龙口市镜心学校 徐彩香）

小学四年级时，我有一次在语文课

上偷看小人书《西游记》被老师当场没
收，课间老师很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上课
偷看小人书，我低着头小声回答：“同桌
只同意上课时借给我看小人书，下课时
他自己要看。”老师沉默一会儿，让我每
天放学后去他那里借一本小人书，晚上
模仿着把课文内容改写一下，第二天在
课堂上表演。”从此，我成了“小老师”，
将课文内容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同学
们听得津津有味。（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会员 童家松）

上世纪90年代，我所在的乡村小学
还没有电铃，上下课需要老师手动打
铃。铃呈钟形，黑黢黢的，挂在花坛边的
柿子树上，铃下吐出小锤，锤上系着麻
绳。风劲的时候，铃也会不情愿地“当当
当”响几声。如今校园塌败，当年打铃的
老师也苍颜白发，唯独那“当当当”的铃
声总在记忆深处清脆地响起。（山东省
淄博市临淄区齐陵二中 张强）

读小学二年级时，同学们的书包里
都有一两把泥手枪。课间，教室就成
了“战场”，我们激烈交战，把教室里
打得尘土飞扬，一片狼藉。班主任一
怒之下统统缴械销毁。“下次，谁再敢
带泥手枪进教室就统统枪毙！”话音刚
落，角落里就传来一句“枪都被您销
毁了，还拿什么枪毙呀！”同学们哄堂
大笑，班主任也只好一笑了之。（湖北
省枣阳市新市镇中心学校 张洪波）

童年最爱捉迷藏，有时玩得顾不
上吃饭。有一次我攀爬到树上藏在树
叶中，小伙伴绞尽脑汁找了半天也没
有找到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
转。我在树上不小心笑出声来，小伙
伴用力摇晃树干，差点儿把我从树上
摔下来，吓得我哇哇大哭。今天我仍
对捉迷藏情有独钟，既考验智力又充
满乐趣，更唤起友谊的回忆。（河北省
武安市第六中学 秦延涛）

每年小麦灌浆的时节，轮沟里的水
是我们的最爱。穿上新买的塑料凉鞋，
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来到轮沟前打水
仗。撩起水花泼向对方，对方头一扭，
胳膊一挡，弯腰撩起水花还击。夏日里
的凉意舒服了全身，“咯咯咯”的笑声飘
向天空。小小轮沟里的水浇灌着地里
的小麦，承载着我们童年的欢笑。（山东
省肥城市老城街道百尺小学 洪艳）

生在沂蒙山区小山村，村东的集体
瓜地是我们日夜惦记的地方。桑葚才
熟杏又黄，鲜桃甜瓜又登场时，几个伙
伴经过“战”前研究，决定采取声东击
西、水路偷袭的办法来解馋。夏日午
后，直奔瓜地，摘瓜放入早就扎紧裤腿
的“裤子口袋”里，迅速撤离，游回南
岸。寻一荫浓处，三口两口吃下肚，唇
齿留香多日，甚至今天咂吧咂吧嘴还有
当时的味道。（山东省蒙阴县第一实验
小学 邱言贵）

“现在我家‘着火’的次数变少
了。”“没想到学校这么重视我们家长
的意见。”“孩子的不良表现原来是我
的原因，我需要改变。”⋯⋯近日，
在无锡市教育局举行的中小学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研讨会上，家长代表对无
锡创新的家庭教育指导方式纷纷点
赞。

无锡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
育局副局长符菊成表示：“随着教育
改革不断深化，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
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已成为推动学生
全面发展、学校内涵发展、高品质办
学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近年来，
无锡将构建新型家校关系作为学校教
育发展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注重顶层设计、组织引领、
强化指导、创新机制，重点打出了一
套大数据时代家庭教育指导的“组合
拳”。

立体化设计
让家校共育制度化

面对新市民家长所占比重偏大、
家校共育意识薄弱、科学育儿知识不
足等问题，无锡市统筹规划中小学幼
儿园家庭教育工作，印发 《进一步加
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的意见》，进一步落实家庭教育主
体责任，并从机制和体制上保证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无锡市教育局德育处处长季敏霞
强调：“首先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
的职责，要求家长及时掌握孩子不同
年龄段的成长特点；其次推进家庭教
育指导机制建设，强化各地教育部门
的主管责任，依托家长学校总校负责
区域内中小学领导和指导。同时提高
了办好家长学校的标准。”无锡还将
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纳入市级先进德
育学校评审，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纳入学校满意度测评，同时将教
师参与家校指导工作成效作为优秀班
主任、德育工作新秀、教学能手等考
评内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教师在家
校合作中的独特作用。

“各级组织功能的积极发挥，推
动了家校合作有序开展，保证了新型
家校关系理念和方法在推进中的规范
和统一。”江阴市教育局德育科科长
汤永峰说道。江阴市按照全市统筹、
学校指导、家庭主体、社会支持的基
本原则，实行全市统筹与市场运作相
结合、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
全市整体化设计与学校特色化实施相
结合，逐渐形成了学校、家庭和社会
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云服务支撑
让专业指导平台化

为落实“以家庭教育中出现的需
求和问题为导向，能够真正解决家庭
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逐步引入
专业化指导服务力量”的重点要求，
无锡市教育局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优
势，搭建了无锡网上家长学堂，以云
服务跨平台模式，支持手机、平板、
电脑等不同终端同步使用。

无锡市教育信息化管理服务中心
主任顾军介绍：“平台集家庭教育内
容资源、直播工具、线上班级、沟通
交流、专家互动等功能于一体，包括
音频直播、视频直播、调查问卷、互
动问答、笔记上传、签到、留言、打
卡、提醒等功能。”从 2018 年 9 月以
来，无锡网上家长学堂累计听课人数
约 450 万，评论数超过 120 万条，发
放调查问卷50余次。

梅村高级中学副校长章建锋说：
“无锡网上家长学堂汇聚了多个领域
的专家和学者，从学生的身心成长规
律出发，研发了涵盖健康安全、性格
习惯、兴趣爱好、学习方法、人际关
系和情绪情感等六大主题的课程，形
成了体系化的直播讲座内容，对老师
自我提升以及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都有很大的帮助。”锡山实验小学家
长代表林佳雁说：“面对孩子层出不
穷的问题，我以前经常感到力不从
心，网上家长学堂给我们家长打开了
一扇学习的大门，也带给我不少家庭
教育的方法和启示。”

大数据分析
让指导效果可视化

传统的家访和家长会覆盖面窄、
时间成本高、沟通不便捷等局限性，
无锡网上家长学堂将信息技术与家庭
教育相融合，在最大化节省学校投入
的前提下，提供整套基于问题的家庭
教育指导解决方案和基于数据分析的
家长学习报告。

新吴区后宅中心小学副校长周静
燕谈道：“目前我们学校 90%以上的

家长加入了网上家长学堂，学校定制
的单场主题直播课，在线反馈和评论
就超过 3000 条。这种通过平台调研
需求以后量身定制的授课主题，特别
受家长欢迎。”网上家长学堂符合新
一代家长的学习特点，通过专业的课
程、便捷的互动和强大的功能等服
务，有效地解决家长们的不同需求。
同时，平台通过分析用户行为、学习
内容、互动记录等数据，又能够给家
长进行个性化的内容推荐。这样，教
育局或学校通过掌握家长关心和需要
解决的问题等数据，也可以更加有效
和精准地开展德育工作。

堰桥实验小学的家长甘春花激动
地说：“以前我们家的生活常态，可
以用 4 个字来概括——水深火热。先
生和孩子就像两个炮仗，一言不合就
爆炸。我就是家里的消防员，总是要

在他俩起矛盾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来灭火。”通过无锡网上家长学堂的
学习、专家互动以及学校“智慧家长
修炼营”等途径，她学会及时有效地
缓解了孩子和先生的矛盾，也逐步解
决了自己对于孩子学习成长中的困
惑，从“消防员”这个角色中解脱
了，家人关系也更加亲密，突然感觉
幸福悄悄来临了。

符菊成表示：“未来，我们将侧
重从学校改革创新发展的高度，激
发学校开展家校合作的潜能，进一
步发挥学校指导家庭教育的独特价
值。”如今，无锡的家长开始从“旁
观者”转变为教育的“参与者”，老
师 也 从 “ 指 挥 者 ” 转 变 为 家 长 的

“同盟者”，有力地助推着良好教育
生态的构建。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

无锡家庭教育指导有朵“云”
颜金花

我跟“法官妈妈”尚秀云认识 20
年了。法官这个词令人敬畏，妈妈这个
词让人感到亲切，对很多孩子而言，

“法官妈妈”这个词有非常神奇的力
量。说到审过的案例，我听她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真可惜！”怎么不让小
淘气变成大麻烦，是她多年研究的课
题，也是她多年的思考。

其实，孩子淘气意味着思想开放、
有创造性，如果得到很好的教育和引
导，小淘气能成长得很优秀，可能变成
家庭和社会的大财富。

要想小淘气不变成大麻烦，家长首
先 要 重 视 孩 子 成 长 过 程 中 的 “ 第 一
次”，不当行为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爸
爸妈妈的态度就决定了孩子的价值观。

我小时候家里吃的穿的都不富余，
有一次妈妈带我过马路，我看见别人掉
的一个土豆想捡起来，一个土豆可以炒
一大盘土豆丝呢。我妈妈立刻说：“放
下，不是自己家的东西不要拿。”这句
话我牢记了一辈子。后来我发现，很多
孩子第一次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爸
爸妈妈的态度就决定了他是往家拿还是
放回去，很多盗窃的孩子都是第一次拿
别人的东西时没有被制止。

比如有的孩子在幼儿园玩耍时把别
的孩子一脚踢下去造成对方骨折，妈妈
不关心受伤的孩子，抱着自己家孩子走
了。这个孩子将来就是大麻烦，这是父
母的态度决定的。

有个从贫困地区高分考上重点大学
的孩子，为了给爸爸看病铤而走险抢银
行，被判了10年。“法官妈妈”直说可
惜了，因为他能够考上大学很不容易，
姐姐早早嫁人供他上学，爸爸为了挣钱
干最辛苦的工作，但他们只告诉孩子要
好好读书，却没有教他如何面对困难，
如何用正当手段解决问题，非常可惜。

父母除了严格制止孩子人生的第一
次不当行为，还要告诉孩子什么叫“自
作自受”，犯了错误要自己承认、自己
解决，不要置之不理，不要包办代替。

孩子不可能不犯错误，所有的孩子
都是在犯错、知错、认错、改错的过程
中长大的。犯了错，该赔礼就赔礼，该
赔钱就赔钱，该承担责任就一定要承担
责任。如果孩子转身就跑，或父母拿
钱、拿权把孩子的错误遮掩过去，以后
就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他。

孩子犯错以后，父母一定要控制情
绪，学会制怒。冲动是魔鬼，很多年前
弑母入狱的那个孩子，平时是三好学
生、共青团员，那天就是因为和母亲发
生严重的语言冲突，刹那间不能控制情
绪，用榔头把母亲砸死，被判了12年。

制怒是有方法的，比如感觉到情绪
上来了，有话忍着不说，想好了再说。
能管住自己的嘴，控制情绪，就不会做
违反法律的事。守住大原则，不忽视小
细节，父母就能帮助小淘气变成大财
富。

（作者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首席家庭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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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勤

难忘童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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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机关幼儿园举办第九届“小手牵大手，快乐动起来”亲子活动。 樊丽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