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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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欺凌发生时 如何保护“少年的你”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出 身 于 书 香 门 第 的 我 ，
22 岁跨入教师队伍，至今已
有 10 年 。 我 的 太 爷 爷 、 爷
爷、外公和父亲都是教师，到
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人民教师
了。家风浩然，祖父辈并没有
告诉我很多为人师表的技巧，
只有无形的榜样和潜移默化的
熏陶。我们用同一种信念在相
同的工作岗位上陪伴着一代又
一代的学子，也书写着自己平
凡的人生。

太爷爷 17 岁就被选为当
地私塾的校长，我出生时他早
已仙去，我对祖辈师风的记忆
始于爷爷。小时候，每到过
年，邻里乡亲都会带着大红纸
来请爷爷写对联，随手带着的
总还有一袋花生、两个鸡蛋、
几颗硬糖。爷爷乐呵呵地给每
一家“量身定做 ”，东家是

“鸡鸣喜报丰收果”，西家是
“蟾宫折桂写华章”。耳边一声
声“周老师”的尊称，嘴里一
颗颗糖果的甜蜜，我的童年弥
漫着墨香的味道。

奶奶是传统的重男轻女的
老人，她一生养育了 3 个儿
子，却只有一个长孙，接下来
都是清一色的孙女。她把所有
的希望寄托在最小的儿媳妇
——我母亲身上。看到呱呱坠
地的我依然是个女孩时，奶奶
气得脸色发青。年幼时我不知
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可是总
觉得相比于堂哥、堂姐，奶奶
对我很冷淡。

爷爷却是对所有的孙辈一
视同仁，给予一样多的关爱，
每人一个苹果，每人一句表扬、两毛零花钱⋯⋯每当夕阳
西下，孙辈们就搬着小板凳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看他用粗毛笔蘸着墨汁练书法，爬到他身上
争相“占地为王”。当我有机会和爷爷独处时，他总是用
温暖的手拉着我说：“好孩子，以后一定比男儿还强！”我
好像能感受到爷爷想对我说什么，却又不是很明白。爷爷
去世的那天，我觉得天空一片灰暗，仿佛身后的大树轰然
倾倒。我一遍遍回忆爷爷临终前对我说的话：“还记得彩
虹吗，那是联结亲人之间的一座桥。彩虹出来的时候，爷
爷就在天上看着你、保护你。”

童年虽有阴影，但在爷爷的庇护下，我总能看到彩
虹。从爷爷身上，我知道了何为“润物细无声”，也知道
了“公平”对每个人的重要性。每个人的身份和处境不
同，但人人都需要维护自尊、自信和对未来的希冀。

父亲 37 岁时被任命为我所就读小学的校长，别看我
是他女儿，其实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对他即畏惧又崇敬。
畏惧的是他每日巡视校园的身影，是他对学生们的高标
准、严要求；崇敬的是他在国旗下讲话的出口成章，是他
对教育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突破。

时光冲淡了儿时的记忆，唯独却还记得五年级的那个
冬天，江南百年一遇的大雪纷飞，把校园装扮得像童话里
的雪国。孩子们在教室冻得瑟瑟发抖，又忍不住把眼睛不
停地往外偷瞄。父亲一声令下，各班取消下午最后一节
课，由班主任带队赴操场打雪仗！忘不了脚踩积雪的兴
奋，忘不了热火朝天的欢呼，更忘不了同学们偷偷跟我咬
耳朵：“你爸爸真棒！”

更多的时候，父亲是一位锐意进取的教育工作者。在
位 20 年，正逢素质教育推广之际，他开设了当地学校第
一个兴趣班，目标是让每个孩子学会一门乐器；他大力支
持体育课程发展，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强健体魄；他带领学
生们走出农村，参加各类区级、市级活动，屡屡拿下大
奖；他冲破万千险阻拆危楼、建校舍，承诺给每个孩子安
全的学习环境⋯⋯他坚毅挺拔、不知疲倦的形象，成为无
数学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每次回老家，我总能遇到父亲的
学生们，有的和我同龄，有的已白了头，他们总喜欢拉着
我问：“周校长最近还好吗？身体健康吧？有什么需要我
们做的吗？”

从父亲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俯首甘为孺子牛”，
也体会了“桃李满天下”的幸福感。父亲总说：“政声人
去后，民意巷谈时。不用急着证明什么，要经得住时间的
考验。”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高中心理教师。虽说出自教
师世家，可初入职场的我还是感到茫然，尤其是任教一门
冷门学科，当我看到同事们每天埋头批改作业时，当我听
到学生们热烈地讨论数学难题时，当大家为小高考、高考
成绩欢呼雀跃时，我不禁扪心自问：我该做些什么？我的
价值在哪里？

也许是亲人间心有灵犀吧，中风多年的外公临终前为
我写下了 3 条箴言：工作上要做到兢兢业业、锐意进取、
追求卓越，有特色成绩；人际关系上要做到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修身重德、为人师表；经济上要做到清清白白、
丝毫不差。看到外公的字条，我不禁潸然泪下，外公当了
一辈子教师，他放心不下初为人师的外孙女，把自己毕生
的经验凝聚成几句话来嘱咐我、引领我。我一遍遍地琢
磨，什么是兢兢业业和特色成绩，什么是戒骄戒躁和为人
师表。思来想去，唯有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上好每一堂
课，做好每一次心理辅导，办好每一次心理活动⋯⋯

当我开始踏实做事、认真育人时，渐渐地就成了学生
最信任的大姐姐、班主任所依赖的智囊、校园里的一颗定
心丸，而我的未来也逐渐明朗。感到劳累、遇到困难时，
总会拿起抽屉里那张发黄的字条看看，好像看到了外公用
颤抖的手在纸上一笔一画书写的样子。这大概就是“春蚕
到死丝方尽”吧！学科再小，也有存在的意义，工作再不
起眼，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人生的价值要靠自己奋力赢
得。

如今，我已步入而立之年，每当走进校园、看到学
生，总能感觉到肩头的重量，左肩承载着亲人们的期望，
右肩担负着孩子们的未来。一路走来，留在背后的是辛酸
和艰难，迎面而来的是坚定和希望。

（作者单位：常州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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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卓行

校园欺凌非常普遍，远比你想象的更复
杂，不可轻视。

1. 什么是校园欺凌？关于校园欺凌的
一些界定，比如经常的、恶意的、蓄谋已久
的，听起来像法律概念。但校园欺凌本身不
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不对等的攻击行为，
体现在力量的不对等、地位的不对等（如班
干部和普通学生）、年龄的不对等，还有隐藏
的情绪的不对等。欺凌者在欺凌时有获胜
感，而被欺凌者感到特别痛苦羞愧，这种情
绪的不对等，是欺凌中常见却又不容易被人
注意的现象。

2. 哪些是欺凌行为？第一种是身体欺
凌，比如打、推、骂、掐、揪头发、绊倒、扯你的
衣服；第二种是言语欺凌，起外号、嘲笑、说
粗话、颐指气使、叫嚣、奚落、讲脏话、叫你父
母的名字、说闲话侮辱人等；第三种是关系
欺凌，是最不容易发现也是最残酷的，包括
排挤你、鄙视你、嫌弃你，联合一群人对付
你，恶作剧，骚扰你、歧视你、孤立你；第四种
是财物欺凌，比如抢你游戏机、“借”你鞋穿
几天；第五种是新出现的网络欺凌，比如说

在网络上传播你的隐私，传播谣言攻击你，
“人肉”你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信息等。

3. 哪些人容易成为欺凌者？有力量者，
人高马大；有权力者，一般是班干部；学习失
败者；自我中心者；情绪不稳定者；感情麻木
者；再有就是有钱者、好嫉妒者。欺凌行为
是后天习得的，许多欺凌者原生家庭就有家
庭暴力，父母有恶习甚至反社会行为。

4. 哪些人容易成为被欺凌者？残障者、
家庭贫困者、转校生，特别是有外地口音的
转校生，几乎都会受到欺凌；不受老师喜欢
的、学习失败的、行为举止怪异的、不拘小节
的；不善表达的、性格自卑的、没有朋友的；
个性小心谨慎、敏感安静顺从的；身材矮小
的、性格倔强的、举止张扬的；炫耀财富的，
形象或着装特别的，也容易被欺凌；最后是
学习优秀的，欺负优秀者会让学习失败者找
到成就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沟通能力
差，即使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说不出来，默
默忍痛，不会表达，是受欺凌者常见的被害
性心理特征。

5. 欺凌的后果是什么？被欺凌会改变
人的价值观。很多少年犯曾经是被欺凌者，
后来变成了欺凌者。当人反复受欺凌时，会
变得消极、自卑、抑郁，有的产生厌学厌世情

绪，有的则拉帮结派走向犯罪。中学生的厌
学 85%以上和人际关系有关，有可能就是遭
受了欺凌，得不到及时处理和关照，还有可
能走向自杀。

6. 欺凌为何不被重视？因为父母和老
师并没有把孩子的感受和情绪反应放在第
一位。孩子说遭遇欺凌的概率是 89%，老师
的眼里只有 10.65%；孩子说没有得到帮助，
老师说已经解决了。校园欺凌发生后，最后
知道的永远是老师。而父母经常跟孩子说
的是“别给我惹祸”，有的父母还会打孩子一
顿。于是孩子慢慢觉得自己的感受不重要，
说了也得不到帮助。

7. 如何知道孩子受到了欺凌？孩子突
然开始厌学了，成绩突然断崖式下降；身体
有伤痕、衣物有污损；突然有骂人、打人等攻
击行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内心压抑了太
多的愤怒；突然有偷摸行为、有自伤自杀行
为，突然有不愿意上学、头疼、疲倦、发呆等
情绪反应；女孩子突然交男朋友了，很可能
是找“大哥”、寻求保护。

8. 孩子受欺凌，父母怎么办？感受孩子
的痛苦和愤怒，不断强调“孩子，这不是你的
错”；了解真相，鼓励孩子不给欺凌者保密。
不要去找对方的家长，第一时间找老师，不

断询问处理结果。
9. 学生受欺凌，老师怎么办？老师要坚

持立即性原则，立即安抚受欺凌者，立即把
欺凌者叫来倾听受欺凌者内心的委屈并且
道歉，立即联系双方的监护人，评估是否需
要心理辅导甚至专业干预。最主要的是预
防为主，重塑班级文化，才能长久解决和预
防校园欺凌问题。

10. 欺凌产生的心理特征是什么？被欺
凌者常常是群体中显得“不一样”的人，这跟
青少年的不安全感心理特征有关。青少年
时期，荷尔蒙快速分泌，而负责自控力的
大脑前额叶皮质要到 25 岁左右才真正成
熟，很容易发生攻击行为。如果运动不
足，孩子的生理能量无从释放，加上学习
成绩不好，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感，就可
能会用欺凌别人的方式获得所谓的权力感，
校园欺凌就有可能发生了。

PS：相关题材电影推荐
《大象》［美］；《小鬼当家》（五/七）［美］；

《蚯蚓》［韩］；《怜悯》［韩］；《白昼之夜》［日］；
《伤痕累累的恶魔》［日］；《丑八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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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
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

有关校园欺凌的有关校园欺凌的1010个必答题个必答题
宗春山

家教主张

2015 年 6 月发生在洛杉矶的一个校
园欺凌案件，震惊无数留学生家长。其中
一位旁观者章某，只是回家拿了一把剪
刀，并没有直接参与施暴，也被美国法庭
判了 3 年。法庭认定这把剪刀被施暴者
用来剪掉被欺凌者的头发，成为更严重的
凌辱的开端。

对此，岳坤认为，欺凌事件中，旁观者
实际上起到了助长欺凌的作用，冷漠的旁
观者也是施害者，旁观者的默许是欺凌最
大的帮凶。宗春山说欺凌者往往是学习
的失败者，心理能量缺失，现场如果只有
他和受害者，气焰还不太嚣张，“如果有一
群人旁观、嘲笑、起哄，欺凌者就更加膨
胀，受欺凌者越痛苦，围观者越多，他越来
劲，仿佛是一种舞台效应”。

宗春山从 1989 年开始调研校园欺
凌，专门写了《少年江湖》一书。他提到一
次讲座时做的一个实验：一个人被蒙着
眼，一群人反复推搡他，下面观看的人忍
不住发出笑声。实验停止时，问被蒙眼推

搡的人有什么感受。“他说：‘被推来推去
不舒服，还有笑声，那些笑声让我更痛
苦。’这就是旁观者助长欺凌行为、让受害
者更加无力。”

主持人提到芬兰的防校园欺凌项目
KiVa，他们研究发现，校园欺凌事件中，8%
是欺凌者，12%是受害者，剩下80%的旁观
者群体是防范校园欺凌的重点。当旁观者
站在受害者一方时，欺凌事件就成为92%与
8%的对抗。他们在全芬兰的234所学校开
展试验，唤醒旁观者角色意识，增强旁观者
的责任感。一年后，试验对象成为欺凌者和
受害者的风险都减少了50%以上。

对此，宗春山深有体会：“站在受害者
后面，即使什么都不说，就是有效的声援，
就有震慑作用。”

岳坤认为孩子在欺凌事件中可能成
为哪个角色，跟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
系。“家长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和
态度，不能要求孩子一味顺从，家长做错
了事情要跟孩子道歉，教孩子学会尊重权

威，而不是害怕权威；家长也不能溺爱孩
子、总是对孩子妥协，从小过于自我中心
的孩子就可能成为未来的欺凌者。”

家长还应该教给孩子如何自我保护，
岳坤提醒家长说：“教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不是给他一本《防欺凌手册》，而是要示范
给孩子看，和他反复练习，直到他非常自
如地使用那些技巧和方法。”岳坤的孩子
两岁多时，亲子班里有个小孩经常打他，
岳坤就和孩子在家练习，先示范如果自己
被欺负要如何自保，然后假装欺负他，教
孩子抓住对方的手大声喊：“不许打人！”

“我不喜欢你这样！”
如果发现孩子遭遇了校园欺凌，家长

最该说的话是什么？“这不是你的错！”
宗春山说，“一定先跟孩子拉近关系，‘告
诉妈妈哪儿疼，告诉爸爸谁欺负你了，爸
爸妈妈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一定要相信爸
爸妈妈！’千万不能说‘为什么不打回去？
为什么单单欺负你？’这会让孩子失去对
父母的信任，关上求助的大门。”

防欺凌的关键是改变旁观者的态度

公开课

新近发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增加了有关防控学生
欺凌的强制报告制度和预防教育机制，近期热播的电影《少年的
你》也让人们再次聚焦校园欺凌这个世界性难题。据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全国调查数据，将近一半（49.6%）的
初中生遭受过言语形式的校园暴力，37.7%的初中生遭遇过关系
欺凌，19.1%的初中生在校园里遭受过身体上的暴力伤害，网络
欺凌的发生率也达到了14.5%。

11月1日，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公开课“今天，我们怎样
做父母”邀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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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
和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岳坤，讨论如何预
防和应对校园欺凌。两位嘉宾尤其关注到校园欺凌中的隐性欺凌
和改变旁观者态度的关键性作用。

李冰 绘

北京5名少女因殴打、辱骂同学造成其中一
人精神抑郁被判有期徒刑；西安 17 岁少年跪地
遭 7 名男女轮流殴打后不幸离世；4 名女生在教
室内轮流暴打一名短发女生，十多个同学围观，
却无一人上前阻拦施暴者⋯⋯这些孩子一开始是
在闹着玩吗？哪些行为可称为欺凌行为？

宗春山认为，在5种校园欺凌事件 （身体欺
凌、言语欺凌、财物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
凌） 中，首要的判断指标是“不对等”。欺凌是
一种不对等的攻击行为，包括力量的强弱、地位
的高低、年龄的大小，以及欺凌者的获胜感与受
害者的痛苦羞愧这种情绪的不对等。还有三个关
键点是动机出于蓄意或恶意、行为上是欺负或侮
辱、造成被欺凌者的身心伤害。

宗春山特别强调：“尤其要关注受欺凌者的
感受，是不是闹着玩，要问问弱者，弱者说我受
欺负了，那就是欺凌行为。”

什么样的孩子容易被欺凌？《少年的你》 的
女主角说“我没有朋友”，这算她被欺凌的原因
吗？宗春山认为，除了残障、身材矮小、家庭贫
困、性格软弱、不善表达等特征，没有社会支持
系统落单的孩子也容易被欺凌，“比如中途转
学，带着口音，孤立无援，加上初高中竞争非常
激烈，新初一、高一重新组班等，都是家长要格
外在意孩子是否被欺凌的时间节点”。

什么样的孩子容易成为欺凌者？宗春山发
现，除了身体强壮的、自我中心的、家庭条件优
越的、被老师宠爱的班干部等，“还有一些是学
习失败者，嫉妒攻击学习好的孩子，通过欺负人
获得存在感，也是很明显的特征”。

岳坤认为，校园欺凌多发生在青少年时期，
这时大脑前额叶皮质负责自控的部分还没有发育
成熟，自控力比较弱，容易冲动，“如果来自学
校和家庭的行为规范指导不够清晰或者缺失，有
些孩子往往不能正确认知行为的边界，甚至不知
道赤手空拳也可以把人打死，欺凌事件离犯罪真
的就是一步之遥”。

宗春山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欺凌者，
有些欺凌者本身就曾经是受害者，学会了用欺负
别人来防御和保护自己。他说：“欺凌者的共同
点是社会规范不清晰、人际交往不成熟、情绪表
达有问题，所以家长要教会孩子识别自己的情
绪，适度表达自己的情绪，培养情绪自控力。”

欺凌与犯罪仅一步之遥
“学习好的孩子也会被欺凌。”岳坤在

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个非常优秀的美国同
学，高中念的是公立学校，就因为爱学习而
被其他孩子视为怪咖，遭到联合孤立，被起
外号、传谣言，给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岳坤说：“即使是受老师欢迎的孩子，
因为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也可能受到欺
凌。尤其是隐性的关系欺凌，不理你，把
你当空气一样忽视你的存在，这种被边缘
化、被排斥的欺凌，没有留下身体上的伤
害痕迹，不容易被发现，甚至很多人不认
为那是欺凌，却往往给被欺凌者留下持久
的心灵创伤。”

宗春山补充道：“关系欺凌有时候连
话都不用说，比如一个刚到美国上学的亚
裔学生，中午在食堂坐在两个白人学生旁
边，那两个学生互相对视一眼，端起盘子
就起身离开。这饭还怎么吃下去？这种

被排挤的关系欺凌造成的愤怒情绪，对受
害者是雪上加霜，会加深其自卑无力感。
愤怒的情绪压抑久了，总有一天会爆发，
也许就引发了另一个欺凌事件。”

被欺负的孩子为什么不求助于老师
和家长呢？岳坤认为成人对校园欺凌普
遍认知不足，而许多被欺凌的孩子也不会
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家长，“联合国有个
相关报告里指出，被欺凌的孩子有四分之
一不知道告诉谁；有些孩子遭到欺凌者威
胁，担心报告老师家长会遭受更严重的欺
凌行为；还有些则是对于被羞辱的经历难
以启齿”。岳坤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有的被欺凌者从父母或老师那里得不到
正面反应和有效支持，反而被质问“一个
巴掌拍不响，为什么那么多人偏偏只欺负
你？”“为什么不打回去？”岳坤上中学时曾
经陪被欺凌的同学去找老师，“结果却是

不光被欺凌的同学，连身为旁观者的我也
被老师的反应所伤害”。

调查数据显示，比例最大的是言语欺
凌。那同学之间互相起外号，是否算欺凌
呢？“取决于被起外号的人的感受。”宗春
山列举了起外号、嘲笑、说粗话、颐指气
使、叫嚣、奚落、讲脏话、叫别人父母的名
字、说闲话侮辱人等言语欺凌的方式，还
指出有一种言语欺凌表面上听起来像是
开玩笑，“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所有的玩
笑背后都是有意义的，是一种隐蔽的攻击
行为。”

开玩笑是不是欺凌？宗春山建议用
两点来判断——你开玩笑的起心动念是
善意的吗？对方能接受吗？“一方面看动
机是否是恶意的，行为是否是侮辱人的，
另一方面看是否造成了身心伤害，重视被
开玩笑的那个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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