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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延伸

数 说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宁波
市两级法院都会组织力量对未成年
服刑人员进行回访，通过“微心
愿”等游戏环节，帮助他们重拾信
心、完成改造、顺利回归。

“我们曾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做
过一次调查，在‘你是如何定义人
生最大的幸福’这个问题中，42%
的 孩 子 选 择 了 ‘ 拥 有 一 个 好 家
庭’；在‘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
人’这个问题中，69%的孩子填写
的是‘父母’。”法官说，可令人心
痛的是，在他们去年征集“微心
愿”时，有一半的未成年服刑人员
表示父母从未来探望过。“失足固
然是一种过错，但如果当初能给他
们多一点爱和关心，这一切可能就
不会发生。”

无独有偶。日前，市检察院针
对甬上校园暴力案件进行了专项分
析，其中家庭因素屡屡被提及。

检察官分析认为，致使未成年
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庭因素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家庭环境不
良，如在有家庭暴力行为的家庭中
成长的未成年人往往表现出极度自
卑、缺乏安全感，或已潜移默化地
习得了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
其次是家庭教育失当，多表现为父
母疏于管教、过分溺爱、棍棒教育
等，使得未成年人未能形成良好的
为人处世准则；第三就是家庭监管
缺失，很大比例是来自留守家庭、
单亲家庭等。

作为宁波市心理咨询中心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心理干预项目的参与

者，作为一个多次走进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家庭的心理咨询师，崔静静
始终认为，给孩子足够的、有质量
的关爱和情感连接，关注孩子行为
规范并做好监控与引导，才是关键
所在。

“14 岁左右的孩子，正处在青
春叛逆期，自我意识强烈。这时
候父母若仍是采取呵斥的教育方
式，很容易让孩子觉得没有被尊
重 ， 从 而 表 现 出 更 加 叛 逆 的 行
为。”崔静静说，这时父母需要静
下心来，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
进行剖析，是否给了孩子足够的
尊重感，是否恰当满足了孩子对
生活的掌控感，有没有侵犯过孩
子的心理空间等。“家庭是一个系
统，父母一动，孩子也会跟着动

起来。原有亲子关系被扰动，事
情就有可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同时要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肯定，
若没有大的偏差，就放手让他们
自己去经历磕磕碰碰，有了挫败
的经历才会有成长。”

对于已经出现抽烟、网瘾、逃
课、夜不归宿等偏差行为的未成年
人，崔静静则建议要多与孩子沟
通，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留意孩
子结交的朋友，及早告诉他们哪些
是“高压线”，提前打好预防针。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对“小恶”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只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
若问题加重，则应及时借助心理咨
询等专业手段，制止不良行为的恶
性发展。（文中未成年人均系化名）

极端行为背后的渴望

给孩子足够的、有质量的关爱和情感连接

问题儿童背后大多有个问题家庭
——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剖析

本报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钟法 吴国昌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青少年是一个家
庭乃至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但是，近年来接连曝光的
以未成年人为犯罪主体的校
园欺凌、暴力抢劫等案件，让
“未成年人犯罪”话题不断发
酵。

昨日恰逢“六一”，记者从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
了解到，近年来在我市各相关
部门的积极努力下，宁波地区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比例呈下
降趋势，但恶性暴力事件仍时
有发生。本该积极向上的“花
季少年”，为何走向犯罪的深
渊？伴随着“刨根究底”的过
程，“问题儿童背后大多有一
个问题家庭”成了法官和检察
官们最深的感慨。

“我儿子还在大冬天跳河救过
人，大家都说他是个见义勇为的好
孩子，怎么可能会杀人？”

对张甲等三人犯罪行为难以置
信的，不仅有他们的父母，还有法
官。

2016 年的某一天，张甲、李乙
到因游戏而结识的吴丁家睡觉。当
晚，因被吴丁怀疑偷窃了 200元钱，
张甲和李乙遂产生杀人念头，趁吴
丁不备，利用找到的榔头、菜刀、皮
管等工具将其杀害。同样因打游戏
而结识的杨丙随后赶到，协助运走
并掩埋尸体。事后，三人意识到事态
严重，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

“一群‘00’后的孩子，不满
16 岁的少年，为什么会有这么极
端的行为？”带着疑问，市中级人
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

法官和心理咨询师一起，走进了这
三个家庭。

“他的父母一直强调孩子‘很
乖很听话’，对接受孩子的现状有
困难。这可能是一个注重服从的家
庭，父母没有及时察觉孩子心理上
的变化，一味强调对父母权威的服
从。”

“爸爸说自己虽然文化水平不
高，但努力为社会作贡献积极入党，
儿子也为他感到骄傲。他觉得自己
善于与孩子沟通，老师还邀请他当
模范家长与大家分享育儿经验。张
甲对家庭比较有荣誉感，当对方骂
他父母的时候刺激了他的自尊心。”

……
在张甲的心理访谈记录上，来

自宁波市心理咨询指导中心的医师
崔静静写道：“或许正是因为权威

式的教育、荣誉感下的面具化，使
得 孩 子 迎 合 、 发 展 出 一 种 ‘ 假
我’，‘真我’的部分被压抑，在应
激情况下易做出过激行为。”

而在父母眼中一向胆小怕事的
李乙，却在实施杀害过程中下手最
重。在其心理访谈记录上，记者看
到：

“李乙三岁才断乳，表现出温
和依赖、胆怯逃避等性格特点。这
会比较容易受暗示而盲目从众跟
随。”

“案发时，李乙‘最不能忍受
受害者不给他饭吃’，而觉察不到
事情的严重性，对事情判断不够成
熟。”

“李乙的妈妈长期身患重病，
但李乙却认为妈妈过得很开心。妈
妈听后无奈呢喃‘天天生病怎么会

开心’，亲人之间严重缺乏沟通，
父母关于教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和技
能不足。”

而在对杨丙家庭的访谈中，让
法官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打电话给
他的父母，都说生意忙没时间。孩
子都出事了，他们心中却还是想着
做生意赚钱。”

“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件，
三个未成年人、三份访谈记录，背
后反映出三个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的
家庭。也再一次让我们深深意识
到，家庭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中所
起到的关键作用。”法官感慨，青
少年的心理成长和生理发育一样重
要，父母不仅要足够重视，更要花
足够的精力去沟通和培养，有问题
一定要及时找正确的渠道进行心理
疏导，避免酿成大错。

三份心理访谈引发的思考

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和生理发育一样重要

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在甬上并
不鲜见。据市检察院统计，2012
年 7月至 2017年 4月，全市共办理
未 成 年 人 审 查 批 捕 案 件 1543 件
2480 人 、 提 起 公 诉 案 件 2347 件
3060人。

“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年来，
宁波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点日
趋明显。”法官介绍，首先是伴随
着法治意识的普及和教育的加强，
案 件 总 量 呈 现 下 降 趋 势 。 2014
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598 件，判决未成年犯
798人；到 2015年，全市法院审结
一审案件总量下降至 438件，判决
558 人；2016 年，数据再次下降，

共审结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361
件，判决461人。

从涉案罪名来看，盗窃罪、抢
劫罪、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长期占据前五名，占比超过案
件总数量的80%。其中，盗窃、抢
劫依旧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主
流”。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案件
数量渐增，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强奸、聚众斗殴、强迫卖淫、
贩卖毒品、诈骗等。宁海法院曾受
理了一起诈骗案件，未成年人小杰
是涉案嫌疑人之一。家境不好、父
亲早逝、辍学的小杰在老乡宣某的
游说下帮其推销产品，孰料，宣某
推销产品是假，诈骗钱财是真。很

快，宣某被抓获，小杰也涉案其
中。

从作案年龄来看，多集中在 16
周岁至 18 周岁之间。以 2016 年为
例，在全市法院判决的 461 名未成
年犯中，435 人已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占比 94.4%；其余 26人均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其中，外地籍
未成年犯占比82.43%。

“而且，未成年人再犯罪率相对
较高。有些人年纪不大，却早已案底
累累。”法官介绍，这与未成年人犯
罪多是团伙作案有关，结成团伙可
以互相壮胆，使犯罪行为易于得逞。
同时，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受团伙
成员影响，再涉案的几率也很高。

不仅如此，在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中，暴力化手段并不鲜见。通
常，未成年人犯罪量刑上总体相对
较轻。但近年来，被判处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究
其原因，就是其犯罪手段暴力化，
情节日趋严重。

“作为高中生，你们完全可以
选择相对理智的方式解决这件事，
却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对被害人痛下
杀手，而且对方还是你们的朋友。
你们的行为，早已超出了法律意识
淡薄的范畴，是对别人生命的冷
漠。”在开头那起案件的庭审现
场，有感于未成年人犯罪手段的残
忍，公诉人难掩心痛，当庭呐喊。

甬上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案件总量下降，盗窃、抢劫仍是“主流”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
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早已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近年来，在关爱
未成年人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增强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方
面，我市两级法院、检察院一直在
努力，在着力推进普法工作的基础
上，积极创新举措，引导全社会关
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012 年，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联合团市委等有关单位，成
立了全省首家未成年人社会观护
团，确保了涉案未成年人从侦查到
执行刑罚全程获得权利保障和社会
观护。

——2012 年以来，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先后与宁波市心理咨询
师培训学校、宁波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指导中心签订心理干预合作协
议，开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
中引入个性能力评估和心理干预工
作。

——2015年 2月，北仑区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数字化基地正式上线
运行，这是全国首家面向未成年
人、利用互联网+法治教育的专门
性网站。该基地通过线上特色课
堂、主题课堂、兴趣课堂等多种形
式，将法治的种子根植在孩子心
中。

（董小芳 钟法 吴国昌）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司法机关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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