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中心电话：87685678、87685669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2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0时36分 印毕4时40分

NINGBO DAILY12 深度 2019年9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 芳

开学了，请为孩子补上这一课

生命教育，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记者 黄合

99月月，，是开学的日子是开学的日子。。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整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整，，孩子们背上书包重返校园孩子们背上书包重返校园，，迈入新的学期迈入新的学期，，开始新的学业开始新的学业。。

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来说，，除了基于课本知识的课程教育以外除了基于课本知识的课程教育以外，，是否还需要一些人文视角的关怀是否还需要一些人文视角的关怀？？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这个名词进入了大众视野这个名词进入了大众视野。。

“生命教育”，听上去这么玄
乎，具体指的是什么呢？4 年前，
新手妈妈语燕在给宝宝报名参加早
教班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那天，培训机构从台湾请来了
培训师，几十分钟的讲解听下来，
虽然她还有些懵懵懂懂，但心里大
概有了概念：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尊
重生命、理解生命，在成长中实现
自我生命的最大价值。

“和我们平常的教育理念相
比，感觉还是有挺大的不同。比
如，我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和别
人的竞争中，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
上；但生命教育更强调让每个孩子
都成为‘我自己’，更关乎人的本
性和价值。”语燕说。

其实，生命教育这个概念本是
个“舶来品”。上世纪 60年代，就
有美国的学者出版了 《生命教育》
专著，指出教育的真谛在于关注人
的生长发育与生命健康。随后，日
本、英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
地的一些学术团体纷纷跟进，倡导
生命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生命教育的兴起和该地区所
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当物质文
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精神层面的需
求就会凸显出来，一些精神层面的
问题也会爆发。可以说，对生命本
身的重视，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和
这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理念密
不可分。”宁波市康宁医院党委书
记、宁波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胡

珍玉说。
市教科所心理室主任史耀芳从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开 始 关 注 这 一 领
域。虽说生命教育在我国并没有像
日本那样被列入教育大纲，但上海、
北京等地也陆续从那时开始试点，
从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
机干预等方面着手进行。

2002 年，教育部制定了《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推进心
理健康教育进校园，目前我市中小
学都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配
备了专兼职心理教师，明确了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负责人。与此同时，
不少学校和老师也陆续进行了生命
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有意识地在学
科教学中将知识点和生命教育关联

起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树立自我
保护、自尊自爱的意识。

“一些学校也进行了生命教育
实践的各种探索，带着孩子到产房
感受生命诞生的辛苦、到殡仪馆感
受生命逝去的分量，记录小鸡从破
壳而出到长大的全过程。根据学校
与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的这些尝
试，具有积极意义，我们要加以引
导和鼓励。”史耀芳说。

胡珍玉告诉记者，虽说生命教
育目前没有得到系统推进，但是教
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要教会
青少年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意义
和宝贵之处，同时也要让他们学会
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受伤害，也不
能随意放弃生命。”

回归人性 给生命本身以尊重给生命本身以尊重

今年，是“90 后”米雪 （化
名） 参加工作的第 7个年头。她在
宁波一所初中任教，除了学科领域
的教学任务外，担任班主任的那 3
年令她感觉“苦不堪言”。

一个班级，35 个孩子，都是
小学阶段各个学校的佼佼者，但同
时也承受了比普通孩子更多的期待
和压力。“我们班上的孩子都在校
外补课，有的学生甚至同时报了 3
个不同的奥数班。从早到晚，孩子
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喘息的工夫，除
了学习就是学习。”说到这里，米
雪的言语中满是心疼。

这份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
课业。近年来，虽说素质教育被反
复强调，但现实中人多、资源少、

竞争激烈，所有家长都拼命想把孩
子推到更高的阶层，这种来自社会
的焦躁也传导到孩子这里。有些过
去如“众星拱月”般被呵护的孩
子，在如今的班级里可能已经“泯
然众人”，心理容易崩溃。

另外的压力则来自家庭。米雪
说，自己班上曾经有个特别乖巧的
学生，却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甚至出现幻听，了解之后才知道原
因出在家庭。因为父母关系破裂，
这个内向的孩子无法承受突如其来
的“暴击”，又找不到倾诉对象，
长此以往得了抑郁症。

“从我的经验来看，生命教育
很有必要。青春期的孩子平时解压
主要通过打游戏、看言情小说，他

们虽然内心非常丰富，但不愿意让
成年人进入，遇到事情更愿意和同
龄人沟通，容易走极端。”米雪说。

对此，胡珍玉深有同感。从生
理和心理角度分析，青少年的心智
还不够成熟，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
冲动，模仿能力强，但自控能力和
判断能力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也容易导致孩子在激情之下
做出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造成不
可挽回的后果。”

胡珍玉说，在日常门诊中经常
会碰到类似的案例，当孩子遇到挫
折或者出现抑郁情绪时，家长一如
既往地高标准严要求，不看过程和
孩子付出的努力，只看结果，令孩
子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个别孩子还

会出现“做人没意思”之类的情绪。
“我国古代有‘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的说法，但如今的青少年似乎对
生命缺少必要的珍爱和敬畏。”史耀
芳表示，市教科所课题组去学校做调
研时，发现一些青少年中间流行的说
法是“怕苦怕累不怕死”，特别是最近
几年，我省青少年群体发生的恶性事
件，十有八九和心理原因有关。

在他看来，目前整个社会的教
育生态环境不够理想，孩子的课余
时间要么在培训机构，要么是在去
上课的路上，“家长要求孩子拼命
读书，拿到好文凭找到好工作。但
也是因为如此，读书成了一件让人
不那么开心的事，让青少年产生厌
学情绪。”

蓦然回首 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轻””

面对生命教育这块“短板”，
该如何为孩子们补上这一课？

显然，答案并不仅仅在于学
校，或者家庭，或者孩子本身，而
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携手推
进；不能把“分数”作为衡量孩子
的首要或者唯一标准，而是要转变
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方法，使我们
的孩子幸福生活，健康成长。

在米雪看来，学校现有的心理
课程开发还不够，虽说隔一个星期
有一节类似的课程，但没有得到所
有孩子的认可和喜欢。另外，从班
主任的角度来说，平时需要备课、
改作业，还有一堆班级琐事需要处
理，确实分身乏术，很难兼顾到每
个学生的心理需求。

“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升学压
力下，要单列一门生命教育课程并
不现实。但学校可以通过专人专职
的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由心理
专业老师做这项工作，而不是由班
主任身兼数职、疲于应付。”米雪
说。

与此同时，家庭作为孩子成长
环境中的重要一环也不容忽视。不
少被采访对象表示，家长是否有足
够的技巧和孩子沟通、耐心处理亲
子问题，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样
非常重要。

“目前，相当多的家长确实只
盯着成绩，对待孩子的方式也经常
处于‘宠溺’和‘打骂’两个极
端。有的直接把孩子的管教推给老

师，有的则因为忙碌对孩子疏于陪
伴，久而久之，亲子问题与矛盾越
来越突出。”史耀芳说。

近年来，青少年群体中的恶性
事件，大多发生在双休日，发生地
大多集中在住宅小区内。究其原
因，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
注重方式方法，矛盾的触发点往往
是孩子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不做作
业等平常小事，随后双方“战事”
不断升级，最终产生难以挽回的后
果。

“不仅仅是教师，家长也需要
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把‘学会和
青少年沟通’作为自己的必备技
能。”史耀芳倡议学校设置“家长
学校学分制”，让广大学生家长学

习青少年的发展特点、亲子关系处
理技巧等，只有听满讲座、修够学
分，才能与孩子一起“毕业”。

胡珍玉也表示，除了家庭和学
校，文明办、关工委、共青团、教
育系统、卫生系统等政府部门和群
团组织，都应该参与其中进行正面
引导，将生命教育纳入对青少年的
平时教育，多倾听，多表扬，帮助
他们走出困境，形成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让生命更有意义。

“成长的道路很长，孩子需要
慢慢呵护。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磨
难，都是在克服困难中不断成熟
的，要让孩子学会面对困难、面对
挫折，让自己得到成长，变成更好
的自己。”胡珍玉说。

多方参与 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在美国，生命教育起初是以
死亡教育的形式出现的，通过死
亡教育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死
观，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命，追
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中小学校的
生命教育基本普及。

在日本，1989 年修改的新
《教学大纲》 中，针对青少年人
群中自杀、欺侮、杀人、破坏环
境、浪费等现象日益严重的现
实，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
对生命的敬畏来定位道德教育的
目标，帮助青少年认识生命的美

好和重要。
在中国台湾，生命教育最早由

民间团体于 1976 年从日本引入。
1997 年，当地组织有关专家制订

《生命教育实施计划》，设计生命教
育课程，编写教材，培训师资等。
进入 21 世纪后，台湾地区的生命
教育不断完整成熟，目前已成为当
地新的教育门类。

在中国香港，2002 年 12 月成
立了生命教育中心，以社区和中小
学校为阵地开展生命教育，学校、
媒体和非政府机构成为生命教育的
主要力量。 （黄合 整理）

各地生命教育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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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

制图 韩立萍

白鹤派出所民警在镇安小学举办白鹤派出所民警在镇安小学举办
““防治校园欺凌防治校园欺凌””普法安全课普法安全课，，并现并现
场演示简单可行的自卫防身术场演示简单可行的自卫防身术。。

宁波消防员走进幼儿园宁波消防员走进幼儿园，，引引
导小朋友进行躲避和逃生演练导小朋友进行躲避和逃生演练，，
提升幼儿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提升幼儿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互救能力。。

游泳教练向小学生讲游泳教练向小学生讲
解 游 泳 时 的 安 全 注 意 事解 游 泳 时 的 安 全 注 意 事
项项，，并演示了遇到危险时并演示了遇到危险时
开展自救和互救的方法开展自救和互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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