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亡羊补牢———让教育不再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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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在青少年自杀现象中，心理培训

和挫折教育的缺位是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 而这

种缺位既有学校的责任，也有家庭的责任。学生的

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在学校， 高考的高压让很多学校只注重对学

生进行填鸭式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格、心理的培

训。 在家庭，唯有读书高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理念，

孩子的全部任务就是读书。记者调查发现，很少有

家长能平等地、 推心置腹地跟孩子进行交流和沟

通，孩子想什么，怎么想，出现某种反常行为等等，

多数家长都不以为意。在孩子方面，他们的日常生

活像是温床，而他们的心理往往更像荒漠。

记者与发生悲剧家庭的家长沟通， 当问到有没

有发现孩子最近有什么反常或者知不知道孩子心里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时， 家长们悲切地哭喊———谁知

道啊！ 谁知道她有什么想不开！

谁知道啊！ 谁知道她有什么想不开———我们或

许应当理解这些成天为生存而劳碌的家长， 理解他

们为了孩子省吃俭用的辛劳。可是，谁又曾主动地去

了解并理解我们的孩子！

孩子的生命是脆弱的，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

的共同呵护，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

消除不必要的压力源。陈虎强呼吁，全社会应关注

未成年孩子的心理健康，设立心理援助机构，及时

给困惑中的孩子提供指导和帮助。 学校要引导学

生建立健全的人格与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会

正确的压力应对方式，培养坚强的意志。家庭对孩

子要给予充分的关爱，改善教育方式，用鼓励教育

取代棍棒教育和放任教育。 同时也要让孩子们知

道，生命是宝贵的。全社会应该要做的是积极给生

命设防，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生命焕发光彩，而不

是轻率、冲动地让青春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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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功利的社会———让人性剑走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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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压垮孩子

的“最后一根稻草”

“生活太累了，学习太累了，死了就算了

……”在黄玉萍自杀的大楼阳台上，民警发

现了这份遗书。 这是女孩自杀的直接证据，

也是她告诉家人为何选择自杀的原因。

与黄玉萍熟悉的同学的说法从另一方

面印证了警方的调查结果。“她的学习成绩

一直比较优秀，但是性格比较孤僻，平常很

少与同学沟通，经常一声不吭地坐着。”据小

黄生前好友阿莲介绍，出事前一天，学校公

布了上学期期末考试分数，黄玉萍在本班的

分数排名跌到了 50多位。 为此她大哭了一

场。 也许，学习压力是压垮黄玉萍精神的最

后一根稻草。

与黄玉萍不同的是， 何超男的自杀没

有直接的诱因， 事发前早就有了轻生的念

头。她在最近的一篇日记中写道：“……爸爸

妈妈您们骂吧！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真是女

儿的罪过……以及所有人， 我要来世再报

答你们……” 但她的另一篇日记却道出了

同样的生活学习压力：“昨晚，我拿着自己亲

手写的一年和十年计划，虽然一切都只是一

个假想，但是，明显发现自己没有为之而奋

斗……有时觉得，老师对我那么好，我却常

常考试不及格……父母、 亲人对我期望那

么大，我却总让他们失望……”

当我们分析这两位花季少女的短暂一

生时，几乎发现同一个事实：她们都在永无

止境地学习和考试， 她们承受的压力好大，

她们拥有的快乐太少。

中国教育走到今天， 素质教育的口号

喊得震天响，但整个社会仍按高考的“笛音”

跳舞。 因此有专家直言，学生自杀最先应该

拷问的，是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

湖南师大心理学系副教授陈虎强认

为，几乎每个自杀案例中的孩子都遇到了不

同程度的学习压力问题，学习压力是学生自

杀的首要原因。社会对教育的超常重视与教

育制度改革步伐跟不上的矛盾，导致学校对

学生学习成绩的过分要求，再加上家长们过

高的期望，在一个成年人都被竞争压得喘不

过气的时代，在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

传统下，孩子们需要面对的压力确实超过了

他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采访时， 一位不愿署名的专家悲愤地对记者

说，本已在新中国成立后慢慢被淡化了的“学而优

则仕”之类显然阻碍社会进步的传统观念，经过近

几十年的重新包装和演绎后， 又渗入到中国人的

血液中。我们随便翻看一下各地的招聘信息，无不

充斥着对学历的重重关卡。 学士、硕士、博士，非

“士”免谈，即便当一个小学教员，哪怕你学富五

车，如果没有相应的学历证明，你都没有资格。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青少

年自杀事件，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已成病态的‘唯学

历论’的必然结果。 ”这位专家说。

这位专家分析道，“唯学历论” 将高考变成了

所有孩子能不能“正常”步入人生旅程的“华山之

道”。 而社会资源占有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

公，社会等级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又使大多数处

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得不奋力改变自己或者

下一代人的命运， 高考正是我们的社会强摆在这

些人面前的“独木桥”。 尽管能顺利走过“独木桥”

的仍然是少数，而且“过桥”之后未必能看到无限

风光，但人们别无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最易受伤

的人往往是弱者，而孩子又恰是弱者中的最弱者。

所以， 要禁绝或者最大程度地遏止青少年自杀现

象，改变社会对于人才过于功利的评价体制，改革

已然问题重重的高考制度是当务之急。

为了升学理想， 不少家长往往不顾实际地给孩

子过高的期望和要求。然而，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时

期的学生们，因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在面对挫折时，

容易造成精神防线崩溃。

祁阳两起跳楼惨剧发生后，一位网友发帖称：

孩子的死，谁是真正的凶手？ 是父母！ 做父母的成

天望女成凤望子成龙, 也没有想想孩子的智商到

底有多高。 甚至有些家长为了面子,拿自己的孩子

吹捧和做赌注, 一旦孩子达不到家长的理想成绩,

就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孩子能没有压力吗？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的细节印证了此种看

法。 一位熟悉黄玉萍家庭情况的老师透露：“小黄

的母亲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如果考不上大学，你就

别回家啦。”何超男在绝笔日记中提到最多的也是

父母。

长沙某中学一位高三学生告诉记者， 现在学

生面对的不是高考的压力，而是来自家长的压力。

特别是家境并不富裕的学生，压力也就越大。背着

“借钱求学”这沉重的担子，一次小小的错误都可

能压垮他们的心里防线。

湖南一师教育系心理学博士黄任之认为，过

分溺爱娇惯或斥责、苛求、打骂，或家长期望值过

高，都会使学生感到家庭的巨大压力而处于紧张、

焦虑、不安之中，孩子有时难免会选择死亡来逃离

铁幕般沉重的家庭环境。 湖南省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委员会理事佘丽珍表示， 家长要学会采用宽严

适度的民主型教养方式，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筑

好心理防护墙，重视孩子的细微异常，发现问题及

早疏导。同时要重视孩子心理素质的培养，尤其是

加强对他们耐挫能力和责任感的培养。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轻视甚至蔑视这些问题， 承受力较弱的

孩子往往会选择一劳永逸地逃避———自杀！

家庭的过高期望———压塌孩子柔嫩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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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凌晨 4 点，祁阳

县二中。 一位白衣女孩静静地躺在宿舍

楼下，已经开始凝固的鲜血将黎明的校园定格得

格外凄楚。 死者叫黄玉萍，16岁， 祁阳县二中高二

347班学生。 警方最后的结论是“自身因素引起的意外死

亡”，并认为其可能患有忧郁症。

3月 1日下午，祁阳四中。高三女学生何超男从学校五层高

的教学楼跳下，两天后，县公安部门宣布结论———这是一起自

杀案件。

大约一个月前， 湘潭县某中学 14 岁的初三女学生在家服

毒自杀，后经全力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一起接一起———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各地的报纸就会发现，

类似的惨案时有发生。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公布的《中学生自杀现象

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学生 5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曾经考虑过

自杀，占样本总数的 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 6.5%。

面对这一个个血祭的生命，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该

进行怎样的反思？ 我们的教育方式、教育体制、社会环境

是否到了必须修正的时候？ 这是对人性本能的嘲讽

还是对教育理念的拷问？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

位心理和教育专家， 希望专家能帮助我们

找到事情背后的深层原因。

3 月 25 日， 祁阳

四中成立“心灵绿色通

道”工作室，对学生进行

心理干预和辅导。

颜优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