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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
慧腾让我认识真正的自己
“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以前的打杀、吃喝的生活。 是
慧腾的老师们，让我发现了另
一个真我， 我不是一无是处，
我可以如此优秀。 ”刘聪说。
【家长】

没有慧腾，我孩子就毁了
陈可的母亲 40 多岁、二

婚。“孩子都成年了，成天上网
啥也不干，脾气还很大，眼睛
一瞪，就砸东西、骂人。有时还
打我和他奶奶。 没有慧腾，他
就毁了，我的一生也完了！ ”
【训练营】

希望被纳入教育范畴
2004 年甘灵杰就拿到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 她认
为，纠偏教育属于传统基础教
育的重要补充，应该由教育部
门进行规范管理，“对问题少
年的纠偏教育，在制度上目前
还是空白，难免有人浑水摸鱼
对青少年造成二次伤害，急需
专业人士领头制定行业标
准。 ”
【专家】

孩子问题归根到底是家
庭、社会原因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贺彩云
说，“任何一个孩子不是与生
俱来就带着各种恶劣行为的，
孩子的问题归根还是家庭的
原因，其次是社会的原因。”贺
彩云建议，此类培训机构要加
强与家长的沟通，否则可能孩
子在短时间内改变了行为，但
出培训机构后又在家庭内或
身边环境中染上恶习。

贺彩云同时对普通学校
也提出了要求，她建议学校应
该从幼儿园开始就注重心理
教育，让学生学会自我调适和
与社会相处，尽量不要让孩子
出现厌学早恋、网瘾等这类极
端行为。

创办 8年，近 2000学员涅槃重生 呼吁全社会关心“问题少年”
迷途少年何处觅归途

�������近日， 湖南衡阳 12
岁的女童因与同学结怨，
将同学姐妹毒死； 江苏宿
迁一名初二男生遭打身
亡， 行凶的竟是几名中学
生； 云南某中学女生遭殴
打并被强行拍裸照上传网
络……

这一切都因迷途少
年而起。在岳阳湘阴，有一
个力在拯救“迷途少年”的
纠偏教育机构， 创办 8
年， 近 2000 名学员涅槃
重生。

�������2015年大年初七，汽车沿
芙蓉路一路向北， 穿过 2.5公
里的乡村水泥公路， 抵达位于
湘阴县袁家铺镇的慧腾青少年
成长训练营（下简称慧腾）。

就这样，16 岁的刘聪被
身心疲惫的父母送到慧腾。过
去 5 年里， 他一直过着暴力、
飚车的生活；只因碰了他的摩
托车， 初六的春节团圆饭桌
上，他把人从家里拖走、殴打，
直至对方入院缝针。

四个月后的端午节， 刘聪
郑重地对前来看望的父母说：
“暂时不走，我要改到骨子里。 ”
一家人紧紧相拥、泪流满面。

入营前，他常结伴打架、
酷爱飚车，他改装的摩托车最
高时速 175 码。 因父母从小
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他跟父
母感情不和， 每次吵完架，他
都冲出家门去飙车。

“在父母眼里，我从未做
过一件正事。 ”上学时他常被
欺负，父母指责是他惹事。 一
陌生大哥多次替他出头，从此
他跟随这位大哥，从校园欺凌
的受害者变成施害者。

刚来慧腾， 刘聪说脏话、
打扫卫生偷懒、欺负弱小……
辅导老师刘米会站在他的角
度去倾听、接纳、理解，然后纠
正他不正确的观念、情绪。

敞开心扉， 刘聪逐渐成
长。 第三月某个晚上，看完教
育片《孝在何时》后，影片中主
人公飙车、砍人，让他仿佛看
到了自己。 他抱头痛哭，给父
亲打电话承诺： 再不飚车、不
打架。

在慧腾，刘聪还有 49 名
同学，多因暴力、网瘾、情感冷
漠等问题入营。 44 岁的慧腾
首席心理咨询师甘灵杰表示，
迷途少年表面行为问题实际
上都对应着心理健康问题。她
倡导接纳关爱，用心理辅导为
迷途孩子的未来系上安全扣。

��������刘聪整天在外飚车时，在浙
江绍兴，21 岁的陈可已有两年未
出门。

“房间乱七八糟，角落有台
电脑。 他窝在椅子里、瘦弱不堪，
很久没洗头，一股臭味。 ”心理辅
导老师甘翰钊回忆起今年 2 月去
接陈可时的场景，他思维混乱、已
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 一个一
个词往外蹦。

和暴力少年相比，训练营里更
多的是网瘾者。 甘翰钊说，“他们是
逃避现实生活的压力， 在虚拟世界
里寻找存在感。 ”强制断网、体能训
练和集体活动是戒网的必修课。

6 点半教官吹哨起床晨练，稍
作休整，8点半练习立正、 稍息、正
步走等军训动作，然后分流上课。下
午 4点半再继续耐力、 力量等体能
训练， 每天的户外操课时间至少三
小时，晚上看教育片、晚自习。

甘翰钊说：“先把陈可的生活
习惯调整过来， 沟通能力基本恢
复后，才能做心理测试。 ”

教官 6 点半督促起床， 手把
手教他叠被子， 刷牙洗脸洗衣服
……这些看似三岁孩童都会的简
单事情，陈可做得笨手笨脚。

他学习正常的沟通和生活：
大声朗读、参加团队游戏。 他每天

的饮食、情绪、睡眠、学习等，都详
细记录在《学生管理手册》上。 通
过每周小结，个人自评，清晰看到
转变。 辅导老师也在《学生成长档
案》上，对他的问题鉴别、诊断依
据、原因分析等进行了专业评估。

8年来， 慧腾人整理了包括
“学生管理手册”、“青少年成长问
题鉴别诊断”等，涉及新生入校、
安全管控、 日常管理，11 个系列
的专业工作资料。

三个月后， 陈可从刚来的
112 斤长到 136 斤，生活自理，正
常与人沟通交流。 这让来探望的
母亲倍感欣慰。

��������他们都听过慧腾的企业故事
“小鱼儿在乎”。

一个小男孩冒着暴风雨把一
条条鱼从浅水洼扔向大海， 围观
者质疑他救不活、 也没人在乎这
些鱼的死活， 小男孩指着被救的
小鱼儿说“它在乎！ ”

“慧腾就是那个小男孩，迷途少
年就是那些水洼里的鱼，”甘灵杰说，
“我们的使命是送他们回到大海。 ”

慧腾的 8 年充满了艰辛。 很
多家长认为训练营未被纳入教育
部门的统一管理，难以保障效果。

加上行业鱼龙混杂，事故频发，家
长们即便拿孩子束手无策， 依旧
对训练营望而止步。

刘聪父亲表示，“如果不是他
打伤别人， 如果还有其他办法，我
都不会送他来慧腾！ ”陈可母亲直
言，送孩子来是“死马当活马医”。
事实上， 很多家长都是在怀疑、观
望中错过了孩子的最佳治疗时间。

学员各类问题的形成有自
身、社会、家庭、学校各方面的因
素，同样，转化效果也受制于以上
因素。 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迷途

少年的成长教育， 才能有效减少
迷途少年的产生。

“我跟学员沟通没问题，反倒
是跟家长交流太困难。 ” 刘米表
示。 每个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个
问题家长。 有些父母看不到自身
存在的问题，只会一味指责孩子。

慧腾年龄最小的学员周虎年
仅 9 岁， 因偷盗等恶习屡教不改
被所有学校拒收， 甘灵杰有信心
教好他， 却担心未来孩子面对学
校的排斥、 社会的歧视难以一直
健康成长。

接纳关爱
暴力少年要“改到骨子里”

规范化管理
网瘾者如今生活规律

��������齐刘海、鼻梁高挺、说话露出
酒窝、 天真可爱； 她有近 50 个
QQ群，她大声说话、爱笑，常衣着
暴露和网友去酒吧或者 KTV 玩
耍。但这个 15岁的湘阴女孩田露
在家里时，从不愿开口叫妈，还常
恶语相向、气哭母亲。

4月 5日，她被送到慧腾。 而
在此前几天，她被父母锁在房里，
一气之下，她直接从二楼跳下、摔
伤脚踝。

母亲准备再生一胎时，将不满
周岁的田露送到外婆附近一户人
家寄养，直到三岁才接回。此后，她

始终不愿承认亲生母亲的身份。
“安全感缺失，邻居从小逗她

不是亲生孩子， 父母也从未就送
她走的原因做过正面引导。 ”心理
咨询师周权舒说， 田露是亲子链
断裂造成的品行障碍， 应以心理
疏导加情感抚慰为主、 体能训练
和意志磨练为辅。

第一个月，田露经常做恶梦。
为帮助她尽快适应环境， 每晚入
睡前， 师生都会给田露送上鼓励
和一个温暖的拥抱。

刚到头几天， 田露忍不住偷
其他学员的东西。 周权舒知情后

并没当众指出， 而是替她做好解
释工作。 田露要求自罚跑步 50
圈，教官点头默认。 为不伤害她自
尊心， 周权舒陪着跑完全程。 从
此，她再没犯过错。

慧腾有 8位老师，5位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3位三级心理咨询师。

像周权舒这样年轻的有 6位，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就来此，扎根、仁
爱、专注。 4人已在此结婚生子，更
有两人因共同热爱的事业， 从伙伴
变成夫妻。如今，他们的小朋友常和
学员们一起奔跑在慧腾的训练场
上，爱与感动流淌、悦耳动听。

专业辅导
为沉默少女照亮心灵回家路

多因素致迷途少年形成 呼吁全社会关心

甘灵杰与她的心理咨询师团队成员。 慧腾现在共有 8位老师，其中 5位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3位持三级心理咨询师证。
通讯员 周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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