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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 编者按 /
13岁金川少年小

武泼汽油烧伤23岁女
老师，当场抢走其手
机；13岁宜宾少年小
易，21天撬车130余辆
……近日来，成都商报
关于两个13岁少年涉
嫌犯罪的新闻在读者
中引起强烈反响。未成
年人犯罪现象，特别是
涉恶性刑事案件现象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有人认为应该降
低刑事责任年龄门槛，
以便有效打击犯罪。诚
然，目前已有个别国家
立法降低刑事追究的
年龄。然而，追究刑责
易，消除犯罪难。比降
低年龄更重要的，是找
到未成年人犯罪背后
的深层原因。

“每一个坏孩子，
背后都有一对不称职
的父母。”成都商报记
者试图寻找这个答案
时，这几乎是所有专家
给出的回答。下面的故
事，与其说是一个“熊
孩子”的蜕变，不如说
是他父母在蜕变——
终于承担起父母应尽
的家庭教育之责。

2016年8月16日
星期二

记者昨日获悉，达州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环保局、公安局、林业和园林
局、水务局联合发出《关于规范中心城
区中元节期间祭祀行为的通告》，对中
元节期间的祭祀活动进行规范，中心城
区禁烧纸钱、冥币等。通告发出后，达州
城区祭祀活动较往年减少很多。

《通告》显示，在中元节期间（8月
10日至8月17日24时），在达州中心城
区（东至全星职业技术学校、达渝高速
达州站、一品南庭，南至杨柳配套园区
二手车交易市场、好一新机电市场、翠
屏山北麓，西至达钢西门、达州火车
站、火车站货场、临近熙河湾小区铁路
桥、洲一豪庭、烈士陵园，北至肖公庙、
凤凰山横山公路）区域内，严禁焚烧香
蜡、纸钱、冥币等祭祀品及燃放烟花爆
竹、孔明灯、漂放河灯，并禁止占用城
市道路、广场、游园等公共场所和公共
绿地摆摊设点经营销售烟花爆竹及香
蜡、纸钱、冥币等祭祀物品。凡违反规
定的，依法予以处罚；对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由公安机关
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杨

放学路上，广安少年小龙捡起
石头砸向路边一个马蜂窝，随后跑
开。受到刺激的马蜂倾巢出动，将恰
巧路过的同村一名时年8岁的少年
小瀚多处蜇伤，好在抢救及时脱离
了生命危险，但医药费花了几万元。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武胜县法
院认定，小龙朝马蜂窝扔石头的过
错行为系小瀚被马蜂蜇伤的主要原
因，判小龙的监护人承担60%的民
事责任，赔偿小瀚一方医疗费、营养
费、护理费等共计25373.06元。

少年砸马蜂窝
致他人被蜇住院

小龙家住广安市武胜县某村，
今年13岁的他成了一起民事索赔案
件的被告。

2015年10月14日下午，他在放
学回家途中看见路边有一小块马蜂
窝，随手捡起一块石头转身向蜂窝
扔去，随即赶紧跑开。此时，同村的
小瀚刚好从此处路过，时年8岁的小

瀚赶紧绕道而走，但被“激怒”的马
蜂倾巢出动，将小瀚团团围住。听到
附近群众的呼救声后，小瀚的爷爷跑
到现场用火驱走马蜂。小瀚父亲说，
小瀚的头、颈部多处被马蜂蜇伤。

当天下午，小瀚被家人紧急送
往武胜县医院医治，医院对小瀚出具
了病危通知书。小瀚随后被转至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经诊断为蜂
蜇伤、中毒性肝炎、急性肾损伤、中毒
性脑病等，好在抢救及时，小瀚很快
脱离了生命危险，半个月后出院。期
间，小瀚共花费医疗费5万余元。

少年监护人被判担责
赔偿2万余元

“马蜂窝之前在树上，不知是谁
捅了下来，蜂巢没清理干净，还有部分
马蜂。”昨日，小龙的父亲秦先生说，小
瀚出院后，他曾主动提出拿2000元给
小瀚一家作为“人道主义上的补偿”，
但小瀚家人没有接受这笔钱。

对此，小瀚的父亲蒋先生在电

话里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确有此
事。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小龙朝马蜂
窝扔石头，才导致马蜂飞出将儿子
蜇伤，小龙应承担主要责任。今年
初，小瀚一方将小龙及其父母告上
法庭，要求对方给予民事赔偿。在法
庭上，小龙的父亲秦先生辩称，当天
小龙之所以朝马蜂窝扔石头，是因
为马蜂试图蜇他。不过，小龙此前在
接受派出所调查时承认砸马蜂窝是
自己的故意行为。法院最终没有认
可秦先生的说法。

经法院审理查明，当天将小瀚
蜇伤的马蜂窝，是事发前十天左右
由其他人从树上取下时留下的，但
目前无法找到此人。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从武胜县法院获悉，法院审理
认为，小龙朝马蜂窝扔石头的过错
行为，系小瀚被马蜂蜇伤的主要原
因，判定由小龙的监护人承担60%
的民事责任，赔偿小瀚一方医疗费、
营养费、护理费等共计25373.06元。
目前，小龙的父母已履行赔偿责任。

最近几天，老卢逢人便要说说自己的
新发型，这是儿子卢丞的最新“力作”——
认识他们的人都难以想象：一年前，这对
父子闹到了要相互断绝父子关系的地步。

和泼汽油烧伤陌生女教师的小武相
比，少年卢丞同样有着一段不光彩的经
历：2015年，他因参与一起盗窃案被抓获，
锦江区检察院原本打算附条件不起诉：一
是将卢丞交给公益组织接受“附条件帮扶
教育”，并接受相关考核，如果不达标将收
监；二是他的父母将接受强制亲职教育，
进行系统培训，学会如何和儿子相处，担
起家庭教育责任，帮助儿子回归正道。

这原本是为了保护未成人的一种特
殊关怀，然而，大家没想到的是，卢家父子
却“不领情”：老卢对儿子失望透顶，宁愿
断绝父子关系也要让儿子坐牢；儿子也一
脸不在乎，表示宁愿坐牢也不回这个家。

父子之间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孩子离家参与盗窃
父亲欲断绝父子关系

从老家到成都后，卢丞的生活是单调
的，初一还没念完就辍学在家，公园成了
他唯一消遣的地方，老卢和老婆每天忙着
工地上的事情，也没时间搭理儿子。在他
眼中，儿子就是一棍子打不出个屁的“闷
葫芦”。在邻居看来，这个一米八的帅小伙
还是一脸朝气，老卢却不这么认为，因为
这也只是“树大无用”。

和父亲的每一次对话，总是在一阵咆哮
之后结束，2015年，时年16岁的卢丞离家出
走，待两个多月后再次和家里取得联系时，
他已经犯事了。离家出走期间，卢丞靠在火
锅店和餐馆洗碗为生，期间结识了一些朋
友，最后参与了一起盗窃案，他负责把风分
到100元“辛苦费”，但钱还没揣稳就东窗事
发，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老实本分的老卢得知这个消息，勃然
大怒，恨不得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由于
卢丞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锦江区
检察院准备给他一个6~12个月的考察期，
并在此期间邀请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
对卢丞和他的家人进行亲职沟通和心理
疏导，利用专业的社会资源对未成年人进
行认知行为治疗和家庭关系的修复。

“这是成都检察机关与公益组织合作
的首起强制亲职教育，但差点就黄了。”杨
玲是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一名社工，据
她回忆，对于这个修复计划，卢丞父子俩
一开始都拒绝了。首先是老卢非常抗拒，
表示“宁愿断绝父子关系，也要让这个不
争气的儿子坐牢”，卢丞也直言，“宁愿坐
牢，也不要回到这个家”。

杨玲说，父子俩在办公室时，正好一
位香港过来交流经验的社工专家也在，
专家支开了父亲，和孩子在一起交流了
40多分钟，卢丞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形象。

亲职教育期间
父亲首次发现儿子梦想

在与老卢的交谈中，卢丞不仅一无是
处，并且是一个智力可能都存在问题的孩
子。不过，在公益组织社工对卢丞进行智力
测试和一些实践过后发现，卢丞并不是其
父所说的那样。卢丞在记录他的“观察日
记”中提到，自己喜欢蔬菜和水果，平时最
喜欢进菜市场，梦想是当一名厨师。杨玲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是连他父亲也诧异的
地方，他还从没听到过儿子的这个想法。”

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傅艳
介绍，一开始针对卢丞的课程主要涉及
60%的自我挑战项目，其中包括对他守时、
自控能力等内容进行评估，另外30%主要
是让他自愿选择担当义工等任务，最后
10%是考核他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
动性。“只有当他考核分数在85分以上才
能免除惩罚。”傅艳说，考核过程中他们也
很慎重，评价分数来自多方评价。

杨玲提到，卢丞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每次挑战都认真完成，有一次他在杨玲
陪伴下来到一家私房菜应聘，最后因文化
水平的原因，他选择了其他工作。“那个地
方豪华了点，感觉自己不符合要求”。卢丞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杨玲，在后来的求职
过程中，他选择了美容美发行业。有一次，
一名顾客告诉他自己的钥匙掉在二楼家
里，想找他帮忙，卢丞当即同意，通过阳台
翻到其家中取出了钥匙，“他很感激，而我
也非常高兴”。卢丞将整个过程反馈给了社
工。2015年4月到2016年1月的考察期间，他
最终拿到了95分，通过了测评。

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80%的责任在他父亲身上

相对于卢丞的表现，老卢在加入锦江
区检察院联合“云公益”的强制亲职教育
后，前几轮表现有些欠佳。在针对父母的
五轮培训中，老卢被分配到一个8人小组
中。在梳理老卢的基本情况时，心理咨询
师发现，老卢的孤儿身份让其性格受到了
很大影响，封闭、暴力、控制欲还很强。“其
实他也是想维系自己的家庭。”杨玲说，心
理咨询师分析，卢丞走上犯罪道路，80%的
责任都在他的父亲身上。

沙盘游戏是小组成员表达情感的一种
方式，成员按自己的设计在沙盘上摆放玩
具，“如果性格较要强，摆放时就可能按自
己意愿来设置，不顾及别人设置的东西。”
杨玲说，比如有的人会在沙盘中间放一个
碍眼的玩具，破坏整个沙盘的美观，老卢在
沙盘游戏中就存在类似的情况。

在一次情景模拟中，老卢扮演一位父
亲，小组一名女士扮演女儿，“女儿”从老卢
口袋中顺走了100元钱，这时老卢要对“女
儿”进行说服教育，说着说着老卢就开始大
发雷霆，最后指着“女儿”吼道，“你给我滚
出去，再也不要回来了”。在场所有人都愣
住了，包括老卢。“这就是他平时的一种教
育方式，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杨玲说，
他当时停顿了一下，进行了反思。

培训结束后，老卢在感言中提到，“原
来我的生活中只有家庭，一切都是为了
家，现在知道了处在社会当中，还应当遵
循社会秩序，更应该为社会做出贡献”。杨
玲说，卢丞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

歧歧途
少年

关注

系
列
报
道

亲职教育是对家长进行的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好家长的专门
化教育，主要是针对父母和监护人的教育。在教育方法上，亲职教育运用
多重角色，透过亲情交流，试图使父母与子女彼此沟通和了解，消除代沟。

锦江区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科科长陈乔乔介绍，“最近三
年在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调查中发现，他们中的家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问题”，其中有父母婚姻破裂、父母教育缺位等问题，开展这种教育正是要
修复这些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去年他们联合“云公益”开展了强制亲职教
育，对7个家庭进行了系统培训，其中3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取得明显改善。

少年参与盗窃
父欲断绝关系

少年回归正途
父子重归于好

“问题少年”
父子蜕变记
检察机关、公益组织推行强制亲职教育，介入问题少年的家庭教育

曾经

“孩子只是一个果实，变好变坏和周围的土壤、空气、水果
品种等都有关系。因此，一个孩子的成长也和整个家庭的教育
分不开。”傅艳表示，亲职教育主要是针对父母和监护人的教
育，她坦言成人和孩子的转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要孩子
实现转变，首先要被尊重，其中要和父母达成共识，有一个明确
的目标，最后在整个过程中要被认可和激励。

傅艳表示，她接触到的很多家长打着文化程度低、不会照
顾孩子的旗号来放弃教育，“其实这和文化程度没关系，主要
是意愿和成熟度”。她说，很多家长自己心智不成熟，保持一种
情绪化的状态，不断的冲突、赌气，最后放弃，他们是孩子走上
雷区的始作俑者。

郑州心理健康管理协会秘书长、心理咨询师冀未来表示，
一个孩子如果能用残忍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主要是他也曾这
样被别人对待过，可能是被打骂、被忽略等。成都商报昨日报
道的两个13岁少年的犯罪经历，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同样是13
岁的孩子，同样是在父母感情破裂或家庭出现变故后处于放
任状态，同样是被身边大孩子打骂、教唆带坏。“家长应该让孩
子收获爱，而不是让孩子为自己的过错买单，社会也应该伸出
关爱之手，包容他们。”冀未来说。

锦江区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科科长陈乔乔表
示，去年他们就联合“云公益”开展了强制亲职教育，在社工、
心理咨询、家庭教育等专家团队的合作下，对7个家庭进行了
系统培训，其中有3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取得了明显改善。“今年
还将对4个家庭进行系统培训。”她表示，未成年人出了问题，
更重要的是探究问题的根源，如果不去改变这些根源背后的
环境，那么这些涉案未成年人重复犯罪的几率会很高。

“最近三年在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的家
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陈乔乔说，其中有父母婚姻破裂、
父母溺爱、父母教育缺位等问题，而开展强制亲职教育正是要
修复这些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解决这些孩子背后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文中父子系化名）

教育专家：
父母不改变

孩子易走上“雷区”

亲职教育名词
解释

如今

砸马蜂窝蜇伤8岁娃 少年成被告
被蜇孩子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法院判少年监护人担责六成，赔偿2万余元

承办本案的武胜县人民
法院乐善法庭负责人张明涛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被告方
辩称小龙是因被马蜂蜇才用
石头扔马蜂窝，其未提交证
据证明，且辖区派出所在调
查时，小龙称是因好玩才扔
石头砸马蜂窝。而小龙扔石
头的举动直接导致马蜂受到
刺激，将随后路过的小瀚蜇
伤，其过错行为系小瀚被马
蜂蜇伤的主要原因，根据其
过错程度，在本案中应当承
担60%的民事责任。

张明涛进一步解释，如果
小龙是在被马蜂蜇的情况下
扔石头砸马蜂窝，那么小龙则
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需
做适当经济补偿。

■ 成人和孩子的转
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
果要孩子实现转变，首先
他要被尊重，其中要和父
母达成共识，有一个明确
的目标，最后在整个过程
中要被认可和激励。

■“孩子只是一
个果实，变好变坏和
周围的土壤、空气、水
果品种等都有关系。
因此，一个孩子的成
长也和整个家庭的教
育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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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马蜂窝的少年
为何要担责？

张明涛表示，最先将马蜂窝弄
到地上的人在本案中被称为案外人，
作为案外人在野外采摘蜂窝时，应当
充分预见毒蜂的危害性，应在处理蜂
窝时做到干净彻底，防止剩余马蜂攻
击他人。本案中，案外人未彻底处理
干净蜂窝，埋下严重隐患，也应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此前，法院曾告诉小
瀚一方，可追加案外人作为被告参加
诉讼，但因对方一直没找到案外人，
法院只能视为其放弃相关权利，对于
案外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本案不予处
理。在小瀚一方找到案外人后，可另
行向案外人主张权利。不过，张明涛
表示，即便找到案外人，也并非与小
龙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对小瀚
而言，案外人与小龙是分别实施的
侵权行为，而非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最先捅马蜂窝的人
是否也要担责？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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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怎能一锁了之？泼汽油烧伤女教师的少年小武，曾被父亲锁在家
中，后来其父觉得这种教育方式不妥，又将铁链解开 摄影记者 刘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