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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小脑瓜里有时会出现一
些关于死亡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
会死去”“人死了会怎么样”“我会死
吗”等。当孩子这样提问时，家长不
管是郑重其事地给孩子讲解，还是
闪烁其词或避而不谈，好像都会伤
害孩子幼小的心灵。那么，面对这
些“好奇宝宝”的问题，家长应该如
何回复呢？

正面回答，切忌避而不谈
面对孩子提出的关于死亡的问

题时，家长不应该避而不谈，而应该
引导孩子尊重生命，让孩子知道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

举例而言，在带孩子扫墓
时，孩子可能会提到有关逝者的
事情，家长此时不应该说“以后
不许提死字，不吉利”“等你长大
以后自然就知道了”等，而应该
告诉孩子：“还记得最爱你的太
奶奶吗？虽然她已经离开这个
世界，但是我们都会永远记得

她、怀念她、尊敬她，因为太奶奶
活着的时候很爱我们，很努力地
给我们大家带来幸福。”

科学回答，适当“婉转”表达
在回答孩子的问题时，过于直

爽和过于隐晦的回答都是不合适
的，比如“人都是会死的，这很正常”

“太奶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等。
家长应该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死
亡教育”，并通过这种教育让孩子更
加深刻地理解活着的意义，帮助孩
子用“科学的死亡观”来树立积极的
人生观。

举例而言，家长可以帮助孩子
更具体、更客观地了解死亡，告诉孩
子“人死了，就是身体不能活动了，
没有呼吸、心跳，不能玩游戏、吃糖
果，也不会感觉到寒冷、饥饿了。”同
时，家长还应该让孩子明白，“生命
和活力不是永恒的，我们要珍惜现
在的美好生活。”

借助道具，结合年龄特点进行教育
曾有学者提出“儿童死亡概念

发展模式的三个阶段”。该理论认
为，3至5岁的孩子处于第一阶段，他
们认为死亡是一种离去，是可逆的、
暂时的，死去的东西还会回来；5至9
岁的孩子处于第二阶段，他们认为
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只有被“死亡”
（在他们心中，死亡是被拟人化的）
抓走的人才会死，而有些人是不会
死的，比如英雄、幸运的人等；9岁以
上的孩子处于第三阶段，他们知道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是普遍存在的。

由此可见，不同年龄阶段的孩
子对死亡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因
此，家长需要“因材施教”，针对不同
年龄的孩子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
可借助一些辅助道具。

举例而言，对于年龄尚幼的孩
子来说，他们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
力较差，家长可以通过读绘本的方
式，让孩子知道死亡就是“不能呼
吸、吃饭、走路、说话了”，也可以和
孩子聊一聊“叶子的生命过程”，让
孩子从中理解人类的生命过程。对
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家长可以带孩
子看一些暖心的电影，从科学的角
度解释死亡，比如细胞老化、新陈代
谢减缓等，让孩子明白死亡是很正
常的生命过程。 （来源：人民网）

家长“必修课”：
如何让孩子了解有关“死亡”这件事

今年“两会”,全国人

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主任医师顾晋提交了

关 于 死 亡 教 育 的 建 议 。

他认为,作为我国的一项

当务之急,死亡教育要面

向全社会,从小抓起,建立

起覆盖从小学、中学到大

学全过程的死亡教育体

系。

这个有点儿“犯忌”

的建议来得很及时。基

于某种传统,人们往往更

习惯于将身后之事边缘

化,不愿意认真地谈论死

亡,更不愿意接受什么死

亡教育。由此,不少人对

死亡缺乏系统深入的了

解,死亡观念一直处于某

种“重生轻死”的粗陋状

态。

在这一背景下,顾晋

代表所说的两种极端情

形出现了。一种是过分

“求生”。许多绝症患者

饱受病痛折磨,但即便病

人早已对治愈性治疗没

了反应,患者家属乃至患

者本人也不肯接受舒缓

治疗。过度治疗的结果

往往是病人多受罪,家属

精疲力竭、人财两空。另

一种则是过分“轻生”。

一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年轻人甚至是儿童,对

死亡缺乏最基本的敬畏,

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缺

乏应有的尊重,并因此而

走上了杀人或自杀的歧

途。

有鉴于此,死亡教育

就成为一种必要,它本质

上是生命教育,目的是让人们敬畏生命。死

亡教育,可以帮助人们从生理、心理、社会、

文化等各个层面,对死亡有一个系统而深入

的了解,最大可能地减少在死亡观以及生命

观方面的缺憾；死亡教育,可以从逆向方式

阐述生死关系,加深对自身生命价值的领

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之更加珍

惜生命,降低恶性事件的发生；死亡教育,可

以有效遏制过度治疗,引导人们接受舒缓治

疗与临终关怀——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

寿命,更不是加速死亡,而是通过消除或减

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预防并发症等姑

息治疗来提高临终者的生命质量,排解心理

问题和精神问题,使人平静地面对死亡。

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死亡教育就已

进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中小学课

堂。甚至,早在二战之前,死亡教育就已成

为很多欧洲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们会

要求十几岁的少年写下自己的墓志铭。相

比而言,我国的死亡教育明显有些滞后。我

们应该加快步伐,尽快补上这方面的欠账。

从这个角度看,顾晋代表建议死亡教育从小

抓起,建立覆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全过程

的死亡教育体系,堪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要知道,对成年人而言,很多传统死亡

观念已是根深蒂固,改起来难度不小,教育

效果可能不容乐观。但是,从小学阶段抓

起,并一直系统地抓下去,教育效果肯定要

好得多。毕竟,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心最柔

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不

妨从小学开始就把死亡教育列为一门必修

课。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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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失
学生发问

“我为什么活着？”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温

方曾经经手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案
例。他认为，案例背后反映出的就是死
亡教育的缺失。“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
么是死，把死亡当成一件好玩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从十四
楼一跃而下，跳下时还向刚好目睹这一
过程的邻居招手微笑。后来经家长描
述，这名男孩以为自己跳下后会像超人
一样飞来飞去、毫发无伤。

还有一个男孩，在家里挂衣钩上套
上皮带，想体验一下自尽的感觉，幸好
家长及时发现，才避免了惨案的发生。
事后，他却像没事儿人一样，说自己只
是想“体验一下自杀的感觉”。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
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也接触过不
少类似的案例。比如，现在不少孩子早
早就开始问家长，“我为什么活着？”“为
什么上学？”他表示，“这些问题家长回
答不了，老师也回答不了，所以很多天
才的和聪明的孩子就迷茫了。”很多孩
子出现自杀、抑郁问题，很大程度上也
是因为没有生命教育来做支撑。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张淑
美，多年从事幼儿死亡教育研究。在撰
写的《儿童“生死教育”之理念与实施》
一文中，她写道，儿童自幼年开始对死
亡产生好奇与疑问，如果得不到父母以
及老师的教导，很容易被笼罩在死亡的
神秘面纱之下，只能透过电视、电影等，
略窥死亡的面貌。但也因无法获知真
相，容易受到或夸大、或不实、或扭曲、
或神秘的影响，使儿童或青少年容易产
生错误或片面的死亡认知，影响其对死
亡的态度，往往是恐惧、害怕、神秘、纳
闷等，多是负面且复杂的情绪。有研究
指出，儿童或青少年的自杀倾向，与其
存有不正确的死亡观念有关。

很多人不接受
“死亡的信息”

那么，究竟什么是“死亡教育”呢？
宗春山认为，死亡教育应该包括三

个层面，一是接受死亡的信息，知道世
界上是有死亡的，死亡是无常的，每个
人都会生老病死。“别看就这么一个简
单问题，听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理解
也不容易。”宗春山介绍，中国人的医患

关系这么紧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很多人并不接受“死亡的信息”。进入
医院，人们倾向于把所有生的希望交给
医生，对于死亡的可能性无法接受。

死亡教育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在接
受死亡基础上发展出的面对死亡的能
力，“如何减免这样的冲击可能带来的伤
害”。而死亡教育的最高层面是价值观
和信仰的培养，知道了如何面对死亡，再
去反观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温
方也认为，死亡教育的核心，在于“知道
死，是为了珍惜生”。从更广泛的层面上
来说，死亡教育是性教育的一部分，涉及
到一个人如何出生、如何成长、再到如何
死亡。因此，死亡教育不是单一的教育，
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教育链条。

据宗春山观察，目前很多学校的生
命教育，更多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比如交
通安全、溺水、防火知识等，连自杀都很
少涉及。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不少中小学已
经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探 索
101中学

临终关怀学会敬畏生命
101中学的红十字志愿服务社，连

续多年将前往松堂关怀医院作为社团
的常规活动。社团负责老师陈倩岚能
深刻感受到这样的教育活动给孩子们
带来的改变，“不能低估孩子们的感受
力。”

初二学生曹睿馨这样表达了自己
活动后的感受：“珍爱生命是人生的第
一要义，生就是精彩地生，死也要平静
地死……今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终
点，可是我们正要从爱的地方出发，我
也相信，我们的目的地，仍然会回到
——爱的地方。”

高二学生冯钧可去了松堂之后，感
受到了生命的敬畏。他坦言，此前自己
并不愿意来到这样的地方，“我曾去过
福利院、聋哑学校、培智学校，我觉得那
些地方、那些孩子会带给我最纯真的活
力，给我正能量。但是，这里不会，一群
即将驾鹤西去的老人只会让我徒生感
慨，悲哀一时。”然而，真正走近这群老
人之后，他的想法变了，“在慢慢的交流
中，你会发现那闪耀着的生命之光，他
们敬畏生命，所以珍惜生命，对自己已
过的一生视若珍宝。”

高一学生石子明则对死亡有了更
通达的认识：时间像一只温柔的手，慢
慢将一位又一位老人带离人世，让一朵
又一朵生命之花由含苞到凋敝。但这
样并没有那么可怕吧，因为这些可爱
的老人会永远在子女、同学、老师甚
至是我们这样有一面之缘的人心底
和笔下留下数片落花，陪伴我们走过
一生，他的生命延续到了另外无数不
知名的人身上，怎么会是令人心伤之
事呢？也正因生命有限，人生须臾，
人们才会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
所爱之人。

京源学校小学部
“护蛋行动”感受生命不易

石景山区京源学校小学部在这
方面也持续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心
理老师袁榕蔓介绍，学校德育心理中
心每年都会在低年级中开展“护蛋行
动”，行动的任务很简单：选一颗鸡蛋
带到学校，一周之内不能打碎。

于是，孩子们精彩的一周便开始
了，有的将鸡蛋藏到固定的安全地
方，有的小心翼翼走到哪儿带到哪
儿，但很多依然逃不脱“被打碎”的命
运。护蛋行动结束后，各班会在班会
课上邀请学生进行分享：大功告成的
依然心有余悸，“我一周过得特别紧
张，老是提心吊胆”；惨遭失败的则充
满懊悔，甚至情绪崩溃。袁榕蔓介绍，
学校没有将“护蛋行动”设计成一个孤
立的活动，根据孩子们在此过程中出
现的情绪问题等，专业老师会持续介
入，做好后续的引导和管理。

文汇中学
园艺心理“借物喻人”

文汇中学则依托园艺心理课程，
在其中进行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的渗
透。这一课程相关负责人介绍，植物
有生命，也是生命体，带领学生观察植
物从发芽到死亡的过程，可以帮助他
们了解植物一生的意义。之后，再引
导他们与人类的生命意义进行关联。

“让学生与自然产生链接，从植物的生
死引发与自己有关的感受和思考。”

比如，植物落叶等跟“死去”有关
的状态，看似很颓废，但课程会引导学
生看到另外一种含义，落叶不仅仅是
植物的死去，它还变成了肥料、滋养根
系。举一反三的启发，让学生联想到
自己该如何认知生命的意义。

建 议
教育者需要更大勇气和见识
宗春山认为，要在学校层面实施生死

教育，首先，教师要拥有健康积极的生死
观，这是基本前提，“如果老师前怕狼后怕
虎、遮遮掩掩的，那这课就没法上。”其次，
这个话题可能会涉及到很丰富、很深层的
问题，一旦孩子们提出来，老师们应该具
备应对这种挑战的能力。如果教师自己
对生死问题没有深切认识、不具备教死知
生的基本技能，那么，学校中则无法实施
生死教育。有了这个前提，生死教育的素
材才会显得随手可拾。

“生死教育虽然并没有标准范本，
但从实施的形式上来看，应该更多采
用分享的方式，而不是知识的传授。”
宗春山说道。 （来源：北京晚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对待死亡采取尊重的态度，秉持“死者为大”，并

设置专门的节日祭奠逝者、表达哀思。如何正确认识死亡，从而拥有面对

死亡的能力，便成为每个人一生中的重要课题。可是，死亡教育应该从何

而来？记者采访中发现，虽然缺乏系统设计、心存重重顾虑，但北京市不少

中小学已经在相关方面有所探索。对此，专家呼吁，学生的死亡教育，离不

开家长、教育者等诸多群体的勇气和见识。

让中小学生知道 生命生命
的意义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