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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ne Child was one of the socialist detective novel which
completed by Zijin Chen in 2013 and published by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in 2014.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three children
who accidentally photographed an accident which is Zhang Dongsheng’s
parents-in-law fell off a cliff while playing, but it is Zhang Dongsheng’s
deliberate murder in fact. Then a series of stories staggered by various
characters in the book. This research used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etc. to obtain relev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read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juvenile crimes in the novel, and then use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comb and integrate the collected literature data. Firstly, to
sort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teenager protagonists in The Gone
Child—Zhu Chaoyang, Ding Hao (Haozi), and Xia Yuepu (Pupu), as well as their
criminal process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which are described by the author
Zijin Chen. And then further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 crimes i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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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nd education of them which is also show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se aspects by the author. Final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author’s
hopes, how to create a better teenager growth environment, so as to prevent
and reduce juvenile crime,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nd also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duce
and prevent juvenile crimes.
Keywords: The Gone Child; Zi Jinchen; Teenagers; Causes of crim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ocialist detectiv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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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坏小孩》是紫金陈社会派推理小说，完成于 2013 年，2014 年由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三个小孩在游玩时无意中拍下了一场看似
为张东升岳父母意外坠崖的事故实则为张东升蓄意杀人的凶案全过程，随后
书中各种人物交错展开的一系列故事。笔者使用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等
来获取相关的理论及资料，阅读并详细分析小说中青少年的犯罪成因，进而
再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整合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本文首先梳理了《坏小孩》
中三位青少年主人公—朱朝阳、丁浩（浩子），夏月普（普普）的人物特点
及作者紫金陈所描写的其犯罪过程及犯罪心理，再进一步从家庭、社会及教
育三个方面浅析了小说中三位小主人公的犯罪成因，作者紫金陈也给我们展
示了这些方面的重要影响。本文最后分析并总结了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给
社会带来的关注，如何更好的营造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从而预防及降低青少
年的犯罪，促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减少
及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

关键词：《坏小孩》； 紫金陈； 青少年； 犯罪成因； 中国当代文学；
社会派推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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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当日公布的 2018 年《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统计监测报告显示（中国新闻网，2019），
2018 年，中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 3.4 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未成年人犯
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比重的 2.41%，比上年下降 0.17 个百分点。虽然数据
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是青少年犯罪人数依然居高不下。
对于“青少年”的定义，在《中华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到：少年，现
指满 14 周岁未满 18 周岁的年龄段；青年，人的一个年龄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中总则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
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目前，学术界根据生理、心理、社会发展等不
同角度，对青少年的年龄划分的标准并不统一。但是，从中国法律法规的角
度可以将青少年的年龄界限定为十八周岁。在现当代的社会中，青少年一般
应从大约 12,3 岁进入初中到 17,8 岁高中毕业这个阶段，要经历 6 年时间的
中学阶段。
青少年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但是他们不论
在身体还是心理方面的发育都还不成熟，需要有正向的引导与教育。家庭的
氛围、社会的风气、学校的教育等诸多因素都会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许多影
响，除了相关部门及学者的研究报告以外，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反应青少年
成长现象的现实题材，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发展对社会有着许多影响意义。
受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上半年电影和电视剧行业似乎进入了“冰冻
1

2

期”，而一部豆瓣电影 评分高达 8.9 分的国产悬疑剧《隐秘的角落》 的出

1

豆瓣电影是中国最大的的电影分享与评论区，收录了百万条影片和影人的资料，有 2500 多家
影院加盟。
2

《隐秘的角落》豆瓣评分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340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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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则打破了这一僵局。这部仅有 12 集的电视剧一播出就广受观众的好评，
不仅是因为里面“小演员”和“大演员”们展现出来的精湛的演技，更是因
为这部电视剧中蕴含了导演和演员们的思考，对人性的思考。然而好的电视
剧离不开好的剧本，这部电视剧就是改编自悬疑推理作家紫金陈的文学力作
《坏小孩》。《坏小孩》是作家紫金陈“社会派”推理作品三部曲（分别是
《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之一，完成于 2013 年，并于 2014
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三部小说讲述的都是以当代社会为题材创作的
犯罪推理文学作品，但三部小说中的内容都有不同的主线和背景，彼此之间
并无关联，但因为同属悬疑推理文学，因此被合称为推理三部曲。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三部曲中讲述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作品《坏小孩》展开
研究，该小说的故事梗概主要讲述了三个小孩在游玩时无意中拍下了一场看
似为张东升岳父母意外坠崖的事故实则为张东升蓄意杀人的凶案全过程，随
后书中各种人物交错展开的一系列故事。《隐秘的角落》在原著《坏小孩》
的基础上弱化了很多青少年犯罪的部分，对原著许多细节也有改编，使得大
众比较容易接受，但在原著中，青少年犯罪问题却十分显著，甚至都超过了
成人犯罪的部分。从敲诈勒索到意外杀人、最终发展至蓄意杀人，其心思之
沉稳缜密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年龄。
可是，为什么原本应该单纯积极的青少年们会一步步走向犯罪呢？当今
社会青少年犯罪为何不消反涨，这样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及反思。从紫
金陈的文学作品《坏小孩》中，或许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紫金陈的《坏小孩》
中给读者展示了很多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在小说中，作者也给我们展示了这
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如何更好地营造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从而预防及降低青
少年的犯罪，促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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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综述
虽然紫金陈的小说《坏小孩》或者被改编拍摄为网络剧《隐秘的角落》
的非常热门，深受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但是作为最新推出的作品，受到
学术界重视而进行的研究还不够广泛，前人对小说及小说中人物的具体研究
成果如下：
封文慧（2020）在其论文《在模仿与创造之间 ——浅析紫金陈《坏小
孩》中儿童形象的塑造》中提出，朱朝阳的堕落好像是从丁浩和普普的出现
之后才开始的，他在编造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是认识了他们两个“坏小
孩”，他原来的生活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也不会被搅进那么多事情里。但
究其成长环境，读者们还是很明显地看到其实他的变化并非偶然。其父朱永
平一概采取和稀泥、不了了之的做法“解决问题”，其实父子之间的亲情关
系十分脆弱，这两个家庭、一对儿女之间的矛盾也随时都会爆发。封文慧还
提到，在这三个孩子构成的小团体里，三人从见面到后来，心理变化非常明
显。朱朝阳从成绩姣好，不爱说话的小男生却一步一步掉落了犯罪的深渊，
并且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最终只能采用栽赃嫁祸的方法使自己脱身， 但是
他真的能得到内心的平静吗，我们不得而知；而夏月普的变化则与朱朝阳正
好相反，她外表表现得十分叛逆但内心其实极度渴望亲人朋友的关爱。结识
朱朝阳之后，她慢慢对读书好、内心成熟的朱朝阳产生了依赖及崇拜的情愫，
甘愿完成朱朝阳弑父的计划；三个人中看上去最像“坏小孩”的丁浩却是最
单纯的，他可以为了尊严去打架，为了生存去盗窃，却不愿意为了利益去杀
人，后来他也是不断的对朱朝阳和普普进行劝导，他只想安身立命，好好被
照顾到成年，可是事情却已经朝着无法挽回的方向发展了。
黎庶（2020）同样在文章《《隐秘的角落》：“坏小孩”根坏在大人》
中做出了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犯罪有着巨大影响的结论，认为孩子具有暴力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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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父母不能及时地帮助矫正孩子的这种行为。并且引用
了苏珊博士在《原生家庭》一书中提到的 ：“明智、成熟、有爱心的父母
所持有的观念会考虑到家庭中每位成员的感受和需求。他们会为一个孩子的
个人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成熟独立构建坚定的基础。”因此，当孩子小的时候，
家庭就是孩子的全部。家庭教会了年幼的孩子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孩子才
能够决定自己是谁、该如何与人相处。
张知依（2020）在《作家紫金陈在《隐秘的角落》里书写：坏小孩，
其实都不坏》一文中提到，作家紫金陈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这本书
叫《坏小孩》，但是他觉得这三个小孩其实都不坏。有一些原著读者甚至觉
得书中的小主人公朱朝阳是反社会人格，但是在写作时他更倾向于朱朝阳的
遭遇完全是因为家庭以及外界的原因导致。朱朝阳原本是一个非常懂得隐忍、
也是非常努力上进的小孩，就像他的课桌上会刻着“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
人”一样。但是家庭、学校给他一次次的打击，才引起了他的奋起反抗。
紫金陈说，有时候成年人做事会瞻前顾后，但小孩往往很纯粹，这当中包括
做坏事，他们完全是按照自己心里所想而就做了，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也
会害怕，可是最后却会给自己找到释怀的借口。
作者紫金陈的这一想法也恰好符合了相关科学研究所显示结果，人类大
脑发育及其认知水平一直都处在学习及成熟的过程，直到十七八岁的青少年
时期才能趋于成熟，但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依然处在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会受到其所接触环境的直接影响，尽可能让孩子们接
触积极、正向的环境，显然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从而
有更正确的行为模式。（廖瑜，2020）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学者从青少年犯罪以外的角度来对该小说《坏小孩》
或者由其改编的影视剧《隐秘的角落》进行探讨，主要有谢珍晶（2020）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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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进行对比，从而探讨了人性的善与恶，并得出结论
认为人性是复杂的，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与他成长或生活的环境分不开。即使
是最坏的人心里也有一片留存的阳光，即使是最好的人内心也会有阴暗的角
落，我们很难去判断张东升的好坏，也很难去评价朱朝阳行为的正确与否，
这是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也是对人性最深处的叩问。李婷婷（2020）运用
了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对由紫金陈小说《坏小孩》改编的网剧《隐秘的角
落》中的主人公张东升和其他主要角色进行深入的心理层面解读和研究。通
过对原著和剧作本身的分析，呈现出主要角色的人格面具，分析其成因以及
影响，进一步揭示对人格面具的过分依赖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甚至毁灭。在
此基础上论证这部剧的深刻价值与意义，即对于现实的反映和警惕。王斌
（2020）以改编自小说的影视作品《隐秘的角落》中主人公朱朝阳为例，探
讨导致他心理产生问题的诸多因素，如缺失的父爱、窒息的母爱、糟糕的同
伴关系、反社会倾向等，提出将父母离异的影响降到最低、建立良好同伴关
系、培养亲社会行为的对策，探讨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建设问题。此外还有
如林秀（2020）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评述了该文学作品，并且认为由推理小说
《坏小孩》改编的犯罪悬疑类电视剧《隐秘的角落》在网络上爆红，成为热
闹一时的文化现象。作为文化产品的《隐秘的角落》呈现出三重文本面貌 ：
现代主义文本、现实主义文本与后现代主义文本。每一种文本各自代表了不
同的力量对这个作品创作进行博弈的结果，最终浮现出革新与守旧、政治化
与去政治化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意识。
从上述研究总结，对紫金陈《坏小孩》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文学或者改
编剧上，而针对文学作品背后隐藏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研究还
较少，笔者认为该部作品除了作为成功的悬疑推理作品以外，其所表达出来
的青少年教育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及教育家斯坦
134

ปีที่ 14 ฉบับที่ 1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2564

วารสารจีนศึกษ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กษตรศาสตร์
利·霍尔 （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提出的“风暴与压力
（Storm and Stress）”理论，他认为青少年在面临生理发生重大变化时，
也会导致其心智成熟度的巨大转变，随之而来的也会有许多行为上的问题。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在对
萨摩亚人（Samoa）所做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当代文明社会中，青春
期已经慢慢不仅是被视为一个生理变化的发展时期，而同时也被当做是思想
与感情成熟的一个起点，在家庭及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会产生所谓的青少年
反叛（adolescent rebellion）现象，也是青少年透过逃学、恶作剧、与
父母亲以及老师作对等行为来宣泄过多的精力。
青少年开始产生生活上的适应困难，不止在家庭中，通常还会进一步蔓
延到学校里面（Eccles、Midgely et al. ，1993）。 因此在青少年这个特
殊的时期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中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
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小说中主人公朱朝阳不止一次提到，他超过相
关资料，他没满 14 周岁即使是犯罪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也正是因为如此，
越来越多的犯罪呈现低龄化。
乔晓永（2020）提出，根据有关资料可知，自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
襄城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29 件 41 人。青少年
犯罪的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 16 岁至 17 岁年龄段，其次是 15 至 16 岁年龄段，
14 岁至 15 岁年龄段属个别现象。其中多以男性为主，占比例为 90%，女性
占 10%。所犯案件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犯罪，其中寻衅滋事罪占
26.8%，故意伤害罪占 14.6%，盗窃罪占 9.7%，抢劫罪占 7.3%，其他占
14.6%。青少年犯罪的犯罪主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小学文化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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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达到 80%。大部分人员基本属于辍学学生，流落到社会。小说中的
丁浩与夏月普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因为家庭原因被送到了福利院，可是在
福利院里的不公平待遇，甚至是虐待让他们选择了逃离，在一路逃亡的过程
中，他们也游走在触犯法律的边缘。犯罪社会学家菲利提出“犯罪三元论”，
指出犯罪的成因应当包括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三个方面，
他认为无论轻罪或重罪，都是这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黄泳翀（2020）对于青少年的犯罪心理有提到情绪心理、行为心理、
群体的心理以及不稳定或残缺的心理四个方面，从个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
式，从众的心态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分析了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成因。
从研究综述笔者认为，前人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小说的艺术形式及故事内
容，尽管对其中的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有所提及，对于社会及教育等其他
方面却并未深入分析，但是从上文中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在所有犯罪统计中
所占的比例也较高，产生犯罪的原因也是多样性的，因此笔者通过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坏小孩》中青少年主人公的家庭、社会及教育三个方面
详细分析其犯罪成因，以及针对这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措施，并总结了作者
从小说的细节中反应出的一些美好愿景。

3.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小说《坏小孩》中青少年主人公的人物事迹进行研究，从家
庭、社会、学校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引起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以此总结
出减少或避免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措施，共同为青少年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
境，从而预防及降低青少年犯罪，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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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法，首先通过详细阅读紫金陈的小说《坏小孩》，同
时使用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等来获取相关的数据，进而保持所选课题的
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最后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整合所搜集到
的文献资料，并从多方面对其中三位青少年主人公的犯罪成因进行分析以及
得出结论。

5.讨论与总结
由紫金陈的小说《坏小孩》改编的网络剧《隐秘的角落》大火，也让我
们看到了许多青少年问题。小说《坏小孩》讲述了三个小孩-朱朝阳、丁浩、
夏月普，在游玩时无意中拍下了一场看似为张东升岳父母意外坠崖的事故实
则为张东升蓄意杀人的凶案全过程，继而勒索张东升；随后又发生了丁浩与
夏月普在少年宫替朱朝阳出头教训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而导致朱晶晶
意外坠楼，其实是朱朝阳狠心将其推下；朱朝阳因为父亲及继母对他的怀疑，
而策划并让丁浩和夏月普共同完成杀害父亲及继母，以及最后朱朝阳如何在
张东升设局想杀害他们三人时，怎样反杀张东升并把所有事情都嫁祸给张东
升、丁浩和普普的过程。
“坏小孩”，朱朝阳、丁浩（浩子）、夏月普（普普）。朱朝阳是个矮
小自卑的初中生，父亲抛弃他们母子后家庭经济窘迫，他张口闭口称父亲的
再娶女人王瑶为“婊子”，视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为夺父仇人，如一颗随
时会被点爆的炸弹；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在学校里面却几乎没什么朋友，
而且还经常会受到其他同学的冤枉，虽然他内心很愤怒，但是最终都只能不
了了之，在后来他因为愤怒把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推下楼之后，他有过
害怕，但更多的却是高兴，终于没有人可以与他抢爸爸了。再后来他知道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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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和父亲对他的怀疑与不屑，他居然选择了弑父，虽然他没有动手，但是他
却给出了杀人的方法、作案的时间、地点。更在得知父亲死了之后，还知道
如何筹谋去争夺千万家产，在故事的最后，所有相关人物都死了，他却独善
其身，笔者在阅读小说原文时真的感到了深深的震惊。
夏月普和丁浩，两人原生家庭的父母都是杀人犯，之后因为亲戚都不愿
收留而被送进了孤儿院，但是普普在孤儿院却遭受了侵害，所以两人相约从
福利院里逃了出来。在漫无目的的逃亡过程中，丁浩想到了儿时玩伴——朱
朝阳。丁浩虽然是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长大，但是从作者的笔下我们还是能
够看出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坏，很多时候他都选择了退避，但由于对友情的顾
及，最终他还是伸出了罪恶之手成为了一件件杀人事件的帮凶。夏月普，由
于身体不好，肠胃不消化，每次吃完饭都会噗噗排气，所以孤儿院的孩子们
给她取了个外号叫普普。普普的家庭也很畸形，母亲偏爱弟弟，父母不合经
常吵架，父亲最后杀了母亲和弟弟，虽然她强调父亲没有杀人是被冤枉的，
但是最终她的父亲也被枪毙了，在她的心里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到了
孤儿院之后由于身体不好受到其他人的排挤与嘲笑，最后甚至还受到了院长
的侵害，更是造成了人格变态，思想阴鸷，好几个杀人的主意就来自普普。
最终，普普和丁浩都死在了张东升的布局之中，他们再也没有办法过上想象
中的美好生活了。
最终，紫金陈给这部作品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结尾：朱朝阳发现了张东
升要杀他们三个小孩的计划，但是他选择了将计就计，虽然喝了含有氰化钠
的饮料，但是佯装不舒服去厕所吐掉了饮料，并假装中毒然后反杀了张东升，
虽然在死去的丁浩和普普身边他有哭诉，但是他最终镇定地给自己制造了伤
口，并伪装成了一个完美的等待被解救的受害者。警察救下其后，他编造了
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告诉了警察，并把自己完全排除犯罪者之外了。可是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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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恢疏而不漏，在小说结尾处，紫金陈在描述朱朝阳的心理有写道，“新的
学期，新的一天，新的太阳，新的自己。”他还是希望朱朝阳能有新的开始，
但是最后他把朱朝阳的命运寄托在通过朱朝阳日记笔迹对比基本还原真相的
严良教授的最终选择上：拨通举报电话或者取消举报电话，两个按键之间的
距离只有短短“一厘米”，却决定了朱朝阳的人生究竟会走向光明还是黑暗。
紫金陈留给我们一个完全开放式的结尾，如果是你，你希望朱朝阳有个怎样
的结局呢？
笔者认为作者也一直在铺垫其实没有谁是想成为“坏小孩”的，但是他
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他们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样子，他们也承受着他们这
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从这三位小主人公的变化中，我们对其犯罪的成因
也可以窥见一二。笔者认为紫金陈从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展示了小主人公们
的犯罪成因：
1.原生家庭破碎
小说中，三个孩子的原生家庭其实都存在着一定的畸形，朱朝阳父母离
异，父母对他的关爱不够，虽然他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但是在父亲朱永平
眼中只有再婚后的家庭，只对再婚后生的女儿朱晶晶百依百顺，对之前家庭
漠不关心，即使有千万家产，前妻与儿子朱朝阳却过着相对拮据的日子；而
朱朝阳的母亲在小说中没有太多的描述，但是从她的说话态度中能感受到她
内心的怨念。与儿子朱朝阳提及前夫现任妻子王瑶时大多用“婊子”称呼她，
而且在儿子朱朝阳面前也总是忍不住咒骂前夫朱永平。朱朝阳内心是十分渴
望得到父亲的关注，得到母亲的呵护，但是却求而不得。在妹妹朱晶晶一句
“你是私生子，我要跟我妈妈说，让她打死你”之后，朱朝阳所有的情绪才
会被点燃，然后毅然决然地把妹妹朱晶晶推下了楼。虽然事后他也不能很害
怕，但是他更多的确实庆幸，这样就没有人跟他抢爸爸了，可是父亲朱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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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再次让他失望了，因为在他与母亲被继母各种欺凌，父亲还是选择站在继
母王瑶那一边，甚至因为妹妹坠楼的死有所怀疑他时，他开始筹划了一系列
弑父争产的事件。
青少年面临生理重大变化时，亦会导致心智成熟度的转变，随之而来的
会是行为上的问题。朱朝阳有着十几岁小孩少有的定力和隐忍，一出场就不
合群，明明被所有人孤立，却已经泰然自若。父母离异后他跟着性格偏执的
妈妈生活，从小看着眼色长大，话很少，能藏事。于是他心思细密， 戒备
心也重，哪怕是对待同龄的孩子也不放松，获得他的信任很不容易。他也渴
望父爱、渴望友情，但他更多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夏月普和丁浩，更不
用说了，他们两人的父母都是杀人犯，最后父母都去世了，使得他们流落到
了孤儿院。从小的童年家庭阴影也使得他们在性格上有了一定的扭曲，他们
想爱却不知道该怎么去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因
此他们在发现杀人事件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报警，交给警察去处理，而
是想着张东升开着宝马车他家庭条件一定很好而萌生了敲诈的想法，希望通
过敲诈张东升得到一笔可以生活到成年的费用。
2.社会关怀缺失
原生家庭破碎之后他们同样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社会关怀，这一点在丁浩
和普普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无论是父母相残后被迫成为孤儿的夏月普，
还是参考当年“孕妇帮助丈夫奸杀女大学生”的真实社会新闻所创作的、父
母犯下了同样罪行的丁浩，他们本身都是无辜的，但是却因为家庭的原因，
遭到了亲戚们的嫌弃，被迫进入孤儿院生活，但是如果在孤儿院里他们能得
到正常的照顾和教育，可能也不会发生后面一系列的逃亡及越界行为，他们
在路边尝试过乞讨，又遭遇了城管，最终还差点要被送回到孤儿院去。在他
们从北京到宁市的这个月时间里，我们无法想象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在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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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下了张东升的杀人过程后，他们也逐渐从勒索钱财、失手杀人发展到蓄意
杀人，内心的阴暗最终压制了阳光，使他们无可挽回地滑向犯罪的深渊。
3.教育引导不足
三个“坏小孩”都应该是正在接受教育的年纪，朱朝阳与丁浩是小学时
的玩伴，现在朱朝阳已经快升初三了，丁浩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年纪，普普比
他们稍微小一点，应该也是上初中。但是除了朱朝阳依然在学校读书，普普
和丁浩早就无法正常接受教育了，父母不在之后，肯定经过了漫长的去留处
理，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终在孤儿院的大染缸里能正常的生存都已经
十分不易，需要帮着干活，受到不同年纪孩子的排挤，孤儿院院长的侵害，
在本该接受良好的教育的年纪，上学却成了一个梦，这也是普普为什么一直
羡慕甚至有些爱慕读书很好的朱朝阳的原因，她非常渴望能再回到学校里，
能正常的接受教育甚至读大学。朱朝阳原本在学校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但
由于性格的原因与同学相处并不那么融洽，而且学校的老师也经常不分青红
皂白对其进行“教育”，他虽然每次都表现得不在乎，但却使得他的内心更
加压抑。在朱朝阳查过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法律条
文之后多次起杀心，最终也坚定了弑父杀害继母的想法。张东升的人设是一
名中学数学老师，但是他给这几个孩子建立的却是一个杀人犯的“榜样”，
原本应该教书育人的教师，原本应该传授知识的学校，在这里却没有起到一
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在当代文明社会中，青春期已经慢慢不仅是被视为一个生理变化的发展
时期，而同时也被当做是思想与感情成熟的一个起点，在家庭及社会的强大
压力下，会产生所谓的青少年反叛（adolescent rebellion）现象， 也是青
少年透过逃学、恶作剧、和父母亲以及老师作对等行为来宣泄过多的精力，
这些在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也有着明显的体现。朱朝阳的堕落其实从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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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就可窥见一二，父母离异后，母亲对他寄予厚望，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
压力；其父朱永平再婚后却对再婚的女儿隐瞒了还有一个儿子的事实，在再
婚的老婆女儿面前，把朱朝阳称为“侄子”，一方面觉得对朱朝阳有所亏欠，
一方面却对朱朝阳有所忌讳，其实父子之间的亲情关系十分脆弱，这两个家
庭里的种种矛盾也都一触即发。但其实在小说里也有几处细节是在给朱朝阳
机会的，他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虽然一次次的被击碎，但是他内心还是保
有亲情，虽然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从来生活都比他好，但在普普提出要
“教训”朱晶晶时，他一开始并不赞同，而且即使在丁浩和普普拦住了朱晶
晶教训她时他也没有动手，直到朱晶晶说他是私生子还强调要告诉爸妈之后，
朱朝阳终于狠下心把她推下了少年宫的六楼，也至此开始了他彻底的转变，
变得不断算计、多疑以及冷酷无情。夏月普的叛逆阴狠，丁浩的不良少年做
派，其实都是想得到更多的关注，他们在与朱朝阳相处的过程中，是真心把
他当朋友，替他出头，而且在张东升说可以抚养他们到成年，读大学时，他
们也对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但在这些所谓的“善意”背后，却只是想致他
们于死地，他们一步步在那些 “美好”未来的规划下所沦陷了，最终成了
牺牲品。
这部小说的篇幅并不长，但却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坏小孩》
已经完结，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根据国家统
计局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当日公布的 2018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
2020 年) 》统计监测报告》（中国新闻网，2019），2018 年，中国未成年
人犯罪人数为 3.4 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其实青少年犯罪无论在哪个国家
都十分重视，但是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却没能得到很好的效果。作者在小
说中也有很多细节反应出如果能对小主人公有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关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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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故事的结局会不一样。针对上述提到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三个主要原因，笔
者总结并提出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1.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降生到一个怎样的家庭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但如果选择了为人父母，
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责任，父母是孩子们最早也最直接的老
师，尽量给小孩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即使夫妻双方无法再继续生活在
一起选择离婚，那也要为孩子的身心健康考虑更多。像小说中，朱朝阳的父
母一样，如果他们在离婚后，还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营造一个和谐
的氛围，可能朱朝阳也不会弑父、欺骗母亲。丁浩和普普的家庭环境更加
复杂，不光是父母没有起到抚养与教育的义务，甚至到后来其他亲戚也是不
管不顾的状态，让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看尽人生百态。一个良好的
家庭氛围虽然不能完全保证孩子不变坏，但是至少让他们可以在一个相对
健康、健全的环境下成长，让他们相信有爱，也愿意去爱人。

2.加强正确的教育引导
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朱朝阳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可是在学校里面仍然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造就了后来他即使遇到了很多困难也不会向老师寻求
帮助，可见正确的教育引导同样不可或缺，一般从 3、4 岁开始，我们就会
进入到幼儿园学习，至少完成 9 年义务教育，读完初中。21 世纪后，普遍都
会接受高等教育甚至继续深造，截止 2019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
规模达 4002 万人，比上年增加 169 万人。所以我们心智成长时期都在接受
教育，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不光是体现在我们文化知识的教育上，更是
体现在道德伦理的教育上，因此对学生的正向的教育引导对其身心成长、未
来人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影响也是巨大的。有相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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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人类大脑发育及其认知水平一直都处在学习及成熟的过程，直到
十七八岁才能趋于成熟，但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依然处在形成和完善的过
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会受到其所接触环境的直接影响，尽可能让
孩子们接触积极、正向的环境，显然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从而有更正确的行为模式。教育工作者要以德育人，做到公平、公正，
有教无类。让青少年在漫长的接受教育时期里，能学到更多文化知识及为人
处世的行为准则。普普无论在少年宫看到学习的孩子们流露出来的羡慕之情，
还是在张东升答应资助他们直到上完大学之后的欣喜，都体现出她对接受教
育的渴望，甚至到三人聚在张东升家里后她也在规划着在学校里的种种美好，
可是事与愿违，喝下那杯有毒饮料后她就再没能醒过来了。
3.健全有效的社会监管
现今是多媒体时代，这个故事的开端就是三个小孩用照相机记录下来了
张东升的犯罪过程，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和声音，
很多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知道如何选择及取舍，有的时候会去观察并模
仿其他人的行为，因此社会监管非常重要。在小说中体现得更多的是应加强
社会关怀，丁浩和普普就是因为家庭变故流落到社会后，却没能得到相应的
社会关怀，而在颠沛流离时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他们也一直渴望着被关
心。就像他们一样，随着社会的变革目前依然还有许多留守儿童，随迁儿童
甚至是孤儿，他们相对于其他在正常家庭成长的小孩已经缺失了很多关爱，
如果社会关怀依旧不足，很容易让他们误入歧途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伤害。
各级政府、相关管辖社区、特殊福利院、孤儿院都应积极响应国家对青少年
关怀的政策法规，为青少年提供有效的管理及关怀措施，让他们能在家庭不
幸时，得到社会的关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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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紫金陈在接受《北京纪事》张知依的采访时曾表示，“虽然这本书叫
《坏小孩》，但是他觉得这三个小孩其实都不坏”， 在这三个小孩做了这么
多“坏事”之后，他们的内心依然还是有爱的，普普和丁浩一直憧憬着能
像正常小孩一样学习、生活；朱朝阳也还是希望能做一个全新的人，在新学
期开始他看着明媚的阳光，憧憬着新的学期，新的一天，新的太阳，新的
自己。
笔者在看完《坏小孩》之后，也一直在思考，现代社会日益进步，但是
人际关系却不堪一击，每个人都只考虑着自己的利益。这些小孩子原本应该
拥有更简单而美好的童年，但是因为家庭、社会等原因很小就要被迫成熟，
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笔者只是从《坏小孩》三位小主人公的家庭、社会关
怀及教育引导方面分析了其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作用，还有所不足，希望
以后共同讨论能有更多的想法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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