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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这些日本孩子与社会渐行渐远
文 / ?田

或受到家长过度保护 或过早扛起家庭重担

在被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困扰

数十年后，日本儿童人口再创新低。
就在 5? 5日日本儿童节到来

前一天，日本总务省公布的统计数
据印证了日本少子化与老龄化加剧

的现状：截至 4? 1日，包括外国人
在内的 14岁以下儿童 1493万人，

较上一年减少 19万人；儿童占总人

口比例连续第 47 年下降，为
11.9%；2 岁以下儿童仅 265 万，少

于其他年龄段儿童。
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

越少，一些孩子的境遇也因此发生
着改变。

长辈过度保护
孩子变成“妈宝”

随着年轻人变得不愿意生孩
子，以及平均结婚年龄不断推后，日

本人老来得子的情况开始增加。这
些家庭普遍经济基础较好，有能力

在物质上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需
要。在情感上，年龄稍长的父母也会

更加投入，一面担心宠坏孩子，一面

对撒娇的孩子又舍不得板起脸来。
与此同时，日本许多老师有着

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家长的性
子变了”。在过去，当孩子在学校惹

了麻烦，习惯了不麻烦别人的日本
家长会向老师道歉。可现在不仅道

歉没有了，家长甚至还会要求学校
解雇相关的老师。

可是，长辈们将所有心血投入
在孩子身上，甚至不惜成为不讲理

的“怪兽家长”，孩子们却并没有完
全按照长辈们期待的方向成长。

“虽然今天的孩子在家里被当
作国王一般对待，但他们在家门以

外的人际关系面前显得笨拙。”在精
神科医生町泽镇男看来，成年人的

过分保护让日本的孩子承载着过多
来自长辈的期待，变得特别自我，缺

乏共情能力。“他们必须要么看上去

很酷，要么成绩很好。一旦他们不再
是长辈们期待的理想类别，感觉失

去了他人的关注，这些孩子就会变
得沮丧，生活就像失去了意义，进而

会向虚拟世界寻求慰藉。”
在家人的万般瞩目与呵护之

下，孩子们要么成为蛰居族，明明已
经成年，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沉迷游戏，啃老度
日；要么与全职家庭主妇的母亲关

系过密，依赖和享受着父母的照料，
由父母陪着参加工作面试，心安理

得地当起“妈宝”。

孤独“少年护工”

忙碌照顾家庭

然而，在这些孩子成为父母高
高捧起的掌上明珠时，却有另一群

孩子过早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当母亲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

故而瘫痪时，冈村幸子只有 11岁。

由于是单亲家庭，且没有亲属可以

求助，还是小学生的冈村幸子猛然
发现自己要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

任，并且不得不开始帮助母亲处理
交通事故的各项法律程序。

而麻衣的父母工作繁忙，无暇
顾及患癌症的爷爷和老年痴呆的奶

奶，担子都落到了麻衣身上。白天为

爷爷看病跑前跑后，晚上在家陪着
奶奶，麻衣上学常常迟到早退，成绩

一路下滑，最终不得不放弃第一志
愿的外地国立大学，选择离家近的

当地高校，以便于照顾家人。
日本政府调查发现，有不少像

幸子和麻衣这样年纪轻轻就一边上
学一边看护家人的孩子，有一个专

门的名词称他们为“少年护工”。
父亲早逝、母亲时常晕倒、祖母

需要长期护理的河野，小学时就习
惯为一家人的日常消费外出采购。

他曾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
像同龄人那样和妈妈、奶奶一起出

门。但那样的日子他没能盼到，到了
上高中的年纪，他不得不选择夜校，

白天可以有更多时间照料家人。
河野也想找同龄人一起玩耍，

分享成长的烦恼，“但我没办法告诉

任何人我的真实感受”。河野觉得别
无选择，现实迫使他不得不优先思

考如何解决眼前的困难。他也从来
没有想过向成年人寻求帮助，因为

他觉得孩子照料母亲是正常的。

随着祖母与母亲相继离世，河
野看起来从“少年护工”的忙碌日常

中解脱出来。但他伤心地发现，长达
30年照料家人，让他没有朋友，也

没有稳定的工作。
而 31岁的冈村幸子回想起因

为照料母亲而和朋友渐行渐远的日

子，她说自己虽然不会在朋友面前
掩饰，但“即便他们表达对我的担

心，我还是认为他们并不理解我”。

帮助融入社会
政府急需行动

无论是被“怪兽家长”过分保
护、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蛰居族和“妈

宝”，还是肩负着家庭重担孤独长
大、与社会渐行渐远的“少年护工”，

如何帮助他们积极融入社会，与快
节奏的工作生活接轨，成为日本当

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不仅仅事关这些年轻人的前
途，事实上也事关日本社会少子化

和老龄化处境的改善。
因为，日本在关注儿童心理健

康、社会化护理救助等方面的不完
备，正伴随着愈发严重的老龄化趋

势而逐渐暴露。尽管这些年轻人只

是日本年轻一代中的小众群体，但
重视这一群体所折射出来的社会问

题，是日本政府的应尽之举。
也因为，帮助他们逐渐走出父

母营造的舒适圈，或者卸下照顾家
人的重担，找到未来人生的方向，走

出家门社交，为自己而活，才有可能
让年轻人口本就日渐稀少的日本社

会找回青春的生气。
但要让这些自愿或被迫被家庭

牵绊住的他们迈出离家的第一步，
日本政府或许得首先打破不同部门

之间的隔阂，正视深度少子化和老
龄化趋势中暴露的种种问题。

以“少年护工”为例，他们最急
需的，是有福利机构能够为他们托

底，扛走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担。在大
阪齿科大学教授滨岛淑惠看来，尽

管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早在
二十多年前就打造了护理保险、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一应对老龄化
的“三大法宝”，建立了相对完善优

厚的福利体系。但随着人口结构不
断恶化，有不少环节需要相应调整，

比如积极构筑不依赖家人的护理援

助体系，打通学校与福利机构的通
道，及时发现“少年护工”并帮助他

们走出困境。
为此，日本政府已经在酝酿创

设“儿童厅”，设置专门的内阁大臣，
考虑打通各部门壁垒，统筹制定和

推进育儿相关政策。此举势必会动
了其他政府部门的蛋糕，却是日本

社会走出少子化和老龄化困境的应
时之举。

    2000 年日本诞生了一个

新词“怪兽家长”，专门用来指
代那些频繁且蛮横对学校提出

无理要求、 妨碍学校正常工作
的家长。

明治大学教授吉田彦彦在
他的书里记录了不少 “怪兽家

长”案例：有的家长在孩子的教

室里偷偷安装录音设备， 有的
家长要求更改体育比赛结果，

还有的家长在孩子被同学不小
心绊倒后， 强硬要求学校停了

对方的课直到自家孩子痊愈。

20多年来，这样动不动就

威胁老师和学校的情景， 并没
有因为舆论的重视而好转，反

而因为老来得子成为社会趋势
变得越来越常见， 甚至出现了

“怪兽银发族”。

“我的孙子的目标是考重点

初中， 我们也让他在外面上了
辅导班，但成绩一直不理想，是

不是你们学校授课有问题。”在
一所学校校长办公室里， 一名

70 岁的老人正向孙子的班主
任和教导主任兴师问罪。 无论

校方如何解释， 老人始终觉得
孙子学习不好的原因在学校。

老人多孩子少， 让日本的
年轻一代变得金贵。 一切围绕

着孩子展开， 也成了一些家庭
的相处模式。

    日本厚生劳动省 4月发布

对国内“少年护工”现象的首个
调查报告，指出约有 5.7%初中

生和 4.1%高中生在念书的同
时需要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

家中的老年人或是身患残疾的
家人。

调查还发现， 有将近一半

“少年护工”几乎全年 365天每
天都必须花时间照料家人。 其

中，还在读初中的“少年护工”

平均每天要花上 4个小时，高

中在读的“少年护工”则为 3.8

个小时。 而每天需要花上超过

7个小时护理家人的 “少年护
工”占到 10%，他们要接送弟

弟妹妹、洗衣做饭、护理卧病在
床的家人。

尽管比例不大，但“少年护
工”的处境令人担忧。他们往往

试图在外人面前掩盖家中的困
难，与同龄人和社会渐行渐远。

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没有空
与同龄人一道玩耍， 他们往往

是孤独地长大。

■ 38岁的河野终于从“少年护工”的忙碌中解脱出来 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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