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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Singaporean movie I am not Stupid 2,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growth process and also the action of parents should do to offer children for having a good growth 

process. Research was done based on Baumrind theory about parenting analysis to what kind of parenting that 

the parents of the movie I am not Stupid 2 offer to their children. Research used literature study to summarize, 

arrange, and analyze of Diana Baumrind as basis of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m and Jerry’s 
parents or Cheng Cai’s father use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best parenting style 

is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because this type of parenting does not only concern about the prominence of rules or 

regulations in the family, but also the affection of parents towards the children. Therefore, the family will 

certainly become more harmonious. 

 

Keywords: parenting styles, Diana Baumrind, I am not stupid 2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 2》分析孩子的成长过程与父母的教育方式之间到底有何关系，
并且分析父母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才能使孩子有着良好的成长过程。根据鲍姆林德的教育方式理论分
析，《小孩不笨 2》中的父母使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本文的分析目的是作为父母该使用什
么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孩子有着良好的成长过程。笔者使用了文献法进行归纳整理及分析，以鲍姆林
德的理论为研究根据。得到的结果是无论是学谦与杰利兄弟的父母还是成才的父亲都使用了专制性的教
育法来教育孩子。笔者强烈建议作为父母应该用最佳的权威性教育法，因为这种教育法不但重视家庭规
则，也重视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以及保护家庭的和睦。 

 

关键词：教育法，鲍姆林德，《小孩不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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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人类开始生育孩子，教育孩子就已经存在了。教育一般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有良好的

成长过程。教育方式对孩子的成长具有极大的影响。据 Nurhidayah (2008) 年说道，目前在我们

社会中，教养任务极大部分由母亲来担当，因为人们相信，母亲才是养育孩子的主角。其实父

亲在教养孩子的参与对子女的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Hurlock (2006) 年也指出了父母教养方式

有的也是无明确一的定义，为家庭教育方式、父母养育方式、父母抚养方式、育儿风格等等。 

 

据以上的说法证明一个孩子要有良好的品德必须由父母来教育孩子才能得到的。因为

父母是孩子最起初的生活环境，也是父母最首次跟孩子接触的人。于是，孩子能成熟的成长，

父母的扮演取得了巨大的重要性。 

 

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开放社会中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解体家庭逐年增多，也因此使社

会上除了不少教养孩子的问题以及数量的单亲家庭。这导致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

问题，自闭社会的现象或者难以接触的现象。于是笔者感兴趣想要通过一部电影更详细的分析

父母所使用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 

 

《小孩不笨 2》是一部新加坡具有教育意义的一部电影。里面特别讲述了两个不同的家

庭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第一个家庭孩子名叫杨学谦（Tom）和杨杰利（Jerry），他们俩是兄

弟。父母因为工作忙碌，对于孩子的教育以为只要督促他们把书念好就好，只要孩子心理想做

的事与父母所想的不同就一概否定。这样的教育导致叛逆的学谦心声不满，误入歧途。最后还

和好友成才犯下抢劫案。而杰利则为了让父母看他的演出，偷了福利社的钱，目的是为了能够

买到爸爸一个小时的时间。 

 

另外一个家庭是属于单亲家庭。父亲以前因为爱打架而不小心把脚弄伤，他有一个儿

子，年龄跟学谦一样大名字叫成才。父亲因为从小没有父母关照导致他不懂得如何关爱孩子，

如何跟孩子沟通。更严重的事出生卑微的成才父亲是个没读过书的人，由于以前曾经误入歧

途，他不想让成才步上自己的后路，对成才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有出息，好好读书。可是成才

的成绩偏偏差强人意，令父亲极为心痛。成才的父亲以为主要对孩子拳打脚踢就是最好的教育

方式，结果导致成才对父亲更加抗拒。 

 

通过《小孩不笨 2》将分析孩子的成长过程对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到底有何关系并且分析

父母该采取什么样的动作才能使孩子有着良好的成长过程。据鲍姆林德的教育方式分析，《小

孩不笨 2》的父母角色使用了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本文的分析目的是为了采取措施

作为父母该使用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有着良好的成长过程。 

 

 

研究方法 

 

 

这项研究中，笔者使用的是研究文献方法。是一个搜索并收集有关研究的数据然后笔

者对数据进行分析。文献研究的数据包括阅读关于期刊、文章、书籍、电子书等的资料。 

 

首先，笔者先了解影片《小孩不笨 2》的故事内容。通过观察笔者将分析人物中的家长

对于孩子的教育法。其次，笔者寻找有关教育法的材料及理论，收集资料后，笔者实际格式并

且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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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父母对孩子教育方式 

 

学谦和杰利是两兄弟。哥哥学谦已经是初中一的学生而弟弟杰利才上五年级。学谦的

虽然学业一般，但他很会弄博客，有一天曾经因为参加过博客比赛而拿到第一名。参加拿颁奖

的母亲竟对哥哥的才华不欣赏。 

 

“什么厉害？写什么博客？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就叫厉害？平时你的作文又不怎么

厉害？„„65分很厉害吗？以前我在学校的作文至少都是 85分。唐诗三百首你会几首？” 

（00：05：19 - 00：05：53） 

 

据鲍姆林德的父母教育方式了解学谦的母亲是属于专制性的母亲，她不想理解孩子的

智能，对于孩子冷酷无情，控制欲也很强。此等父母的缺点是对孩子反应比较少，对孩子缺乏

热情，用较为绝对的标准来塑造、控制和评价孩子的行为，强调孩子要无条件的顺从父母。学

谦的母亲总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希望孩子能够以父母为中心，满足父母所有

的要求和欲望。她不只在学习上对学谦有要求，对于学谦的生活方式也具有大大的要求。就拿

吃饭事件来讲，东方家庭还保着聚餐的习俗，此目的是为了能够良好的沟通。有一天当学谦、

杰利一家人正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学谦不小心来了一个电话。父亲使用讽刺的语言跟孩子说

“你生意做得很大”孩子听到父亲的讽刺就马上关机。后来母亲使用专制性的方式来警告孩子

说“吃饭的时候不准用电话，吃饭的时候用电话很不健康的。”可是话刚说完，父亲却来了一

个电话，导致孩子亲眼目睹父母言行不一的作法。作为父母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给孩子最好的教

育。但学谦的父母却言行不一导致孩子再也难以相信父母的话。 

 

弟弟杰利论学习的成绩比哥哥聪明多，他在学校一直拿到优良的成绩，但父母总是骂

他“为什么不拿高一点的分数呢？”对于父母的教育杰利总是听话，他不敢反对父母，也不敢不

听父母的话。可是因为父母总是督促他，用那些大道理来教育他，导致他很难消化父母的教

育。有一天因为朋友的戏弄，害他误以为他已对他的同班同学无礼，让那同班同学怀孕，缺乏

知识的杰利曾经问父母、老师、奶奶甚至女佣“孩子是怎么来的？”，但母亲知识敷衍杰利说

“长大后你就知道。”，老师曾经试着解释孩子的来源，但因为杰利问得太直接使老师尴尬地

说：“你明年就会学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而奶奶为了让杰利当时不挑食而敷衍杰利说：

“从 Laksa 汤来的。”奶奶当时希望杰利不要多说话而乖乖地把菜吃完。而女佣为了敷衍杰利

而说：“从垃圾桶来的”。一个孩子为了了解他所不知道的知识而使用了周围亲密的人来寻找

答案，杰利也不例外，他为了查明真相问了他身边的人，包括他哥哥，可他们都无法给杰利满

意的答案，于是他从书里面找出答案，可惜的是他所找到的资料是孩子在肚子里的成长过程，

导致杰利知道他的同班同学再也没有很长的时间拖延此等问题。为了解决此难题，杰利无意中

听到有孕妇曾经说道孕妇吃黄梨会导致孩子流产，于是就逼同学吃很多很多黄梨，好让孩子能

够早早的流产。这件事引起了老师的注意，结果虽然这个误会能够解开，但是杰利的父母对杰

利的行为却感到羞惭。这个时候父母同时使用了鲍姆林德的专制性方法来给孩子教训，他们不

但不听杰利的解释还把责任与错误都放在杰利身上。可是，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事后父母却互

相自责对方，认为对方的教导无妨，忙于工作却忽略了孩子的教育。笔者认为此等行为不但不

给于孩子榜样，更不给孩子留下好的影响，孩子一旦知道父母在沟通方面不合，就会使用此等

理由来反驳父母并且怪父母的教导使孩子真正的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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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事件是杰利在学校有演出活动，演出里面杰利竟演了男主角，他很希望他的家人

都能来看他的表演，但忙碌的父母始终很难答应孩子的要求，结果杰利无意中了解，客户为了

能听父亲的讲座而每个小时必须付父亲五百块新币，了解此等情况的杰利立即采取行动，他把

所有的“神奇宝贝”卡卖掉，还故意省吃俭用，目的是为了能够储蓄一点点零用钱来买爸爸的一

个小时。可是到了要取钱时候，银行竟然要杰利带着父母取钱，走投无路的杰利只好偷了学校

福利社的钱。此事经过摄像机才真相大白，杰利的父母还因此而感到羞愧，从学校受到老师警

告之后，一到家父母部分青红皂白就直接教训杰利，但也因此杰利才能让父母醒悟孩子的欲望

是什么。听到孩子的告白父母才醒悟并且肯于接受杰利的邀请，参加杰利的演出。 

 

学谦和杰利虽然都是成长在足够的经济家庭，但是忙碌的父母使他们的成长出现了很

多问题。孩子很少得到父母的关心。从小父母只灌输孩子关于父母的看法，有时候还用强迫的

方式来逼孩子听从父母的话。 

 

《小孩不笨 2》里面除了讲述了学谦和杰利的父母以外，还有成才的父亲。成才是成长

在单身家庭的环境里。父亲小时候是个不听话的少年，喜欢打架导致他的一只腿被人家给打

断，这样的背景使父亲不懂得如何去爱成才。据 胡雯洁 (2006) 在他的来说，生活在单亲家庭

环境的孩子大部分很难适应社会并且对自己缺乏信心，因为他们从小已经收到了周围的歧视，

也缺乏了别的孩子所得到的榜样以及教育。这些孩子只从单方面吸收教育。加上成才的父亲是

个粗人，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导致成才成了不听话并且粗暴的孩子。成才从小已经被逼得要

懂得如何独立、照顾自己以及父亲。母亲在他童年的时候去世，从小他就跟别的孩子不同，别

的孩子还享受着父母的关爱，他却要学习如何煮饭做菜，如何自己洗衣服并且如何照顾父亲的

一切。加上父亲的望子成龙而成才则不懂得父亲的好意，导致成才每次都是跟父亲吵架。据鲍

姆林德的教育方式，成才的父亲是属于专制性但偶尔也属于忽视性的父亲，他不懂得如何照顾

孩子，只会打骂孩子。以为孩子只有骂过他，打过他就已算是教育他，已算是尽父母的义务。

成才的父亲却不知他的做法其实使孩子对他的距离越来越远。据《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林志

颖曾说道：“当孩子不想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硬逼他，你要是越硬逼他，他的反弹就越

厉害。”成才的表现就如林志颖所说的那样。就拿分数来讲，成才因为缺乏父亲关心与指导，

学校的分数也大大降落，老师们对他已经彻底的放弃，于是成才的每个分数都是不及格。知道

此情况的父亲不但不解决问题，还打骂孩子，要孩子在努力的学习。这个时候成才父亲的做法

是属于专制性的教育方式，他对成才知识有很高的要求，却不想知道孩子达到目的的程序如

何，孩子有什么困难。因此导致成才反抗父亲并且避开父亲。他的做法使他们父子俩的距离越

来越疏远，导致他们缺乏沟通，甚至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成才的父亲有一天因为不小心弄坏了孩子的书包，而对孩子感到愧疚。可是他不懂得

如何跟成才说声道歉，这就证明他对孩子抱有距离。邻居曾经教过他关爱孩子的方法，而成才

的父亲也曾经想要试着悔改，他为了学习如何对孩子表达爱意，故意买了新书包给孩子，但不

了解孩子性格的父亲却以自己的观点而选择他认为好看而便宜的书包。到了晚餐时间，他试着

对成才说声“I Love you”但不习惯的成才对父亲的言语却感到很惊讶，面对惊讶的孩子父亲只

能找借口说他在学习说英语。可见父亲为了能够跟孩子有着良好的沟通试着学习如何接近孩

子。但因为成才的心已经关上，使父亲一次又一次“撞墙”。 

 

据以上的分析证明，无论是成才的父亲还是学谦和杰利的父母都使用了专制性的教育

方法以及放任性的教育方法来管教孩子。他们不想了解孩子的处境却对孩子有说不完的要求。

对于孩子的反应也不敏感，只希望孩子能够以父母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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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谦在学习方面其实是个有才能的孩子，可是因为父母的忙碌，使父母不懂得欣赏并

珍惜孩子的才华。从小父母一直灌输孩子大道理，却不想听一听孩子到底有何想法，导致学谦

杨成了懒得跟父母沟通的习惯。他宁可到外面找些朋友诉诉苦，解解闷儿也不想找父母商量他

的事情。也是因为学谦跟成才有着同样的处境，导致他们同病相怜，整天都是粘在一起玩儿。

成才也曾经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而花自己的零用钱买了剃须刀给父亲，但关于这件事母亲不但

不感激学谦，还当着父亲的面询骂了学谦，认为他只是浪费钱。 

 

 “昨天晚上，看到爸爸的电脑出了问题。今天早上他没有把电脑带去，我就花了些时

间帮他修好，希望弄好电脑后帮忙他完成工作。没想到送到办公室给他，他并没有感激我还把

我骂了一顿。有谁能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才不会被骂？ 

 

今天付老师对我说他很痛心，我的华文测验竟然拿到了 38 分，他问能怎么帮我？我告

诉他，杨学谦已经被鞭死了。妈妈呢？只会骂我，逼我。不管我做什么事，在她眼里永远是不

对，不好的。记得我刚升上中一时，有一次，我搭错了巴士，迷了路，回不了家，我好害怕。

我找到了公共电话，打给爸爸，他说他在忙，没空听我说话。迷路的感觉好可怕，我在街上走

了三个小时„„天黑了，我才回到家里，妈妈问也不问，就把我打骂一顿。慢慢的，我才知

道，这个家只是让我睡觉的地方，这个家虽然什么都有，其实是什么都没有„„” 

（01：34：21 – 01：35：48） 

 

学谦把他对父母的看法全都写在博客里面。从他的博客以证明他对父母的做法完全失

望，并且对父母缺乏信任。学谦甚至学会了如何适应父母，把父母当成外人，不把心事讲述给

父母。他宁可把心事都写在博客里面也不想让父母关心他、保护他。因为他要父母的保护却得

不到。杨学谦因为对父母感到失望而故意跟父母强反调，他逃学跟已经退学的成才在一起，整

天无所事事。有一天学谦和成才不小心跟一群流氓成了朋友，因为那群流氓很欣赏学谦的才

艺，使得渴望关心的学谦更是对他的流氓哥们儿死心塌地，甚至愿意为了成全哥们儿的愿望而

故意商场打劫，没经验的学谦及成才不小心被冒牌警察抓到并且被他们勒索，走投无路的学谦

和成才不得不一错再错在路边打劫，目的是为了能够给冒牌警察一笔钱，但是打劫后他们才发

现，其实他们不想当社会里所谓的“烂苹果”，于是改过自新的学谦与成才回头找那个老奶奶换

项链认个错。从这些行动，笔者认为学谦虽然对父母感到失望，渴望被人关心，但其实学谦本

身心地善良，还有机会改善他。 

 

成才和学谦一样，因为父亲的误导而使他误入歧途。不同的是，父亲除了用鲍姆林德

的专制性教育法以外，还对成才才使用了暴力的教育法。成才的父亲以为孩子只有有打他有骂

他就是教育他唯一的好方法。这也使成才对父亲更反感。因为成才父亲的暴力行为，导致成才

无论在社会里或在学校里都喜欢用暴力来解决事情。就拿他对老师的态度来讲，他是个心直口

快的孩子，一想到什么就说出来，这使老师对成才特别有成见。加上成才的一举一动抱有暴力

的现象，使得老师们给予他一个“烂苹果”或者“坏学生”的外号。在老师眼里成才是个无药可救

的学生，在朋友的父母眼里成才是个传染病，父母们都希望他的孩子若能和成才保持距离。面

对父亲成才只能用逃避或者不理父亲的态度来面对父亲。他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眼光，更不在意

自己的将来。笔者认为成才的行动比学谦更加严重。因为这样能导致成才步入父亲的后路。看

得出来长大在专制型教育下的孩子比较有压力，无法控制自己（Baumrind，1971） 

 

《小孩不笨 2》这部电影是以杰利的视角为中心。故事的开头都已经讲述了杰利对父母

的看法是什么。在他眼里父母只盲目的工作，对于孩子的教育只知道给孩子灌输一些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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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经常以为和我们说很多话就是沟通了，其实他们都是自己讲，自己爽，而我们

通常都是假装在听，然后一边讲另一边出，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他们不管，只要他们有

讲，就算了。 

 

大人说那么多话，为什么不明白，多了就很难消化的道理呢？有时候我们真想把话说

清楚一点„„对呀！说什么都要被骂，所以我们慢慢就变成哑巴了。” 

（00：07：41 – 00：08：55） 

 

从以上的讲解说明，杰利对父母的教育方式的态度，杰利选择以沉默的态度来面对父

母的教育，因为他知道父母的专制性教育法让他在父母眼里毫无地位，连说话掩护自己的能力

都没有，为了没受父母的挨骂而选择避开父母，竟可能跟父母少接触。较低的情感以及模糊的

控制极限对孩子的成长影响不好（Baumrind.1971） 

 

 

结论 

 

 

据以上的分析证明，无论是学谦、杰利兄弟俩的父母还是成才的父亲都使用了鲍姆林

德的专制性的教育法来教育他们的孩子。这样的教育法导致孩子对父母抱有距离并且影响孩子

会步入歧途，走向歪路也因此会导致孩子做出不堪设想的行动。笔者认为身为父母不但要关心

孩子，而且也要试着了解孩子的看法，若孩子有什么意见要好好听他们的意见。作为父母在面

对问题的时候不仅要冷静下来，而且要是非分明，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才决定孩子的做法

到底是否正确。 

 

在社会里不管是双职工的父母，还是单亲家庭都有一样大的困难来教育孩子。孩子的

成长并不是因为孩子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而是因为父母如何管教孩子长大。这对孩子长大的

过程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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