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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资本与青少年犯罪行为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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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社会资本是决定青少年是否成为犯罪者的重要因素。家庭结构失调、
家长存在不
良言行或教育不当等都可导致家庭教育缺陷。家庭教育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研究探
索青少年犯罪与家庭社会资本的关系, 是为了制定积极有效的措施, 更好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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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 是

重要形式。根据社会资本理论, 家庭社会资本实际

决定青少年是否成为犯罪者的重要因素。家庭是青
少年接触的第一个社会团体, 也是与人们关系最长

上是家庭中建立在信任、
规范、
制度或责任等基础上
的人际关系网络。

久的社会团体。它是适应社会的基本媒介, 家庭社
会资本决定了青少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支援系统。但

二、研究现状

是, 有些功能受损的家庭却不能为青少年提供足够

国外青少年犯罪研究资料进一步表明, 犯罪青

的照顾。笔者 综合国内外家庭 社会资本的研 究成
果, 具体分析家庭社会资本与青少年犯罪行为之间

少年生活在破裂家庭中的占相当大的比例。美国学
者格卢克将 500 名犯罪青少年和 500 名正常青少年

的关系、
决定家庭社会资本的因素以及家庭社会资
本的缺乏对青少年犯罪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影响, 并

的家庭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发现: 在破裂的家庭中, 不
良青少年有 302 人, 占 60. 4% ; 生活在正常家庭中

预测家庭社会资本的未来发展趋势。

的不良青少年有 198 人, 占 39. 6% 。生活在破裂家

一、家庭社会资本的界定
弗朗西斯 # 福山在5第三世界季刊6发表的一篇
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定义: / 社会资本是一种有
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 可用事例说明

庭中的正常青少年有 171 人, 占 34. 2% 。而生活在
[ 3]
正常家庭中的正常青少年有 329 人, 占 65. 8% 。
雷蒙德 # R # 克劳对犯罪行为与家庭的关系问
题作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为: 有犯罪史的家长的
孩子与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 前者具有犯罪性格的

的非正式规范。这种规范从两个朋友之间的互惠性
规范一直延伸到那些像基督教或儒教之类的复杂而

比例比后者大得多。如果有犯罪史的家长的孩子与
无犯罪史的家长的孩子都生活在同样不利的社会环

精巧的教条, 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们必须能够

境中, 不利的社会环境只能对前者的犯罪性格发展

用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具体事例来说明: 互惠性规范
潜在存在于我跟所有人的交往之中, 但它只是当我

有影响, 对后者的犯罪性格发展则无影响。
吴梦珍博士 是控制理论的倡 导者。该 理论指

跟我的朋友交往时才成为现实。
0 [ 1]
在福山看来, 家庭和社会资本之间有着密切的

出, 如果青少年的社会附属力较弱, 便会导致犯罪。
她指出, 家庭关系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非常重

联系, 因为/ 家庭既是社会资本的源泉, 又是社会资

要的因素。她发现青少年罪犯通常来自破碎、
不完

[ 2]

本的传输者0

。家庭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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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或不和谐的家庭。不美满和不理想的家庭生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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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他们在学校生活上投入感情, 也间接导致他们向
外寻求情绪和心理上的支持。她指出, 一些青少年

子女受社会不良影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家庭破裂
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破裂家庭中

所附属的社会体系, 如家庭, 发挥着一种非正式的社

的青少年之所以易产生不良行为, 甚至走上犯罪的

会功能, 当这种社会体 系失调时, 便会产生社 会问
题, 青少年犯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她最后总结出

道路, 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破裂家庭本身, 而在于家庭
结构完整性的破坏给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心理上造

家庭环境是构成青少年问题的长远因素。

成损害, 以及家庭正常教育的缺失。失去一方后, 家

三、研究思路及相关理论支持

庭教育的缺陷很容易从另一方那里暴露出来。一方

现有的相关文献与研究都无法证实有犯罪行为

面, 没有父亲, 母亲便失 去了正常的处 理问题的能
力, 特别是在遇到重大问题时, 父亲不在场, 母亲往

的父母亲一定会把犯罪道德观念传染给孩子。笔者

往表现得优柔寡断, 使子女感到失望和不满。在这

认为, 绝大多数家长有了犯罪行为都不会向孩子公
开, 尽管他们自己不遵守社会准则, 但还是要求他们

种情况下, 对孩子的管教和监督, 特别是对男孩子的
管教和监督就更为困难。另一方面, 在家庭教育中,

的孩子恪守这些准则。在这类家庭中, 犯罪青少年

母亲的职责尤为重要。从生物的自然法则来看, 每

所受的教育与正常青少年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如

个人从胚胎发育到出生都是寄托在母体之内的, 出

果他们还产生犯罪行为, 则不能归因于家庭。
笔者尝试通过建立两个假设( 假设一: 家庭关系

生以后的哺乳期完全需要母亲的养护, 及至未成年
以前, 其身体、
智力和性格、品德的形成, 都同母亲的

的混乱与家庭规模过大对青少 年犯罪有着消 极影

养护和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 早期失去母亲

响; 假设二: 父母的不良榜样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
素, 但不是决定因素, 有犯罪行为的父母不一定会把

的青少年, 其身体发育、
性格的形成、心理的发展, 一
般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缺陷, 从而导致问题行为的

犯罪道德观念传染给孩子) , 针对上文中提出的研究

产生。

现状所呈现的问题, 从微观角度分析家庭社会资本
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 一)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四、结语
社会学关于家庭社会资本的论述, 说明了家庭

米格尔基和格尔登进行了反社会者因果关系方

的教育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是人一生中社

面的研究, 该研究是用心理变态者和受过初等教育

会化的关键时期。家庭教育的缺陷在于其教育功能

的罪犯对其父母的态度, 与一组相对有社会经济地
位的无罪者对其父母的态度相比较而进行的。它试

的不健全或丧失, 难以担负起对青少年的初次社会
化责任。因此, 家庭是青少年性格、
人格教育发展的

图说明, 心理变态罪犯与其父母的不良关系, 要比无

场所。家庭结构失调、家长存在不良言行或教育不

罪者或常态( 受过初等教育的) 罪犯坏得多, 正是这
种不良关系使得心理变态者在 自制和内省方 面失

当等都可导致家庭教育缺陷。家庭教育缺陷是子女
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 潜伏着使青少年走上违法犯

常。家长与孩子的良好关系是孩子适应社会过程的

罪道路的危机。家庭社会资本决定了青少年的社会

重要方面, 是防止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一种保护层。

地位支援系统。家庭社会资本研究为家庭发展变化

( 二) 父母的教育方式
家长对子女的管教方式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一
个关键因素。只有坚持对孩子进行一贯严格的管教
才能充分影响孩子的性格。只有将某一情况以及应
对这一情况的恰当方式多次反复, 才能在孩子头脑
里形成行为概念, 才能使孩子具有识别适当与不适
当行为的能力。
( 三) 家庭结构破裂
离婚、
死亡或其他原因失去配偶, 意味着家庭结
构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给家庭教育造成严重缺陷, 使

的心理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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