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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基本

1.1研究目的

我们通过使用现代社会状况/趋势改编《回不去的候车站》以及拍摄纪录片，想
要：

● 进一步了解本地华文文学作品的深层意义与精华

● 通过改编作品来让学生更容易地把文学作品与现代生活做联系

● 让学生可以以更多更新的角度去看待本地华文文学作品

● 让学生通过改编的作品可以进一步了解自身成长时期的心理状况与改

变

● 以及让学生通过改编的作品更了解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

1.2目标人物

介于13 到 16 岁的青少年

1.3内容简介

在作出计划之前，我们做了一项调查，看看有多少学生认识或了解短篇小说

，以让我们能够锁定研究方向来进行我们的专题作业。从我们做的一项调查

中，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对短篇小说没有深入的了解，并对其没有太大的兴

趣。

因此，我们对《回不去的候车站》这个文学作品进行更深的研究与挖掘，并把

成果通过纪录片有趣地展现给其他同学，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意

义以及魅力。



1.4原创性

这个专题作业题目和研究范围是别人从未探索的领域，

我们希望把《回不去的候车站》里的一些道德理念与现代挂钩

通过改编作品的方式，希望可以创作出让青少年更容易理解的文学作品

其次，我们通过录制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心得，希望把一些比较抽象及难懂的

内容，通过视频可以更容易消化这些内容。

1.5文献综述（具体详情请看附录四）



1.6研究方向与框架

A. 研究方向

分析小寒的《回不去的候车站》，从中分析出两个社会状况

B. 内容框架

1. 作者介绍

2. 小说里的两个社会状况

➢家庭教育方式

➢青少年叛逆期

1.7研究方法 （具体详情请看附录一）



1. 调查问卷
2. 整合资料

3. 访问专家

4. 改编文章及制作纪录片



1.8研究价值（具体详情请看附录五）









1.9重复测试









我们从以上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总结出：

1. 我们的纪录片让人获益匪浅，观众能够清楚地了解纪录片中所反映的

两个社会趋势，并且对《回不去的候车站》有基本的理解。

2. 我们采纳了杨延老师的建议，将《回不去的候车站》改编成较现代化，而

观众也觉得我们所改编的文章非常有创意

3. 可是，我们的有待改善之处是呈现研究及访问的部分。观众认为这两个

部分的时间较长以及枯燥。



2.研究内容（研究主体与过程）

2.1作者介绍

《回不去的候车站》的作者：小寒

小寒老师是七届新加坡金曲奖作词人，曾为如陈奕迅、林忆莲、孙燕姿、梁静

茹、蔡健雅等歌手创作歌词，也是第一位两度入围台湾金曲奖作词的新加坡

人。小寒是 Funkie Monkies Productions 和 FM Pop Music School的创办人
之一，开班授课，同时栽培乐坛新人。 除了创作歌词，小寒也是个特约作者，
在《女友》杂志、《赞》和《联合晚报》都有专栏。

2.2列明小说里的两个社会状况/趋势（具体详情请看附录二）

在《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小说中，反映了两个主要的社会状况/趋势

1. 家庭教育方式



2. 青年叛逆期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患有忧郁症的都是12至17岁的青
少年，也就是正在经历叛逆期的青少年。导致这现象的一些因素包括家庭，

社会以及医疗。

根据 Business Insider 的一项调查，15%的16至19岁的青年患有忧郁症。图
片显示，从2009年至2017年，患有忧郁症的青少年逐步上升。因此，处于叛
逆期的青少年会经历更强烈的感情，容易受到心理创伤。



3.成品设计与解说

3.1纪录片（具体详情请看附录三）

纪录片是由三个主要环节塑造而成的。

现代诠释《回不去的候车站》完整纪录片

这是一些从纪录片中的截屏：

原著视频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怀

https://youtu.be/4GJ-9ovc_eg


家庭教育方式研究图表

访问老师了解对于《回不去的候车站》和社会趋势的看法



访问老师了解对于《回不去的候车站》和社会趋势的看法

改编文章视频中主角选择父母的画面



3.2改编的文章 虚拟.pdf

为了让《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小说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试图根据现代的社

会状况和趋势来改编文章，希望能更贴切于现代的青少年，引发青少年的兴

趣。我们以一个比较科幻的方式来诠释主角乘搭的奇幻之旅。主角在文章的

开端因为对于社交媒体、手机游戏有思维模式上的差异，而与妈妈起了强烈

的冲突。在顷刻间，他穿梭到手机中的虚拟世界中。在手机的虚拟世界中，主

角有更换父母的选择，而在一气之下，他签了契约，选择更换父母。之后，他

选择了倾向于溺爱型家教的父母，完全沉浸在奢华日子的欢乐中。但是过了

一段时间，他发现其实那种奢华的日子并不是他想追逐的，其实主角想要的

只是父母的呵护和关怀。他发现其实父母的约束也是他们的一种关怀，但是

猛然回忆起之前签下不可毁约的契约。他意识到自己会永远留在虚拟世界，

后悔莫及，潸然泪下。在主角陷入绝望情绪的时候，他忽然穿梭回现实生活。

他无比愉悦，终于能够和父母和解。

这是一些从改编的文章中的截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_69j2P3FnaBbeV94HeJmkfWxh08J3IA/view?usp=sharing






4.研究总结
首先,家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四种方式，个别为专制型家教，溺爱型家教，忽

视型家教以及民主型家教。我们推断出，《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短篇小说里

的主角的家长主要采用了民主型教育方式，也是对孩子最有意义的家庭教育

方式。

其次，青年叛逆期高峰年龄为14岁左右的青少年，以及叛逆期的一些表现。

叛逆期实际上是没有解决方法，但在这时期，青少年最需要家人与朋友的支

持。这将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使青少年更快乐地度过

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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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组组员个人反思

庄奕扬 (3O105)

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专题作业里所选择研究的领域是非常有趣且有意义的。首

先，在做这个专题作业的过程，我对 《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小说有着更深入

的了解，也学到了一些更新奇有趣的艺术手法与写作手法。比如说，我们发

现了作者小寒在《回不去的候车站》里如何使用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来使作品

更加有趣。此外，我也对《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小说里所提出的两个重要社

会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就是家庭教育方式与青年叛逆期这两个主要区

域。这是因为我除了在这些方面做深入的研究以外，我也从访问华文老师与

社会学家的过程中获益不浅。

我认为我的组员们整体来说都很合作，这让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个专题作

业。我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是队员不足，因为我们的组只有三个成员，所以，我

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工作量较大，做起事来较吃力。但是，我们坚持不懈，三个

人互相配合，齐心协力，最终才能克服人手不足的挑战，并完成这个专题作

业。因此，我学到了互相协调与同心协力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能够互相配

合，队员之间经常有摩擦，那就算我们有四个组员，也不能顺利完成这个专题

作业。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的组的最显著的问题是时间管理的问题，我们经常有人

不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在组员约好要见面时却缺席或迟到，造成负面影

响。虽然我们最终还是能够分配好并做好自己的任务，但是这一点还是一个

值得重视的问题的。



最后，我希望这个专题作业除了让我们获益不浅，也能够让我们的目标人群

学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内容，这才能让我们有满足感，因为这代表了这个专题

作业不仅对我们，也对其他人来说，非常有意义。

郑瑞安 (3O122)

我认为进行了这个专题作业项目对我来说可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首先，通过进行文献综述，我进一步地了解了《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短篇小

说。我们选择加以探讨和分析《回不去的候车站》中的两个社会趋势。通过自

行研究，以及和专家的访问，我了解到了其实近年来社交媒体的萌生着实对

于家庭教育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近几年父母也逐渐倾向于采纳溺爱型

和民主型家教。除此之外，青少年在成长的路途，因为生理和心理正在进行

适应与成熟的关系，难免会与父母有摩擦与矛盾。如果想解决冲突，父母不

仅需要试图了解孩子，孩子也要换位思考，试着以父母的角度看待事件。

拍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时间限制，并且政府连绵推出的

防疫措施，这对我们的纪录片拍摄方面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是我们没有因

而放弃，而是计划好时间、有效率地完成纪录片脚本和剧本，并召集演员，

尽力一搏。剪辑方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在改编文章的

当儿，我们没有考虑到拍纪录片的事情，因此构思的概念雄心勃勃。概念为

了迎合现代趋势，具有很多科幻的因素。因此在演出的时候，也尤其依靠剪

辑特效来诠释科幻的感觉。虽然时间有限，但是我们适当地取舍，最终制作

出令我们非常骄傲的纪录片。

总体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强项就是我们懂得如何有效率地分配任务，不把太

多的时间浪费在讨论和会议中，然而把其时间专注于各自完成应该完成的任

务。我们三人虽然有时候会因为性格的差异而意见不合，但是我们都了解到



“对事不对人”的理念，不把批评当成个人攻击，反而当成学习的契机。以后假

如发生同样的冲突，我们也会更适当地处理事件。专题作业合作关系外，我

们还是好朋友。

林煜凯 (3O124)

我认为通过这个专题作业，我对《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短篇小说以及小说里

所提到的两个社会趋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也从与教师们的采访中和演艺

《回不去的候车站》小说的过程中获益匪浅。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一些方面有

待改进。我们在采访老师们的时候，总是会有组员迟到。我认为我们应该有

更好的时间管理，应当把重要的事情记下来，以免自己忘了，连累到他人。其

次，我认为我们组经常会出现冲突，因此我们必须更好地互相配合，齐心协力

，以取得高效率。



7.附录

附录一 （研究方法）

1. 调查问卷
我们通过调查问卷，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中学生对文学作品中概念的理

解。例如，亲情的概念，青年叛逆期，时间的理解和珍视   (亲人过失，
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风不止)

2. 整合资料

我们研究《回不去的候车站》里的两个社会趋势，并将收集的网络资料

加以分析，因而了解社会趋势。

3. 访问专家

我们通过在线上谷歌会议访问华文文学教师杨延老师更深入理解这篇

短篇小说并采访了学生辅导员 Mr Edmund Teo，关于家庭教育方式和

青少年叛逆期的这两个社会趋势。

4. 改编文章及制作纪录片

我们整合了资料并改编文章，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我们的心得。纪录片

的内容包括我们与老师们的采访，对原文与改编文章的演出，和我们通

过研究所整合的资料。

附录二 （小说里的两个社会状况）

在《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小说中，反映了两个主要的社会状况/趋势



1. 家庭教育方式

在《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短篇小说的开头，主角因不高兴妈妈的教育方式，

而离家出走，故事就从她 “离家出走” （这一切是一场梦）后到火车站的情景继

续发展下去。到了结尾，作者与妈妈复合后，才了解到母亲采用的家庭教育

方式的真正意义。

因此，注重家庭教育方式是这篇小说里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状况。所以，我

们为在这方面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研究的家庭教育方式主要分为四种方式，个别为专制型家教，溺爱型家

教，忽视型家教以及民主型家教。

首先，我们研究了专制型家教。使用专制型家教的家庭教育方式的父母常采

用严厉、高压、强迫命令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只从父母主观意志出发，

而一点也不考虑孩子的心理愿望。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度很高，而他们也经常

打骂与体罚孩子、使子女容易发展为顺从、懦弱、缺乏自信自尊、孤独的性

格、或是另一极端，也就是养成强烈反抗、冷酷、残暴的性格。这些孩子的学

习被动，智力往往会在底下，导致成绩很差。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显而易见对

孩子是非常不利的。

接下来，我们也研究了溺爱型家教。这个家庭教育模式多见于独生子女家

庭。采用溺爱型家教的父母往往对孩子一切顺从溺爱，百依百顺。他们也对

孩子很少有很高的要求。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的弊绝对大于利，因为这对子

女的成长有害。这些子女长大后常表现为任性、自私、骄傲、情绪不稳定、和

无责任感。因此，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往往在社会上到处碰壁。

还有，我们也研究了忽视型家教。采用忽视型家教的父母只顾自己的工作，

很少参与孩子的成长当中，让孩子放任自流。孩子从小缺乏教育和关心，因



此渐渐养成内向，孤僻的性格，他们对人冷淡，情绪消沉，兴趣狭窄，也缺乏

理想和追求。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伤害最大的家庭教育方式。因为父母很难

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也不关心孩子的成长。

最后，我们研究了民主性家教。在我们看来，民主性家教是最理想的教养方

式。采用这种家庭教育方式的家长都有较好的心理品质和文化修养。他们对

子女长期耐心教导，以身作则，启发说理，督促检查。受这种家长教育的子女

常常具有很好的心理品质，健全的人格，独立性和创造性，社会适应能力也

很良好。他们的个体化和社会化协调平衡发展，让他们非常容易独立成才。

民主型家教跟专制型教育方式比起来更加灵活，采用民主性家教的父母会接

受孩子的想法并积极回应。以此看来，民主型教育方式是相比来说对孩子最

有益处的教育方式。

研究到这，我们可以推断出，《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短篇小说里的主角的家

长主要采用了民主型教育方式，也是对孩子最有意义的家庭教育方式，让我

们可以更深入了解这篇小说，以助我们对其进行改编。

2. 青年叛逆期

《回不去的候车站》这篇小说的主题主要围绕着“青年叛逆”这一词，因为整篇

小说都是关于主角因为不高兴母亲的教育方式，就 “离家出走” ，以及他 “离

家出走” 后的故事与心理。因此，我们认为青年叛逆是故事里的一个关键，因

此想对青年叛逆期进行研究。

这是我们的研究成果：

1. 简介

青年叛逆期是介于孩童与成年人阶段的青年期，高峰年龄为14岁左右
的青少年。这段期间孩子迅速的成长，开始转为大人，导致心理与生理

上巨大的变化，并且行为与情绪都有些不稳定。虽然它是具有普遍性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因为这是随着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与人格成

长，而有不同的程度。如果家人不了解孩子表现的潜在原因，往往给予

的是指责而非更多的关怀，这对青少年而言，更是一层重大的压力与伤

害的来源。但大部份的叛逆都来自对束缚和限制的反抗。青少年所面对

的，除了他本身的生理与心理的束缚外，还有周围成人所营造的各种限

制。不过叛逆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在经历叛逆期的青少年。在叛逆

期的青少年由于正在挣扎着长大，且正是自我观念的成形，思想的启发

阶段，所以最容易受影响，也最需要他人对自己的支持。

2. 叛逆期的表现

男孩

➢顶嘴

➢吐槽

➢热衷于说网络流行语

➢嫌唠叨

➢情绪失控

➢爱面子

女孩

➢虚荣心

➢珍惜朋友陪伴

➢生理表现

➢行为及语言的表现

➢对异性的关注

➢固执

附录三 （纪录片）



第一个环节就是演出小寒老师写作的《回不去的候车站》原著的故事情节，让

读者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故事，特别是之前尚未阅读文学作

品的人们。观众随着主角的视角，先是因为与妈妈的冲突而离家出走，然后

先是回到过去，看到父母对他的关爱，再是到达未来，意识到亲情不是永恒

的，要在还存在时加以珍惜。之后，主角忽然在家中苏醒，发现奇幻之旅只不

过是一场梦，而主角回到现实生活后，更加懂得不要把父母当作理所当然的

道理。

第二个环节就是研究的文学作品的部分。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讲述我们进行

的研究。研究的板块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 讲述现有对于《回不去的候车站》的文献

- 新加坡教育部华文文学参考资料

- YouTube上的两个关于《回不去的候车站》的视频

2. 对于青年叛逆期和家庭教育方式两个社会趋势进行分析

- 设下趋势的定义

- 展现有关社会趋势的图表和研究资料

3. 访问杨延老师（华侨中学华文文学老师）和Mr Edmund Teo（华侨中学

学生辅导员）

- 向他们询问一些关于小说/趋势的定义和近年来的发展前景

4. 分析有助于在改编中增添艺术色彩的文学作品

- 首先，我们分析了朱自清的《背影》，了解了其实使用最简单的文字描

述场景可以更贴切地诠释情感

- 其次，我们分析了收集在“Short Stories of Apartheid”合集中的“On

The Other Side”，了解了我们可以采用使用微小案例，诠释一个比较广

大的社会情况的象征手法，也意识到了如果我们应该为改编的文章构



思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这样，剧情的转折点可以让文章更精彩有趣，

也会给读者带来新的思想角度。

最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为改编的文章拍摄的视频。通过空间转换和不同

的场景，诠释了主角在与妈妈发生冲突后，被吸入手机里的虚拟世界，虚拟

空间中，主角有更换父母的选择权，而因为对母亲的憎恨，一气之下决定替换

父母。在虚拟世界中生活一段时间后，主角才发现其实自己父母的约束也是

一种关怀，可是已经签下契约要永远留在虚拟世界中，因此后悔莫及而潸然

泪下。就在他最绝望的当下，他回到了现实生活，并决心珍惜与父母之间的

感情，不把它当成理所当然。



附录四 （文献综述）

1）

❏ 父母教育方式在孩子叛逆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 解决青少年叛逆期的其一方法

❏ 注意孩子心理健康的建设尤其重要

通过此文献，我们对青少年叛逆期有了初步的理解。青少年叛逆期是社会极

其重要的趋势。因此，我们会通过改编的作品以及制作的视频来让青少年进

一步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动机。



2）

这是一项关于家庭教育方式的调查。

绿色的图形指的是专制型家教，蓝色的指的是溺爱型家教，而橙色的指的是

民主型家教。

这个图表中的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家庭里的温情和这几个家庭教育方式的关

联

图表里的第二个部分指的是家庭教育方式和孩子在家中的纪律的关联

图表里的第三和第四个部分指的是在这些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里，亲子沟通

有什么不同：第三个部分指的是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而第四个部分指的是孩

子与父母的沟通，两者有差



图表里的最后部分指的是在这些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里，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与孩子有多成熟有什么不同。

从这个图表里可以看出，采用民主型家教的家庭里的温情，亲子沟通，父母

对孩子的期望，孩子的纪律以及成熟度都相当高，代表了民主性家教的确是

对家庭最有益处的家庭教育方式。跟另外两个家庭教育方式相比起来，民主

型家庭教育方式只有孩子的纪律，父母的期望以及孩子的成熟度比专制型家

教较低以外，其他的方面都非常不错。这就更充分地显示出，民主型家庭教

育方式是最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

3） 第一个现有关于《回》的文献就是教育部发布的华文文学参考资料，通过
阅读，我们发现《回》中主要表述了两个个主题思想。

首先，它表现了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女主角在文章开端因为微不足道的

事对于父母充满恨意，可是经过奇幻之旅过后，她意识到了父母对她的无限

关怀与呵护。

其次，它表现对子女叛逆行为的悔悟与反思。主角目睹了年轻时的父母对他

的关怀和呵护后，特别想家。在抵达未来时，他意识到母亲已经不在了，对于

自己离家出走的错误有了深刻的领悟。这是小说主角对于自己错误行为的悔

悟，也是作者借人物之口对少不更事的青少年的提醒。

最后，它表现对温暖亲情的留恋与珍惜。像女主角一样不更事的青少年，因

阅历浅，心理不成熟，往往会对亲情产生误解。小说中的女主角就是如此，因

为被妈妈说了几句就心生恨意，愤而离家出走。经过一场穿越之梦后，她明

白了亲情不是永恒的，在还存在的时候应该加以珍惜，不要等到失去后才来

后悔。



附录五 （研究价值）

74%调查者没有阅读过本地华文文学作品，这说明参与调查的青少年对本地
文学有很不是很感兴趣

88%调查者不认识或没阅读过《回不去的候车站》这部短篇小说，因此说明了
青少年对我们研究的短篇小说一概不知。



68%受访者虽然说自己了解或非常了解青年所经历的叛逆期，可以下的答复
却显示，青少年对青少年叛逆期只有很表面的理解。

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青少年叛逆期这个社会状况对青少年可说是至关重要

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专题作业的成品反映并让青少年更清楚地了解他们

现代的心里状态。



60%受访者虽然说自己与父母持有良好的关系。

以下的答复也显示，青少年对亲情的可贵有很深刻的体会与认知。

因此，虽然亲情的可贵是《回不去的候车站》里其中一个社会状态，但调查显

示受访者对这方面以及有足够的认知，无需我们再次巩固理。



50%受访者自称自己了解各种教育孩子的方式。而16%的受访者立场中立。

以下的答复也显示，青少年对不同类别的教育方式不了解。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从而推断了《回不去的候车站》里的父母属于民主型家教

，而民主型家教也被事实证实为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因此，我们会通过专题

作业进一步探讨与研究民主型家教的有效性以及利与弊。



总结

1. 本地华文文学作品的认识
➢ 74%调查者没有阅读过本地华文文学作品
➢ 88%调查者不认识或没阅读过《回不去的候车站》这部短篇小说

2. 社会趋势的认识

➢ 68%受访者虽然说自己了解或非常了解青年所经历的叛逆期，
➢但50%受访者前所未闻或不太了解各种养育孩子的方式

3. 从调查问卷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受访的青少年们许多不仅没有
阅读过《回不去的候车站》这个短篇小说，甚至根本没有阅读任何

本地文学作品

4. 此外，虽然许多学生都声称自己对一点社会状况有所认识，但是
他们对其他的社会状况都没有太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