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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小学五年级学生写的作文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这篇作文的题目叫做《脏话风波》，讲述的是小作者班级里发生

的一种不文明现象——讲脏话的同学越来越多，有的人说话甚至句
句“带把儿”。班主任为了遏制这种现象，煞费苦心想了很多办法，跟
学生斗智斗勇……

于是，记者做了这个小学生脏话现象调查。经过了解才发现，小
学生爱说脏话竟然较为普遍，一般三年级会冒出苗头。无论是学习成
绩好的，还是平时不太起眼的，都会说脏话。而且，说脏话会“传染”，
一旦冒头不制止，到了五六年级甚至可能在班里大爆发。

是谁教坏了我的孩子？

杭城一位资深班主任跟
记者说了这样一件事：

班上有个学生在课堂上
说到“隔壁老王”这个词，马上
就有其他学生在一旁窃笑，有
些学生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一
头雾水，但看到有很多同学在
笑，自己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笑，好奇心马上起来了。

下课以后，有个没有笑的
女生去问班长，班长没有告诉
她“真相”，她就去问别的同
学，有男生跟她说了，女生这
才恍然大悟。

这位班主任说，学生到了
三四年级，好奇心特别重，但又
怕自己不合群，与“主流”脱轨，
越不知道的事，不会说的流行
语，越会主动去了解、去学习。

沈莉说：“其实对于小学生
来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是‘脏

话’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牛
X’、‘靠’等只是一种常用的、帅
气的表达语气的词。在日常生
活中这样的语言听多了，便习
以为常，同学间相互说了也不
会觉得这是在骂人。”

沈老师说，学生说脏话的
问题也让她非常困扰，有时
候家里自己的孩子偶尔也会
冒出几句，当她加以指正时
还被孩子认为是老古董，和
社会脱节。

要改变学生说脏话的习
惯，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先重视
学生身边的用语环境。“在学
校，每次我碰到学生说脏话，都
会非常严厉地指出来。在学校，
老师必须要让孩子知道说脏话
是不对的，社会大环境管不了，
但在校园里必须营造文明的用
语环境。”

小学生出口
成脏，老师头疼，家
长尴尬，闻者摇头。
板子打在孩子身
上，不如反躬自省，
家长是不是常爆
粗口？灰色文化是
不是入侵孩子心
灵？网络空间是不
是清朗？小学生说
脏话普遍化不是
小事，寻求治理之
道，除了涵泳品格，
更须成人以身作
则，力求谈吐优雅。

写《脏话风波》这篇作文的，
是杭州夏衍小学五年级学生陈
浩，他对记者说：“从这个学期开
始，班里出现了不文明行为，说
脏话的同学多了起来。”

在陈浩印象中，班里说脏话
的现象以前也有，但不多，他只是
偶尔能听到。“现在只要一个同学
说了一句，其他人接二连三就跟
上来了。特别是有同学在发火时，
说脏话简直就是脱口而出。”

陈浩承认，他也说过脏话，
“就是跟同学产生了小纠纷，张
口说了骂人的话。这句话，我是
在跟小区里小朋友一起玩时学
来的。”

班里的这个现象被班主任
孙老师发现了，他要求全班同学

反思，陈浩就写了这篇作文。他
诚恳地写到：“脏话很容易学，要
改掉很难。我提醒自己，要说脏
话时，憋着。”

记者进到陈浩所在班级进
行了一个小调查，除了两名学生
请假，教室里一共有44人。

有没有学生从来没有说过
脏话？没有一名学生举手，每个
人都说过。

说脏话是受外界影响，还是
受同学影响？27人举手说，是受
了外界影响；40人表示是受同学
影响。

说脏话的频率是变多了，还
是变少了？38个同学说，经过老
师的教育，他们说的脏话比以前
少了。

学生汪中原对记者说，班里
说脏话现象最厉害的时期，发生
在五年级上学期，“很多同学张
口闭口骂神经病，还有其他不文
明的用语。现在好多了，班主任
进行了整风。”

班主任孙老师是去年9月入
职的，上学期并没有发现这个现
象。“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说脏话，
我也没有听到过，一直没有发现。”
这个学期开始不久，有两个成绩
还不错的学生在校园里大声说了
不文明的话，被巡查老师逮到了。

“我关注到这个事情后，私
底下进行了一番了解，发现已经
比较严重了。”孙老师对记者说，
那天，她花了一上午时间，把所
有语文课、品德课、班队会的时
间，都拿来讲这个事。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才
能让学生改变说脏话的不文明行
为？孙老师为此很动了一翻脑筋。

她在班里设立了一个“脏话
记录员”，每次有谁说脏话，名字
都会被记下来，同学之间借此互
相监督。

“但是，效果很不理想，这个
岗位设立一天后就取消了，因为

根本无法实行下去。”孙老师苦
笑道。一天下来，“脏话记录员”
自己先崩溃了，他一天里竟然记
录了几百条。有使用不文明用语
的，还有存在不文明行为的，甚
至有个学生瞪了另一个学生一
眼，也被记录在案。

她让学生冷静了一天，自己
也冷静一下。

后来，还是她的师傅——学
校的姜敏亚老师，教了她一招
——感化教育。

于是，孙老师又在班里设立
了“心理调解员”，每个大组选一
名女生来担任。这名女生，一定要
相对单纯，而且能说会道，善于做
劝导工作。“一般平时比较唠叨的
女生，更胜任这个工作。”她们会
不停地在说脏话的同学耳边说，

“这种行为不好，对班级、学校、社
会都不好，要改掉这个习惯”。

现在，班上说脏话的现象已
经少了很多。

“我觉得，不说脏话也简单，
只要你觉得世界美好，就不会说
脏话了。改掉说脏话的习惯，要靠
自己，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汪中
原说。

杭州夏衍小学的姜敏亚老
师，是一位有着21年班主任经验
的老教师，从她多年的带班经验
来看，“学生讲脏话的苗头，一般
是从三年级开始的。”

姜老师说，学生在一二年级
时比较听话，也讲规矩，加上和
社会接触不多，一般是不敢讲脏
话的。等他们到了三年级，接触
面广了，胆子也大了，加上受同
伴的影响，偶尔会说上一两句脏
话。这种现象如果没有得到及时
处理，等到了五六年级，他们受
社会的影响更大，说脏话就进入
了爆发期。

姜老师认为，有着良好班风
的班级，说脏话的不文明现象会
好一些。“到了这个年纪的孩子，
同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一个班
里如果有一小部分学生不学好，
就会带坏风气。”

所以，姜老师接班时，第一件

要做的事就是“立规矩”——不好
的事情，绝对不能在班里发生。

她对学生说：“管住你们自己
的手，管住自己的口，用脑子指引
自己的手和口。”有了这样的规
矩，学生们知道了什么能做，什么
不能做，说脏话这样的不文明行
为肯定就很少在班里发生。

不过，姜老师也承认，作为
老师的职责，只能去引导、教育
孩子不说脏话，但要根治说脏话
这种行为真的很难。“学生受环
境影响很大，比如现在的网络游
戏，上面一起玩的都是成年人，
说的话很多是不文明的，学生很
容易就学会了。”

所以，姜老师觉得家庭教育
在这方面不能缺失。“有些家庭出
来的孩子，从来不说脏话，他们的
家庭也是有规矩的，有些话绝对不
能说。另外，在孩子面前家长也要
说文明语言，千万不能爆粗口。”

很多同学张口闭口“神经病”“脏话记录员”先崩溃

学生讲脏话 一般三年级开始冒头

在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姚立新看来，小学生说
脏话是发泄内心情绪、挑战权
威的一种方式。

“这个也可以从三年级现
象说起，我们谈论三年级现象，
主要是谈论学习成绩发生大的
变化。其实，孩子到了三年级，
个子长高了，身体发育了，行为
上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发生。”

“在低段时，外部约束力量
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比如父
母、老师的权威还是很有分量
的。等到了三年级，孩子变老油
条了，对老师、父母的教育方式
也熟悉了，他们开始以自己的方
式反抗，‘老师、父母说的不一定
对’，他们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姚老师说，此时孩子说脏话就是
发泄内心情绪的一种表现。

在姚老师看来，孩子说脏
话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为了引人注目，有的是内心冲
动发泄不满情绪，有的是模仿、
出风头、炫耀，还有的是情绪压

抑想释放。“心理层面的东西，
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也没有统
一的方法来禁止孩子说脏话。”

“采用强行禁止的方式，孩
子可能会用别的方式来发泄。
所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打压
孩子说脏话，效果不一定好。”
姚老师说，另外孩子说脏话也
是受环境影响的，比如网络游
戏、同伴的影响等。

在孩子说脏话这个问题
上，姚老师认为必须要一分为
二来看。“内心压抑的孩子，如
果心里不舒服，通过说脏话的
方式发泄了出来，可能比那些
通过伤害别人来发泄要好。”

姚老师说，小学生阶段说脏
话，只是一个苗头而已，作为家
长和老师，要帮助孩子成熟起
来，学会以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
绪。“说脏话对于孩子来说，不是
一种好的表达方式，我们要引导
他们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情绪
发泄，教导他们在面对问题时，
如何进行自我调整。”

五年级班级入班调查 每个人都说过脏话

“从这学期开始，他偶尔
会说‘我靠’之类的用语，而且
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样有什
么不对，当我提醒他这是脏
话，他这才恍然大悟。但是，过
不了几天，他又会犯这样的

‘口误’。”一位爸爸苦恼地对
记者说。他的儿子现在正好在
读小学三年级。

“以前他是不说的，自从
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有些作业
要求在手机上完成，于是他说
的脏话也多了起来。”这位爸
爸怀疑，儿子学会说脏话，是
因为用上了手机，在网上学了
这些不该学的话。

夏衍小学的孙老师也告
诉记者，她在班里做过调查，

对于学生讲脏话的源头，最主
要的还是网络。“比如抖音，还
有打游戏，家长平时不经意间
也会说一些，这些都是学生学
会脏话的来源。”

杭师附小有着30年教龄
的沈莉老师说，回想这些年的
教学经历，从5年前一款网络
游戏“王者荣耀”开始流行后，
学生说脏话的现象就越来越
普遍，而且呈低龄化趋势。“手
机在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像王
者荣耀这样的手游，准入门槛
低，只要有手机就可以玩。在
游戏的社群里，脏话等不文明
用语非常普遍，即使平常非常
文静乖巧的学生，一进入这个
环境也会不经意冒出脏话。”

家长：小学生的脏话，可能来源于网络

老师：孩子到了三四年级，受好奇心驱使学说脏话

说脏话是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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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脏话的同
学多了起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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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有同学在
发火时，说脏话
简直就是脱口
而出。

探因
家长
儿子学会

说脏话，是因为
用上了手机，在
网上学了这些
不该学的话。

老师
学生到了

三四年级，好奇
心特别重，但又
怕自己不合群，
与“主流”脱轨，
越不知道的事，
不会说的流行
语，越会主动去
了解、去学习。

心理专家
孩子说脏

话的原因是不
一样的，有的是
为了引人注目，
有的是内心冲
动发泄不满情
绪，有的是模
仿、出风头、炫
耀，还有的是情
绪压抑想释放。

拒绝脏话
从成人做起

人民微评

“出口成脏”小学生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坚
决防止借为实施减税降费提供咨询等
各种服务之名乱收费、抵消减税降费
效果，保障纳税人和缴费人应享尽享
减税降费红利。

为进一步加强对电子发票第三方
平台涉税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切实
加强对各类第三方涉税服务收费的监
管，通知明确，从即日起至5月31日，
全国税务系统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第三
方借减税降费服务巧立名目乱收费行
为专项排查整治。

通知明确各地税务机关要在近期
已开展涉企收费、中介机构收费清理
整治工作的基础上，对照税务总局有
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入梳理第
三方涉税服务收费情况，彻底摸清收
费的项目、标准等，细致排查是否存在
乱收费行为。重点排查是否仍存在第
三方平台违反自愿原则强制纳税人购
买增值服务；是否存在服务单位借销
售税控专用设备或维护服务之机违规
捆绑销售设备、软件、其他商品；是否
存在第三方利用垄断地位乱收费谋取
不正当利益等。

通知指出，对全面排查中发现存
在乱收费行为的，要会同相关部门迅
速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降低信用
等级、取消服务资格等措施坚决予以
整治。各级税务机关要畅通第三方涉
税服务收费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快速
反应机制，对纳税人和各方面反映的
乱收费问题，会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
调查核实和处理反馈。在专项排查整
治期间，税务总局在北京 12366 纳税
服务中心设立第三方涉税服务乱收费
问题举报投诉专席，各省税务机关也
要相应设立。

各级税务机关要严格执行有关法
律法规和廉政规定，对税务干部违规
参与、干预、诱导纳税人选择第三方涉
税服务机构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绝不姑息。一旦查出税务干部与第
三方有利益关联，要坚决清除出税务
系统；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据新华社

江苏昆山一企业集装箱
爆燃起火致7死5伤

3月31日上午，江苏省昆山市一企
业发生集装箱爆燃事故，导致7人死
亡，5人受伤。

31日上午7时12分左右，昆山综合
保税区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加工中
心车间室外场地上存放废金属的一个
集装箱发生爆燃，引起车间起火，导致
7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

到上午10时许，事故现场清理完
毕，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新华社

国家税务总局：
坚决查处第三方
借减税降费服务
巧立名目乱收费

福州沿海：
密林深处、水库旁边，
大片豪华活人墓偷偷建造……

原本郁郁葱葱的青山被挖得满目
疮痍，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大兴土木
……清明节前，记者在福州长乐、福
清、连江等地发现，虽然地方政府不断
整治墓葬乱象，但偷建豪华墓、活人墓
的情况依然多发，并向偏远山区、库区
转移，环境破坏程度触目惊心。

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生态环
境较好的水库周边也成为坟墓乱建
重灾区。

殡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
葬设施。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
禁止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风景名
胜区和文物保护区等地建造坟墓。此
外，兴建活人墓、豪华墓未经审批砍伐
林木，毁林挖山，违反了森林法、环境
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是谁顶风违法建设？记者在福州
福清、长乐、连江7个乡镇走访了解到，
既有本村村民占地自建，也有抢占山
地贩卖牟利的情况。

近年来，福州多地持续开展整治违
建活人墓、豪华墓行动，但在执法中不
同程度存在不敢碰硬、走过场等情况。

长乐区南阳村几位村干部告诉记
者，周边一些村庄的村民把南阳村附
近山林视为风水宝地，偷埋乱建行为
屡禁不绝。村里曾组织人员上山阻止，
长乐区、江田镇相关部门也多次巡查
整治，但偷建坟墓者往往选择夜晚、雨
天或者周末、节假日偷建，防不胜防。

公墓建设滞后也是导致墓葬乱
象的一个原因。记者走访福清、长乐、
连江等地7个乡镇发现，只有少数乡
镇建设了公益性公墓陵园。一些地方
群众反映，因为没有公墓可去只能进
山挖坟。

连江县琯头镇粗芦岛主山昔日一
直是周围6个村庄的传统墓葬区，因岛
上建设了骨灰堂、公墓，私建坟墓治理
取得一定成效。而在没有公墓的长乐
区江田镇，新建大墓比比皆是。

据悉，福清市目前共建成65个生
命公园，计划到2020年底实现镇街全
覆盖。 据新华社

综合钱江晚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