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孩子语言能力的增强，

一些孩子不该说的脏话、 粗话也

随之出现了。 另外，孩子的学习模

仿能力很强， 孩子生活在社会大

环境中， 难免受到各种不良言行

的影响，说脏话也是如此。 家长该

如何纠正孩子说脏话、 粗话的习

惯呢？

1、为孩子创造良好的语言环

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港湾，孩

子在其中受到孕育，受到庇护，并

开始了在人生大海上航行的准

备。 因此， 家长要注意自己的言

行，以身作则，更不能用默认、炫

耀等方式鼓励孩子说脏话、粗话。

2、 理性对待孩子说脏话、粗

话： 在众目睽睽之下听到孩子说

脏话、粗话，父母都会觉得非常尴

尬。 但是，不要让你的情绪失控。

你可以深呼吸或者先“从 10 倒数

到 0” ，直到自己冷静下来并提醒

自己：与其说孩子在说脏话、不如

说这只是他的一种语言经历而

已。 对于那些想通过说脏话引起

家长注意或借此控制家长的孩

子，他们说脏话的时候，可以通过

故意忽略的方式让孩子觉得说了

脏话也达不到目的， 脏话跟其他

平常的话语并没什么差别， 久而

久之，孩子就不会经常说了。 也就

是说， 一旦孩子觉得这样的话语

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们就会

觉得索然无味， 不会再去故意模

仿这些词汇了。

3、 帮助孩子树立是非观念：

心理学家贝克的认知疗法强调儿

童对自己行为的认识， 注重通过

直接干预和重建等手段来改变儿

童的认知，从而改变儿童的行为。

父母不妨抓住孩子说脏话这个契

机，帮助孩子树立是非观念，告诉

他哪些词是不好的， 别人不喜欢

听，不能用，哪些词是好的，大家

喜欢听。 当他接受你的意见时，也

请你及时表扬他。

4、 引导孩子正确表达自我：

小孩子处于语言发展的敏感期，

当他从外界接收、感知到脏话、粗

话的文字信息时， 并不一定理解

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 所以家长

发现孩子说脏话、 粗话时切勿大

惊小怪， 更不可因此粗暴地打骂

孩子。 简单粗暴的应对反而强化

了孩子的不文明行为， 也容易使

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 同时影响

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 对孩子来

说，脏话、粗话只不过是他们发现

的一个新的探索领地， 而不是要

拿它攻击别人或者是惹人生气。

家长应在沟通的过程中尝试了解

孩子说脏话、粗话的原因，以及想

要表达什么， 告诉他要发泄这样

的情绪可以用什么字眼来替代脏

话、粗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教育部官网 “建议提案办

理” 栏目 11 月 1 日公布了《对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1212

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 “答

复” ，教建议字〔2019〕153 号），

这份落款时间为 9 月 25 日的文

件回应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关

于落实大中小学春假、 秋假的建

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来自广

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交了

《关于落实大中小学春假、秋假的

建议》。 黄细花建议，将春假设立

在“五一” 前后、秋假设立在“十

一” 前后，假期可以设计为 10 至

15 天左右， 配合推动职工带薪休

假， 以便父母和爷爷奶奶带着孩

子旅游度假。

教育部在《答复》中表示：根

据规定， 各地在保证中小学校完

成国家规定课程教学任务的同

时，结合实际创新课程实施举措，

积极探索安排春、秋假，特别是把

春、 秋假安排与开展游学综合实

践活动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浙江

省杭州市自 2014 年起在全国率

先进行中小学春、秋假试点。 浙江

省嘉兴市自 2015 年起，推行普通

高中“学段制” 的教学安排，各高

中学校在原有寒暑假的基础上，

增加春、秋假，相应缩短寒暑假时

间。 近年来，北京市也通过中小学

生社会大课堂建设， 鼓励学校组

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 推行中小

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开展一

周左右研学旅行等。

教育部在《答复》中强调：由

于学校假期调整涉及社会、 家庭

等方方面面， 从近些年探索情况

看， 大部分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均

持积极而谨慎的态度。 关于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实施春秋假，

还需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研究，深入评估。

教育部将认真研究代表提出的意

见建议， 会同有关部门在深入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 适时出台相关

政策规定。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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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冬季， 各地气温逐渐下

降，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全

国学生营养办” )，特发布 2019 年

第 4号预警，提醒实施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的地区、学校保持秋季开学

以来良好态势，把握冬季安全风险

特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有关法律

法规， 持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重

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1、要保明保净。试点地区要进

一步加大学校食堂“明厨亮灶” 推

进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试点

学校要加强食堂环境卫生管控，做

好防虫害、防鼠工作。 要针对饮用

水安全，以及食堂食品采购、运输、

储存、加工等环节，强化制度落实，

确保供餐干净卫生，坚决防止食物

中毒事件的发生。

2、要保质保量。各地各校要根

据季节特点，因地制宜，确定合适

的供餐内容，做到合理搭配、营养

均衡。 加强原材料采购管理，在保

证采购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采购成

本， 确保每一分钱都吃到学生嘴

里，让学生吃饱吃好，不能因为物

价上涨而以次充好， 影响供餐质

量。

3、要保温保暖。各试点学校对

食堂加工制作食品，要做到生熟分

开，烧熟烧透。 要充分考虑秋冬季

节饮食特点，出售的饭菜要有保温

措施。采用企业供餐模式的要严格

按照卫生部门要求控制加工配送

时间，采取相应的保温措施，确保

学生吃到热乎饭菜，严禁超时生产

和超距离配送。

4、要严查严办。各试点地区和

学校要严格落实校长（老师）陪餐

制度，认真组织开展食堂食品安全

日常自查和定期检查，及时发现问

题，消除隐患。 对不重视学校食品

安全工作，出现违规操作，造成食

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故的，要按有

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

成渎职犯罪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本报综合消息

落实陪餐制度 让学生吃得安全

“全国学生营养办”发布今年第 4号预警：

11 月 1 日，主题为“最美……” 的

南明区第二届“视觉对话 魅力校园” 幼

儿园摄影、视频大赛总决赛落幕。 33 幅

作品获 6个最佳奖项。

评委们围绕园所风貌、人物风采、精

彩活动、 感动瞬间及校园文化特色等评

选标准，从南明区 10 个幼教集团 112 所

幼儿园初步筛选出的 76 幅独照、43 幅

组照、10 个视频进行评选，最终，33 幅作

品获 6 个最佳奖项，具体是，4 幅作品获

最美园所奖，13 幅作品获最佳题材奖，3

幅作品获最佳创意奖，4 幅作品荣获最

佳制作奖，5 幅作品荣获最佳组织奖，5

幅作品获最佳个人摄影奖。

此次比赛由南明区教育局学前教育

科举办， 南明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负责

人说，活动目的是丰富幼儿园园所文化，

培养老师和孩子们良好的艺术修养。 该

比赛自 2017年起，每 2年举行一次。

韩圣武 孙维娜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落实大中小学春假秋假

教育部答复：各地在保证教学任务的同时，把春秋假与开展游学综合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好的学不会，坏的一学就会———

孩子出口成脏 家长忧心忡忡

����贵阳市民张女士说，近日，她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回家，居然说起了脏话，让她很是担

心。“一问才知道，原来孩子是从学校一位同学那里学来的，觉得这些话很酷，就跟着说了

起来。 ”

相信很多家长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近日， 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溧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龙罗奇。

孩子说脏话 背后有原因

龙罗奇认为， 脏话是一种独

特而普遍的社会现象， 同时也是

一种心理现象， 它反映了不同文

化背景下个体的不同心理特征。

家长应对说脏话有一个科学合理

的认识， 了解孩子说脏话背后的

真相， 有针对性地处理和解决问

题。 遇到孩子说脏话的情况，不必

过分紧张， 一句脏话对于小孩子

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也

不必一味地“上纲上线” ，给孩子

“贴标签，往往适得其反。 其原因

往往有以下几种：

1、家长行为的影响：家长作

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其言行是

孩子的“标杆” ，孩子在日常生活

中， 会模仿父母的生活方式和行

为习惯。 可以说，父母的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

和性格。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孩子

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讲脏话， 那你

应该先自省： 是不是你自己经常

讲脏话而导致孩子模仿你的行

为？

2、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喜欢模仿大人、电

视中人物的行为， 尽管他们有时

甚至不明白某一句话的意义，但

就是觉得模仿起来很好玩。 有的

孩子放学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守

在电视机面前看当前热门的动画

片，里面的一些粗话脏语，也会让

孩子们模仿。

3、自我成长表达的需要：孩子

出口成“脏” ，也可能是因为周围

人的反应让他们觉得很过瘾。 小

伙伴们惊愕的目光， 老师严肃凝

重的神情， 爷爷奶奶跌落的眼镜

和爸爸妈妈的怒发冲冠……这些

表现让孩子们觉得脏话能引起他

人的注意。 同时，孩子们会觉得自

己长大了， 因为当他说出不允许

说的脏话时， 会有一种独立的感

觉。 孩子一旦发现自己说脏话能

让父母抓狂，能控制父母的情绪，

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就会频繁使

用，尽管受到责骂等也乐此不疲，

其本质只为自我表达和引起他人

关注。

4、 自我力量展现和情绪宣泄

的需要： 愿望得不到满足在孩子

看来可能是遇到的最大挫折，他

们会尽自己所能来发泄心中的不

满。 他们可能会大声哭闹，会摔东

西， 也会说出自己觉得最恶毒的

语言。 孩子也有争强好胜的心理，

同龄人之间闹矛盾， 家长们又严

厉禁止孩子打架。 克制自己的攻

击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脏话

正好代替了打架， 充当起解决孩

子之间的争执的好手段。 孩子们

会用“骂人”的方法调节打架的冲

动。 由此可见，该时期孩子们之间

的脏话既是同龄人之间的沟通方

式，又是情绪发泄的手段。 从某种

意义上讲， 脏话起到了一个缓冲

的作用， 对孩子的个体成长和发

展是有利的。

如何纠正 试试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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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黔学堂

南明区后巢中心幼儿园根据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设置了交通安全活动区、小

手搭建建筑物区等活动区域，让全园 360

余名孩子尽情体验活动带来的乐趣，培养

自信和安全意识。 韩圣武 孙维娜

日前， 南明区第四实验小学围绕

“运动游戏乐开怀 健康自信树起来” 主

题，开展运动游戏展示比赛，孩子们在校

园里感受快乐时光。

比赛现场，一至六年级的 1134 名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身体条件等，参加了

拔河、多人集体长绳、障碍接力跑、夹球

跳、木踏板竞速等 5个项目的比赛。

韩圣武 孙维娜

南明区幼儿园

举办摄影大赛

这场比赛

是运动更是游戏

后巢中心幼儿园设置活动体验区

当交警 学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