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专题研究

李正德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十分突出，已经引起了全社会越
来越多的重视。 我国的专家、学者以及热心于预防青少年工作的人员均就如何
预防青少年犯罪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想法和办法，但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趋势
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现就结合一些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对青少年违法犯罪及
预防进行浅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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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
（一）从犯罪性质看，侵财类犯罪最为突出
许多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扭曲，自己贪图吃、喝、玩、乐等物质享受，又想
不劳而获，从小偷、小摸走向盗窃、抢夺、抢劫犯罪居多。80 年代的青少年违法犯
罪以小偷小摸为主；90 年代升级为盗窃、抢夺偏多；近十年来犯罪的类型多样，
盗窃、抢夺、抢劫仍占大多数。 近年来，以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青少年涉嫌伤害
的案件比重显著上升。 今年金川公安分局刑侦部门已破获伤害案件的 28 案、48
人中，青少年参与犯罪的就有 11 案、26 人，分别占总数的 39.2%和 54.2%。 更有
甚者， 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2009 年金川区
发生的 9 起命案中，有 2 起都有青少年参与，且这两起命案均为琐事引发、团伙
作案。
（二）从犯罪形式看，共同犯罪案例增多
有的模仿影视片中的黑社会组织，成立帮派或团伙，作案有预谋，实施犯罪
有分工。 上述发生在我市的三起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均是团伙作案。 特别是
在 90 年代中后期，我市一些青少年深受港台“古惑仔”影响，先后自发纠集组成
“
红星社”、“狼帮”、“丐帮”等一批恶势力团伙，经常结伙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聚
众斗殴等，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 今年，金川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涉嫌盗窃、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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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抢夺和故意伤害等罪名的犯罪团伙， 该团伙 10 人均为青少年， 最大的 24
岁，最小的 12 岁。 他们有固定的成员、相对明确的分工，今年上半年在金昌、武
威、兰州、天水等地连续作案 21 起。
（三）从犯罪手段来看，作案手段日趋残忍，犯罪后果严重
青少年争强好胜，在斗殴中下手残忍，只图一时解气，不计后果。 甚至有的
模仿电影电视做案手法，挥刀作案，无所顾忌。 2001 年，在北方某城市公园发生
了一桩血案，一年仅 14 岁的少年被捆绑双手，身上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今年 9 月底，有一 17 岁的少年，在金川公园旱冰场为朋友出气持刀对受害人连
桶两刀，致受害人肾脏破裂，而该少年还当场向朋友炫耀自己用刀捅人了。 今年
12 月，该少年又伙同他人在我市一娱乐场所门口持砍刀、匕首等致一人重伤、三
人受伤。
（四）从犯罪年龄看，逐渐趋向低龄化
有资料显示， 我国近 10 年来的犯罪增长率已过 24%（尚不考虑 1992 年起
将立案标准上调的因素）（1），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据官方统计资料表明，
在 1980—1989 年的 10 年间，14—25 岁年龄段的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一
直维持在 70%以上，自 1990 年以来的近 10 余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维
持在 65%左右。（2）这中间，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
数的 70%以上。 在我市，青少年违法犯罪也呈现出日趋低龄化。 2009 年 12 月初
的一个早上，甲等四人搭乘一女司机的出租车到达金水湖。 下车后，四人不付车
费并与女司机发生口角，甲、乙、丙三人围住出租车起哄，丁趁女司机不备之机
将司机手包偷走。
（五）从犯罪身份看，辍学少年人数居多
一些青少年由于过早辍学，无所事事，浪迹街头，便三五成群、拉帮结伙，经
常聚集在一起吸烟、酗酒滋事、交流作案经验。 2007 年，我市二名辍学少年曾因
盗窃被判刑，出狱后再次纠集其他辍学少年在我市居民区采取砸破机动车玻璃
窃取财物方式疯狂作案 30 余起，并在外省、外市多次以类似方式作案。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内因是自身原因，外因主要是
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
（一）自身原因
青少年自身素质的好坏是决定其是否违法犯罪的关键。 青少年正在成长
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理解都有很大局限。 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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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能力差。 其自身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
事生非的不良嗜好和品行，自身性格的缺陷，幼稚的心理，以及自身生活需要、
人格尊严得不到满足，加上法制观念的缺乏等等，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刺
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二）家庭原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 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
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正如古人所言：“养不教，父之过。 ”这主要有几种情况：一
是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不会管，出了问题，往往棍棒相加，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
教育；二是孩子的早期教育方式方法不当，子女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性，导致父母
管不了；三是父母对子女丧失信心，不愿管，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四是父母离异
后，孩子无人管，为了自己而不顾及或无暇顾及孩子，使之浪迹社会；五是父母
自身行为不端直接影响孩子，使之效仿父母，小偷小摸，打架斗殴。 人们总结的
一句话：“问题家庭出问题少年”，确实不无道理！ 据有关部门一次对全国八省市
二千余名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的调查， 父母分居、 离异、 再婚和丧偶的占
24.1%，家庭成员或近亲属中有犯罪记录的占 20.5%。 前文谈到的四个未成年人
合伙骗抢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涉案四人或父母离异、或父母有一方去世，长期
离家不归，与家人没有联系，混迹与网吧、录像厅等处，与社会闲散人员来往，没
钱便四处盗窃，得手后变卖所得财物用于吃饭、上网等花销。
（三）学校原因
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 学校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一些青少
年流向社会、走向犯罪的重要因素。 现在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误导。 尽管我国早已确立了“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
育方针，也有“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很多学校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片面
追求升学率的现象。 一个地方教育工作的好坏，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一个
学校领导的政绩如何，一个教师的水平怎么样，都要由“升学率”来衡量，来体
现。 学校有快、慢班之分，学习好的学生往往受到青睐，可以吃小灶，学习差的学
生则受到歧视和排挤，结果是差距越拉越大。 好学生一旦考试落榜，则感前途无
望，万念惧毁；差学生则破灌破摔，厌学、辍学，这两种情况都容易出现问题。 他
们一旦流向社会，受到不良因素的诱发和影响，就会发生违法犯罪行为。
2.对“
劣迹”学生放弃教育。 对违犯校规校纪的学生进行处分，是教育、挽救
学生的一种手段，若运用得好，可以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起到警告、震慑作用，
使之不敢、不会再犯；若运用不好，则会使受处分的学生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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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暴自弃，在邪道上越走越远，从而滑向犯罪的泥潭。 一个 18 岁的黑帮“老
—王海，在其自述中谈到：“有一次上课迟到，老师罚我在教室的角落里举
大”——
砖头，我心里发狠就用砖头一下砸在一张课桌上。 老师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我
和他打了起来。 就这样，我被学校记大过处分。 我认真学习的日子也随之结束
了。 我和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混在一起，整天寻衅滋事。 ”
3.法制教育不到位。学校缺乏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违
法犯罪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多青少年学生不知什么是违法犯罪，缺乏
普通的法律常识，不知法、不懂法，更谈不上遵纪守法。 尽管当前我市各所学校
均建立了聘请公检法人员担任法制副校长制度，但上法制课太少，紧张的学习
任务导致学校不可能带领学生定期到看守所、监狱观摩学习活动。

三、预防青少年犯罪对策
调查表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社会当中，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因素增多，而
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又很难收到实际效果。 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预防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的措施不力，防范不足，缺乏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
法律体系。
（一）完善立法工作，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国外有《少年法》、《少年法庭法》，许多国家都是采取法律的手段规范未成
年人的行为，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而且在这方面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比
如，有的国家禁止 18 周岁以下青少年在公共场所持有香烟，无论是否点燃；禁
止 18 岁以下青少年买烟，哪怕是为别人买，违者将被处罚。 还有的国家规定晚
上 10 点以后，如果再向青少年销售白酒即视为违法。 我国虽然在 1992 年就实
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又在 1999 年实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填补了我
国少年司法的空白，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现有法律、法规由于线条
过粗，规定过于笼统，操作起来难度较大。 比如，我国《刑法》规定，因不满 16 周
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人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
政府收容教养。 所谓必要的时候，有关解释为例如家中无人管教，或者虽有人管
教但确实管教不了，或者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收容教养。 这种规定显然
不利于实际操作。 因此，许多未成年人家长和有识之士，呼吁有关部门要在进一
步完善立法的基础 上，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加强文明社区（村镇）建设，给青少年营造良好成长环境
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智慧的发展靠他自己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而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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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建构 起来的。 所以青少年的周围环境对他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村镇、
社区为依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一个清新、干净、文明、活力的环境。 村镇、
社区经常性的开展健康、高雅的活动，经常邀请有关部门对辖区群众进行普法
等其他知识的学习，提高人民群众素质。 同时，各级团组织应从社会发展的眼光
来看待青少年问题，要不断的开展各种健康、向上、活力的活动，加强与社区的
联系。 经常组织团干、团员青年到有关学校、居委会、乡镇、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讲座、适时的给青少年以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爱情观、金钱
观、公德观，引导他们走上光明的人生之路， 做一名合格的接班人。
（三）做个称职家长，重视孩子前期教育
青少年家长应加强对法律常识和德育知识、育孩常识的学习。 家长们用律
己正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孩子，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 父母要有正确的成才观、
人才观，要了解、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掌握正确的育孩常识和方法。 要尊重孩
子的人格，对有生理缺陷、曾犯过错误的孩子不要揭短，注意给孩子留面子，多
鼓励提高孩子的上进心、自信心。 注意孩子在社会受到的不良影响，在重视孩子
的学习成绩时，更要关心孩子的思想品德修养。
（四）健全社会保障，减少社会上无业青少年
据调查，很多走上犯罪道路的都是无稳定工作的，整日无所事事，生活无来
源，势必去偷、抢等。 因而在扩大就业机会的同时，地区间应加强对就业信息的
沟通、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务工人员的流动进行调配、管理，对人力资源进
行合理配置，使其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避免岗位与务工人员数失
衡，造成务工人员的盲目而无序流动。
（五）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促使青少年健康成长
在教育中，一要针对青少年的思想情况和表现实际，安排专门时间，加强对
理想、道德、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二是在各门学科环节中，加强德育的渗
透；三要教育青少遵守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规范，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进
一步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四要注意遵循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道德
认识发展水平和思想品德形成规律，循序渐进，组织参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
活动，增长社会知识和经验；五要对已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采取积极的措施进
错误”。 据调查，对犯错误的学生进行训斥、责骂、
行矫治，但教师应善待学生的“
只会使学生产生反感，形成逆反心理、自暴自弃，甚至产生不良后果，作为教师
只有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博大的爱，才是最有号召力的使学生醒悟。
（六）严厉打击危害青少年犯罪，做好已犯罪青少年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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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部门应严厉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综合治
理工作，保障青少年有一个和谐、健康的生存与成长空间，加强和做好已犯罪的
青少年的改造以及服刑期满后回归社会后的工作。 政法部门与文化、教育、卫生
等部门联合，把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心理学问题、青春期问题等同时进行引
导、教育，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上课、开讲座。 政法部门特别要加大整治校园周边
环境力度，清理整顿学校周边的各种场所及各种影视、网吧，让青少年远离暴
力、远离淫秽，营造一个青少年舒心的学习、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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