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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路小学“小作家报”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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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计划检修，以下出线需要停电，请有关用
户做好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安排。

● 1月03日8:30～18:30 南郊变952五里
营线#2分支箱95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鑫源房地产、郊区农机厂、颐泰
和房地产、昱安小区、富泰热力、元华电子、风平
公司、元件五厂等用户

● 1月03日8:30～16:30 乌素图变951森
林公园线74#杆后段

停电范围：塞外安康新居、东乌素图村、西
乌素图村等用户

● 1月04日8:30～17:30 鼓楼变951指挥线
停电范围：凯域地产、消防指挥中心、水木

年华、春华景致、长融地产等用户
● 1月04日8:30～17:30 鼓楼变952辛家营线
停电范围：鼓楼村、东鼓楼村、秀水小区、三

O师、建胜苑小区、辛家营、三仁房产、隆基房地
产、合林村、东把栅、六惧牛、采沙厂、保温材料
厂、后三富等用户

● 1月04日8:30～17:30 鼓楼变953融发线
停电范围：东达地产、滨河湾餐饮、曦茂地

产、春华水务、奥登地产、万盛地产等用户
● 1月08日8:30～12:00 友谊变963塞外线

1#环网柜96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园丁小区等用户
● 1月08日14:30～18:30 南郊变972塞外线
停电范围：六中、送变电宿舍、丽日花园小

区、坤泰地产、鼎丰地产等用户
● 1月08日8:30～17:30 黄合少变911添面

梁线

停电范围：西讨速号、前三富、后三富、金马
沙厂、饲料厂、羊绒衫厂、添密梁、百辰商贸、创
维等用户

● 1月10日8:30～19:00 裕隆变957南营线
停电范围：世纪新村、南营子、二道河村、后

八里庄等用户
● 1月12日8:30～17:30 台基营变966忽通

兔线#45杆后段
停电范围：忽通兔水厂、巧什营村等用户
● 1月13日8:30～17:30 台基营变966忽通

兔线#185杆后段
停电范围：巧什营村等用户
● 1月14日8:30～17:30 台基营变965讨

速号线#294杆后段
停电范围：西地村、讨速号、后巧什营村等

用户
● 1月15日8:30～17:30 台基营变965讨速

号线#294杆后段
停电范围：西地村、讨速号、后巧什营村等

用户
● 1月15日8:30～17:30 如意变955朝阳线
停电范围：雅世春华、呼铁物流、博园地产、

监狱管理局、前不塔气、后不塔气、什兰岱村、大
厂库伦等用户

● 提示：1、凡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必须
高度重视安全，严禁向停电的检修线 路倒
送电。2、工作结束后有可能提前送电,严禁未办
理工作票擅自检修线路设备。3、如遇恶劣气候，
停电日期另行安排。

咨询电话：95598

呼和浩特供电局停电通知

2013年，呼和浩特市
贝尔路小学五年级（1）班创
办了第一张班报———“小作
家”。家长们自发成立了编
辑部，班主任出任总编辑，
学生们既是“记者”，又是
自由撰稿人。5年来，这份
班报从最初的月刊发展到
周刊，到现在的一周两刊，
学生们也从最初的好奇，
发展到对写作的真正热
爱！这份班报不仅记录了
学生们成长的点点滴滴，
更成了这个班级最引以自
豪的一张“王牌”！

之所以有这样一张报
纸的诞生，和班主任乔翎
教学中的一个感悟分不
开。除了是一名语文教师，
乔翎本身热爱文学，始终

相信文字的力量。小学期
间，要求学生们掌握基本
的听、说、读、写、思的能
力，但是最终的综合学习
能力都要回归到写作上。

一年级的时候，班里
的一个学生在本子上写了
这样一段话来形容美妙的
夜晚：一天晚上/我坐在月
亮上看见灿烂的星空/我
开始数星星/我数呀数/还
是数不清多少颗星星/

看着这样的文字，乔
翎觉得，每一个孩子，其实
都是天然的诗人，尽管最
初写出的文字有些简单、
生涩，但他们藏在语言文
字背后那种诗情画意的情
怀，本身就是最美妙的，如
果有一个载体，将学生们

这些美妙的语言和文字记
录下来，最好不过了！

乔翎很快把学生们平
时写下的小短文进行了整
理，决定自己出钱，编辑、
设计、打造一份属于孩子
们的报纸。尽管第一张报
纸仅仅16k大，刊发的作品
有限，可是看着自己的作
品有地方发表，学生们倍
受鼓舞。很快，班报成了学
生们最爱不释手的一份课
外读物，也成了他们向爸
爸妈妈“炫耀”的资本。

既是班主任，又是语
文老师，工作量本身已经
很重。办报给乔翎增添了
更多的工作，不仅要约稿、
选稿、修改，还要把文字打
出来。可是，看着学生们要

表达的想法不断增强，写
作的热情日益高涨，乔翎
的心里是甜的。很快，乔翎
为孩子们办班报的举动引
起了家长们的关注，得知
老师一个人为班报孤军奋
战，家委会家长主动请求
帮忙，承担了编辑、校对、
打印、排版的工作，之后，
更多的家长加入其中，最
终成立了20多人的编辑
部，班报就这样轰轰烈烈
的办起来了！

校内外活动、班内趣
事儿、主题写作，都成了孩
子们的题材。5年来，班级
订了许许多多有关学习的
报刊杂志，然而，学生们最
喜欢的还是自己班里办的
这张报纸。每到见报的日

子，学生们的脸上总是洋
溢着幸福和满足。

“从一开始，我就明确
的告诉家长们，不要在一
二年级的时候和我这个班
主任要成绩！”乔翎的教学
风格亦如办报一样大胆，
在她看来，小学阶段的基
础学习固然重要，但是学
生学习语言文化的厚重积
淀更为重要。前三年，她每
周都和家长们一起组织学
生进行教学主题的社会实
践活动，让孩子们在玩儿
中学习，学中深入思考。五
年级之后，乔翎班上的语
文成绩名列年级前茅。

“据我了解，我们班的
这份报纸可不是哪一个班
里都有的！乔老师让我爱

上了写作！”学生大汗这样
说。“乔老师非常辛苦，她
每次批改作文的批语，写
得比我的作文都多！”学生
马歆瑶这样说。听着孩子
们的夸奖，乔翎的眼泪就
要留下来了，她笑着说：

“孩子们带给我太多的快
乐，他们的家长给了我最
大的勇气！”

贝尔路小学副校长孟
凡亮对记者说，贝尔路小
学每个年级的教学都有独
具特色的主题课程，例如
语文课有“梅”的主题，这
一个月，班会将围绕这个
主题进行深入及广度的延
伸学习，旨在拓宽孩子们
学习的视野，加深学习的
积淀！

文/本报记者 郝少英 摄影 /本报记者 辛永红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显
示，重度使用智能型产品
玩电子游戏的儿童，脑部

“纹路”出现了变化。数据
显示，每天用这类电子产
品超过7小时的9至10岁儿
童，大脑皮层有过早变薄
的迹象。大脑皮层是大脑
最外面的皮质，负责处理
感官信息。

“关于长期使用电子
科技产品，包括看屏幕过
久对大脑皮层、及人的心
理生理产生一定影响的实
证研究，在国外已经做了
很多年。但只是一些个案
的实证研究，目前在国际
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因
此，我认为还不存在一个
普遍适用的科学性问题。”
12月18日，中国青少年宫
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张海波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张海波表示，现在做
的很多研究都是一种相关
性的研究，但很多事情都
是多因一果，不能证明其
中的必然性。目前一些研
究表明，如网络上的一些
碎片化的阅读，可能对孩
子特别是形成比较良好的
阅读写作习惯是有一定的
影响的。

就此问题，中国人民
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雷雳也
表示，从研究的设计上看，
尚无法判断玩手机对大脑
结构的影响。某种程度上
讲，玩手机与脑部差异有
一定的相关性，但究竟是
玩手机对脑部结构造成
的影响，还是说大脑本身
结构就不一样。这需要用
手机前就对实验人群的
大脑结构进行测定，然后
每隔一段时间，如三个
月、半年、一年再进行追
踪，看大脑皮层究竟会发
生怎样的变化。

在上述研究中，结果
还显示，每天盯着屏幕超
过2小时的孩子，语言和
推理考试表现较差。对
此，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
究员张运红认为，这种研
究结论是有可能的，但是
否科学正确，还需要依据
他们的实验设计、实验控
制以及数据处理是否科
学规范来判定。根据以往
的一些科学家的研究成
果，大脑皮层变薄可能意
味着学习能力下降，如注
意力下降等，至于具体会
导致哪些方面的下降还
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

“ 从 使 用 时 间 上 来
看，儿童花费在电子屏幕
上的时间至少会占用其
他对儿童发展有重大意
义的活动，如亲子交流、
户外运动等。以往研究表
明，相比纸质阅读，电子

阅读更易受到外界干扰
从而导致注意力难以集
中。其他电子媒体，如电
视节目和电子游戏，本身
具有高水平的刺激和变
化丰富的内容而不断地
分散儿童的注意力。已有
许多证据表明，长时间的
电子媒体暴露，是儿童产
生注意力问题的危险因
素。长时间玩手机，有可能
会影响儿童的注意能力、
情绪加工能力、社交能力
等。目前关于长时间观看
电子屏幕对儿童心理、行
为和社会能力影响的相关
研究还比较少，随着该问
题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
注，这方面的研究也会越
来越多。”张运红说。

在绍兴文理学院教师
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学博士周珲看
来，目前国内关于游戏成
瘾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
青少年群体和大学生群
体，结果表明游戏成瘾的
儿童更多的会出现情绪问
题和行为问题。如有研究
表明游戏成瘾的儿童，他
们在学校更容易出现焦
虑、抑郁、社交问题、违
纪行为、攻击行为、外向
性行为得分以及行为问
题总分均高于正常儿童，
这表明电子游戏成瘾的
儿童存在较多的心理和
行为问题。

周珲表示，大脑皮层
是人们进行意识活动的物

质基础。电子游戏成瘾不
仅会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
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其生
理机制，但是具体涉及儿
童哪些认知功能，有待研
究进一步确定。

此前，中国青少年宫
协会曾做过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青少年沉迷网络
游戏，往往是因为亲子关
系存在四类问题：一是“不
了解”，即父母不了解孩子
在网上干什么；二是“差关
系”，即父母在线上和线下
都没有跟孩子建立良好的
亲子关系；三是“缺引导”，
即父母放任孩子玩手机或
电脑，没有在时间和内容
等方面进行必要的约定引
导；四是“坏示范”，即父母
自身也是个沉迷网络的

“低头族”。
因此，张海波指出，对

于孩子玩网络游戏，家长
一定要避免两个极端，一
种认为网游是洪水猛兽，
家长把持网络的控制权，
绝对不让孩子接触网络游
戏，这反而会激发孩子的
逆反心理；二是听任“电子
保姆”控制孩子，直接把手
机、电子产品扔给孩子。实
际上，过度控制和过度放
纵，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而
且都容易使青少年沉迷网
络游戏的情况更加严重。
更重要的是，家长一定要
做好榜样，首先自己不能
当网络游戏沉迷者。

（据《科技日报》）

长期玩手机影响儿童大脑发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