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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陪父母的时间有多少？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温慧娟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
如父母的寿命只剩下30
年，即使你和父母住在一
起，除去应酬、上班、睡觉
等时间，你平均每天能陪
伴父母4小时，一年大约能
陪伴父母1460小时，30年
间还可以陪伴父母5年。对
于在异地打拼的人来说，
许多人只能在过年时才能
回家，也就是7天。除去往
返耗时、外出访友、睡觉等
时间，实际上一年能陪伴
父母的时间大约在24小时
左右，30年间，总共只能陪
伴父母1个月。每逢节假
日，总是有很多家长无奈
地发现，尽管孩子回到身
边，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
玩手机，和父母沟通交流
甚少。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莫过于我在你身边你却在
玩手机。那么，你在节假日
放下手机全身心陪伴父母
的时间有多少？记者就此
进行了调查。

不懂父母恩

15岁的浩然来自通辽
市库伦旗，之前在呼和浩
特市回民区一所中学读初
一，去年寒假前夕，浩然的
父母突然发现孩子情绪很
低落，经常逃课，即使在家
也是沉迷于手机游戏，不
做作业。细细询问，浩然称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在学
校常常受到同学排挤，所
以不想去上课了。眼看开
学在即，浩然的父母几次
劝说无果，便找到好朋友
老暴帮忙给孩子转学。

2月25日，老暴请浩然
和他父母一起吃晚饭，在
饭局上，老暴发现浩然全
程无交流，一直在低头玩
手机。“浩然的父母都是通
辽老实巴交的农民，1998
年来呼和浩特市打工，日
子一直过得捉襟见肘，他
的父亲在一家小饭店负责
配菜，每个月4000多元的
收入，妈妈在一家小饭桌
工作，每个月2000多元的
工资，因为浩然一直是借
读，学费、生活费花销较
高。这些年来，他的父母宁
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为
孩子尽可能提供好的条
件，满足他的需求。可是这
个孩子压根不懂父母的辛
苦，不管是供他上学还是
帮他转学换个学习环境，
对于浩然来说，觉得这一
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受之

无愧，全程一句话都不说，
就光顾着自己玩手机。”作
为一名音乐老师，老暴说
到这里感到非常痛心，他
表示，当前很多孩子都是
溺爱中长大，每天沉迷于
手机的世界里，不懂对父
母感恩，交流更是少之又
少。

微信钱包里1200元没

了

2月26日，在回民区一
家私企上班的刘青要去锡
林郭勒盟赛汉塔拉镇出
差，在加油站加完油准备
付款的时候，却意外发现
微信里的1200元不翼而飞
了。“过年的时候转到微信
5000元，除去走亲访友、请
客吃饭的花销，微信里明
明还剩下1200元，最近也从
没有用微信付过款，钱怎么
会突然没了呢？”刘青告诉
记者，他起初以为是微信钱
包被盗刷了，赶紧打开手机
微信钱包明细查询，却发现
所有的支出都是用于手机
游戏，50元、100元、200元
……他这才想起来儿子每
天晚上都在拿他手机玩游
戏。刘青立刻给儿子小辉打
电话询问，才知道，儿子悄
悄用微信钱包里的钱购买
了游戏装备。

刘青的儿子小辉今年
24岁，刚刚大学毕业，从去
年10月份开始迷恋上了网
络游戏《王者荣耀》，每天
待在家里打游戏成了常
事。为了让自己的游戏角
色装备更强大一些，便将
自己平日的零花钱购买了
装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以至越陷越深，打起了爸
爸微信钱包的主意。

“儿子大学学的专业

是动画设计，托朋友给他
找了个工作，干了不到一
个月嫌经常加班就辞职
了，每天在家抱着手机不
撒手，一谈到让他出去找
工作，说不到两句就翻脸，
有时候甚至几天不和我们
说话。”说起儿子，刘青满
是无奈。

陪父母旅游

80后的朝鲁是首府一
家电子工程公司负责人。
前几年，刚刚创业的他每
天忙于工作，虽然和父母
在同一座城市，除了节假
日，基本很少有时间回去
陪伴父母，即使过年过节
回父母家，也很少与他们
聊天，多数时间在上网或
者玩手机。“有时候和父母
聊天，总感觉父母看世界
的方式太落后，没有共同
语言，有时候也怕父母担
心，不愿意和他们过多的
分享自己的生活。直到
2014年的国庆长假，父亲
突发心脏病住院，媳妇郑
重地告诉我，父亲的身体
越来越差，母亲的腿脚也
不太灵活了，别总忙工作
了，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
陪老人了。”从那一天，每
到周末，朝鲁一家三口都
会回父母家陪老人一起吃
饭聊天。平时工作中手机
几乎是24小时不离手的朝
鲁甚至和父母约定，只要
回到父母家，除了非常重
要的工作，他一律不看手
机。

“小时候，我总是趴在
爸爸的背上或者骑坐在他
的肩头逛公园，或者牵着
妈妈的手去邻居家串门。
这几年，只要有假期，我们
就会带双方父母外去游山

玩水，带着他们用脚步一
起丈量世界，其实去哪不
重要，重要的是旅途经历，
将成为我们和父母的共同
回忆。”采访中，朝鲁的妻
子阿茹娜告诉记者，今年
过年期间他们带着双方父
母去海南过年，在海南租
住民宿的5天中，她们每天
都和父母在一起，为他们
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
们在海边散步，感觉有聊
不完的话题。

3天加起来没聊3小时

对于家住金桥开发区
的刘桂梅老人来说，今年
春节假期和女儿在一起的
时间过得有点太快了，好
多话都没来的及和女儿
说，转眼就到了上班的时
间。“女儿大年初三晚上到
家，初六晚上就坐火车赶
回北京上班去了。回家3天
的时间，每天都在鼓捣手
机，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手
机也不离手，她说在工作，
我也不敢打扰她。”刘桂梅
说，这个春节，她过得心里
有点不是滋味。

刘桂梅的女儿自从
1998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后
就一直留在北京工作生
活，由于工作原因，每年只
有过年才能回一趟家。今
年大年三十和初二正好赶
上单位值班，好不容易买
到了初三晚上到家的火车
票，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
了。“我怕孩子太累，和她
聊了一小会儿就让她早点
睡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
早，她接了个电话，说单位
有事，她是科室负责人，要
负责协调处理工作。看着
她一会儿上网查资料一会
儿用手机发邮件、聊天，我

是既心疼又无奈。一年到
头，好不容易过年盼回了
女儿，本想着好好聊聊家
常，可3天假期加起来都没
在一起聊3小时。”刘桂梅
一脸失落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和刘桂梅有相同经历和感
受的老人不在少数。不少
老人表示，虽然儿女过年
过回家可以住6~7天，但是
真正陪伴他们的时间并不
多。家住鄂尔多斯大街天
和小区的李树香告诉记
者，女儿一家大年初二从
深圳乘坐飞机回来，当天
下午到家后和父母聊了一
下午，之后就被各种同学
聚会、走亲访友活动占满
了。“说是陪父母过年，其
实真正陪在我们身边的时
间也就一天。”李树香说。

30人仅5人全身心陪

父母

春节是很多人一年之
中少有的陪伴父母的机
会，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
期里，你花了多长时间陪
伴父母？能够放下手机全
身心陪伴父母的人有多
少？2月26日，记者随机寻
找了30位市民进行调查。
其中，有21名表示在春节7
天长假中，有一半时间是
用来陪伴父母的，有1名由
于单位值班只陪了父母1
天，另有3名刚刚结婚，春
节假期蜜月旅游没有陪伴
父母，而真正放下手机全
身心陪伴父母的仅有5人。

采访中，内蒙古工业
大学的温老师表示，手机
和网络为我们的生活和工
作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
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成
为了它的“奴隶”。尤其是

一些年轻人，时时刻刻离
不开手机，玩游戏、刷微
博、聊QQ，过年过节，人虽
然是回家了，可心却仍然
漂泊在外。与网上的陌生
人无话不谈，却对眼前的
亲人视而不见，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这种亲情的疏
远和冷落会让父母更加难
以承受。久而久之，再浓的
亲情和友情，也会被冷漠
冲淡。“如果有时间，还是
放下手机，好好陪陪身边
的人，因为那些人，才是你
生命中的一部分，才是最
真实的存在。”温老师说。

多参加文体活动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众
多的app上打发时间，打游
戏，看微博，聊微信，看电
视。即使走在大街上、在餐
厅就餐，也常常会发现不
少“低头族”。难道真的是
科技成果让我们的亲情淡
漠了吗？2月27日，记者就
此事采访了内蒙古社会科
学院副研究员李莹。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
技的进步，智能手机、各种
APP在带给人们生活便利
的同时，也让不少人患上
了手机依赖症。现在很多
智能手机上的APP特别丰
富，各种新闻、娱乐、聊天、
游戏等会无形中让人产生
一种惯性，这也使得很多
人沉迷在手机的世界里不
可自拔，一天不翻看手机
总觉得缺少一些什么。其
实，在倡导全民阅读的今
天，我们完全可以试着通
过静下心来阅读一本书的
方式来慢慢取代玩手机、
刷朋友圈。而且，现在很多
社区举办的各种文化生活
和文体活动也特别丰富，
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让那
些低头族、手机控逐渐从
手机中解放出来，把更多
的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出
来。特别是随着天气转暖，
趁着周末，大家可以带着
父母一起去踏青、郊游，多
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在放
下手机的同时还能多增加
与亲人的陪伴。”李莹告诉
记者，陪伴是相互的，作为
父母也应该多主动去和孩
子们沟通，尤其是现在的
00后，在孩子小的时候，父
母就应该以身作则，放下
手机，抽出更多的时间陪
伴孩子，这样更有助于孩
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