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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风尚

鉴言

□毛锴彦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也在改变着孩子们的童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
示：目前中国大约 75%的青少年拥有自己的手机，早
在2015年，青少年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就达到了240
分钟，在这 4 个小时的上网时长中，有近七成用在了
社交网络上。

今天的课堂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平板电脑、电子
阅读器、笔记本电脑和各种电子软件、APP 正在逐渐

取代厚重的教科书、笔记本，以及堆满桌的铅笔、圆珠
笔、橡皮。学校与家庭的沟通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过
去的主流模式是家访、打电话、参加家长会等。如今，
通过校讯通、家校通等教育网络平台，父母每天能了
解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也可以让及时向老师提出
建议或者反映孩子在家的表现。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变化是，以前人们学习某
种技术时需要特意去拜师学艺，有了屏幕，新科技出
来之后，孩子们通过社交媒体从朋友那里听说，然后
稍加浏览，就很快知道了，接着大家一起玩，一起摸
索，就学会了。这一学习过程压根儿就没通过父母、

老师，就完成了。
不可否认，我们的生活早已离不开网络电子产

品，但成人的思维、身体、视力都已经发育成熟，可当
孩子们面对网络电子产品时该如何是好呢？这就需
要父母架起一座桥梁，才能解决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甄
别、使用时间长度的控制等等负面影响，屏蔽掉电子
辐射和不良内容，传递给孩子们有益、有用的海量知
识。

我们是否想过给孩子订立一条“手机家规”？比
如，手机不能带进学校，告诉孩子，与那些需要用手机
来联系的同学面对面地交流和互动，因为与人打交道

是一种我们必备的生活技能，让我们从与同学打交道
开始学习这种技能，它让我们保持活泼团结，让我们
善于沟通。规定晚上上交手机时间、远离不健康的内
容、听一些音乐等等，都可以作为使用手机的规矩加
以约束。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敢于放下手机，告诉孩
子，去尝试一下没有手机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某个阳
光明媚的日子，把手机放下家里，去野外读一本自己
喜欢的书。当放下手机时，我们不要觉得不安，因为
手机并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坚
定和坚强，要学会体验敢于放下手机的生活。

如何让孩子正确面对网络时代？

编辑你好：由于我和妻子工作忙，今年春季开学后就不能接送5年级的女儿上下学了，所以就为她买了手机方便联络。但是这几个月下来，我们对手机真是又爱又恨。爱的是，配了手机给孩子，可以
随时掌握孩子行踪，对孩子的安全可以放心一点；恨的是孩子回家后有时间就会玩手机，影响学习和视力，甚至滋长了爱虚荣、爱攀比的心态。我很郁闷，到底该不该给孩子配手机？ 读者：王涛

□本报记者 毛锴彦

上小学的女儿非要买一部手机，原
因是班上的同学基本都有，“我也想给她
买一部，但是又怕她自控能力差，影响学
习。”这位妈妈无奈地朋友圈中发问：这
个手机我到底该不该买呢？帖子迅速引
起了很多父母的共鸣，原来很多家长都
为此发愁，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

一位中学生的家长和孩子认为：现
在谁没有个手机啊，再说中学生买手机
就是为了玩游戏啊，我手机里就没有一
个游戏，我不喜欢玩这些，没意思，我都
是玩QQ，微信啊，聊聊天，有时候也会

浏览新闻，要不别人都在聊最近发生的
事，别人问你，一问三不知，不是很尴
尬？何况，谁还炫耀自己手机啊，那是
以前会这样，现在就没了，我班上还有
个买了苹果手机的都不敢拿出来，现在
有些班都会在微信里建个班群，什么作
业啊，通知啊都会发在里面，要是哪个
糊涂学生忘记作业了，还能用手机看作
业，多方便啊，有手机还能和同学聊聊
天，现在都什么社会啦，给孩子买手机
又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一位坚决持反对意见的家长张先
生发来截屏：从手机上的支付记录上
看，今年2月3日至3月3日，1个月时
间里，张先生上中学的儿子手机一共

支付了283笔，共计22465元，全是用
来购买金币、游戏钻石、战车、篮球、钥
匙等手机网络游戏装备的开销。支付
最少的一笔只有1元，最多的一笔有
648元，多数为连续支付。这些钱也
都转入了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
上。原来，多年来孩子的压岁钱存在
卡里由他自己保管，但是自从有了手
机后，开始迷恋手游，他偷偷将卡和手
机绑定后，压岁钱就这样很快花光了！

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心理教师高
彦认为，小学生们的学习特点是简单
重复，需要孩子们安安静静不断重复
地去学习，学习过程比较枯燥。而手
机带来的是多彩的图片，种类繁多的

游戏，各种新潮的短信语言。经过丰
富的体验以后再回到简单乏味的环境
中，孩子总会不适应，这就造成了注意
力不集中。因此，孩子用手机必须有
家长们的控制和引导。在日常生活当
中，不单单是手机，高老师认为把这个
范围定义得更为准确的说，应该是家
用互联网终端设备。这里包括智能手
机，智能电视，电脑，平板，电子书等
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它
们所起到的作用是以前很多东西的总
和。这里面有：电视机，游戏机，书籍，
日记，聊天等等。你不能说这些内容
全部是负面的。

高彦建议，对于孩子痴迷于网络

电子产品，家长的不以为然，会对孩子
的学习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班级里
建立的消息群，是给家长看的，不是让
孩子自己看的，家长应该切实起到监
护和引导作用，另外中小学学校也不
允许给孩子带手机。

6—7岁是孩子脑发育的快速发
展时期，脑发育结构和功能基本成熟
完善在 8岁左右，8—10岁是生长稳
定期，10—13岁时大脑发展仍需要后
续的补充和完善。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医院新生儿科主任赵丽萍介绍，在孩
子大脑发育尚未完全成熟稳定的时
候，如果使用手机、玩手机游戏、接收
手机短信，都会影响大脑发育。

赵丽萍说，小学生由于身体发育
尚未成熟，视力偏弱，面对跳跃闪烁、
字体较小的手机屏幕，对眼睛的伤害
很大，而且，使用手机的时候，不管是
大人还是小孩，都会习惯性低头，手机
放在距离眼部 30厘米以内，姿态固
定，容易肌肉紧张。长期如此会对孩
子的脊椎、手指均有影响。其次，孩子
的听力需要保护，配了手机后，孩子就
会不可避免地接或打电话，就有可能
损害听力。赵丽萍建议，学龄儿童也
就是 7—13 岁儿童应该尽量少用手
机。如果确实需要随时沟通，中小学
生可以只买一个电话手表，它的游戏
和社交功能就会弱化很多。

图说 民声快线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中小学生使用手机中小学生使用手机：：伤不起伤不起！！

观点

□张立美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对1969名经历过毕业季的受访者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2.8%的受访者为庆祝
毕业大约花费3000元以上，30.9%的受访者
觉得毕业季花费给自己造成较重负担。对于
毕业多花钱的做法，28.7%的受访者表示赞
成，认为这样更有仪式感，52.4%的受访者反
对，认为学生没有经济实力，应该节俭。

（5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客观的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毕业确
实是人生的重要时刻。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
即将离开熟悉的校园、老师和同学，走上社
会，找到第一份工作，领取第一份薪水，实现
独立。换言之，大学毕业季的确需要通过一
些必要的仪式进行纪念，留下一份美好的回
忆，比如聚餐、拍毕业照、交换礼物等，增加一
些开销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大学生毕业
季烧钱、消费要理性，需量力而行，不能在攀
比心理之下，违背家庭和个人的经济能力，盲
目烧钱，更不该把致青春与毕业季烧钱划上
等号，这就背离了致青春的本意。

众所周知，以当下我国大学生群体的财
务状况来说，大部分大学生没有独立的经济
来源，他们的财政来源主要靠父母。对于普
通家庭而言，孩子上大学本身就是家庭一项
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毕业季还没有节制的继
续烧钱，这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
可能让一些家长感到心寒。因为大学毕业生
不考虑父母的经济负担，拿着父母的钱在毕
业季烧钱，享受潇洒的毕业纪念，这是一种很
不道德的行为和选择。

再者，目前不少大学毕业生致青春沦为
毕业季烧钱，其实除了在心理上真的很看重
毕业季的纪念仪式之外，更多的与攀比心理
有关，而不是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些毕业纪念
活动。你在省内毕业游，他去省外毕业游，那
就去国外毕业游，不惜打肿脸充胖子，提前预
支生活费、借钱在毕业季烧钱，甚至走上了网
贷、“裸贷”的不归路。这些的毕业季烧钱，不
但不能从中获得真正的美好回忆和留念，相
反在无形之中给其他同学造成了压力。

事实上大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致青春，
给青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毕业季烧钱并
不是唯一的选项，毕业生没有必要更不该把
致青春与毕业季烧钱划等号。因为毕业游等
毕业季烧钱项目，都只是致青春的选修课，而
不是必修课，拥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才应是致
青春的必修课。真正难忘的致青春经历，还
包括为了找一份好工作、继续深造而奋斗、打
拼，让毕业季过得更充实、更快乐。而且，而
且，相比较漫长的人生来说，值得纪念的不是
只有大学、中学毕业的那一时刻，还有校园生
活的美好青春和多姿多彩的过程，后者或许
更让人一辈子难以忘怀。

别把致青春与
毕业季烧钱划等号

□杨永刚

6月14日是世界无偿献血日，自治区无偿献
血公益形象大使、2018年 5月入选中国好人榜
的李原这几天忙着倡议社会各界人士、公益团
队，积极参加 6月 14日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而他本人就是一名心有大爱之人，2002年至今，
他连续献血16年，累计献血量达1.9万毫升。

自2002年参加无偿献血后，李原便与献血
结下了不解之缘，至2017年，他连续献血16年，
共献全血 15 次、成份血 48 次，总计献血量达
19000 毫升。如果按一个成年人全身血量为
4000毫升计算，他献的血是全身血液的四倍。
如果按救助一个病人平均需要800毫升血液计
算，所献的血已能救活20个病人。据自治区血
液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李原是目前在呼和浩特地

区公务员队伍与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协委员中
无偿献血量最多者。为此，李原荣获 2010—
2011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荣获
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被
评为呼和浩特市“岗位学雷锋标兵”；被评为第六
届“最美青城人”暨2016年度呼和浩特道德模
范。

可以说，每张证书上都谱写着他大爱无私、
勇于奉献的精神，每一次献血都见证着他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他用行动传递温暖，用血
液灌注生命，他坚持无偿献血16年的行为感动
了很多人。2014年11月，呼和浩特市政协有位
81岁的退休老干部做手术需用血浆，因其身边
几个亲人都不适合献血万分着急，家人想到请求
政协老干部处帮助解决，手术需要备用血浆800
毫升，老干部处负责人找到多年无偿献血的李原
寻求帮助。李原二话没说，一口答应帮助解决。

老干部得知后特别激动，电话中泣不成声，血液
中心规定，每人每次血液检测合格后，最多只能
献血400毫升，李原又动员家属一同为老干部无
偿献血800毫升，保证了手术如期顺利进行，老
干部的手术很成功。手术前后李原还到医院看
望了老干部。16年来，李原只要一接到血液中
心的求助电话，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血站献血，风
雨无阻。

每次李原看见自己的血液流进血袋中，都感
到激动和自豪，自己的鲜血能够让生命重放光
彩，这样的付出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通过积极
宣传和亲力亲为，家属和周围的朋友都积极参加
了无偿献血。多年来，李原积极宣传公益献血，
不断推进我市公益事业的开展，除此以外，他还
多次施救呛水、溺水者，也曾见义勇为负过伤。
李原说，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只要自己符合国家
献血的规定，就会将献血一直坚持下去。

李原16年无偿献血1.9万毫升

近日晚22时许，牙克石市公安局交巡大
队接警称，在辖区G10高速公路西出口至南出
口路段间，有一行人在高速上行走。

当民警驱车行驶至距南出口 2 公里处
时，发现前方一位老人在高速公路中间缓慢
行走，夜间疾驰而过的车辆纷纷避让，险象
环生。见此情形，民警立即打开巡逻车双闪
灯、警报器将车停在路中间老人正前方，迅
速跑上前将老人搀扶到路边询问情况。面
对民警询问，老人有些含糊不清，只记得自
己叫张某，今年 82 岁，自己有三个孩子，大
儿子叫张某某，自己想回家，却不知怎们走
的就到高速上来了。老人一脸疲惫，表情木
讷。依据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可能患有老年
痴呆症，由于暂时不清楚老人家在哪儿，为
确保老人安全，民警便将老人带回中队。在
中队办公室，民警为老人倒上热水、买来热
饭菜，并让老人安心休息。随后，民警通过
老人提供的其大儿子姓名和可能居住在免
渡河镇附近的信息，联系免渡河派出所。通
过多方打探，次日一早，民警终于得知到了
其儿子的电话号码。

民警拨通老人儿子张某某的电话，向其说
明老人走失的事情经过。张某某匆匆赶到中
队，看到老人安然无恙，他激动地握着民警们
的手说：“太感谢了！我父亲几年前患了痴呆
症，昨天下午四点独自离家外出散步到晚上
10点，失连了6个小时，谢谢……”

（卢姗姗）

82岁老人迷路上高速
民警及时救助找到家

近日，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雄性黑
琴鸡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桦木沟森林公园林
间嬉戏。近年来，随着公园内生态植被的日益
好转，每年有黑琴鸡、鸿雁等 20多种各级保护
鸟类定期来到桦木沟森林公园筑巢或歇息。

刘玉国 摄

近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对全旗建档立卡的 637户 1646人贫困人口和过去两年已经脱贫的 3761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形式分为上门体检
和定点体检，并在体检的同时为贫困人口讲解健康扶贫政策及健康教育知识，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及自我保健能力，减少因病致贫、返
贫人口，助推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 孙智广 摄

为贫困群众免费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