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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老师：
您好！我女儿整天沉迷于手机

和网络，根本无心向学。为这事我
骂过她，还动手打过她，但是她依然
故我，甚至变本加厉。马上要上高
三了，她却无心向学，我真是心急如
焚啊！面对这样一个执迷不悟、油
盐不进的女儿，我该怎么办？请帮
帮我们。谢谢！

一个焦虑的妈妈

焦虑的妈妈：
您好！来信已阅，在四顾皆是

“低头族”的今天，家有手机依赖成
瘾的孩子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您用打骂的方式来处理女儿的“手
机依赖症”，简单粗暴又适得其反，
实在是管教子女的下下策。

事实上，许多叛逆的青春期孩
子，对父母的管教常常软硬不吃、
油盐不进，父母的影响力日渐微
弱。孩子之所以难以管教，与父母
的管教未能与时俱进也有关系。

父母平时应注重学习，对“手机依
赖症”有所了解，在孩子开始使用
手机时约定使用规则，让孩子学会
合理使用手机。这样，孩子才会把
手机当作学习与生活的工具，而不
是沦为手机的奴仆。

“手机依赖症”是一种心理疾
病，多见于比较孤僻、自卑和缺乏自
信的人。一般而言，容易对物品产
生依赖的孩子，大多在现实生活和
人际关系中找不到归属感。在孩子
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期，如果父母
没有言传身教，没有提供高质量的
陪伴，不能帮助孩子建立安全的依
恋关系，那么孩子就会向外寻找依
恋对象。孩子对手机的依赖，从某
种程度上显示出早期父母关注和
陪伴的缺失。孩子的“手机依赖
症”不是一蹴而就的。她天天与手
机耳鬓厮磨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好
的教育时机都被父母忽略或错过
了。看到孩子沉陷其中欲罢不能，
这时候才开始疾言厉色、打骂相
加，不是良策。

那么面对油盐不进的“手机依
赖症”孩子，父母应该怎么办呢？以
下是我的一些建议：

1.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研
究表明，有效的沟通 55%取决于
体态语言，38%取决于语调，只有

7%取决于说话的内容。可见，怎
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沟通时，
内容要清晰明确，主题要突出，
要围绕重点展开话题。有些父母
喜欢唠叨与说教，与孩子沟通时
常有冗长的前言做铺垫，七拐八
绕把孩子绕烦了才说到主题，这
样的谈话方式只会给人添堵。
建议谈话开门见山，重要内容先
说。当然，怎么说要考虑孩子的
聆听习惯和身心特点，孩子吃哪
一套你就用哪一套。用孩子喜
欢和接受的方式沟通才是有效
的。注意营造安全温暖的沟通
氛围，借助表情语调和肢体语言
增加沟通的温度，多说温暖、给
人信心和希望的话，多分享方法
多给建议。

2.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这些资
源包括医疗资源、人际关系资源和
兴趣资源。父母要带严重依赖手机
和网络的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以
排除身体器质性病变导致的困扰，
特别要通过心理测试确定孩子对手
机依赖的程度。求医前要向医生清
楚说明孩子面临的问题，了解目前
的治疗方法。若确定孩子对手机依
赖成瘾，则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治
疗；若依赖程度不高，可用心理辅导
加上家长、亲友的督促指导，帮助孩

子摆脱“手机依赖症”。
另外，对于高中生而言，同伴关

系非常重要。如果孩子身边有谈得
来的好朋友，创造机会让同伴影响
带动她，效果会更好。如果孩子拥
有一些健康的兴趣爱好，则可以将
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兴趣爱好
上来，减少玩手机的时间，减少对手
机的依赖。

3.温柔的坚持和兴趣开发。
所谓“温柔的坚持”是指父母在教
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坚守必要的底
线与原则。不论发生什么，你都不
允许自己和孩子突破这个底线和
原则。比如，约定玩手机的前提：
一是要有节制地玩，二是要在完成
了规定的学习任务之后才能玩。
一旦玩手机的时间超出约定的安
全范围，就要及时竖起警示牌，温
和而坚定地喊停。同时，为孩子创
造更多户外活动的条件，培养孩子
的运动技能和多方面兴趣爱好。
运动等兴趣爱好是极好的调节情
绪、提升自信心的手段。当孩子
掌握了一定的运动技能，拥有了
一些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就可
以用这些技能和爱好取代手机依
赖。拥有更多更好选择的人，是
不会轻易对某些物品产生痴迷与
依赖的。

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是一次学习
和成长的机会。在督促和帮助孩子
摆脱“手机依赖症”的过程中，父母
需要主动反思和不断学习，如此才
有足够的智慧与能量陪伴孩子成
长。无论何时，对孩子而言，父母的
陪伴与支持才是最给力的告白。祝
您和孩子早日走出困扰！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

心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孩子迷恋玩手机
父母一味斥责效果未必佳

“你指尖跃动的电光，是我此生不变的信仰。”网络
流行的这条弹幕，被某网络游戏公司刷在农村的一面
墙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面对网络游戏公司
的“狂轰滥炸”，农村青少年群体正成为网游成瘾的

“重灾区”。
调查显示，青少年已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而农

村留守儿童沉迷游戏的时间则更长。相对简单的社交
生活让农村青少年更容易被屏幕里的奇幻世界吸引；
隔代监管的家庭结构又让他们能够轻易找到机会接触
游戏；再加上游戏运营公司投其所好的游戏设计与不
遗余力的推广引诱，农村青少年成了网游更容易捕获
的“猎物”。曾经充满野趣的乡村生活，正被对游戏世
界里“吃鸡”和“抢大龙”的沉迷异化。

“网瘾少年”赢了游戏，却输了未来，家庭和社会也
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专家指出，网络游戏成瘾的危
害绝不仅仅是荒废学业，大量游戏以错误导向构建的
世界观会对青少年形成误导和畸形塑造，从而埋下社
会隐患。

有鉴于此，国家多次出台相关规定，规范网络游戏
市场。2017年年底，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
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部署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
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要求网游企业不能片
面追求经济效益，低俗营销，诱导消费。近日，教育部
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要求，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
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
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然而，很多网游仍以隐蔽的方式“消遣”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和未来，“新英雄”“新道具”“新玩法”层出不
穷，煞费苦心地要把青少年培养成“忠实玩家”。还令
人担忧的是，目前很多游戏的身份验证系统和防沉迷
系统总会被玩家用虚假身份证注册、换号游戏等方式
绕过，对青少年的防护作用大打折扣。

沉迷网络游戏危害巨大，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为
青少年建立起“防护网”“保护墙”。家庭和学校应努力
为他们营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氛围，加强教育引导；监管
部门需进一步从内容、形式到游戏种类等各方面强化
游戏监管，加大整治力度；对游戏运营公司来说，社会
责任不是可有可无给“脸上贴金”的表面文章，而应成
为关系企业存亡的根本所在。事关民族未来，绝不能
放任游戏企业靠诱导青少年成瘾来猎取财富。

（据新华社电）

别让农村青少年
赢了游戏，输了未来
■ 季小波

话题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
来越多青少年沉迷于手机世
界，而问题也随之频繁出现。
许多学生沉迷网络、沉迷游
戏、玩物丧志，甚至出现心理
障碍、安全事故，极大影响了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今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做好预防
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
工作。通知强调，要研究制定
预防学生沉迷网络工作制度，
并指导学校加强对校园网内
容管理，建设校园绿色网络。
各校要明确学校各岗位教职
工的育人责任，加强午间、课
后等时段管理，规范学生使
用手机。

调查显示，76.4%受访者支
持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禁手机，
13.8%的受访者不支持。52%
的受访者认为幼儿园、中小学校
禁手机不应“一刀切”。

陈华建议，为了避免中小
学生沉迷手机，影响日常学
习，可以让他们使用非智能
手机，平时能与亲友们进行
日常联系即可。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
院副教授赵秀文认为，家长和老
师要相互配合，让孩子们认识
沉迷手机的危害性。一些中学
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如果直
接“一刀切”不让他们用手机，
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云大津认为，使用互
联网，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知天
下事。中小学生通过手机网络
可以获取知识和信息，不与社会
脱节。但是，一些学生心智不成
熟、自制力差，容易出现沉迷手
机游戏等问题。

云大津认为，目前，完全禁
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
很难。要防止中小学生沉迷
于手机世界，需要老师和家
长进一步引导学生提高自律
能力。

有学者认为，中小学生沉迷
手机，错并不在于手机，关键是
看使用者如何使用。中小学校
应开设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和手
机使用教育相关课程，在孩子入
学时发放宣传手册，引导学生
正确使用手机。

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学生近视高发，网友热议：

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该不该管？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忧心：被手游“包围”的
农村中小学生

“落地成盒”“垃圾菜”“非法组队”“AWM”
“M16”……课间休息时，两名二年级小学生热烈交流
起昨晚玩的“吃鸡”手机游戏，一连串网络用语让人听
得莫名其妙。

随着智能手机、4G网络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王者
荣耀》等网络游戏迅速向农村学生蔓延。记者近日在
辽宁某省级贫困县的一些村镇中小学采访了解到，从
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游戏弥漫散布在义务教育
的全龄段，玩《绝地求生：刺激战场》《王者荣耀》等手游
成为男生的“必备技能”。“忍不住想玩，不玩就闹
心”——对一些学生而言，每天写完作业就是玩手游，
一打一两个小时停不下来，游戏已经基本占领了他们
的大部分课余时间。

“昨天我杀了好几个人，差点到决赛圈了，结果被
人用平底锅敲死了。”二年级小学生小宇告诉记者，每
天讨论游戏成为同学们的最热门话题。“爸妈也玩《王
者荣耀》，每天写完作业，我就和5岁的弟弟一起玩游
戏。”

记者在4所中小学随机采访30余名中小学生了
解到，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学生可以“每天玩游
戏”，最多时“一玩玩一天”。尽管一些网络游戏设计有
防沉迷系统，但实际应用过程中，这些措施无法有效规
避孩子的欲望。初三学生小叶表示，即便是用自己的
身份证注册，也可以玩游戏五六个小时以上，如果用家
长的身份证注册，就更没有时间限制了。

很多学生有在游戏中的充值经历，从十多块钱到
数千元不等。初二学生小吴说，自己玩《王者荣耀》充
了快3000元钱，都是自己攒下的零花钱，父母不知。

“充了钱，人物的皮肤、攻击手段都不一样了，特别炫。”
“《穿越火线》有把枪888元，等我有钱了，一定

买一把。”小学生小浩看着表哥拥有的武器装备羡
慕不已。

问及游戏最吸引人的是什么时，一名学生脱口而
出：“杀人比较爽，赢了很开心。”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
游戏里的暴力元素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行为，一些学生
说，玩游戏输了会“摔手机”，一些游戏中的吵嘴会演变
成现实中的“单挑”或斗殴。

多名学生表示，长时间玩游戏会让自己视力模糊，
头晕，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等，但“不玩就手痒”“控制不
住自己”。记者走访的两所初中学校都有因为玩游戏，
成绩逐渐下降而无心上学直至辍学的案例。

记者采访发现，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留守者
多，课后培训基本没有，加上缺乏父母的监护和监管，
手游更容易乘虚而入。

“学校里严禁带手机，但在校时间短，下午三点半
就放学了。”一些教师也坦言，学校在限制学生玩游戏
方面，只能做到在校期间的严格监管，但对孩子离校后
的管理鞭长莫及，没有什么好办法。

（据新华社电）

“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
级，天天捧着手机玩，我很担
心 会 影 响 她 的 视 力 和 学
习。”近日，海口市民翁燕燕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过度使用手机是目前导
致学生近视高发的原因之
一。有网友建议，应该禁止
中小学生带手机进入校园。
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2
名受访者开展的调查（以下
简称调查）显示，76.4%的受
访者支持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禁手机。

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园
该不该管？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就此话题进行了采访。

9月12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海口一所高中采访时发现，整个
高一年级基本没有学生在课堂上使
用手机。学生小陈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课堂上大家都不会使用手机。
但是，上晚自习时如果老师不在，玩
手机的人就会多起来。

调查显示，针对未成年人带手
机入校，68.8%的受访者认为会分散
课堂注意力，56.0%的受访者认为会
造成视力下降和近视。其他不良影
响还包括以下内容：受到暴力、色情
等不良信息的影响；影响课间体育
活动的开展；变成“低头族”，影响身

体健康；在同学间产生攀比心理等。
陵水黎族自治县北斗小学校长

贾兴丽说，她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手机
后，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为了不影
响孩子的成绩，她很快就将手机没收
了。孩子很不高兴，但是很快又向其
他同学借来一部旧手机。

在贾兴丽看来，学生在课间使用
手机，上课时可能会回想游戏画面，
注意力无法迅速回到课堂。禁止手
机入校，会有利于学生的课堂学习。

“我认为，过早使用手机对孩子
的日常学习影响较大。”拥有19年教
龄的海口小学老师陈华表示，如果

有学生在课堂上偷玩手机，不仅会
影响自己的学习，也会扰乱其他同
学的注意力。

当前，“手机成瘾症”、社交网络
滥用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
社会问题。在学校里，网络霸凌、色
情与暴力内容的传播，严重影响了
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法国国民议会日前通过法案，
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
园内使用手机。除残障学生特殊需
要、校外活动或教学目的外，3岁至
15岁的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不得使用
手机、平板电脑等可联网通信设备。

采访中，也有学生和老师认为，不
应该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入校园。

“我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最多
4个小时。”琼海市嘉积中学高二
学生苏智成（化名）说。学习累了，
他喜欢用手机听音乐放松一下。

昌江矿区中学高一学生林欣韵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学校每个班级
都有QQ群。寒暑假时，学校老师
会在QQ群里指导同学完成作业，

在手机上查看非常方便。
定安一所中学的教师罗明俊认

为，过去，学生们遇到难题，会去图书馆
查阅资料。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手机成
为学生们的移动图书馆。借助手机查
阅资料，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在罗明俊看来，和小学生相比，
中学生的自制力更强，“没必要禁止
中学生带手机进入校园。”

目前，我国教育部门没有明文

规定中小学生不能带手机进入校
园。据了解，我省一些中小学校禁
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在一些寄宿
制学校，学生可以带手机进校园，
但是学校会要求学生将手机交给
老师保管。若学生没有上交，老师
可以没收手机。在校期间，如果学
生需要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可以使
用老师的手机。周五离校时，学校
再让学生取回自己的手机。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正方：禁止手机入校，有利学生课堂学习1

反方：带手机进校园也有好处2

多管齐下 防治手机沉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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