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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厕所时都会带着手机玩
游戏。洗澡时，就把它放在旁边
听音乐。”16岁的欧一函（化名）家
住琼海市长坡镇长西村，他的父
母都在三亚打工。他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爸爸妈妈平时很少回
来，我和他们待在一起最久的就
是春节。”

上初中时，为了方便平时联系，
欧一函的父母给他买了一部千元智
能手机。

“平时喜欢刷抖音，很有趣，
还能打发时间。”欧一函说，学校
对课堂上使用手机的情况管得很
严，“这学期开学时，班里就有两

个同学上课玩手机被老师没收
了。”

对于儋州市南丰镇油麻村村民
马彪（化名）来说，和17岁女儿的

“较量”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从
海口打工回家的马彪发现女儿越来
越喜欢在写作业的时候看手机，“她
说是在查英语单词，我看她就是在
玩游戏、看视频。”

为了更好地管教女儿和照顾
家庭，马彪决定离开海口回到南丰
镇找工作，“明年她就要高考了，不
管真的不行了，必须没收她的手
机。”

每天中午，儋州市木棠镇蒌根

村村口的小卖部是中学生吴小雨
（化名）最爱去的地方。她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家里没有WiFi，想刷视
频玩手机只能到小卖部去蹭宽带。”

说起孙女，吴小雨的奶奶频频
叹气：“家里没装网（宽带），她还生
我的气。”

吴小雨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从小由奶奶带大的吴小雨，上了初
中后，走到哪里都机不离手。为了
家里不装宽带的事，她经常和奶奶
吵架。

据估算，我国农村青少年网
民近千万。针对农村青少年对手
机的依赖问题，今年4月，教育部

发出《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
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
知》。

据了解，目前，成瘾性网络游
戏、邪恶动漫、不良小说、互联网
赌博等不断出现，造成一些中小
学生沉迷游戏、行为失范、价值观
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中小学生
的学习进步和身心健康，甚至出
现人身伤亡、违法犯罪等恶性事
件。

近期，农村孩子沉迷网络游
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对
于许多“80 后”“90 后”而言，童年
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踢毽子、跳皮
筋、跳房子、丢沙包等各类集体活
动不一而足。反观现在的孩子，尤
其是农村孩子，大多有且只有一个
玩具，那就是手机。相比于城市，
农村留守儿童沉迷网络，尤其是沉
迷网络游戏的现象更加严重，应当
引起高度重视。

不过，针对这一现象，有人把
矛头直指网络游戏、网络直播，斥
之为两大毒瘤；有人认为应对网络
游戏开发进行从严规范监管；有人
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及时开发一套
防沉迷系统……而笔者以为，当前
最紧迫的，应当是着重解决好留守
孩子的陪伴、引导问题。网络游戏
固然是罪魁祸首，但究其原因，首
当其冲的，则是教育引导的缺乏。

许多城市孩子，可能都养成了
这样的习惯——每天放学归来，或
者去辅导班，或者去兴趣班，亦或
是抓紧完成作业，成绩稍有下滑，
父母就会开始紧张。而许多农村
孩子却是另一番情景——放学归
来，就是待在一个角落里玩手机。
他们沉迷于虚拟世界的杀伐攻防，
有时会有小伙伴围观，玩得不亦乐
乎。有人会问，孩子没人管吗？不
是没人管，是压根管不住。

谈及留守孩子，人们的直观印象
是没人陪。事实上，很多留守孩子是
有人陪的，只是大多是隔代陪伴。爸
妈养家糊口、打工在外，孩子大多由
爷爷奶奶来陪。隔代陪伴的爷爷奶
奶年纪较大，对孩子往往爱大于管，
很多人跟不上现代教育的步伐，很难
给孩子以正确引导。另外，许多老年
人自己都搞不懂智能手机如何使用，
又怎么能管得住孩子？所以，在农村
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老人跟孩
子讲道理，根本讲不过孩子。

不难看出，除却学校教育，农村
留守孩子基本处于自发成长状态。
隔代陪伴所给予的只是生活需求，
保证吃饱穿暖、不出事故。可是，孩
子的教育，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些。
古人常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
知义。孩子的成长同样如此，需要
打磨，需要修剪，需要引导。如果引
导不力，就会误入歧途。可现在，谁
来打磨他们，谁来引导他们？

身在城市，每每看到身边父母
教育孩子“这可以做，那不可以
做”，就会鼻头发酸，这些话谁来给
农村留守孩子讲？所以说，最好的
陪伴，最有效的引导，永远是父母
关爱。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或者
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应是我们努
力的正确方向。

爱，是彼此的成长
■ 王槐珂

周六早上，就读高三的儿子照常上课，我一如
既往，上午六点十五分准时从被窝里起来，在灶台
前生火，蒸熟热乎乎的包子，再烧一壶开水，冲泡一
杯热腾腾的牛奶，饭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面香与奶
香……

早餐准备就绪，我来到儿子床前，轻轻把他从
梦中唤醒。睡眼惺忪的儿子突然冒出一句：“大周
末的你怎么不睡懒觉，怎么这么有精神？”我脱口而
出：“这就是母爱啊！”

也许，儿子并不领情，也不喜欢我如此甜腻的
爱的表达。可是，我总是放心不下，总喜欢围着他
转，就像小时候的我离不开妈妈一样。与其说我在
陪伴孩子，不如说他在陪伴我。

孩子一天天长大，喜欢独立自主，不再需要妈
妈太多的介入。可是，不是说“有一种冷是妈妈觉
得你冷”吗？温度骤降时，我会翻箱倒柜为儿子找
出秋裤和棉衣。可是无论春夏秋冬，儿子总是穿着
那件单薄的蓝色校裤，不加也不减，在炎炎夏日下，
在猎猎冷风中。无论刮风下雨，他总是那个从不带
伞的少年……

昨天读到一段话，说得很好，引人深思。那段
话来自M·斯科特·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真正
意义上的爱，既是爱自己，也是爱他人。爱，可以使
自我和他人感觉到进步。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
去爱他人。父母缺少自律，就不可能让孩子懂得什
么是自我完善。我们推动他人心智的成熟，自己的
心智也不会停滞不前。我们强化自身成长的力量，
才能成为他人力量的源泉。”真正的爱，是彼此的
成长，共同的进步。当孩子已经长大，如果父母的
心智还停滞不前，怎么能成为他成长力量的源泉？

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每个母亲都需要不停转
换角色，可以是亲人，可以是好友，可以是老师……

有人说，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世
间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唯独父母对子女的爱是
为了相离。

我已依稀看到母子一场的目送，依稀看到渐行
渐远的背影……

百感交集，欣喜或忧伤！

“老师，您不能表扬他！”
■ 羊玉秀

前段时间，一件事引起了办公室里几个老师
的热议。有个学生被老师批评了，他的母亲就对
老师说：“老师，我的孩子不能批评。你一批评，他
就更不听话了，平时要哄他，要学会表扬他。”一开
始听到家长的意见，老师说：“嗯，我以后教育他的
时候会注意分寸的。”但是，部分老师也对家长这
种教育思想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没有原则的

“哄”和“表扬”是对孩子的溺爱和放纵。况且，每
个孩子心中都有一杆秤，该不该表扬，他们的心里
可亮堂着呢。

就拿我们三年级那群孩子来说吧。一天早上，
我走进教室后看到昔日乱堆的扫把被分成三份，整
整齐齐地靠墙摆放着。我心中一阵欢喜，忙问：“这
是谁摆的呀？这么整齐！”“小兰！”全班同学异口同
声地大声回答。

“哦，那要表扬小兰同学，你太棒了！”我一边看
小兰，一边笑着说着。坐在角落的小兰眉开眼笑，
一改往日仿佛被遗忘的安静，瞬间成为全班瞩目的
中心。

我表扬的话音刚落地，教室里突然变得鸦雀无
声。我的心中掠过一丝诧异，如果是平时，此处应
该有掌声啊。这时，一个坚定的声音响起来：“老
师，您不能表扬他！”

一石激起千层浪，班里顿时像炸开了锅，不少
学生都在重复这句话：“不能表扬他！”

我纳闷起来：“难道扫把不是小兰放好的吗？”
“是的。”学生们回答道。
“难道做了好事不应该得到表扬吗？”
“应该。”
“那老师为什么不能表扬小兰同学呢？”
“因为是数学老师叫他摆，他才摆好的！”
哦，原来如此。许多学生关注的重点是数学老

师要求的，并不是小兰主动做的，所以不能表扬。
我扭头看着小兰同学，他美滋滋的神情不复存在，
换上了一副委屈的样子，眼泪仿佛都要掉下来了。
他低着头，小声地说：“可扫把是我摆好的，又不是
你们摆好的……”

如何制止这场小纠纷？略一思索后，我对全班
同学说：“现在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小组讨论一下：
小兰同学该不该被表扬？应该表扬他什么？”

听到这里，学生们纷纷交头接耳起来。望着
这一群特认真的“小大人”，我不禁哑然失笑。对
他们来说，眼前这件“能不能被表扬”的事是件大
事。小兰在班里既不调皮捣蛋，也不是成绩最优
秀的，属于默默无闻的大多数，平时很难被全班同
学和老师关注到。他是多么想得到属于他的荣耀
时刻啊。

短暂的讨论后，全班同学取得一致意见：小兰
同学可以得到表扬，但不是表扬他摆放了扫把，而
是表扬他尊重老师，听从老师的安排摆放了扫把。

从这件小事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孩子的童
心世界里无小事。所谓要关注全体学生，应该从关
注班里那些“大多数普通学生”开始。很多时候，他
们渴望被表扬、被关注的心情，就像成长的花儿渴
望阳光雨露一般。

（作者系儋州市西培中心校南乐小学教师）

师说心语

家有儿女

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问题格外突出

别让手机成孩子唯一“玩伴”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4类青少年容易沉迷网络：

缺乏温情教育方式、
缺乏社交能力、
面对压力缺乏应对能力、
自我认同度比较低

留守儿童的游戏时间
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每天玩4～5小时”

占比分别是

18.8%和8.8%；

“每天玩6小时以上”

占比分别是

18.8%和8.2%

沉迷网游，
留守孩子谁来引导？

■ 张成林

11月18日下午六时许，清脆的
笛声、悠远的箫音在海南大学城西
校区响起，十多把吉他共奏一曲思
乡民谣，轻盈的舞姿显示出大学生
社团的青春活力……

据了解，在海南大学海甸校区、
城西校区、儋州校区，活跃着文娱体
育、公益服务、学术科技、社会实践
四大类140个学生社团。社团成员
人数达27000余人，占海南大学学
生总人数的70%以上。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大
学城西校区看到，该校音乐社团成
员正在小广场练习乐曲。音乐社团
成员曲洋辰在吉他群奏曲中，有节
奏地拍打箱鼓。

据了解，海南大学注重提升学
校社团活动的质量和文化内涵，从

“数量建团”向“质量建团”转化，组
织引导140个学生社团依据自身特
点开展社团活动。

近年来，海南大学学生社团获
得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奖项，学生

社团联合会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十
佳学生社团联合会”荣誉称号，生
命科学协会、法律外语协会和椰风
文学社获得“全国学生最具影响力
社团”荣誉称号，爱心协会、红五角

阳光公益协会获得第二届中国青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等。

据海南大学团委副书记俞花
美介绍，学生社团作为海南大学校
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学校第

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校不
断加强学生社团建设，对社团活动
的开展给予大力支持，重点扶持

“百团大战”学生社团迎新平台、社
团文化节系列活动展示平台、东坡

剧场戏剧类比赛平台和对口建设
中小学校社团文化发展平台等四
个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
育人功能，使学生社团成为促进海
南大学学生成长的重要平台。

海南大学140个学生社团成为学子成长的重要平台

缤纷社团点亮精彩校园
■ 本报记者 苏晓杰

近段时间，海口市龙华区龙
泉镇昌盛村村民陈英浩有点烦。

“孩子不想做作业，回到家
就玩手机。”陈英浩忧心忡忡地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9岁的女
儿今年读小学三年级，每天放学
回家都闹着玩手机。他和妻子
坚持不给，“沉迷手机影响学习，
还很可能导致近视”，但家中老
人爱孙心切什么都依着她。

苦恼的不止是陈英浩。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
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青少
年网民规模达2.87亿，其中农村
青少年网民比例为27.6%。隔
代监管的困境，让农村青少年手
机依赖问题格外突出。

海南农村留守儿童是否存
在手机依赖问题？家长、老师应
该如何对症下药？近期，海南日
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
童研究所对全国 10 个省区市
6000多名学生及其所在的家庭进
行过详细调查后，分析得出有四类
青少年容易沉迷网络：缺乏温情教
育方式、缺乏社交能力、面对压力
缺乏应对能力、自我认同度比较
低。

统计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的游
戏时间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每天
玩4～5小时”占比分别是18.8%和
8.8%；“每天玩6小时以上”占比分
别是18.8%和8.2%。

“留守儿童长时间面临父母的
情感缺失，孤独感强烈，而网络游戏
无疑是实现快乐的便捷渠道，但陪
伴孩子成长的不应该只有手机。”有

专家呼吁。
在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

学院副教授赵秀文看来，要解决
这一问题，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
是增加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和监
管，而增加父母的陪伴需要社会
的相应支持，如加大对农村、农民
的政策倾斜，吸引他们返乡就业
创业等。

“作为老师，我们会在家长群
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沉迷手机游
戏。”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中心
学校老师郑玉秀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她坦言，在沉迷网游的农村孩
子中，最难管的就是留守儿童。父
母外出务工时，爷爷奶奶对留守儿
童比较宠爱，他们想玩手机老人就

给。
郑玉秀说，针对这种隔代抚养

的情况，老师能做的就是在家长群
里反复提醒家长，让他们多和老人
沟通，不要放任孩子沉迷在手机游
戏中。

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院长
宋焱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
游戏的问题，也反映出他们缺乏关
爱的问题。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危害
巨大，全社会都要特别关注这个问
题，为青少年建立起“防护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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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加大整治力度。

沉迷网游 农村孩子把手机当“玩伴”

多管齐下 为留守儿童建立“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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