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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玩手机
危害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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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玩够手机
就不做作业

天昊（化名）是小学四年级男生，父母
离异，他跟妈妈住。 但是妈妈工作很忙，经常
晚上加班， 赶回家做晚饭吃了后就回去加
班，家里就他一个人。 玩手游，就成了天昊最
大的爱好。 妈妈临走前叮咛：“赶紧 做 作
业！ ” 妈妈走后，他做了一会儿，心里就痒痒
了。 放下笔，拿起手机，开始玩。 玩了一个多
—“作业！ ” 又回头拿起
小时，反应过来——
笔，结果没做多久，又管不住自己。 就这样，
到晚上 11 点，作业也没做完。
妈妈加班回来，听见门上锁响，天昊马
上做出认真做作业的模样。 妈妈进门一见，
觉得儿子这么努力，很心疼。 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没多久，天昊露馅了，因为过
于痴迷手游，妈妈回来都没听见，被撞个正
着。 妈妈终于明白：儿子为啥每天做作业这
么晚，但是学习成绩还是上不去，睡眠也不
足，整天呵欠连天的。 但是怎么办？ 妈妈没办
法天天守着， 天昊也是每天都有负罪感，却
无法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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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你
娃家
玩是
手这
机样
的
吗

据相关调查显示， 在 500 名
中学生中，平均每天玩手机 1 小
时以内的仅占 10%， 玩 1 至 2 小
时的占到 12%， 玩 2 小时以上的
占到 8%， 剩下的 70%则是选择
“
随时想起来就用” 。
“别看手机了!”“别再拿着
手机玩游戏了!”“把手机放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
些“口头禅” 成了家长对孩子每
天重复得最多的话。
手机游戏， 从古老的贪食蛇
开始，到现在的王者荣耀等等，就
像贵阳老话讲的“猫抓糍粑——
—
脱不了爪爪！ ” 让很多人欲罢不
能， 更成为许多少年郎的勾魂神
器！ 娃娃些咋这么着迷？ 本期，我
们一起看看孩子沉迷手机的各种
情况，听听专家又有啥好办法，帮
他们脱离手游的“
魔爪” ？

见缝就插针
魂都搞没了

“
只要有机会，哪怕只有两分钟，他拿着
我的手机就玩开了！他用我的手机下的游戏，
我都找不到在哪里！ ” 提起儿子梓涵，妈妈杨
女士一脸的光火和无奈！
梓涵读初一了，本来成绩不错，自从跟同
学玩了手游王者争霸后，他就像入了迷一样，
一有空就玩手游，成绩直线下滑，沦落到全班
倒数几名！听了孩子班主任的话，妈妈收了梓
涵的手机，但是收效不大。 回到家，只要妈妈
在忙，他就拿起妈妈的手机，两只手抱着，随
便在一个角落，两眼直勾勾盯着手机，喊都喊
不应，仿佛没听见。
终于，妈妈和他来了一次深入谈心。梓涵
说了心里话：“
家里经常吵架，爸爸对我也是
板着脸，从来没好气，太没有意思了！ 只有手
机才让我心里踏实些！ ”
听了儿子的话，妈妈心里很苦，她和丈夫
的关系一直很僵，没有办法缓和，为了孩子，
大家携手提供好的氛围？但丈夫和她，一开口
就没好话，只能不说，咋办嘛？

1、引发很多眼部疾病，导致近
视成灾，影响就业。
2、 孩子经常玩手机到深夜，上
课睡觉不听课，学习成绩下降。
3、上网会使孩子变得越来越孤
僻，不愿与外界交往，交际能力差。
4、 玩手机替代了孩子的玩耍，
导致孩子活动减少， 进而影响到孩
子的身体发育。
5、玩手机限制了孩子的感觉体
验，易使孩子分不清虚幻和现实。
6、游戏里打打杀杀，容易使孩
子性格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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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手机的他
如何走出误区

罗女士家儿子晨晨，读
小学 4 年级时也沉迷于手
机游戏，和梓涵一样，见缝
插针地玩。 后来，她和丈夫
专门讨论后认为， 这应该是儿子的生活
过于单一造成的。
于是， 每逢节假日， 一家人都会出
门，不是上公园，就是进书店、看展览。 寒
暑假期间，更是带着儿子周游全国，临行
前，让儿子做旅游攻略，带着爸妈旅游。
同时， 还让儿子上机器人班， 渐渐
地，儿子不再迷手游，电脑技术非常好，
没事就上网学习相关知识。 现在，儿子还
在存钱，准备买无人机。
另外，只要晚上儿子在做作业，罗女
士和丈夫就会安静地看书，或者做家务，
绝对不玩手机和游戏。 儿子从小学四年
级就不需要家长监督了， 现在读重点高
中的高二， 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全年级前
列，有空就去游泳和骑自行车。

三个小建议
不妨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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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玩手机上瘾

1、每天都要玩！
2、不能玩就烦躁不安或易怒！
3、不能控制玩手机的时间或每天玩的时间超过 3 个小时！
4、为了玩手机宁愿牺牲社交或运动的时间，对日常活动没有兴趣！
5、为了玩手机不肯或不能按时完成作业！

手机成治“病” 神器
雨轩读小学六年级了，一直是外公外婆的掌中宝。 从读书起，
妈妈爸爸在外地工作，把他送到贵阳，住在外公家。 从此，雨轩生
活在蜜窝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说，上学放学，外公接送，还给
背书包。 回到家，就像少爷一样。
为了方便联系儿子，妈妈给他配了智能手机，这却又方便了
雨轩，和同学网上聊天不说，玩手游更爽。 父母后来发现影响了孩
子学习和休息，要求外公外婆严加管理，除了和父母联系，手机都
收管好。 但是，父母不在身边，遥控无效！ 因为雨轩完全控制了外
婆外公，一撒泼，就能如愿。 最有效的办法是装病——
—浑身没劲，
或者肚子不舒服。 不吃药，只要拿到手机玩就好。
为何会这样，雨轩一天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
回到家除了吃
饭就是做作业。 外婆和外公只是给我负责吃的、穿的，和我根本聊
不到一块儿！ 闷死啦！ 手机多好！ ”

上行下效，玩成一堆
有一天，9 岁的涵涵到楼下丢垃圾时， 突然发现爸爸的车停
在小区里，再仔细打量，哟！ 爸爸一个人在车，还传出清晰的游戏
音乐声。 涵涵拍开车门，爸爸关上手机十分惊讶而尴尬惭愧地解
释说：“
爸爸下班累了，在车里休息一下！ 不要告诉妈妈啊！ ”
涵涵没有告诉妈妈，但从此，他也迷上了手游，甚至吃饭的时
候都拿着手机玩，被妈妈一顿呵斥。 实际上，妈妈也是手机控。 吃
完饭后，妈妈就拿着手机笑呵呵地刷，还和网友语音聊天，或者追
剧。 涵涵第一次玩手机被妈妈说了后，就抵嘴说：“
你还不是天天
玩？ ” 妈妈一下子很懵，接着的解释和爸爸一样：“妈妈上班那么
累，回家不是得休息一下？” 涵涵又说：“
我上学也很累啊！晚上还
有作业，更累！ ” 这下妈妈没话了。 爸爸在旁边，因为软肋被儿子
抓住了，不说话。 就这样，涵涵迷手机，父母根本管不了，几次被班
主任请家长配合教育也没效果。

南明区苗苗学校的资深教师黄
瑞认为，孩子是否沉迷游戏，首先家
长要做好榜样， 不能在他面前玩手
机或者游戏，说道理是没用的，孩子
只学家长的榜样，不会听道理，你想
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首
先得成为那样！
其次是转移注意力。 父母在家
里多陪伴，一起读书、讨论，一起玩
耍。 然后还要带他见识广阔的自然
和丰富社会生活，眼界拓宽了，就不
会只喜欢游戏。因为，真实和鲜活的
世界，更会让孩子沉迷！孩子之所以
沉迷玩电子产品， 很大的原因是由
于没人陪同玩，或者父母少陪伴，甚
至是父母主动给孩子提供“电子保
姆” 所致。
第三是规定时间， 对犯规有惩
罚。 我们认为，孩子玩电子产品，无
论是过度放纵还是严格禁止都是不
理性的， 把握好分寸才是正确的做
法。爸妈可以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
比如每次玩不能超过半小时， 如果
这次按时归还下次就还可以玩，如
果这次不按时归还下次就没得玩，
按照规矩来做， 慢慢地孩子也会习
惯于遵守。
记者 聂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