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手小手

!"#$ 年 % 月 #& 日 '(% 日

社
区
版

"%

责任编辑：
张 逸

!育儿速读"

手游 让谁欢喜让谁忧

病者力量

个游戏，游戏的主玩者扮演皇上、王、

儿之时，比刘湘女儿大 3岁的初二学

的所有项目，这些项目简单的有
“一天

成人间的界限模糊了，再加上那些不

主人等充当首领的人，然后列出一大

生李明正在手机上跟同学热火朝天地

不和任何人说话”
，稍微进阶一些的有

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26幅画作
拍得 37.
6万元的善款，这些画都出
自汪玉婷——
—一名身患“肌营养不良

良信息会在身边的手机或平板电脑
上猝不及防地出现，这更让 00后、10
后的家长忧心忡忡。

堆香香艳艳的名字，让其他同学用发
红包的方式“认领”
，
“ 认领”之后就会
被
“首领”封为
“第一妖后”
“宠妃”……

聊着一款恐怖血腥的游戏。
“自残”
，最后就是
“挑选合适的时候自
这款游戏是李明无意间搜索到的。 杀”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有 130名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需要躲避几个长相
俄罗斯青少年自杀，而且这个游戏还

房间，母亲坐在一旁调色，汪玉婷蜷
缩在椅子上，抓着笔杆一寸一寸地在

前两天，刘湘发现女儿总是捧着
手机看，觉得有些纳闷，一次，在帮女

等名分。
“我们从小很少让她看电视，那些

怪异可怖的电子玩偶，如果被抓到，
主
角则会
“被肢解抽出器官”
“与机械骨架

在向世界扩张，眼下已经传到了中国。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

儿安装软件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作
业群”，结果发现，乖巧的女儿在这个
群里有一个挺“香艳”的名字：
“ 优伶

低俗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更是很少让
她接触，没想到有了手机和 i
Pa
d之
后，你曾经拼命为她阻拦的那些东西

绞在一起”
“塞进备用的大熊皮套中”
“只剩两个眼珠拖在皮套外”
……
青少年正值好奇心比较强的阶

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表示，作为家
长的成年人，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媒介
素养，有些家长的态度是自己可以玩

入怀”。而女儿跟一男生的聊天内容
更是让刘湘大吃一惊——
—只见“优伶

一夜间全部涌到了她面前，
孩子‘照单
全收’甚至还要变本加厉。”刘湘说。

段，而这种对恐怖刺激的追求有时候
会走向极端。

手机但不让孩子玩，这并不是一个好
办法，
应该同孩子有良好的沟通，
靠反

入怀”对一个男同学说：
“ 你爸妈抱在
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污不污？”
尤其让刘湘惊慌失措的是，女儿

著名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曾经
说，越是听话的孩子越有可能是“问题
孩子”。

由俄罗斯传出的名叫
“蓝鲸”的网
络游戏，在很多国家的青少年中间很
流行。活动的组织者会联系那些想参

对和阻止是不管用的。如果亲子关系
好，孩子看到这些不良信息会告诉家
长，
家长可以及时进行积极的引导。

以“优伶入怀”的身份在群里玩着一

就在刘湘重新认识了手机里的女

与的年轻人，要求参与者完成列表上

苏琬茜 樊未晨

网络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儿童与

症”的画家之手。走进汪玉婷作画的

画纸上描绘。那些栩栩如生的画作就
是她靠着这样的方式，花上多于常人
10倍的精力，一点一点勾勒出来的。
患上“肌营养不良症”的人，面对日渐
僵硬的躯体，谁也无能为力。现在的
汪玉婷，就算是说话都得喘上几口气
儿，但画画是她一生的执念，只要还
有力气提笔，就还想着多画几笔。上
帝给了她最“无力”的生命，但她活得
王惠群
比谁都有力量。

伪造文凭
在网上，有中介公司声称，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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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写作《论教育》时有一个
问卷调查：如果你的孩子对别人

和父母互相屏蔽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近 60%的
95后选择在社交网络上屏蔽父母。
屏蔽一词很是微妙，是隔离也是
保持距离，既显示出无形的界限，又

的孩子面带不屑，甚至动手推搡、
打人，作为父母，这个时候你应该
怎么教育你的孩子呢？
康德认为，如果父母强行灌
输给孩子平等的概念，或者打骂
孩子，意义都不大。合适的方法，
应该是教育孩子建立起同情心。

留下了互相尊重的空间。
父母与子女就像两列不在一个轨
道上的列车，总是存在隔阂，
这种代沟
也体现在朋友圈中。屏蔽朋友圈，
可能
是不让你为我担心，也减少因价值观
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在尊重彼此的前
提下，把父母视作一个既近又远的朋

“同情秩序”是我们在孩提时
代最稀缺的教育课。当然，我们的
确有恻隐之心，但这种恻隐之心

的心情，
我不想告诉你。
分组可见就是为父母设计的吧！
简单拉黑太粗暴，更多人通过“分组
可见”在父母眼中塑造着阳光向上的
好形象。朋友 l
ul
u会偶尔发一些仅父
母可看的 《职场智慧 80条》
《高情商

辟谣推文给他们看，也是一种表达爱
的方法嘛！

和同情的秩序。
当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关于同
情秩序的观念训练，失去必要的
同情心，当他身处公权力与私权
利的对峙环境里，或者当他处在
强势和弱势的关系中，他就看不
出 生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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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屏蔽父母的当然也大有
人在，但有些是“变相屏蔽”
，有朋友
偷偷用妈妈的手机屏蔽了自己。也有
人坦言，自己发朋友圈就是给爸妈看
的，很私人的年轻化的内容会发在
QQ和家人不玩的微博，
“狡兔三窟是
种社交美德”。
爸妈也会屏蔽孩子。有网友晒出
妈妈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
“ 明天儿
子就回家了，做个什么菜好呢？”看了
不禁让人鼻头一酸。
分组屏蔽就像是家里一扇可关

据中介说，即便什么东西都没
有，只有一张旅游签证，便可以办一
份留学学历的认证。如果不挑国家和
学校，只需 10万元，否则都在 10万
元以上。
中介表示，平时需要多和认证中
心的人搞好关系，只要是通过中介公
司这条线送进去的材料，会得到特殊
央视
的关照。

法律追诉
大多只是停留在家人关系和熟人
圈子里，不构成一种观念的习惯

友，
有一些无伤大雅的秘密、
一些隐秘

就是好好说话》，父母极满意，还嘱她
认真研读。也有人以带爸妈跟上时代
步伐为己任，特意发一些科普网站的

做人当有同情心

本不用出国上学，只要花钱，就能直
接拿到国外某所大学的毕业证，最重
要的是，这个毕业证能够通过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证。

见对方怀里抱着的孩子，或者与

姚天逸

对方推推搡搡而想不到自己怀抱
着孩子，甚至作出某些理直气壮
的反人类事件。如此没有同情平
和之心的人，能培养出柔和谦卑
的孩子，可能性不大吧。 苏小和

1996年 11月 26日下午，刘某
某酒后行至河南省新密市一乡间小
路，将被害人郭某某（女，殁年 8岁）
强行抱进路边窑洞内实施强奸，致被
害人窒息死亡。刘某某将被害人掩埋
后潜逃，直到今年 3月 1日才被抓获
归案。由于本案已超过刑法所规定的
20年追诉期限，
当地公安机关遂依法
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经审查认
为，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强奸幼女并致
其死亡的行为，虽然已超过 20年追
诉期限，但犯罪行为恶劣，后果严重，
必须追诉。

季凤建

给孩子一把安全钥匙
尹建莉曾创造畅销书 《好妈妈
胜过好老师》700万册销量神话。女
儿很小的时候，尹建莉几乎不放过
任何一个闲聊方式的机会，去渗透

一个朋友曾向她诉苦，学校装
修期间，老师警告孩子不要去危险
区域，
但有的孩子偏要拧着来。尹建
莉认为，这是因为孩子的好奇心没

自实践一下，这样能增加孩子的实
际经验。”
尹建莉说，
“在头脑中内置
安全概念，是赐予孩子一个百毒不
侵的
‘护身符’
。”

之间的藩篱。
在尹建莉看来，当孩子抱怨在
学校受到同学欺负时，很多父母就
会让矛盾方隔离，或者教唆孩子打

具体的安全意识。哪个孩子被拐卖

有被满足。“小孩子想玩剪刀，家长
却不允许孩子碰，藏起来，这样既不
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扰乱了孩
子对人和事物的正常认知，他们就

有的幼儿园对孩子进行防范性
教育，老师过度夸大危害性，孩子回

回去，破坏孩子之间的交流，其实教
会孩子宽容也很重要。

可开的门，钥匙掌握在我们手里，父
母不会强行推门而入，我们也不会始

了，哪个小朋友摔伤了，谁被打伤
了，只要看到任何安全方面的事件
报道，都会有意无意拿出来和孩子

家都不敢让妈妈亲吻，不敢让爸爸
抱；父母为了防止 4岁的女儿被性

女儿在上小学时，一个男生经
常“欺负”她，尹建莉在放学路上，等

终紧锁。它像是家庭关系中一种必要
的界限，保持距离，让我们保有各自

一起讨论，
并鼓励孩子发表意见。
到了山区，她会告诉孩子走山

偏偏去一探究竟。”
因此，她女儿要求玩刀和打火

侵，衣服都买偏中性的；甚至，当孩
子出现危险举动时，有些家长习惯

到了男孩，没有任何一句批评，而是
说“听圆圆说你总喜欢找她，是不是

的生活范围和价值观，然后，可以在
不屏蔽的公共空间分享更多。
网络时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

路时应该注意什么；在海边，她会讲
述靠近湖海怎么保证安全。“当然，
正面教育要占主流，但是另一方面，

你挺喜欢她的？你觉得圆圆是个好
同学吗？男孩子是不是应该保护女

离更多的是屏幕间的疏离，网络上的
样子只是自己的一部分。屏蔽父母不
代表不孝顺，和父母的朋友圈互动
多，也不能表示你全部的爱。
林英涵 谭琬元

机，她不会生硬地拒绝，而是拿着刀

用暴力去惩罚。尹建莉觉得这是在

虽然我们希望让孩子感受世界是美
好的，周围的人是可爱的，但也要让
他们知道，贪婪、谎言、暴行等阴暗

去切肉给她看，
用打火机点燃报纸和
布条，
告诉她
“如果玩火，
咱们家就烧
光了，
你心爱的布娃娃也没了”
。

把孩子往心理扭曲的路上推。
尹建莉说，在安全教育上，家长
应该拿捏好尺度，既不要让孩子轻

“要让孩子真正明白妈妈所说
的话，而不是强迫孩子糊里糊涂地

面可能潜伏在身边。”

接受。有些安全问题可以让孩子亲

信，也不要让孩子觉得外面的世界
多么可怕。否则，
在为孩子提供保护
的同时，也在他们心头栽下与世界

生呀？”几个问题抛过去，男孩似乎
思考了很多。尹建莉还送了本故事
书给他，
“要唤起孩子的爱和美。人
生树敌越少越安全。善意是一种正
李想
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