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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寒假! 不少家长一碰面就互
相交流在家里当 "网监# 的经历! 为孩子健康
上网的问题而操心$ 大到良莠不齐的各色网站!

小到 "少儿不宜% 的内容插画& 弹窗广告! 都
有可能影响孩子的成长$

今年以来! 一个名叫 "百嘟嘟% 的 "未成
年人绿色导航网站% 被推出$ 上线仅两三个月!

就在孩子和家长当中流行开来! 高峰时日流量
过万! 并在口碑相传中赢得了数万名青少年儿
童及其家长 "粉丝%$ 最特别的是! 这个网站不
仅是由一个七岁孩子首倡! 而且目前负责整个
运营的! 也是在家长的支持下的一群 "小鬼%$

七岁的卢文欣是个活泼的小女孩! 她的父
母卢林海夫妇很担心女儿会被不良的网络环境
"污染%! 于是想出各式奇招应对! 甚至还把电
脑上过锁! 把网线拔掉等等$ 而文欣其实也有
自己的烦恼' 爸爸妈妈永远都不放心! 她喜欢
玩的游戏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满世界去找自
己想看的网站也很麻烦((

去年的一天! 文欣看到妈妈上网的主页
"$%&"'(% 导航网站! 得到启发' 为什么我们不
可以做一个适合小朋友的导航网站呢) 这个想
法不仅得到了爸妈的支持! 而且在他们的一次
同事聚会中传开后! 迅速 "集结% 了)个孩子及
其父母组成 "亲子兵团%$ 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
特长! 做策划! 写文案! 设计网页! 写程序
((不出一星期! 一个名叫 "百嘟嘟% 的绿色
网站就成功上线了$

目前! 这个网站的板块已经细分为幼儿版&

小学版& 中学版! 其中涵盖诗词& 星座& 外语&

化学& 历史& 卡通动漫& 青少年歌曲& 科学科
技& 好书阅读& 亲子育儿等数十个不同范畴的
相关网站链接$

担任主创的孩子们告诉记者! 这些板块大
部分都是他们自己设置的! 其中动漫& 少年文
学& 百科知识等板块最受小网友的欢迎$ "我
们网站的主心骨! ""岁的王澳& "'岁的姚坤申&

"*岁的王少岩& "+岁的王佳贻& "'岁的张若辉&

)岁的卢文欣((年纪最大的是")岁的 *总值
班+ 温谨$#

据介绍! 参与网站建设的孩子都有画画&

写作& 网络技术方面的天赋与特长$ ,最核心
的十来人轮流当编辑或版主! 负责把优秀的文
章上传到论坛! 把最新消息发布在各俱乐部等
工作$#

特别的是! ,百嘟嘟# 还延伸到了真实世
界! 建设按照小记者& 小作家& 小艺术家& 小
科学家& 小志愿者来分类的群落! 或者举办一
些培训! 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加入$ 现
在最有规模的要数 ,小记者团#! 他们的采访任
务如关注东濠涌污水处理现状& 甄别社会上不
文明现象& 采访广州亚运火炬手等! 由小记者
写成稿件上传网站! 都很有收获$

青少年心理辅导专家高源目前在网站常驻$

他说! 网络是时代的产物! 一味地禁止学生上
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所以这个网站的出现!

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这不仅仅将孩子上网的热
情导入了一个健康的轨道! 而且可以培养他们
自我管理& 自我创造的能力$ 再则! 孩子有一
个自己 ,话事# 或参与的网络空间非常可贵$

例如曾经有小朋友在论坛上发帖询问! 自己是
不是真的爱上了五年级的小学同桌) ,像这些
问题! 他们不可能向父母询问- 如果只是询问
同龄人! 恐怕又得不到理性的解答$# 高源认
为! ,百嘟嘟# 的确是一个可以造福社会的团
队$

!-. /00$

123"<©1�0+gÝ 1Ù-ØEä

N�=µ1!��LÅt>=0%

4567"�µ¶·!?µc1@A!*+�

B!Î+eg[!C1tß!ä�Z!{DEF 

³á!�Î+tä@G%

8

!"

9:;<=>?" !Ñ��-r H

o¿1I�%!Ñ1B�)JKK?vÇÈ<Õ

Lo0©!t!}vw<=2¯êë´�V®¯

Èt+®MÈ¯v%

@A"NOÉ!Pv2ª µuQ1Y¡R

SÏÒ!YµL78!LT8%

B'CDB'EF"Ø!\¯g�9%CUV

g�2V!¡äW¡¢£1d%

GHI"©5�+X�!�Y0µBoZ[

12¯!�ð\]!^�ð_`%

BJKL"&gab!<©�Ý c��t

L% @+�)1µd,-�=Lef%

45!67869:8

;<=>?@ABCDCEF"GHI:J:

MN8O+PQRSTUV

KLMNOL!

PQ'LMNRSTUVWXYZ[!\# ]^^!$_`a

bWc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