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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可以聊44"发微博"看小
说"玩游戏#$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

几乎可以与一台笔记本电脑相媲美%

而且小巧玲珑&方便携带%因此受到很
多青少年的青睐% 同时因玩手机影响
了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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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买手机是为了方便联系%

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家住
海口的叶女士为儿子用手机上网的事
伤透了脑筋' (我儿子现在上高一%每
天放学都在抱着手机上网看魔幻小
说+玩游戏%几乎不和家人说话, *叶女
士说%儿子上初一时开始在校住宿%家
长为方便联系他%给他配了一部手机,

后来% 家里安装电脑获赠一部具有$5

功能的手机% 儿子兴高采烈地把手机
拿去用, 谁知道%他从此一心一意扑在
手机上%63小时挂在44上%周末回家从
来不学习%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上网%学
习成绩一落千丈, 父母感到焦急%催促
他放下手机%捧起课本%一开始他会顶
嘴%后来根本不予理会,

(我们担心他从网上下载不健康
的内容%对身心成长不利, 但我们根本
不了解那些高科技的东西% 有时候把
手机要过来%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叶
女士说% 因为儿子的手机和家里的宽

带捆绑在一起申请了一种优惠套餐%

而且购买电脑时一次性交了6年的宽
带服务费用% 一时也无法取消手机上
网的业务,

叶女士说% 因为沉迷于手机上网%

儿子变得不爱学习%而且性格越来越叛
逆% 甚至直呼父母的名字和父母吵架,

前几天%他的爸爸一怒之下%从儿子手
中夺过手机%在地上砸了个稀巴烂,

家长出了口怨气% 儿子的心却离
他们越来越远, 叶女士说%儿子已经连
续多日不和他们说话了% 每天放学回
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其状态更加
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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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走访中小学校了解到%

不少学生加入到了手机上网大军%手
机成了他们的随身必备品% 俨然成了
(随身网吧*,

(%月((日%('路公交车上%几个背
着书包的学生一落座就掏出手机%专
注地盯着手机屏幕, 记者观察发现%这
几个学生要么玩游戏%要么在看小说%

还有人在聊44,

(在网吧上网要身份证%未成年人
还不能上%手机上网就很方便%我们可
以随时随地装饰自己的44空间% 给朋
友转发各种有趣的段子, *一位中学生

告诉记者%手机上网提供包月套餐%每
月花(%元%开通超级44功能%可以63小
时在线, 很多游戏也提供包月服务%不
需要花多少钱, 他们班上很多同学都
用手机上网,

记者随后在市区多所中学调查发
现%现在拥有手机的学生很多%而且一
个比一个高档% 不少使用手机的学生
开通了上网功能%使用手机多为聊天&

发微博&浏览网页和看电子书,

连小学生都在拿手机上网, 一名
读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蒙蒙告诉记者%

班里共,%人% 有6%多个同学都拥有手
机, 有个同学每天带着手机上学%63小
时挂在44上% 因为他经常说一些时尚
的网络语言% 讲一些同学们不知道的
事% 受到同学们的崇拜, 前不久刮台
风% 班主任老师还托他上网通知大家
放假的消息哩,

记者随机浏览小学生蒙蒙和同学
用手机上网的聊天记录% 上面有很多
网络流行语%如(信春哥得永生) *&(凤
姐整容*等%也有很多不堪入目的骂人
的脏话以及很怪异的图片, 这名小学
生不以为然地说% 只是感觉到这样的
话和图片很好玩%大家习以为常%谁都
不会为同学发来的这些脏话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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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学生手机上网同样令老
师们头疼, 海口某中学范老师在日常
教学过程中发现% 学生上课玩手机的
现象屡禁不止, 有的学生为了给手机
充值%宁愿把自己饭卡里的钱抠出来-

晚上查房时% 多次发现有学生偷偷躲
在被窝里用手机聊44% 直接影响睡眠
和上课学习效率- 个别学生利用手机
上网交网友%发展成了早恋,

(有的学生上课拿手机上网与外
面的人聊天% 这和网吧里那些彻夜不
归的网瘾少年有啥区别. *范老师说%

(网上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多岁的孩
子根本没有自控力% 怎么抵御这些不
良信息的侵害.*曾有学生沉迷上网被
老师没收手机% 家长也被请来过%但
(长江后浪推前浪*% 依然有很多学生
上课玩手机,

(这些年来%学校一直不支持学生
带手机进校园% 但不让学生带手机很
难办到%毕竟有的学生确实需要, *海
南中学洪艳祺老师告诉记者% 让孩子
与这些高科技电子产品 (绝缘* 不现
实% 重要的是学校和家长一起加强对
孩子使用手机的监管, 老师们对学生
使用手机的管理一直没有松懈过, 在
新生入校第一次开家长会时% 便会讲
明手机的利弊% 提醒家长不宜给孩子
过早地配手机%倘若实在有需要的话%

尽量选购功能简单的机型, 而且%进入
教室之前%一定要关闭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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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学会常务
副会长+海南中学任课教师张凯幾认为%

手机上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运用手机
查资料+看新闻+联系朋友是正常的使用
范围-然而%对于青少年来说%不分时间+

场合%过度依赖手机上网%就属于不正常
使用范围,有人沉迷手机上网%严重影响
了睡眠和学习-有人甚至会因为一时不
能上网而产生郁闷情绪, 网络海量信息
确实具有巨大吸引力%但长期沉迷其中%

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前程,

(网上有精华%也有很多垃圾%家长
和老师们要教育孩子们有选择地接受
信息%才能达到记忆和运用的目的, 如
果无序地接受信息%会导致大脑知识储
存系统的混乱%使人的心性受到干扰,*

张老师建议%平时%家长要积极和老师
配合%和孩子少谈社会负面信息,

张老师认为%(学生过度沉迷于手
机上网表现出他们的一种心理需要%

可能是空虚+无聊导致%但更多的是因
为缺乏奋斗目标, 家长和老师们要引
导学生有目标+有计划地生活和学习%

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 积极参加校园
活动和社会实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