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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话题

一名家长向本报发来求助邮件

为每一位学生的
终生发展设计

本刊由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合办

孩子沉迷手游怎么办？
本报讯（记者 陈晓丹）你的
孩子爱玩手机游戏吗？他们会
沉迷于此吗？3 月 6 日，我市一
位家长在写给记者的邮件中，讲
述了电子信息时代家长的无奈。
“我的孩子上初一，课余时
间不爱看书，就喜欢拿手机玩
游戏，我们说得嘴皮子都说破
了，都没办法劝他改掉这个习
惯。”这名家长在邮件中担忧地
说，除了面对孩子日渐滑落的
成绩，他更担心长久下去，孩
子的身体会出现问题。
这名家长的邮件说出了不
少学生家长的心声，当天，记者
又针对孩子沉迷手机游戏这一
问题，采访了我市多名家长，他
们吐露了相似的烦恼。
“最近这两年，我们发现孩
子对手机的依赖性越来越严
重，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花在了
手机游戏上，有时到了周末和
朋友组队打游戏，一玩就是几
个小时。”在油田单位上班的市
民张先生表示，自己和妻子平
时工作很忙，有时看到孩子打
游戏就会忍不住责骂，没想到
越是这样，孩子逆反心理越
重，问题依旧存在。
市民秦女士的儿子今年刚
满 16 岁，秦女士说，曾经有段
时间，自己的孩子特别喜欢玩
手机游戏。
“当时他只要一有空就
玩，视力严重下降，把我们
吓 得 够 呛 。” 秦 女 士 说 ， 为 了
让孩子离开手机游戏，她和
丈夫带着孩子旅游、陪他参
加户外活动，慢慢转移孩子
的注意力，但即便如此，秦

女士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孩子
会再次沉迷。
手机游戏的魅力究竟在哪
里？为何会如此受到孩子们喜
爱呢？
记者随机采访了 50 名 12 至
17 岁的学生，发现其原因主要有
三点：首先，手机游戏不断改良
的版本，使得大多数孩子想要不
间断的玩下去；第二，大多数手
机游戏都有“升级”设置，随着游
戏水平的提高，玩家在游戏中的
级别也随之升高，很多好胜心强
的孩子，为了升级而通宵达旦的
游戏，导致沉迷于游戏；第三，目
前大多火爆的手机游戏都是多
人在线游戏，
“好友”和“战队”是
它们的两大核心系统，孩子
们能够在这里享受虚拟空
间里的一招制敌以及和队
友间的亲密合作。
那么，面对孩子们的沉迷，
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市家庭教育研究指导中心
副主任杨艳指出，孩子都喜欢玩
游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
加上孩子自制能力较弱，学习、
生活比较乏味，就很容易沉迷。
有时，游戏也是孩子们社交的需
要。所以关键不是在于堵，而是
在于疏。如果家长强行禁止孩
子玩游戏，反而会适得其反。
杨艳建议，家长在孩子玩
游戏之前，事先要设置好规
则，例如玩游戏的时间、游戏
类型等。同时，家长们也需要
以身作则，在孩子面前尽量少
玩电子产品。同时，可以陪着
孩子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引
导、发掘孩子的其他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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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校园

感谢妈妈的
辛苦付出

（详细内容见 C02 版校园在线）

■培训资讯

市文化馆小百灵合唱团面向全市招生

欢迎热爱音乐的孩子报名参与
本报讯 （记者 陈晓丹） 为
了挖掘更多热爱音乐，拥有歌
唱天赋的少儿，我市文化馆小
百灵合唱团面向全市进行免费
招生培训。
据介绍，市文化馆小百灵童
声合唱团于 2014 年 7 月成立，该
艺术团以挖掘和培养我市高素
质、高水平、有天赋的少儿艺术人
才为宗旨，帮助少儿在艺术实践
中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目
前，合唱团共有学员 20 余人，平
均年龄为 11 岁。
该合唱团招生负责人魏蓝影
介绍，作为市文化馆免费公共文
化培训项目之一，合唱团成立三

年来，不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少
儿艺术交流活动，同时还参与了
各类文艺演出以及比赛。
“ 我 们 每 周 日 10： 00 至 11:
30 都会由专业的声乐老师对孩
子们进行免费培训，此外，每年
我们都会带孩子参加各类大型活
动和比赛，为他们提供展示自己
的平台和机会。”魏蓝影介绍，
2017 年 7 月，小百灵合唱团的优
秀表演唱节目 《啊，莎里香》 参
与了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英雄
出少年》 栏目录制并电视播出，
该节目同期获得“快乐阳光”第
13 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组合组金

奖。今年 1 月，小百灵合唱团的
合唱作品 《欢乐对对碰》 受邀参
与了第五届新疆校园春晚录制，
获得春晚声乐十佳金奖。
魏蓝影表示，合唱是一门综
合艺术，需要学习正确的发声方
法，乐理，视唱练耳，表演。通过
这些学习，儿童的音乐素质会在
无形中得到全面提高，有益于儿
童身心德智美的发展，启迪心智，
净化心灵，培养孩子们的集体主
义观念并提升合作意识。
据悉，此次小百灵童声合唱
团计划招收 30 名 6 至 10 岁的少
儿，
报名截止时间为 3 月 14 日。

相关链接>>>
一、
招生条件：
凡 6—10 岁的少儿（个人能
力突出者可适当放宽），品行优
良，热爱音乐，具有一定演唱水平
的孩子均可报名。
二、
招考内容：
1.清唱一首儿童歌曲
2.考核音准节奏、听音模
三 、报 名 方 式 ：联 系 电 话
6240207
四：
面试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3 月 15 日 20:00 在克
拉玛依市文化馆 3 楼 1 号声乐排
练厅面试考核

本报讯（记者 陈晓丹 通
讯 员 王 晶 晶）为 了 迎 接“ 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让孩子
们更加了解母亲的付出，表达
对母亲的祝福，3 月 5 日至 3 月
9 日期间，市第九小学四年级
开展了以“感恩亲情，感谢母
亲”为主题的感恩活动。
据介绍，此次感恩活动的
主要目的是想让孩子们明白在
其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
老师、
和
身边的亲人都毫无保留地给予
了他们关爱，
以此实施
“感恩”
教
育，
全力营造
“感恩”
文化，
让孩
子们在
“知恩、
感恩、
报恩”
的系
列活动中养成孝敬父母、
尊敬师
长、
关心他人、
热爱学校、
回报社
会的崇高道德风尚。
此次活动内容由“护蛋活
动”
“ 给妈妈惊喜”
“ 让妈妈露
笑脸”
三部分组成。
护蛋活动，即让孩子们保
护生鸡蛋。每个学生上学时
带一个生鸡蛋，把鸡蛋当成自
己的儿子、女儿，给他们穿衣、
起名，24 小时贴身守护，以此
让学生们体验父母的不容易，
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让妈妈露笑脸活动，让每
个孩子帮妈妈洗一次脚或锤
一次肩，在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之外，进一步增进了亲子之间
的亲密之情。
给妈妈惊喜活动，每个孩
子制作一张贺卡作为节日礼
物，在“妇女节”当天送给妈
妈，给妈妈一个惊喜。
通过此次系列感恩活动，
学生们感受到了母亲怀胎十
月的艰辛，体会到了母爱的伟
大，懂得了孝敬父母，并用实
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
心。亲子情感融入了孩子们的
成长足迹中，他们虽然年幼，
却也意识到报答父母不一定
非得做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可
以在点滴间用心地回报父母，
也能赢得父母脸上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