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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曾有学生在网上发视频爆料称，班主任两学期砸了班里学生 22 部手机。 如
今正是暑假，“手机争夺战”从校园转向家庭，不少家长表示：“我们必须打败手机，才能
把孩子抢回来，好好写作业。 ”为了让孩子放下手机远离游戏，爸爸妈妈和孩子订计划、
签协议、去旅行……挖空心思和孩子手上的手机较劲，最后成效不一。 大家都意识到了
孩子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危害，但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却让家长十分头痛。

“我们必须打败手机，才能把孩子抢回来，好好写作业”

假期上演“手机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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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妈妈心软了，前提是签订一份《手机使用协议》。
根据小陈自己草拟的使用协议，每个星期，她有 2 小
时手机使用时间，但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保质保量
完成假期作业；2、每天练习一小时小提琴，未达到的
练琴时间，在手机使用时长里扣除；3、每次使用完手
机，必须按时归还，如果拖延归还，下次手机使用时
长也要相应减少。 在这份协议下方，妈妈和小陈一
同签了字，还按了手印。
小陈妈妈坦言，拒绝给小陈玩手机，完全是出
于本能。 只是后来转念一想，孩子出生在这样一个
信息时代，不让她接触手机不大可能。 但孩子自制
力有限，必须定个规矩，让她学会有节制地使用手
机。“签订协议后，我很吃惊的是，她竟能够自觉遵
守协议。 而且有了条约后，我的脾气也好了很多，看
到她玩手机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暴躁了。 ”
和小陈妈妈采用的方法不同，小张妈妈是约朋
友带上几个孩子一起去旅行。“我们带孩子去了水
世界乐园。 ”小张妈妈说，每天早上孩子们从酒店出
来就直接进入水世界， 几乎都要玩到下午六七点，
虽然大家晒黑了，却都非常开心。 小张妈妈说：“这
几天没一个孩子说要玩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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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手机吸引的孩子

李先生对儿子沉迷手机的担忧是广大家长都
有的。 于是，假期里，为了帮助孩子抵挡手机的诱
惑，家长们也是绞尽脑汁，花样百出。
小陈即将上六年级，暑假之初，妈妈每天都要
面对她的“软磨硬泡”，就是请求妈妈让她玩手机。
“一天就在我的手机旁边转，隔一会儿来问一句，妈
妈我能玩手机吗？ 我都被问烦了。 ”小陈妈妈对记者
说，经不住女儿一再请求，加上她期末考试成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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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到底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力？ 近日下午，记者
随机街头走访，沿途看到有些孩子，走路的时候在埋头
看手机；坐在桌子边吃饭时在埋头看手机；和身边小朋
友说几句话， 也会马上转过身去埋头看手机……感觉
手机已经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假期，李先生家里就发生了激烈的“手机争夺
战”，一时间硝烟四起，亲子关系降到冰点。 李先生的儿
子马上进入初二，假期里，他原来想抽出时间陪儿子好
好玩玩，却发现，自己已经输给了手机。
李先生对手机的严格管理， 来自于之前的经验教
训。 在儿子六年级时，他觉得孩子长大了，应该有一定
的自控力，所以把手机的支配权给了他，规定每天完成
作业后可以玩一个小时。“刚开始没什么，有一天我敲
门走进他的房间， 看他表情有些慌张， 我就问他要手
机，他竟然说手机找不到了，还装模作样在房间里到处
找。 ”李先生当场戳穿儿子的小把戏，一顿严厉斥责后，
儿子终于承认的确是在玩游戏。 李先生当时并没有收
回手机，没想到一周后，他再次发现儿子竟然凌晨两点
还在被窝里玩手机。 从那以后，儿子再要使用手机，必
须要从父母那里拿， 李先生还专门给手机设置了一组
超复杂的密码，但儿子下载了一个“黑屏”的屏幕保护，
几次蒙混过关。
“就在上个月的一天，我看到他不停地玩手机，吼
也吼不住，一气之下，我抢过手机砸了！ ”让李先生震惊
的是，儿子因此暴跳如雷，不断向窗台上扑，吓得一家
人拉扯的拉扯，劝阻的劝阻，闹得鸡犬不宁。“没办法，
第二天， 他妈妈又给他买了一部手机……我觉得真是
管不住了。 ”李先生显得有些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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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协议，去旅行！ 家长出招对抗手机诱惑

爸爸砸了妈妈买，父母黯然败下阵来

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电子产品禁入课堂

中国社会科学院 《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
显示，青少年当中有 8.8%的人“每天玩手机 4—5
小时”， 而留守少年的这个比例则达到了 18.8%。
2018 年 8 月 30 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规
定，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这也意
味着，未来家庭将遭遇更多的“手机争夺战”。
那手机到底对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研究
表明电子游戏对孩子的影响有利有弊， 一方面游
戏中丰富的画面有助于孩子视觉发育， 也可以提
高孩子的判断力和反应力； 另一方面如果孩子过
多使用手机游戏将不利于社交， 以及正常的情绪
控制发育，造成情感障碍或社交障碍等。 同时，有
研究显示，长期使用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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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曾
经有研究人员选取了 300 名志愿者，对其进行 4 项
测试。 测试发现，阅读纸质信息的人比阅读电子产
品信息的人，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 换句话
说，经常阅读纸质内容的人更聪明，并且善于全面
理解内容，而电子阅读会让你死磕细节，很难把握
整体。
对于孩子玩手机的现象， 在记者的采访中，也
有中小学校长建议家长们尽可能为孩子安排丰富
多彩的假期生活，比如，游泳、打球、旅行……如果
孩子非要玩手机， 可以约定玩手机的条件以及时
间，培养孩子准时守信的品质。 当然，让孩子玩手
机，也要关注时间，不宜过长；还要关注玩的内
容，坚决杜绝暴力色情等。
（遵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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