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如何避免孩子染网瘾？专家教你

依然记得初上护理岗位时的满腔热血；依然努力践行着
南丁格尔的名言：护理工作是平凡的工作，然而护理人员却用
真诚的爱去抚平病人心灵的创伤，用火一样的热情去点燃患
者战胜疾病的勇气。

如今我已在护理岗位上奋斗了十四年，更有幸的成为山
东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名队员。蓦然回首，在武汉奋
斗的38天：累并快乐着，尤其是看到负责的患者一个个出院，
那种骄傲和自豪永生难忘。

作者：临沭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井芳

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戒瘾
科徐志芬主任说，孩子沉迷网络，
究其原因，是孩子的成长需求没
有得到满足，成长困惑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

家长与其恐慌孩子沉迷网络
游戏，不如先从孩子的生活开始
做起。尤其是暑假马上来临，如何
安排好假期，使孩子避免网络依
赖，成为家长当前的重中之重。

徐志芬主任说，假期生活的
确对中小学生非常重要也很有价
值。安排得好，孩子不会沉迷网
络，还能丰富兴趣爱好，发展综合
素质；安排不好，孩子非但不能享
受多姿多彩的假期生活，反而易
对网络或游戏形成依赖。

防止孩子沉迷网络，徐志芬
主任给家长支了四招：

首先，家长可以多发挥孩子
的主动性，和孩子一起做好假期

计划，使孩子的网下生活比网上
生活更丰富。

其次，家长不妨和孩子共同
娱乐。现实中与孩子一起玩网络
游戏的家长很少，而对孩子接触
网络游戏的监督和限制远高于支
持和陪伴。其实家长对孩子玩网
络游戏可以采用监管的方法在时
间、费用和设备方面进行有效控
制。父母和子女一起玩玩游戏，也
是建立和谐亲子关系的有效渠
道。据统计，家长对孩子上网持支
持态度，孩子沉迷网络的比例更
低，而家长越专制越反对，孩子沉
迷网络的比例越高。

第三，家长要尽力满足孩子
的成长需求。教育孩子的前提是
了解孩子，家长要了解孩子的特
点，了解、分析自家孩子的成长需
求，尽量避免与孩子的关系僵硬。
尽量对孩子多一些了解，例如，孩

子对自我的看法如何？是否存在
一些自卑倾向？假期有没有能一
起线下玩耍的伙伴？家长在忙碌
之余是否能尽量安排一些亲子活
动？孩子的心里话都跟谁说？孩子
倾诉内心烦恼的对象是什么人？
假期里孩子的学习任务是否过
多？等等。解决了孩子成长中的问
题，再加上良好的亲子关系和沟
通，家长就不会如此担心了。

第四，家长要善用防沉迷的
软件功能。家长绑定孩子的游戏
账号后，就可以收到孩子玩游戏
的时间提醒和消费提醒，家长还
可以查询孩子玩的游戏类型和时
间。而且，家长还可以和孩子共享
游戏时间。这些功能既能帮助家
长监督管理孩子，又有利于家长
与孩子共娱共乐。

最后徐主任提醒家长：平时
家长要多关心和陪伴孩子，防止

孩子染上网瘾，要科学引导，提前
干预，一旦发现孩子已经形成网
瘾，千万不要打骂和指责，一定要
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进行心理干预
和矫正。
◎温馨提示：

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位于
济南市历城区二环东路3889号，
戒瘾科是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
重点科室，主要设有网络游戏依
赖科、酒精依赖科、赌博成瘾科、
药物成瘾科、自愿戒毒科等特色
临床科室。

医院设有心理咨询、心理测
验等配套科室和国际先进的医疗
设备和中医诊疗技术，长期聘请
享誉京津地区的专家来坐诊、会
诊，借助医疗联合体的强大优势，
为广大成瘾性疾病患者进行治
疗。

咨询电话：400-1898-120

随着暑假来
临，家长格外担心
孩子会形成网络依
赖。也有的家长因
此非常痛恨网络游
戏，甚至说想在暑
假拔了网线，不允
许孩子假期上网。
其实，这并不是一
个智慧的教育方
法，因为很多研究
表明，孩子是否形
成网络依赖，其根
源并不在于网络或
游戏。

一声声“让我来”

喊出我无畏的担当

2020年2月9日凌晨接到支援武
汉的通知，未知的行程让我有点忐
忑，但家人的支持让我倍受鼓舞。
临行前，县领导和院领导再三嘱
托：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定要保证
安全。还有机长的那句“送你们去
武汉，也定接你们回家”……暖心
的话语冲淡了离别的伤痛，坚定了
我“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决心。

抵达武汉时虽已夜幕降临，

但我们山东医疗队迅速展开防控
培训、物资保障等，领队一再强调

“我们303人一个不少地回去是我
的重要任务”，这一句朴实的话语
瞬间让我们泪目。剪去长发轻装上
阵，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穿脱防护
服……单一而繁琐的动作，每个人
不懈地记忆、练习、重复，脸上洋溢
着自信的笑容,“坚决不做那个拖
后腿的人！我们要发扬泰山精神，
有困难我上、有需要我上”！一句句
争先恐后的“让我来”“我上”，身为
齐鲁儿女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首次进舱是在一个凌晨，进

病区前我们相互检查正确穿戴防
护服，相互加油打气。当看到那么
多患者时，还是出乎意料，暗下决
心：“无论什么困难，我都要冲在
前面，我们一定会打赢应收尽收
攻坚战！”

一声声“谢谢你”

坚定了我前行的脚步

细腻的心总在不经意间被感
动。“感谢你们山东来的大美女对
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棒的，武汉
加油！”当一位患者对我竖起大拇
指的时候，本来在厚重的防护服
下已是满身大汗呼吸不畅的我，
瞬间动力十足。下班回到驻地，看
着门口捐赠的山东大馒头、烟台
苹果、潍坊萝卜等物资，祖国、人
民都心系着我们这群离家的孩
子，心里暖暖的。

当地志愿者对我们的照顾也
是无微不至，其中一位姐姐是幼
儿园老师，每当看到她灿烂的笑
容，都如阳光温暖了我，融化了进
舱奋战十几个小时的疲惫，而她
最常说的就是“我来我来……太
感谢你们了……”武汉的日子里，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谢谢
你”，人间大爱，让我深刻领悟守
护生命的意义和责任！

“人终有一别,无憾是最好的
离别”。2020年3月17日是我重返
家园的日子，意味着我们此战告
捷，激动、兴奋、紧张……一夜未
睡，看到窗外一盏盏明灯，心中隐
隐泛酸——— 不舍，不舍就此别过，
不舍这一个多月心与心的交流、
命与命的战斗，不舍那战友情、医
患情、母子情、姐妹情……离别如
期而至，当看到他们以“最高礼
仪”夹道欢送，眼中噙着泪、用力

挥着手，大声地呼喊“谢谢你们，
请你们再来武汉！我陪你吃热干
面，看武大樱花”时，我在心里默
默说道“感谢一个月你们对我们
的照顾，让我们在异乡有家的温
暖，你们辛苦了”。

这次武汉之行，磨练了我的
意志，增长了我的本领，同时也让
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回到岗位
上，我将继续做一名有温度的护
士，用爱心、耐心、精心、责任心照
顾好每一个病人，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作为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本是
职责，我们不是英雄。生活在和平
年代，遇到了不期而至的疫情，义
无反顾“逆行”激战之后最渴望的
还是平静。这座曾经流下过汗水
和泪水、曾经为之以命相搏的城
市，必将成为我终生抹不掉的记
忆！ （文章有删减）

从心做起，真诚相待

本报济南7月6日讯 (记者
陈晓丽 ) “血液可以再

生，生命只有一次”“血液是
一架桥，这一头连着我，那一
头连着你”“世间种种美好，
与你环环相扣；世界的模样，
就 是 你 献 血 时 坚 定 的 目
光”……一篇篇读者投稿，都
写满了关于无偿献血的感人故
事。

6月3日，在第17个世界献
血者日到来之际，为充分展示
山东省无偿献血者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无私奉献的大爱精
神，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主
办，山东省血液中心和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承办的“致敬战
疫热血英雄”征文大赛正式启
动。截至6月20日截稿日，共
收到近200篇投稿。

其中，大部分投稿来自
“热血蒙面侠”，稿件讲述了
在疫情防控期间自己为爱逆
行，如何克服困难到血液中心

献血的经历。不少“热血蒙面
侠”已经坚持无偿献血多年，
累计献血量达到数万毫升，可
以挽救上百位病人生命。

有些投稿来自山东各市血
站工作人员，包括采血科工作
人员、送血车驾驶员等。疫情
防控期间血液紧张，他们放弃
个人休息时间，一直忙碌在采
血一线。

还有些投稿来自医护人
员，他们在抗击疫情最前线治
病救人的同时，对无偿献血也
从不缺席。同时，血液科、产
科等不同科室的医护人员还通
过抢救危重病人的实例，向大
家说明无偿献血的伟大。

此外，还有不少读者因为
家人或朋友曾经接受输血救
治，写来稿件向无偿献血者致
敬，并表达内心的感激。

经过初步筛选，7月8日中
午12:00至7月13日12:00将开
始进入此次征文大赛的大众投

票环节，大家可扫描以下二维
码进行投票界面进行入投票。

大众投票结束后，将按照
大众投票、专家评审打分的方
式综合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
奖4名、三等奖6名，并颁发荣誉
证书和奖品：一等奖包括定制
纪念章1枚和价值1000元的精
美礼品；二等奖包括定制纪念
章1枚以及价值800元的精美礼
品；三等奖为定制纪念章1枚以
及价值500元的精美礼品。

“致敬战疫热血英雄”征文大赛

明天开始大众投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陈依萍 通讯员 高晖

“从前孩子经常偷偷地哭，现在
给免费做了手术，将来终于能像正
常孩子一样了。”7月1日，12岁男孩
小豪的父亲内心充满感激。小豪正
是山东省“微笑一生”农村贫困唇腭
裂患者专项救治公益活动的直接受
益者，自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共登记
筛查患者880人，其中186人已获免
费手术治疗。

7月1日，12岁的小豪静静地躺
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省千佛山医院)整形外科的病床
上，嘴上还贴着纱布。整形外科主任
吴鹏为孩子进行了检查，过几天孩
子就能顺利出院回家了。

小豪刚出生，就患有双侧唇裂，
一岁时在菏泽接受了第一次修复手
术。但随着小豪长大，嘴部再度出现
畸形。小豪家里很想为他进行二次
修复，但苦于家庭困难，拿不出动辄
上万的手术费，就耽搁了下来。

山东“微笑一生”农村贫困唇腭

裂患者专项救治公益活动，给小豪
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年5月底，小豪
免费进行了双层唇腭裂修复手术。

“微笑一生”健康扶贫公益救治
活动是山东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2018年12月，山东省卫健委与省扶
贫开发办公室、省医保局、团省委、
省计生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组织开展“微笑一生”农村贫困唇腭
裂患者专项救治公益活动的通知》，
筹集1000万专项资金用于唇腭裂贫
困患者救助，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对
全省16个市全面按照救助标准，组
织开展筛查，安排16家筛查定点医
院进行唇腭裂患者的筛查工作，全
力保证救助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2019年3月活动启动后，省内16
家定点医院立即展开唇腭裂患者筛
查，2019年4月，首批筛查工作顺利
收官，共登记筛查患者841人。

2020年6月18日至21日，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39名贫
困患者进行了筛查，并对其中符合
手术指征的18名患者进行了手术。

全省186名唇腭裂患儿
获“微笑一生”救治

扫描二维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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