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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

老年代步车个头小，相对出行方
便，已成为祖辈家长的“接娃神器”。

放学时分，北京市里仁街西口被
堵得水泄不通。拉着孙子的手，老李
挤过人群，一低头钻进了停在路边的
老年代步车。几乎是蹭着行人的身
体，代步车缓缓启动前进，挪向人流的
另一端。在老李眼中，不管是阻塞交
通还是安全隐患，都抵不上“开车方
便”的诱惑，“我这个岁数，骑车接孩子
更危险，再说过段时间天气就冷了，孩
子吹着风行吗？”至于有没有驾照的问
题，老李并不在意：“要那玩意干吗，这
跟平板车有什么区别？”

老李居住的小区里，在八、九月份
的开学期间已多出十余辆老年代步
车。不过，福建石狮开过老年代步车
的李师傅却放弃了老年代步车。他
说，老年代步车的刹车制动系统同汽
车相比简陋许多，后视镜等辅助设备
能调节的幅度很有限，很容易使驾驶
人陷入行驶盲区，“之前不了解它，所
以买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
不是很安全，就搁置起来了”。

交警提醒，老年代步车隐患多，为
保障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请勿购买
和乘用，更别用来接送孩子。（摘编自

《北京晚报》《石狮日报》）

“接娃神器”安全隐患大

房间贴
满 海 报 ，省
吃俭用攒零
花钱定做奖

品，在粉丝群里抽奖……湖北
武汉初二女生萌萌（化名）喜
欢上偶像男歌手，妈妈刘女士
心里很忐忑：要不要干涉孩子
追星？

萌萌很喜欢一个男歌手，
房间里贴满了海报，平时也喜
欢购买书签、手幅、扇子之类的

“周边”纪念品。刘女士到网上
搜索发现，男歌手能唱歌会跳
舞，还演过电视剧，平时形象也
很正面，就没有过多干涉。

上个月，萌萌突然收到不
少快递，刘女士详细询问才知
道，为庆祝“偶像”过生日，萌萌
拿出积攒的零花钱，上网定做了
一批纪念品，准备作为奖品，在
歌手的“粉丝群”里抽奖、赠送。

“不干涉孩子‘追星’吧，
又怕她今后沉迷于此，影响学
习；干涉孩子吧，又担心影响
亲子关系。”刘女士说，现阶

段，女儿的学习、生活尚属正
常，可眼看她“追星”越来越投
入，家长不知该不该干涉。

对此，武汉外国语学校专
职心理辅导老师、高级心理咨
询师张玉霞表示，像萌萌这样，
正常的学习生活没有受到太
大影响，家长可以继续观察，尊
重孩子的喜好，建立信任。

“撒贝宁有个观点：追星
其实是你在追自己。家长不
妨从这个角度出发，巧妙引导
孩子，理性追星。”张玉霞说，
孩子喜欢“明星”“偶像”，其实
是喜欢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
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
家长不妨陪着孩子，挖掘“明
星”“偶像”的优秀特质，巧妙引
导孩子发展成同样优秀的人。
如果发现孩子追星太投入，家
长不妨设法探索孩子的内在感
受和想法，从源头上做工作。
否则，简单粗暴制止的后果会
是孩子更不愿对家长敞开心
扉，也会把孩子推到更加危险
的境地。（摘编自《武汉晚报》）

孩子攒钱替偶像抽奖，
管不管

一眨眼，我和老伴培育外
孙科科已15年光景。

外孙从小聪明伶俐，富
有孝心。很小的时候，外公
陪他睡觉，早晨醒来他对外
公 说 ：“ 公 公 ，我 们 是 好 朋
友，你陪我睡觉，帮我盖被
子 ，你 辛 苦 了 ，太 辛 苦 了！
我来帮你盖好被子，你再睡
一会儿吧！”

小时候，外孙见不到外公
就要大哭找人，念念不忘外
公、外婆对他的关爱。有时
外公替他洗脸，不小心将面
盆里的水泼了一点在地上，
他连忙要求我这个做外婆的
别责怪外公。有一次，我正
忙着清洗他的尿盆，来不及
给他牛奶，看老伴帮他拿来
了吃食，我就夸了几句。外
孙冷不丁地插嘴：“谢谢婆婆
表扬公公！”

外公送他上幼儿园时，他
很关心外公，对外公说：“你走
在后面，我走在前面，你跟着
我走，不用搀着我，我不会摔
跤的。”

有时候外公陪他一起画
画，他要我给予评比。我评
了他第一名，画得好！他就
问：“公公呢？画得怎么样？”
我说：“公公没你画得好。”他
不答应了：“我是第一美丽，
公公是第二美丽。大家画得
都美丽！”

外孙刚上小学时，正好外
公发病，外孙时刻牵挂，每天
早晨起床，或放学回到家里，
总是首先要向外公问候：“你
病好点吗？”还一脸认真地劝
外公不要去想病呀、死呀，能
活着，多活几年，多好呀！

外孙各门功课成绩优良，
经常得奖，并且兴趣广泛，全
面发展。画得一手好画，空手
道、篮球、游泳样样都学，围棋
更是少年高手，晋级业余初
段，还赴马来西亚参加邀请
赛。他在作文里写道：“我最
爱的人——公公。我公公是
位教授，有爱心，勤劳，节俭。
在我心中，公公是我的好朋
友 ，又 是 我 的 一 位 好 老 师
……”（上海 顾煜梅）

15岁外孙最爱外公
■隔代最亲

爷爷奶奶带的孙辈近视多？
网上说爷爷奶奶带的孩子近视多，难道是真的？”湖南邵阳
68岁的郑爱萍最近很郁闷——暑假女儿把外孙交给她带

一个月，她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后会让外孙平平安安开开心
心回深圳，对于女儿特别在意的视力，她还给外孙制定了严格
的护眼计划；然而，一个月结束，外孙的视力还是下降了。

“
你不是医生

有一天，我正带着孙
女在外面玩，碰见楼上的潘
老师老两口散步。我看潘
老师气色不好，就问他：“潘
老师，哪儿不舒服吗？”

潘老师说：“胃疼呀！
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真是
烦死了！”

我告诉他：“我以前也
胃疼，后来吃了两瓶某某药
就好了，你也不妨试试吧。”

孙女听了，接过话茬
严肃地说：“爷爷，你不是医
生，怎么乱叫别人吃药呢？”
（重庆 陈世渝 63岁）

楼上有个“人”

星期天，我带4岁的孙
子尧尧去公园玩。到了公
园门口，尧尧突然指着公园
前的楼顶上说：“爷爷，你
看，楼上面有个人。”

我顺着尧尧指的方向
看去，楼上并没有人，就说：

“你看错了，楼上哪有人啊。”
尧尧大声说：“爷爷，

你看嘛，楼上面真有个人！”
我仰头仔细再看，才

恍然大悟，原来，小孙子指
的是楼顶上“人民公园”四
个字中的“人”字。（新疆哈
密 汪小弟 63岁）

买个新奶奶

这天，老伴与几个老
年朋友在家打麻将，3岁半
的孙女乐乐突然说：“奶奶
不要打牌，我要告诉警察叔
叔来抓你们！”

一位奶奶说道：“那你
奶奶被抓走了，你不就没有
奶奶了！”

不料她竟说：“再买个
新奶奶呗！”（湖南衡阳 文
新华 71岁）

请说普通话

一天，老伴对孙女说：
“今天天气不孬，咱出去溜
达溜达。”孙女没吱声。

老伴又说：“宝贝，现在
大枣怪甜，咱出去买点尝尝。”

孙女听了说：“奶奶，
我的好奶奶，什么‘不孬’

‘怪甜’，我听不懂，请您说
普通话。”（山东临沂 于运
海 69岁）

带孙一个月严格护眼

今年暑假，郑爱萍把 6 岁
的外孙石头从深圳接回湖南
老家待了一个月。为了让女
儿和女婿放心，她立下军令状：
保证一个月后让外孙平平安
安开开心心回深圳。女儿虽
然答应了，但再三叮嘱郑爱萍，
一定要严格控制石头的娱乐
时间，保护好石头的视力，郑爱
萍满口应承。

在老家的一个月，郑爱萍
把外孙照顾得无微不至。为
了完成女儿的嘱托，郑爱萍还
给外孙制定了严格的护眼计
划，比如：女儿回深圳时，郑爱
萍就让女儿收走了平板电脑；
她还严格规定，石头每天看电
视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每次

石头做作业时间一长，郑爱萍
就主动要求他多看看远方，休
息一会；郑爱萍还让老伴每天
下午带石头去公园玩 1 个小
时，进行户外运动。

8月底，女儿回老家接石头
时，郑爱萍信心满满，还向女儿

“炫耀”外孙被自己照顾得很好。

外孙视力下降被女儿指责

本以为圆满完成了女儿
交给自己的护眼任务，没想到
外孙回深圳一个星期后，郑爱
萍却接到了女儿打来的指责
电话。

电话里，女儿告诉郑爱
萍，石头回深圳后就有眯眼看
东西的习惯，她带着石头去医
院眼科做检查，竟发现石头有
轻微的近视，幸好医生表示，石

头目前视力下降还不算严重，
可以通过矫正恢复。说完这
些，女儿对郑爱萍一顿指责：

“你们这样不负责，以后我还敢
把石头交给你们带吗？”

放下电话后，郑爱萍红了
眼眶。对于女儿的指责，她感觉
很委屈：“明明已经很注意保护
石头的眼睛了，女儿叮嘱的要点
我也都按她说的做了。我这也
算尽心了，怎么石头在我这才住
了一个月，视力就下降了？”

征集：如何防治孙辈近视

暑假一直是青少年近视
度数加深的高发期。根据北
京市疾控中心以往的监测数
据，暑期过后大约有
21.1%的学生视力下
降。每年的九、十月
份，医院的眼科门诊以
及视光中心总是人满
为患。很多家长是在
开学以后才发现孩子
度数又加深了！而更
令家长们担忧的是，在

短短两个月的假期中，孩子们
的近视度数有的竟加深了
100—200度。有医生称，原因
之一是，很多年轻的父母因为
工作原因，把孩子交给老一辈
去看管，隔辈更亲，爷爷奶奶往
往对孙辈看电视、玩手机缺乏
控制，导致孩子近视率高。

爷爷奶奶带的孙辈近视
多？作为爷爷奶奶和外公外
婆，对于这一说法您怎么看？
您认为现在孩子近视率高的
主要原因有哪些？对于防治
孩子近视，您又有哪些心得和
高招？欢迎拨打本报记者电
话18673129758，分享您的故
事和看法。（本报记者王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