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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与孩子相处，要学着平和

五年级-Simon：昨天又
没忍住，没平和

五年级-欢妈：我平和
了，然后火了，后来又平和了，
和孩子聊了聊，互相承诺今天
是全新的一天，重新开始

五年级-Simon：平和好
难，油盐不进

五年级天爸：当我们老
是拿着电筒都是照见孩子缺
点和错误的时候，常常忘记
自己也得照照镜子，看看自
己的表情和问题所在。当我
们真的能够认识到孩子存在
的问题百分之百都是大人的
问题以后，就会平心静气地
客观看待孩子、看待自己，改
变就会从自身开始

五年级-欢妈：我昨天
平静下来，让孩子把她想说
的写下来给我，有一句话让
我感触了，她写道：我的心就
像一棵好不容易长大的小树
苗，被你折断了，而折断的小
树苗还得拼命长成一棵参天
大树

五年级天爸：这个写作
水平，绝对是杠杠的啊

五年级-欢妈：天爸的
话，让我反省了，才让我有机
会听到孩子的心声

五年级-宇妈：我家有
一次没考好，日记写道“爸爸

妈妈都用厌恶的眼神看我”
五年级天爸：和孩子用

心沟通了，你才能明白孩子
想什么、要什么、能够承受什
么、希望拥有什么

四年级-陈陈：最近也
平和了好多，每天和孩子一
起读一篇英语小故事

五年级-存存：昨天下
班回去一直很平和，最后睡
觉的时候又忍不住大声了。
我狠狠关了门，就听她在房
间大声笑

五年级天爸：一般来说，
大声吼都是因为孩子磨叽

五年级-存存：今天吃
早饭，她告诉我，发火的表情
最搞笑也是最难看的

五年级天爸：孩子现在
的内心是相当强大了

四年级～圆圆：嗯，好像
是的，以前我说她时她会哭，
现在明显不一样了

五年级-存存：说明孩
子经常受打击，但是孩子也
知道最终还是要接受挑战

五年级天爸：孩子是在
战斗中成长的，一次次的挫
折挨骂以后，小时候是哭泣
懦弱，现在是顽强地生长

五年级-存存：我家有
时候声音大了，还是会流泪
的，所以自己也要改变

时间：本周二 出处：晚报教育小学群

常藏学子获全国声乐比赛一等奖

本报讯 牦牛儿吃草的
声音，阿玛打酥油的声音，风
马旗猎猎的声音，六字真言
被吟诵的声音，青稞成熟迸
裂的声音⋯⋯这样的天籁之
音，最近演绎在了 2016 年

“中国梦民族情”全国民族中
学学生艺术展演的舞台上，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的斯朗曲
措和嘎松措姆凭借着一曲西
藏原生态民歌《拉措》震撼全
场、温暖心灵，一举拿下了声
乐类一等奖。

在“和美教育”理念的氤
氲下，常州西藏民族中学保
护并传承着西藏优秀的传统

文化，要求藏族孩子们在学
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
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
化。

《拉措》这首曲子表现的
是大雨过后的羌塘草原，彩
虹初现，欢乐的藏家人欢歌
起舞，感谢雪域高原的馈赠，
感恩美好的生活。值得一提
的是，这首歌是指导老师范
杰在整合西藏不同地区民歌
长调基础上，由市文化馆周
之泓老师改编，并由市歌舞
剧院刘旭副院长重新编曲而
来，藏汉情融，跃然纸上。

（徐俊）

要不要给孩子配防蓝光眼镜呢？

那么，“防蓝光眼镜”对预防
孩子近视真的有效吗，要不要给
自己的孩子配一副呢？对此，记
者采访了常州三院眼科副主任
医师冯伟。他认为，在动物实验
中高能量蓝光确实会对视网膜
产生伤害，但这种伤害要达到

“过度”，“仅仅是小孩子玩玩电
脑、iPad 或手机所受的蓝光伤
害，绝对是达不到‘过度’这个量
的，正常日常生活中的蓝光损害

都是很轻微的。”
冯伟觉得，家长们没必要帮

孩子配“防蓝光眼镜”。“家长帮
孩子配这种眼镜，都是为了预
防近视，但近视跟蓝光其实没
多大关系，还是与近距离长时
间高强度用眼有关。国际公认
控制近视的方法里面，也并没
有‘防蓝光眼镜’这一项。”如果
小孩子戴了“防蓝光眼镜”，觉
得有恃无恐，长时间地看电视

看手机，那肯定离近视也不会
远了。

“要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如果一定要用，也要保证每隔
半小时休息 10 分钟，让眼部的
肌肉得到放松。”冯伟说，除了
保证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多参
与户外活动，对视力恢复、预防
青少年高发的几种眼部疾病也
有帮助。

陶新峰

晚报幼儿群里的刘女士，前段时间去朋友家玩，看到朋友家两岁多的女

儿，玩手机时拿出一副眼镜戴上。“这么小就戴眼镜了？”刘女士的朋友解释道，

这个是防蓝光眼镜，现在小孩子玩电脑手机比较多，戴着可以防止孩子近视。

听了朋友的介绍，刘女士将信将疑，但想想自己 3 岁的儿子平时在家，也

是整天盯着电脑电视iPad手机不放，要不要也给儿子配个防蓝光眼镜呢？

在本市某机关工作的张女
士，可算是常州第一批给孩子配
防蓝光眼镜的家长了。5 年前，
大女儿才一周岁多，就经常玩手
机电脑。那时“眼镜防蓝光”这
个概念已经有了，张女士自己
的近视眼镜有这功能，也觉得
戴了这种眼镜看电脑手机后，
眼睛没那么疲劳，就想给大女
儿买一副。

但当时，给小孩子戴的“防

蓝光眼镜”常州还比较少见，张
女士在网上看中了一个日本的
品牌，找了上海的代购才买到，
花了 300 多元。之后，大女儿只
要看电视，或玩手机电脑时，张
女士就逼着她戴上“防蓝光眼
镜”，平时不戴。生了小女儿，也
是一周岁多就帮她买了副。女
儿们刚开始都不是太适应，慢慢
也习惯了。说到效果，具体表现
张女士也说不出，反正大女儿到

现在还没近视。“戴着应该也没
坏处，总归有点效果的吧。”

记者在晚报幼儿群作了简
单 调 查 ，56 个 受 访 家 长 中 ，近
25%的家长给孩子买了“防蓝光
眼镜”，还有23%的家长考虑给孩
子买。多数买了眼镜的家长都认
为“反正戴着也没有坏处”，求个
心理安慰，部分家长认为“确实有
缓解疲劳”的效果，当然，持“商家
噱头”想法的家长也有。

对此，记者走访了市内多家
眼镜店，不少商家都打着“看手
机不伤眼”的广告语出售防蓝光
眼镜，而防蓝光眼镜的客户大多
为年轻人，家长给学龄前孩子买
的也不少。而价格也是参差不
齐，便宜的百元左右，一般进口
的卖到四五百元，某些品牌的防
蓝 光 眼 镜 甚 至 高 达 数 千 元 一

副。一位店内销售人员表示，大
多数家长帮孩子配这种眼镜的
想法，都是“既然不能改变孩子
使用电脑、手机的习惯，那么至
少选择一副防蓝光眼镜，减少电
子产品对眼睛的伤害。”

而 在 淘 宝 上 搜“ 防 蓝 光 眼
镜 儿童”，商品页数更是达到了
100 页以上，绝对可以让人挑花

眼。卖得好的店铺，已经卖出了
600 多副。价格上，便宜的有几
十元国产的，日本产的一般要三
四百元一副。功能上，都标明这
种眼镜能“防辐射、防蓝光、抗疲
劳、防紫外线”。下面买家的评
价也是有好有坏，有说戴了看电
脑眼睛不累，也有说戴了效果不
明显。

多数家长抱着“反正戴着也没坏处”的心态

实体店、淘宝店，“防蓝光眼镜”都比较走俏

眼科专家：养成良好用眼习惯更重要

觅小学子与瑞典音乐大师同台
本报讯 本周一下午，觅渡

教育集团觅渡校区的演播厅内
济济一堂，学校邀请到瑞典著名
钢琴家、获格莱美提名奖的音乐
大师——Stefan Karlsson 来校
为师生、家长传递新鲜的音乐资
讯和学习理念。

在觅渡少儿交响乐团的孩
子们演奏了两首开场曲后，Ste-
fan 为大家表演了他的代表作

《Smilin’eyes》。 在 阵 阵 掌 声
中，觅渡少儿交响乐团的孩子们
再次上台。整场大师课没有繁
缛的语言，而是用精湛的技艺向
与会者传递对音乐的理解、对人
生的感悟；孩子们的表演虽稚嫩
但投入，用童心童眼表达对世界
的好奇、对人生的憧憬。

本次大师 课 ，是 觅 渡 教 育
集团在课程改革中的又一次实
践。大师进学校的意义，绝不
只停留在某门学科的学习上，
学校希望在孩子的童年时代，

受到大师的启蒙，为自己的人
生规划打下第一个烙印。这也
正是“觅渡”的宗旨，为孩子的人
生领航。

（钱虹 文 夏柏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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