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把孩子当孩子
做做朋友亦无妨

长沙市秋实教育咨询
中心主任、 青少年心理专
家丹妮说，玩游戏、早恋、
厌学都是青春期孩子必经
的过程，家长不必太担心，
关键是尽量在物质之外给
予孩子更多的精神抚慰。

“笑平的出走必定与
缺少家庭温暖、 与父母缺
乏有效的沟通方式有关。
父母过分注重物质满足，
却忽略情感交流， 从而导
致孩子将这种情感需求转
向求助外界， 产生早恋倾
向和迷恋网络游戏。”

丹妮建议， 即使笑平
回家了， 父母也不能采取
“随她”的方式，而要与之
促膝谈心， 做得不对的地
方跟孩子道歉， 同时告诉
孩子父母的期待。

如果您知道笑平的下
落， 请拨打本报 96258热
线， 或登录新浪微博@三
湘都市报、@Hi都市报与
我们联系， 或直接联系周
忠于、周妹华夫妇。
联系电话：15581652017

1378726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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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长沙市高桥市场，面对孙女的寻人启事，笑平的奶奶坐在床头叹息。
实习生 刘辉宇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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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下午，记者来到湖南工商职业
学院办公室，办公室秦姓副主任向记者
介绍，以前没有接到过学生反映教师教
学听不懂的情况， 将立即向教务处反
映，组织人员前去听课，如果教师的教
学确实让学生无法听懂，学校将会考虑
撤换老师。

但是，秦主任拒绝了记者旁听机械
基础王老师授课的要求，并称学校教务
处几天后会作出调查并回复记者。

随后，记者在汽修专业教学楼询问
了几名大一新生，都表示部分课程的教
师上课语言难懂。 另外一名汽修专业大
二的学生告诉记者， 他们专业部分老师
确实讲的是“塑料普通话”，对于那名王
老师，该大二学生介绍，“王老师的话比
其他老师的难懂一些， 有时不仔细听，
确实难听懂。”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徐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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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乖女”清晨神秘出走
全家寻人发现“幕后黑网”
15岁的她早有了男朋友，游戏级别很高
微信与QQ都在行，却很少与家人说话

本报10月14日讯 大学新学期开
学一个多月了， 很多新入校的学生都
已渐渐适应新的求学环境。 可也有外
地学生因老师的“塑料普通话” 犯愁
不已。 来自株洲的同学小林在衡阳一
所大学便遭遇了这一尴尬状况，“开学
一个多月，几乎都没听懂”。他于是提出
转学或退学。

不懂方言，上课“犯晕”

小林9月进入到坐落于衡阳市的湖
南工商职业学院，就读汽修专业。本来对
大学满怀憧憬的他，一到上课便“犯晕”，
因为授课老师讲的话他几乎很难听懂。

“机械基础和电子电工这两门主
课，我几乎都听不懂。”小林说，来学校
已一个多月，有几门重要的课程，老师
讲课时普通话夹杂方言，有的语句甚至
全是方言。

小林说，讲课难听懂的一般都是年
纪较大的外聘老师。“特别是机械基础
课的王老师，几乎都听不懂。”

“老师自个在台上说， 同学们有的
看书，有的甚至玩手机。”小林说，听不
懂老师讲的课，不只他一人，还有很多
同学和他一样。

“迷糊”个多月，提出转学

4日上午， 同样犯愁的小林父亲来
到学校，向学校提出转学申请。“一年要
花费近万元，可是听不懂课，能学到什
么？”小林父亲告诉记者，他向学校提出
了转学或退学的申请。

小林说，自己当时选择汽修专业，就是
想以后自己能有一技之长。“但我已来了
一个多月，专业知识几乎都没学会。”

“还有些同学也听不懂，有时大家
就会向该老师提出，但老师仍没改变。”
小林说，由于入学一个多月，还没能适
应老师们的“普通话”，自己只有转学或
者退学了。

小林的父亲告诉记者，因家境比较
贫寒，小林的学费还是贷款来的。为此
小林家人都希望他能够早日成材，但现
状却让家人对小林的前景十分担忧。

听不懂老师的
“塑料普通话”
大一新生申请转学

“将组织听课， 学生确实听
不懂将撤换老师”

… 心理专家

没任何征兆， 正在念
初三的女儿笑平， 突然在
一个清早离家出走了。

10月8日早上， 原本
这个时候女儿应出现在长
沙市二十六中的教室里，
可当天的班主任老师发现
她的座位是空的， 打电话
给家长， 才知她带着几件
衣服出走了。

10月14日，在苦寻多
天无线索后， 周忠于和周
妹华夫妇终于破解了女儿
的QQ密码。 翻开聊天记
录， 看着女儿此前与同学
关于离家出走的“策划”，
两人揪心不已，“原来女儿
的世界这么复杂， 我们对
她的世界完全不懂……”

14日上午， 长沙市高桥
火焰大市场，周忠于请人破解
了女儿笑平（化名）的QQ，10
月7日下午6:22，女儿对同学
说：“明天离家出走， 不去学
校，别跟别人说这事。”

聊天记录把夫妻俩拉回
了一周前———

10月8日早上，手机响了，

吵醒了仍在睡梦中的周忠于、
周妹华夫妇，来电者是女儿笑
平的班主任周老师，“笑平没
有来学校，是不是病了？”

“她6点多就出门了，每天
都是这个时候去上学啊。”老
师这一问， 夫妻俩有点懵了。
两人不断搜索着女儿平日的
种种细节，“成绩中等，蛮正常

的，没理由不去读书啊。”
然而，当两人跑进笑平的

卧室时，他们呆了。“笑平的书
全留在了家里， 手机也没带，
只有柜子里的几件衣服没
了。”笑平的突然离家，惊动了
周家所有的亲戚。 火车站、烈
士公园……所有想得到的地
方，都一一寻遍，却一无所获。

“她没理由不去读书啊”惊愕

周忠于和周妹华来到学
校寻找线索，不来不知道，一
来吓一跳。“直到她不见，我
们才从周老师那里得知，她
在初一时就认了一个干哥
哥，这个‘哥哥’已退学。”

周老师还说出了一个让
夫妻俩大跌眼镜的情况：“笑
平在初二时曾跟以前的班主
任说不想读书了。”

一下子接收到这么多信
息，作为女儿主要“照顾者”
的妈妈周妹华有些想不通，
“我对女儿的了解几乎为
零。”她慢慢地回忆，渐渐有
了点头绪———

暑假两个月， 我每天起
床都看到她在写作业， 可新
学期报到那天接到周老师电
话， 才知她的暑假作业一笔

没动。
初一时， 她晚上8点半

就能写完作业，初二这年每
晚要做到10点，经常抱怨作
业多。

周妹华因身体不好，没有
工作。“我平时爱打点小麻将，
女儿中午在学校吃饭，我给她
做晚饭吃， 晚上她做作业，我
就出去打牌了。”

“对她的了解几乎为零”反思

外面找不到女儿的踪
迹， 夫妻俩回家继续寻觅关
于女儿的线索。

“她从不让我给她打扫
卧室，结果我清柜子，翻出数
十张游戏充值卡， 价值人民
币1700元。她的QQ飞车级别

达到了127级。”笑平小学5年
级时， 缠着父母为其购置了
电脑，“我们文化水平低，哪
晓得她还会玩游戏。”

最让周妹华头痛的是，笑
平在沉迷游戏的几年中，还与
另一玩家互称老公老婆，资料

上备注为“现实情侣”。
笑平的早恋不仅存在于

虚拟的网络世界，笑平的奶奶
还在家中翻出了一本“别人写
给她的日记”。 对方称笑平为
“笨蛋”，扉页写着“陪你过接
下来的每个清晨”。

“从不让我打扫她卧室”迹象

“她要什么就给什么呀”疑惑

看着满桌的游戏卡和那
本暧昧不清的日记本， 周妹
华还是不愿正视，“她要什么
我给什么，2000块钱的跑步
机说买就买，每个月150元的
零花钱从不打折。”

听闻此言， 笑平的叔叔

周斌若有所想：“也许是父母
没有照顾到叛逆期孩子的心
理和感情。”

看看出走前叔叔眼中的
笑平： 小学时每周缠着父母
去看奶奶， 如今一个月恐怕
都难得去一次； 和家人吃晚

餐几乎不发一言。 朋友很少，
伙伴除了手机就是电脑；妈妈
喊她一起去散步， 她不是不
去，就是一路无语。

对此周妹华点头认可，并
说：“只要她平安回家， 不想读
书就算了，随她，她开心就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 见习记者 姜润辉

实习生 李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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