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陶颖 组版：张微霞 校检：陈静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民生新闻Ａ9
www.sanqin.com

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杨颖
认为，科技产品普及，本身代表
着社会进步，每一种普及的科技
产品都可能引起人际关系变动，
影响社会关系。从心理学角度
来说，当人们感觉手机影响到人
际关系时，说明产生了一定的心

理依赖。这种“依赖症”下的人
们更熟悉采用手机沟通的渠道，
抛开了家庭属性中固有的归属
感、安全感。这就需要跳出来意
识到自己对手机的依赖，然后放
下手机，感受人与人之间用肢
体、感情进行的沟通。“这个过程

最核心的一步是要放下手机。”
杨颖提醒，这点关键在于提升

“自觉力”，不要试图一次彻底
“戒掉”手机，而要循序渐进。

杨颖说，从家庭结构来讲，
三口之家，小孩和成人间如何使
用智能手机是有差距的；多代家

庭，老年人对智能手机是陌生
的，这些代际差异都可能对家庭
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这种负
面影响即使有也并不会太大。相
反，手机也能对家庭关系产生促
进作用，它让沟通更便捷，让家人
更紧密。 首席记者赵丽莉

手机不能主导家庭关系

在霸陵歌会的舞台上
找到晚年的欢乐

在昨日的赛场上，孙明儒和
罗华的参赛曲目《阳光路上》是
本场赛事唯一的二重唱，他们在
舞台上配合默契。孙明儒已参
加过四届“霸陵新区杯”公益歌
会了，感受很深。他年轻时当
兵，退休前在军工企业工作，从
小就喜欢唱歌，因各种条件所限
没有机会放开歌喉，“霸陵新区
杯”公益歌会为像他一样的音乐
爱好者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这
么多年来跟着公益歌会一路唱
来，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

“老有所乐”。
孙明儒的搭档罗华去年退

休，今年第一次加入“霸陵新区
杯”公益歌会这个大家庭，罗华
是一位计算机编程专家，搞了一
辈子科研工作，成年累月与程序
打交道，罗华形成了严谨、细致
的工作风格，退休后偶然加入合
唱团，让她大开眼界。“以前我的
生活就是家和单位，两点一线。
没想到退休后重拾小时候的唱
歌爱好，而且很快走上‘霸陵新

区杯’公益歌会这个舞台，生活
圈子竟然因此扩大了，原来生活
是可以这样的丰富多彩！”罗华
兴奋地对记者说。

结缘霸陵歌会
留下青春记忆

“门前的老树还守在家门
口，多少次妈妈你站在那树下
头，一声声唤儿饭好了快回家，
孩儿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头
……”青年组选手刘德峰一首
深情的《妈在家就在》感动了观
众。昨天是刘德峰第二次站在

“霸陵新区杯”公益歌会的舞台
上，他说自己既激动又淡定。
激动的是他又一次战胜自我站
在了这个舞台上。去年报名参
加歌会，在海选现场，他因为紧
张唱着唱着竟然忘词了，勉强
唱完，他飞快地跑下舞台，给工
作人员交了号码牌，连评委的
点评都没有听，闷着头跑出了
比赛现场，那种难为情成了他
战胜自我的动力。经过一年的
自我修炼，刘德峰今年再一次
站在了这个舞台上，一年来他
孜孜不倦地练唱，如今成竹在

胸，内心淡定了很多。
刘德峰歌唱的道路并非一

帆风顺，因痴迷唱歌，他下班后
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唱歌，或
是去看别人唱歌，加之唱歌还
有购买演出服、路费等一些花
销，家人对此很不理解，说他不
务正业。而刘德峰知道，自己
内心有个舞台梦，这个梦在他
身体里生了根，他一定要让它
发芽、开花。

持续蓄力
为选手铺就逐梦路

“霸陵新区杯”公益歌会举
行十年来，无数像刘德峰一样的
歌唱爱好者把歌会视为圆梦的
舞台，报名参与人数连年攀升，
锻炼培养了一大批本土文艺及
音乐人才，甚至有获奖选手通过
歌会的舞台走向央视大型赛事

现场。这样一场持续蓄力的歌
会，这样一个歌唱百姓心声的公
益平台离不开歌会组委会的全
情投入倾力打造。从活动创意，
活动主题，程序设计，舞台音效、
人员交通细致入微的工作，都要
反复斟酌，再三完善，追求几近
完美的效果，助力选手走向梦想
的舞台。

本次歌会是由陕西省音乐
家协会、西安市音乐家协会、三
秦都市报、西安广播电视台、西
安日报、西安晚报、陕西汇国集
团主办的大型公益性、群众性的
文化活动，承办单位有：陕西汇
国集团、西安双拥艺术团、西安
汇国霸陵新区艺术团。著名歌
唱家、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
贠恩凤担任歌会艺术总顾问和
决赛评委。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昨日，我和我的祖国·第十届“霸陵新区杯”大型公益歌会第三
场半决赛开赛，选手们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展示自己的歌喉，演唱
了《跟你走》《明月千里》《我爱你中华》……一首首经典歌曲或婉转
悠扬，或激昂奔放，或欢快明朗，充分展示了选手的实力与风采。

比赛现场

本报讯（记者陶颖）西安至铜川定
制客运班线今天在城北客运站正式开
通试运营，乘车地点在地铁二号线城市
运动公园站D口，城北客运站补客点。

据了解，这是西安市首条定制客运
线路，该线路的开通，将为广大铜川方
向旅客提供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的出
行服务。西安至铜川定制客运班线，使
用车辆为7座豪华商务车，早班6：00，
末班 21:00，每 30分钟一班（或客满即
发）。票价为到铜川老区40元，到铜川
新区35元。

城北客运站开通
西安首条定制客运班线

第十届“霸陵新区杯”大型公益歌会第三场半决赛激情开唱

公益歌会持续蓄力为选手铺就逐梦路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5月15日，
西安市多云间晴天气为主，伴有轻度浮
尘，最高温 29℃。气象预报说，5月16
日白天西安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达到30℃。受冷空气影响，5月18日至
5月 19日我省有一次明显的大风、降
温、降水天气过程。

省气象台预报，5月 16日陕北多
云间晴天，关中、陕南阴天间多云，陕
南部分地方有小雨。5月17日全省多
云转晴天，陕南东部部分地方有小
雨。5月18日，全省多云转阴天，陕北
大部、关中大部、陕南西部有小雨，宝
鸡西部、汉中西部有中雨。陕北、关中
北部日平均气温下降 6℃～8℃，并伴
有5级左右偏北风。5月19日，全省阴
天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陕南南部
有中到大雨。关中南部、陕南日平均气
温下降4℃～6℃。

5月16日陕北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
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无明显影响，其他地区较好，2级。5月
17日西安、咸阳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3
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无明显影响，其他地区较好，2级。

预计西安地区，今天白天多云，
14℃～30℃；有风力 2级左右的东北
风 ，今晚到明天晴转多云 。5月18日
阴天转小雨。

周末全省又迎
刮风降温下雨天气

本报讯（记者陶颖）5月15日，西
安银桥乳业集团与中国牧工商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紧抓“一带一
路”重大战略机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
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
支撑，围绕畜牧业、乳制品产业上下游
业务开展交流与合作。

此次全面合作，标志着双方以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宗旨
的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建
立。双方将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围绕畜
牧业、乳制品产业上下游业务开展交流
与合作。合作涉及科技研发、政策争
取、业务合作、人才培训、资本运作领域
等。通过充分发挥双方优势资源，强强
合作，助力国家奶业振兴，为中国奶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银桥“牵手”中牧
助力奶业振兴

女孩对妈妈说：手机才是你亲生
别把家的味道“囚禁”在手机里

因工作离不开手机，10岁女孩对妈妈说：“手机才是你亲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成了手
机。吃饭玩，睡觉玩，就连带孩子、陪父母看病都离不开手机。目前，很多家庭被手机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昨天是国际家庭日，在
手机给家庭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又有哪些方面需要警惕?

提起家庭，家住小寨的杨洁
直言智能手机就是个亲情“破碎
机”。杨女士说，她负责单位的
内宣工作，每天要采集、整理、编
辑单位各科室的动态信息，并在
官网和微信公号上发布，加上在
微信群里协调处理一些工作，可

以说整天离不开电脑和手机，有
时候事情比较急，下班回家也是
边陪孩子写作业，边看手机。

杨洁说，5月 12日晚上，她
正在手机上处理单位的事情，10
岁的女儿有一道数学题不会做，
跑过来问她时，她说：“妈妈正忙

着，去问你爸爸。”女儿去问她爸
时，正在卫生间边洗衣服边玩手
机的她爸顺口说了声：“问你妈
去。”没想到，女儿冲到她跟前哭
着吼道：“你们俩一回家就玩手
机，手机才是你们亲生的……”

“女儿突然这么一发飙，令

我非常吃惊，我赶紧放下手机哄
她。”杨女士说，她晚上和丈夫针
对女儿的“发飙”交流时，确实觉
得他俩平时对手机“投入的感
情”太多了。几乎每天晚上女儿
睡着后，他俩各玩各的手机，几
乎谁都不说话。

女孩吼妈妈：“手机才是你亲生的”

针对杨女士的遭遇，市民卢
女士说：“我们‘五一’假期回到
老家，老公的姐姐一家三口也都
回去了，刚见面时，全家人还坐在
一起说着笑着拉家常，没一会，就
都拿着手机各玩各的。公公觉
得‘无趣’，只好陪着孩子们玩去
了，婆婆过了一会也到院子里找

邻居们聊天去了。我细细想了一
下，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之所以变
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定程度上与
大家对手机过于‘亲密’有关，像
我们家这种情况，目前在很多家
庭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着。”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年轻人
和父母的“手机问题”，已经从最

初的激烈争吵、互相不理解变为
麻木和被动适应的状态，与此同
时，对手机在父母关系中的作用
也产生了越来越多深层次的探
讨。市民沈先生说，就像今年

“母亲节”前夕微博上的热门话
题：“你在网上这么孝顺，你妈知
道吗？ ”指责不少年轻人在网

上发着母亲节快乐的微博，现实
中甚至连个电话都很少打给妈
妈。沈先生认为，这是被手机绑
死的感觉。但手机和电视一样，
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捆绑生
活的绳索。正确利用这种工具
增进感情，才是科技进步的意义
所在。

别让手机成为捆绑生活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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