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16人曾把朋友

圈对父母屏蔽过

20%：4人平时不怎

么发朋友圈，如果遇到比较
个性化的内容，也会将父母
分组屏蔽

调查对象

20位成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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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杨静这样把父母分组屏
蔽的，在年轻人的朋友圈中不
占少数，当然也有市民会将父
母彻底屏蔽。今年30岁的陈凡
打开微信显示，已经将妈妈、爸
爸、二姨等长辈的权限设置为

“不让 TA 看我的朋友圈”。除
了长辈外，陈凡微信中的其他
500多名好友，并没有享受这种

“特殊待遇”。
陈凡说，大学毕业后留在成

都工作，三年前和女朋友分手后
一直没再没恋。对此，父母特别
担心，日常打电话动不动就问是
否有新对象。每次看到陈凡发朋

友圈，就喜欢在评论区问：“这么
闲还不去谈恋爱？”其他长辈也会
在评论区跟着附和起哄，让他觉
得压力山大。

去年春节后，陈凡索性就将
父母等长辈屏蔽于圈外。“父母也
不懂朋友圈，我说我已经不发朋
友圈了。”陈凡说，其实自己也发
朋友圈，晒日常生活、工作趣闻
等，但避免让父母看到，认为自己
很清闲，一个劲地催着结婚。“这
样做也是为了避免闹笑话，有一
次发女明星照片，结果父母留言
说带回去看看。”陈凡说，因为这
个梗被姊妹们笑话了一年。

发了个朋友圈，父母留言“这么闲还不去谈恋爱？”他无奈将他们屏蔽

你的朋友圈 会不会屏蔽父母？

■ 天府早报记者 王亚楠

节前，朋友圈都在等自
己的“蛙儿子”，出门旅行邮
寄明信片回来。“不养蛙不知
父母恩，不等蛙不知爸妈
心。”不少人表示，玩过这个
游戏后，给父母解开了朋友
圈屏蔽。天府早报记者采访
了20位成都市民中，其中16
位市民曾把朋友圈对父母屏
蔽过，仅剩4位市民表示平
时不怎么发朋友圈，如果遇
到比较个性化的内容，也会
将父母分组屏蔽。那么，你
的朋友圈父母屏蔽了吗？

刚刚踏入社会不久的杨静，并
没将父母直接屏蔽，而是将他们进
行了分组，看不到部分朋友圈内
容。她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
为有一次她发朋友圈晒自己煮菜
不小心烫伤了手，去医院处理后
无大碍，但父母通过朋友圈看到
后，心疼得想连夜赶到成都，她和

男友反复解释才得以阻止，“我爸
说，我妈偷偷哭了一场，说女儿出
门在外太难了。”从那次以后，杨
静但凡要发朋友圈就会特别注
意，勾选一些内容不让父母及长
辈看到。一些喜讯、舒心事，才会
对父母敞开大门。杨静说：“生活
小挫折，不想被父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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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lm³� Ń� ¡¢µ¶

«·¸¹º»¼½¾¿À�Mº

»+ÁÂÃ� ¡¢���ÄÅ

«¬ÆÇ�

ght�

È -zÀiÉj¿Ék

!"#$%&'()*+

, -

&#"* i ' j ' k,lmno

pqrs#£¤Ê]§Ë{

$' 6 "$ Ì "% 6M]Í~�

-=Î����¨Ï3Ð7$+

��1Ñ .� /'# �²�� & 8

�� ++ �Ò�� ����A

t����k� '# k�Óo

pqrs#� ¡¢m3op

qrs#£¤¥¦§¨{ ""+

67©ª[�«¬²®¯°

±©ª«¬²lm³�´Ô�

 ¡¢µ¶«·¸¹º»¼½

¾¿À�Mº»+ ÁÂÃ� 

¡¢���ÄÅ«¬ÕÇ�

ght�

È -zÀiÉj¿Ék

!"#$%&'()*+

, -

&#"*i 'j !k,lmnop

qrs#Ö×§ØÙÚÛÜÝ

Þ�s������ 3�7"'&

��xßà3Ðáâ7"## ���

�3�ã�7"# �²�� % 8�

� &!+�Ò������At�

���k� '# k�Óopqr

s#� ¡¢m3opqrs#

£¤¥¦§¨{ ""+ 67 ©ª

[�«¬² ®¯°±©ª«

¬²lm³� Ố�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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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陆大人的陆：一开始没屏
蔽，发个上火，说我活该不好好
吃饭，天天玩手机玩的。发个感
冒，又说我不好好吃饭，还怪我
玩手机玩的。后来屏蔽了，还问
我咋不发了。

@分手之后你还好么：我发
誓我没屏蔽父母。但是我爸屏
蔽了我。

@装睡的鹿先生：不屏蔽能
怎么办，发什么都要讲，换个头
像都要被白眼，生活真难。

@因为瘦了点所以叫杨巾
凡：我妈不评论我的朋友圈，连
个赞都没有。

父母被子女屏蔽，虽然失落
却依旧理解子女。对此，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专家胡光伟教授表
示，很多年轻人将父母设为朋友
圈的圈外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
想原因逃离父母的视野。屏蔽
虽然简单方便，实际上却关上了
一扇与父母沟通之门。父母们
站在门外，会失落、伤心、叹息、
反思，但不会停止对儿女无私的
爱和牵挂。

胡教授提醒年轻人，从父母
对被屏蔽后的反应能看出，父母

对子女的理解和支持，远超子女
预期。当子女遇到挫折困难时，
相比泛泛而谈或是点赞的朋友、
同事，父母也是唯一毫无私心为
子女解忧指路的人。“其实，不如
把父母拉回圈内，即使可能因为
代沟而造成误会，但是父母也是
最愿意听子女解释的人。”胡教授
说，这一现象也说明，父母和子女
间平时缺少用心的沟通和交流。
年轻人要相信的是，在日常生活
工作遇到风雨时，父母的追问和
支持，会是最终无比强大的动力。

分 组 屏 蔽 怕父母担心，屏蔽小挫折
“一次发朋友圈晒自己煮菜不小心烫伤了手，父母通过朋友圈

看到后，心疼得想连夜赶到成都”

彻 底 屏 蔽 被父母催婚，只好将其屏蔽
“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闹笑话，有一次发女明星照片，结果父

母留言说带回去看看。因为这个梗被姊妹们笑话了一年”

父 母 感 受 睁只眼闭只眼，心里略失落

“儿子是在谈恋爱后开始在朋友圈选择性屏蔽我。我选
择装傻，可能是我对儿子干涉太多导致，现在我通过儿子小姨
的微信，偷偷关注儿子”

今年54岁的陈阿姨此前都
会和儿子在朋友圈里互动，从去
年下半年开始，突然朋友圈里少
了儿子的消息。陈阿姨说：“我
的儿子屏蔽了我，我最开始还不
晓得，是对比他小姨的微信我才
发现的。”

陈阿姨发现，儿子是在谈恋
爱后开始在朋友圈选择性屏蔽
自己的。“对此，我选择装傻，可
能是我对儿子干涉太多导致，现
在我通过儿子小姨的微信，偷偷
关注儿子。”陈阿姨说，虽然觉得
儿子找了女朋友就忘了妈妈的
行为让自己很失落，但是想到儿
子大了，不太好干涉他感情生活
太多，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

天府早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在生活中，也有主动屏蔽
子女的父母。

今年51岁的宋女士于去年
年初退休后，应聘其他单位上
岗。宋女士说，自己现在除了
上班之外，就是救助流浪狗，每
天过得很开心，但在朋友圈发
狗狗的照片，却受到了子女的
指责。

“他们觉得我不务正业，天
天弄狗，也不回家做饭。”宋女士
说，为了避免和子女发生矛盾，
她将孩子们的朋友圈屏蔽了。
虽然事后被宋女士的女儿发现，
但想到女儿同样也曾经屏蔽过
自己，宋女士就随口应付了过
去。宋女士开玩笑道，“也让她
尝试一下当时被人屏蔽在门外
心里失落的感觉。”

专家
意见

多和父母沟通交流
不要把父母设为圈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