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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强晓玲

9 月 3 日，是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然而
南通海门市初一新生许天赐，却再也不能上学
了。

8 月 30 日凌晨，许天赐不幸坠楼身亡。警
察在调查中发现，许天赐坠楼前一直在玩一款
叫《绝地求生》的游戏，也就是玩家口中的“吃
鸡”。

他母亲认为，儿子的死是沉迷游戏“吃鸡”
导致的。

近年来，随着移动设备广泛普及，青少年
不再需要偷偷跑到网吧打游戏，一部手机、一
台平板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玩起来。特别是
近年大热的以追击、捕杀为主题的网络游戏，
以环环相扣的情境设计、感官的强刺激性，吸
引了一大批青少年走进网络游戏。

以爆款游戏《王者荣耀》为例，腾讯公司最
新数据显示，该游戏注册用户中 11 岁至 20 岁
的玩家比例高达 54%，其中不乏大量农村青少
年。目前在未成年人网络成瘾因素中，游戏成
瘾占到 82%，已成为未成年人面临的主要网络
危害。

不久前，教育部等 8 个部门联合印发《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其中提到
要“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
戏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
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此次方案出台，是国家层面的举措之一。
然而，只靠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是治标不治
本的做法。”舆论呼吁，家长和学校应站在应对
第一线，陪伴和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习惯，建
立新的、更有意义的兴趣领域，帮助孩子加强
自制力。

“严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方法何来？
“父母是一门专业，要学会和孩子一起成

长。”长期从事青少年健康心理问题研究的许绍
阳老师认为，儿童时期心灵营养缺失，在青春期
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早恋、撒谎、没有
安全感等，沉溺网络虚拟世界只是各种问题的
一个表象。

许绍阳说:“就像我们饿了要吃东西，心灵
也一样需要食物。‘心的食物’是什么？是一种身
心的感受，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舒服不舒服’。沉
溺网游的孩子为什么疯狂地摄取它，是因为他
们在现实生活中，在‘心的食物’方面一直处于饥
饿状态，而这更多来自父母给予的成长环境。”

同样，8 月 30 日，在雅加达亚运会的电
子竞技(电子竞技 Electronic Sports，电子游
戏比赛达到“竞技”层面的体育项目)英雄联盟
决赛中，中国队以 3：1 击败韩国队获得冠军，
当晚，国内各个游戏论坛被疯狂挤占。国务院
妇女儿童工作办公室专家库专家、中国教育
学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委员会副会长宗春山
说，“中国电竞队的胜利来源于我们强大的分
母。”

电子游戏作为一种给人提供精神娱乐的
工具，以其独特的回应性、交互感和控制感，能
给人带来成就感和释放压力，从而产生极大的
归属感。宗春山认为，“正因如此，当学校教育
的评价标准趋同，一些未成年人很难在校园生
活中得到认同感时，虚拟世界的电子游戏成了
他们精神寄托的出口。一些未成年人忽略了虚
拟与现实的区别，导致社会主流观点对电子游
戏产生恶感，所谓的‘电子海洛因’进一步被妖
魔化。”

“网络游戏只是一个替代，一个载体，一
切一切都在弥补孩子们现实生活中的缺失，
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他们缺了什么。”宗春山
说，“没有一个家庭、一个学校愿意承认教育
的失败，总希望找到一个替罪羊。”

“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孩子

的问题却越来越大？”

小女孩摆弄着茶桌上的“玩具”说道，“这个
小脚丫真好看呀，上面还有一只小虫子。”
守在一旁的妈妈强调道：“这不叫小脚丫，这

叫‘知足’，那个小虫子是蜘蛛。这也不是什么玩

具，它是茶宠，饮茶品茗时把玩之物，它是用紫
砂……”

还没等妈妈解释完，小女孩的视线已转移
到别的地方。

这一幕，许绍阳在心理咨询辅导时常常遇
到。这名只有 4 岁半的小女孩迷上了网络，除了
游戏，她还可以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进行网购，快
递送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她需要的，但她却特别
上瘾。这个出生在优渥家庭的小孩子，父母都是
高学历，高龄得女，妈妈更是倾注了全部精力，
不惜辞掉不错的工作，亲自在家带孩子。

了解了背景，辅导前，许绍阳习惯在一种
放松的情境里观察：妈妈气质高雅、知识渊
博；小女孩聪明可爱，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小女孩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了妈妈随时“开
讲”的最好理由。两人的对话总是“从惊喜开
始，到无趣结束”。

在不到 10 分钟的观察中，许绍阳内心已
有了答案。妈妈除了内疚自己做得不够“好”以
外，更多是委屈，“自己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
孩子的问题却越来越大？”

“类似的案例非常多，原因都不复杂，就是
孩子‘心的食物’缺失。”许绍阳在接受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采访时说，“小女孩渴望从妈妈那里
得到‘心的食物’，是肯定、认同、鼓励，内心的感
受是舒服的。在一次次被妈妈纠正中，内心的
挫败感不断累积，当拿起大人的‘玩具’，驾轻就
熟地操控着手机时，这种快感恰恰是她‘心的
食物’所需要的。”

许绍阳认为，在当下许多独生子女家庭
中，“输不起”的父母在根本分不清什么是
“爱”和“害”时，“往往以爱的名义，不顾一切
地把自己认为对的‘心的食物’塞给孩子，根本
没有考虑孩子内心的感受。”

“如果不改变这种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
庭关系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现
代社会中很多家庭既不存在经济问题，也没有
感情出轨等，但夫妻感情、子女教育就是出现了
危机，因为彼此不知道‘心的食物’是什么。”

“很多家长根本意识不到自己

给孩子带来的不良环境影响”

“很多家长已经没有了欣赏孩子的能力。”
有着十几年青少年健康心理公益培训经验的
许绍阳，在他参与的每一次青少年心理健康公
益夏令营的开场白上，总会问同一个问题，“在
座的都是亲爸亲妈吗？”因为在入营前的调查
表中，“十大罪状”被家长填得满满的，在“您认
为孩子最令人满意的行为、特长”里，大多数家
长都表示“没有”。

“当一个孩子得不到外界认可 、欣赏，内
心饥渴时，他会去向哪里？会去向外寻找，网
游成了一个出口，满足了他获取‘心的食物’的
需要。”许绍阳说，现代网络游戏的设计，本质
上就是吸引玩家，通过声音、图像、身份、奖励
等，快速让心理获得满足感，“手游”成了最好
吃的“心的食物”。

换句话说，网游和家庭都在争夺孩子。孩子
“心的食物”是缺失还是满足，对待网游的态度
是截然不同的。

“被‘心的食物’喂饱的孩子，他也会玩网
游，认知世界、放松心情、调节压力，但不会上
瘾。因为内心的丰盈，现实生活中的满足感不
需要虚拟世界去填补。”许绍阳解释，从心理学
的角度，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爱能让孩子感
觉到安全、接纳、舒服，就像满足味蕾的“妈妈
的味道”，未来长大了，无论走到哪里，吃了多
少好滋味，“妈妈的味道”却永远是最美好的。

“而很多家长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给孩子带
来的不良环境影响。”一位父亲甚至因为孩子沉
溺网游，跟许绍阳扬言，“要是我们家孩子考不
上大学，我也不让他们游戏公司好过。”

今年初，许绍阳见到一对父子，孩子还有
几个月就要参加高考，却仍沉溺网游。做心理
辅导时，看着一旁喋喋不休的父亲和一脸叛逆
的孩子，许绍阳对孩子说，“摸着你的胸口告诉
我，这个时候，你最想对你爸爸说些什么？”鼓
励下，孩子大着胆子说道，“让他闭嘴。”

“青春期的孩子，一句话说第二遍，他就烦
了。”从心理学讲，烦了，就是剥夺他“心的食
物”，不如换做鼓励。但这里有技巧，不是简单
的“孩子，你真棒！”“很多道理家长都明白，但
执行难，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是自己
的，对他有天然的控制欲。”

“我们应该把孩子当作一个具有独立人
格的人，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与爱，问题就会趋
于好转。”许绍阳说，亲情更是一种“心的食
物”，特别是一些幼龄儿童，抬眼看见妈妈，寻
求妈妈爱抚，都是浇灌心灵的养分。“当把幼
小孩子交给一个他不亲近、不熟悉的人，同样
是一种“心的食物”缺失，所以说留守儿童更
缺少关爱，‘心的食物’更饥饿，也就更容易成
为网游的主力军。”

“父母是一个专业，要学会和

孩子一起成长”

“父母是一个专业，不是你有了孩子的出
生证，你就荣升为父母了，那只是入学通知书，

证明你可以学习相关知识了。”许绍阳认为当
下不少父母“多少有些自以为是”，“我们买个
手机还弄一堆说明书，这么一个灿烂的生命，
我们连学习都不用，就会教育他了？”

目前，我国的准妈妈教育还更偏重于生理
层面。许绍阳曾尝试开设一门“0 岁到青春期”
的课程，从心理学的发展思路来讲述一个孩子
心理成长的变化，“非常有价值，但大家并不感
兴趣。”当孩子出现问题时，来咨询的家长总会
跟许绍阳重复，“我要是早几年听您一个小时，
也不至于今天出现这么多问题。”

“如今我们社会有这么多庞大的公益社
团，多少做一点，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
一个家长听明白了，觉悟了，就会少一个问题
孩子。从民族的发展角度，我们就多了一个种
子，我们应该尽量把自己能做的做好，家长要
学会与孩子一起成长。”

不久前，一则以“日本孩子的公开课”为
主题的视频在网上刷屏。视频中，年纪不大
的孩子徒手侧翻、倒立行走、跳跃鞍马的游
戏场景引发了大批网友的感慨。“我们小时
候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宗春山在接受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说。

“鲁迅说，‘游戏是儿童的工作’。”几个月前，
宗春山刚刚参加了一个以“把游戏还给儿童”为
主旨的国际游戏论坛。论坛上，不同国家都带去
了自己的特色游戏项目。看着欧美一些国家展
示“丢手绢”“攻城”“骑驴”等游戏，宗春山很激
动，“这不就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游戏项目吗？而
且我们还有自己的游戏儿歌，什么‘我们要求一
个人，你们要求什么人……’”

宗春山一边哼唱着，一边跟记者展示游戏
的样子，“他们的游戏没有儿歌，只有动作，显
然是拷贝了我们的游戏。中国有着悠久的儿童
游戏传统，如今我们的孩子已经不太会玩了，
这些游戏却恰恰在国外的户外游戏中被展示
出来。”

游戏是一个未成年人对成人世界模拟认
知的过程，道德、规律等社会规则以不同的形
式为儿童提供认知世界的能力。“‘失补偿’是
弗洛伊德的儿童游戏理论。”宗春山说，弗洛
伊德的游戏理论包括几个重点，第一是“精力
过剩论”；第二是“进入社会的训练”，如格斗、
捕食等，在游戏里有道德等规律可循；三是挫
折宣泄论，通过游戏补偿生活中失去的一些
东西，获得满足感。

户外游戏一直以来都是发达国家学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同样有着良好的户外游
戏基础。近年来，由于在校学生学业负担不断加
重以及电子网络通信设备的快速普及，很多学
生成了“低头族”。

“不久前，我接触了一位到中国家庭游学的
比利时中学生，当他看到中国孩子人人手里都
有智能手机时很惊讶，因为他们大多数学生的
手机还仅仅是简单的移动电话。”宗春山说，目
前，我国在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使用率上远远
超过许多欧美国家。

此前，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关于禁止幼

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法
案。其实早在 2007 年，意大利就禁止学生在上课
时使用手机。英国于 2012 年宣布，禁止中小学生
携带手机进课堂。

在希腊，不仅学生不能用手机，连教师的手
机都只能以教学为目的。芬兰禁止向初三以下学
生销售手机，违者最高罚款 10 万欧元。美国大多
数学校要求学生不得把手机带入教室。

“孩子们发现虚拟世界比现实更

安全，自己可以伪装”

从 2 0 0 4 年起，就专门成立课题组研究
“单机游戏成瘾问题”的宗春山认为，“未成年
人沉溺网络游戏问题”与“户外游戏”相互交
融，又互相对立。“相对复杂，除了原生家庭遗
传以及人格障碍和精神疾病外，大多数未成
年人沉溺其中，是通过网络游戏找到了自己
情绪一个出口。”

“沉溺网游是精神情感空虚的表现，当人
的内心受到巨大刺激时，也容易过度依赖互联
网。”宗春山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2003 年的
“非典”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方面，死亡的威胁
让人们感到恐惧焦虑，另一方面，学校停课，导
致不少待在家里的孩子迷上单机游戏，这也是
我国网络游戏发展的雏形阶段，刺激了互联网
的发展。

“当下学校教育的评价体系唯分数教育、
应试教育、排序教育，教育的文艺功能、体育
功能不能给未成年人更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他们也只能用别的方式去缓解焦虑。”宗春山
说，当生存对他们已经不是问题时，精神上的
寄托就显现出来，“当现实生活、学校教育给
不了时，那么一个相对的载体——— 手游就容
易绑架了他们。”

宗春山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成绩非常优秀的
孩子，由于被家庭、学校等寄予更高的期待，其承
受的压力比人们想象中大很多，孩子往往把考上
大学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一旦目标实现，就更
容易沉溺网游。

“青春期的孩子处在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空白
期，特别是留守儿童，情感上的依恋断开了，所以
他们会自动去寻找情感补偿，当他们发现虚拟世
界比现实更安全，自己可以伪装，不用紧张、慌
乱，谁也看不见谁，‘我’成了一个符号，甚至可以在
里面用暴力的语言去攻击、宣泄，‘镜头里的人’给
了他们极大的满足感。”

“为什么青少年更容易沉溺网游中？”宗春山
解释，人的大脑在青春期阶段，会快速分泌激素，
当大脑兴奋、人体快速分泌多巴胺时，他需要同
等的刺激才能满足内心的需要。“而游戏中紧张、
刺激、未知、死亡、满足等感觉，恰好迅速弥补了
他的心理需求，产生愉悦感。”

在宗春山接触的案例中，一个非常优秀的孩
子因为高一生了一场病，再回到学校时成绩出现
下滑，不能接受现实，于是逃避到游戏里，并且很
快成为一名职业玩家，是各个游戏论坛里“神一样
的存在”。

5 年前，其月收入就已过万元。他的公务员父
母眼看着曾经优秀的孩子在“不务正业”的路上渐
行渐远，不能接受现实，就把孩子“押”到宗春山面
前，请他说服孩子回到学校。在现场，孩子对父母
说道，“我不会回去了，我现在自食其力，找到了自
己的价值。”

宗春山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游戏有一
种原罪，“我们常说玩物丧志，对新生事物有着一
种天然的抵触，认为它影响学习，于是网络游戏
被妖魔化。”

这些也对游戏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
前腾讯等公司已上线“防沉迷系统”，或让家长
参与调控，给其权限让沉迷游戏的孩子“一键
下线”……这些都是游戏公司正视自身责任的
表现。

“如今青少年沉重的学习负担，户外游戏与
体育锻炼的严重缺失等，已严重影响到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宗春山说，“我们最根本的事业
是发展教育，如何把教育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如何实现教育的可持续性，不仅仅是一个网络
游戏的问题。”

“心的食物”短缺，孩子怎不靠网游“充饥”？
在与网游争夺孩子的“战争”中失败的父母，该反省自己对孩子精神上给予的是爱还是害

沉溺网络虚拟世界，只是青春期各种问题的一个表

象。“网络游戏只是一个替代，一个载体，一切一切都在

弥补孩子们现实生活中的缺失。”

“当一个孩子得不到外界认可、欣赏，内心饥渴时，

他会去向哪里？会去向外寻找，网游成了一个出口，满足

了他获取‘心的食物’的需要。”

孩子“心的食物”是缺失，还是满足，对待网游的态

度是截然不同的。“被‘心的食物’喂饱的孩子，他也会玩

网游，认知世界、放松心情、调节压力，但不会上瘾。因为

内心的丰盈，现实生活中的满足感不需要虚拟世界去填

补。”

“父母是一个专业，不是你有了孩子的出生证，你就

荣升为父母了，那只是入学通知书，证明你可以学习相

关知识了。”家长应该尽量把自己能做的做好，要学会与

孩子一起成长。”
漫画：曹一

貂蝉与杨贵妃在同一
场景出现、要想活命必须
杀掉所有人……错乱的时
空历史和扭曲的人伦道
德，频频出现在一些网络
游戏中。正处于系第一颗
扣子阶段的青少年，应该
避免沉迷于此，须知生命
的真正意义在现实世界。

不能否认，通过游戏
可以获得快乐、活力和创
造力。一些网络游戏也强
调团队协作、永不言弃的
精神，适度尝试具有一定
价值和意义。

但过度沉迷于游戏，
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
些网络游戏忽略游戏精神
内核，转而混淆历史人伦，
或以暴力和色情为噱头；
网络游戏玩家鱼龙混杂，
素质参差不齐。青少年涉
世未深，判断力有限，长期
沉迷其中，不仅导致身体
羸弱、心理障碍，更容易造
成价值观混乱。当孩子们
发现书上学的与游戏中不
一致，当他们认为暴力可
以解决一切，当网瘾少年
眼里只有游戏中的自己，
对家庭、学校和社会来说，
都是巨大的挑战。

但是，污名化、妖魔化
网游不合时宜，谈之色变
或禁止网游更非明智之
举。青少年沉迷网游，有游
戏开发商的诱因，更与家庭教育缺位息息相关。孩
子成长过程中面临困惑甚至创伤，需要父母扮演
好“导师”和“朋友”的角色，倘若家庭、学校不能及
时补位，就可能为网络游戏让位。

堵不如疏。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合理安排游戏
的时间和频率，帮助孩子分辨游戏的优劣、善恶、
品位和价值。教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花
时间陪伴孩子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乐趣和成就感，
与孩子一道正确地看待世界，才能避免网游成瘾。

对于网游成瘾这头青少年成长路上的拦路
虎，多管齐下才能赶跑它。游戏公司应重拾企业责
任，如尊重历史和现实，开发更多适合青少年的游
戏，上线“防沉迷”等系统。学校应该培养青少年体
育锻炼、课外阅读等习惯，让讨论的热点从游戏转
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以及真善美的认知。相关政
策规定也应当对网络游戏的内容和价值观严格把
关，严防不正当价值导向、混淆历史真相的网络游
戏泛滥。

更应让孩子们意识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在现
实世界。只有将游戏中的团队协作、永不言弃、想
象力创造力等带到现实生活中，才是游戏的价值
所在。要让孩子们知道，游戏的门外还有更加广阔
的世界，值得与亲人挚友携手去探寻和感受。

（记者白靖利、刘宇琪）新华社昆明 10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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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偷划父母 40 万元打赏女主播、10 岁
女孩沉迷网聊加 30 多个群、3 名未成年人为上网
盗窃 4000 元、中学生网吧猝死……近年来，诸如
此类事件频见报端，引发社会对未成年人过度沉
迷网络空间的担忧。

“要想毁了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吧！”当问到
网络对孩子的影响时，郑州市民张钊既生气又无
奈。张钊的儿子正在读小学六年级，今年是“小升
初”的关键年，但孩子对网络的沉迷令张钊十分忧
心。“有时孩子玩在兴头上连吃饭、睡觉都给忘
了。”张钊很无奈，玩手机已经导致孩子学习成绩
直线下降。

除了荒废学业，沉迷网络影响孩子身心健
康，也是家长忧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昌市民唐
女士说，刚上初中的儿子在同学的带动下开始玩
一款竞技类手游，短短半年时间，视力就从 1 . 5
下降到 0 . 5 ，脊椎也开始有些变形。

“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旺盛期，长时间待
在电脑前的辐射和高度紧张，会损害各种人体机
能，引发眼疾、手疾、颈椎疾等各种疾患。”北京回
龙观医院心理科主任刘华清说，长期下去还会造
成父母和孩子关系疏离甚至对立。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晓义说，青少年网络沉
迷主要集中在网络游戏。“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初决
定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说明这个问题的严
重性。”

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社会各界采取了
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游戏公司核实用户身份、
推出防沉迷系统，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等等。

方晓义建议，政府监管力度还需要继续加
强，同时，降低青少年“触网”风险，宜疏不宜堵。不
能粗暴地切断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而是需要家
庭、学校和社会多方合力，引导青少年树立良好
的网络使用习惯、提高自主辨别网上不良信息的
能力。

（记者史林静、邬慧颖）据新华社郑州电

防范“迷网”

宜疏不宜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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