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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度

我国近四成网民是学生，保守估算，青少年网瘾患者高达四千万

不良网游 化了装的魔鬼
856 款 网 络 游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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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游戏可获政府补贴
绿色游戏发展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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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小雅

“湖南娄底新化14岁少年网吧挥刀杀
父绝不是个别事件”， 被称为“中国戒网
瘾第一人” 的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
宏开说， 10多年来，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开发出的游戏越
瘾情况越来越严重——
来越多， 染上网瘾的青 少 年 越 来 越 多 ，
社会上戒网瘾的机构越来越多， 受害的
家庭越来越多。 “孩子是网络游戏的受
害者， 每一个网游成瘾孩子的背后都是
绝望的父母、 破碎的家庭， 更是孩子青
春的残酷付出！”

“网游成瘾”：

越来越严重的流行病

陶宏开是2002年第一次听说与接触
“网络游戏成瘾” 少年的， 他说前来求助
的最初只有初中生、 高中生及 其 家 长 ，
现在范围扩展到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及
其家长， 家长有大学校长、 公务员、 教
师、 医生、 农民工、 国企老总， 什么家
庭状况的都有。 有一位国企老总为孩子
找了无数个心理专家与心理医生， 请教
了无数个家庭教育专家， 甚至还找了高
僧大德，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
接治网瘾孩子近10年的山东省临沂
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杨永信说， 来治
疗的人群中， 40%左右是未成年人， 18
岁以上网瘾患者中也有60%以上是在未
成年时期染瘾的。 最高峰时， 有200人左
右住在中心接受治疗， 近年来也一直稳
定在100人左右。
“网络游戏成瘾” 成为新的流行病的
另一例证， 就是戒网瘾机构的纷纷出现。
这些机构中， 有的主打医学背景、 有的
主打心理背景、 有的主打教育背景。 打
开百度搜索“戒网瘾中心” 这个关键词，
显示有两百余万个结果， 名称各异但目
的相同， 就是帮助那些网络成瘾的孩子
和家长摆脱痛苦。 这些机构开出各种各
样的处方： 有的用军事训练， 有的用各
种体罚， 有的用电击治疗， 有的用心理
辅导， 有的靠社会活动……相关的“专
家” 还产生了不同的派别争议， 但究竟
哪种办法最有实效， 至今也没有人给出
过确切的答案。
“网络成瘾已经成为大学生退学和中
小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 80%以上未成
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与网络游戏有关。”
杨永信说， 有个孩子对父亲的管教由厌
烦发展到恨， 三次在父亲的茶水或饭菜

里下鼠药； 有个孩子因为父母离异而辍
学， 每天沉迷于模仿网络世 界 的 武 士 ，
一心想要练成绝世武功以报 复 “可 恶 ”
的爸爸和妈妈； 有个高二学生六亲不认、
打骂父母； 有个孩子纠集500余名未成年
人聚众斗殴、 偷窃抢劫……在基层一线
目睹了太多触目惊心的案例， 杨永信指
出， 10年来， 孩子们在网络游戏的世界
中迷失得越来越远， 家长们在痛彻肺腹
中越来越绝望。
据杨永信的观察与研究， 随着网络
的普及和未成年网民的剧增， 未成年人
上网成瘾现象已从最初的特殊社会问题
迅速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而由
此引发的问题青少年群体和青少年犯罪
现象也呈递增趋势。 “这种情况， 不是
心理学、 也不是医学能解决的， 是我们
的精神和文化受到了污染。” 搞了一辈子
教育工作的陶宏开说。

不良网游：

教唆犯罪的精神毒品
“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瘾， 对青少年来
说， 特指网络游戏成瘾”， 陶宏开说， 游
戏本身没有错， 关键是本着怎样的目的
与动机， 以怎样的理念去开发游戏。 健
康的、 有利身心发展的游戏可以让人放
松身心， 但我们的孩子们热衷玩的游戏
并不是这样的游戏。
“哪 里 是 游 戏 ， 根 本 就 是 化 了 装 的
魔鬼， 是在教唆犯罪！” 一 位 曾 经 参 加
过网络游戏测评的教育界人士气愤地
说， 有的大型游戏奖励杀戮与分尸， 有
的大型游戏装备需要花费几百万到近千
万的虚拟货币 （可以用人民 币 买） 。 比
如 有 一 款 许 多 中 学 生 都 在 玩 的 “劲 舞
团” 游戏， 从名字上看好像是非常健康
的， 应该是以舞的技艺见长。 而实际上
舞蹈的技艺只是表面， 深层次的得分要
素是让你花钱买更高档的衣服。 玩家花
钱为主角女孩或者男孩买到更高档衣服
等物品， 就能轻而易举地成 为 胜 利 者 。
更加让人难以容忍的是， 为男主角或女
主角换衣服要一件一件地脱掉， 女主角
的形象个个都是丰乳细腰， 有些游戏画
面公然充斥着性暗示， 这对正处在青春
期的孩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还有一款看起来是卡丁车的游戏，
却不以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竞技道德取胜，
而需要玩家花钱购买各种装备。 如果跑
不过对方车手， 就可以花不同的价钱买
从香蕉皮到稻草捆不同“杀伤力” 的物

品扔向对方， 以破坏的方式阻止对方超
越自己， 甚至可以花更高的价钱买到核
武器， 把对方的车连同跑道一起炸掉。
全国政协委员张寿全说： “一些网
络游戏的设计者和经营者， 为 了 利 润 ，
故意设置情节引诱人们上瘾。 国家应该
加强对这些行为的限制和处罚。” 陶宏开
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指责网络游戏的
三宗罪： 无限性， 游戏永远打不完； 团
伙性， 比如打怪， 一个人是 打 不 赢 的 ，
一定要达到相当的人数一起打才行； 主
动性， 简直可以为所欲为。 色情、 杀戮、
逐利、 不道德竞争等价值观就隐藏在各
种精美游戏画面的背后。 “这就像煤气，
无色无味， 闻多了就中毒了。 不良的网
络游戏就是精神毒品！”
说到“网游成瘾” 的伤害， 有一位
曾经是玩家的网友说： “网游有误人子
弟的一面， 尤其是后期， 网游不断出副
本， 诱惑玩家投入更多时间 在 游 戏 内 ，
天天都得上， 感觉后来就不是人在玩游
戏， 是游戏在玩人了！”

迷途“网游”：

谁来救救孩子？

“不让上网就像要了他的命， 干什么
都没精打采的， 成天门也不出， 对家里
人都是爱理不理的， 救救我的孩子吧！”
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设立的收治网络成瘾
青少年的大兴青少年成长基地， 一个面
容憔悴的母亲急切地哭诉道。
在大兴青少年成长基地， 记者看到
一个5岁的男孩由妈妈陪着前来戒网瘾，
而据说最小的两岁半就已经有了成瘾倾
向。 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科教授陶然从
医学的角度分析说， 通过对所有网络成
瘾患者的脑部扫描， 发现长期过度玩网
络游戏的患者， 大脑中只有一小部分是
活跃的， 而其他部位却是休眠的。 这就
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类青少年有着共同
表现： 总是想上网， 情绪障 碍 ， 抑 郁 、
没精神， 人际交往退化， 孤僻怪异， 认
知上会出现极大扭曲， 会把所有事情外
于归因， 情感冷漠等， 这说明过度游戏
对大脑的发育是有影响的。
作为较早从医学角度关注网络游戏
成瘾的专家， 陶然指出， 在国际上已经
有明确的“电子脑” 和“游戏脑” 之说，
也就是过度游戏影响大脑发育， 从而影
响到人的认知、 性格、 心理等的正常发
育。 他说， 面对电子产品日渐普及、 网
络越来越发达的趋势， 许多家长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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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到电子产品的潜在影响， 没有应对
经验， 甚至把掌上电脑、 电视、 动画片作为
一种陪伴孩子的道具， 让孩子从小就与电子
产品过多接触。 “儿童5岁至12岁是大脑发
育最快的时期”， 陶然建议说： “7岁以前的
儿童每天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
小时。”
陶宏开认为， 把孩子引向网瘾的内因很
多， 比如独生子女家庭教育中父母教育理念
与方式不一致、 父亲教育缺位、 隔代教育过
于宠溺等， “但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这个
外因更不容忽视。”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个母亲， 她想了各
种办法让中考前痴迷游戏的儿子相信“宽带
到期了”， 而且家里也不会再安装宽带。 但
等她出了两天差回到家里， 宽带又装上了！
原来孩子自己打电话到某宽带公司、 用15岁
的身份证号码一申请就成功了。 “未成年人
可以自己申请装宽带吗？” 这位母亲质问客
服， 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地址、 户名是对
的， 我们就会给安装”。 这位母亲气愤地问
记者： “难道为了赚钱， 连道德也不要了
吗？ 难道宽带公司比网吧还随便吗？”
记者注意到， 近几年不断有两会代表对
青少年网瘾问题提出提案， 如共青团天津市
委书记刘道刚等10人曾经联名提议为防止网
瘾而立法； 贵州省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高万能
曾提出应加快网络立法， 在全国实行经营性
网吧“零点断网”； 有委员提案主张关闭社
会上的营业性网吧；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
过“关于完善网络游戏管理、 取缔涉暴涉黄
网络游戏” 的提案， 她在自己博客上表示，
“95%左右的网络游戏是以刺激、 暴力打斗，
甚至色情为主要内容的， 此类游戏正在潜移
默化地诱导青少年。 在暴力网络游戏创造的
虚拟世界里， 可以随意杀人、 放火、 掠夺，
而这一切都不必承担后果、 不必负责任。 涉
世未深的青少年的人生观、 价值观、 道德观
在这里容易被扭曲”。
据了解， 尽管国家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
监管网络游戏， 曾经推出网络游戏防沉迷系
统、 网络游戏家长监护工程， 要求网络游戏
实名制， 给了家长举报叫停子女游戏账号的
权利， 也曾出台了针对未成年人游戏的相关
要求。 “但是， 管只是下游的措施， 真正的
原因是我们精神文化源头上出了问题。” 陶
宏开说， 网络游戏的管理思路要改变， 一定
要进行网络游戏的标准化和透明化， 网络游
戏分级势在必行。
采访中， 很多家长忧心忡忡地问记者，
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创意产业的背景下， 许
多地区把网络游戏作为朝阳产业大力扶持，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怎么办？ 谁来救救我们的
孩子？

经营成人游戏的公司可以获得高达
千万元的政府补贴， 而为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着想、 专门研发绿色网游的公司却
因为收费低、 不设消费陷阱等做法举步
维艰， 甚至濒临破产。 这是近日记者从
中国青年网与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联合
举办的座谈会上获知的。
据中国青年网发布的 《中国游戏绿
色度测评统计报告》 显示， 测评的856
款 网 络 游 戏 中 ， 成 人 游 戏 638 款 ， 占
74.5%； 适合未成年人使用的游戏仅218
款， 占25.5%； 161款网游花钱就可以消
除因游戏里“杀人” 而导致的罪恶值；
286款网游存在开宝箱、 抽奖等带有博
彩性质设置。
“国外的游戏如果被评为‘18禁’，
游戏企业就会想尽办法去改进， 争取摘
掉这个帽子， 但国内的游戏企业却恰恰
相反， 争着标榜自己是‘18禁’， 好像
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专家发现，
游戏成人化的转变已经从原来简单的暴
力、 色情， 转变到游戏企业通过传播暴
力文化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故意制造
玩家仇恨并设置大量金钱陷阱来牟取暴
利。 很多游戏采用类似于毒品的形式，
玩家要想出人头地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比如设置3角钱一个的发言“小喇叭”，
玩家买了就可以攻击谩骂别人， 谁有钱
谁就可以获胜， 游戏公司通过这种方式
一天赚取十几万元非常容易。
中国青年网的专家表示， 成人游戏
本身就营收巨大， 却仍在获取着政府的
各种补贴， 如网游巨头巨人公司在2014
年度测评的8款游戏均为成人级游戏，
却在2013年第二季度获得了高达1000万
元的政府补贴； 而绿色游戏企业却很少
得到国家支持， 发展步履维艰， 16款绿
色游戏产品已经关服停运， 如广州百田
等坚持开发运营适合未成年人使用的绿
色游戏的公司， 坚持低收费、 不设赚钱
陷阱， 有的已经无法生存。
摘编自2014年3月11日北京晚报，
作者代丽丽

沉溺网瘾伤害身心健康
上网持续时间过长， 会使大脑神经
中枢持续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引起肾上
腺素水平异常增高， 交感神经过度兴
奋， 血压升高， 体内神经递质分泌紊
乱， 可引起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和生物化
学变化， 如心血管疾病、 胃肠神经官能
症、 紧张性头痛、 睡眠障碍等。
由于眼睛长时间注视电脑屏幕，视网
膜上感光物质视红质消耗过多，导致视力
下降、眼痛、怕光、暗适应能力降低等。
长期上网使青少年出现不自主的手指
敲击键盘、滑动鼠标的动作，形成键盘肘等。
在认知上， 长期上网会导致心理扭
曲、亲情淡漠、仇视父母、撒谎叛逆、逃学
厌学、早恋同居、情绪不稳、冲动易怒、焦
虑抑郁、自卑自闭、颓废堕落、强迫偏执、
敏感多疑、幻觉妄想等，也会诱发偷摸抢
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涉毒涉黑、赌博
嫖娼、卖淫强奸等犯罪。

近三成青少年网民有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33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底，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
为45.8%， 网民规模达6.18亿 。 其 中 学
生群体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 年
龄在10岁 至 19岁 的网 民 占 到 了 24.1%，
年龄在20岁至29岁的网民占31.2%， 小
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占比为11.9%。 中
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发布 的 《2011年 中
国网络青少年网瘾调查数据报告》 显
示， 我国青少年网民的网瘾比例高达
26%， 以此比例计算， 到2013年年底，
我国青少年网瘾患者保守计算应该在
400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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