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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网瘾与非网瘾中学生两种上网动机得分比较

图4� 网瘾与非网瘾中学生上网经常做的事情 （多选）

中学生如何避免网络成瘾
■崔吉芳

荩荩荩调查概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调查报
告显示， 2013年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已
达2.56亿， 占青少年总体的71.8%， 其中
又以中学生群体为最多， 占青少年网民的
38.3%。 与此同时， 如何保障青少年健康
上网、 避免他们网络成瘾或过度用网的问
题也备受关注。 不久前， 北京师范大学发
布的 《2013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
活方式蓝皮书》 指出， 有6.7%的学生趋
于过度用网， 1.8%的学生过度用网。 许
多研究发现， 网络应用的动机模式对于网
络成瘾有预测作用， 并且可以作为网络使
用行为与身心健康的中介因素。 本调查旨
在对中学生上网的动机模式进行分析， 考
察其对中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 以期为中
学生的网络使用与网络成瘾干预提供合理
建议。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
有关中学生网络使用情况及网络成瘾诊断
的相关问题，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 网络使
用频率、 周上网时间、 网络使用行为及网
络成瘾症状等， 共15个项目； 二是有关
中学生网络使用动机的相关问题， 共20
个项目， 要求中学生对有关自己上网原因
的表述进行评分。

本调查于2013年3至4月在北京市海
淀区的两所中学发放问卷820份， 共回收
有效问卷799份， 学生年龄为12至17岁，
其中初中生427人， 高中生372人。

荩荩荩结果分析

1.超过99%的中学生曾经使用网络，
经常或总是上网的学生占56.1%。

调查发现， 799份有效问卷中， 只有
4名初中生表示从未使用网络， 曾上网中
学生超过被调查学生的99%。 在网络使用
频率方面， 表示经常和总是上网的学生占
56.1%， 只有约10%的学生很少上网或不
上网。 整体而言， 初、 高中生的上网频率
无显著差异； 男女生的上网频率则差异显
著， 男生表示总是上网的频率高于女生
（见图1）。

上网时间方面， 中学生的平均周上网
时间为9小时， 但个体间的差异较大， 男
生平均周上网时间 （10.1小时） 显著高于
女生 （7.5小时）。

2.近六成中学生可以熟练操作计算
机， 男生高于女生， 初中生高于高中生。

在计算机操作的熟练程度方面，
57.5%的学生认为自己可以比较熟练或很
熟练地操作计算机， 31.2%的学生认为自
己操作计算机的能力还行， 只有约10%的
中学生表示自己对计算机只“了解一点”。
与网络使用频率一致， 男生操作计算机的
熟 练 程 度 （65.5%） 也 高 于 女 生
（50.5%）。 同时， 初中生可以熟练操作计
算机的比例 （63.5%） 显著高于高中生
（50.4%）， 这表明随着网络的普及， 低龄
青少年接触计算机的机会越来越多。

3.台式或笔记本电脑是中学生上网的
主要途径， 手机成为上网的第二途径。

有关上网途径， 90%的中学生选择了
台式或笔记本电脑， 57.5%的中学生选择
了手机上网， 同时选择这两种上网途径的
学生达50.7%， 可见电脑和手机是中学生
最常用的两种上网方式。 另有分别约1/3
和1/5的中学生选择了平板电脑或其他方
式 （见图2）。 初中生与高中生对上网途
径的选择略有差异， 初中生选择台式或笔

记本电脑的比例 （92.0%） 略高于高中生
（87.7%）， 而高中生选择手机上网的比例
（68.4%） 明显高于初中生 （48.4%）。

4.听音乐、 看电影、 查资料、 聊天是
中学生最常见的网络使用行为。

调查发现， 中学生上网最经常做的事
情是听音乐、 看电影、 查资料、 聊天等，
选择比例均超过2/3， 可见中学生的网络
使用行为以娱乐、 社交、 信息获取为主。
初中生与高中生的选择基本一致， 初中生
选择联机游戏或小游戏的比例略高。 男女
中学生的选择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 又有
所差异。 相对而言， 女生多项网络行为的
选择比例高于男生， 但玩游戏、 看新闻、
网络聊天的比例则低于男生， 特别是联机
游戏， 男生的选择比例高达66.2%， 排在
各行为的第五位， 而女生的选择比例只有
22.1%， 在各种网络行为中选择比例最低。

5.中学生网络成瘾比例男生高于女生。
根据匹兹堡大学心理学教授金伯利·

扬的标准， 8项网络成瘾症状中存在5项及
以上， 即诊断为网络成瘾， 结果发现， 参
与调查中学生中， 网络成瘾的检出率为
10.3%， 男生的检出率为14.8%， 显著高于
女生的5.8%。

6.网瘾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更差， 上网
频率更高， 更热衷网络游戏。

分析网络成瘾与学习成绩、 网络使用
行为的联系发现， 超过1/3网瘾中学生的
学习成绩较差， 成绩优等的网瘾中学生比
例偏低 （16.5%）（见图3）； 网瘾中学生的
网络使用频率也显著高于非网瘾学生， 经
常或总是上网的接近80%， 远高于一般中
学生的53.7%； 网瘾中学生与一般中学生
上网经常做的事情具有一致性， 都是以娱
乐、 社交、 信息获取类的活动居多， 但网
瘾中学生参与联机游戏或小游戏的比例明
显更高， 同时参与网络聊天的比例也偏
高， 而上网查资料的比例略低 （见图4）。

7.网瘾组中学生的“社会—情感调节”
动机强度显著高于非网瘾组。

中学生的上网动机可以分为“社会—
情感调节” 和“工具—信息获取” 两种动
机。 “社会—情感调节” 动机得分高， 说
明中学生主要出于满足情感联系和归属等
需要， 而将网络视为结交朋友、 寻求安慰
和排除烦恼的媒介， 即基于情感联系、 感
情依托的动机使用网络。 “工具—信息获
取” 动机得分高， 说明中学生主要看重网
络的工具功能， 将网络视为满足信息获
取、 帮助学习等需要的一种辅助工具。

比较网瘾组与非网瘾组中学生两种上
网动机的平均得分发现， 网瘾组中学生的
“社会—情感调节”动机得分显著高于非网
瘾组，而“工具—信息获取”动机的平均得
分则略低。 从组内来看，非网瘾组中学生上
网的“工具—信息获取”动机显著高于“社
会—情感调节”动机，而网瘾组两种动机差
异不显著， 说明网瘾中学生的网络过度使
用问题主要由“社会—情感调节”动机所驱
动，他们和一般上网中学生一样， 认同网
络的信息获取功能， 但同时在情感联系上
对网络更为非常依赖 （见图5）。

8.“社会—情感调节” 动机是中学生
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 而“工具—信息获
取” 动机则是中学生网络成瘾的保护因
素。

采用回归分析考察“社会—情感调
节” 与“工具—信息获取” 两种动机对中
学生网络成瘾的作用， 将“社会—情感调
节” 与“工具—信息获取” 两种动机得分
作为自变量， 网络成瘾得分作为因变量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 发现回归方程成立， 两
种动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社会—情感
调节” 动机得分越高， 网络成瘾得分越

图1� 男女中学生网络使用的频率

图2� 中学生的上网途径

图3� 网瘾与非网瘾中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价

高， 而“工具—信息获取” 动机得分越
高， 网络成瘾得分越低， 即“社会—情
感调节” 动机是中学生网络成瘾的风险
因素， 而“工具—信息获取” 动机可以
作为中学生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 相关
分析的结果同样表明， “社会—情感调
节” 动机得分与网络成瘾得分呈显著正
相关， 同时与网络使用频率及每周上网
时间也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把结交朋友、
寻求安慰及宣泄情感作为上网动机的中
学生， 更容易网络成瘾， 更容易过度用
网， 给学习、 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从具体上网动因———中学生对各种
上网原因的选择强度来看，听音乐和看电
影是中学生最大的上网动因，而网瘾组与
非网瘾组差别最大的上网动因是玩在线
游戏，说明一般中学生对在线游戏的参与
度并不高。 同时，相关分析表明，“获得认
同与归属”与“玩在线游戏”两项上网动因
对中学生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最大；而
“听音乐”、“看电影”虽然是中学生上网的
两项主要动因，但与网络成瘾得分间并无
显著相关。 上网动因对网络成瘾的预测，
男女生略有差异，男生最大的预测动因是
“获得认同与归属”,而女生则是“跟踪偶
像和娱乐信息”。

荩荩荩思考建议

合理引导中学生的上网动
因， 帮助中学生健康用网

本次调查表明， 网络使用在中学生
群体中已经非常普遍， 而网络功能的多
元化， 对中学生的生活方式、 学习方式
乃至人际互动模式都产生影响， 如何引
导中学生合理使用网络、 避免网络成瘾
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调查从心理
动力学理论出发， 考察中学生的上网动
因， 分析其与网络成瘾的联系， 发现中
学生的上网动机对于网络成瘾具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 基于调查发现， 对帮助中
学生健康用网、 预防网络成瘾提出如下
建议。

1.引导中学生正确使用网络， 发挥网
络的积极作用。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 计算机操作和
网络运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备技能，
整体而言， 网络使用对中学生的积极作
用大于消极作用， 为更好地发挥网络的积
极作用，提升中学生的信息技能和信息素
养，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做出更多努力。
本调查中，我们发现北京市中学生的网络
应用已经非常普遍， 上网方式也相对多
元，除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外，手机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平板电脑也逐
渐丰富着中学生的上网体验，这些便携式
设备的普及，也必然带来中学生群体网络
应用更大的便捷性与随时性。 这也提示教
育者及家长，更应重视引导中学生养成健
康合理的上网习惯， 形成正确的网络认
知，为他们提供积极的社会支持，提升他
们网络使用时的自我调控能力以及现实
生活参与意识， 为中学生健康用网和身
心发展保驾护航。

2.引导中学生合理看待网络的功用，
重视发挥网络的工具功能， 减弱中学生
对网络的情感依赖。

中学生在网络中寻求安慰与归属、
寻求与他人的情感联结的需求越强烈，
越希望借助网络结交朋友、 寻求安慰与
支持以及宣泄情感， 越容易产生对网络
的过度依赖， 进而影响学习和生活； 而
如果对网络持相对客观的态度， 注重其

工具功能， 则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网络的积
极作用， 避免产生对网络的依赖。 因此，
应引导中学生将网络作为生活、 学习的工
具， 强化网络在支持学习、 获取资讯方面
的工具功能， 尽量弱化网络在中学生情感
联结中的作用， 避免中学生在情感上对网
络的过度依赖。

3.关注中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 丰富中
学生的网络体验与在线学习资源。

调查发现， 中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主
要以娱乐、 社交、 信息获取为主。 需要注
意的是， 虽然看电影、 听音乐和玩在线游
戏都是基于网络的娱乐行为， 但对中学生
的影响却有所不同， 前两项娱乐活动在整
个中学生群体都比较普遍， 而玩在线游戏
则主要是网瘾中学生的参与度较高， 并且
是对网络成瘾预测作用最大的上网动因之
一。 对比这两种类型的网络娱乐活动可以
发现， 看电影、 听音乐主要是接受性的活
动， 个体的卷入程度相对较低， 而在线游
戏却需要个体比较高的参与和投入度， 同
时包含了社交的成分， 一旦个体的情感投
入过高， 就比较容易诱发网瘾。 同时， 个
别访谈发现， 许多中学生表示， 虽然大家
都会上网， 但对众多的网络功能了解得并
不多、 也不深入， 使用的效率、 效果也大
打折扣， 因此教育者和家长应更多地向中
学生提供网络应用方面的方法指导。 此外，
广大教育者应根据中学生的特点和网络体
验的需要， 提供更多适用于中学生群体的
网络学习资源， 特别要增加资源的趣味性
和互动性， 以增强对中学生的吸引力， 促
进他们健康、 高效用网。

4.了解中学生网络应用的性别差异， 提
供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干预。

调查发现， 男女中学生的网络应用表
现出了一定的性别差异， 这些差异的产生，
与男女生的个性特点有关， 一般认为男生
对技术兴趣更大， 更具主动性和冲动性，
而女生往往情感上更细腻。 这些特点反映
在他们的网络行为中。 例如， 同样是网络
社交， 男生更多选择在线聊天、 在线游戏
等即时性、 交互性强的活动， 同时在网上
寻求交友对象的动机强度也高于女生； 而
女生更多选择访问空间、 论坛、 微博等非
即时性且带有更多接受性及分享性的活动。
因此， 对男女中学生上网行为的引导、 干
预应有所区别， 注重发展各自优势， 规避
负面影响， 例如将男生较强的行动力和能
量引导到有益身心发展的网络活动中， 发
展他们的创造性， 而对女生则多关注她们
的情感体验与分享。

5.引导中学生积极参与实践， 丰富生活
体验， 鼓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寻求认同与
归属。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观点，
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发展的第五个重要阶
段———青少年期 （青春期）。 这一时期， 中
学生由幼稚逐渐走向成熟， 面临着身心发
展的剧变， 各种需要日益增长， 视野更加
开阔， 寻求认同和归属、 找到自己的位置、
保持与社会的联系是他们的内在需求， 而
网络世界的生动、 便捷、 绚丽多彩等特点
让心理需求满足更为易得， 从而可能强化
中学生对网络的依赖。 因此， 为避免中学
生过度寄托网络满足这些需求， 就要求家
庭、 学校、 教育者为他们创设更丰富的生
活体验和实践锻炼机会， 同时提供积极的
社会支持， 让他们在现实生活、 日常学习
中拥有更强的归属感和成就感。

（作者单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本
文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2年度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小型调研项目“基于动
机理论的中学生网络成瘾调查研究” 课题
成果。）

教育
调查

（上接第一版）
新政的公平还在于提出对随迁子女

就近入学的政策， 以彰显义务教育的公
共服务性质。 多地启动了随迁子女登记
制度， 今年天津的小学招生中有两成为
随迁子女， 三亚对1289名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入学进行电脑随机派位。

在三亚开出租车多年的李长征在电
脑派位结果出来后舒了一口气。 他说：
“之前为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一直很发
愁， 这样随机派位更公平些， 我心里也
踏实了。” 这是一个普通家长对义务教
育普惠性的由衷感叹。

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正是通过
一小步、 一小步的现实推进， 就近入学
的政策逐渐落地， 消解着长年盘根错节
的教育苦果。

（二）
并存的叫好声和质疑声印证了就

近入学落地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各种
疑虑的终端指向“公平” 二字， 能否
在教育公平上取信于民， 将成为新政
的“阿喀琉斯之踵”。

“即使你的孩子上的是一所优质小
学， 也不一定能够进优质初中， 而你的

孩子上一所普通小学， 却有可能通过名
额分配等方式升到某一所优质初中”，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的改革预期给
“择校热” 浇了一桶冰水， 就连一直被
看作利益寻租“钉子户” 的“共建生”
也被斩掉。 此次新政破旧立新的决心不
可说不大， 但落地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如
何公平行事、 取信于民。

“谁能告诉我， 学校片区到底怎么
划的？” 同一小区内的孩子被分入不同
学校的状况， 让河南郑州的刘女士发出
尖锐的疑问。

如何合理划片， 考验着教育行政部
门的智慧。 哪怕只是最轻微的一缩一
扩， 都必须既符合义务教育法公平均衡
的法理诉求， 又要求解民众利益关切的
“最大公约数”。 在学校差距较大的城市
片区， 强力推进划片就近入学， 导致一
墙之隔或一路之隔“百姓悲喜两重天”
的情况已不在少数。

将“划片入学模式、 对口升学流
程、 入学办理方式、 信息公开办法” 拿
到阳光下晒一晒的强烈呼声， 似乎一开
始就与家长们对新政的期待相伴而行。
因为没有了透明、 公平的改革底色涂

抹， “免试” 和“就近” 如同在风中飘
摇的旌旗， 只有鼓与呼， 难有落与实。

就近入学起点是均衡， 终点是公
平。 但这条路却并非坦途。

1986年， 就近入学第一次在 《义
务教育法》 中现身， 此后， 就近入学每
一次的重申都伴随着行政的铁腕。 行政
者用强政严法“犁” 去“马太效应” 在
教育地图上种下的苦果， 但“立竿见
影” 背后， 教育肌理仍然是参差不平、
峰谷并存。 待风声一过， “择校热” 又
卷土重来。

在择校与就近入学漫长的拉锯战
中， 优质校与薄弱校差距长期存在的现
实让家长择校的瘾头难以戒除， 生源分
布、 校际均衡之路在行政治理策马扬鞭
之下仍然收效甚微。 缓步而行的教育均
衡如何跑赢时间？

改革， 意味着对既有利益链条的重
构，牵一发而动全身。 经过短暂酝酿，这
枚“石子”的涟漪从教育圈扩散到房地产
圈。

对优质教育的渴望、对容身之所的渴
望，向来是国人的两种“刚需”。当两种“刚
需”撞到一起，被名校光环加持的学区房

价格自然是一路水涨船高。 今年新政对
“共建”、“条子”的围剿更是为“以房择校”
加了一把火。 如此厝火积薪之下，媒体报
道的“购买4.4平方米学区房花费135万
元”的荒谬也似乎有了几分合理性。

名校成了调控房价的另一双看不见
的手， 有多少人一夜醒来， 房价飙升数
倍。 从顶层往下看， 用“合理划片” 去
重新规划城市的教育资源版图， 能否将
优质教育这块“大饼” 摊圆摊均匀， 既
考验行政者的智慧和决心， 又需要时间
的沉淀。 从基层往上看， 以房择校无法
回避“5平方米的房子里， 如何承载教
育公平梦” 这样的尖锐诘问。

（三）
和许多转型期的教育制度一样，

对合理就近入学的探索也是一个牵涉
深广的多项方程式， “均衡律” 的落
地不是搞运动、 喊口号， 需要在公平
与效率、 顶层设计与实际操作、 民生
需求与发展全局之间， 为这道教育难
题找到最优答案。

这次破开新局的小升初新政， 是及
格还是优秀？ 现在定论或许为时尚早。
但每次改革的沸热背后， 总会有一个声

音冷静发问： 就近入学治标强政步步紧
逼， 均衡的治本之策怎样赶上趟？

如果一手攥着重点校不撒手， 一手
拿着喇叭高呼“均衡”， 那么免试就近
入学只能在一次次的呼吁中无疾而终。
现实中， 校际差距难消除， 休克式的

“削峰填谷” 只会适得其反。 今年， 越
来越多的城市在学区里求解就近入学的
多项方程式。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 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
对口招生。 在19个大城市中，学区化、对
口直升、 九年一贯制如同一针针“退烧
药”扎在了高烧不退的“择校热”病体上。

学区制是此次新政应对这种长远担
忧的制度设计。 通过师资流动、教育集团
化等方式，盘活资源存量、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的带动辐射功能以缩小校际差异。

“将优秀教育资源掰碎、 揉烂， 均
匀撒在每一个学区上” 是改革的理想状
态。 但在社会资源和利益盘根错节的大
城市， 首先要画出几条“缓冲带”。 今
年， 北京东城区划出的“缓冲带” 是7
所九年一贯制、 4个优质教育资源带、

14对深度联盟学校。 靠着强弱校联姻、
帮扶， 教师资源流动、 交流等手段， 东
城区试图“一碗水端平”。

一只脚已经从“学区化” 迈进了
“学区制” 门内的城市， 除了北京， 还有
上海、 武汉等地。 在这些地方， 学区制、
一体化管理、 深度联盟、 对口直升、 九
年一贯制等系列手段正形成合力； 定期
流动、 支教、 对口支援、 教育联盟、 走
教制度、 送教下乡及优质教师资源辐射
等方式， 也正成为均衡配置优质教师校
长资源、 扶植薄弱学校发展的第一步。

不过， 洗牌之后， 也有人抱怨自己
抓到一手“烂牌”。 学区制是否冲淡了名
校这杯“浓茶”？ 名校被“打土豪， 分田
地” 的不安感包围着， 看来， 要拆掉校
门似乎容易， 但是拆掉各校区心中的管
理边界却不易。

在深水区蹚行，每一次牵涉民生的资
源配置，都不能“大笔一画”，更不能“拉郎
配”。只有科学、合理、公正的方案，才能打
破校际资源壁垒，让教育资源在区内流转
自如；才能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的改革之路上，以免试就近入学的小
轮带动教育公平的大轮。

新政力克小升初择校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