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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时玩QQ、 三年级
时可以自己下载游戏、 五年级
时拥有了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
号。” 谈起自己的数字媒介使
用情况， 北京男孩刘鑫 （化
名） 认为自己使用这些媒介并
不算早， 而且爸爸妈妈也支持
自己上网。

在表达方式上， 刘鑫最喜
欢用QQ， 因为“可以直接表
达，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需
要有顾忌”。 同样来自北京的
孟杨 （化名）， 是一名幼儿园
中班的孩子， 她此时已经会用
微信， 会上网看视频、 传照
片， 会用电脑和手机玩网络游
戏了。

“随着数字媒介在家庭中
的普及， ‘00后’ 一代是这
个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张
海波用“滑一代、 微一代、 搜
一代、 游一代、 秀一代” 5个
词总结了“00后” 儿童的特
点。 他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看电视、 课外书的时间逐

渐减少， 而使用电脑、 手机、 平
板电脑等数字媒介的时间却不断
变长， 到初中时手机已成为最受
欢迎的媒介了。

“儿童成长轨迹基本上是两
年一个节点， 每个阶段儿童的心
理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因此我们
将3—14岁的儿童分成了5个阶
段， 分别统计各个阶段的儿童数
字媒介的使用行为， 以准确地描
述‘00后’ 儿童的数字化成长
轨迹。” 张海波说， “从调研结
果来看， ‘00后’ 儿童的数字
媒介使用呈现‘三级跳’ 的特
点。”

在幼儿园时期，“00后”儿童
就具有较高的媒介接触率， 三大
媒介（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的接
触率已超过 80% ， 分别达到
91.8% 、83.4% 和 80.6% ， 其 中
44.1%的幼儿园孩子开始玩网
游。

“玩游戏是幼儿使用媒介的
重要功能， 甚至在他们尚不会交
流时， 他们已经开始滑动屏幕切

水果了， 有不少是3岁的小玩
家。” 张海波说， 儿童玩游戏越
来越低龄化， 他们自主选择性
强， 甚至会向父母要钱打游戏，
也会积极加入各种联盟工会等虚
拟社团。

而在小学时期， 儿童初步发
展到和成人使用行为相差不多的
“用户” 阶段。 “调查显示， 近
半数小学中年级学生拥有自己的
QQ， 近半数儿童拥有社交媒体
账号， 并且开始玩大型游戏、 社
交类游戏， 35.8%的儿童在网上
发表内容， 23.1%的儿童拥有网
友， 更有8.3%的儿童拥有陌生
网友。” 张海波说。

而到了中学时期， 儿童新媒
介接触和使用技能进一步提升。
张海波在调查中发现， 初中生拥
有QQ的比率达91.8%， 90.0%的
儿童加入了QQ群， 其中46.4%
的儿童加入了6个以上的QQ群，
81.8%的儿童拥有了自己的社交
媒体， 28.6%的儿童拥有了自己
的“粉丝”。

专家观点

“00后”儿童学习、娱乐都离不开新媒介，但也存在接触不良信息、沉迷网络游戏等风险———

数字时代，我们怎样和“00后”一起成长

全民性的媒介
素养教育不可缺

■范以锦

孩子们有着好奇的天性， 当父母在开电脑上
网时， 不到1岁的幼儿也会爬过来， 在电脑上乱
摸乱按。 我那1岁半的孙女， 看到电脑就以命令
式的姿态大声嚷嚷“开”， 看了一会、 玩了一会
又下令“关”。 现实如此，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尖锐问题就是， 对孩子们的上网行为怎么看， 是
一味封杀， 还是无限放纵？

笔者认为， 家长、 教育者、 管理部门都要以
适应互联网发展的心态， 明晰新形势下青少年儿
童成长的路径， 形成日常正规教育与网络教育互
相涵接、 互为补充的新思路。 互联网的传播无时
不在、 无处不有， 回避是回避不了的。 面对现
实， 顺势而为， 才是正道。

许多事物有两面性， 利弊兼有。 孩子们广泛
接触网络的网游行为也是如此。 网络可视性、 娱
乐性、 趣味性很强， 很容易吸引孩子。 过早上网
网游， 会使自制力欠缺的孩子们沉迷其中， 并对
其他事情缺乏兴趣， 不仅影响正常的学习、 生
活， 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在网络中加入各种虚
拟平台， 结交一批陌生网友， 辨识力弱的孩子容
易受混迹其中的一些不法之徒的诱骗。 网络语言
的滥用乃至网络暴力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大， 有的
孩子从小就在网络上学会了粗话， 互相用脏话对
骂。 网络上的不真实和对历史的歪曲、 不规范的
用语等， 都会对孩子们知识的掌握和道德培养造
成负面影响。 长此下去， 不利于孩子们德智体全
面发展。

然而， 我们也要看到互联网给孩子们学习、
生活、 成长带来的新变化、新动力。 长期以来，受
应试教育影响， 许多学生几乎把精力都专注于升
学考试，动手能力差、创造力弱。 孩子们经常上网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状， 弥补了应试
教育的不足。 互联网对孩子们知识的传送乃至智
力的开发，给孩子们日常学习和生活带来的便利，
让孩子们走出书斋参与社会活动、 拓展视野等积
极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玩中出智慧，出创造力。 综
观当今孩子们成长的过程， 可以看到网络行为已
成为他们成长的重要轨迹。 有的孩子幼儿园时候
玩QQ、三年级的时候可以自己下载游戏、五年级
时拥有了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号。 这种现象是孩
子们“早当家”的表现，他们在社交中有机会表达
自己的观点、 看法， 培养了自尊自立的意识。 这
对孩子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宝贵的。

然而， 毕竟少年儿童的自控能力弱， 不能不
管。 面对新情况、 新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顺势而
为， 积极引导， 尽力做到利多弊少。 有几个方面
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其一， 尊重孩子的志向和选择， 主动介入引
导。 不能老下令不准孩子们上网， 而应规定适当
的时间进行。 如果只是家里封住了， 就有可能跑
到别处， 更容易发生问题。 而且， 封杀的办法使
孩子萌发对立情绪， 失去了温暖的孩子容易产生
心理障碍。 有时家长还要与孩子一起上网， 告诉
他们应注意的问题。 孩子们对互联网技术的掌
握， 上网的熟练程度， 往往高过许多家长。 为获
得孩子的信任和支持， 家长应放下身段， 以向孩
子学习的态度参与进去， 掌握情况， 及时引导。

其二， 有关部门和机构要认真调查当下青少
年儿童上网的情况， 心中有数才能恰如其分做好
网络管理。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 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张海波联合
北京、 上海、 西安、 南京等全国18个中心城市的
少年宫， 通过问巻等方式进行了调查。 他们的调
查比较全面、 客观， 给人启迪， 很有指导意义。
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小学、 初中， 再到高中， 情况
都是不同的。 每个阶段的经历、 心理活动、 上网
的习惯等都有变化， 城市与农村的情况也不一
样， 因此各地都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开展调研活
动， 以便对症下药， 完善规章制度， 进行有针对
性的教育。

其三， 学校也要加快互联网化的进程， 渗透
到教学环节， 以激发学生掌握知识的积极性。 条
件具备的学校， 老师还可以主动地渗透到学生的
社交平台上， 与他们交友交心、 释疑解惑。 掌握
网络的主动权， 才能有教育、 引导学生的主动
权。

其四， 开展从儿童开始的全民的媒介素养教
育。 张海波团队对广州的青少年儿童的媒介素养
的教育是抓得比较早的， 不仅有培训活动， 还编
写了一套教辅材料。 这些材料有适合青少年阅读
的， 有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来阅读的， 还有适合
从事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老师阅读的。 这种分
层次学习、 训练的做法， 值得总结推广。

全民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同样不能忽视， 成年
人具备了媒介素养， 才有能力教育好自己的孩
子。 面对孩子们纷纷网游的浪潮， 我们强调的顺
势而为， 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认真开展从孩子抓起
的全民性的媒介素养教育。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教授）

纵
深

“不同的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会对
儿童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从整体样本的
调查结果来看， 现在父母在儿童使用新
媒介的示范和引导方面做得很不够。”
张海波说。

“调查发现， 有42%的家长陪孩子
玩游戏， 这是一种好现象。 这种开放的
态度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 也能有效控
制游戏时间。” 中国青年报教育新闻部
主任堵力说。

不过， 仅仅是陪玩仍然不够， 今天
的父母还应做孩子“数字时代的榜样父
母”。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一是要求父
母在屏幕前陪伴孩子， 和他们一起娱
乐、 学习、 玩游戏。 二是约定。 应从小
培养孩子的自控能力、 自我管理的能
力。 比如把手机、 平板电脑交给孩子时
要约定玩的时间、 玩的内容。 三是示
范， 家长平时在家里要注意自己的媒介
使用行为， 现在有些年轻的父母， 自己
在家里整天玩手机， 但一看到孩子玩电
脑就指责， 这就是很坏的示范。” 张海
波说。

“网络使得儿童能够更便捷、 平等
地获得资讯， 有助于消除发展程度不同
的地域之间的信息鸿沟， 并丰富少年儿
童的娱乐和生活， 但由于儿童辨识力不

高、 自制力欠缺或未获得有效的引导， 儿
童在线也会遇到一定的风险。” 冯凌云说，
“为此， 腾讯公司积极配合国家‘护苗行
动’， 在青少年使用较多的产品平台优化防
控策略， 设置防沉迷机制， 尽量减少儿童
在线风险。”

“首先， 要将网络安全和媒体素养教育
列入学校教育的必修课、 通识课中， 同时
政府应出台保障儿童网络安全和提升儿童
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的政策、 法规， 一方面
为儿童网络安全和媒体素养教育提供各项
保障， 另一方面则对涉及儿童的网络犯罪
行为加强监管打击。” 张海波说， 国家层面
的制度设计和法律保护， 是儿童在线安全
的基础。

张海波同时认为，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采用多元形式普及“网络安全和媒介素养
教育” 知识， 促进家庭、 学校、 社会和媒
体形成合力， 对构建健康文明的网络社会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只是儿童， 成人同样需要网络安全
和媒介素养教育。” 张海波认为， 作为互联
网时代每个公民必备的基本技能， 这项教
育是终生学习的内容。 因此， 要充分调动
全社会的力量， 充分利用青少年宫、 博物
馆、 图书馆、 科技馆等各种社会公共单位，
在学校、 家庭、 社区普及网络安全和媒介
素养教育。

“家长与儿童如何协商管理媒介使
用， 家庭关系、 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媒介
使用行为的影响等， 都是需要引起我们
高度重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
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说。

在调研中， 张海波发现， 在儿童使
用新媒介时， 家长们普遍存在着各种担
忧， 但在处理方式上却各不相同， “一
些家长要么简单粗暴， 要么放任自流”。

小学四年级学生阿峰认为父母做法
十分强硬： “说不让我玩就不让我玩，
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而阿峰的家长
则认为： “不是说所有时间都不让他
玩， 但不能让他沉迷于网络游戏。” 为
此， 阿峰家里并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可供
支配的电脑。

不过， 也有父母陪着孩子一起玩，
甚至为孩子玩游戏提供金钱上的支持。
研究人员发现， 从幼儿园时期， 就有大
约2.4%的儿童在玩游戏时获得过父母
金钱上的支持， 而到初中时这一比例升
至5.8%。

“71.5%的家长主要怕玩游戏耽误
学习， 另有68.7%、 66.1%、 47.8%的
家长担心孩子上网会影响视力、 接触
不良信息、 交上坏朋友。” 张海波说，
儿童上网还存在隐私泄露、 网络欺凌
等风险。

“根据用户举报的数据来看， 儿童
上网常见的挑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网络存在的各类不良信息， 如暴
力、 色情、 赌博等， 在儿童辨识力不
高的情况下， 可能对其身心健康产生
不良影响； 二是网络视频娱乐资讯、
游戏等趣味性较强， 儿童在自制力欠

缺、 未获得有效引导的情况下， 可能沉迷
其中； 三是在使用网络社交软件过程中，
可能间接接触到不法分子， 受到网络欺诈
等不法侵害。” 腾讯安全管理部副总监冯
凌云说。

“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 来考
察儿童的隐私保护意识： ‘如果在网上要
你填真实资料， 你会怎么办？’ 从填写的结
果上来看， 儿童隐私保护意识不强。” 张海
波说， 只有32.5%的孩子会先询问父母意
见， 2.9%的小学低年级学生和10.5%初中
生选择“直接填写真实资料”。 而针对“网
上遇到不良内容， 你会和父母说吗” 这一
问题， 有近90%的幼儿园孩子、 35%的初
中生选择“会爸爸妈妈说”， 还有近28%的
初中孩子选择“谁也不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小学生遭遇网络
欺凌的比例也不断攀升。 小学时期， 大约
有3.5%的小学低年级学生表示被同学或朋
友在网上恶搞过， 到了初中这一比率增至
18.3%。 当在网上被人骂时， 9.7%的小学
低年级儿童选择直接骂回去， 这一比率到
了初中升至21.8%。

“前不久网络上发生的小学生骂战， 让
不少家长大跌眼镜，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与
家长不无关系， 家长在孩子上网上既没有
做好榜样， 也没有把好关。” 张海波说。

从统计结果上看， 61.7%的家长没有
为孩子筛选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
67.7%的家长并没有与孩子约定玩游戏的
时间和内容， 而有近一半的家长不是自己
孩子的QQ、 微信好友。 而在许多孩子的印
象中， 爸爸妈妈在家里最喜欢玩手机、 玩
微信、 网购， 但不怎么看书。 孩子们遇到
学习问题问父母的比例也越来越低。

“儿童到初中时， 因更积
极地使用新媒介， 使得他们在
屏幕上‘数字世界’ 中的娱
乐、 交往、 学习和表达等各方
面， 都开始超越成人， 在数字
世界中， 儿童走在大人前面。”
张海波说。

“我自从有了这个平板电
脑之后， 基本上就是用三大类
型的软件———游戏类、 拍摄
类、 QQ微信聊天类。” 志志是
广州市一名小学5年级的孩子，
一年前开始用美拍 （一种短视
频网络社区）。

“我在美拍上学到很多东
西， 后来就爱上了拍美食。 这
是我第一次获得最多点赞、 最
多次播放次数的一个视频。 点
赞的次数多， 评论也很多， 总
共被播放了16847次。 有时候
打开这个美拍一看， 有很多名
人点赞， 这让我感到特别高
兴。” 志志骄傲地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像志志
一样喜欢社交媒介的儿童越来
越多。 调查显示， 小学中年级
时， 近半数的儿童 （47.5%）
拥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其中超
过35.8%的儿童在网上发表内
容； 而到初中时， 81.8%的儿
童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 其中
有64.1%的儿童会在网上发表
内容， 28.6%的儿童在社交媒
体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粉
丝”。

“他们发布信息、 创建自
媒体， 在社交方面表现突出。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再只是媒

介信息的接受者和使用者， 还是
信息的传播者、 创造者。” 张海
波介绍说， 他们在调研中观察
到， 相较于儿童媒介使用能力的
不断攀升， 他们的父母在媒介使
用行为上存在停滞和固化现象。
“儿童在数字化技能的很多方面
都超过了他们的父母， 家庭中出
现了一种数字鸿沟现象。” 张海
波说。

“他们打开文件夹一个一个
地删， 我告诉他们可以整个一起
删， 但他们还是不听我的。” 家
住北京的阿宁， 是一名小学四年
级的孩子， 在她的眼中， 自己懂
的比爸爸妈妈都多。 阿宁的母亲
也认为孩子学东西特别快， “出
现一个新游戏， 她都不用看说
明， 直接就可以上手玩”。

“在娱乐和交往方面， 儿童
普遍比家长使用媒介时间长而且
主动性强， 特别是网络交友。”
张海波说。 参与调查的初中生样
本中， 有57.2%的儿童有陌生网
友， 而家长有陌生网友的仅为
39.1%。

调查人员发现， 随年龄增
长， 儿童和家长普遍认为， 在上
网知识方面， 孩子懂得的比父母
越来越多。 在小学低年级时， 有
12.9%的儿童和14.9%的家长认
为儿童懂的多， 而到初中时， 已
有65.4%的儿童和70.9%的父母
认为孩子懂的比大人多了。

“有什么不会的问题， 我基
本上都是上网求助百度。” 阿宁
说。 而在她妈妈看来， “阿宁可
能是觉得我帮不了她太多， 所以

她不会问我”。
在腾讯科技公共战略研究部

总经理司晓看来， “00后” 家
庭的数字鸿沟和亲子关系调查，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沟通和成
长有很大的积极的作用。 但事
实上， 从初中开始， 在学习中
遇到问题时， 孩子“上网找答
案” 就超过了“求助爸爸和妈
妈”。 而使用电子产品遇到问题
时， 30.1%的孩子会选择自己看
说明书， 而不是问他们的父母。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
特提出了‘后喻时代’的概念，就
是小孩反过来教大人。现在看来，
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更新
速度快， 需要大人和小孩一起学
习。甚至在很多方面，大人要反过
来向小孩学习。 ”在张海波看来，
在后喻时代，大人要调整好心态，
一方面要放下传统的知识权威的
架子，有什么不懂的，要和孩子一
起探索、学习、研究；二是家长也
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 关注潮
流文化，要努力和孩子保持同步，
这样才能有效沟通、引导。

“新媒介加速了儿童社会化
进程，拓宽了孩子学习的渠道、领
域，增加了孩子交往的范围，提供
了更多元便利的娱乐方式。所以，
今天的孩子有可能比之前的孩子
心理更成熟，自主学习能力更强，
信息知识更丰富， 交往更积极主
动。 ”张海波认为，这对我们的教
育观念、教育方式都提出了挑战。
面对这些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现在更需要学习和改变的是家
长。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不良信息和网络欺凌影响儿童身心健康
超过60%的家长没有为孩子筛选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

“幼儿园时期， 44.1%的孩子开始玩网游。 小
学中年级学生周末玩电子媒介的平均时长达63.57
分钟。 91.8%的初中生使用QQ （一种即时通信软
件）。 面对网络欺凌， 9.7%的小学低年级学生和
21.8%的初中生选择直接对骂……”

这些调研得来的数字， 让张海波陷入了深思：
互联网时代，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风险
与机遇？ 面对儿童网络安全和媒介素养教育中的新
情况、 新问题，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张海波是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 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 为全面了解
儿童媒介使用行为， 从2014年9月至今， 他所在的
广州少年宫联合北京、 上海、 西安、 南京等全国18
个中心城市的少年宫， 向这18个城市的3万多名儿
童 （3—14岁） 及其家长发放问卷2万份， 回收有
效问卷15646份， 同时采用了个人访谈、 小组访
谈、 观察等方法进行调查。 在调研的基础上， 张海
波及其团队发布了 《互联网+时代儿童的在线风险
和机遇———中国青少年宫儿童网络安全和媒介素养
状况报告 （2014—2015）》， 努力揭示出“00后”
儿童的数字化成长轨迹。 � 焦海洋 绘

“00后”的“小玩家”和“小创客”
在幼儿园时期， “00后” 儿童的三大媒介 （手机、 平板电脑、 电脑） 的接触率就已超过80%。

成人没有成为儿童使用新媒介的表率
一些年轻父母自己在家里整天玩手机， 但一看到孩子玩电脑就指责。

“在数字世界， 儿童走在父母前面”
在上网知识方面， 65.4%的儿童和70.9%的父母认为现在的初中生懂的比大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