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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怼”手游牵出监管难题
最近，杭州夏衍中学一位教师的文章 《怼天怼地怼王者荣耀》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文章描述了学生沉迷于手机游戏的现

状，认为手游成了新的“黑网吧”。《王者荣耀》 运营商腾讯公司近日推出“史上最严”的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其中被称为
“三板斧”的举措效力到底有多大？对于孩子热衷手机游戏，该怎么看？该如何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和使用手游？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手游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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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细 品 辛 弃 疾 的《青 玉 案·元
夕》，会领悟一个小哲理，那就
是我们苦苦寻找的答案，往往
就在身边。

比之于教育，这个领悟同
样成立。哪里才有最好的教
育？谁能让自己的孩子成长
成才？孩子如何才能真正收
获成长？⋯⋯对优质教育的
渴求、对教育真经的追寻，就
像辛弃疾笔下的“那人”，成为
许多家长的终极求索。而每
到寒暑假的关键节点，这种渴
求变得格外强烈，追寻的方式
似乎也五花八门。

有媒体调查发现，虽然刚
刚参加完闭学式走出了校门，
但许多孩子的面前已有很多
辅导班如约等候。他们的家

长 早 早 为 其 报 了 各 种 辅 导
班。调查中，对于“是否有计
划让孩子参加暑期培训班”这
一问题，54%的家长表示“有
且已经报名”，28%的家长表
示“有但还未报名”。一些机
构为了“备战”暑期，早在一个
多月前就推出了各种“报名优
惠”措施，打起了宣传大战。

不只是报辅导班，有些家
长还花费重金，让孩子参加各
种夏令营、校园考察、文化体
验等近来比较时髦的项目。
据《新华日报》报道，进入暑
假，南京各大高校、博物院、科
技馆等场所随处可见一批批
外地“小游客”，在“导游”的带
领下参观游玩。这些可不是
普通的旅行团，而是时下正火
爆的夏令营。一家号称“全球
华裔孩子暑假首选”的夏令营
机构，今年就推出新产品：只
要 5880 元，就能培养孩子“领
袖气质”。

且不说领袖气质能否培
养，投入重金就真的能助力孩
子成长？其中是否有安全隐
患，导游或教练是否有相关资

质？另外，一定要上辅导班，
才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只有参加了各种看似高大上
的夏令营，孩子才能得到锻
炼？把孩子交给看上去很“专
业”的机构，才是给孩子最好
的教育？

让孩子假期充充电，早
学、多学一点，多一些体验、感
悟，家长们这些朴素的想法不
难理解，但问题是金钱的投入
并不一定带来可期的回报。
专业机构的老师或许学识深
厚，比父母懂得多，但不一定
能教好孩子。孩子的身心特
点和教育规律告诉我们，好的
教育无非是孔子所谓的因材
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
在难得的亲子较长相处时段
里，与其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
人教育，不如把孩子放在身
边，从其现状出发，予以有针
对性的教育，这才是值得推广
的教育之道。

这是因为，只有家长最了
解自己的孩子，能根据其优点
和缺点予以有效帮助。而且，
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需

要的不仅是知识，还包括情感
方面的满足、价值观层面的引
导、学习动力的激发。大量事
实证明，有父母陪伴的教育是
最美的也是最有效的教育。
有父母高质量陪伴的孩子，更
有安全感、幸福感，亦能萌生
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变“要
我学”为“我要学”。

在这方面，浙江衢州高
三男生方正天是一个正面案
例。据 《钱江晚报》 报道，
小方酷爱爵士鼓，但学习成
绩一般。为了支持儿子打爵
士鼓，小方的爸爸方光明没
少付出：儿子在家里打鼓噪
声太大，引起邻居投诉，方
光明挨家挨户登门道歉。为
了让儿子更好练鼓，方光明
在 相 邻 小 区 买 了 个 地 下 车
库，并陪伴孩子打鼓⋯⋯如
今，小方已被美国一所名校录
取，将赴美国求学。父母发现
孩子身上的个性和优点，给予
及时的鼓励和帮助，这是教育
的本质所在，也是此案例给予
每个人的教育启示。

父母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真不见得花费越多，对孩子越
好。让假期过得有意义，父母
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孩子带
在身边，一起做一下人生规
划，或一起旅行，或做一项课
题研究，这些都能给孩子实质
性的帮助。即使是和孩子在
家中或到大自然中玩，也是有
收获的。《人民日报》就刊文指
出，没有一种“玩”毫无意义。
比如“过家家”，孩子会构思社
会生活事件脚本；比如用积木
搭楼梯，孩子会不自觉用到递
增、递减的数学方法；比如棋
牌、运动类游戏，暗含规则意
识和合作能力⋯⋯无论是哪
类游戏，都是幼儿对事物的探
究。

当孩子学会了玩，享受与
父母一起玩的过程，教育就变
得温馨而多彩。如果说这个
世界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最
适合的教育，那么最适合的教
育一定不是拿出不菲资金让
别人教育自己的孩子，而是陪
伴孩子帮其找到学习的动力、
方法，这也许才是过暑假的最
好、最有意义的方式。

最好的教育其实就在身边
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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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教育部要求义务教育语文、历史
等科目教学必须使用规定教材

衡水一中等民办高中违规招生
被列“黑名单”

毕业季因多种原因被花样扣毕
业证 学生该如何维权?

教育部：放宽台湾高中毕业生
申请大陆高校标准

探访中国最南端学校如何上
课：32名学生8名教师

致敬：他们的毕业典礼在抗洪
前线!

河南伊川校园暴力事件续：涉
及5个班8名学生 正副校长被
撤职

退休干部驾车冲撞学生致1死
多伤 一审获死刑

首份高校录取通知书抵达扬
州 来自清华大学

评论：不要把“新中考”变成
小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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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库，传承
人类过往的文明，孕育人类未来的希
望。大学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守护社
会的核心价值，引领社会的发展进
步。培育有思想的青年人，永远是大
学的核心目标。在大学四年里所收获
的青春果实中，最宝贵的就是你们逐
渐形成的思想。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
样的人，关键在于他有着怎样的思
想。我们评论某人有思想，往往指他
有自己的思考，尤其是有自己的观
点。有思想的人不会失去目标、失去
方向。有思想的人，内心是充实而丰
富的。有思想的人，自有人格的魅
力。

思想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成为
有思想的人，应该是一个人的人生目
标，但这个目标不可能在大学四年的
时间里完成。思想的形成需要丰富的
阅历，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你们需要用一生的时
间去提升自己的思想。

思想的形成需要广泛的阅读，需
要深入的思考。阅读决定思想的宽
度，思考决定思想的深度。你们要跨
越知识的界限、文化的界限、时空的
界限和自我的界限，在阅读中与智者
先贤对话，在思考中与内心真我交
流。读到一本好书，犹如结识一位好
友，读那些能让人掩卷长思的书，会
让你受益终身。在你们毕业之际，我
想送大家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我国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
简史》。冯友兰先生于 1928 年至 1952
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中国哲
学简史》是他饮誉海内外的著作，是
影响了许多人一生的经典。这本书中
有一句话：“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
统的反思的思想。”我希望你们不要
因为碎片化信息的泛滥，而使自己的
思想变得浅薄。我希望你们在阅读和
思考中反思人生，冲刷思想的杂质，
磨砺思想的锋芒。

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人生阅历，离
不开深入的思考。丰富的阅历是形成
思想的基础和前提，阅历沉淀的过程
也是思想形成的过程。没有引发行动
的思想，不是真正的思想；没有高尚
思想指引的行动，是渺小的行动。宋
代思想家朱熹说，“知之愈明，则行
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新闻学院肖亚洲同学喜爱阅读路遥、
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村的作品。他结合
自身的成长经历，认识到没有“滚足
泥土”，“纵有造福底层的愿望，也可
能背离底层福祉”。他用三个寒暑假
到晋西吕梁山区石楼县贫瘠、僻塞的
村庄里，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形成了 26 万字的著作 《厚土——一
个 清 华 学 子 对 晋 西 农 村 的 调 查 纪
实》。真心希望同学们秉承实干的精
神，让思想在扎实的行动中更加坚
韧、更加强大。

生活可以平淡，思想必求高远。
法 国 17 世 纪 的 思 想 家 帕 斯 卡 尔 曾
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我希望，
你们在体察自然、感悟生命中提升思
想的境界，在成就事业、开创未来中
彰显思想的力量，在人生旅途上，做
有思想的行者。

（作者系清华大学校长，本文系
邱勇在 2017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
讲话，转载自清华大学官网，有删
改）

做有思想的行者
邱勇

游戏方沉迷系统“三板斧”很猛，却也有
漏洞可钻。说到底，游戏方指望靠玩家挣钱，
出台防范措施更像是自断财路。这样一来，
游戏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说，不能
光靠腾讯公司戒掉孩子们的网瘾，还必须通
过其他方面的努力，多策并举解决问题。否
则，只会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形式主义。

首先，游戏产业迅猛发展，政策法规出
台相对滞后。作为监管方，就像当年规定
18 周岁禁止入网吧一样，对那些不适合未成
年且易深度上瘾的游戏，必须旗帜鲜明地对
低龄群体说“不”。实名认证后要加强系统的
监测力度，一旦监测到未成年人参与，要对
游戏开发商和家长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

其次，游戏制作方要继续加强漏洞弥
补，决不能只满足于走过场。防范措施一天
就被破解，要深究哪里出了漏洞，怎样去弥
补漏洞。至于方式方法，应当多听听专家和
玩家们的意见，辅之于其他技术手段，最大
限度地避免未成年用户沉迷游戏。甚至可以
像苹果公司那样，通过漏洞悬赏的方式，主
动完善系统设置。

再次，家长作为监护人，对孩子的成长
有责无旁贷的义务。有些家长骄纵孩子，或
者懒于管理孩子，纵容他们长时间玩网游。
家长应少玩些手机，多陪孩子走到户外，让孩
子们找到新的兴趣点，而不是沉迷游戏不能
自拔。

（本文作者毛旭松，原载 《南国早报》，
有删改）

“三板斧”难戒
孩子玩瘾面对各种声音，游戏出

品方近日推出了健康游戏防
沉迷系统的“三板斧”，如限
制未成年人每天登录时长、
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
名认证体系等。有人说，这
是中国游戏行业有史以来最
严格的防沉迷措施。在某种
程度上，人们看到了防范的
诚意，但“三板斧”能否

“解毒”还有待时间检验。
不止于“三板斧”，如

何给游戏立规矩，需要做的

还有很多。
立足平台，要市场更要

责任。智能手机普及，手游
市场火爆，但手机不能沦为

“黑网吧”甚至“手雷”。游戏
研发者不能只重刺激性而忽
视潜在危害，不能只重体验
而不计后果。如果一款游戏
埋藏了“魔鬼的种子”，那么
一旦推向市场，就会害人害
己。作为企业，利益的吸引
不能取代责任的担当，正如
一知名企业所坚持的，“不要

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
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
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
回馈——即使我们要放弃一
些短期收益”。为社会尽责、
为发展尽力、为人类增添价
值，“王者”才会真正“荣耀”。

立足政府，要创新更要
监管。游戏毕竟是市场行
为，其研发与营销也代表了
一定的创新与活力。政府要
鼓励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开
拓，但是监管是永远不能松

的那根弦。即便几年前就发
布了 《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
系统的通知》，但监管的滞
后性仍旧明显。是否强化游
戏审核？如何建立游戏监管
规范？可否实行手机游戏分
级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相
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并落
实 。“ 汝 之 蜜 糖 ， 彼 之 砒
霜”。游戏究竟是魔鬼还是
天使，不能让研发者一人说
了算，监管主体有必要让游

戏多一些“善意”。
“我比很多家长都要痛

恨看到孩子沉迷手机的样
子。”当一位老师“怒怼”
游戏时，满纸透着无奈与悲
愤，我们需要认清的是，手
机和游戏没有生命力，责任
意识更应战胜商业利益。要
知道，游戏需要设计，孩子
的未来也需要“设计”，这
才是妙手文章。

（本文作者理观，原载
人民网，有删改)

手游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据媒体报道，有安全专家近日监测发
现，一款外观像word文档、名为“录取
通知书”的病毒正在网络传播蔓延。该病
毒伪装成名为“录取通知书”的word文
件，一旦用户安装就会被植入恶意代码。
该病毒不仅能监控用户操作手机的一举一
动，还会窃取手机中的个人短信等隐私信
息。不法分子进而可通过相关信息获取支
付等类型验证码实施诈骗。

专家提醒，七八月是高考考生填报志
愿和高校发送录取通知书的时节，考生除
了要提防填报志愿的钓鱼网站外，也应该
注意提防伪造的录取通知书等病毒链接。

当心！通知书“有毒”

/ 漫话 /

薛红伟薛红伟 绘绘

探讨手游沉迷问题，首
先要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问
题。未成年人玩手游，根本
上是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的
问题。多年来，相关职能部
门做了许多尝试，但从现实
情况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未成年人保护手段还多有短
板，这也是引发家长和教师
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有人认为，应建立类似
北美的游戏分级系统，即通
过年龄分级明确家长对孩子

玩游戏的监管。但问题是，
即使如《王者荣耀》在首页标
明建议16岁以上的成年人使
用，实践过程中仍无法确保
不让未成年人接触和使用。

第二，如果细究未成年
人保护机制的漏洞，指向的是
网络实名制的重大难题——
谁在使用网络？谁在用合法合
规的ID使用网络？如果不能
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分级制度
还是保护系统，都不能有效控
制未成年人上网。

网络实名制还涵盖了支
付问题。如果未成年人通过
父母的手机支付游戏消费，
则已发生了“冒用”，只不过
对于父母来说，不会以报警
等方式处置。

第三，从实践来看，防沉
迷游戏的系统关键在于身份
认证。一些报道中也提到，
孩子在网上可轻易获得成年
人的身份信息，从而进行注
册和登录。个人隐私泄露的
现实，是绕不过去的症结。

以上挑战，实际上已经
超出了文化产业的范畴，涉
及当前我国互联网事业发展
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特别是
网络实名制的漏洞存在于登
录、支付等关键环节。

“怒怼”《王者荣耀》，内
核是针对当下移动互联网环
境建设的滞后，也折射出社
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多重挑
战，比如家长和教育机构如
何应对“手机时代”，是不是
该把家长注册的手机交给孩

子使用？如何让孩子在移动
互联时代能够正确使用手
机，避免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正如那位老师在接受采
访时所说的，中国的游戏将走
向何方不是家长、老师所能解
决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反思，
孩子在想什么、玩什么、聊什
么，你关注了吗？除了游戏和
升学的分数，孩子的人格教
育，我们重视了吗？”

（本文作者王婷，原载
新华每日电讯，有删改）

手游沉迷折射多重挑战

征 稿

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在
你面前，你没有及时写评论，等到事过
了才后悔莫及。怎样才能让这样的遗
憾不再发生？如果我是你，我会拿起
笔或敲下键盘，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
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事
件发表意见，欢迎你对身边的教育现
象说说看法，欢迎你对评论版刊发的
文章展开争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
话题有关痛痒，语言干净利落，立场鲜
明坚定，逻辑严谨缜密，有锐气，有温
度，接地气。

我们只有两个小要求：短文，字数
在 1000 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投。
好文章一经采用，奉上优厚稿酬。您
可以通过邮箱（jybpinglun@vip.163.
com）给我们投稿，或者登录中国教育
报 刊 社 蒲 公 英 评 论 网 络 互 动 平 台

（pgy.voice.edu.cn），申请开通个人
工作室，直接将您的稿件发布在个人
工作室里。

/ 论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