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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开始，孩子们开始放松，很多
父母却开始发愁了，因为有一样东西勾
着孩子们的魂儿、揪着家长的心，这个
东西就是手机，就是网络游戏。家长提
到孩子玩网络游戏几乎没有不皱眉头
的，但在游戏设计者对玩家心理的精准
把握面前，家长的监督和阻断几乎完全
没有抵抗力，收获到的往往是无奈、无
力和挫败感。

6月28日，中国教育报家庭公开课
“今天，我们怎样做父母”邀请两位嘉宾
做客直播间，一位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一位是
高中时沉迷网络差点辍学的“问题少
年”、今天专门帮助沉迷游戏少年的“和
润万青”青少年成长首席导师贾语凡。
通过调查数据和真实经历，两位嘉宾解
读游戏沉迷的本质、破解“网络游戏沉
迷”的症结，提出在家庭教育中实现与网
络游戏和解共赢的路径。

走出误区：

是合理需求，不是玩物丧志

哪个年龄段是孩子接触网络游戏的
高峰时期？类似“国家应尽快立法禁止
16岁以下孩子使用智能手机”的建议可
行吗？孙宏艳引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发布的《中小学生网络游戏的认知、态
度、行为研究报告》指出，76.3%的学生从
小学就开始接触网络游戏，超过九成学
生认为网络游戏使业余时间更愉快，近
七成认为网络游戏带来幸福生活的能
量。“青少年触网低龄化是不容回避的现
实，这是网络时代原住民成长环境的特
点，用禁止的方式让孩子完全脱离网络
游戏，显然不可行。”

网络游戏是洪水猛兽吗？家长对网
络游戏为何充满负面感受？孙宏艳认
为，根源就在于家长对儿童的游戏权缺
乏认知，大多数家长不了解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不知道“儿童享有休闲、娱乐
和玩耍的权利”。所以调查显示，给孩子
推荐游戏的家长不到1%。“事实上，家长
支持上网的家庭，孩子有网瘾比例的达
1.7%，不支持的反而达到9.9%，放任不管
的达到11.7%。”可见，家长要改变自己对
游戏的功利化态度。

回忆起自己作为网络少年时玩游戏
的感受，贾语凡说：“特别爽！现实生活
中，父母这也要干涉、那也要限制，在游
戏中，我是真正的主人。”

孙宏艳也指出，今天孩子们的虚拟
社交和真实社交已悄然发生变化。“很多
孩子会把网络游戏作为跟同伴沟通的语
言，组队一块上网玩，买装备、比等级、打
团战等，通过游戏产生话题、交朋友。”

“我当时最烦父母说两句话，一句是
‘你要是拿出玩游戏的劲头学习就好
了’，一句是‘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别
的都不用管’。”贾语凡认为，太多父母都
希望孩子的业余时间只用在读书学习
上，把游戏当成了学习的敌人，甚至有的
父母把学习成绩当作允许孩子玩游戏的
筹码，“不但不可能禁止孩子玩游戏，反
而招致孩子反感”。

孙宏艳曾做过中美日韩4国高中生
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孩子的学习时间
最长、学习压力最大，中国家长最不爱表
扬孩子、孩子取得进步时最少露出笑

脸。“网络就像空气一样浸透到孩子生活
的方方面面，做作业、同伴交往等都离不
开网络。玩游戏不是原罪，问题的关键
是孩子的闲暇活动太单调、没有时间玩、
不会玩，所以才会把网络当作玩具而不
是工具。”

廓清本质：

满足了孩子无法实现的价值需求

哪些孩子容易沉迷网络游戏？沉迷
网络游戏的本质是什么？有资深游戏设
计者直言不讳，商业化的网络游戏，设
计目的就是为了让玩家沉迷。游戏设计
者比父母更懂得抓住青少年的内心需
求，很多玩法和设计都源于生活，甚至
比现实更清晰、更容易实现。这些现实
和需求的缺失，给了孩子沉迷网络最好
的理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4
类家庭的孩子容易用网过度，即亲子活
动少的家庭、父母抗拒网络的家庭、教育
粗暴的家庭、父教缺位的家庭。孙宏艳
分析说，这4类家庭的共性是采取了忽视
型、专制型的教养模式，导致父母与孩子
亲密度降低，父母看不见孩子的需求，孩
子又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父母越冷
漠、越严控，越容易导致孩子沉迷网络”。

“游戏满足了孩子内心深处最渴望
的社交需求。”说起自己当初沉迷网络的
痛苦经历，贾语凡说，父母经常吵架造成
了自己的“逃离”心态，家庭如战场，年幼
的自己感受不到爱和亲情，痛苦无处释
放，没有动力、没有目标。“结果就是逃到
游戏中去，越沉迷越开心，在游戏中逃避
现实的空虚。”

孩子容易用网过度的，还有专制型
家庭。孙宏艳指出，专制分两种：一种是
强调孩子都得听我的，批评多过表扬；一
种是给孩子提供各种离不开家长的条
件，试图让孩子觉得离不开他。“这种控

制越严，越让孩子产生现实中的挫败感，
继而转投网络世界去寻找自我的成长。”

同龄人中哪些孩子基本不会沉迷网
络呢？贾语凡总结这些孩子的共同特点
是：在现实生活中很自信，社交好，和
父母的沟通也好，“当真实的社交乐趣
远远大于网络虚拟中的乐趣时，当孩子
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需求被看到、被接
纳、被肯定、被满足时，游戏的吸引力
才会慢慢淡化，甚至被更有意义的事情
取而代之”。

作为专业的家庭教育工作者，现在
贾语凡帮助孩子走出网络沉迷的方法，
就是引导家长在现实生活中改善亲子关
系、重建家庭的天伦之乐，“这是孩子自
己主动从网络世界走出来的最大动力”。

破解有方：

改善教养方式和有效监督相结合

正如《中小学生网络游戏的认知、态
度、行为研究报告》的分析，中小学生对
网络游戏大多持积极的看法，这意味着
成年人需要用一种接纳的心态来看待网
络游戏。就像贾语凡的体验，由于父母
对网络游戏认知的误区，“即使让我玩，
他们的态度也让我不舒服，结果我玩也
没玩好、时间也耽误了”。

中小学生一年大约有170天的闲暇
时间，如何让孩子的休闲生活有意义，让
他们课余时间玩得有意思、有意义，除了
不功利化地安排孩子的休闲活动，孙宏
艳还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夫妻关系。“夫妻
关系大于亲子关系，直接影响亲子关
系。夫妻关系处不好，不仅在孩子玩网
络游戏的问题上，在任何家庭教育情境
中都会力量互相抵消、互相抗衡。如果
夫妻关系是可以协商的、和谐的，能共同
营造互相关爱的家庭环境，孩子才会觉
得生活在家庭里很温暖，有什么问题就
会主动跟家长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
尽管“父母对孩子的规定、监督、限制远
远高于对孩子的支持，但学习好的学生
在玩网络游戏方面能获得更多的支
持”。对此，孙宏艳提醒说，家长不要把
成绩好坏当作保障孩子最基本娱乐权利
的标准，“唯成绩论并不能改善亲子关
系，不能把孩子和游戏隔开，主动去发现
孩子兴趣点并积极引导，才是更智慧的
做法”。贾语凡坦言，自己走出游戏沉迷
是因为家庭环境开始改变，父母不再只
盯着成绩而开始重视他的感受，让他产
生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最重要的
转折点”。

丰富多彩的家庭亲子活动有利于建
立良好亲子关系。孙宏艳认为，平时的
阅读、运动，闲暇时去电影院、博物馆
游玩或者去餐厅享受美食，在家里一起
打扫卫生、做顿饭，节假日一起外出旅
游……这些经历都能带给孩子愉悦感、
美感、成就感、冒险感和刺激感，“孩
子在现实中得到真切的满足后，就不会
去寻找网络上那种虚拟的快乐了”。

暑假里也许有很多孩子独自在家，
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待在可以随意上网
的环境有什么风险？贾语凡表示，未成
年人的三观还在形成中，很容易受到网
上不良信息的影响，“父母就好像孩子的
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如果遭到破坏，危害
就会侵入，最终造成破坏”。孙宏艳强调
说，暑假是孩子陷入网瘾的高危时段，家
长要提前安排好丰富的暑假生活，或者
给孩子找几个玩伴，或者四老家换一下
生活环境，尤其不要把孩子关在家里。

接触电子产品既然不可避免，两位
嘉宾建议家长要给孩子从小就养成好习
惯，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什么条件可以
玩，一开始就要从起点上给孩子立好规
矩，帮助孩子培养拿得起、放得下的自律
意识。

（据人民网）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怎么办？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

布会，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介绍《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郑富芝表示，减负是基础教育方面热
度最高的一个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
一个很难的问题，因此必须下大力气逐步
解决好。

郑富芝说，根据调查，在减负问题上，
对学生课业负担有两点共识度比较高，大
家普遍认为，第一，学生学习会有一定的
学业负担，以确保基本的教育教学水平和
基本教育质量。

第二，负担不能过重，不能超出孩子
们的承受能力，更不能损害孩子们身心健
康发展。因此过重的课业负担一定要减，
这是坚定不移的。

为了孩子们的长远发展和身心健康，
过重的负担一定要减下来。去年出台了

“减负30条”，在这个基础上《意见》进一步
提出了减负的要求。

郑富芝介绍，下一步，首先要明确减
负思路：第一，综合施策。第二，系统减
负。通过五种途径来减轻过重的课业负
担：

一是通过提高质量来减负，在提高学
校教学质量上下功夫。换句话说让学生
在学校里、在课堂里就能够学懂、能够学
好，尽量少留作业，把功夫下在校园内、下
在课堂上。如果课堂讲不清楚，为了加深
理解，那就拿着作业回家做。治本之策是
提高课堂效率。

二是通过优化课程来减负。要从中
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出发，优化
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要严格执行国家
课程标准，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对学
什么、学多少、学到什么程度有基本规范
和要求。因此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来教
学，不能增加教学难度。同时时间上也不
能赶超进度，本来是一个学期的学习内
容，放到半个学期来学习，那孩子负担肯
定很重。

三是通过规范校外培训减负。校外
培训机构的治理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下一
步要深化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特别是
对违规行为和做法，要加大处罚力度，严
格按照国务院的文件要求来执行，要规
范。在校外培训治理的第二阶段，关键是
坚决杜绝超前、超标的培训行为，防止层
层加码。孩子们在学校已经很辛苦了，到
校外再加一层，负担是叠加的，越来越重。

四是通过科学评价来减负。健全义
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体系，要纠正唯考试
成绩唯升学率的片面做法，解决好“指挥
棒”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东西都看学科的
学业成绩，就盯着分数，这个负担是下不
来的。如果按照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标
准评价，那学生们就会生动活泼地发展。

五是通过社会协同来减负。减负不
光是学校、不光是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的
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最近组织
了一个“家校协同育人的攻坚行动”，引导
家长树立科学的育人观念，理性地帮助孩
子确定成长目标。该不该报哪个班？适
合报什么样的班？一定要非常客观、很理
性地帮助孩子。通过家校共育，使学校和
家庭在减负问题上同向同行，形成合力。

（据人民网）

五种途径减轻学生
过重的课业负担

单位证件
● 湛 江 市 赤 坎 区 保 罗 赛 特 家 具 商 行 遗 失
44172219570115003901号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
废。
●吴川市梅录同德城江南布衣专卖店何名江遗失粤
国税字 44082419760315472903 号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晴妍家具商行李秋霞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 2018年 10月 30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2MA52ET783T，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凯德乐维拉蛋糕店遗失湛江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 2015年 12月 2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02600265093，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凯德乐维拉蛋糕店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雷州市龙门镇后排村民委员会土地坑村村民小组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914000347202，
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凤辉海味店张田凤遗失湛江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4年9月1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803600410628，声明作废。
●湛江市东海海联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G59087车辆
的道路运输证 IC卡及待理证，编号：粤交运管湛字
002873680，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海滨大道北120号3幢301房
陈志民遗失赤坎公安分局 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调白村11队89号许弟遗失麻
章公安分局201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雷州市沈塘镇孟山村 201号黄立招遗失雷
州市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 张 明 发 遗 失 海 洋 普 通 船 员 证 书 ，编 号 ：
440823198508217669，声明作废。
●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朝阳坡村九组于严哲遗
失公主岭市公安局2010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王景才遗失粤G35672（黄色）车的道路运输证 IC
卡，编号：粤交运管湛字：40800003005号，声明作废。
●吴川市海滨宏济药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纳税人识别号：44082119731002194X01，声明作
废。
●吴川市刘康平遗失吴川市房地产建设开发公司开
具的购买地皮现金收入收据一张，号码为：023784，声
明作废。
●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遗失湛
江市旅游局 2017年 1月 4日签发的旅行社分社备案
登记证明，编号：L-GD-CJ00026-ZJFS001，声明作
废。
●吴小蝶遗失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
支公司开具的商业险保单发票一张，单证号：
00000000654682，发 票 号 ：28657686，保 单 号 ：
301031924408810008695，声明作废。
●李国军（身份证 440825197204042670）遗失徐闻县
人事局 2000年 12月 30日核发的水利水电助理工程
师资格证，专业：水工建筑，级别：助理，证号为粤初职
证字第0015055000414号，声明作废。
●徐闻县黄兴隆副食店黄堪利遗失徐闻县市场监管
局2000年7月3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92440825MA4WADCP44，声明作废。

●徐闻县根雕盆景赏石文化艺术研究会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徐闻县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5915000400901，声明作废。
●廉江市市政工程公司湛江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证号：777811152，声明作废。
●廉江市吉水镇低山村竹根下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912000435904，声明作废。
●廉江市廉城柯敏兴汽车配件店柯敏兴遗失廉江市
市场监管局 2019年 5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1MA539A9298，声明作
废。
●（父亲）何海盛、（母亲）胡庆凤遗失女儿何叶善出生
证，证号为：S440385840，声明作废。
●（父亲）牟成雄、（母亲）林亚妹遗失儿子牟安杰出生
证，证号为：O441215234，声明作废。
●吴川市林国伟遗失吴川市交通运输局 2015年 7月
21 日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湛
440800062193，声明作废。
●吴川市梅录康隆羽绒制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40821196801172211，声明
作废。
●吴川市振文伟贤日杂店孙伟贤遗失吴川市市场监
管局二O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营业执照：440883600159947，声明作废。
●吴川市黄坡镇水潭初级中学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5911000040001，声明
作废。
● 吴 川 市 足 永 顺 鞋 厂 遗 失 粤 地 税 字
44082119730124061401 号税务登记证副本，声明作
废。
●吴川市梅录爱华钢具加工户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纳税人识别号：440821197101090033，声明作废。
●雷州市南兴镇人民大道311号5房黄志耀遗失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一本，编号：湛战 0702451，声明
作废。
●雷州市雷城韩美莱美容店（梁彩珍）遗失雷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 10月 17日签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92440882MA52D0594U，声明作废。
●雷州市杨家镇杨家村民委员会遗失刻有“雷州市杨
家镇杨家村民委员会”字样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雷州市杨家镇杨家经济联合社遗失刻有“雷州市杨
家镇杨家经济联合社”字样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镇关部后街 137号之 58李翩遗失失业
就业登记证一本，证号：4408820018000743，声明作
废。
●雷州市雷城顺康餐饮店（林成耀）遗失雷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7年 9月 20日签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2MA4X52BH6C，声明作
废。
●雷州市雷城广标百货店（林广标）遗失雷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6年4月7日签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882600322824，声明作废。
●雷州市融德商行（杨哲）遗失雷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8年 5月 25日签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882600258794，声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建顺钢材店（徐虹）遗失雷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2018年11月28日签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2MA52KB3R78，声明作
废。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
司罗小冰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证号：
02000244088280002016000331，声明作废。

登报易 保权益 成大事

权威媒体 最具法律效力
公告·启事 法院公告 清算公告 注销公告 拍卖公告

许可公告 寻找启事 声明启事 证件遗失

咨询时间:8:00-11:50 14:40-5:30

服务热线

3336821
3312715

ZJR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