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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话题

放不下的手机游戏
——我市中小学生手游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陈晓丹
随着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各
色手机游戏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
的手机游戏不仅让成年人欲罢不能，
更让很多未成年人深陷其中。日常
生活中，
很多时候都可以可以看到这
样的现象：
学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手捧手机玩得不亦乐乎，
对游戏的讨
论声不断高亢。3月6日，
记者收到了
我市一名家长写来的邮件，
邮件里这
位家长苦恼地诉说了对孩子沉迷于
手机游戏的无奈。手机游戏究竟在
学生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
色，
给他们来带来了哪些影响？家长
们又如何对待沉迷于手机游戏的孩
子们？3 月 6 日至 3 月 10 日，记者针
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

看不见的吸引力
15 岁的小佳目前在我市高级
中学高一年级就读。3 月 7 日凌晨
一点，小佳房间还透出一丝光亮。
她将自己蒙在被子里，手指不停滑
动着手机屏幕，并时不时地探出脑
袋听听房间外的动静……直到一
个多小时后，手机发出了充电提醒
声，
小佳才放下手机睡觉。
让小佳着迷的是一款为在年轻
人中大热的名为
“王者荣耀”
的游戏，
一年前，
在朋友的带动下，
小佳在手
机上下载了这款手机游戏。华丽的
人物造型、
紧张刺激的网络对战，
让
小佳很快沉迷其中，
只有一有空，
就
会招呼朋友们组队打
“排位赛”
。
赢了的时候，小佳会看着自己
上升的“段位”体会瞬间的满足感
和骄傲感。输了的时候，不甘心的
小佳会继续一局又一局的“战斗”，
直到获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最大的诱惑力在于游戏中
‘团
战’
时的激烈感，
大家一起
‘推塔’
成
功的时候，
真的会肾上腺素飙升，
很
激动。
”
小佳说，
如果不连续玩，
等级
就低，
不升级的话就拖后腿了，
没法
跟大家一起玩，
还会被
“鄙视”
。
和小佳一样沉迷这款游戏的，
还有 16 岁的小穆。
由于操作流畅，
对战意识优秀，
小穆在游戏里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身边的朋友纷纷向他请教，
小穆还建
了单独的微信群，
时常和朋友们一起
在群里分享游戏心得，
群里很多朋友
称小穆为
“师父”
，
这让小穆产生了有
一种赢得了尊重和钦佩的感觉。
事实上，手游玩家呈现低龄化
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了解，
以这款《王者荣耀》游戏为例，该游

戏官方提示面向 16 岁以上玩家，但
根据腾讯浏览指数平台上的《王者
荣耀》年龄分布，13 岁至 17 岁用户
比例也达到了 15%，
在学历分布中，
中小学生的比例占到了 46.04%。在
日常生活中，
抱着手机低头玩《王者
荣耀》的中小学生们更是随处可见。
记者在我市多所中小学了解
到，热衷于手机游戏的不仅仅是大
家印象中的成绩不佳的孩子，其中
也有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
记者随机调查了 280 名中小学
生，调查中，65%以上的学生认为，
手机游戏最吸引自己的地方在于
与队友团体作战时体验到的游戏
快感和满足感，其他受访学生对于
自己热爱手机游戏的原因分别选
择 了“通 过 游 戏 能 和 朋 友 加 深 感
情”以及“学习压力过大，想要通过
游戏进行放松”。
对于“能否控制游戏时间？”这
一问题，57%的受访学生表示能够
控制自己玩手游的时间，43%的学
生表示如果没人监督，
很难控制。

两难的亲子关系
伴随手机通讯的发展，游戏作
为孩子的社交工具之一开始变得不
可或缺，孩子热衷于手机游戏几乎
成了多数家长面临的普遍性难题。
今年上高一的小磊是游戏中
的“领军者”。
在他最喜欢的《绝地求生》手
游中，他总能带着队友一路前进，
奋力迎敌，享受虚拟空间里的杀伐
决断以及和队友间的亲密合作。
过去半个月，小磊的游戏记录
是 500 多场，他几乎每天都会抽空
在直播软件上跟着更加优秀的游
戏主播学习走位和操作。
然而，在游戏中和同伴们所向
披靡的小磊，
在家里，
也经常要和父
母展开一场场硝烟弥漫的
“斗争”
。
“他们看到我玩游戏就会骂我
不上进，有时骂的还听难听，我急
了也和他们吵，谁都不让步，他们
越骂我，我就越要玩。”小磊眨眨
眼，低下头，叹了口气。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并没有耽误学业，可父
母却还是不能接受他的爱好。
初三学生小林和小磊有着相
似境遇。
在一次晚饭的时候，小林和母
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晚饭前，
小林开了一局游戏，
正
打到关键处，
母亲叫他吃饭。
“就来，
就来。
”
小林答应了两声却依然没有
起身。没想到，这一做法点燃了母

亲的怒火，
她夺走了小林的手机，
随
即倒掉了小林的晚餐。
同样愤怒的小林夺门而出。
小林觉得自己很委屈。
“ 我只
不过是迟一些吃饭，没犯什么不可
原谅的错误，她这么做有没有考虑
过我的自尊？”
而在小林母亲的描述中，也透
露着无助和焦虑，
从没接触过网络游
戏的小林母亲，
觉得网络游戏成为了
自己的一个无形而强大的对手。
“小林开始玩游戏以后，
和我们
的交流就越来越少，我不知道他在
想什么，好像游戏里的朋友才是他
的家人。而且他现在上初三，正是
学业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
将重心放在学习上。”小林母亲说，
她和林父平时工作比较忙，本来和
孩子对话的机会就很少，小林热衷
于游戏更是让亲子关系更加疏远。
而小林父亲每次发现小林玩游戏都
会表现出极其强硬的态度，这让儿
子更加反感，
家庭矛盾激化。
采访中，一些家长表示手机游
戏自带社交属性，比较容易成为孩
子们的谈资，但这种情况恰恰更让
他们担心。
多数家长表示，孩子们玩起游
戏，
都不太会和家长交流。
“孩子们要自由、要朋友、要胜
利，
而我们要他身体健康、
学习向上、
生活充实……沟通不畅，
就容易出现
矛盾。
”
市民罗先生说，
自己的孩子今
年上高中，
他非常担心孩子的学习和
生活会被游戏耽误。但他发现，
简单
粗暴的方式只会让情况更糟。

疏堵兼顾寻求解决
实际上，在采访中，很多学生
都表示自己虽然喜欢手机游戏，但
是慢慢的还是能够理性意识到沉
迷游戏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
但往往是家长们一味的粗暴制止，
反而激起了他们的逆反心。
“想和爸妈讲道理，却讲不通，
时 间 久 了 ，就 更 不 想 和 他 们 说 话
了。
”
今年 17 岁的小哲说。
小哲坦言，自己一度有些沉迷
手机游戏。
“只要不上课，就想一直
窝在家里打游戏。一局游戏的时
间通常在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双方
实力相当，甚至要一个多小时才能
结束。”小哲说，那段时间，自己每
天玩手游的时间都在 3 个小时以
上，和父母的争吵也常常发生。不
过后来，他开始觉得打游戏确实很
浪费时间，
慢慢就不再着迷了。
“如果当时父母能和我冷静交

流，而不是一味责骂我，说不定我
会醒悟得更快。”
小哲说。
此 外 ，不 少 家 长 也 开 始 察 觉
到，强制性阻止并不能“治本”。
市民秦女士说，自己的孩子之
前也沉迷于手机游戏，一开始，由
于找不到合适方法，她不得不对孩
子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没
收手机、不给零用钱、删除游戏等
等……但是孩子依然能找到各种
各样的方法“躲过”她的手段。
“简直是在和自己的孩子斗智
斗勇。”回忆起当初，秦女士笑着
说。在种种强制措施无果后，秦女
士开始静下心来，寻求别的方法。
她也下载了同款游戏，试图发
现游戏的吸引力究竟在哪。随后，
她开始和孩子进行平等对话，以便
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在休假时，
她更愿意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
让他转移注意力。
如今，
秦女士的孩子依旧会玩手
机游戏，
只不过能做到控制游戏时间，
不再沉迷其中。而秦女士也已经能
比较客观的看待孩子玩游戏这件事。
市家庭教育研究指导中心副
主任杨艳表示，每个孩子都喜欢玩
游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加
上孩子自制能力较弱，学习、生活
比较乏味，就很容易沉迷。有时，
游戏也是孩子们社交的需要。所
以关键不是在于堵，
而是在于疏。
“随着通讯的发达，
很多孩子从
小就接触了手机、
平板电脑，
这也就
无形中造成了孩子从小对这些电子
设备有依赖感。另外，
孩子之间有带
动性，
如果身边的小伙伴都在玩一款
手机游戏，为了不显得自己格格不
入，
一些孩子慢慢地也会被带动起来
玩。
”
杨艳说，
如果孩子出现了沉迷于
手机游戏的迹象，
家长强行禁止反而
有可能适得其反，
激化家庭矛盾。
她建议，家长最好先了解孩子
每天玩游戏的时间、达到的游戏级
别，再针对孩子的实际情况制定相
应的措施去调整他们玩手机游戏
的时间，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家
长可以陪着孩子参加一些户外活
动，引导、发掘孩子的其他爱好，对
于高年级的孩子，因为他们大多处
于青春叛逆期，家长可以适当地减
少对孩子的控制欲，不要一味的阻
止或者硬性干涉，要讲究方法。
此外，最重要的是家长本身也
需要做好榜样，家长是孩子最好的
老师，在孩子的教育上，家长应该
先反思，平时生活中是否自己也是
手机不离手，如果有，那也要先改
变自己的行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