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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游戏，最好的状态是适当乐于其中，而不沉迷。”教育学者熊丙奇介
绍，家长不能片面禁止孩子任何游戏都不接触、都不能玩，对游戏好奇的孩子会
对家长的“禁令”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很容易背着家长偷偷玩游戏，并抓住机会
过足瘾。

熊丙奇认为，青少年沉迷游戏，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所以，家长要学会监护、引
导孩子使用智能手机、玩游戏，对孩子进行“陪伴教育”，包括和孩子共同使用智能
手机、上网，在使用过程中教育孩子控制上网玩游戏的时间，识别色情、暴力等不
良网络信息，以此引导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并和孩子多交流、沟通。

其次、家长要发展孩子更广泛的兴趣，比如一起进行户外体育锻炼等，而不是

把孩子所有时间安排在学习之中。
“陪伴教育要发挥作用，还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和配合。”熊丙奇介绍，从目前的

情况，游戏不能一禁了之，游戏也有一些益智游戏，只是需要对未成年人限制。很多
家长抱怨自己是在和游戏开发商和经营商“抢孩子”。按照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法
规，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经营商，需要建立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注册，控
制玩游戏时间，但一些游戏经营商为逐利，注册审核形同虚设，防沉迷系统变为摆
设。为此，必须加强监管，监管部门监管网络服务商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能
纵容游戏经营商过度逐利，诱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文中未成年人为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受访者供图

“子曰：学而打吃鸡，不亦说乎，有手机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

“子曰：不玩吃鸡，鲜矣仁！”
……
随着“吃鸡”游戏的流行，日前，一张张孩子

围在一起玩游戏的图片在网上传播。在四川德
阳，9岁的小学生翰翰看同学“吃鸡”，写出了《吃
鸡论语选编》；10岁的小学生星星正在创作一部

“吃鸡”主题漫画《圣魔大陆》。“吃鸡游戏诱惑太
大了，他们班上男孩子基本上都在玩这类游
戏。”星星的母亲王女士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时说。

在对娃娃进行监管和引导的同时，两位家
长更担心的是青少年沉迷于手机游戏。可是当
娃娃们都在“吃鸡”，这教育困局到底怎么破？

“这些年，我的孩子成长与游戏
分不开，看别人打吃鸡，竟然写成了
论语式的攻略……”4月8日，网友

“斑驳时光”在网上吐槽。
原来，“斑驳时光”的孩子翰翰

很小就开始接触平板电脑和手机，
现在，9 岁的翰翰眼睛近视 400 多
度，虽然父母采取措施，把手机和平
板电脑收了，通过物理隔绝，不让他
打游戏，但是收效甚微。

“收平板时，娃娃爆发了，又哭又
闹。”他介绍，为了游戏，孩子甚至与父
母争吵，发生冲突。最终，在父母监督
和努力下，翰翰打游戏时间少了。

网友“斑驳时光”介绍，翰翰会打
“吃鸡”类游戏，但他没看到儿子打过。
他说，孩子班上很多同学都在讨论游
戏，“如果一点不懂游戏，孩子会不合
群甚至成为异类。”翰翰的学校里，很

多同学都打“吃鸡”游戏，“同学们谈
论，他天天看着打都开心。”

因为学校要求下教育和学习
app，平板、手机成为了学习必备，甚
至一些作业都在平板上完成，所以
绝对不让孩子接触平板和手机是不
现实的。

“子曰：学而打吃鸡，不亦说乎，
有手机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子曰：不玩吃鸡，鲜矣仁！”
近期，翰翰结合《论语》写出了

“吃鸡论语选编”，看到这些内容，网
友“斑驳时光”坐不住了。“一个9岁
的小学生看同学吃鸡，竟然写出了
吃鸡论语选编。”他担心孩子荒废学
业，更担心孩子的未来。“谁能告诉
我怎么办？我不想成为一个失败的
家长，不想让孩子如此沉沦！”他无
奈地向网友们发出“求助之声”。

该院心身医学科主治医师
吕桃介绍，界定孩子是不是网络
成瘾，要看孩子玩手机的时间，
和不让他玩手机后的反映。如果
孩子表现出很烦躁，或顶撞家
长，就会考虑他可能游戏成瘾。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后，脑回路会
受影响，其他功能会被弱化，比
如社交功能会受阻。

罗澍介绍，她所在的科室，
近期就遇到一个网络游戏成瘾的

孩子天天。“天天只有在游戏里才
能忘掉自己的不开心。”孩子的行
为引起了父母的不满，就动手打
他，他则对父母撒气。罗澍介绍，
孩子在游戏里获得了愉悦感，时
间久了，就需要长时间游戏，才
能维持这种状态，导致游戏成
瘾。“上瘾之后，孩子的情绪、性
格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病态的状
态。”这时，父母就会发现娃娃变
得自私了、暴躁了、不负责任了。

小学生小学生
写写““吃鸡论语选编吃鸡论语选编”、”、
画画““吃鸡漫画吃鸡漫画””
同学间传阅同学间传阅

娃娃娃娃““中招中招”” 专家专家““拆招拆招””

10岁的星星是一名4年级的小
学生，在同学中，他已经是一名“吃
鸡”高手。最近，他正在创作一本漫
画，他给漫画取名《圣魔大陆——藏
在HIM身上的神器》，只要有空，都
会画上几幅。

记者发现，星星的漫画作品以
火柴人简笔画的方式呈现。漫画开
头，一名叫Fourze宅男，拿到一本“秘
诀”，然后与队友组队，空降到目的地
展开任务，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战
斗后，最终战胜反派角色HIM，获得
胜利。

“班上还有不少粉丝，看完第一
季，都等着看第二季了！”星星的母亲
王女士说。

据介绍，星星正在画的漫画的
元素来源于“绝地求生”、“我的世
界”等游戏，以及网络小说斗罗大
陆，日本动漫假面骑士。漫画经过一
个月创作，第一季已经完成，不仅有
场景、剧情，星星连配乐、片头曲、片

尾曲都安排了，片头曲《Fighting
Gold》片尾曲为《Rise》。漫画内容以

“吃鸡”为主题。
“只要聊游戏，他话多得很！”王

女士介绍，星星除了上课、做作业，总
喜欢偷偷打游戏，在游戏里，星星也
学到了很多武器的知识，但游戏的思
维和语言，对星星影响很深。

因为玩游戏，星星还挨过爸爸的
打，他甚至心理出现逆反心理，总希
望爸爸出差久一点。而父母最担心
的，还是游戏对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的影响，“毕竟是战争游戏，娃娃太
小，耍的时间太长会变得暴力，或者
只会用武力解决问题。”王女士说。

“不让他接触游戏根本不可能，
只有进行监管和引导。”家人也试图
不让他玩游戏，但星星所在班级，男
孩子基本上都在玩“吃鸡”类游戏，
王女士希望学校组织专业人士给家
长提供专业的咨询，在家里和校园
营造良好的氛围。

不能片面禁止孩子接触游戏
最好状态是适当乐于其中而不沉迷教育学者：视角

/ 名词解释 /

“吃鸡”
“大吉大利，晚上吃鸡”（简

称“吃鸡”），是网络流行语。该词
语最早来源于电影《决胜21点》，
随后因在游戏《绝地求生：大逃
杀》中出现而火遍网络。当你在
该游戏中获得第一名时就会有
一句台词出现：“大吉大利，晚上
吃鸡！”于是，“吃鸡”也成为这款
游戏的一个简称。

看别人“吃鸡”
小学生写成论语式攻略

“吃鸡论语选编”
作者：9岁翰翰

“吃鸡漫画《圣魔大陆》”
作者：10岁星星

他的吃鸡漫画将出第二季
班上粉丝还不少

如何让娃娃免于“游戏诱惑”
又能发掘天赋？

沉迷电子产品、沉迷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长
时间沉迷电子产品还会出现全身体征，在临床上被称为“视频终端
综合征”。在德阳市人民医院心身科，每年都会接到不少类似的案
例。对于上述两个孩子的典型案例，记者采访了德阳市人民医院心
身科专家罗澍、吕桃，对此进行了深度的观察与剖析。

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罗澍分析，“吃鸡”类游戏里，
参与者是一个团队，游戏里有人际
互动，互相救助，参与者有一种英
雄式的成就感、优越感。此外，参与
者还要互相竞技，寻求资源。“在现
实中，青少年的资源是很匮乏的，
但在游戏里，只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就能获得很多资源，这就是一
个成就感。”玩这类游戏投入低，操
作简单，里面还有很多策略性的东

西，“这就是吃鸡类游戏吸引小朋
友的地方。”罗澍坦言。

“游戏成瘾是一个过程，手
机游戏进入日常生活、从兴趣
爱好到依赖，然后沉迷，最后到
成瘾。”她介绍，这对孩子不仅
是心理上的影响，对孩子的认
知、思维的风格等各方面都有
影响。“青少年长期使用手机聊
天，痴迷游戏，患抑郁症的风险
比同龄人高很多。”

探因/ 吃鸡类游戏为何吸引小朋友吃鸡类游戏为何吸引小朋友？？

“找准娃娃游戏成瘾的原因
很重要。”罗澍介绍，社会飞速发
展，手机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工具，通过限制使用手机而让孩
子远离游戏是一件非常艰难的
事，关键是要发掘孩子天赋，培
养孩子的生活乐趣，才能根治
游戏成瘾。“要治疗网络成瘾，要
激发他们的动机，娃儿不想变，
父母做任何改变都很难。”

罗澍介绍，写“吃鸡论语选

编”的翰翰其实对古诗词还很有
感觉，创作漫画《圣魔大陆》的星
星在漫画上有天赋，父母可以在
这方面给予鼓励和引导。

两位心理专家均认为，父母
要注重言传身教，首先要从自身
做起，尽量做到在孩子面前不玩
各种游戏。同时，学会教孩子利
用“兴趣转移法”摆脱网络游戏，
培养他们旅游、读书、绘画、手工
制作、发明创造等。

根治/ 发掘孩子天赋培养生活乐趣发掘孩子天赋培养生活乐趣

界定/ 孩子是否孩子是否““网络成瘾网络成瘾””如何界定如何界定？？

既然娃娃难以绝缘 家长如何“变害为益”？

风把窗帘吹起来，她说“窗帘长胖了”
小草刺到她的手，她说“草草咬人”……
农民工妈妈写日记记录女儿成长点滴

用女儿的语言
创作儿童文学获省级大奖

“我不喜欢长胖的窗帘，我要阻止窗帘偷吃风
……”，小草刺到她的手，她说“草草咬人”……这语言
多美，又如此特别。一个孩子眼中的妈妈，爱，以及小
心思，细腻而又难以捕捉。熊开艳说，她常常为女儿的
想象力感到惊讶，又常常被女儿的语言能力所打动。

她是一个敏感的妈妈，一个文学爱好者。她写散
文、小说，写自己的世界。但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她渐
渐“转型”，写儿童文学，写女儿的世界。

前不久，四川第三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获
奖作品公示，熊开艳的《长胖的窗帘》，获儿童文学一
等奖。

获奖作品 用女儿的语言写女儿

“五岁的我，尽管很多小时的事不记得了，但是我
知道我是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当然跟妈妈最亲。”近
5000字，5段小故事，生活中的点滴记录，用女儿的语
言写女儿。

熊开艳在泸州市叙永县一家广告门市做设计工
作，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写作。从读书的时候，她就喜
欢记日记，至今尚存五六本厚厚的日记，后来在电脑
上写日记，也已经写了两三百篇。有了女儿后，她专门
写女儿，从怀孕到女儿8岁，写了300多篇。全是女儿成
长中的点点滴滴，有女儿生日、长牙、学会走路，到女
儿说得有趣的话，感人的瞬间，都零散、片段式的，原
原本本记录下来。

作品获奖，熊开艳早在今年1月底就从网上看到
了公示。4月8日上午，她又接到了大赛主办方打来的
电话，请她发创作相关的文字、照片等资料，将整理以
作出版使用。同一天，熊开艳还接到泸州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通知，正式获悉自己创作的《长胖的窗帘》
获得大赛文学类（儿童文学）一等奖。

坚持写作 女儿是她创作的灵感

熊开艳去年刚拿到函授的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
读汉语言文学是她的梦想，三年学费，是分期付款完
成的。2005年高中毕业后，熊开艳去广东省中山市打
工，干过文员，商城销售员，也在工厂做过普工。

2008年回到叙永老家，与丈夫结婚，丈夫在一家
广告公司做户外安装工作，自己在另一家广告公司做
学徒，做平面设计。

丈夫常常是她的第一个读者，她写的东西，丈夫都会
看看，有时候会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提点建议。特别
是写女儿的部分，丈夫更是看得认真，陪伴孩子，是两个
人最深的纽带。

她白天上班，虽然不算忙，但工作琐碎。下班以
后，她坚持看看书，写点东西，散文、小说都写，她说写
作可以“让生活减压”。以前她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
世界，过去几年，她开始慢慢“转型”，写儿童文学，女
儿的语言和想法，成为她写作的灵感。

文学理想 将来也许会写青春文学

女儿很懂事，会关心妈妈，讲好多讨妈妈欢心的
话，要给妈妈买花，要给妈妈买结婚的裙子……熊开
艳说，女儿总是让自己感动。“我最喜欢穿裙子，再配
上妈妈的粉色长纱巾披在肩上，戴上妈妈的白色太阳
帽，我简直比动画片里的小公主苏菲亚还漂亮。”女儿
喜欢的东西，熊开艳总能观察出来，女儿说没看到自
己的结婚照，也没看到自己穿婚纱，便说要给自己买

“结婚的裙子”。
跟女儿谈话，“要放低自己，跟她一样的想法。”

熊开艳说，自己能够像朋友一样，有耐心地跟女儿聊
天，女儿也什么都跟自己讲。她喜欢这个过程，她说
自己现在写儿童文学，也许孩子慢慢长大，自己便会
写青春文学。这是一个妈妈的文学理想，充满乐趣又
充满挑战。

给妈妈做张贺卡
写上作文、诗歌，还有我的祝福

4月11日晚上7点半，熊开艳的女儿小竹瑶练完
武术回家，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小竹瑶说，喜欢妈妈陪
在身边，她是妈妈的好孩子。

记者：你爱妈妈？会用什么方式告诉妈妈？
小竹瑶：我会做一个贺卡，写上作文、诗歌，还有

我的祝福。
记者：会帮妈妈做家务吗？
小竹瑶：会帮妈妈做家务，比如整理妈妈的化妆

品，收拾房间。
记者：妈妈会生气吗？妈妈什么时候会生气，会怎

么跟妈妈讲？
小竹瑶：妈妈有时候会生气，我做作业不专心，妈

妈就会冒火，我有时候也会发脾气，说妈妈讨厌，但后
来我会给妈妈道歉，跟妈妈说，你说话温柔一点嘛，你
批评我，我就会不高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图由受访者提供

■对话女儿小竹瑶

家长无奈求助：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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