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同时也是
一名消费维权工作者。 我真切地感受
到， 网游在给孩子带来思维启发和快
乐体验的同时， 也给孩子的身心健康、
习惯养成以及学习学业带来了明显的
负面影响和危害， 应该引起大家的足
够重视。

作为一名家长， 首先要正确看待
孩子上网问题 ， 引导孩子健康上网 。
孩子辨别力和自控力相对较差， 尽量
不要让孩子过早接触网络游戏。 如果
孩子确实很想玩网游， 家长也应该理
性看待， 宜疏不宜堵， 要帮助孩子树
立正确的网游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 ，

帮助孩子进行实名注册账号， 严格设
置网游防沉迷功能、 支付功能， 合理
规划登录网游时间。

其次， 家长要主动履行监护人的
责任， 对孩子进行网络 “防骗” 教育，
引导孩子文明上网和理性消费。 孩子
使用的电脑或ipad， 要尽量安装相应的
防火墙和技术屏蔽软件， 防止电脑中
毒或孩子浏览不良信息。 不少直播软
件都设置了网络打赏功能， 要防止孩
子随意花钱给主播打赏， 或购买平台
礼物送给网络主播。

此外， 尽量不要让孩子自己进行
网络支付 。 家长要妥善保护好手机 、

银行卡密码， 并教育孩子遇到支付问
题， 一定先与家长沟通， 不能随意扫
码转账。 同时管理好具有支付功能的
APP， 避免让孩子知晓交易密码等重
要信息 。 对于家长许可的充值行为 ，
若孩子需要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支付
的， 应由家长协助完成支付。

家长的重视和监护无疑是重要的。
但从根源上防止孩子沉迷网游， 还要
靠网游企业的诚信守法经营和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 靠有关部门的严管严控。
随着网络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无论是
学校的课程和作业， 还是校外的教育
培训辅导班， 未成年孩子很多地方都

要使用到电子设备， 如果网游企业只
顾追求经济利益， 忽略自身社会责任，
故意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 这对家
长来说， 无疑是防不胜防。

因此 ，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 ，
不能只靠家长 “单打独斗”， 还要依靠
社会共治。 网游企业要诚信守法经营，
主动限制未成年人充值额度和登录时
长， 采取游戏分级、 实名认证、 人脸
识别认证等有效措施， 禁止未成年人
过度沉溺网游， 同时尽量简化退费流
程， 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有关
部门要形成监管合力， 依法履职尽责，
当好净化网络游戏市场的守护神。

说实话， 在这个手机几乎不离手
的时代， 家长有时候玩起网络游戏来
都没有节制 ， 更别说让孩子自觉控制
网游时间了。 我觉得， 如果给我女儿
一个手机， 她能玩一整天。 但是我并
不禁止孩子玩游戏 ， 我觉得孩子玩
网络游戏也能益智 ， 游戏玩得好的
孩子相对更聪明。 但是长时间玩， 对
视力有伤害， 如果沉迷于网络游戏不

可自拔， 对孩子危害更大。
我记得女儿有一次看 ipad时间很

长， 屡次劝阻， 她都不听， 她爸一怒
之下把ipad给摔坏了。 孩子看到父亲发
了脾气 ， 才有所收敛 。 通过这件事 ，
我发现必须引导孩子正确认识网游 ，
让她知道游戏可以玩， 但要适可而止。

我想起孩子小时候爱看动画片 ，
总是为了多看动画片而闹脾气。 我们

想出了办法， 提前跟孩子约定， 写完
作业看两集动画片， 或者完成一个习
题看一集动画片。 长此以往， 孩子逐
渐有了意识， 不再长时间看电视。 她
习惯这种规则之后， 就好管教了。 她
最多只是恳求： “让我再看五分钟！”
一到时间她会主动关掉电视机。 于是，
我在控制网游上， 也采用了相同的办
法———提前跟孩子约定好时间。 比如

说写完作业可以玩半小时手机或者玩
一局游戏。 与女儿有了约定， 再控制
网游就更容易获得孩子的认同。

为了转移孩子对网络游戏的喜爱，
我还给女儿报了舞蹈班。 一开始她学
得很吃力， 但是她现在经常得到老师
的夸奖， 自己也从中获得成就感。 这
也是让孩子尽可能远离网络游戏的一
个实用的法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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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特别爱玩网络游戏， 疫
情期间， 我儿子对游戏的痴迷更加严
重了 。 因为疫情期间 ， 孩子是通过
网络上课的， 所以这段时间他接触电
子产品的时间非常长。 我感觉他对电
子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

游戏为什么容易让孩子上瘾？ 我
通过观察发现， 网络游戏设计了很多

关卡， 玩家通了一个关， 就会得到一
个装备或者其他奖励， 让孩子非常有
成就感。 然而， 孩子在家里却得不到
这样的成就感。 家长对孩子期望值很
高， 眼里都是孩子的缺点， 总对孩子
提要求， 却吝于鼓励， 这与孩子在游
戏中获得的成就感差距太大了。

对于孩子玩游戏这件事， 我和孩

子爸爸定下了规则。 我跟孩子说， 他
可以玩游戏， 但要约定好每周玩几次
游戏、 每次多长时间， 如果超过了这
个时间， 该怎么处罚？ 经过一段时间
以来的控制， 我感觉孩子在控制网游
时间方面有所改善。

现在孩子上初三了， 我跟他强调了
学业的重要性， 要求他尽量不要玩手

机， 我这么做产生了一定效果。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觉得我们应

该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娱乐方式， 比
如， 我儿子特别喜欢打篮球， 我们培
养他这个方面的爱好， 那他在打游戏
上的时间就会减少。 我建议家长在培
养子女方面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一
定要给孩子成长的时间与空间。

我儿子今年上初三了，他对网游不
上瘾，不影响学习。对于现在的他，我还
是比较放心的，我觉得这也是我跟儿子
相处的最好状态了。

其实一年前，我跟儿子的关系很糟
糕。现在的孩子，手机电脑都是标配，孩
子也能在网上学到一些知识。我们为了
儿子的成长着想，给他买了电脑，谁知
道他却迷上了网络游戏。

我是去年发现孩子迷上网游的。 因

为之前看到太多孩子因沉迷网游而误
入歧途的事情， 我当时立刻就下定决
心， 一定要趁孩子没有玩上瘾之前，将
他对网游的“瘾”扼杀在摇篮里。当时我
的态度可强硬了。 每天限制玩电脑时
间，实时监控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跟儿
子的关系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没有了网游的陪伴，儿子整天无精
打采。 而且我发现，儿子依然在偷偷地
玩网游，只是不让我知道而已，跟我玩

“游击”战术。 这可怎么办？
我很着急，就找儿子聊天，刚开始

他什么都不跟我说。我为了和他缓和关
系，利用周末带他出去玩，趁机跟他谈
心，我们俩才敞开心扉。

这次谈话， 我觉得儿子确实长大
了，对我们也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我
们也长时间看手机，经常冷落他。 我发
现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帮儿子分析了现状，他接受了

我们的建议。 之后，我跟儿子签了一个
“家庭约定”。 晚上，我和爱人定点关手
机，改为看书写字、做运动，儿子是我们
的监督员。 儿子依然会玩网游，但时间
很有限。 我也不会实时监控，我相信儿
子。尤其今年，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儿子
在家学习的时间很长，我发现他做的很
好，学习、看书、看动漫，还在网上搜食
谱给我们做饭，兴趣越来越广泛，性格
也开朗了许多。

有的孩子太喜欢玩手机游戏，甚至沉溺于网络游戏难以自拔；有的家长采取各
种遏制手段禁止孩子接触网游，却发现孩子为了网游和家长“打起了游击”；有的家
长选择放任， 却发现孩子沉溺于网络世界不眠不休……家长该如何处理孩子玩网
游这件事？ 最近，《劳动者周末》向学生家长征集了如何对付孩子玩网游上瘾的各种
建议，并为此请教了专家，希望能为众多家长带来启发。

孩孩子子沉沉迷迷网网游游

讲述人简介：
胡女士，女儿今年8岁，正上小学三年级 不禁止网游 但和孩子约定时间限制

讲述人简介：
刘女士，儿子今年15岁，正上初三 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娱乐方式 转移其网瘾

讲述人简介：
贾女士，儿子今年15岁，正上初三 家长以身作则 并相信孩子的自控力

专家点评：
陈音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理事，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中
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不能只靠家长“严防死守”，还要对网游企业进行严管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杨琳琳 博雅采写

家家长长该该怎怎么么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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