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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从来没在这么好的场地上打过球，刚上场真有点紧张！”

■本报记者 秦东颖 姚勤毅

我国网民规模8.29亿，其中学生占比达25.4%。一些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障碍首次被列入成瘾行为障碍

“鸵鸟少年”如何走出网络虚幻世界

■本报记者 黄杨子

今年 2月 28日发布的第 43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去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29亿，以中青年群体为
主。20 至 29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
26.8%?网民职业构成中，最多的是学生，占比
达 25.4%。 伴随着互联网基础建设日益完善、

入网门槛进一步降低，还有一个个触目惊心的
事件：深圳 11岁学生打赏网络主播花掉近 200

万元?泸州 17岁少年痴迷游戏但手头没钱，对
邻居实施持刀抢劫。

去年 6月， 来自 10余个国家的世界卫生
组织（WHO）精神与行为障碍领域的专家在沪
研讨：过度沉迷网络游戏，究竟是否属于精神
疾病？会上，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
瘾， 首次在全球范围内被列入国际疾病分类
（ICD）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这意味着，在今年
年中将发布的 ICD-11中， 游戏障碍将与合成
毒品、酒精、烟草、咖啡因、非法药物等共同列
入物质使用及成瘾行为障碍。长宁区精神卫生
中心院长沈颉说，“游戏障碍的背后，或许是个
人情绪的障碍、家庭关系的障碍，其成年后被
诊断为心境障碍、人格障碍的概率也会上升。”

在网络世界里的“鸵鸟少年”们，如何才能
走出网络钩织的虚幻世界？

游戏障碍有了客观标准
“目前因为游戏障碍前来问诊的患儿及家

庭并不太多。” 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临床一科
主任杨道良介绍， 只有出现家庭关系紧张、学
习成绩下降或明显的情绪障碍，家长才想到寻
求医疗机构帮助。

今年 2月，网传临沂市杨永信网戒中心关
停，多年来其采用的“电击治网瘾”备受争议。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长说，“上海也有类
似的网戒中心，都是民办机构。但好在没有使

用电击疗法，大多还是以军事化管理来约束孩
子的行为，也就是以行为矫正为主。”

“考试没考好，就是你平时打游戏的结果！”

这样的话，杨道良在门诊中听过无数次。“网络、

游戏早已渗透大众日常生活。孩子成瘾与否，家
长不能简单从学习成绩上来判断。” 他还记得，

2009年， 我国就曾计划出台网瘾诊治标准。当
时， 专家组之一的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高
雪屏博士表示，“每周上网 40小时以上即可认
为是网瘾，成瘾者主要以玩游戏为主”，引起一
片哗然。十年过去，游戏障碍有了更客观准确的
评价标准：第一，患者对游戏失去控制力，如无
法控制时间、程度?第二，游戏占先导地位，即优
先级高过所有其他日常事物?第三，游戏行为对
个人、家庭、社会交往等产生负面影响?第四，持
续此状态超过 12个月。杨道良解释，该评价标
准更多从社会功能上进行判断， 而非简单粗暴
的“一刀切”，“毕竟网络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基础
需求，适度的劳逸结合无可厚非。”

孩子在游戏里寻求成就感
去年, 长宁精卫中心接诊了一个千里迢迢

前来问诊的家庭。“我们当地没有专业的心理
治疗师，请你们救救我们一家！”走投无路的母
亲从西南某市带着 12岁的儿子前来。 孩子从
边上课边打游戏，到拉着其他同学和妹妹一起
打，“我们试过没收手机拔掉网线，他就发脾气
摔东西，电视机都被砸坏了。”母亲说。

长宁精卫中心副院长季卫东说，第一次面
诊的 45分钟里， 男孩几乎一半时间都低着头
专注游戏。“你在玩什么？说不定我们也能讨论
一下。”这句话，终于让男孩抬起了头。“后来他
告诉我，自己在游戏里是战队的小头目，和成
员们关系很好，还有安全感、存在感和成就感，

不像在现实生活里一事无成、经常被人否定。”

原来，男孩在家中与父母沟通极少，在外经
商的父亲常年不回家，而有了妹妹后，母亲对他
的关注也渐渐变少，“你要给妹妹做好榜样”的
话更是让他感到压力。“这是很典型的三角化家
庭关系，父亲功能缺位，其他两名主要家庭成员
结盟，男孩转而寻求外部事物，即网络游戏。”季
卫东解释，“三角关系” 是家庭治疗的基本概念
之一，平衡的结构可以保证孩子健康成长，而不
平衡的结构会使孩子深陷其中， 无法独立健康
地发展自我。“他将游戏作为现实关系的投射，

因此在治疗中，我们先建立关系，通过游戏来讨
论关系，再延伸到家庭关系。”目前，男孩已随母
亲回到家乡，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与学习。

不过，长宁精卫中心科教科主管干事张静
洁坦言， 目前游戏障碍尚未有系统诊疗指南，

“虽然有了症状的评价标准， 但具体案例很大
程度上仍依靠医师经验? 此外也不同于抑郁、

焦虑等发展成熟的疾病， 游戏障碍涉及药物、

心理、行为等阶段的综合治疗，在步骤、时长、

剂量等方面也亟待有更完善的研究。”

不能用手机代替家长的陪伴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不少陪孩子前来

诊疗的家长也几乎长时间低头对着手机屏
幕。”张静洁说，现实生活中，手机代偿家长陪
伴功能的场景比比皆是。去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青少年工作系教授发布《青少年成瘾行
为调研报告》，其中显示在玩游戏的时间上，留
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每天玩 4 至 5

小时”分别是 18.8%和 8.8%、“每天玩 6小时以
上”分别是 18.8%和 8.2%。这一触目惊心的对
比，更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家长的“懒惰”正是造
成孩子寻求网络空间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放射科周滟团队在北美放射年会上带来研究

报告： 游戏障碍患者的大脑对奖励的敏感性增
高，而对惩罚的敏感性降低，导致他们为了获得
即时奖励而忽视长期的严重负面结果。同时，团
队还在男孩的静息态脑功能中发现， 左侧额上
回眶部的功能异常可能导致他们的行为冲动性
增加，与此同时，男孩的脑功能普遍比女孩成熟
得晚， 这也解释了为何从生活中和临床诊疗中
发现男孩较女孩游戏障碍患者更多。

“在网络时代，家长监护权的内涵与外延
也在持续变化。如何让这代网络原住民健康成
长，家长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季卫东说，家长
不应该低估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在
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应帮助孩子‘扣好人
生第一粒纽扣’，以身作则、正确引导，若发现
孩子的异常状况，可在更早阶段寻求专业医务
人员帮助，有效改善预后。”

“严肃游戏”帮助守住底线
“目前，全球范围内还缺乏游戏障碍大样本

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既往研究表明，游戏障碍流
行率约为 0.7%至 27.5%，但这一数据还需充分
细化。”季卫东直言，除了家庭、学校及医疗机构
外， 青少年游戏障碍需要得到更多行业部门的
重视，“这是社会问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成
瘾研究专家赵敏透露， 目前医院正在开发针对
青少年游戏成瘾的手机系统，集评估、预防、干
预功能于一体， 可快速有效地检测青少年是否
存在网络游戏成瘾问题， 并对高危人群进行科
普教育，对成瘾患者进行线上控制力训练。

“既然游戏无法从生活中消失，那何不换
一个角度思考： 趋利避害， 让游戏变得有益？”

2004年，美国召开第一届“严肃游戏峰会”，严肃
游戏（serious game）就此进入公众视野，“它也
叫功能游戏，以教授知识技巧、提供专业训练和
模拟为主要内容，虽具有传统游戏的特征，但最
终目的是寓教于乐。”季卫东介绍，预计2020年，

全球功能游戏市场总规模将达54.5亿美元，“除
了欧美日韩等国家地区， 我国几大游戏运营商
也在开发布局严肃游戏。我们希望，防沉迷系统
兼容、信息共享、时长限定等功能真正将‘游戏’

和‘成瘾’分开，守住安全健康的底线。”

编者按 近年来，青少年由于心理疾病而导致的社会事件屡见不鲜。如何守护青
少年心理健康？家庭、学校、医院和社会需扮演何种角色？本报推出“长宁区精神卫生
中心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系列报道，为青少年心理疾病防控治疗带来新思考。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系列调查●

解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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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姚勤毅）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一场
属于青少年的篮球盛会
在申城拉开大幕。MAGIC

3 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
超级篮球赛开赛仪式在
源深体育中心篮球公园
举行。

MAGIC 3 上海市青
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赛，

是一项面向全市青少年
的普及性赛事，在上海学
习和生活的 16—18 周岁
青少年均可报名参赛。赛
程分为分区赛、 大区赛、

总决赛和国际邀请赛四
个阶段。经过前三个阶段
的精彩对决，选拔出 4 支
男子组优胜队伍参加由
NBA、CBA 明星领衔的精
英训练营，并于封闭集训
后与 4 支国外友好城市
队伍进行国际邀请赛。

“市体育局、市教委
联合创办这项赛事，是为
了进一步普及篮球运动，

传播篮球文化，并将其逐
渐打造成为广受青少年
关注和喜爱，展现青少年
体育精神，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
事。”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
徐彬介绍。 开幕式上，一
部讲述篮球与上海的短
片《篮球在上海》生动展

现上海篮球历史的厚重感?“快闪”形式的表
演———《篮球好时光》， 以儿童篮球操展示、

小学生篮球训练展示、花式篮球表演及啦啦
队互动表演为主，动感十足、激情四射?现场
还举行了“篮球在上海”文化展，展示篮球运
动与上海城市的不解之缘。 揭幕战上，前
NBA球星卡隆·巴特勒带领的上海中学国际
队和上海男篮球员罗汉琛挂帅的交大附中
队展开精彩对决，令球迷直呼过瘾。

MAGIC 3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
球赛自 4月 11日启动报名以来， 已吸引近
500所学校和俱乐部的近千支青少年队伍报
名参赛。目前，赛事的第一阶段报名已经结
束，第二阶段报名将于 5月 26日截止。全市
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可登录赛事官网或关注
“上海体育”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副市长陈群出席并宣布比赛开幕。

看迷你世界杯小组赛，玩市民篮球节嘉年华

男篮世界杯，上海准备好了！

“五一”假期，2019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
迷你世界杯小组赛（上海赛区）暨上海市民篮
球节嘉年华在东方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徐汇、

黄浦、静安、杨浦区的四支青少年代表队，分
别身披迷你美国、迷你日本、迷你土耳其、迷
你捷克的战袍， 为迷你世界杯总决赛资格而
战。最终迷你美国（徐汇）队夺得上海赛区冠
军，他们将代表上海赴北京竞逐总冠军。

篮球世界杯的“模拟预演”

“从来没在这么好的场地上打过球，刚
上场真有点紧张！”终场哨响，来自徐教院附
中的初二学生王楚晨身披“美国队战袍”，朝
着东方体育中心看台上的父母挥手致意。

“这里好大，里面还有浴室，今天我们也
享受‘美国队’的待遇了。”五十四中学的初
三学生陈铭杉，和队友们坐在主队更衣室的
长凳上，想象着美国队众球星来到这里的样
子，“我的偶像是 NBA球星库里， 说不定到
时候他就坐在这里”。

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 8月 31日
至 9月 15日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

武汉、深圳、佛山、东莞八座城市举行。作为本
届赛事举办城市之一， 上海将举办包括小组
赛和淘汰赛在内的共 13场比赛，比赛场地被
定在东方体育中心。 在上海举办的男篮世界
杯 E组小组赛，参赛队包括人气极高的卫冕
冠军美国队，以及土耳其、捷克与日本队。迷
你世界杯可谓一次全方位的“模拟预演”。

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组委会副
秘书长郑浩彬说，今年国际篮联已经多次派
官员来上海实地考察，涉及场馆包装、赛事
接待服务、体育展示、安全保障等。“结合东
方体育中心的特点，我们已经改造完善了比
赛场地。”

市民共享顶级大赛资源
由本报主办的 “带你去看世界杯”———

2019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市民篮球节
嘉年华在迷你世界杯期间同时举行。除了看
比赛、看表演、与球星面对面，还能亲身参与
丰富多彩的篮球游戏，并有机会获得世界杯

门票。

家住奉贤区的钟女士特地跟丈夫和 5 岁
的女儿来到活动现场。“相比通过电视，现场看
比赛的冲击力要强多了，我女儿在看台上一直
兴奋地手舞足蹈！”

记者在现场还偶遇了女篮国青队主力丁康
辰的父亲， 当天他和自己刚接触篮球不久的小
儿子一起参与活动，“儿子一直以他姐姐为榜
样，今天看到 NBA传奇球星，再次受到鼓励。”

丁爸爸口中的 NBA传奇球星就是卡隆·巴
特勒，当天他空降东方体育中心点燃全场，现场
球迷在他的指导下上演技巧挑战赛。“篮球带给
你们的不仅在赛场上， 更在将来人生中所需要
的专注和纪律性，会让你们终身受益。”巴特勒
与现场观众分享篮球心得， 并为现场观众抽取
篮球世界杯和 NBA中国赛球迷日门票等奖品。

场内，“南北 KOL篮球挑战赛” 在职业导

师、CBA球员刘炜、张兆旭的带领下，为观众献
上血脉贲张的 3对 3、1对 1、 投篮挑战赛。场
外，篮球世界杯吉祥物“梦之子”成为篮球迷争
相合影的主角， 参与投篮挑战、 力量挑战、2K

篮球游戏、合影挑战等体验通关，还有机会赢
得篮球世界杯纪念品等幸运大礼包。

上海正在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F1中国
大奖赛、ATP1000上海网球大师、 国际田联钻
石联赛上海站等世界顶级赛事相继落户上海。

申城在打造世界级精品赛事品牌的同时，通过
对接业余比赛和嘉年华活动让更多普通市民
参与其中。迷你世界杯和上海市民篮球节嘉年
华的举办，也让普通市民共享世界顶级赛事的
优质资源。

在上海， 将篮球进行到底。2019年篮球世
界杯中国本土形象大使刘炜在嘉年华现场向
全世界发出邀请：“上海准备好了！就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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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徐瑞哲）

作为我国年产量最多的四大
海鱼品种之一， 多宝鱼多年
前曾因违规用药、药残超标，

成为食品安全事件 “被告”。

日前， 用在多宝鱼身上的一
种“绿色疫苗”，获批创新能
级最高的国家一类新兽药。

华东理工大学历经十多年研
发的国内外首创成果， 让小
鱼苗“泡泡澡”就可免疫它们
一生面临的最大病害之一弧
菌病。 这不仅使多宝鱼 “翻
身”，还使国产海水养殖动物
疫苗从单联苗走进多联苗的
“生态优先”时代。

多宝鱼学名“大菱鲆”，最
容易感染 “鳗弧菌”， 鱼嘴见
红，内脏充血。多宝鱼患上弧
菌病， 相当于得了败血症，引
发病死。 针对这种病原体，华
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
授张元兴团队敲除鳗弧菌相
关的毒力基因片段，构建起新
型的减毒活菌疫苗株。张元兴
表示，由于活菌疫苗不携带任
何外源基因的片段，并且对多
宝鱼自身基因也无任何影响，

因此不存在转基因之嫌。此次
完成新药注册，获颁代表“国
内国外无先例”的一类新兽药
证书，标志着国际上首例被行
政许可的海水鱼类弧菌病基
因工程活疫苗诞生，也代表着
我国水产疫苗研发的综合技
术水平跻身国际前列。

有意思的是，这种基因缺
失的活疫苗能有效激发起细
胞和体液免疫，让多宝鱼幼鱼
经过简单的浸泡操作，完成规
模化的免疫接种。在课题组进
行的田间预试验中，1万尾大菱鲆幼鱼在简单浸泡
免疫给药 1到 3 分钟后， 即可实现弧菌病 3 个月
80％以上的有效免疫保护力。免疫后，经国家水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鱼体内残留细菌毒性安
全指标优于国家标准。不仅是多宝鱼，石斑鱼、大黄
鱼、牙鲆等海水鱼均可接种，从而具备免疫保护力。

“目前中国海水鱼疫苗屈指可数。”团队核心成
员刘琴教授介绍，挪威对三文鱼疫苗的研发已发展
到 7联苗，日本也实现了 3联苗。截至去年，国外商
品化疫苗产品覆盖鲑鳟鱼、鳕鱼、鲈鱼、鲷鱼、鰤鱼
等 17个工业化养殖鱼类，涉及全球 40个国家和地
区，疫苗接种已成为挪、美、韩、日本等国海水养殖
业病害防控的标准化技术。现阶段，华理团队在布
局之前自主研发的爱德华氏菌活疫苗与鳗弧菌基
因工程活疫苗的联合应用，推动国产海水养殖动物
多联苗“免疫疗法”，加快向“无抗”绿色养殖模式转
型升级。两苗联用后，多宝鱼的养殖死亡率有望被
控制在 10%以内。

马术冠军赛第二个比赛日争夺激烈

18岁中国骑手杀入大奖赛创历史
本报讯 （记者 龚洁芸）2019上

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昨天展开第
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年仅 18岁的中
国骑手张佑搭档 Caesar 在 1.55/1.60

米比赛中以 6罚分、88.15秒完赛，在
45对人马组合中最终排名第 31 位。

张佑也成为赛事为 1.60 米浪琴表大
奖赛设置资格赛以来，首位顺利通过
资格赛获得大奖赛资格的中国骑手。

根据比赛规则， 在本场比赛获

得前 35 名的骑手将获得 1.60 米浪琴
表大奖赛的参赛资格。张佑凭借第 31

名的排名顺利获得参赛资格。年仅 18

岁的张佑是中国参加这项赛事年龄最
小的骑手。今年 2 月，在 2019 年浪琴
表香港马术大师赛五星级 1.60 米浪琴
表大奖赛的赛场上，不满 18 周岁的张
佑以第 13名的成绩完赛， 创造了中国
骑手在五星级 1.60米大奖赛的历史最
好成绩。

83年前从东京寄至上海
萧红致萧军家书手稿入藏上图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均：现在我很难过，很
想哭，想要写信，钢笔里面的墨水没有了，可是怎样
也装不进来， 抽进来的墨水一压又随着压出去了。

华起来就到图书馆去了，我本来也可以去，我留在
家里想写一点什么，但哪里写得下去，因为我听不
到你那登登上楼的声音了……” 这是 1936年 7月
26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写下的给萧军的信。彼时，萧
军人在上海，二萧两地分隔。从 1936 年 7 月 18 日
坐船去东京开始，到 1937年回国又至北京，萧红给
萧军写了 42封信。日前，这其中两封信的手稿由萧
军长孙萧大忠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同时包括萧军
《晚晴集》前言手稿。

萧大忠说，自 1934 年来到上海，萧军、萧红受
鲁迅先生提携， 二人文学之路的起步成名均在上
海。因此，他特意选择了其中一封萧红自东京寄至
上海的信件手稿，也称得上是这封信相隔半个多世
纪的重新 “回归”。 这批信件保存至今历经坎坷，

1938年，二萧分手，萧红在火车上遗落了这包信件，

萧军曾托人带回，但未带到，后来又回到萧军手中，

被萧军先后带到延安、东北和北京。经过历次风波，

1980年夏天，萧军偶然在楼道柜子里的废纸堆中发
现了这批信件，念及与萧红患难的 6年，感慨万千，

整理并为它们作了注释，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萧红
书简辑存注释录》。

萧红早逝，加之创作年代的特殊，存世手稿十
分稀有。除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存有一小辑诗稿手
稿外， 几乎再无流传。“这批信件中，3封曾经拍卖，

所得款项用于资助二萧故旧聂绀弩等的文化出版
及相关文化研究事业。”萧大忠说，虽然那三封信的
成交价超过百万元，但商业目的非家族所愿。此前，

萧大忠已代表家族，将部分信件分别捐赠给耶鲁大
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

上海图书馆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受赠单位。
张佑在比赛中。 均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马术赛场外的互动表演。

表彰爱国奋进优秀典型
新一届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揭晓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10名“2018上海大学生
年度人物”和 10名“2018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
奖”名单日前揭晓。 新一届“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

自今年初启动，全市高校共推荐 65位候选人参评。

10位“年度大学生”中，有活跃在世界舞台“讲
好中国故事”的“外语学霸”复旦大学钟雨桐，有心
怀科技报国之志长期深入地下 2400米实验室研究
暗物质的“科研达人”上海交通大学崔祥仪，有热心
公益服务的“上海市进博先锋行动优秀党员”华东
师范大学李孟飞，有照亮生命归途的“临终关怀志
愿者”华东政法大学王晓婷，有用专业改变垃圾分
类难题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吴豪……其他大学生
年度人物还有：同济大学李昂、东华大学徐少东、上
海大学肖宇龙、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依帕尔克孜·艾
尼瓦尔、上海电机学院孔元元。

自 2010年起，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每年在
全市高校中组织开展“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

累计评选出“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和“上海大学生
年度人物提名奖”各 80名，表彰树立一批批爱国奋
进的优秀典型，在青年人中形成示范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