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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呼吁网游企业要有责任感 教育专家称叛逆期 孩子更应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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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时真亦假。刚刚投入时“ 亲
爱的”、“ 老婆”、“ 老公”叫得顺溜，游
戏纷争时，一方强制解除婚约，转身便
和另一个人结成了夫妻，期间才隔开
短短的一个星期⋯⋯这些年少玩家乐
此不疲的“ 游戏人生”，让全国人大代
表严诚忠觉得危险重重，他疾呼：切不
能任由网络成为青少年早恋的“ 世外
桃源”。

“ 学校里发生个早恋什么的，耳边
或许会被善意师长的唠叨磨出茧，网
络就不同，个人的私密性又强，现在更
了得，游戏中植入结婚元素，简直就是
一片为之度身打造的‘ 世外桃源’。但
不得不说，这种游戏就是会诱发早恋
甚至引导早恋，久而久之，玩此类游戏
的青少年就表现出了早恋的特征，而
他们沉迷于其中，最大的‘ 好处’就是
避免出现现实生活中突破道德底线和
认知底线的尴尬。”严诚忠毫不客气地
直言潜在危险。

严诚忠指出，网络不是一个完全
自由的地方，对网络游戏商的监管应
该加大力度。此外，电视剧、乃至一个
广告，低俗的打情骂俏桥段比比皆是，
糟糕的是，这些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
上爱情正能量的传递和教育作用，反
倒是负能量的东西一拉一长串。

青少年的正处发育成长阶段，很
多问题是需要正面引导，而不是任由

他们在网络游戏自己摸索“ 所谓的爱
情”。对此，严诚忠呼吁，我们的各级教
育部门、精神文明办公室、各类大众媒
体都应该把切实关心关爱青少年的成
长摆在第一位，为他们创造一个纯净、
友善、更多正能量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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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沪全国
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蔡建国对

“ 结婚系统成网络游戏主流元素”这
一现象指出，网游开发企业要有社会
责任感。

蔡建国认为，虽然这样的“ 恋
爱”、“ 相亲”、“ 结婚”都是在一种虚
拟游戏世界中存在，但毕竟是成人社
会才应该有的生活，明显不符合未成
年人的特征定位。他坦言，个人虽然
不熟悉网络游戏，但也对部分小学生
彼此称呼“ 老公”、“ 老婆”亦有所耳
闻。

“ 让未成年人过早地、哪怕是娱乐
的形式接触甚至是沉迷成人婚恋角色
都是不妥的，对孩子来说，今后真的面
临恋爱谈婚论嫁的阶段，过去在头脑
中在游戏世界中的印记也会影响到他
们，这本身是不利于健康成长的。”蔡
建国忧心地表示。

他坦言，对于这样的事情，不能责
怪这些孩子，相反，网络游戏的开发商
必须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正确评估
和预判游戏产品会对青少年可能产生

的影响，“ 因为不涉及黄色不涉及暴
力，因此，硬性约束可能并不行得通。
所以，我更主张正确引导，引导内容生
产商首先自觉地为孩子们竖起一道防
火墙。试问，生产商的孩子沉迷这样的
游戏不能自拔甚至产生情感困扰，自
己又当如何感想？”

关爱孩子们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
同的责任。其间，家长和学校的作用同
样不可小觑。蔡建国指出，孩子的健康
成长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家长理应
起到监督和引导作用。都说教师是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与孩子们朝夕相处
的老师也应该富有更多的责任心和保
持高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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