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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沪宁杭沪宁杭

玩网络游戏上瘾；上网时全神贯注，
下网后六神无主；通宵打网游引发“电子
血栓病”⋯⋯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
卫生研究所对 3000 多名大学生进行了
网络成瘾性调查，发现其中超过五分之
一的大学生存在手机成瘾风险，学生网
络游戏成瘾问题严峻。一些网络游戏充
斥着暴力和色情内容，而很多商业性质
的网瘾治疗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
何帮助青少年健康上网已成为世界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

网瘾学生的“AB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
所的此项网络成瘾性调查，对多所高校的
300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
结果显示，有20.6％的大学生存在网络成
瘾风险，受访大学生群体平均每天使用手
机 7 至 9 小时，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手机
118 次。大学生群体使用手机主要用于
玩游戏、看影视剧、玩直播和购物等。

一些受访学生表示，网络游戏不仅
是娱乐工具，更是社交工具，但正是这个
被寄希望于拓展社交、寻找安慰的网络
工具，却成为伤害大学生身心健康与人
际关系的利器。

在受访的 3000 多名学生
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因为长
时间使用手机和电脑等出现精
神或身体健康受损，有五分之
一的大学生因为沉迷网络游戏
而错失了重要的人际关系，有
近 15％的大学生因为沉迷网
络和家人经常起冲突，还有个
别大学生因为沉迷网络产生易
怒情绪、和同学打架⋯⋯

“我们发现，沉迷于网络的
不仅有本科生，还有不少硕士
生、博士生，有硕士生在找工作
受挫后沉迷网络游戏不能自
拔，最后干脆不找工作了。”一
位调查人员透露。

调查组成员之一、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
教授王绪轶接待过不少因沉迷
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业的学生，他
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学
生曾考取过一所知名高校，因沉
迷网游多次缺考被退学，后来他
又考上了湖南一所高校，还是因
为沉迷游戏多次缺考，被老师强
制带到医院治疗。”

让人担忧的是，一些学生

形成了“网游性格”，把网络游戏
里的玩伴看得比父母都亲。他们
常常有两张面孔，“A 面”是在游
戏中热情洋溢，讲义气，为游戏里
的兄弟两肋插刀；“B 面”则是在
现实生活中，不仅对学业和社交
漠不关心，甚至对父母冷漠相对，
连一个微笑都很难见到。

“电子血栓病”
侵袭网瘾少年

湖南省脑科医院大精神科主
任周旭辉说，近年来，临床上接诊
的网络成瘾学生患者越来越多。
很多家长对于孩子沉迷网络不仅
深恶痛绝，更感到无奈。

调查发现，有学生通宵熬夜
看手机出现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还有博士生在过马路、骑车时沉
迷于手机而被机动车撞伤。近年
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收治了
一些患上静脉栓塞的学生，多是
经常通宵打游戏的网游爱好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医
学教研室副主任柴湘平说，沉迷
于电子游戏导致的血栓被称为

“电子血栓病”，有学生组团通宵
达旦地玩网络游戏，还有人连续
玩网游几个通宵后，出现下肢静
脉栓塞，后来发展成肺栓塞，送到
医院抢救。

沉迷网络，对学生的心理健
康影响更大。王绪轶说，大学生
网络成瘾与负面情绪相关，成瘾
程度越高，孤独、抑郁、焦虑、压力
等负面情绪越高；网络成瘾与自
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的
自尊水平越低，人际交往能力越
弱，越容易网络成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网瘾治
疗机构良莠不齐，不少机构缺乏
专业精神卫生医生，有的甚至聘
请保安、武术教练对网瘾青少年
进行强制管理，严重影响青少年
心理健康，还会让其产生“报复式
反弹”的逆反心理。

“隔离、吃药、断 WIFI、不听
话就要挨电棍⋯⋯我在一家网瘾
治 疗 中 心 治 疗 了 15 天 ，花 了
8000多元，出来以后还是不上网
就难受，没起什么作用。”曾在商
业网瘾治疗中心“治病”的一名大
学生告诉记者。

引导与爱缺一不可

专家指出，近年来，为了防止青
少年沉迷网络，政府、学校乃至社会
各界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一些游戏
生产企业采取实名注册，推出防沉
迷系统，但仍有一些网游企业剑走
偏锋，对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
有学生因为缺乏辨别是非能力，盲
目模仿，走上犯罪道路。

王绪轶建议，政府、学校、医疗
机构等应形成“反网络成瘾”的联动
机制，相关部门加大对网络游戏产
业的监管力度，对网络游戏的内容
和价值观严格把关，防止不正当价
值导向的网络游戏对青少年造成不
良影响；医疗机构和学校合作，对重
度网瘾学生提供规范的心理治疗，
对一些已经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
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

周旭辉指出，学校和家庭应关注
学生的心理健康，多组织社团活动，帮
助学生提高社交能力，更好地融入学
校生活，对学生使用手机、电脑的情境
进行必要限制，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
网络使用习惯。 新华社电

——大学生沉迷网络游戏调查

社交工具还是伤人利器？

新华社合肥 5 月 16 日电（记者张紫
赟） 修车也能盈利？原来是靠伪造交通
事故，使用虚假理赔材料等手段骗保。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日前对傅
某等35人涉嫌保险诈骗罪、诈骗罪案进
行一审公开宣判，主犯傅某获刑 13 年，
其余被告人被判处 6 个月拘役至 6 年 6
个月有期徒刑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

经法院审理查明，傅某是六安市一
家汽车修理厂的经营者。为拉拢客户谋
取非法利益，2015 年至 2017 年，傅某利
用帮助车主维修、保养车辆之际，多次与
他人合谋或指使、伙同他人采用伪造交
通事故，使用虚假理赔材料等手段骗取
保险理赔款200余万元。

傅某等人的作案方式多为：车主因
车辆故障到修理厂修车时，傅某或其员
工徐某、郭某便向车主介绍“业务”，让车
主“免费或盈利修车”，条件是车主配合
他们骗保。傅某及其员工伪造车辆追
尾、剐蹭，或用车辆冲撞路边绿化带、碰
擦石墩，甚至伪造汽车自燃事故，车主直
接或间接提供驾驶证、行驶证，身份信息
等帮助骗保。每起事故骗取保险理赔金
2万元左右，最多的骗取8.4万元。

法院另查明，涉案的 35 人中，除傅
某、徐某、郭某等 8 人为汽修厂老板、员
工外，其余27名被告人均为涉案车辆的
车主。

法院审理认为，傅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伙同部分被告人故意骗取保险金，
其行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傅某多次指
使或伙同部分被告人，冒用车主之名骗
取保险金，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根据
各被告人在具体犯罪事实中的作用、具
有的各项量刑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安徽一汽修厂与
27名车主

“导演”车辆事故
骗保被判刑

智慧调度，智慧跑道，智慧安检⋯⋯江苏首个 5G 机场
来啦！5 月 16 日，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与无锡移动共同
宣布，已完成苏南硕放机场室内无线网络的 5G 改造，苏南
硕放机场因此成为省内首个采用 5G 室内分布技术覆盖的
国际机场。

机场作为城市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包含交通、物流、
旅客服务等诸多的 5G 应用场景。苏南硕放国际机场与无
锡移动合作，在省内率先建成较大规模的 5G 交通枢纽室
分网络。根据双方达成的 5G 战略合作协议，未来，苏南硕
放国际机场将进一步推进 5G 智慧机场建设，积极探索 5G
技术在智慧调度、智慧跑道、智慧安检、旅客服务等方面的
应用，为旅客带来更智能、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5G 时代到来，无锡在全省率先开展 5G 规模试验网络
建设，积极推动 5G 预商用。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目
前，无锡已在智慧旅游、智能制造等领域部署了多项 5G
应用及体验，未来，将加速 5G 技术在智慧城市、车联网、
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慧旅游等领域的示范应用，让广
大市民体验更多 5G+应用，让“5G 改变社会”成为美好的
现实。

来源：中江网

江苏——

首个5G机场亮相无锡

新华社南京5月16日电（记者陈席元） 名师在线一对
一答疑，全程公益免费。15日，南京市线上教育平台“金陵
微校”正式开通，这是江苏今年启动“名师空中课堂”项目以
来首个上线的市级平台。

南京市电化教育馆副馆长张元宁介绍，目前推出的
是“金陵微校”一期项目，开通的栏目包含“名师专题指
导”“名师指导视频点播”“在线答疑”，主要服务对象是初
三学生。

“中考在即，我们组建学科专家组，准备了视频和文档
资料，希望给考生们提供精准辅导。”张元宁说，每名学生及
志愿老师都有一个实名账号，各区会安排老师在线值班，解
答区内学生的提问。“如果学生在晚上 11 点左右的值班外
时间提问，问题就会转到任课老师处解答。”

“使用‘金陵微校’的操作步骤非常简单，只需拍照、上
传即可。”南京市科利华中学初三（10）班的胡可欣同学说，
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可以直接在线上向老师提问，老师用微
信一对一讲解。

据了解，下一步，“金陵微校”将覆盖南京市从幼儿到初
中阶段的学生，家长学校、心理辅导等内容也将融入其中。

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潘东标表示，自去年10月开展教
育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以来，南京共排查
出中小学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1962 家，其中 1630 家被关
停取缔。

“清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是‘堵’，发展‘互联网＋教育’
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是‘疏’。”潘东标说。

名师在线免费答疑——

南京上线空中课堂

新华社南京5月15日电（记者 沈汝发）“在上海开车
超速了，但工作地点在常州，请问可以在常州市车管所处理
违章吗？”10 日晚 9 点多，江苏 12345 在线平台接到上海
12345 平台转来的诉求，立即形成诉求工单协调常州
12345、常州市公安局办理，不到一天时间就给出了满意的
答复。

这是长三角地区自10日试运行政务服务咨询投诉“一
号通办”以来，江苏首次接到并成功办结的跨省诉求。截至
目前，江苏已收到 43 起跨省诉求，均已按照江苏 12345 标
准化流程办理。

据江苏省政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长三角地区将整合
三省一市的 12345 服务热线资源，接受区域内的政务服务
咨询投诉。完善问答知识库，由电话接听地人员处理可当
场答复的问题；形成跨省工单派发机制，转由业务属地负责
处理并反馈无法当场答复的问题。

“以后群众在长三角地区办事会越来越方便，任何政务
服务咨询投诉，不管是本地的，还是长三角地区跨省的，提
交至当地的 12345 平台都能办。”这位负责人说，三省一市
的12345平台会互通互转，按照各地12345标准流程办结。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
12345热线负责人举行会议，签署了《长三角区域12345热
线一体化服务框架协议》。

长三角政务服务
咨询投诉一号通办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鲁畅 黄筱） 16 日，
“中国杭州·桐庐（国际）生命健康产业先行试验区”启动仪
式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士表示，今后，试验区将依法开展实
验，创建成为集“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细胞、基因、蛋白
质等生命健康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源发地和应用试验地。

据介绍，试验区启动建设后，将建立杭州（国际）细胞
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和桐庐（国际）细胞医学研究院，
为试验区内的企业提供科研实验和技术交流平台；同时，
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开展国家创新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先行先试制度、新药成本补偿医疗服务及国内外医
药企业跨地区跨境开展细胞临床及细胞产品生产基地等
试点工作。

据悉，桐庐县将大健康产业确立为县域经济的主导产
业之一，于 2017 年启动试验区的申请工作，并编制完成相
关创建方案。该试验区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杭州
市桐庐县政府、杭州爱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将与
海南博鳌、河北北戴河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上中下的空间格
局，为东部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搭建平台，实现高端产品
供给。

生命健康产业先行
试验区落户桐庐

北京市 15 日发布《北京市
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和《关于对
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
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
见》，即日起实施。《守则》明确，
在地铁内进食、霸座等行为将
被禁止。

同时，逃票、进食、霸座等
行为或将被纳入个人信用不良
记录。

根据上述文件，在地铁车
厢内进食属不文明乘车行为，
如劝阻制止不听，地铁运营单
位有权拒绝提供乘车服务。交
通执法部门可将这种行为纳入
个人信用不良信息记录。

发 布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发布
新版《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
则》和《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
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
息的实施意见》，并称上述规定
在5月15日正式实施。

此前，市交通委就《乘客守
则》《实施意见》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
注和积极参与，针对一些建设
性意见，进行了充分采纳。

为适应当前北京地铁运营
需求，市交通委对《乘客守则》
进行了相应调整。

一方面，增加了不得在车
厢内进食、一人同时占用多个
座位、私自张贴悬挂物品、推销
产品或从事营销以及在车站、
车厢内使用折叠自行车、自动

平衡车、各类滑板车等内容；另
一方面，对原有款项进行了修
改，补充了禁止吸电子烟、在疏
散通道内长时间滞留、乘凉、躺
卧、使用伪造变造车票及违反
自动扶梯、通道等禁行标志逆
行等内容。

据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确保《乘客守则》的实施
效果，北京同时制定了《实施意
见》，意见明确包括逃费、占座、
列车上进食、推销营销、大声播
放视频音乐等行为将被纳入个
人信用不良信息记录。

此前，上述规定的征求意
见稿只列了逃费、占座、列车上
进食、推销营销等四种行为，需
要纳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记
录。正式发布的规定吸纳了市
民的意见，将大声播放音乐等
行为也纳入个人不良信用记
录。

现 象

针对地铁内“禁食”等规定
的发布，地铁一线工作人员都
非常“乐见”。记者了解到，目
前，地铁内进食主要发生在早
高峰阶段，在大客流地铁站，大
概有 5%左右的乘客携带食物
进站，在地铁内进食的大约在
2%左右，数量并不多。

前门站区区长祝亚君告诉
记者，由于前门站区是大客流
地铁站，且外埠来京旅游乘客
较多，经常有乘客携带糖葫芦、
老冰棒等“北京特色小吃”进

站，在暑运高峰时段尤其严重。
对于在地铁上进食的现象，记者
在晚高峰时段随机采访了多条线
路上的 10 位乘客，其中 9 人表示
亲眼见过，甚至有人向记者吐槽
曾在早高峰看到一位女士吃“韭
菜馅包子”。而其中一名男乘客
更是坦言，自己就在地铁上吃过
炸鸡块。

对于地铁上的不文明行为，
大部分受访者均表示，最忍受不
了的就是吃早点、大声说话或者
播放视频音乐、一人占多座等。
其中，对吃早点的乘客抱怨的最
多。一位受访的女士称，早点中
的包子气味最重，对乘车环境影
响最大，同时也很担心急刹车时，
吃的和喝的东西洒出来会误伤其
他乘客或者弄脏车厢。

还 有 乘 客 表 示 ，只 要 在 地
铁上不吃有浓烈味道(辣条、榴
莲等等)、带壳掉渣、会污染地铁
环境整洁的东西，或者进食不
影响他人的话是能够接受的，
毕竟如果有人赶时间没来得及
吃饭，又遇上低血糖，是能够理
解的。

新 规 实 施 后 ，效 果 如 何 ？
15 日下午 5 点 03 分开始，北青
报记者在地铁 1 号线、2 号线、5
号线、10 号线、13 号线等线路
进行探访。在近三个小时左右
的时间内，记者发现了多名乘
客手提食品乘车，其中有人拿
着带汤水的关东煮在车厢内进
食，还有人带着汉堡等小食在
车厢内吃。

记者注意到，一位女士在地

铁 13 号线五道口站开始在车厢
内饮食，一路上，她一直在吃汉堡
包和一些油炸小食，在到达13号
线西直门终点站前，这名女士将
食品放入包内。在整个过程中，
女士并没有打扰到别人，因为其
使用的食品没有明显的味道，其
他乘客也没有对她进食的行为进
行关注。

执 行

如果地铁内出现上述不文明
行为，应该如何处理呢？北京市
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地铁相
关方应对乘客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阻，对不文明乘车行为劝阻制止
不听的，地铁运营单位有权拒绝
提供乘车服务，并报告公安和交
通执法部门，市交通执法部门将
纳入其个人信用不良信息记录，
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在具体执行上，前门站区区
长祝亚君在向记者介绍时也给出
了类似的说法。他表示一般地铁
工作人员都会对乘客的进食行为
进行劝阻，只有实在不听的“刁
蛮”乘客才会被“执法”或者交公
安处理。

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
车站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如果发
现有逃票、占座、吃东西、吸烟、吐
痰、乱扔垃圾等乘客不文明行为
时，会立即对其进行制止或劝离，
如乘客不听劝阻，将向车站安保
人员、驻站民警或轨道交通执法
大队申请协助处置。

来源：北京青年报

北京地铁禁食首日——

仍有乘客大嚼关东煮

在“华中屋脊”湖北神农架深处有一片高山湿地，一条小溪串起9个湖泊，故名“大九湖”。这里群山环绕，风光秀丽，宛如世外桃源。图为神农架大九湖高山湿地风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