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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 18 日 6 时
许，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明星展品“会飞的汽车”抵达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除了“会飞的
汽车”，生物概念车、玻璃工艺品
酒具等一大波新奇的明星展品
陆续抵达上海。

比利时航空 3V801 航班搭
载“会飞的汽车”平安降落上海，
机型为波音 747 货机，为保证展
品安全运输，由上海的基地航空
公司东航负责运行保障。此前，
东航还顺利完成进口博览会首
票通关进境展品芬兰生物概念
车 的 运 输 。 9 月 11 日 ，芬 兰
UPM 集团重 1110 公斤、价值 3
万欧元的生物概念车Biofore顺
利通关，这批货物成为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首票通关进境
展品。

汽车昂贵，而工艺品则十分

“娇贵”，运输过程更需要细心呵
护。9 月 24 日，东航物流事业部
接到战略合作伙伴东浩兰生委
托的一单从捷克布拉格进口参
展品，展品为捷克工艺品大师独
家制作的玻璃酒具，东航物流立
即启动“进博会”保障预案，多部
门合作确保展品顺利送达。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临近，上海空港的国际进出口货
量显著增长。记者从南航上海
分公司货运部了解到，自 6 月开
始，南航上海进港货量环比增长
近两成，服装纺织品、汽车零部
件、乳制品肉制品以及医疗器械
及保健品等进港货量明显提升。

尤其是洛杉矶航线6月进港
货量增幅最为明显，总进港约
1700 吨，货物有电子产品、制药
设备等。芝加哥航线6月进港货
量约2400吨，单班货量达80吨。

进博会明星展品

“会飞的汽车”抵达上海

从无心学习、学业荒废、
沉迷网游，再到违法犯罪、身
陷囹圄，很多青少年就这样
一步步脱离正常生活轨迹，
最终毁掉了自己的青春和人
生，也毁掉了无数个家庭的
完整和幸福。网瘾问题专家
认为，家庭关系氛围、个体心
理健康、社会有效管理等是
影 响 青 少 年 形 成 网 瘾 的 关
键，应自主和自律规范自己
行为两方面培养孩子能力，
多管齐下，预防青少年形成
网瘾、沉迷游戏。

“除了上网，就是
搞钱”

多年关注未成年网瘾问
题的管教干部表示，很多网游
沉迷者生活内容单调的程度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要么
沉迷在网络空间难以自拔，几
乎没有正常的现实社会交往，
他们在网吧上网包机动辄连
续几天几夜，甚至一次包机一
个星期、一个月也很常见。要
么就是上网钱花光了，想办法
搞钱，很多人甚至为了上网费
铤而走险、偷抢诈骗，走上犯
罪道路。

“刺激、过瘾，坐上网吧的
沙发后，外面这个世界就和我
没了关系。最主要的是，我在
这个游戏里交了一帮朋友。
每天商量怎么组队，怎么走位
更厉害，如果技术好，有很多
人认你做大哥。”北京市沐林
教育矫治所 19 岁的少年王兵
说，他 8 岁丧母，父亲对他的
教育都是拳打脚踢，自己从三
年前春节离家出走后，再也没
回过老家。

他离开家之后，间或也做
过一些零工，一般工资每周结
一次，拿到手里的钱基本全交
给了网吧。即使是上班期间，
想的也都是游戏里的事情，心
思根本不在工作上。随着手
里的钱越来越紧，王兵不得不
开始接受一些比较危险但来
钱快的活儿，比如替人要债。
随后，因涉嫌非法拘禁罪，他
被警方逮捕。

经过测试分析，王兵网
络成瘾量表得分为 72 分，属
于中度网络成瘾。同时，在
家庭关系测量量表中，家庭
亲 密 度 与 适 应 性 量 表 为 91
分，家庭亲密度较低，再犯风
险 评 估（CRA）量 表 得 分 为
84 分，属于重新犯罪“高度危
险”等级。

“普通人去网吧包机一
两个小时比较常见，但是网
瘾青少年网吧包机时间之久
令人惊悚”，沐林所副大队长
王欲博说，在他接触管理过
的很多青少年网瘾问题少年
中，有的人在网吧包机连续
一两个星期，还有的甚至长
达一个月之久，吃饭、睡觉等
都是在电脑前面，普通人对
此会觉得无法理解，但是他
们却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等

到钱花光了，他们再去想办
法搞钱，搞到钱再回网吧继
续包机。很多青少年为了数
额并不大的上网费，就这样
逐渐走上犯罪道路。

家庭不良关系是
形成网瘾的首要因素

对于青少年来说，把电子
游戏仅仅当成娱乐是正常的，
形成网瘾沉迷其中则是问题
层面。网瘾问题专家分析总
结发现，对沉溺网瘾者，家庭
氛围、心理状况、社会环境都
是比较关键的因素。

形成网瘾的首要因素是
家庭不良关系影响。王欲博
认为，孩子的问题很多都是家
庭问题的体现。在网络成瘾
的过程中，不良家庭关系是其
最主要成因。父母的过度宠
爱，或者过度粗暴的管教方
式，都会造成孩子安全感和满
足感的缺失。网络游戏则会
为其提供一定的心理满足，在
游戏中体会到的成功体验消
除 了 现 实 世 界 中 的 痛 苦 感
觉。对游戏的依赖，又会进一
步令孩子忽视实际问题的存
在，与现实越来越脱离，进而
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是个性心理状况的
不同。据沐林所心理咨询中
心心理咨询师黄亮介绍，在沐
林所内相关罪犯群体中开展
的心理测试结果显示，接近一
半的网络成瘾人群有一定程
度的抑郁感。这和孩子本身
的生理及心理特质存在密切
关系。低自尊、缺乏动机、寻
求外界认可等与抑郁相关的
人格特征可能助长了过度使
用网络的行为。现实世界中，
他们大多比较内向，对自己缺
乏信心。而沉溺于网络游戏，
则能让他们暂时逃避内心痛
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自主性丢失
是造成青少年沉迷于游戏的
根本原因。不能仅仅指责青
少年为什么玩游戏，而应深层
次分析他们的自主性为什么
丧失了。这与家庭氛围、学校
教育等都有密切关系。教育
工作者最需要防范的是摧毁
孩子的自主性，很多孩子正是
因为自主性被摧毁，感到无所
作为、想做的事情都是被别人
要求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
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导致孩
子沉迷游戏。

除了内在的心理原因，社
会有效管理缺位也是重要的
外因。随着一些网络游戏和
网吧的无序扩张，让未成年人
能轻易接触到网络。涉世不
深、年少无知、社会阅历和生
活经验匮乏、看事物简单、想
问题粗浅的孩子，很容易混淆
是非界限，为寻求新奇刺激想
入非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
进网吧，结果难以控制自己，
愈陷愈深。

培 养 自 主 性 ，多
管齐下防网瘾

专家认为，要尽可能尊重
孩子的自主性，让孩子从幼年
阶段在自主和自律规范自己
行为两方面的能力，两方面同
时发展、平衡发展。

储朝晖建议，在保留孩子
自主性基础上，让他们能健全
地自主自律，而不是在摧毁孩
子的自主性前提下，来谈解决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问题，
一定要明确这个大方向。否
则，把孩子从游戏中拉出来难
以取得长远效果。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教
授傅安球介绍，一旦青少年出
现疑似游戏成瘾的情况，教师
和家长应该多与孩子进行开
放式交流，以平等身份去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恢复正常的
生活规律，引导并培养有益的
兴趣点，扩大其在现实生活中
的人际交往面。

网游企业业内人士坦言，
由于舆论压力、青少年支付能
力不强等，很多游戏并不欢迎
未成年人。随着舆论的关注
度提高，目前对厂商要求实名
注册，对厂商要求高了，但对
家长要求没提高。希望也能
从家庭角度更多关注孩子成
长环境，这是解决未成年人防
沉迷问题的根本问题之一。

专家建议多管齐下预防
网瘾。安徽师范大学心理学
系主任方双虎教授建议，父母
要高质量地陪伴，让孩子形成
良好的习惯；学校要开展多样
有益的校园活动，提升学生学
习成就感；青少年自身要加强
自制力训练。监管方面，相关
部门应加大对网络游戏行业
和市场的监管，对企业低俗营
销、诱导消费加大打击处理力
度。 新华网

除了上网就是搞钱，
如何让网瘾少年回归正轨？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19 日
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少工委关于严肃规范
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识使用
的通知》近日印发，要求各地进
一步加强少先队组织工作，规范
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识使用，
提高少先队组织建设科学化水
平。

近期，个别地方和学校出现
不当使用、佩戴红领巾，甚至利用
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识恶意营
销炒作的问题。通知要求，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团委和少工委要
共同组织中小学校迅速开展一次
全面排查，重点排查不当使用少
先队标志标识、利用少先队标志
标识进行商业活动等问题。

通知明确，对排查中发现的
问题要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予
以整治，相关问题线索要及时向
当地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报
告。对发现学校或其他组织利
用红领巾进行商业活动，要立即
会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予以
制止，追究责任。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

严肃规范红领巾等
少先队标志标识使用

聚焦进口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