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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潜水，这种群你加了吗
地区一位县领导的“朋友圈”，长期处于不更
新状态。他高中同学群的一位“群友”介绍，
这位干部极少在群内发言。
“再醇的酒打开盖
子也会变淡。几十年过去，个人经历各异。
群里发言，明明不是那个意思可能会被曲解；
有时小范围交流的内容被截图传播，容易产
生不好的影响。”这位要求匿名的县领导说，
“关系近的，总能联系上。没有必要借助同学
群。
”

初中同学群、高中同学群、大学同学群
……通过社交媒体，不少人加入了各类同学
群，有的甚至连幼儿园、小学同学都建了群。
但不少群建群时热热闹闹，不久就冷冷清清，
少数几个人唱“独角戏”，大多数人都成了“潜
水员”；有的群还逐渐异化成为“拉票群”
“广
告群”
“助力群”，虽然反感，但是碍于情面，也
不好意思贸然退出。

2016 年春节，陆续返乡的小学同学们互相添
加社交媒体好友，随后组建了同学群。
“ 好多
人都是好久不见，大家在群里聊个不停，经
常 是 一 会 儿 没 看 手 机 ，就 有 上 百 条 信 息 未
读。”
热闹之后，归于沉寂。
“ 渐渐地，说话的
人少了。现在完全处于‘潜水’状态。”王诚
说。
和王诚的经历类似，基层公务员小陶介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
“潜水”
绍，他的大学同学群起初是最活跃的群，因为
“你看，这个是小学同学群，最近的一次 毕业不久，大家都在群里分享入职经历，畅谈
有人留言是在 4 月 23 日，半年没有人在群里 理想未来。时间长了，能聊的共同话题似乎
说话了；这个是初中同学群，也有两个月处于 越来越少了。
“ 入职就意味着责任，再也不可
零消息状态了……”毕业于武汉一所部委直 能像在大学‘卧谈’时的那样天马行空，大家
属院校的王诚给记者展示了他的同学群。
都忙了。
”小陶说。
建群时情况并不是这样。王诚介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群里“潜水”。中部

还有的同学群如今已变成“点赞群”
“贴
图群”。
“ 有的人勉强发个‘表情包’，很少说
话。”一位受访者表示，虽然反感，但要在“众
目睽睽”之下退群还是有所顾虑。
注意厘清
“网络交往”
的边界

从建群时热热闹闹，到后来的冷冷清清，
甚至一些同学群出现功能异化，有关专家认
为，网络时代，
“ 线上距离”近了、
“ 心理距离”
却远了的现象提醒人们，要注意厘清“网络交
功能出现异化
往”的边界。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众多成员在群中“潜水”的同时，一些同
学群出现了功能异化。记者调查发现，不少 副主任尚重生说：
“地域不同了、经历不同了、
群成了“拉票群”
“ 广告群”
“ 助力群”，让人不 价值观可能也不同了，这很容易导致大家的
堪其扰。
兴趣点、关注点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判断和
“拉票群”增多。
“孩子参加了一个美术比 理解有所不同。在这一背景下，有的人发到
赛，请帮忙支持一下。”10 月 17 日，湖北咸宁 群里的内容，对一部分人可能就是打扰，甚至
市民汪女士一个很久没人发言的同学群内， 引发心理不适，产生争论或者矛盾。于是就
出现了一条信息，以及一个投票的链接。随 出现了干脆不说的‘潜水’现象，或者只有在
后，有人在信息下回复，有人放上了投票完成 拉票、发广告的时候才想起。
”
的截图。汪女士把群里的信息向上拉，展示
受访专家指出，网络交往其实是“线下”
给记者看。
“最近几个月一共只有 4 个人发信 人际交往的延伸，要多换位思考。一是勿扰
息，
两条都是希望大家帮着投票。
”汪女士说。 原则，深更半夜尽量不要往群里发信息，以免
“广告群”盛行。有的群里，部分从事网 打扰别人休息。二是避免抬杠，有的同学经
络销售的群友成了最活跃的“主力”，甚至每 常为一些问题争执，你来我往，喋喋不休，与
天“刷屏”；一些多人组团才能优惠“砍价”的 其这样，不如两人选择私聊，谈深谈透。三是
广告，让不少人不堪其扰。湖北嘉鱼一位基 守时原则，别人询问尽量及时回复。
层供电职工说：
“小学群、初中群里，卖东西的
尚重生认为，现在，大家太多的交往都是
人很活跃，
深入交流的越来越少。
”
“线上”进行，
“ 线下”反倒少了许多，
“ 找点时
“助力群”泛滥。每逢节假日临近，一些 间、找点空闲，和老同学见见面，面对面地交
长期“沉睡”的群开始变得活跃。原因在于一 谈，要比‘线上’
交流更深入、更重要。
”
些抢票程序、网站发起的“助力抢票”
“加速抢
“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网络交往，都要严
票”
活动，
吸引了很多抢票者参与。
格自律。”长期从事党建及廉政研究工作的湖
为了实现“加速”，不少人把链接转发到 北工业大学教授吴建峰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
了同学群里。于是，
“ 我正在抢火车票，快来 注 意 自 己 的 言 行 ，共 同 维 护 清 朗 的 网 络 空
帮帮我……”
“ 到××的火车票太难抢啦，需 间。唯有如此，才能让同学群回归增进友谊、
要你助我一臂之力……”等信息泛滥。还有 维系情感的初衷。
”
一些人把真假莫辨的“爱心募捐”
“众筹”等信
本报综合消息
息转发到群里，
希望大家“助力”
“支持”
。

走出网瘾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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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自主和自律规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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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么沉迷于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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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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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瘾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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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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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越来越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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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孩子自主性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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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