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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勇气成长添动力
勇气，是极为可贵的品格。

一个充满勇气的孩子，能更好
地面对成长过程中的挑战，也
能抵抗来自外界的压力，在磨
砺中不断激发自己的内在潜
能。一个有勇气的孩子是怎样
的？如何培养孩子的勇气？本期

《话题》分享几位读者的见解、
经验和感受。 （第8版）

本期导读

儿童零食有个红绿灯
为了让孩子少吃零食多吃

饭，当父母的都绞尽脑汁。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零食其
实可以吃，关键是要看吃什么，
儿童零食也有个“红绿灯”。

（第6版）

朗朗童声传颂百年辉煌
——四川省积极开展“童
心向党，童谣传唱颂党恩”
系列活动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周年，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四川省组织开
展“童心向党，童谣传唱颂党
恩”系列活动，通过组织未成年
人学童谣、唱童谣、演童谣等方
式，培养孩子们对党和社会主义
祖国的朴素情感。 （第2版）

青少年心理压力需要“被看见”

未成年人“防沉迷”家长不可缺位
张玉胜

让未成年人远离网游沉迷
朱玥颖

新观察

近日，重庆市人民防空知识进小学（试点）活动在重庆大
学城第一小学校进行。活动集中展示人民防空知识进小学示
范课，通过互动式教学的方式，使同学们更好地掌握人防知
识。接下来，重庆将进一步推广人防知识进小学工作，让全市
小学生普遍实现“五会”（会正确识别防空信号，会正确使用人
防工程和应急避险场所，会做防护动作，会制作简易防护器
材，会开展自救互救）。图为活动当天，教师在校园人防知识角
向学生讲解相关知识。 孙凯芳 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10
月23日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法律明确了家庭教
育的概念，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同时
规定了家庭教育工作机
制、国家支持家庭教育的
举措、学校等社会力量对
家庭教育的协同任务等。

根据这部法律，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
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
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
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
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
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
思想、品行和习惯；应当
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切配合，积
极参加其提供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
和实践活动，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
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
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

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
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
育人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
童工作的机构，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
关部门做好家庭教育
工作。

（《中国青年报》
王亦君先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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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既是有
损孩子身心、亟待干预矫正的社
会隐忧，也是令众多家长头疼不
已的家教难题，亟需家校联手，
合力应对。鉴于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的发生地多在家庭，家长的管
教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
明确家长对子女沉迷网络的管
教职责，这显然是抓住了防沉迷
的“牛鼻子”。

孩子们的网络游戏“沉迷”
症，多与父母疏于或失当的家
教难脱干系。现实中确有部分
未成年人是因使用家长的身份

而绕过了实名认证，曾有孩子
得意地表示：“我的账号是用我
妈身份信息注册的，不影响。”
把“家长对子女沉迷网络的管
教职责”写入法律，意味着父母
对“防沉迷”的责任已从“监护”
层面升格为“法律”义务。家长
一旦疏于管教，是要受到法律
追责的。

履行家长“防沉迷”管教职
责，需要矫正认知误区。现实中，
不少父母对沉迷网络的危害认
识不足，对孩子玩手机往往是放
任态度，甚至将其作为打发孩子
时间、安抚孩子情绪、诱导孩子

“听话”的家教手段。戒除子女网
瘾，就当摒弃溺爱、放任等不当
家教，坚决对孩子沉迷网络的不
合理要求说不；尤其要发挥家长
的示范表率作用，提升网络素
养，带头远离手机沉迷。

履行家长职责，就应当完善
有关家庭教育概念和家庭教育
内容的规定，进一步厘清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的界限，明确家庭
教育的特点与责任。尤其是针对
家长对子女施加过重的学习负
担，以及对子女沉迷网络等行为
疏于管教的突出问题，增加相关
规定，列出责任清单，提出明确

要求。对于因疏于管教而造成孩
子身心损害的失职家长，要有问
责手段和处罚措施。

要让家长较好地履行“防
沉迷”责任，也需要地方政府和
相关部门的教育引领，要通过
社区培训、家长学校等形式，提
升家长正确管理未成年人上网
的技能。尤其要发挥好妇联组
织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娘家
人”作用。同时也要抓好《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的落实工作，防治以“防沉
迷”为由的家庭暴力。

广大未成年人身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
时代，是网络游戏的重要用户
群体。然而，未成年人还处在身
心发育阶段，自控能力相对较
弱，容易过度沉迷网络游戏甚
至产生依赖；一旦沉迷网游，不
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会在心
智、情绪、身体健康等方面受到
不良影响。

一 段 时
间内，有些游
戏 企 业 一 味
追 求 经 济 效

益，对未成年人消费监管不严。
对于游戏企业对未成年人身份
审核不严格的问题，家长投诉
数量较多。近期，针对游戏租号
绕开防沉迷系统问题，一些游
戏交易平台相继发布声明，称
已采取严格措施禁止任何未成
年人利用游戏交易平台买卖和
租赁游戏账号。应当明确的是，
游戏企业是防沉迷工作的主
体，必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
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负责，切实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让未成年人远离网游沉

迷，还需家庭、学校等各方面
积极行动起来，切实承担好监
护守护职责，共同营造有利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
境。特别是对家长而言，应当
切实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
法 律 责 任 ，严 格 执 行 相 关 要
求，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用网
习惯。生活中，一些未成年人
使用家长身份信息注册游戏
账号，使得“限制向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段时
长”相关规定无法发挥作用，
这就更加凸显出加强家庭监

护的必要性。此外，改善亲子
关系是预防孩子沉迷游戏的
有效途径。家长不妨多和孩子
一起进行户外活动、体育运动
等，引导他们远离网络游戏沉
迷的泥淖。

网络游戏沉迷是一个社会
问题，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各
有关方面要重视起来、行动起
来，不断完善制度，及时封堵漏
洞，加强有效监管，才能凝聚合
力、破解难题，携手共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通知，部署在上海
市、广东省深圳市、四川
省成都市、河北省廊坊
市、山西省长治市、江苏
省常州市、浙江省金华
市、安徽省铜陵市、福建
省三明市、湖北省宜昌
市、陕西省西安市高新
区、山东省诸城市12个
省市区建立教育部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十三五”以来，经过
不懈努力，我国基础教育
圆满完成历史性收官交
账任务，人民群众“有学
上”问题已基本解决。面
向“十四五”，人民群众

“上好学”的愿望日益强
烈，特别是中央部署“双
减”之后，强化学校教育
主阵地作用、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已成为基础教育
面临的最紧迫最核心的
重要任务。建立教育部基
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重
要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
于基础教育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
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中央印发的关
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
等重要文件精神，进一步探索深化
综合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安全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
展，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
验区涵盖了省级市、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市、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县级市等，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据悉，各实验区都以党委、政
府或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名义专门
印发了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实
验内容和举措。下一步，教育部将
深入实验区进行调研，指导推动实
验区围绕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双
减”等重大任务，不断深化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并定期组织交流研
讨，总结凝练实验成果，宣传推广
典型案例，发挥好示范效应，进一
步推进深化全国各地基础教育综
合改革，全面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 （据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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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2021年世界儿
童状况》中文摘要版报告发布。报
告显示，2020年，全球10—19岁
青少年中有超过13%的人患有世
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精神疾病。而
且，在中高收入国家，近 20%的
15—24 岁年轻人自我报告他们
经常感到沮丧或对做事情没有兴
趣。精神疾病是导致痛苦的重要
原因，它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和
学习，但却往往被忽视。

关注
小动作也许存在大问题

就中国青少年而言，10月10
日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
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儿
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
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
6.4%、焦虑障碍占4.7%、对立违
抗障碍占3.6%、重性抑郁障碍占
2.0%。

“儿童精神障碍可能就在我
们身边！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等

日常中一些常见的问题都与精
神和心理障碍有关，需要引起重
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
定医院教授、儿童精神医学首席
专家郑毅说，“大家觉得挤眉弄
眼是很小的毛病，但这是心理健
康中的一种抽动障碍，实际上是
很严重的，它会影响儿童的生长
发育和行为。”

据了解，长期处于压力状态
下，青少年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心
理需求和压力会有不同表现，而
且不同性别的表现也存在差异。
郑毅说，男孩可能在小学一二年
级会表现出一些行为上的小问
题，而女孩大多到青春期才会表
现出来。

报告指出，在青少年时期，培
育性和支持性养育是心理健康最
有力的保护因素。家长、教师需要
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行为表现
特别注意，并及时给予心理方面
的疏导和支持。郑毅建议为家长
和教师提供精神和心理健康知识
普及，并开发学校内的心理健康

体系，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倾听
小心事或许反映大压力

北京大学学生王蕊是学校心
理社团的骨干成员，在活动中她
发现，同学对于“抑郁”话题的逃
避，是精神和心理问题被“污名
化”的一种表现，“这些对心理健
康的偏见与歧视其实是来源于我
们的误解”。

报告也显示，社会中有不少
人会用有色眼镜来看待心理问
题，或者是给心理问题冠上一
些其他的污名，这样的污名会
阻碍儿童青少年寻求帮助，他
们可能会因为害怕被歧视而不
敢诉说。

“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帮助青
少年打破沉默，消除心理健康污
名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
表芮心月（Cynthia McCaffrey）
说，“父母、监护人、教师和公众人
物应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让青少年能放心地谈论心理健康
话题。”

敞开心扉，有时并不容易，
但是处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青
少年中，很多人已经学会主动寻
求帮助。北京大学心理社团经常
会收到学生来信；首都师范大学
心理联盟的分享活动也很受欢
迎。游戏、分享、咨询等社团活动
成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倾诉的
渠道。

“倾诉有时或许并不能获得
直接帮助，但内心压力会得到缓
解。”首都师范大学学生陈时如今
已是学校心理联盟的副主席，他
在高中时期也曾面临压力和焦
虑，进入大学后，他选修了心理专
业课程，寻找排解压力的办法。

接纳
小关爱可能换来大改变

“有个朋友说，他在不开心的
时候不太愿意找父母聊天，因为
他们会说，你就是想太多了。”王

蕊谈及的这种现象正在很多青少
年身上发生。

除了被忽视，青少年的心理
问题有时还面临不被接纳的情
况。“存在多动、暴力或注意力障
碍问题的儿童，在集体学习中更
容易被歧视。”郑毅说。报告也指
出，在年龄较大的儿童中，缺课或
未完成学业就辍学与社交孤立有
关，反过来又可能导致心理健康
问题，包括自我伤害、抑郁、焦
虑等。

对于青少年的一些反常表
现，专家建议，家长应该少一点质
疑，多一些支持和陪伴，带领孩子
多参加体育活动、社交活动，减少
他们的孤独感。

“青少年要找到一种让自己
情绪释放的途径，体育是最好的
方式。”作为母亲，中国乒乓球运
动员牛建锋认为，体育锻炼不仅
可以帮助青少年宣泄情绪、缓解
焦虑，而且还可以培养他们坚强、
勇敢、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能力。

（《中国教育报》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