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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平均每天上网3 . 7小时

新新网网瘾瘾群群体体
蔓蔓延延至至中中年年人人

省省政政府府研研究究室室““牵牵手手””山山财财大大
“内外脑”高层次合作服务决策

本报济南2月4日讯（记者
高扩） 4日，省政府研究室和山
东财经大学在济南签署协议，正式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省政府研究室
一直注重利用“外脑”的作用为省
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考，但像这种
直接“牵手”高校的高层次合作尚
属首次。

据了解，省政府研究室和山

东财经大学之间的合作有着深厚
的渊源。山财大区域经济研究院
是省政府研究室确定的第一批决
策服务调研基地；省政府研究室
聘请的第一批特邀研究员中也有
多位来自山财大；双方还合作开
展了“山东财税改革”、“‘蓝黄’两
区一体发展”、“服务业综合改革”
等重大或专项调研课题，其中不

少已经转化为省政府的重大决
策。

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党组书
记刘险峰表示，此次双方结成战略
合作伙伴，是省政府研究室贯彻落
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的要求，协同科研机构、高校等研
究力量共同服务省政府决策的一
次重要探索。

山东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刘兴
云表示，今后，双方将在决策服
务、课题研究、信息共享、干部培
训、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方面展开
全面、深入、长期的合作；学校还
可以借助省政府研究室的桥梁纽
带作用，为学校研究成果的应用
转化以及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平
台。

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数据很是惊人：国人平均每天上网达3 . 7小
时，已是连续5年增加。另一则更令人震惊的新闻是，为了戒除网瘾，江苏南通一名高
三生竟把自己的左手剁了！“网瘾”，这一似已远去的老词儿，再次回到视野中。在全民
皆上网、随时随处能上网的当下，网瘾还是个问题吗？

其实，网瘾从未离开。更令人忧虑的是，网瘾正从青少年高发蔓延到成年人身上。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郭佳琦

“几乎每周都得接诊两三例
重度网瘾患者，这些人每天上网
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4日，济南
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张洪涛感
慨，网瘾仍是心理咨询的重头，

“除了重度网瘾，每周还会有十
来个网络依赖患者。”

过去提起网瘾，大家会不
约而同地想到中学生。然而，随
着网络触角的延伸，网瘾群体
的年龄跨度也拓宽了。

“前两天刚接诊了一个济南

的男孩，才6岁，一天除了吃饭、睡
觉就是上网。家长不让上网，就
哭闹不止。”山大二院心理咨询
科医生郭公社说，“一开始，孩子
父母忙于生意，把孩子丢在电脑
前，随便玩，最终导致孩子除了
上网，哪儿也不想去。”

除了学龄前儿童，40岁左
右的中年人也成为新网瘾群
体。“有些中年人接触网络时间
短，新鲜感、刺激感还在。再加
上他们基本上没有他律，导致

上网时间无限拉长，影响正常
生活。”郭公社说。

网民的年龄层次组成在数
据上也有所体现。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 4 日发布的调查
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以10-39
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
合计达到78 . 1%。其中20-29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
31 . 5%。与2013年底相比，40岁
及以上年龄段的网民比例有所
增加。

每日上网超10小时者成心理咨询主力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
上述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
手机网民规模达5 . 57亿，网民
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6 . 1小时，
较 2013年底增加了 1 . 1个小
时。有网友直呼：“终于在上网
时长上没有拖后腿！”

每天泡在网上至少3 . 7小
时，都在干什么？对此，记者进行
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网娱乐

（听音乐、看电影等）的人数占
81 . 2%，其次是打游戏、聊天，学
习排在最后，仅占2.3%。

“下课回到宿舍，除非有重
要的事要做，一般的娱乐方式就
是上网。看电影、刷微博、追美剧、
淘宝等，经常是还没觉得干什
么，五六个小时就过去了。”省城
大学生小刘对上网感受深切，宿
舍里三个舍友都是“网虫”。

“现在人手一台笔记本电
脑，回宿舍以后要么守着电脑，
要么摆弄手机，各忙各的，互相
之间都不怎么说话。”小刘坦言，

“周围的朋友都在网上很活跃，
我只有时常上网才能了解她们

的动态，和她们互动。如果断网
几天，估计就和世界脱节了。”

自从覆盖无线网络之后，
只需输入上网账号和密码，就
可以连接到校园网。不仅可以
在宿舍上网，在教室上网也成
了常态。“我曾经观察过，老师
在上面讲，四分之三的学生都
在下面上网。”小刘苦笑道。

张洪涛介绍，接入环境的
转移，让网瘾患者的场景也发
生了迁移，泡网吧的少了，手机
网络成瘾的数量在增加。

八成网友上网就为玩

对于因戒网瘾剁手的南通
高三男生，郭公社认为，这只是
极端案例。“很多时候是因为家
长及个人对网瘾的过度关注。
当网瘾带给孩子的恐惧、危害
无限放大时，造成的后果就比
较极端。”郭公社说。

造成网瘾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张洪涛分析，家庭环境仍是
主要原因。“上周接诊了一个15

岁的青岛少年，因为网络成瘾
而离家出走、逃学、偷家里钱上
网。父母认为孩子沾染了社会
不良风气，对其打骂。殊不知正
是因为家庭的疏离，才让孩子
没有了情感寄托。”

由此引发的危害也是不言
而喻的。郭公社说，守着电脑
玩，不让玩就受不了，无法分清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严重

影响了人的正常社会功能。
此外，网络成瘾必然对身心

健康造成影响。长期不运动、手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会引发身体
的运动障碍；与同伴、家庭的隔
绝，还使很多网络成瘾者偏离正
常的成长轨道。更有甚者，沉溺
于网络把自己幻化成网络人物，
现实与网络在心理上产生模糊
界限，从而引发极端事件。

网络成瘾，家庭环境仍是主因

网民规模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6 . 4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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