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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
游戏成瘾是“病”

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游戏障碍是
一种游戏行为模式，包括玩数码游戏或
视频游戏，特点是对玩游戏失去控制力，
日益沉溺于游戏，以至于其它兴趣和日
常活动都须让位于游戏，即使出现负面
后果，仍然继续玩游戏或不断升级。

世卫组织说，游戏障碍有持续性和
反复性，可对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
及其他重要功能性领域造成重大损害。

就把游戏障碍列为疾病的原因，世
卫组织先前说，这一认定依据对现有证
据的复核，反映编写新版《国际疾病分
类》过程中不同学科和地域专家所达成
的共识，将促使卫生专业人员更加关注
这类障碍的发生风险以及相关预防和
治疗措施。

《国际疾病分类》现阶段涵盖5.5万
种损伤、疾病和死亡原因，是确定全球
卫生趋势和统计数据的基础，在世卫组
织各成员中使用，同时被保险商用作赔
付依据。

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将交由
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讨论，
有望2022年1月1日生效。

真的是病？
医学界存在分歧

对游戏障碍被列为疾病看法不
一。支持方认为，这对迅速判定游戏上
瘾至关重要，因为玩游戏上瘾的通常是
青少年，不会主动寻求医疗帮助。英国
精神病学会行为成瘾部门发言人亨丽
埃塔·鲍登—琼斯说：“一些家长心急如
焚，不仅因为他们的孩子（因为打游戏
而）不上学，而且整个家庭因此支离破
碎。”

她说，治疗游戏瘾的最佳方式通常
是心理疗法，某些药物可能也有效。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行为成瘾
问题专家马克·格里菲思研究游戏障碍
30年。他告诉美联社记者，从心理角
度看，玩电子游戏就是一种赌博。把游
戏障碍列为疾病，有助于正式确认这一
问题并强化治疗措施。

英国心理学会发言人钱德拉·萨克

塞纳则认为，玩游戏的人中，仅少数会
发展到游戏障碍所定义的程度，把它列
入《国际疾病分类》可能引发家长不必
要的忧虑。

世卫组织解释，判断是否成瘾，需
要看是否对个人、家庭、社交等重要领
域造成重大损害且这种行为模式明显
持续至少12个月；研究表明，玩游戏的
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受游戏障碍影
响。

不过，世卫组织提醒，游戏玩家应
该警惕耗费在游戏上的时间，特别是当
玩游戏而无暇顾及其它日常活动时；还
应警惕玩游戏在身心健康和社交方面
引发的所有变化。

标准不同
美国学会列出9种症状

其实，早在2007年，智能手机游戏
尚未普及时，医学界就有人主张将视频
游戏列为和酒精上瘾一样的精神障
碍。但是当时，这一主张遭到了美国成
瘾医学协会专家的反对。

目前，国际精神医学领域通用的诊
断体系主要由WHO的《国际疾病分
类》和《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构成。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发
布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中，引入了“互联网游戏障碍”这一
概念。

因为，当时亚洲一些国家和研究中
心对年轻男性的研究发现，当人全神贯
注于互联网游戏时，他们大脑的活动与
毒品成瘾者相似，在极端的情况下，可
能表现为上瘾行为。

但当时，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将“互

联网游戏障碍”归类为“尚待进一步研
究”。

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列出了9种症
状，满足其中5项，才能诊断为“互联网
游戏障碍”：

1、完全专注游戏；
2、停止游戏时，出现难受、焦虑、易

怒等症状；
3、玩游戏时间逐渐增多；
4、无法减少游戏时间，无法戒掉游

戏；
5、放弃其他活动，对之前的其他爱

好失去兴趣；
6、即使了解游戏对自己造成的影

响，仍然专注游戏；
7、向家人或他人隐瞒自己玩游戏

时间；
8、通过玩游戏缓解负面情绪，如罪

恶感、绝望感等；
9、因为游戏而丧失或可能丧失工

作和社交。
今年3月，《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

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对美国、英国、加
拿大和德国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
显示，符合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提出的

“互联网游戏障碍”症状的游戏玩家少
之又少，只有0.3%到1%的人满足“互
联网游戏障碍”标准，65%的游戏玩家
并没有上述任何症状。

相比之下，赌博上瘾比游戏成瘾的
比例高得多，而且，即便符合“互联网游
戏障碍”症状的玩家，他们的精神健康、
生理健康和社会活动与其他人并没有
显著差异。

咋成病人了
“网瘾少年”是爱玩游
戏的人对自己的戏
称。然而，19日的一条

消息，吓坏了爱玩游戏的网友们：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版《国际疾病
分类》，将游戏障碍列为一种成瘾性
疾病，这意味着游戏成瘾将属于一
种精神疾病。看到这则消息后，网
友们纷纷炸锅：“我好端端的‘网瘾
少年’，咋就成精神疾病了呢？”、
“这，这，这，真的假的哦，认定的组
织靠谱吗？”还有网友问，哪种程度
才能算游戏成瘾？一旦确诊了，又
该怎么才能治好呢？

◆ 专家声音 ◆

我国马上采纳游戏成瘾
为精神疾病的可能不大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
所主任医师田成华长期接触网络成瘾
亦或是游戏成瘾的来访者，据他介绍，目
前中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并不算深入，诊断
标准、治疗体系都还没有成熟。他表示如
果游戏成瘾正式划归为一种疾病，那么将
对患者接受正规治疗有很大帮助。

田成华表示：“以前如果不列入精
神疾病的话，医院是不能收治的，如果
正式列入疾病分类里面去医院就可以
收。以前医院偶尔会收治此类病人，但
并不是以游戏成瘾或者网络成瘾这样
的诊断来收的，都是用变通的方式。比
如说情绪障碍，行为障碍等等。国内有
一些戒网瘾中心，那边是很明确用游戏
成瘾、网络成瘾的诊断来收的。以前不
属于精神疾病的时候，给患者收住院，
尤其是强制住院在法律层面有很多违
规的地方，如果采用了ICD11（第11次
修订版《国际疾病分类》）的分类标准的
话，起码在这方面的阻力会小一些。”

不过，田成华也表示第11次修订
版《国际疾病分类》在国内的施行需要
长期的过程，游戏成瘾正式被当做疾病
来进行治疗的未来可能不会来的那么
快。田成华说：“包括精神科在内，所有
的内科外科等医学专业目前都采用的
是《国际疾病分类》ICD10，外科系统可
能还要更早一点，用的 ICD9。 ICD11
正式公布后，世卫组织会向全世界推
广，但并没有权力要求各个国家必须采
纳，推荐后各个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决定什么时候采纳，中国马上采纳的可
能性不太大，因为是整个系统的更新。
不会更新那么快。”

◆ 网友呼吁 ◆

无论游戏成瘾算不算病
切勿将“电击疗法”合法化

不少网友表示质疑，好端端的怎么
就成了精神病？

@看风景的猫：你说我好好的一个
人，健健康康的，怎么就成精神病了呢？

@冰糖的Shirley：追星是不是也
马上要被列入精神病名单了

@秦竹qinzhu：不是游戏好玩，是
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意思

此外，还有网友担忧类似杨永信的
“电击疗法”、“军事化戒网瘾”、“暴力治
疗游戏成瘾”等将由暗转明，甚至于被
合法化，成为光明正大赚钱牟利的依
据，令更多孩子遭受伤害。近年来，部
分青少年因长时间沉迷于网游之中，衍
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迎合家长
的需求，不少地方出现“戒网瘾”“戒网
游”的治疗机构，利用电击、殴打、辱骂、
体罚等残酷方法，进行所谓的治疗。

网友呼吁，无论游戏成瘾算不算精
神疾病，切勿将“电击疗法”等歪门邪道
合法化，让这种残害孩子们的手段卷土
重来。

游戏成瘾被世卫组织列入精神疾病范畴

网友炸锅：

网瘾少年？？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法制
晚报》、国际在线等

制图
杨仕成

08

2018.6.20
星期三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刘
丹
阳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毛
泽
建
像
（
资
料
照
片
）
。

英烈档案

毛泽建：勇敢的女游击队长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表示，
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
顾，再度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已失
信于世人，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
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中
方奉劝美方回归理性，停止损人不
利己的言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6月18日，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
讲话，指责中方在经贸问题上的政
策，称美方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已
表明中方在经贸问题上的严正立
场。必须指出，美方有关言论颠倒
黑白，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其目
的是为了掩盖自身的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做法。近日，美方置双方
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反复无
常，再度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已失
信于世人，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
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

耿爽表示，中方不想打贸易
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将继续采
取有效举措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
人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
多边贸易体制。同时，无论外界环
境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按照既定节
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推进
改革开放，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停
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这才是出路
所在。”耿爽说。

毛泽建，1905年10月生，湖南
湘潭韶山人，从小过继给毛泽东的
父母做女儿。1921年春，她跟随毛
泽东到长沙，进入崇实女子职业学
校和长沙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学习。

1923年，毛泽建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秋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
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毛泽建多次
参加革命斗争，每次都冲锋在前，
被人们称为“女先锋”。

1926年夏，受党指派毛泽建与
丈夫、共产党员陈芬在湖南衡阳开
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毛泽
建担任中共衡山县委组织和妇运
委员。1928年初，毛泽建参加朱
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担任湖
南省耒阳县游击队队长。

在艰苦的斗争中，毛泽建带领
游击队员刺探敌情、打击敌人，捕
捉了一些反动头目，迅速成长为远
近闻名的“女游击队长”。在1928
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毛泽建和丈
夫陈芬先后被敌人逮捕，敌人杀害
了陈芬。不久，毛泽建被井冈山根
据地的红军救出。面对敌人的猛
烈反扑，为了不拖累同志们，身怀
有孕和负伤的毛泽建坚决要求留
在当地隐蔽。她在生下孩子后，不
幸再次被敌人抓捕。

敌人把毛泽建从耒阳押到衡
阳，后又押到衡山，使用封官许愿
和酷刑拷打，想获得党的重要机密
和军事行动计划。面对敌人种种
毒刑拷问，毛泽建无所畏惧，宁死
不屈。

在狱中，毛泽建写下了“誓死
为党”“毛泽东是大有希望的，革命
一定会胜利”等血书表达自己对中
国共产党的赤胆忠诚。1929年 8
月20日，毛泽建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湖南衡
山县马庙坪，年仅24岁。据新华社

外交部：
奉劝美方回归理性

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

商务部：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
中方将不得不做出

强有力反制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白宫6
月18日声明发表谈话。发言人说，
美方在推出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之
后，又变本加厉，威胁将制定2000
亿美元征税清单。这种极限施压
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
共识，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如
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
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
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
制。发言人指出，中方的应对既是
为了维护和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也是维护和捍卫自由贸易体制，维
护和捍卫人类共同利益。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9日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
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当前中
朝关系发展和朝鲜半岛局势坦诚深入
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要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共同推动朝鲜半
岛和平稳定面临的良好势头向前发展，
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我们支持朝鲜经
济发展、民生改善

习近平指出，我们高兴地看到，金
正恩委员长同志同特朗普总统在新加
坡举行重要会晤，就实现半岛无核化、
建立半岛持久和平机制达成原则共识，
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对此高度评价。金
正恩委员长同志专程来华访问，体现了
对中朝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
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在不到3个月时间内，
我同委员长同志3次会晤，为两党两国
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了中朝关系
发展新篇章。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
朝友好合作关系，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

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
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
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
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我愿同
委员长同志一道，继续落实好双方达成
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立足
国情、放眼世界，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
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
路。我们高兴地看到，朝鲜作出了将工
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朝鲜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支持朝鲜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支持
朝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金正恩：把牢不可破的朝
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金正恩表示非常高兴时隔不久再
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他强调，中国是
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习近平总书记同
志是我们非常尊敬和信赖的伟大领导
人。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和中国党、
政府、人民一直以来对我本人和朝鲜
党、政府、人民的真挚友好情谊与宝贵

支持。我将带领劳动党全体党员和朝
鲜人民认真落实好我同总书记同志所
达成的重要共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
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希望朝美双方落
实好首脑会晤成果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有
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题重新回到
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半岛形势朝
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金正恩委员
长同志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
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这次朝美首脑举
行会晤，迈出了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进
程的重要一步。希望朝美双方落实好
首脑会晤成果，有关各方形成合力，共
同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方将一如既
往发挥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前不久举行的朝美首
脑会晤取得符合各方利益和国际社会
期待的积极成果。如果双方能一步步
扎实落实首脑会晤共识，朝鲜半岛无核
化将打开新的重大局面。朝方感谢并
高度评价中方在推动半岛无核化、维护
半岛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希
望同中方及有关各方一道，推动构建朝

鲜半岛持久牢固和平机制，为实现半岛
持久和平共同努力。

会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为金正恩委员长举行欢迎仪
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金
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会并共
同观看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
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
内阁总理朴凤柱，中央副委员长、国际
部部长李洙墉，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
线部部长金英哲，中央副委员长、科教
部部长朴泰成，人民武力相努光铁，外
务相李勇浩等参加有关活动。

据新华社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我们支持朝鲜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