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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连玩几天就是病

沉迷游戏到什么程度才算得病？诊断的
标准其实挺“严苛”。

在ICD-11中，“游戏障碍”的认定主要
包括 3 个行为模式：对游戏行为的控制力减
弱；玩游戏的优先级高于日常生活和其他正
常兴趣爱好；尽管出现了负面后果，仍继续
游戏，对个人、家庭、社会、教育、工作或
其他重要领域造成了严重损害。此外，上述
行为模式需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作为诊断
依据。

“因游戏影响了日常生活，而且持续的时
间长达 1 年以上，只有这样才属于‘生病
了’。”对此，ICD-11“游戏障碍”相关章节
起草人之一、中国湘雅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副所长郝伟表示，所谓“游戏障碍”不是一
连玩几天游戏就算患病，而是有一个详细的
诊断标准。

这意味着，并非爱玩游戏就是“游戏障
碍”。世卫组织此前曾发文表示，研究表明，
在参与数字或视频游戏活动的人中，只有一
小部分人受游戏障碍影响。世卫组织精神卫
生和物质滥用司弗拉基米尔·波兹尼亚克博士
也表示，“大多数玩电子游戏的人不会受这种
障碍影响，就像大多数喝酒的人不会受‘酒
精使用障碍’影响，但在特定情形下使用过
度就会导致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为何单单游戏成为了众矢之
的？“游戏障碍”的背后，其实是对电子设备
引发民众健康担忧的回应。

世卫组织指出，将“游戏障碍”列入精
神和行为障碍，目的是解决有关过度使用电
子设备影响公众健康的一系列担忧。但在评
估现有证据和研究的过程中，与会专家没有
发现足够的证据把“智能手机成瘾”等任何
一种技术驱动的行为成瘾列入其中。

相较而言，对于“游戏障碍”科学研究

成果更为丰富。郝伟表示，医学界研究发
现，游戏成瘾有类似化学物质成瘾的“戒断
症状”，比如一些游戏过度上瘾的人，其脑影
像同化学物质上瘾的人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心理治疗方式为主

既然“游戏障碍”是疾病，那么应该如
何治疗？

此前，多地曾出现一些针对“网瘾少
年”的治疗机构，采取体罚、电击等极端方
式进行“治疗”，引发了巨大争议。专家表
示，虽然世卫组织并未对“游戏障碍”提出
具体的治疗指导，但对医疗机构来说，此举
让相关的诊疗有据可依。卫生专业人员能够
更加重视该种障碍，并推动更多关于游戏障
碍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研究。

据悉，在北京、广州等地，一些专业医
院已经开展了游戏障碍的治疗和研究。

日前，北京回龙观医院行为成瘾病房正
式启用，这是国内首个由公立精神卫生医疗
机构开设的行为成瘾治疗病房，以收治游戏
障碍、赌博障碍等行为成瘾患者为主。

该院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目前游戏成
瘾的治疗周期为 6 周—8 周，共分为两个阶
段。治疗方法主要以心理治疗为主，并有10
个认知行为治疗模块，包括人际关系处理、
家庭治疗、自我情绪管理等等。前 4 周—6
周，患者要完全戒断网络和手机。在此期
间，医院会进行拓展训练，通过多种方式对
游戏进行行为替代。此后 2 周，通过限制使
用时间的方式，让患者学会健康地使用网络。

目前，成瘾病房为开放式病房，病房内
设有单人床、写字台以及沙发和绿植，家属
也可以陪伴治疗。团体治疗室中，还专门设
立了迷你KTV，帮助病人从游戏之外得到乐
趣。

“如果病人因游戏严重影响社会交往，就
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评估。”北京回龙观医院院

长杨甫德说，成瘾病房能够保证治疗的连续
性，患者接受固定医疗人员的帮助、容易建
立医患信任感，不间断的评估也能更好跟进
患者病情，同时，院方可以提供更加综合的
治疗手段，有助于解决症状较重的问题。

倡导健康的游戏方式

尽管已经正式纳入 ICD-11，但围绕游
戏成瘾的“争吵”还在持续。

就在决议通过后，来自欧洲、北美等地

以及澳大利亚、韩国、南非、巴西等国家和
地区的游戏机构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希望
世卫组织能够重新审查该项决议。声明说：
“‘游戏障碍’并不是建立在足够有力的证
据上提出的，也并不足以将其纳入 ICD这一
最重要的标准中。”

多名游戏行业从业者表示，游戏障碍的
关键在于“障碍”而非“游戏”，不应因此否
认游戏的正面作用和游戏产业的发展成果。
与此同时，游戏企业应当加强和完善游戏防
沉迷系统，避免青少年过度游戏，营造游戏

产业的健康发展空间。
有医务人员表示，游戏障碍被列为精神

疾病，不是为了反对游戏，而是反对有害心
身健康的游戏方式。医疗机构应当帮助游戏
障碍患者摆脱失控性游戏行为，建立正确的
游戏使用模式，重获健全的社会功能。

“游戏成瘾，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家庭教
育。”一位曾将孩子送到戒除网瘾机构的家长
表示，家庭应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和关注，陪
伴孩子成长，引导孩子理性游戏，帮助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增强抗挫折能力。

20多城制定控烟法规

近日，“无烟城市建设北京国际论
坛”举行，来自丹麦、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印度、美国等国以及北京、
上海、深圳、香港、河北等省市的控
烟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开展
控烟工作。

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
副巡视员卢春山指出，目前我国已经
有 20 多个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无烟环境
法规、规章。许多城市已经对室内、
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到 2030 年我国 15 岁以上人群吸
烟率要下降到 20%。“我们要努力把控
烟工作深度融入到健康中国建设中。”
卢春山说。

论坛上，多名控烟专家围绕实现
无烟城市的核心要素进行了专题讨
论。深圳市卫健委政策法规处处长陆
钰萍说：“无烟立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
社会公众普遍、自觉的遵守和执行。”

今年 2 月，《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
烟条例 （修订征求意见稿）》 向公众

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深圳将
升级“控烟令，并将电子烟纳入控烟
范围，将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等列
入禁烟场所。针对控烟条例的实施，
陆钰萍提到，深圳针对控烟确立了多
部门执法模式。

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吴凡说，上
海建立了“六位一体”控烟推进机
制，包括场所自律、舆情评价、专业
监测、人大督导、行政监管、社会监
督六方面，在社区部门、企业社会、
宣传部门、市民群众、医疗卫生等多
方面实现社会共治。

吴凡介绍说，自 2010 年 《上海市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实施以来，
上海场所吸烟率下降50.4%。到2015年
底，上海 《控烟条例》 支持率达到
94%，取得了显著成效。

北京吸烟人群减少20万

目前，北京市实行 《控制吸烟条
例》 已有 4 年。北京市卫健委日前表
示，实施4年来，北京市公共场所违法
吸烟现象的比率由 34.4%下降到 4.9%，
有 96.4%的场所张贴有禁烟标识。北京

市成人吸烟率由2014年的23.4%下降到
22.3%，吸烟人群减少20万。

北京在实行控烟执法的过程中，先
从医疗机构抓起，并对吸烟重灾区——
餐饮业进行巡查。小到家家户户的年夜
饭，大到各种培训会议，都展开了控烟
工作。

2015年8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志愿
服务大队成立。到2019年5月，全市注
册控烟志愿者达到 1.3 万名。每周三，
志愿者都会穿上控烟马甲，宣传控烟
知识和劝阻吸烟人员。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张建枢
说：“北京市控烟社会共治有三大法
宝，志愿者是控烟的基础；互联网、
控烟一张图是时代的要求；新闻媒体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让政府和市民都
重视。”

在此次无烟城市建设论坛上，北
京的控烟举措及效果也得到国际控烟
人士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疾病控
制组组长施南表示，北京出台控烟立
法后，率先实现了 100%室内公共场所
全面禁烟。同时，在北京的示范带动
下，中国其它城市如深圳、西安等也

相继出台了控烟立法。“我相信以后
还会有更多城市紧跟其后，希望全中
国人民都能享受到像北京一样的无烟
环境。”

推动社会共同治理

控烟已成了社会共识，要打造无
烟城市，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
力。在无烟城市论坛上，多国专家介
绍了各自在控烟方面的举措和经验。

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烟草控制高
级委员会委员维沙尔提到，在印度，
公安部门与酒店、酒吧以及商业协会
合作进行控烟。同时，教育部门也会
定期向警方报告校园周围的违规吸烟
行为。他说，媒体的支持对于控烟的
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无烟旅游”是越南河内旅游协会
推出的特色项目。河内市旅游协会副
主席黎伯勇表示，该项目的目标是协
助当地政府在宾馆、饭店、旅游景点实
现无烟化旅行，将无烟运动与旅游结
合。他表示，目前河内市旅游协会的所
有成员都已签署了不出售烟草、香烟
的承诺书。

游戏障碍，这“病”咋治？
本报记者 刘 峣

游戏上瘾是种病？近日，一则来自世界卫生大会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热议。
不久前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国际疾病分类第11 次修订本》

（ICD-1 1）获得通过。其中，“游戏障碍”作为一种疾病，被纳入“由成瘾行为而导致的障
碍”分类中。

将游戏障碍、游戏成瘾同疾病画上等号，此举在全球引起了争议。摇旗呐喊的支持者
有之，旗帜鲜明的反对者同样声势浩大。游戏障碍为何成疾？又该如何治疗？围绕这些话
题的讨论仍在持续。

无烟
让城市更美丽

刘林伟

201 9年 5月31 日是第32个世界无烟日，也是《北
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4周年的日子。近年来，加强
烟草危害和控烟政策宣传、推进无烟环境建设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焦点。

2019兰州国际马拉松完赛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玉洁） 2019 兰州国际马拉松 2 日举行，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选手分获男、女全程冠军。

本届赛事以“国际兰马、精致兰州”为主题，设置了5公里、
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 3 个项目。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8 万人
报名，40007人中签参赛。其中，男子选手占 63.4%，女子选手占
36.6%。外籍选手共154人。

经过角逐，肯尼亚选手基姆太获得男子全程第一名，成绩为2
小时11分47秒。埃塞俄比亚选手古尔梅萨获女子全程冠军，成绩
为2小时30分22秒。

男子半马前三名均来自埃塞俄比亚，最好成绩为 1小时 07分
38 秒。女子半马冠军来自埃塞俄比亚，成绩为 1 小时 21 分 02 秒。
女子半马亚军和季军分别为中国选手梁丽、肖晶。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始于2011年，现为中国田联金牌、国际田
联金标的“双金”赛事。

青春啦啦操青春啦啦操

近日，2019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啦啦操比赛在北京市第五十五
中学体育馆举行。共有全市 16个区 250余所学校近 4350余名中小
学生参加了本次啦啦操比赛。

图为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选手在比赛中。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选手在某手游比赛中。 马哈茂德·哈立德摄 （新华社发）选手在某手游比赛中。 马哈茂德·哈立德摄 （新华社发）

临沂市沂南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展示自己绘临沂市沂南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展示自己绘
制的无烟日手抄报制的无烟日手抄报。。 王彦冰王彦冰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