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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袁
孩子们野触网冶的年龄越来越小袁玩网
游已经成为不少孩子的 野家常便饭冶遥
网游并非天生就是洪水猛兽袁其危害
在于野沉迷冶遥

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遥 首先袁网络游戏日益成为野流
行趋势冶袁孩子普遍认为不玩游戏就落
伍了尧掉队了袁跟风攀比尧不由自主深
陷其中曰其次袁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游
戏成瘾的危害袁有些更是打工在外尧鞭
长莫及袁孩子一旦缺乏家庭监管和约
束袁野放养冶之下野游戏瘾冶则野蛮生长曰
教育主管部门尧学校尧教师与家长的沟
通不够尧协作不强袁孩子的课外时间出
现了引导野盲区冶和管理野真空冶曰部分
企业和工商个体袁以出租手机尧出卖
成年人身份证号等方式袁诱导青少年
沉迷游戏袁非法获取经济利益袁在逐渐
滋生的游戏热上野加了一把火冶袁恶劣
影响愈演愈烈遥

随着技术的进步袁 如今的网络游
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遥 对于自觉
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讲袁
尤其容易着迷袁因此必须集合家长尧教
师和社会的力量袁共同为孩子营造安
心读书尧健康成长的环境遥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
育尧规范学校管理尧推动家长履责袁是
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遥 要把预防
的篱笆扎紧袁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
衔接遥 如今袁多地集中在开学后尧放假
前等时段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
络提醒袁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曰通过课
堂教学尧主题班会尧板报广播尧案例教
学尧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袁引导学生增
强对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
噎噎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遥 老师不
埋怨家长疏于管教袁家长不野甩锅冶给

老师袁而是共同负起责任袁无疑将给孩
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遥

野堵冶的同时如果缺乏野疏冶的举
措袁 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
识的驱使下袁钻空子尧想歪点子去接触
游戏袁适得其反遥 因此袁学校和家庭应
该积极创造条件袁 让孩子参与更丰富
多彩的活动尧培养更多文体爱好袁以充
实美满的陪伴尧 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
排挤野手机控冶的时间和空间袁降低沉
迷的可能性遥

当然袁 因为害怕沉迷网游而盲目
排斥网络的做法也是要不得的遥 江苏
省南通市教育局调查发现袁 很多青少
年学生对信息课堂的理解存在偏差袁
认为信息技术课就是电脑课袁 玩电脑
就是聊 QQ尧打游戏曰部分教师的教学
过程也缺少明确计划尧 有效监控和管
理袁放任学生上网娱乐遥 长此以往袁学
生对网络的认识就会狭隘和片面袁对
网络的使用也就容易限于游戏之类的
娱乐遥 因此袁 必须加大力度实施网络
素养教育袁 重在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
动性袁正确使用网络尧获取信息尧创造
价值袁而不是被网络所牵制遥

防治沉迷手游还需要对游戏公
司尧工商个体等加强管理尧加大整治
力度要要要游戏本身的防沉迷举措是
否严格到位尧实名认证是否有空子可
钻钥学校周边小卖部等工商个体有没
有在变着法地诱导学生玩游戏尧帮助
孩子绕过监管规定钥噎噎各游戏公司
应自觉抵制淫秽色情尧赌博尧暴力尧违
背社会公德等禁止内容袁建立切实可
行的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系统和服务
平台曰各市场主体也必须自觉承担呵
护下一代的责任遥若是将经济效益放
在社会效益之上袁被金钱蒙蔽袁就必
须依法严肃查处遥 郑海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修订
草案)曳11月 1日起开始征求意见遥 修
订草案增加了野违反国家的民族和宗
教政策袁 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冶
野不担当不作为冶野违反家庭美德冶等
禁止性纪律规定遥

野欲治其国者袁先齐其家冶袁公务员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袁 其能力和作
风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效果遥 公务
员法修订草案新增野违反家庭美德冶这
条禁止性纪律规定袁 彰显了公务员涵
养家风袁弘扬家庭美德的极端重要性袁
提醒公务员治国先齐家袁 治国勿忘齐
家袁在社会上立起良好家风的风向标遥

公务员弘扬家庭美德袁是引领社
风的需要遥家是最小国袁国是千万家袁
家风起自于家庭尧立足于家庭袁家庭
美德可以对社会的进步尧文明的拓展
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遥党风政风连
着社风民风袁 公务员群体的家风袁影
响着社会风气遥 野政者袁正也遥 子帅以
正袁孰敢不正钥 冶公务员作为当政者袁
以身作则袁修己向善袁家风良好袁老百
姓自然会跟着向善袁社会风尚自然也
会跟着好起来遥公务员作为政风之代
表袁需注重家庭尧注重家教尧注重家
风袁做弘扬家庭美德的表率遥
公务员弘扬家庭美德袁 是干事创

业的需要遥 和睦美满的家庭是公务员
干事创业的野加油站冶和港湾遥 家庭的
理解和支持袁 家人的关心和呵护袁赋
予公务员投身工作的热情和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遥 家庭成员之
间互敬互爱尧互谅互慰袁有助于公务员
减少后顾之忧袁不为家长里短所绊袁全
身心地投入工作遥 家人及时提醒和关
爱袁 有助于公务员抵制社会上的一些
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遥 广大公务员积
极构建和谐家庭袁争做文明家庭袁公务
员群体和谐向上的好家风袁 足以支撑
起全社会的好风气遥

公务员弘扬家庭美德袁 是清正廉
洁的需要遥 家庭美德促进清正廉洁遥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袁 家风败
坏往往是一些担任公职领导干部走向
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遥 从 野老子
办事袁 儿子收钱曰 老公开口袁 夫人得
利冶袁到野父子夫妻齐上阵冶袁一桩桩腐
败案件的背后袁 无不折射出领导干部
对家人管教的缺位和家风的不正遥 公
务员弘扬家庭美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袁
就是要大力倡导清廉家风袁知廉明耻尧
廉洁自律袁不徇私情尧不谋私利袁清白
做人尧干净做事袁管住自己和家人袁不
因亲情而忘却党纪国法袁 正确处理自
身及家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袁不
搞特殊化袁把清廉家风牢固树立起来遥

野天下之本在国袁 国之本在家袁家
之本在身冶袁 公务员家风正则行得正袁
家风淳则风气淳遥 随着叶公务员法曳新
增野违反家庭美德冶作为禁止性纪律规
定袁广大公务员要大力弘扬家庭美德袁
培育良好家风袁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袁
带动社会风气的整体向好遥 向秋

“违反家庭美德”禁规 立家风风向标

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

遗失
声明

瑞金市象湖镇海四鸡排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袁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院92360781MA37WWAL6N袁特此声明遥

一百年前袁毛泽东尧蔡和森在长沙发起组织野新民学会冶遥 学
会的宗旨袁先是野革新学术袁砥砺品行袁改良人心风俗冶袁后改为
野改造中国与世界冶遥有立场袁有抱负遥作为那个世纪的野90后冶袁毛
泽东尧蔡和森肩负历史使命袁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袁展现了彪炳史
册的奋斗风采遥

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冶遥 置
身于新时代袁我们要走好新的长征路遥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袁就
是要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遥中国梦是国家梦尧民族梦袁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遥历史是
不断向前的袁要达到理想的彼岸袁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
前进遥实现中国梦袁需要我们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中国梦
的壮阔奋斗之中袁 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
史册之上遥
青年兴则国家兴袁青年强则国家强遥 青年一代有理想尧有本

领尧有担当袁国家就有前途袁民族就有希望遥 中国梦是历史的尧现
实的袁也是未来的曰是我们这一代的袁更是青年一代的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袁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袁 志存高
远袁脚踏实地袁勇做时代的弄潮儿袁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袁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遥
毋庸赘言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袁每代青年群体遇到

的问题不同袁但都难免焦虑袁这很正常遥当年袁习近平到陕西梁家
河当知青之初袁也有困惑和彷徨袁有焦虑与烦恼遥 习近平在一篇
回忆文章中说院野15岁来到黄土地时袁我迷惘尧彷徨冶遥 但他 22岁
离开黄土地时袁已经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袁充满自信遥 究其因袁7
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习近平的锻炼很大袁 最大的收获有两
点院一是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袁什么叫实事求是袁什么叫群众遥
二是培养了他的自信心遥
更重要的是袁正是在梁家河袁习近平涵养出了强大信念院要

为人民做实事浴 归根结底袁强烈的使命感让习近平志存高远袁也
让他脚踏实地袁在从政路上一步步坚定向前遥 因为勇担使命袁习
近平才甘心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袁过了野跳蚤关尧饮食关尧生活
关尧劳动关尧思想关冶遥因为勇担使命袁习近平到农村插队后袁给自
己定了一个座右铭袁先从修身开始遥一物不知袁深以为耻袁便求知
若渴遥
志不强者智不达袁言不行者行不果遥 从野以青春之我袁创建青

春国家冶袁到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冶袁再到野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
放袁决不是哀告尧跪求哭泣所能济事冶噎噎革命先贤肩负使命袁用
奋斗定义了使命的深刻内涵遥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袁只有
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袁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袁才会留
下充实尧温暖尧持久尧无悔的青春回忆遥现在袁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曰
将来袁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遥不辱使命袁不负所托袁在人生征途上做
最好的自己袁这就是新时代青年所应具有的气质和风范遥
新时代袁新气象遥 如果说野茫茫大陆起风云袁举国昏沉岂足

云冶是那个年代青年的心声袁而在新时代袁建立新的功业则是新
青年的使命遥 今天袁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袁具有无比广
阔的时代舞台袁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袁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
定力遥在这种时代背景中袁青年一代只要担当使命袁开拓创新袁不
仅可实现人生出彩袁也能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应有的力量遥
担当使命袁勇做合格的时代新人遥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

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袁做时代新人首先要扣好人生的野扣子冶袁
走正确的人生之路遥做时代新人袁就要有理想袁有梦想袁在中国梦
的引导下袁将自己的个人梦尧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
大事业中遥做时代新人袁就要以国家富强尧人民幸福为己任袁胸怀

理想尧志存高远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袁并为之终生奋斗遥
野我衷心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袁不辱时代使命袁不负

人民期望遥 冶习近平总书记如此期许遥 当代青年建功
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尧 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袁心
中有阳光袁脚下有力量袁为了理想能坚持尧不懈怠袁才
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遥 期待我们的青年都用担
负使命袁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尧追逐青春理想袁以青
春之我尧奋斗之我袁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袁为祖国建设
添砖加瓦遥 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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