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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网游变暴戾 男孩殴打父母
夫妻俩不堪忍受一度离家出走 律师发起公益诉讼 建议受侵害家庭向游戏公司索赔
接到李强（化名）的电话是 3 月下
旬的一天下午, 张晓玲正在整理手中
的案例， 电话里哽咽的声音让她愣了
一下，“
他问我是不是张晓玲， 然后就
哭了。 ”
张晓玲只回答了“我是”两个字，
就没有再说话， 而是静静地等在电话
的一端，“张律师， 我真想他就这么死
了，这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是解脱了。 ”
李强的第二句话， 让张晓玲震惊了，
“我赶紧说让他别着急，慢慢说。 ”
在当天下午的两个多小时里，李
强给张晓玲讲述了儿子因沉迷游戏所
作出的一系列荒唐事。张晓玲觉得，李
强身体里充满着“绝望”，让人难过得
想哭。
张晓玲是北京的一名律师， 从 3
月中旬决定为“被网络游戏侵害的未
成年人讨个说法”起，已接到上百个电
话。 现实中的诸多案例让张晓玲一直
处于“暴怒”中。
在她看来， 很多网络游戏利用精
巧的设计控制玩家心理， 使得缺乏自
制力的青少年沉迷。作为游戏公司、游
戏开发商，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转校后仍沉迷网游 被开除
当记者第一次联系到李强， 这个
中年男人直言自己无意中看到张晓玲
发起的公益诉讼倡议后， 就毫不犹豫
地打了电话。
八年前， 李强的儿子接触到了一
款名为“地下城与勇士”的网络游戏。
没想到一个“打怪升级”的游戏，竟让
李强一家的生活跌入深渊。
“现在一提这游戏， 我心里就打
颤。 ”采访中，“绝望”是李强说到的最
多的词，“
也许他没了， 我们的生活还
能看到希望。 ”
在李强生活的小县城， 他是为数
不多的大学生，“在教育孩子上， 我一
直比较开明。 ”李强说，儿子小学三年
级时，学校开了电脑课，他觉得学电脑
能让孩子的思维更加宽广， 于是给儿
子买了台电脑， 那时候他还不反对儿
子打游戏，“游戏也可以让思维更敏
锐。 ”
最初，李强和儿子约定，周六日完
成作业后，可以打 1 个小时游戏。 儿
子听话， 这个约定一直执行得很好，
“
我儿子聪明，成绩一直不错。 我那时
候特别满足。 ”
但儿子 13 岁小升初的那个夏天
一切美好戛然而止。“像变了一个人似
的。 ”直到现在，李强也无法确定儿子
是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打网游的。
“不让他打游戏，就拼命，把家里
的东西都砸了，还打人。”李强说，那个
假期，儿子每天就是在家打游戏，饿了
就随便吃口饭，实在困得不行，就合衣
躺床上。
儿子最初的反常被李强定义为贪
玩，
“
我当时想不玩电脑就好了吧。”于
是，李强给儿子找了一个寄宿初中，周
五回家才能看到电脑。 但让李强没有
想到的是，去了寄宿学校后，儿子上课
不听讲，也不完成作业，就等周五放学
打游戏，“一回家就直奔电脑， 晚上到
很晚都不睡觉。 ”
不仅如此， 儿子还在学校打架，
“我被叫到过学校 3 次。 ”最后，学校
要求李强给儿子转校。 和儿子深谈了
一次后，儿子表示会控制自己，还主动
挑了一所学校，李强看到希望，很快就

办好了转学手续。
但到了新学校没有多长时间，儿
子又打架了，这一次，学校没有劝李强
给儿子转学， 而是直接做出了开除的
决定。 这一年，是 2012 年 6 月 20 日。

住戒网学校10个月 暴打父母
被开除回家，儿子仍是只打游戏，
其余一切不理。“我们想尽办法转移他
的兴趣，都不管用。 ”李强一度担心儿
子会猝死在电脑前。
“
我查过好多资料，知道这些学校
会打骂孩子， 但当时我们觉得能让他
戒掉游戏也算值了。 ”十几天后，李强
和妻子将儿子“骗”到了戒网学校，直
到 2013 年 5 月才回家。
“孩子去的时候 120 斤，回来 130
多斤，精神面貌好了很多，我和他妈特
别高兴。 ”随后，李强又给儿子找了一
所学校。但令夫妻俩万万没想到的是，
只上了 8 天学，儿子就很直接地告诉
李强，他不想上学了，
“
不上学，你想干
什么？ ”
“
我不要电脑，也不打游戏，我
就想休息。 ”父子俩的这次对话后，李
强妥协了。
可是没过多久， 儿子就提出了要
买手机，李强满足了儿子的要求，他不
希望儿子在家里呆着一点儿都不了解
外面的世界。但手机买了，儿子又提出
买个电脑。他保证不再沉迷游戏，只是
单纯地想从网上看看世界， 李强考虑
再三，同意了。
但儿子的“执迷”，没日没夜地打
游戏再一次让李强失望了。 这种情况
到李强的父亲生病，他去济南陪床后，
愈发的变本加厉了，
“
他妈管不住他。”
“
一说他，他就砸东西，电脑、电视
砸坏了好几台。 ”李强说，后来甚至发
展到了和他们夫妻动手，“下手很重，
我的眼睛、他妈的脸都被打伤过。 ”
鸡飞狗跳了一段时间后， 李强注
意到，儿子的状况有些不对，
“不洗漱、
不理发、不洗澡，也不换衣服。 有一次

60 天没下过一次楼。 我们总让他别玩
了，休息会儿。 心情好还会敷衍两句，
不好就直接砸东西、打人。 ”
李强和妻子也怀疑过儿子精神出
了问题，但心存侥幸，
“他正常的时候，
会和我们道歉，说他控制不了自己，让
我们原谅他。 ”每到这个时候，李强又
觉得儿子还是会好起来的。
他想了很多办法， 找心理老师疏
导，陪儿子逛街、吃饭、旅游，然而情况
似乎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2013 年的
下半年， 歇斯底里地打父母已经成为
李家的家常便饭，
“
都是游戏里面的动
作，怎么凶狠怎么来。一边打还一边埋
怨父母。 ”
那段时间， 李强和妻子回家不敢
换拖鞋，因为随时要“逃跑”，“他总在
三更半夜发难，打人前，还会先把大门
反锁。 ”李强说，他和妻子都是要面子
的人，总想着家丑不可外扬，只报过一
次警，可警察来过之后，儿子很快就又
故态萌发。

父母绝望逃离：
“
儿子被废了”
2014 年 8 月的一天， 快 12 点
了， 儿子又开始发脾气， 不仅动手打
人，连门锁都踹坏了。 那天晚上，绝望
的李强和妻子逃离了家后， 就再没敢
回去。“
两年的时间，我们不接他的电
话， 也不回去， 生活费都是托朋友转
交。 ”
“打电话过来就是破口大骂，要不
然就威胁我们要砍断燃气烧房子、跳
楼自杀，你说我接电话干什么？ ”李强
再一次哽咽了， 他说儿子曾经一个上
午给妻子单位打了 100 多个电话，最
后逼得妻子拔了电话线，
“我换了新号
码，有半年的时间都不敢告诉他。 ”这
样的生活，让李强和妻子生不如死，体
重急剧下降， 两个人每天晚上要么就
是失眠，要么睡到半夜就会惊醒。
2016 年的时候， 在朋友的帮助
下，李强和妻子回到了家里，看着满屋

的垃圾及脏兮兮、 生活无法自理的儿
子。 李强一下子悲从中来，“没有任何
希望了。 ”
“没打游戏之前，儿子的眼神很清
澈，现在的眼神特别浑浊，整个人完全
被废了。 ”回家后，李强和妻子说服儿
子到北京安定医院做了检查， 大夫明
确说，李强的儿子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并建议住院治疗。
“看病前，我们向他承诺过，他不
同意的话，就不留下他治疗。”李强说，
他们不能破坏好不容易和儿子建立的
一点信任。
现在李强和妻子各在周六日陪儿
子半天，平时也会去送饭，偶尔儿子也
会和李强聊聊天，但上学、打工、治疗
这样的话题不能提， 一提儿子就会发
火。
“过去和孩子一起住的时候，半夜
醒来就去给他掖被子。 ”李强说，与儿
子分开的这些年，做梦总会被吓醒、被
愁醒，总幻想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但
醒来发现这些都是事实。
“这几年，我从来不和大家一起吃
饭，也不怎么出门。 不愿意见同学、朋
友，人家的孩子都上大学，结婚，生孩
子。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家里人
提起来就哭，特别是两边的老人。两个
家庭都让他毁了。 ”
“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布
置了一篇作文，是写世界上最爱的人，
儿子写的是我， 他说他在世界上最爱
的人是爸爸。 ”电话里，李强哭得不能
自已。

并非个案 贷款买游戏装备
与李强不同的是， 王磊的儿子上
完了大学，也正常开始上班了，但王磊
觉得游戏让儿子失去了上进心，“整个
人很孤僻， 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结交
新朋友。 ”王磊说，儿子曾经告诉他，
“在游戏中很快乐”。
王磊同样支持张晓玲发起的公益
诉讼，“一定要把家长的心声反映出
来，这么多的青少年沉迷于游戏当中，
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不能再这样放任下去了。 ”王磊
认为，一定要对游戏加强监管，由父母
实名认证， 登录游戏必须有父母同意
的授权。“现在完全控制不了。 ”王磊
说，儿子在游戏中买装备、买装饰已经
花了很多钱，“
不少游戏就是引诱孩子
花钱。 没钱就贷款。 ”他希望国家能出
台强制性的措施，“青少年玩的游戏，
到晚上 10 点就完全关闭。 ”
李强说自己找过腾讯，“对方称他
们有防沉迷措施， 但随便一个大人的
身份证号输进去，就可以玩了。 ”他想
通过自己的经历， 帮帮其他类似的家
庭。

律师：可向游戏公司索赔
作为执业律师， 张晓玲希望能推
进与网络游戏侵害相关的公益诉讼，
为沉迷网游上瘾而遭受损害的未成年
人及其家长讨一个说法。
张晓玲认为， 游戏公司要对因自
身游戏产品设计缺陷而导致未成年人
成瘾并进而导致身心健康损害事件的
发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事的未
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有权向游戏公司主
张权益，如赔偿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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