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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赌博机
变换新花样

电游赌博在公安部门的打击
下，许多传统的赌博机已经不敢公
开营业，一些经营者便玩起了新花
样。

隆回县城最近出现一种新型
赌博机，赌博机设置很简单，就是
用局域网控制电脑，在电脑上装一
个赌博软件，每次都有大小、黑红、
数字等多种赌法，赌注不限。危害
性、隐蔽性强。这种赌博机在隆回
县城至少有20台以上， 主要分布
在小区“茶馆”、彩票店、汽车总站
等人口密集区。其中景江名苑小区
一“茶馆”内（实为打字牌、搓麻将
的地方）赌风尤烈，晚上7时后，小
区内许多居民便围着电脑赌博机
下注。 其中一深受其害的妇女透
露， 她2012年已被电脑赌博机

“吃”了2万多元，小区内还居住有
公安民警，但也视而不见。

隆回县 一读者

投诉人：小谢
2月19日，我抱着才两个多

月大的孩子，从邵阳市汽车东站
乘上午9时30分开往武汉市宏
基汽车站的客车，车站售票员竟
要求小孩也要买票。我对此不可
理解，周围的其他乘客也觉得太
不合理。 但售票员坚持要我买
票 ，我被逼无奈 ，只好花220元
钱给小孩也买了票。交通部门有
明文规定 ， 每名成人可带1名
1.2米以下的儿童免票乘车，司
机和售票员为什么不按规定执
行呢？
受理记者：欧金玉

春运期间， 本报接到不少
关于客车乱收费的投诉， 其中
有不少是关于小孩也要买票的
投诉。 有一名乘客也反映从邵
阳市武冈坐车到长沙来，3岁的
小孩也要买票。

记者就此致电邵阳市交通
运输管理局运输科， 该科一名
姓赵的负责人答复说， 出现一
些婴幼儿也需购票的情况，主
要是按照交通部2005年发布的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中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严
禁客运车辆超载运行， 在载客
人数已满的情况下， 允许再搭
乘不超过核定载客人数10%的
免票儿童。 因为交警部门执行
公安部的规定， 车上多一个人
就是超员。在交警部门看来，儿
童虽然免票，一旦出现事故，仍
然是一个自然人， 并不能免除
运输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责任。

当然， 协调好免票儿童和
控制超载是客运站的法定义
务， 乘客可在购票时向售票员
说明免票儿童情况， 若在载客
人数已满的情况下， 按照规定
免票的儿童已达到核定载客人
数的10%， 客运站应与乘客进
行协商， 让乘客决定是否选择
搭乘下一班车。 如果在免票儿
童满员的情况下， 乘客自愿为
小孩购票乘车，可以理解；而如
果客运站强行要求乘客为本应
免票的儿童买票或免票儿童未
满员情况下让乘客为小孩买
票，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市
民可向物价部门或运管部门进
行举报。

投诉人：小任
我姓任，在新华保险长沙公

司任职。我于2012年9月在长沙
市星典时代小区购买了一套二
手商品房，该房屋买卖手续和房
屋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齐
全。我于2012年10月入住。

我的户口原在临湘市，由于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长沙市，我
打算将我的户口迁入我的新购
住房所在地。根据长沙市的户口
政策，我以购房理由将户口迁入
长沙市是合理合法的。但在我办
理户口迁移手续时，发现该房原
房主蒋某没有将她的户口迁出，
经多次与她协商，她始终不愿意
迁走户口，我的户口因此迟迟不
能迁入。特请求公安机关将已经
卖房、不住在该地的原房主户口
迁到该去的地方，或采取其他措
施，使我能够顺利地迁入户口。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就此事电话采访了长

沙市芙蓉公安分局户籍科，工作
人员说，一般来说，买房人要求
原户主将户口迁出，但原户主坚
持不迁，公安局也没办法注销其
户口。新房主是外地户口要迁入
长沙，还要经过长沙市公安局审
批，具体情况可向市局咨询。

记者又拨通了长沙市公安
局户籍管理处的电话，工作人员
说， 一套房子只能有一个户口，
如果原房主户口没有迁出，新房
主的户口肯定是迁不进来的。快
捷的办法只能和原房主协商，动
员原房主迁出户口，不然只能通
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了。该工作人
员说，房主在买二手房时就要注
意到这一点，要把户口的迁移问
题在购房时列入合同内进行约
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投诉人：一村民
我是祁阳县进宝塘镇人，今

年回乡发现，乡里街道在电线柱
上都安装了路灯，大家对此很高
兴。但是，这些安装费用跟照明
电费都平摊到乡镇街道的百姓
头上。据我所知，城市里的路灯
建设都是政府投资，并不是要向
城里人平摊收费。 我镇这样做，
理从何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

老百姓一个答复。
受理记者：欧金玉

2月21日，记者致电祁阳县
进宝塘镇政府，该镇调查后回复
说，投诉人所反映的路灯建设项
目，是两个村的自建工程，居委
会通过居民表决，一事一议自筹
资金，决定暂时向每户收费100
元。政府也正在争取资金，保证
路灯后续维护费用。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双
峰县杏子铺镇大树村39岁的黄木嫦，
8年如一日地细心照料瘫痪8年、今年
已83岁高龄的公公周普初，受到村民
交口称赞。

周普初老人生有二男二女， 现与
次子周平庚同住，2004年高血压中

风，生活全要别人照料，75岁的老伴体
弱多病，爱莫能助，其他儿女距老人较
远，不便照料。在外打工的媳妇黄木嫦
放弃工作，回家主动义务照料老人。她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到老人床前
问安，然后倒水为老人洗脸，喂饭，喂
水，空闲时间陪老人话家常，谈新闻，

定时为老人洗澡。 有时老人因大小便
失禁， 屎尿湿身， 黄木嫦不论白天深
夜， 只要听到老人喊声， 立即奔赴床
前，为老人换衣服，洗身子，经常保持
老人干净。老人要上厕所，媳妇背来背
去，搞好便前便后服务。黄木嫦暑天为
老人开风扇降温， 冬天为老人生火炉

取暖。 老人要外出晒太阳， 媳妇先把
凳子摆在背风当阳处， 垫上棉被， 再
背老人就座晒太阳。 她背老人去医疗
点打针治病乃是家常便饭。 为了照顾
好老人， 黄木嫦很少回资兴娘家， 逢
年过节只是打个电话给70岁的老娘
祝福。

村民都夸周家有个好媳妇， 周普
初老人逢人就说：我若无此媳，何以至
今日。

肖展发 王爱平 周顺祥

●邵东：乘务员私自加
价售票

1381596xxxx： 春节假期
结束，正是返回工作岗位的高峰
时期，邵东汽车站每天挤满了外
出旅客。我和家人2月18日上午
11时就到了邵东汽车站，售票厅
显示牌上显示下午3时以前从邵
东至娄底的票已经售罄。但知道
内情的一位朋友带我们直接到
了后面停车场，谁知道此处招揽
旅客的女乘务员手上有大量的
票。 我们一行4人， 本来票价
39元/人， 她却要了我们50元/
人， 还只给了我们3张票。 上车
一看， 每个座位均只有一人，
并无超载现象。 如此赚黑钱，
令人气愤。

●隆回：荷香桥镇小摊
贩占街经营

1387395xxxx： 隆回县荷
香桥镇的城镇管理很差，马路上
全部是小摊小贩，平时一条宽敞
的马路竟然进不了单车。小贩摆
摊连居民的门口都堵住了，居民
进家门都要练轻功了，要是不小
心碰到了小贩的摊 ， 又是一大
吵，有的甚至开打。镇里专门安
排了小贩摆摊处，但小贩硬是要

摆在居民门口。 镇政府也不管。
吵架打架了， 派出所也不管。希
望有关部门加强城镇管理，恢复
荷香桥和谐局面。

●耒阳：出租车不打表
乱载客

1520056xxxx：2月 21日 ，
我从耒阳市市标打车到神龙新
世界，的士司机不打表，要收15
元，平时一般只收10元。且司机
是在我上车后走一段才说不打
表。该车路上还强行另外载了两
个客，至少耽误我20分钟。我劝
告司机，司机也不听。车上没有
出租车主的姓名和编号，我只看
到车牌号码：湘DX8752。

●益阳：团圆路路面坏
了1年多无人管

1587374xxxx：湖南城市学
院新校区旁团圆路路面坏了一
年多了。 从2011年冬天这里的
路面被冻坏以后， 一直无人来
管。这里车辆很多，尤其是大型
的货车。只要大车经过，由于坑
洼不平，快速通过的震动，搞得
边上房子都会震动，晚上睡觉也
睡不好。不知道这是哪个部门管
的，办事效率真让人汗颜啊。

专栏编辑 田燕

读者话题
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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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婴儿乘车竟要买票

原房主不肯迁走户口
买房者迁移户口受阻
民警建议：买房时要用合同约束

路灯建设
为何要村民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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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近段时间， 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
信， 反映一些地方电游赌博仍在公开
或暗中进行。 长沙县星沙小李诉说的
不幸遭遇引起了我们的同情， 记者就
此进行了一番调查。

女子哭诉：
“电游赌博毁了我一家”

近日， 家住长沙县星沙的小李向
本报写信说：

5年前，我和丈夫大学毕业后，拿
着双方父母资助的60万元到星沙办
了一个小公司。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近两年好不容易公司才走上正轨并有
点起色，我们也因此买了新房，并孕育
了下一代。

然而， 这种平静的生活却被猖狂
的电子赌博机毁得荡然无存。 我老公
鬼迷心窍， 迷上了以电玩为名， 挂羊
头、卖狗肉的电子赌博机。他先是在星
沙灰埠的“群英盛典电玩城” 玩“打
鱼”，而后在通程对面的“城市猎人”电
玩城、星沙4区的“金谷仓”、星沙3区
中心街的“炫都电玩城”等地方，玩什
么“金鲨”、“银鲨”或其他赌博机。

我劝老公不动，也打过110，警察
也出过警， 但这些电游赌博场所歇息
片刻后马上又开门营业。 虽然从去年
下半年起， 星沙公安部门抓紧了对这
些赌博场所的整治， 好多经营场所被
公安查处。 可中心街上还有几家挂牌
经营的，有的被关了门就开后门营业，
仍然做得风生水起， 地下黑窝点更是

不少见。 我老公在一些大店被整顿或
关门的情况下，就跑到黑店去玩。就这
样， 把我们辛苦奋斗几年的积蓄输得
精光。不仅如此，我老公还瞒着我将公
司贱卖了，到现在还欠下30万元的高
利贷。

电游赌博毁了我的家。为此，我请
求有关部门伸正义之剑，斩黑恶之手。

记者暗访：
老板大打“游击战”
电游赌博反弹明显

春节前后， 记者两次对长沙县星
沙的几家电游城进行了暗访， 发现公
安部门虽一再打击， 电游赌博虽一度
有所收敛，但反弹明显。

1月17日晚， 记者首先来到长沙
县星沙通程商业广场对面的“城市猎
人”电玩城。9点的星沙城正是夜生活
的热闹时分，但这里生意很冷清，只有
四五个青年小伙在玩普通的电子游
戏。 记者问一工作人员是否有赌博机
可玩，他指着一扇关闭的门回答说，原
来那里面有几张桌子，现已封了。

记者打算到位于星沙灰埠的“群
英盛典电玩城”暗访，一路人告诉记者
方向后说，它已关闭了。记者来到实地
一看，果然，大门紧闭。

“金池塘”电玩城在星沙亚龙湾大
酒店的里面。打开电玩城的大门，记者
只看到一长排电子游戏机， 没看到有
人。记者开始以为没生意，谁知绕过游
戏机， 才发现后面有正在营业的两台
赌博机。 几个像是工作人员的男女青
年见有人来， 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记

者。两台赌博机旁各坐着一人，机器上
插着他们的充值卡。一个不过20岁的
小伙子正呆呆地望着鲨鱼机闪光的荧
光屏出神， 记者问他为何不玩了。他
说， 已输了200多元了， 有点不敢玩
了。

市民告诉记者， 这些电玩城过去
生意火红得很，主要是因为有赌博机，
现在公安抓赌抓得狠， 他们的生意也
就不好了。 记者后来了解到， 就在当
天，公安部门刚搞了行动，收缴了几十
台赌博机。

节后的2月21日下午， 记者再次
来到以上地点进行暗访， 发现情况大
不一样了。记者来到“城市猎人”电玩
城，外面的普通游戏厅没有一个人。上
次关闭的暗门打开了，里面别有洞天：
面积比外面大得多，摆的尽是赌博机。
屋子里人头攒动， 一台捕鱼机周围围
了10多个人，正玩得入迷，其他赌博
机前也是座无虚席。 一名服务员手中
收了一厚沓钱忙着帮客人上分。“金池
塘” 电玩城里面的3台捕鱼机都打开
了，10多个人正赌得兴起。

记者来到上次已关门的“群英盛
典电玩城”，这里也重新开张了。该电
玩城分为两层，一楼是投篮球、抓娃娃
之类的电子游戏，根本无人玩。上得二
楼则是另外一番情形， 不大的空间摆
放了不少赌博机器，屋子里一片狼藉，
生意也不差。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 这些搞电游
赌博的最会打游击了，公安一查，他们
就暂时关闭赌博机具躲风头， 风声一
过又开张。特别是春节期间生意好，他
们更是胆大妄为。

长沙县公安局：
清剿行动成绩巨大
彻底杜绝仍有难度

记者将暗访情况报告了长沙县公
安局， 该局表示将迅速进行查处。晚
上，公安部门打电话告诉记者，他们已
出动执法人员， 当即对涉赌电玩城进
行了查处。

长沙县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电游赌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年
轻人特别容易上瘾。 而实际上电玩城
老板可以控制赌博机的赔率，因此，前
来参与赌博的人输多赢少。 该局在去
年9月1日至年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了打击游戏赌博机的集中行动， 并且
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全局共查处电游
赌博案件150起，刑事拘留3人，治安
拘留467人， 收缴电游赌博机693台，
彻底扭转了全县“电游赌博”一度猖獗
的情形。

可是，由于电游赌博机成本小、收
益快、 获利大， 经营者即使被查获收
缴，依然能在短时间内换个身份、换个
地点，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一些经营
者甚至将赌博机散放在人流量大的各
类小店、居民区内，借壳经营。例如：小
卖部、棋牌室、彩票店，甚至是快餐店
都摆放有赌博机。 想一脚踩死电游赌
博机确实有难度。但该局的态度是：举
报一起，查处一起。

该负责人认为， 要想从根本上杜
绝电游赌博机， 除公安部门强有力的
打击手段外， 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也有
待加强，要揭开赌博机迷惑人的外衣，
让群众认识到它的实质和危害。另外，
工商、文化、税务等各职能部门要齐抓
共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举报和打击
互动的氛围，使电游赌博无处藏身，让
电子游戏行业实现规范健康经营。

【记者行动】

电游赌博仍在“打游击”

【提示】

近几年， 电游赌博现
象十分猖獗。 2012年以
来， 公安部门部署开展
“铲赌患·正风气” 集中行
动， 打击电游赌博违法犯
罪行为， 各地捷报频传，
老百姓拍手称快。 但近日
本报仍接到不少读者反映，
电游赌博现象又有抬头，
他们希望公安机关形成严
查严打的长效机制， 彻底
铲除电游赌博。

【各抒己见】

以游戏室为幌子
经营赌博机

资兴市新区东江中路四海
院内银河动漫城、 东江中路
248-1（招牌是联通）、资兴宾
馆沿街面的动漫城以游戏室为
幌子，经营赌博机为实，不仅破
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还制造
噪音妨碍公民的正常休息，社
会影响极坏，如不及时铲除，恐
有蔓延之势。

公安部门虽然进行过整
顿，但效果不明显。如在被查之
后不久， 资兴新区四海院内的
银河动漫城又一次开启， 照样
经营赌博机。群众认为，公安部
门只要经常到这些电游厅明察
暗访一下， 就能发现电游赌博
猖獗之势。 呼吁执法部门常抓
不懈，彻底刹住这股歪风。

柏信

建立动态监管、查处
长效机制

2012年，慈利警方对电游赌博加
大了整治力度， 要求县城所有的电游
厅进行整合， 进行行业自律规范经
营。 一旦接到群众举报， 马上进行查
处。 公安部门动真格， 一些电游厅见
再也不能浑水摸鱼， 觉得赚头不大关
门歇业。

1月24日下午， 慈利县公安局接
到举报：慈利县城电游赌博仍存在。治
安大队紧急调集民警赶到零阳镇南街
幸福路“康乐园休闲电玩”电游厅， 发
现该电游厅内确有电游赌博机在营
业。 民警迅速将涉嫌赌博人员传唤调
查， 并将该店查封， 老板丁谭某和丁
某分别被执行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
县公安局局长全际平表示， 要依法进
一步加大对全县电子游戏场所的监管
力度和对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处
理力度， 建立动态监管、 查处长效机
制。

慈利县 金盾

要像查酒驾
一样严厉

春节前，澧县公安局出动警力60
余人，直捣位于县城繁华地段的维多
利亚电玩城，抓获涉嫌参与电游赌博
人员62人、工作人员5人。查扣电游机
主板6个、主机2台，销毁电游机28台，
收缴赌资4万余元， 并当场查封了该
电玩城。

电游赌博的危害，尤其是对青少
年的危害众所周知，也一直是治安管
理的难点。这几年，各地政府与职能
部门整治还是下了大气力的。 然而，
依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对电游赌博的整治，必须保持严
查严打的高压态势，对电游赌博实行

“零容忍”，发现一次，绝不心慈手软，
全部收缴、销毁赌博机，处罚经营者倾
家荡产，就地取缔经营资格。要像当前
新交规查酒驾等违规行为一样严厉，对
电游经营者上个诸如新交规一样的紧
箍咒，相信效果一定会更好。

澧县一中高二学生 万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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