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本该是安全、 健康而快乐的， 然而，
网吧、 不健康读物、 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以及不
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等问题， 依然困扰着孩子们
的成长， 也拷问着那些已然出台却尚未完全落
实的政策法规。

如何才能让已有的条例、 规定不被束之高
阁而成为一纸空文？ “六一” 国际儿童节到来
前夕， 新华社记者探访全国多个地方， 走近城
乡儿童， 通过真实记录现实的状况， 向有关部
门发出警醒和呼吁。

城郊网吧门槛虚设
监控机制有待完善

通过对云南、 湖南等一些地方的调查， 记
者发现， 城区里的正规网吧难觅未成年人踪
影， 但在一些城乡结合部或农村地区， 网吧接
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现象却十分普遍。 曾在湖南
某县城入股网吧的陆青 （化名） 向记者透露，
一些小网吧 “为了生存” 故意不安装身份证识
别器。 面对丰厚利润， 一些网吧交完罚款又重
操旧业， 继续向未成年人敞开大门。

江苏省口岸中学校长封留才指出， 净化网
络涉及多家部门， 牵动千万家庭， 必须多方协
同、 综合施策、 构建常态机制。 文化执法部门
要加强力量、 动态监督。 同时， 还要大力引入
社会监督， 发动全民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毒侵
害。

减负怪圈难以突破
教育改革重在治本

“减负” 已成为一个无法打破的怪圈。 北
京、 南京等地， 有的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 语
数外三门课的作业就至少要花两小时完成； 有
的学校虽然没有硬性作业， 3点多就放学， 可
家长又怕 “别人抓得紧”， 在课下或周末给孩
子报了各式各样的兴趣班。

2013年下半年， 由教育部拟定的 《小学
生减负十条规定》 两度向社会征求意见， 其中
内容包括： 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四
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
小时之内等。 但在引发一连串热议后， 这项规
定至今未正式出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减负令” 只关注学生课业负担重的表面， 没
有触及根本。 如果现行的高考体系不改革， 评
价机制不改变， 即使学校减了负， 家长还会增
负。

不良读物屡禁不绝
“行业净化”情势紧迫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 在许多二、 三线城
市， 中小学校周边的小卖部和书摊都是少儿读
物 “浊流” 的重要集散地， 它们不仅售书、 租
书， 还经营电玩业务。

2013年9月， 五部门联合发出 《关于加强
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的通知》， 严禁出版
传播损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出版物， 并明确

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依法给予严肃处
理， 坚决收缴相关出版物， 取缔其销售行为。

儿童阅读体验馆 “第二书房” 创始人李岩
认为， 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 “行业黑名单” 制
度， 对于不合格出版机构从重处罚、 实行 “行
业禁入”， 不能简单罚款了事。 同时还要加大
校园周边环境治理， 阻断不良出版物流向孩子
的渠道。

校车隐患令人揪心
地方政府责无旁贷

甘肃目前有校车1800余辆， 其中符合安全
标准的仅占一成。 而有乘车需求的义务教育和
学前教育阶段的学生总数大概有13万余人。 许
多民办幼儿园为吸引生源普遍配备校车， 但多
数不达标。

针对日益频发的校车安全事故， 国务院
2012年4月发布的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
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 并且公共交通不能
满足学生上下学需要的农村地区，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保障接受义务教育
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表示， 近
年来一些重大校车事故都是由严重超载、 违规
驾驶的黑校车造成的。 但是单纯取缔黑校车，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配套正
规、 安全的校车， 黑校车只会卷土重来， 地方
政府责无旁贷， 应在加大投入基础上， 加强监
管。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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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同遭“烧烤天”

———北京：42℃！ 创下1951
年以来同期高温记录

北京市预警中心29日13时
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29
日下午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
40℃，部分超过42℃。

北京市气象局29日中午发
布公告称，当前高温超过1951年
以来历史同期5月份极端最高气
温38.3℃。

根据《北京市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与防御指南》。 高温预警信
号分四级， 由低至高分别以蓝
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北京市气象台曾于27日傍
晚发布今夏首个高温预警信号，
级别 “黄色”，28日傍晚升级为
“橙色”，现再度升级为“红色”。

———天津：创下历史同期高
温记录

记者29日从天津市气象局
获悉，当日天津市最高气温达到
40℃，为有历史记录以来同期最
高温度。

自5月26日以来，天津地区
由于受暖气团影响， 开始出现
超过高温天气。28日午后，除滨
海新区、蓟县和宝坻外，天津市
其他地区气温都超过37℃。为
此， 天津市气象局启动高温气
象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要求全
力做好高温气象服务工作 。这
是今年入夏以来气象部门启动
的首个高温Ⅱ级应急响应。

———河北： 发布高温红色
预警

29日早晨七八点钟， 气温已
升高至30℃，中午时分，在明晃晃
的阳光照耀下， 气温直逼40℃
———今年夏天， 河北省的高温热
浪来得格外早且凶猛， 全省中南
部持续多日进入“高烧”模式。

午后的石家庄街道上行人
寥寥， 出行的人们几乎都全副
武装 ：头戴遮阳帽 、墨镜 ，手臂
也裹上轻薄衣物阻挡强烈阳光
的炙烤。

28日16时， 河北省气象台
发布了全省今年首个高温最高
等级———红色预警信号， 这比
2013年提前了一个多月。

5月“烧烤”是否正常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华北
地区在5月份出现40℃以上高温
是非常罕见的。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尹
晓慧说：“统计来看的话， 北京地
区5月中旬也曾经出现这种高温
天气 ，像1968年，在5月中旬出现
了38.3（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但5
月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确实会
比6月下旬、7月份要少。”

据尹晓慧介绍， 北京地区此
次高温天气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近期的基础温度比较高，
28日 、29日两天来都是受暖气团
的控制，基础温度比较高；二是因
为近期华北地区天气晴朗， 太阳
辐射升温的作用比较强； 三是近
期天气比较干燥，不能形成云，有
利于太阳的辐射增温。

不过，气象专家预计，高温天
气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未来一
段时间，伴随着冷空气到来，北京
市气温还将出现波动。 据北京市
气象局预计， 高温天气过程或将
于31日结束。

高温下如何防暑

29日，北京市疾控中心为在高
温环境下避免中暑支招。

北京市疾控中心建议：人们在高
温天气下应减轻劳动或运动强度。根
据高温天气调整作息时间，避开一天
中气温最高时间段进行户外工作或
者运动； 多喝水但口渴后不宜狂饮，
应适当补充些淡盐（糖）水。要采取必
要的防晒措施。需要外出尽量戴太阳
镜、遮阳帽或使用遮阳伞。

此外 ，要保持充足睡眠 。睡眠
时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
电风扇下，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
风；忌受热后“快速冷却”。

北京市疾控中心还提出，居民
家里可适当准备一些防暑药品，如
藿香正气、十滴水、仁丹等。一旦周
围有人发生中暑症状，应当立即将
病人移到阴凉处 ， 并保持周围通
风 ；解开衣扣 ，用各种方法帮助身
体散热 ；帮助服用解暑药物 ，并按
压人中 、 虎口等穴位帮助恢复意
识 ，如果症状没有减轻 ，应立即拨
打救助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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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热！进入本
周以来 ，华
北部分地区
出现了 5月
份罕见的高
温 天 气 。29
日 ，40℃ 以
上的高温天
气横扫了北
京、 天津以
及河北的石
家庄、保定、
衡水、 邢台
和邯郸部分
地区， 一些
地方甚至创
下了有记录
以来历史同
期最高气温
记录。

谁来守护美好童年
———探访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法规落实情况

虚设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王亮

想健身找站点
在湘潭市雨湖区， 有这么一支太

极拳队伍， 他们18年如一日， 锻炼身
体，愉悦精神；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传
播文化，默默奉献。他们就是白石健身
辅导站的太极拳队。

1996年，太极拳爱好者唐翠芬带着
自己的几个学生在白石广场成立了太
极拳健身队———白石健身辅导站的前
身。18年间，唐翠芬教出了一个又一个学
生，跟队学习、参加活动的超过万人次。

想健身，找站点。在湘潭，像白石
健身辅导站这样的站点遍布全市。如
果说湘潭市的全民健身运动是一张脉
络图， 那么健身站点便是脉络图上的
一个个结点， 将全民健身的理念传递
到千家万户。

湘潭市体育局副局长郭克栋介绍，
湘潭市目前有健身辅导站140余个，遍
布湘潭各个街道社区。“体育局为站点提
供培训和一定的经费，站点则组织、引导
市民进行各种项目的健身活动。别看这
些站点小，不起眼，却是湘潭市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的先锋军，大大提升了湘潭市
民的健身意识和幸福指数。”

创建示范城市
以健身辅导站为基础， 单项体育

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相互融合，形成
了湘潭市庞大的全民健身服务网络体
系， 让全民健身活动渗透到湘潭市的
每一个角落。

目前， 湘潭市除了140余个健身辅
导站外， 还有市级单项体育协会26个，
社会体育指导员达3620名。 以白石健
身辅导站为例， 他们今年实施开展全
民健身 “七进” 活动， 即全民健身进
社区、 进乡村、 进机关、 进军营、 进
企业、 进学校、 进家庭， 指导开展以
太极拳为主的各类体育活动。

陈舒是湘潭市岳塘区中洲街道运
河社区主任， 在他们社区拥有多个健

身辅导站。“2008年建立首个健身辅导
站后，社区居民打麻将的越来越少了，
去广场蹦一蹦，跳一跳，成为社区居民
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

以健身站点和社区为网络布局 ，
湘潭市配套了完善的硬件和软件建
设。目前，湘潭市建有1500余处各类体
育场地设施， 每年举办的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超过150次。

湘潭市体育局局长唐文静表示 ，
“全民健身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
民心工程。今年4月，市委、市政府下发
《湘潭市创建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实施
方案》的通知，要求积极建设公共体育
设施和健身服务网点， 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 提升城市公共体育服务水
平和市民生活品质。”

据介绍，未来两年，湘潭市将积极
建设和完善公共体育设施 ， 实现县
（市、区）、乡镇、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全
覆盖，力争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1.6
平方米。 每年开展一定规模全民健身
赛事活动200次以上， 到2015年年底，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将提升
到40%以上。

以健身辅导站为网点， 湘潭市深入街道社区， 引领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
提升市民的健身意识和幸福指数———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王亮）5月30日、6月
1日，湖南柏宁队将迎来连续两个主场比赛，分
别对阵黑龙江丰绅队和前男篮主力中锋巴特
尔领衔的陕西信达队。 本报也继续为球迷送
“福利”，两场比赛均免费提供50张门票。

巴特尔当年与王治郅、 姚明并称中国三
大中锋，被誉为“移动长城”。他也曾效力于掘
金、马刺等NBA球队，并在2003年随马刺队获
得NBA总冠军。虽然今年已经39岁，巴特尔依
然在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对湖南球迷来说，
6月1日的比赛， 是一次难得的现场欣赏巴特
尔风采的机会。

除巴特尔这个看点外， 柏宁队能否借主
场之利扭转颓势也备受关注。 柏宁队本赛季
表现低迷，目前战绩仅为1胜5负，唯一的胜场
便是在主场。

5月30日和6月1日的比赛本报继续与柏
宁俱乐部合作，为球迷各送出50张门票。想要
获得球票的朋友可以关注@湖南日报、 湖南
日报微信公众号 （hnrb-news）， 通过转发微
博、回复信息的方式获得球票，每个账号限一
张，先到先得。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28日电 澳大利
亚队当地时间28日18时左右抵达巴西南部城
市库里蒂巴， 成为今年世界杯参赛球队中第
一支抵达巴西的外国球队。

他们将在库里蒂巴再转乘巴西国内航班
飞往本次大赛期间的大本营———维多利亚。

澳大利亚队一行被与其他乘客隔离开来，
直接进入一间特别接待大厅办理入境手续，他
们预计当晚21时抵达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澳大利亚队到巴西后的首场训练定于当
地时间29日上午11时。此外，在世界杯首场比
赛前，澳大利亚队还将进行两场热身赛，分别
是6月2日与巴西帕拉纳竞技队和6月6日在巴
西萨尔瓦多迎战克罗地亚队。 本次世界杯与
澳大利亚队同分在B组的是卫冕冠军西班牙
队、上届亚军荷兰队以及智利队。

作为当今NBA第一人， 詹姆斯被公认为最难防守的
球员之一。他在NBA常规赛场均贡献27.6分，季后赛更是
高达28.1分。但没想到，在与步行者队第5回合较量中，“小
皇帝”只得到区区7分，创下个人季后赛得分最低纪录。

谁成功限制了詹姆斯？是步行者队防守球员 ，还是
裁判？

比赛首节，他便被裁判吹了2次犯规，几乎没有发挥
自己的作用。第二节和第三节 ，他又分别被判1次和2次
犯规。统计下来，在詹姆斯被判罚5次犯规时 ，只亮相了
14分钟。

在詹姆斯5犯下场之前，热火队还领先对手8分。在他
下场之后， 步行者队抓住战机。 等到第四节詹姆斯回归
时，热火队已经以62比69落后7分。身披5次犯规的詹姆斯
重新亮相后始终畏手畏脚，并错失了最后一投，只能眼睁
睁看着球队以3分惜败。

亮相24分钟，便得到5次犯规，这个数据有些离谱。回
顾詹姆斯的5次犯规，有3次值得商榷。但没有办法，谁让
这是对方的主场呢？

在上场时间支离破碎的情况下， 詹姆斯的比赛节奏
完全被打乱，最终出现10投2中的离谱命中率。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很多记者故意引导詹姆斯讨
论裁判，但他始终巧妙回避。“我过早拿到了几个犯规，这
肯定不是我习惯的东西，但是我的队友们坚持战斗，我们
仍有赢球机会。”詹姆斯下定决心，要在第6场上演“绝地
反击”。但愿到时候，裁判不会再如此“照顾”詹姆斯。

湖南柏宁迎来两个主场比赛

长沙六一看巴特尔
本报继续送“福利”

澳大利亚队抵达巴西

图为白石健身辅导站在社会活动中进行太极拳表演。
通讯员供图

为首支抵达的世界杯外国参赛队

谁能防死 “小皇帝” 詹姆斯？ 5月29
日进行的NBA东部决赛第5场比赛中， 詹
姆斯全场被吹5次犯规 ， 只亮相24分钟
获得7分， 热火队也以90比93不敌步行
者队———

裁判“终结”小皇帝？
本报记者 王亮

华北部分地区进入“烧烤模式”

体育惠民生
健身在身边

小站点，大民生

5月29日午间， 天津市南京路用温度计测得的气温接近40℃。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