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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学校运动场所在非上课时间向社会开

放，解决群众运动场所不足的难题，是各地
要求或鼓励的做法。近年，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如飞山小
学硬件设施就建设得很漂亮，操场、跑道、
篮球场、乒乓球桌等等体育设施完备，是周
边群众一个很好的锻炼去处。 可是该校总
是让门卫阻止别人进去，尤其是喜欢运动的
小孩。如果是所有人都不准进，或实行登记
制也好，可有的人也并非老师和住户，又让
进了， 不晓得飞山小学是怎样管理这方面
的。其实，靖州人民运动的场所是非常有限
的，其他不少学校的操场已开放让老百姓健
身锻炼， 飞山小学又何必做得那么小气，毕
竟让这样的公共资源与群众共享也是为社
会服务，提升了它的价值，何乐而不为？

易平

记者调查：
近日，飞山小学解释说，飞山小学的运

动场所并不是禁止向社会开放。但是，由于
校园极为狭窄， 学生较多， 校内住户也不
少，校门口坡陡路滑，管理难度较大。同时，
外来人员入校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到学校
锻炼的群众绝大多数能够尊重门卫， 服从

管理， 遵守社会公德和学校规章制度。但
是，确实有些同志，尤其是年轻人有故意破
坏公共设施，随意乱丢乱扔，讲话不文明的
行为， 多次与学校管理人员发生争执甚至
冲突。所以，学校对开放运动场所之事比较
慎重。为此，给一些喜欢锻炼的群众带来不
便和不快，深表歉意。经研究，学校将明确开
放运动场所的相关制度，在醒目处张贴具体
规定:开放时间：双休日及节假日：7∶00至
20∶00� ，周一至周五：17∶30至20∶00，塑
胶场地严禁骑车、遛宠物或用锐器踩踏，所
有车辆（含自行车）不得进入校内等等。敬
请大家共同遵守，努力营造安全、舒适、文
明、健康的校园环境。

飞山小学积极回应民众呼声的举动无
疑是值得称道的，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
也确实能方便大众锻炼身体， 让学校体育
施发挥更大用处， 但此事并不是一件说做
就能做好的事情。 不少学校教学和体育设
施分不开，学生安全谁来保障、锻炼人员出
意外谁担责、 学校体育设施维护成本如何
消化？ 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都让中小学
校开放体育设施工作顾虑重重， 许多尴尬
问题待解，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将
这件好事办好。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随着手机游戏的火爆， 许多成年人都开
始沉迷其中，更不要说爱玩的孩子们了。面对
许多家长的质问，在学生放暑假之时，7月4日，
“王者荣耀”限制令上线，但12岁以下小孩一天
一小时的限制令依然不能令家长们放心，还有
其他大量的手游来填满学生的暑假时光。面对
这疯狂的手游，不少家长们忧心如焚。

各类手机游戏众多
近来， 网上有关家长对手机游戏影响孩

子的帖子和投诉越来越多。 记者就此询问了
居住的小区里几个十来岁的小朋友现在都在
玩些什么游戏， 说起手机游戏孩子们真是如
数家珍，什么“王者荣耀”“穿越火线”“我的世
界”“拉风漫画”等。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一个网站公布的前十名的手游排行，有“王者
荣耀”“穿越火攻”“部落冲突”“生死阻击”等
等。更多的手游还在网络上打广告，以送礼物
吸引着孩子们去体验。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上小学的女儿老是问自己一些历史
人物，虞姬是谁？张良、狄仁杰又是谁？原来女
儿是在玩一个叫做“王者荣耀”的游戏，这些
都是这款游戏里面的人物。 看着女儿对这个
游戏越来越迷恋， 他们暑假里只好每天上班

前把手机和平板电脑藏起来。
六年级的小赵同学说自己最喜欢玩的就

是“王者荣耀”，组团攻城，灭了对手，还有各
式各样的人物， 每次都可以用不同的人物来
玩，好爽。“穿越火线”也很好玩，到处杀敌人，
考验的就是眼疾手快。

五年级的小陈同学也告诉记者， 不玩手
游， 和同学就没什么共同话题， 大家都在玩
“王者荣耀”，你居然不知道，多丢脸，现在班
上几乎没有同学不玩“王者荣耀”的。

一些漫画APP也是女孩子喜欢玩的游
戏，每天上线签到，分享自己的手机绘画作品
集赞，时刻关注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升级到“大
触”，让自己有更多的人关注点赞。俨然一个
小圈子，满足了孩子的虚荣心。

手游危害不可小视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年1月

23日发布的第三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我国18岁
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已达1.7亿人， 约占全体网
民的23.4%。

“王者荣耀”小朋友痴迷的不少，前段时
间杭州一小学生痴迷于“王者荣耀”，被父亲
批评几句后，赌气从四楼跳下摔成重伤。

还经常有孩子玩游戏看游戏直播打赏，
花几千上万块父母的血汗钱。 小刘同学告诉
记者，“王者荣耀”里面一个稀有一点的“皮肤”
就是几十块上百块钱，但有的同学买起来眼都
不眨。还有同学还喜欢看“王者荣耀”的游戏直
播，有时候看到一个打赏就有500多块钱。

沉迷手游的学生越来越多， 而且学生的
自制力很差，很容易对网络游戏上瘾。既耗费
时间，又分散注意力。户外活动少了，身体素
质差了，不仅眼睛超负荷运转，危害视力；也
使得脊椎变形，思维迟钝。同时，游戏买“皮
肤”、装备等，给孩子家长带来了经济负担。

面对网上一片质疑声， 腾讯公司于7月4
日起，以“王者荣耀”为试点，推出对未成年人

每天游戏登录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化
实名认证体系防青少年沉迷手游：12周岁以
下未成年人，每天限玩游戏１小时，并计划推
出晚上9时以后禁止登录功能；12周岁的每天
限玩游戏2小时，超出时间的玩家将被游戏强
制下线。

三管齐下才能起作用
其实早在2007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

发布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
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规定通过游戏收
益的控制来引导玩家自我节制。 其具体规则
为：3小时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游戏时间，累
计超过5小时即为“不健康”游戏时间，玩家的
收益降为零。

然而面对愈来愈火爆的手游， 很多家长
认为3小时游戏时间对于未成年人还是太长，
看看现在“手游”的活跃度，这样的收益限制
并没有真的起到作用。还有的家长们担心，无
论什么打打杀杀的游戏青少年都可以轻松注
册登录， 家长们责怪手游公司追逐利益没有
担当社会责任。很多家长希望手游能分级，让
孩子们不能玩不适合他们的游戏。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手游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记者从网上查
询得知，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对
于网络游戏都实行年龄限制和严格分级。

长沙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龚
勋认为：青少年长期沉溺于网游，不仅荒废学
业而且不利于身心健康， 青少年在网游的虚
拟世界里获得快乐与满足， 不必承担现实生
活中的压力和责任， 他们慢慢地就会变得自
我、封闭、极端、逃避，长此以往便产生恶性循
环，更加不适应社会，也就更加与社会隔离，
人格、情感、思维都不会获得健康成长。尤其
是沉溺于暴力网游的青少年，他们情感淡漠，
很容易产生角色混乱，甚至漠视生命。游戏分
级和时长限制等防范措施都只是一部分，社
会、游戏公司、家长三管齐下，才能收到效果。

编辑同志：
长沙市岳麓区福元路大桥西行 1000

米处 ，阳光丽城西南角 ，每天白天一卡
车一卡车的垃圾往那儿倒 ，坐在车上路
过都能闻见阵阵臭味 。 这里原是个 大
坑 ，但各种垃圾已将其逐步填充 ，晚上
的时候则又变身为 “垃圾焚烧厂 ”，各种
塑料 、建材 、生活垃圾 ，混合一起焚烧 ，
火光冲天 ，乌烟瘴气 。而距此一墙之隔
就是中海国际社区一期， 人口比较密集 ，
且不远处就是中海国际博才小学 。该处
已连续多月焚烧垃圾 ，省城市区内出现
这种情况让人无法理解 。阳光丽城多次
投诉至该区城管 ，且与城管一起多次去
现场解决问题 ，但依然有人在此倾倒焚
烧垃圾 ，现在甚至发展到白天都开始烧
垃圾了 。

一读者

记者调查：
长沙市岳麓区环保局回复称， 经现场

调查核实， 长沙岳麓区福元路大桥西行
1000米处，阳光丽城一期及二期的北边及
西北角， 该处是属于观沙岭村集体土地的
待拆迁区域，部分村民已搬迁，目前有少部
分村民和租户生活在此。 现场确有焚烧生
活垃圾的痕迹， 观沙岭街道已组织城管执
法中队、城管办、环保办对观沙岭村阳光丽
城西北角待拆迁区域的村民逐一上门劝
导，要求他们将所有生活垃圾入池，不得进
行焚烧处理， 一旦发现有现场焚烧垃圾行
为，将依法从严查处。同时责成观沙岭村及
时清运生活垃圾， 并将焚烧生活垃圾的痕
迹进行黄土掩埋。观沙岭街道每天安排8名
工作人员分白天和晚上两班24小时对该区
域进行值班监控， 一旦发现焚烧垃圾的行
为立即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郴州市民，原来一直在郴州

工作生活，退休后去北京带孙女，偶尔回
郴州小住一下。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北
京， 我郴州的家就没有交有线电视费了。
这次回郴州小住，有线电视因为没有交费
停了信号，这我能够理解。但仅存的几个
免费台却没有一个有清晰的信号。我住几
天就要回北京，再去交一年的费用也没有
必要。

郴州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了很多的
工作，城市干净漂亮了，人的素质高了，社会

治安好了，交通秩序规范了。这些都使我作
为郴州人而自豪。但是因为短暂小住，看不
好电视，却感到遗憾。公交车、公园都对老年
人免费，难道郴州的有线电视对没有交费的
家庭就连新闻都不让你看了吗？这与文明城
市的创建有点不合拍。现在中央一台完全不
能看，郴州电视台的节目模模糊糊。盼望有
关部门过问此事，让原来规定的几个免费台
能正常播放。让我们这些“候鸟”居民可以看
看新闻，了解一下国家的大事和家乡的发展
情况。

候民

� � � �·南县渣土车霸道行驶
沅江至南县的省道204线近60公里处，以

及南县县城的主干道，现在都被益南高速公路
项目部的渣土车“占领”，这些渣土车没有采取
任何封闭遮挡措施，一路抛撒沙石泥土，一路尘
土飞扬，污染环境，严重影响过往车辆、行人安
全。公路沿线居民苦不堪言，整天只能关着门，
衣服、粮食等等根本不敢到外面晾晒。希望有关
部门管一管这些霸道的渣土车。 肖先生

·流峰镇拖欠工程款
2016年， 我经朋友介绍到桂阳县流峰镇

接了一个镇政府定价的旧城改造的小工程。
工程造价低时间短，当初约定工程完工就支付
工程款。工程完工结算110万元，当时只付款20
万元。然而至今已过去2年，我每次去镇政府要
余款，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推脱。目前材料款和农
民工工资逼得我无路可走，20多个农民工为工
资闹到人社局，人社局让农民工找我，农民工来
到我租住的房子，看到我每天靠借钱吃饭也没
过分为难，可自己心里也非常难受。镇政府这么
不讲信誉，我们该怎么办？ 张辉

·干椒粉尘污染严重
醴陵市太一综合市场一楼的朋友干椒大

蒜批发部、 邓记干椒大蒜批发部， 自2005年
起，从事干辣椒粉的加工，生产时排放大量辣
椒粉粉尘，对楼后（相隔仅5米）的居民日常生
活和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白天完全不能
开窗，连空调都不能开，否则会受空气中辣椒
粉尘的强烈刺激， 引起长时间的咳嗽、 喷嚏
等。居民多次与商家交涉未果，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妥善处理。 一读者

·小区旁火车鸣笛噪声大
我是东安县龙溪花园小区的居民， 小区

旁边有一条货运火车铁轨，白天夜晚都有多趟
货运火车经过，火车每次经过都长鸣笛，非常刺
耳，严重影响这一带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讯科技
如此发达的今天，火车一定要长鸣笛吗，不能通
过别的方式发出信号吗？ 何礼丽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河南游客 ，7月10号从凤凰古

城返回张家界途中，旅行团车停在张家界苗
王食府吃团队餐。看到餐厅出口处有卖药材
的，我们便去看看。

有个带着0209的旅游团牌子的中年男
士问店家有没有野生三七。店家从地上拿来
一玻璃瓶，说装的是小的野生三七，瓶上标
价12元。中年男子与对方讨价还价，卖家还
夸他懂行情，答应了5块钱卖他。我们见状也
动心了， 每人都要了些。 我以为是5块钱一
两，把剩下的全要了。店家答应可以免费磨
粉，中年男子说磨完粉再称重，防止卖家有
猫腻，我们答应了。结果磨完粉发现我的有
1370克，每克5元，总价6750元，我懵了。想不
要或少要点， 但对方说已经磨粉了不能退
了。我根本没那么多钱，最后只好用信用卡
透支付了款。 我朋友称完也要2000多元。上
车后，导游说不会是假的，因为当地有规定

不能卖假货，我们半信半疑。
回家的火车上 ，我们上网搜索 ，看到

不少有关张家界野生三七的骗局 ，竟然和
我们经历的完全相似 。近万元钱就这样被
骗了 ，我们很难受 ，钱能要回来吗 ？请帮帮
我们 。

小宋
记者调查：

小宋将此经历在《投诉直通车》网上进
行了投诉，此事网上刊登后，张家界有关部
门及时介入处理。7月13日，商家已退回投诉
人全部货款总计9100元，投诉人也把商家的
三七粉按商家发的地址全部寄回。投诉人告
诉记者，感谢党报舆论监督，感谢有关部门
对此事的重视， 这么快就把事情解决了。同
时希望有关部门能真正彻底查处野生三七
宰客的类似骗局，别让此类丑恶现象败坏湖
南的旅游形象。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读者话题 手机游戏火爆
家长忧心忡忡 学校开放运动场所

问题待解

编辑同志：
今年春耕季节， 我父亲从湘阴县城的

一家化肥批发店购进一批化肥， 不停地夸
奖说这批化肥含量高 ，价格实惠 。我看见
这包装上写的化肥含量确实蛮高 （含氮
18%、磷18%、含钾18%），总含量54%，而价
格挺便宜的，52元一包。54%的复合肥咋会
这般便宜？ 难道商家真心搞让利大促销？
带着种种疑虑 ， 我查了一下此品牌的化
肥。这一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这款名为
湖北施沃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鑫
方圆牌硫磷三铵的化肥，竟然已经被河南
某媒体曝光为不合格产品，连产品标识都
不符合国家标准。如今却仍然被湘阴县城
一化肥商家大肆售卖用于水稻作物，这不
是明显地置农民利益于不顾 ， 大肆售假
吗 ？执法部门为何不严厉查处 ？到时农民
稻田大面积减产，责任谁负？

小吴

记者调查：
小吴投诉后， 有关部门在“投诉直通

车”网上回复说，湘阴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派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调查核
实，检查中发现，湖北施沃特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鑫方圆”硫磷三铵
产品包装上注明：N-P2O5-K.S:18-18-18
氨基酸≧12%黄腐酸钾≧10%， 产品执行
标准：Q/SWT01-2014。 该局向湖北施沃
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送《协查函》，
请该公司配合调查。 该公司法人代表携带
该公司产品企业标准来湘阴县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协查。经查，该公司硫磷
三铵企业标准：Q/SWT01-2016中标注黄
腐酸钾指标为≧18%， 产品包装上标注含
量与标准不符，不符合GB18382-2001《肥
料标识内容和要求》的规定。湘阴县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责令该公司进行
整改，并处以罚款1万元的处罚。

遗憾的是回复中对农民最关心的化肥
质量问题，农民权益是否受损、产品是否要
召回没有提及。7月中旬， 记者致电湘阴县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队负责
人，对方解释说，该产品只是标识不合格，
化肥本身肥力没问题，农民可以放心使用。
群众呼吁执法部门加大农资市场督查力
度，在处罚不法厂商的同时，还要对农民做
好宣传安抚工作，确保农民权益不受损失。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不达标化肥流入市场为何不召回

编辑同志：
2016年， 桑植县对县城主干道文明路

实施提质改造，路面、标线等主体工程均已
在当年年底完工， 可项目剩余的路灯安装
工程却严重滞后，从2016年底至今已经7个
多月了， 路灯一直还未安装好。 按正常工
期，路灯的管线预埋及安装只需要2个月左
右，为何要拖这么久呢？

文明路是县城主干道路， 晚上车辆行
人很多，长时间没有路灯，经常发生车辆刮
擦，车辆碰撞行人事件，司乘人员和行人都
怨声载道。 文明路的路灯还有多久才能够
亮起来？

一读者

记者调查：
针对读者的意见， 桑植县住建局回复

称， 桑植县文明路提质改造项目是县里
2016年度的重点工程，项目道路全长1680
米，支路共6条，总长3127.263米。道路配套
基础设施内容包括给水、排水工程、路灯照
明工程、弱电管线工程、绿化工程等，合同

工期4个月。当年10月21日全面开工建设，
12月31日完成主道正式通车。 路灯照明工
程滞后的情况说明如下： 路灯样式的原设
计方案为“单杆双臂”式，为了提升城市品
质、突显民族特色，县委县政府建议将路灯
改为“风花雪月”式路灯。今年3月20日安装
了6盏实验灯，经过反复测试，3月29日正式
确定文明路路段采用“风花雪月”式路灯。4
月13日， 县城投公司将变更后的设计方案
提供给县财政评审中心询价， 县财政评审
中心认为设计仍需修改并由项目设计单位
湘潭市建筑设计院出具设计图纸。6月11
日， 路灯设计变更方案经县里签字认可，7
月3日，县里审定路灯价格。现施工单位已
联系好生产厂家正在进行生产，预计8月将
进行安装。

记者认为，主道通车后3个月才提出要
更改路灯设计方案， 又经过4个月的走程
序，路灯最后才定下来，为什么这样的工作
不能早点做呢？ 而且一个路灯的更改程序
走了4个月，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桑植县城主干道通车半年多无路灯

省会城区竟然有人焚烧垃圾

微言微语 呼吁建议

8月2日，石门县蒙泉镇
夏家巷社区，民警正在网吧
通过登录网管电脑核查上
网人员身份信息，严禁网吧
向未成年人开放。 暑假期
间，该镇组织司法所、派出
所、综治办等相关职能部门
人员进村入户，依法加强辖
区网吧的监管整治力度，营
造有利于中小学生健康成
长的社会氛围。

杨华红 摄

石门严查网吧
接纳未成年人上网

旅游当心野生三七骗局

“候鸟”居民盼望看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