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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本报报道了患有杜氏
肌营养不良症的 9 岁男童晨晨求学的
新闻，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昨天
是中小学开学第一天，记者来到常州
经开区潞城小学看到，和同学一样坐
板凳上课的晨晨很适应校园生活，1
个小时的开学典礼也独立坚持了下
来。

昨天一早，晨晨就醒了。6 点 20
分左右，匆匆喝完半碗粥，吃了一个
蛋，晨晨就和妈妈黄仁素背着书包一
起下楼。漂亮的蓝色书包是一位志愿
者的女儿听说他要上学，特意用积攒
的零花钱买了送给他的，晨晨很喜欢。

本来答应送母子上学的志愿者临
时有急事来不了，黄仁素只能骑电动
车送儿子上学。从劳动新村到潞城小
学，11 公里，她小心翼翼地骑了 1 个
多小时。“他坐在后面不太稳，一路上，
我就怕他睡着了掉下来”。所幸平安
无事，7 点半左右，母子俩到达校门
口。正值上学高峰，人山人海，原本昏
昏欲睡的晨晨顿时精神起来，眼前的
一切让他既新鲜又陌生。

晨晨分在一年级（1）班，最南边
的教学楼一楼，离厕所很近。班主任
陈老师和副班主任早早就把每个孩子
的名牌放在了课桌上，晨晨很快就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后，他开始通过

名牌熟悉同桌和同学⋯⋯
晨晨的位置在最后一排，老师给黄

仁素留了桌椅，但她宁愿站在教室外面，
远远地看着儿子。“我坐在他旁边，他肯
定会分心”。黄仁素也想看看，晨晨上课
能否坐得住，能否遵守课堂纪律。早读
课后，上午的第一堂课正式开始（如图）。

也许是起得早，有些累，第一堂课
上，晨晨打了不少哈欠，也趴在课桌上好
几次。黄仁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期间
忍不住跑进教室帮他按摩解乏。虽然认
识才一天，晨晨的同学都很关心他：黄佳
雪在学习上热心地帮助晨晨；只要晨晨
到教室外活动，同桌陈天祥都会小心翼
翼地在一旁扶着，生怕他摔跤⋯⋯男厕
所里放着一个残疾人坐便器，那是一加
爱心社支援给黄仁素的。同时，她还从
家里带来了一张轮椅，“学生们上体育
课，我也想推他去操场上散散心”。

第一堂课后，在操场举行了约 1 小
时的开学典礼，晨晨和同学们一起站在
操场上，全程参加了典礼。从操场返回
教室时，黄仁素和晨晨、陈天祥并肩而
行，母子俩的脸上满是笑容。

晨晨有学上了，黄仁素的担心却远远
没有停止，她说：“公园壹号业主们知道了
晨晨的事后，不少热心人，包括社区民警
都在帮我找出租屋。但他们找到的最便
宜的每月也要1300元左右，我实在有些

负担不起。如果合租，我又担心安全和影
响孩子作息。我们现在靠朋友接济，每个
月的开销1200元左右，其中包括了药费
和给孩子的营养菜钱。若要拿出1000元
来租房，就得省掉孩子的营养菜钱，我不
忍心。”如果不住到潞城，上放学晨晨的安

全就成了这个母亲最担心的事。
不管怎么说，孩子有书读、有学上，

黄仁素已经很满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作为一（1）班的编外成员，她会陪伴
在晨晨身边，母子携手同行。

童华岗 文/摄

《为了一位DMD病童的入学梦⋯⋯》续

开学第一天，晨晨很适应 公交车上，年轻人主动为老年
乘客让座，受助者连声道谢；公交车
上，乘客突发疾病，司机载着全体乘
客驶入医院；公交车上，司机捡到乘
客遗落物品，辗转完璧归赵⋯⋯在
常州，公交文明随处可见，这些发生
在车厢里的小事，每一件都折射出
城市的文明程度，但个别人的不文
明行为依然存在。8 月 30 日，一位
老人在 B21 路公交车上的所作所
为，实在让人汗颜。

当天清晨6点20分左右，B21路
公交车由西向东停靠瞿秋白纪念馆
站，上来一位身穿灰色短袖的老年男
乘客。上车后，他坐在了司机后面的
第二个位置。不知是不是身体原因，
入座后，他就开始吐痰，身边乘客都
能清晰地听到浓痰落地的声音，司机
陈师傅听到老人的吐痰声后，当即按
响广播，播放提醒乘客注意社会公德
的话语。但老人置若罔闻，吐得更带
劲了。公交车从人民公园站驶出后
遇到红灯，陈师傅走下驾驶位上前提
醒，老人站起来说：“我吐痰怎么了，
我花了五毛钱吐个痰怎么了！”陈师
傅劝说无果，还被他推搡了几下。老
人的表现引起了其他乘客的不满，纷
纷指责，但他毫不示弱，一人怒对众

乘客。最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老人
在天宁寺站匆匆下车。

这一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后，引发市
民关注，但“常州人”对老人并未一片骂
声，而是理性教育的声音为主。如网民

“常洪朝”说，真心期待这位老人静心反
思，改掉不良习惯；网民“美华兰”说，陋
习必须改，老年人也不例外。

兰陵街道居民、65 岁的杨维忠认
为，车厢吐痰是显而易见的不文明行
为，老人吐痰或因疾病，或因习惯，但无
论哪种原因，都不能成为不遵守社会公
德的借口，自带手帕、纸巾能有多难？
在公交司机当面指出后，他反而愈演愈
烈，甚至推搡司机，实质是倚老卖老下
不了台罢了。他认为，老人尤其应该为
年轻人做出榜样和示范，而不应成为亵
渎公德、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典型。

随地吐痰是市民最反感的陋习之
一，在公交车厢里吐痰，不仅是个人素
养低下的表现，更是对他人健康不负
责的表现。看到公交司机善意提醒还
动手打人，这种行为不仅应该受到道
德的谴责，还涉嫌触犯法律。

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要遵守基
本的文明准则。如果每个人多一份责
任心和公德心，那么，社会将变得更加
文明、更加和谐。 童华岗

倚老卖老不可取

他把公交车厢当“痰盂”

又到一年退伍季，这两天，我市22名消防官兵离开部队，开始新的征程。离别之际，他们有太多的不舍，让我们感谢他们为龙城
的平安洒下的汗水，祝福他们新的人生一帆风顺。图为外环路消防中队战士王成希深情吻别他的战车。 朱福俊 芮伟芬 文/摄

本报讯 8 月 22 日上午 6 时 45
分，溧阳清安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溧
阳市 241 省道君悦豪庭公交站台处，
一男子抢走一位老人的白色塑料袋后
逃跑，袋内有现金1000元。

接警后，民警立即到场。受害老太
彭某60岁，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
车，靠卖一些烟和饮料为生，她焦急地
说，家里条件不好，每天早晚，她就到附
近的工地做点小生意，白天还要干农

活，被抢走的1000元是她好几个月攒
下来的血汗钱。案发时，一个小伙子突
然来到她身旁，抢了她手上的塑料袋就
跑，她追不上，大喊抓小偷，但路上没
人，那个小伙子很快就跑得没影了。

民警调取案发现场周边大量的
视频监控，发现嫌疑人穿着棕色 T
恤，进了旁边公园的厕所后就再没出
来。民警赶到该公厕，将躲在里面的
男子抓获。

经查，该男子姓余，17 岁，原本在
溧阳打工，后来不想干了，没钱，经常
在外露宿。几天前，他流浪到清溪南
路一处花坛，看到彭老太天天早晚外
出做小生意，钱就装在塑料袋里，想着
自己年轻跑得快，于是临时起意抢
夺。得手后，他先是躲到一棵树下，被
环卫工人发现异常后，又躲进厕所反
锁了门。目前，余某已被刑拘。

（芮伟芬 张亮）

抢走老人血汗钱 躲在厕所避抓捕

本报讯 因为有闯红灯、在机
动车道上骑电动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被民警拦下后，溧阳人谈某等 3
人公然挥拳暴力抗法，带来的直接
后果便是：8 月 29 日，谈某等 3 人均
因阻碍执行职务被刑事拘留，其中
两人是父子。

当天上午8点15分，60岁的谈
某骑电动车至溧阳市西大街平陵中
路路口时，不顾红灯往前闯，还骑行
在机动车道上，险象环生。民警将
其拦下，告知其已经交通违法，让他
到平陵警务工作站接受处罚。谈某
拒不配合，嚷嚷着民警故意为难他，
小题大作，闹到后来，竟用手肘连续
两次撞击民警胸口，撕咬民警手部，

致使民警无名指被咬破。见围观者越
来越多，谈某竟躺在地上，大叫“警察
打人了”。鉴于其行为已涉嫌构成阻
碍执行职务，警方当天将其刑拘。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 3 点半左右，
戴埠人王某骑电动三轮车到溧阳城区
平陵附近时，明明旁边的平陵菜场有
专门的停放位置，他却随意停放在路
边。民警巡逻发现后，因车主不在现
场，遂将该车依法拖移。当天傍晚，王
某和父亲到城区一中队强行索要被拖
离的车辆，拒不接受交通违法处理。
民警再三说服教育，王某不听劝告，仍
无理坚持要求立即发还他的车辆，并
怂恿其父亲殴打当事民警。目前，王
某父子均被刑拘。 （芮伟芬 张亮）

交通违法不服管
拳打民警被拘留

本报讯 因新冶路运河路路口存
在安全隐患，受此影响，公交今天起对
涉及的41路公交作临时调整。

41 路：开往汤庄商贸中心方向行
驶线路保持不变。开往火车站方向，
按原线路行驶至新冶路新昌路路口
后，调整行驶新昌路、新府路至运河路
路口后恢复原线路行驶。临时撤销新
冶路（新昌路—运河路）、运河路（新冶
路—新府路）行驶路段，同步撤销“新
闸西”东行停靠站；调整路段增设“新
闸街道”东行临时停靠站。

线路调整后服务时间、投放车辆
及票制票价均保持不变。（王东 宋婧）

新冶路运河路路口
存在安全隐患

公交41路
临时调整

本报讯 8 月 31 日下午 5 点
40 分左右，天宁区世纪明珠园内，
一青年男子将自己反锁家中，声称
身上浇了汽油，要点火自焚。经耐
心劝说，男子自行下楼后，才发现其
泼在身上的是食用油。

接到警情后，民警、消防等迅速
到场，只见一男子趴在小区某幢二
楼窗户口，手持打火机，不停地打
火，大声嚷嚷着身上泼了汽油，要自

杀。营救人员立即疏散周边居民，拉
出警戒线，并出动水枪以防不测，同时
劝导该男子。男子的一位朋友闻讯也
匆匆赶到，据其称，男子已经 10 多天
没回家了，离家前，拿了父母 1 万多
元，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寻死作活。

在大家的共同劝说下，约20分钟
后，男子放弃僵持，自愿下楼。民警立
即将他控制住，发现他身上泼的竟是
食用油。 （芮伟芬 肖轩）

身上浇菜油 声称要自焚

本报讯 8 月 24 日上午 8 点许，
武进区洛阳镇戴溪村委旁的运河里，
一艘停靠的船舶突发火灾，船上的油
箱里有 200 多升柴油，一旦引燃后果
不堪设想。

阳湖消防中队立即到场。船主夫
妻焦急地称，起火部位为生活船舱，舱
底就是发动机油箱位置，油箱内有
200 多升柴油。消防官兵立即出动水
枪直击火点，30 分钟左右将火扑灭，
随后上船对燃烧部位进行清理，顺利
排除险情。

据船主描述，早上 8 点，他发现
船舱电线线路发生火情，立即和妻子
进行自救，但火蔓延很快，只好报警
求助。 （芮伟芬 肖轩）

舱内有200余升柴油——

电线短路
船只猛烈燃烧

本报讯 “警官，你们快来呀，
这边有两个男的打架，还拿了‘长
枪’。”8月20日下午5点，一女子打
电话向新北区三井派出所求助。民
警火速赶至现场，发现所谓的“长枪”
只是空穴来风，民警对该女子报假警
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原来，两男子是父子，儿子不满
父亲在家中阳台饲养鸽子，使得家
中都是异味，两人关系一直很紧
张。当天下午，父亲买了治疗心脏
病的药，因药味难闻，儿子又误以为

是父亲喂给鸽子吃的食物，与父亲吵
了起来，并大打出手。母亲徐某见状，
立即上前阻止，可父子俩力气太大，徐
某无法将两人完全拉开，手心手背都
是肉，无奈之下，徐某报了假警。

在民警努力调解劝说后，父子两
人都保证今后不再用武力解决问题。
民警教育徐某，报假警属于违法行为，
不仅严重干扰 110 接处警工作，而且
会导致真正需要报警或求助的群众，
因警力资源被占用而无法得到及时帮
助。 （童华岗 周金水 袁梦来）

父子吵架动了手
母亲报假警求助

（上接 A1 版）市级国有文艺院团联
袂推出“精品惠民演出季”，集中展
演“青春版锡剧”《红楼夜审》、滑稽
戏《高楼下的小屋》、中篇弹词《冒官
记》等新创重点剧目和精品节目；来
自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 150 名艺
术家再次带来“常州国际民间艺术
周”；京剧现代戏《青衣》也将来常，
让市民近距离欣赏国粹之美。
（陈荣春 赵文中/文 张海韵/摄）

又讯 昨天，两场以民俗文化
为特色的展览在武进博物馆启动，
分别为客家探秘——福建三明客家
民俗文物展和地道常州味——常州
吆喝非遗特展。

福建三明为海内外宗亲公认的
客家祖地，本次展览共展出 106 件

（套）三明客家民俗文物，包括服饰、

金银器、木雕等实物精品。
而在地道常州味——常州吆喝非

遗特展中，通过3米的大型展板呈现民
俗学者季全保的25幅民俗画，反映常
州的各种吆喝，并展出收藏家袁建民
提供的近百件具有民俗特色的物品，
包括立桶、筷笼、竹马、蓑衣等。

（张军 陈荣春）

“文化100”之9大系列
文 化 遗 产·融 入 生 活 、文 华 展

演·好戏连台、文艺院团·精品惠民、异
域风情·惊艳龙城、高雅艺术·亲近百
姓、翰墨丹青·品赏风雅、书香常州·幸
福阅读、群文舞台·众星闪耀、城乡联
动·欢乐共享

我市第4届“文化100”开幕

（上接A1版）广东资深玩家肖先生说：
“这一刻我有一种领队的指挥感，特别
在团战优势得分后更带来深深的满足
感，仿佛找到一种集体的荣誉和归
宿。”

实名认证存在缺陷，
虚幻世界充满诱惑

记者了解到，因为家庭关怀缺失、
学校教育不足、同伴文化影响等种种
原因，许多青少年愿意到网游世界寻
求精神寄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
们希望在网游的虚拟世界里获得在现
实工作中难以取得的成就感。

据一些游戏设计师介绍，企业内
部对游戏设计的考评就是靠每日活跃
玩家（DU）等指标，为了达到目的，游
戏就会每天搞整点活动等，刺激玩家
提高在线时长。

近日，一家热门游戏公司推出游
戏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登录时
长。但通过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未
成年人依然可以“畅游”该游戏。以游
客身份登录，虽然系统默认为未成年
人，限制玩1小时，但仍然可以凭游客
身份充值买游戏装备。

今年 3 月，武汉的邹女士发现，自

己和丈夫辛苦工作 6 年多存下的 12 万
多元存款，有近一半不见踪影，一查才发
现是10岁的儿子用来充值网游。

邹女士说，孩子是用他爸爸的身份
证号注册的账号，网游后台没有去核查
申请人和玩家是否为同一人，实名制根
本落不到实处。

不少成年玩家在现实中消极厌世，
却在游戏里找到成就感。老张每天都会
在微信圈里查看自己的战绩排行榜，最
近一段时间，他一直保持着微信排行榜
的前三位，这是让他最开心的事。只要
看着微信游戏排行榜上，自己的名次远
远超过那些他内心里看不上、但在单位
只能笑脸相迎的同事们的时候，老张内
心的狂喜无法言表。

沉迷网游除了可能影响学业、造成
财产损失，一些充斥血腥、杀戮的网游，
还让一些玩家的潜意识里有了以暴力手
段解决问题的选项。

今年 6 月，武汉一所高校宿舍发生
砍人事件，从曝光的现场照片来看，画面
非常血腥。据知情同学反映，因为玩网
游发生争执，其中一名同学持刀砍伤了

另外一名同学。
记者从辽宁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了解

到，目前该所少年犯中 70％以上为抢劫
犯罪，其中 80％直接或间接与网游相
关。其他类型犯罪中，也存在模仿网游、
实施暴力犯罪及杀人等情况。

各方携手防沉溺，抢
回被网游挤压时间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沉迷网游给我

们当前的家庭教育敲响了警钟。”武汉市
教科院德育研究室主任王一凡说，现在
许多家长不能鉴别，甚至忽视网游对孩
子的危害，有的从小就把 iPad 当作孩子
的“电子保姆”，还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一
起玩。

王一凡说，戒除沉迷网游最关键的
是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多培养孩子现实
中的兴趣爱好，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与沟
通，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应该进行管控
和限制。

另一方面，作为游戏运营企业应提
高企业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实名认
证。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平台对涉及色情

暴力的游戏及时举报。同时，网络平台
还应大力推荐、宣传积极向上并有益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绿色游戏。

“扬清是激浊最有效的手段，当前亟
待扶持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绿
色游戏。”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
院长曹三省说，青少年受到吸引，说明网
游有强大的吸引力，文化需求的出口还不
够。为此，应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把绿
色游戏当成产业来做，并对整个行业进行
引导，推动更多的企业越来越绿色。

此外，专家学者还建议相关主管部
门应尽快开展网游分级工作，完善相关
的网络管理制度，如“网络身份”验证制
度、网络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网吧分
类管理制度、游戏网站规范管理制度等。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邵志清表示，要抓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和系统，关口前移做好游戏监管工作。
同时，要用运动锻炼、兴趣爱好、绿色游
戏等来占据青少年的闲暇时光，有效促
进身心健康。

据新华社武汉8月30日电 记者 廖
君 王莹 郑天虹 仇逸

五六亿人每天玩掉数小时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