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学生网吧里“泡暑假”
无视规定接纳未成年人，有的网吧针对学生搞优惠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婷婷

暑假咋咋过过

家长发愁

暑假期间，由于许多
家长忙于工作，基本没有
太多的时间陪孩子，如何
让孩子过一个健康而充实
的暑假，让一些家长感觉
有些头疼。

“现在暑假了我又不
能天天看着他，所以孩子
一放假我就头疼。”王女士
说，她的孩子上小学 2年
级，她和丈夫每天都要上
班，让孩子独自在家她不
放心，但又不知道给他安
排什么活动，所以就把孩
子送到其奶奶家，让孩子
和周围邻居家的孩子一起
玩。

而对于假期，孩子长
时间待在网吧过暑假的情
况，家长均表示反对。“去
年孩子几乎天天在网吧里
待着，网吧里的人太杂，抽
烟的、打游戏的人很多，长
期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会
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所
以今年我在孩子放假之前
就开通了家里的网络，让
孩子在家里上网。”在振兴
路做服装生意的李女士告
诉记者。

没居委会，孩子就近上上学成难事
同时，该小区没物业，垃圾成堆，绿化带变成菜园子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贾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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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豆没炒熟

祖孙俩中毒

本报 9 6 7 0 6热线消息
(记者 李婷婷 ) 因为呕
吐和腹泻，9日家住大观园
的党女士与其9岁的孙女
被送到了医院治疗，经检
查，发现两人竟是因为吃
了没有炒熟的青豆而引起
中毒。目前，两人已无大
碍。

据党女士介绍，9日中
午，她去辅导班接孙女放
学时，途经市场买了二斤
青豆。回家后，她按照往常
的方法将青豆切碎清炒后
吃了。饭后两人睡了会午
觉，可醒来后党女士和孙
女则感觉头晕、恶心、腹部
隐痛，起初党女士以为是
天热有些中暑，所以打开
了空调，也没有太在意。可
过了一会症状不但没有缓
解，反而加重了，其孙女还
出现了呕吐和腹泻的症
状。随后，两人被送往医院
治疗，经检查，发现两人之
所以中毒竟是因为吃了没
有炒熟的青豆，目前，两人
已无大碍。

据了解，由于生鲜豆
类蔬菜都含有皂角和植物
凝集素，如果没有煮熟就
食用，有可能发生食物中
毒。而豆类引发的中毒症
状潜伏期一般为 2 至 4 小
时，表现症状为恶心、呕
吐、腹泻、腹痛、头晕、头痛
等，因此只要发现和及时
治疗，一般很快就能恢复。

“垃圾都堆这两个月了
也没人来清理，那味道真是
受不了！”家住化纤小区的张
先生向记者诉苦。记者在现
场看到，垃圾堆足有一米高，
而且已经占用了部分人行
道，垃圾上面都已经生蛆了，
老远就能闻到腐臭的味道，
过往的居民无奈捂住鼻子。

在该小区的绿化带里，
记者并没有看到绿化的植
物，倒是种满了大葱、豆角、
白菜、茄子、玉米等，蔬菜成
了绿化带里的“主角”。在小
区后面一处绿化带记者还看
到，除了蔬菜，瓦片、石头也
堆在里面。

除此之外，在小区内记
者还看到，路灯的顶盖已经
坏了，也没有人修理，张先生

说，小区的路灯好久都没亮
过了，晚上出行很不方便，楼
道的卫生也没有人打扫。

据业主张先生介绍，他
是去年一月入住的，之前小
区内是有物业的，但是小区
内的垃圾半个月才处理一
次，冬天的供暖也不及时，引
起小区居民不满。所以开发
商今年就给小区换了物业公
司，并与物业公司约定好，先
工作一个月，做出点成效给
居民看看，结果一个月之后，
物业公司来收费，小区内100

多住户才交了4 0多户物业
费，物业公司干脆把钱退给
了住户，从此不再管理该小
区。

目前为止，小区内仍没
有物业，更没有门卫值班。

“当时孩子要上高中，
我们想就近读三中东校，
按原来的住处的话理应上
三中西校，但是太远了，结
果就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没
有居委会，附近的光兴里
居委会也不接收我们，所
以当时费了好大的尽才把
孩子上学的事情解决了。”
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目
前小区内的住户户口问题
都没有解决，年龄大点的
人无所谓，但是牵扯到孩
子就近选择学校的问题实
在是让人头疼啊。

记者随后来到光兴里
居委会了解情况，居委会
负责人告诉记者，不是不
愿意接收化纤小区，按理
说这个小区他们居委会可
以管，但是新建小区的开
发商应当给他们一个社区
管理的经费，这个费用没
交，他们也没办法。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
联系了开发商李先生，“居
委会如果能拿出正规的收
费文件，这个费用我们
交。”李先生说，至于物业
这方面，居民不交钱李先

生表示也没办法。
关于居委会接收小区

的收费情况，记者咨询了
市中区物价局，物价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
要看这个居委会有没有收
费资质以及有没有颁发的
收费许可证，按政策规定，
居委会接收管辖范围内的
小区是不应当收取费用的。
但是化纤小区是属于小产
权房，不受法律保护，当初
开发商在这个区域建立小
区时，和居委会不知道是
否有私下的收费协议。

没居委会，居民户口接收成难题

垃圾堆堆俩俩月月没没人人管管

散散发发臭臭味味居居民民难难忍忍

据了解，根据《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
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
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但
采访期间，记者发现一些
网吧为了吸引顾客，还专
门举行了一些适合学生的
优 惠 活动。“趁着学生放
假，我们举行优惠活动。以
前上网2元一小时，现在办
会员卡，预存100元钱，优惠
至就1 . 5元一小时。”一网吧
老板告诉记者。

记者在上述网吧的桌
子上看到了许多纸质的卡
片，每张卡片上都写着不
同的号码。该网吧老板表
示，按照往年的情况，每年
暑假期间网吧的生意相对
较好，因为网吧里空调一
直开着，许多年轻人为了
凉快，都到网吧里来玩。但
许多上网的顾客会忘带身
份证，所以为了留住客人，
他 们 专 门 制 作 了 这 种 卡
片，方便客人上网。“只要
交上押金，在电脑上输入

纸上的号码就能上网，网
费会从押金里面扣除。”网
吧老板说。

当记者询问如果有未
成年人来上网的话，他是
否会检查其身份证时，该
老板称会偶尔看一眼。“现
在生活条件好，许多十几
岁的孩子身高就长到一米
七八，根本看不出来是不
是未成年人，如果禁止未
成年人来上网的话，会流
失一部分客源，所以一般
并不仔细查看身份证。”

不用身份证，交上押金就能上网

9日上午10点左右，记
者在振兴北路一网吧一楼
看了一圈发现，网吧里零零
散散地坐了几名顾客。工作
人员见记者四处张望，便上
前询问，记者谎称自己找
人。工作人员说：“二楼还有
人上网，你上去看看有没
有。”随后，记者沿着楼梯上
了二楼，在网吧二楼西侧的
房间内，记者看到几个学生
模样的青少年正在玩网络
游戏，其中一名男孩还没来
得及取下肩上的书包，便迫
不及待地玩起了网络游戏，

神情十分专注。
记者找了一个座位坐

下，与旁边一名正在玩网络
游戏的学生闲聊起来。经过
一番交谈，记者得知该网游
爱好者名叫贾成(化名)，今
年刚参加完中考，由于今年
暑假没有作业，他本想去外
地旅游，可不知道去什么地
方合适，加上其父母上班工
作忙，根本没时间照顾他。
所以，自从放假以来他几乎
每天上午9点多从家出来，
下午5点多再回去，在网吧
里QQ聊天，玩网络游戏，不

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光

明路、商城等一些网吧，情
况基本大同小异，记者观察
发现，在这些网吧的入口、
吧台、厅内房柱上几乎都贴
着或竖有“禁止未成年人
入内”、“凭有效身份证件
入内”、“严禁未登记或登
记不全”等警示标语。可当
记者询问没带身份证是否
可以上网时，一些网吧的
工作人员表示，只要交上押
金，即使没带身份证也能上
网。

聊聊天天打打游游戏戏，在网吧一玩就是一天
正值暑假，不少学生突然空闲起来，为了消磨时

间，一些未成年人每天待在网吧里打游戏、QQ聊天、

看电影，而有些网吧老板无视规定，接纳未成年人在

网吧内娱乐消遣。

一男孩背包还没取下就忙着玩游戏。

位于解放南路的化纤小区是由原来的

化纤厂改造的，已经入住1 0 0多户居民。但小

区内没有物业和环卫，导致垃圾成堆无人处

理，楼道卫生无人打扫；更麻烦的是，小区没

有居委会，孩子就近上学户口成了大问题。

绿绿化化带带成成了了菜菜园园子子。。 垃垃圾圾成成堆堆没没人人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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