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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主打

低低头头族族患患上上手手机机依依赖赖症症
存在多种安全隐患，长期使用手机对身体危害大

本报讯 21日，记者从长清
区国税局了解到，自2014年9月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新能源汽
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此次的新能
源汽车包括列入《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获得
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包括进口）
的纯电动以及符合条件的插电式

（含增程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
三类新能源汽车。

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购税后，
普通消费者能从中得到多少实实
在在的优惠呢？按照国产车的购
置 税 是 扣 除 增 值 税 后 金 额 的
10%，一辆价格18万元的新能源汽
车为例，该政策施行后，能省
15385元的车购税支出。

（通讯员 房红 段海霞）

本报讯 为保证乘客的人身
安全，制止乘客携带易燃、易爆及
危险品乘车，地处长清大学科技
园区的济南公交五公司六队，在
广大驾驶员中开展了防火、防爆
炸、防治安灾害、防破坏的“四防”
教育培训。

在培训中，车队同济南公交
恒通一分公司部分驾驶员一起收
看了近年来发生在公交车上的爆
炸案例，并由车队安全员做了防
止乘客携带危险品乘车的多种演
示。通过培训，增强了广大驾驶员
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技能，目
前，车队所有驾驶员均佩戴“安全
巡防员”袖标，在运行中及时劝阻
乘客严禁携带危险品乘车，并在
车门处张贴警示标志。

（通讯员 王建）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民办
学校安全管理，避免校园安全事
故发生，18日，文昌街道教育办、
安监办、消防办等相关部门组成
检查小组，对街道辖区内十余所
民办幼儿园的校舍安全问题进行
了检查。

本次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教
室、休息室、活动室等设施是否符
合国家标准；消防通道、应急指示
灯、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安装、运行
是否符合安全规范要求；教师是
否具有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技
能。

针对排查出来的消防通道堵
塞、线路老化、灭火器材不充足、
幼儿餐具消毒不到位等安全隐
患，检查小组明确专人负责，督促
问题幼儿园限期整改到位，不留
死角。 （通讯员 董璐）

有多少人的一天，从开
手机开始，到关手机结束？

如今，公交、马路、餐
桌、会议室甚至在厕所，总
有不少人双眼紧盯着手机
屏幕，刷微博、聊微信、看新
闻、玩游戏……伴随着手机
功能的日益强大，生活中诞
生了一类新的族群：低头
族。低头族，人人都低头看
屏幕，都想通过盯住屏幕的
方式，了解世界，把零碎的
时间填满。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张
帅 通讯员 柴洪亮 熊桂
霞） 从本周起，广大市民可
以抛开工作的压力，全家来
到长清区南部的双泉镇，在
领略优美自然风光的同时，体
验一把秋游采摘的乐趣。8月20
日上午，双泉镇2014年的赶秋
会在双泉镇柳杭村拉开了帷
幕。据悉，本次赶秋会将以“我
的乡村周末——— 水乡双泉秋
收体验营”为主题，以吃农家
美食，住乡间别墅，体验采摘
之乐，畅游山水田园为主要

活动内容。
金秋的双泉，硕果累累。在

赶秋会现场，记者看到，来自双
泉镇各个村子的名优特产琳琅
满目。马西蜜桃、双泉核桃、五
彩花生、五眼井石榴和花椒等
特色农产品摆满了村里的小广
场，任游客随意挑选。在美食
区，还有双泉豆腐皮、五粮香煎
饼和双泉菜籽油等加工食品同
样是种类繁多。

有的游客选择现场选购，
有的游客则喜欢亲自上阵，体
验一把采摘的乐趣。家住长清

城区的翁女士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到柳杭村，亲自到田地里刨
花生，和孩子当起了“农夫”。

“趁着暑假带着孩子看看农村，
干干农活，体验一下生活，还可
以买到新鲜的花生，挺有意
义。”翁女士告诉记者，这已是
他们家第三次来参加双泉镇的
赶秋会。

游客在体验采摘快乐的同
时，可以到双泉人家品尝传统
农家美食，喝地道的双泉美酒。
另外，游客还可登马山青未亭，
登高望远，寻访山间名泉。在三

十公里水上长廊划船戏水，休
闲垂钓，或者自驾驱车到环山
路上跑一跑，放松心情之余领
略山间美景。

交通路线提示：
自驾游线路：在济南上济

菏高速到长清孝里双泉出口
右行至双泉镇，或在济南走
经十西路过长清南行至旋庄
桥（有双泉 9公里路标）右行
至双泉。

公交线路：市民可在堤口
路乘坐济南至双泉的公共汽车
直接到双泉镇。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双泉镇赶秋会开始啦

到到双双泉泉找找寻寻秋秋游游采采摘摘的的乐乐趣趣吧吧

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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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幼儿园

校舍安全体检

举头望明月，

低头玩手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七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4年上半年，我国网民每周
人均手机上网时长约12小时，
八成手机网民每天至少使用手
机上网一次，近六成手机网民
每天使用手机上网多次。在这
些手机网民中，以年轻人为主。

小李今年23岁，工作刚满
一年。“平时手机几乎不离手，
耳机和充电器必须随身携带，
否则心里会很不踏实，没有手
机，出门感觉自己像睁眼瞎。”
小李告诉记者，前不久他用自
己攒的五千块钱换了一部高档
的智能手机，功能基本代替了
电脑、电视和书本，最主要是携
带方便，用起来顺手。

目前小李没有女朋友，毕
业后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自己
独处的时间相对较多，用手机
打发时间成了他为数不多的休
息方式之一。“工作比较累，下
班后很少出门，我不是长清本
地人，在这没什么朋友，可选择
的生活比较少。”小李告诉记
者，哪怕回到老家和朋友聚会
时，由于习惯，大家也会掏出手
机各自看半天不说话。

低头族队伍

日益扩大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各年
龄层中的低头族越来越普遍，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有很
多。王女士是某广告公司的业
务员，为了随时查看长清所有
商铺和公司的动态，她为自己
换了部智能手机，同时便于工

作记录和拍照。“我都四十多岁
了，如果不是为了工作，也不会
换什么手机。”王女士说。有相
同原因的还有公司职员小贾，
公司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都
是由他负责，平时要处理与粉
丝的互动，手机等终端设备就
必须随时在手，“不然会被老板
扣工资的。”小贾说。

说起现在的年轻人沉迷于
玩手机，长清老年门球队的李
大爷有着一肚子的不乐意。“以
前逢年过节家庭聚会，大人孩子
们聚在一桌吃饭，说说笑笑多热
闹。可现在不这样了，孩子们长
大了，手里都拿着手机，饭都没
吃几口，就自己玩起来了。”李大
爷说，为了能和孩子们聊到一
块，他让孙女给自己申请了微
信号，可摆弄了半天也没捉摸
明白，还生了一肚子气。

取悦低头族，

众商家推出免费wifi

记者在长清城区内走访发
现，从银行到医院，从超市到快
餐店，从大商场到街边商铺，甚
至公交车内，大大小小的商家
为了招揽顾客，纷纷推出免费
的wifi供顾客上网。在某快餐
店内，记者发现不少还在放暑
假的学生，边做作业边玩着手
里的平板电脑和手机。据工作
人员介绍，由于店内有冷气和
免费的wifi，暑期会吸引不少
年轻人来这用餐，客流量要比
平时多很多。

低头族存在

多种安全隐患

记者在经十西路与清河街
的交叉口随机采访了部分行

人，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表示
会在行走或过马路时接电话和
发短信，这时他们往往会疏忽
周围的交通安全。“我们在日常
执勤中经常发现，一些行人走
路玩手机，经常会不小心被绊
倒，撞到其他行人，甚至车辆，
引发大的交通事故，这都是非
常危险的。”一名在路口执勤的
交警告诉记者，司机在开车时
不能打电话，否则会被记分罚
款，相比于车辆，行人在这方面
是很难管理的。为了便于“行
人”使用手机，最近，一款叫做

“边发边走”的手机程序应运而
生。这款程序运用了手机背面
的摄像头，将使用者面前的景
象作为打字的背景图案显示在
手机屏幕上。

在公交车上，低头族同样
存在着安全隐患。24路公交车
的司机王师傅告诉记者，很多
乘客上车后只顾着玩手机，疏
忽了对自己随身物品的看管，
而这些乘客往往就成了不法分
子行窃的目标。

手机网络也会对未成年人
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很多
学生会开通社交软件，在社交平
台上获取不良信息，盲目进行攀
比，运用聊天软件接触一些社会
人群，沉溺于外部世界。记者了
解到，为了保证学生们的网络安
全，长清区大部分的中小学都禁
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

另外，一些不法分子还会
利用公共场所的免费wifi，入
侵客户的手机，窃取客户的银
行账户等隐私。

长期做低头族

对身体危害极大

一些网络信息，包含重要

内容的少之又少，也没有十万
火急的事情需要马上处理，但
很多人对此爱不释手。“有时候
感觉自己和坐在身边的人没什
么话可讲，却对网络上陌生人
的帖子或是名人的微博更感兴
趣。”一位市民说。

对此，长清区人民医院医
务科主任付春秋认为，低头族，
特别是年轻人群，应适当克制
使用手机，关掉网络，回归正常
生活。“在手机使用上要掌握好
平衡，把握好时间，让生活变得
张弛有度。”付春秋告诉记者，
长时间使用手机，沉溺于网络，
会产生精神忧郁和孤独感，还
会对记忆力造成影响。

付春秋介绍，头部重心经
常前倾，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
降低反应速度，增加脑癌患病
率，同时易出现颈、肩疾病，造
成驼背，尤其影响年轻群体的
身体发育。“腕管综合症、腱鞘
炎和脸颊下垂也是低头族的常
患症状。”付春秋建议，低头族
要改变生活习惯，不管是发微
博、发短信还是打游戏，最好10
分钟左右就休息一下，改变姿
势。当有刺痛感时，可以旋转手
腕以缓解疼痛。如果患了腱鞘
炎，除了物理疗法，还可以用些
消炎止痛药。

长时间紧盯手机屏幕还会
对眼睛造成极大伤害，容易引
发白内障。低头族是干眼症的
高发人群，盯着屏幕时间过长，
泪液无法在眼球表面铺开，会
对眼角膜造成损害，严重时还
会导致感染。医生建议，每天盯
手机时间应控制在4小时以内。
专家认为，长时间打手机，会造
成短时间的耳鸣、耳闷，使听力
下降。此外，还会影响女性内分
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

赶秋会上部分市民在柳杭村
刨花生。

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低
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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