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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中午，8岁男孩
豪豪在槐荫区启智小饭桌内
吃完午餐，上学之前和同学
玩了一会。结果在与翔翔（化
名）玩游戏时，翔翔推了豪豪
一把，豪豪的门牙磕在了旁
边的凳子上，一颗门牙被磕
掉了。

第二天，在小饭桌负责

人刘先生的撮合下，双方家
长带着豪豪去了省立医院。
经医生鉴定，磕掉的门牙属
于刚长出的新牙，牙根已经
磕掉，无法治疗，需要等到18
岁以后再进行种植。这个过
程中，可以为孩子戴牙套，但
孩子处于成长期，医生不建
议这样做。

豪豪的母亲张女士无法
接受这个现实，“他现在还
小，不觉得是个事儿，等他十
一二岁长成大孩子，你说怎
么办？这十年一张嘴前面就
缺颗牙？”4月9日，豪豪的母
亲张女士，一边跟记者讲述
这段经历，一边控制不住地
抹眼泪。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王亚茹

槐荫区八里桥路劲御景城小区内
有个篮球场，这正合小区居民韩先生的
心意。韩先生是个篮球爱好者，平时没事
就喜欢叫上小区里的几个球友一起来打
球，可是从两年前开始，小区的篮球场地
面和篮筐陆续出现一些小毛病，看着毛
病不大，但对打球影响却不小。韩先生和
朋友们只能到别的地方租场地打球。而
这些小毛病，他们陆续跟物业公司反
映多次，却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小区内就有篮球场

打球却得外出租场地

据韩先生介绍，路劲御景城内的
这处篮球场平时有很多人，“虽然现在
场地破损篮球筐也不好了，但仍然挡
不住大家运动的热情。”韩先生表示，
他是个篮球爱好者，之所以能在路劲
御景城买房子，有一半的原因是这里
有篮球场。他还跟小区里爱打篮球的
业主建了一个微信群，平时大家有空
的时候就约出来打打篮球。

但是篮球场的现状，却让韩先生
和朋友们都不敢在这里打球了。“打球
和散步不一样，是在高速运动激烈对
抗，脚下一绊，一滑就受伤。我们现在
经常得花钱出去包场地，就是因为摔
怕了”。这让韩先生和朋友们有点郁
闷：“自家小区里就有篮球场，但还得
花钱出去玩。”

据韩先生介绍，小区的篮球场存
在大大小小的毛病已经快两年了，他
们也多次向物业反映过这个事情。“我
们每年交物业费时都会找物业公司，
电话也打了至少十次。”但却始终没能
得到回应。“一开始物业说场地问题归
开发商负责，后来他们说修，但是就是
不来人修，每次都说给领导反映了，但
总是没下文。”

居委会当天买材料

第二天开始修缮

11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路劲御景
城。远远看去，球场条件还算不错，四
周有铁丝网围住，一共两个半场的面
积，分别装着两个篮球架。可是这个看
起来还不错的篮球架却经不起近看，
靠近入口的篮球架篮筐歪斜了影响投
篮。而另一个篮球架下的塑胶地面有
一块破损，露出了下面的水泥地。破损
的位置向上翻起，运动当中很容易把
人绊倒。篮球场四周下水道的石板也
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其中有两个比较
大的破洞，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影响居民打球的这些毛病看起来
都不大，为何两年了都没人修呢？11日
上午，记者来到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
路劲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
有负责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负责
人不在。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路劲御景
城居委会。居委会苗主任在同路劲物
业分管山东部分的负责人沟通之后，
给了记者一个确定的答复。“今天下午
我们就去购买材料，明天就开始对篮
球场进行修缮。”

同时，苗主任表示，因为牵扯到资金
批复等问题，应该不会一下子完全修好。

“我们明天就先把地面破损的地方修好，
其他的部分我马上让物业经理再去看一
下，我们慢慢会都修好的。”

篮球场有小毛病

反映两年没人修
2月25日，8岁男孩豪豪

在校外小饭桌就餐时，与同
学玩闹磕掉新长出的门牙。
医生诊治发现牙根已断，需
等到18岁才能接受牙齿种
植。豪豪的母亲向对方家长
和小饭桌索赔六万元，因协
商不成、无法明确事故责
任，双方近日对簿公堂。

小饭桌市场如火如荼，
但目前对这一领域的安全
监管仍存在空白，父母将孩
子交给小饭桌也多为口头
协议，这为后期安全事故
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小饭
桌应市场需求应运而生，
就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网网咖咖转转型型电电竞竞馆馆，，只只为为活活下下去去
有专业电子竞技对抗，还有明星见面会

88岁岁男男孩孩小小饭饭桌桌内内磕磕掉掉新新长长门门牙牙
小饭桌安全监管存空白，家长只能凭侥幸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于悦） 济南市首届电竞联赛
已落下帷幕，随着电竞行业越
来越火爆，济南首个专业电竞
馆也落成开业。和普通网咖上
网休闲不同，电竞馆是为专业
电子竞技对抗而生，用主办比
赛和高端外设来吸引更多热
爱电竞的年轻人，这已逐渐成
为网咖转型的新趋势。

3月22日一早，东关大街
新开业的VTOPNET电竞馆
里已陆续有人上座，这家由网
咖改造而成的400多平米电竞
馆有电竞对战区、电竞沙龙
区、装备自选区等各个区域，

与普通网咖不同，这里的一切
都围绕着电子竞技展开。

去年，济南市对第一批转
型升级成功的网吧进行了颁
牌，转型后的网咖摆脱了此前
许多人眼中“脏乱差”的不良
形象，变成环境优雅、配置智
能、服务多元的“高大上”服务
场所。随着电子竞技吸引的人
越来越多，网咖中几乎大部分
的人都在玩电竞，电竞馆在国
内许多城市应运而生。

“网咖追求的是一种都市
休闲慢生活的氛围，可以打游
戏、喝茶聊天，电竞馆则提供
了更为丰富细化的内容，比如

可以举办赛事、明星见面会、售
卖高端外设等等。”筹建该电竞
馆的英豪电子竞技俱乐部负责
人王伟称，普通网吧赚的是基
础的网费及饮品费等，随着成
本的递增会发展得举步维艰，
所以需要进一步升级。

“开电竞馆也是为了能让
更多的网吧、网咖存活下来，
引导更多热爱电竞的人来感
受这种氛围。”王伟表示，近日
在济南举行的山东电竞网咖
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竞
从业人员对如何转型网咖、做
电竞职业赛事和俱乐部进行
了探讨，大家普遍认为，随着

社会变化和电脑普及，如今网
吧行业的境况大不如以前，甚
至转让费都不如餐饮行业。

“网咖转型电竞馆是一种
趋势，如今济南也有些网咖为
赶时髦以电竞馆命名，但要看
有没有官方认可的职业战队、
签职业战队以及有没有俱乐
部。”王伟说，去年末由济南市
文广新局举办的首届电竞联赛
冠军得主目前已和他们签约，
定期发工资，代表俱乐部参加
全国性比赛，“他们都是刚毕业
的大学生，电竞方面的能力已
非常突出，接下来会由专业教
练陪同在电竞馆进行训练。”

事件起因>> 小饭桌内男孩磕掉门牙，种植要等到18岁

按照现在的价格，种植
一颗牙齿需要1—2万元，加
上预估的医疗费、住院费以
及十年间豪豪所承受的精神
压力，豪豪的母亲张女士向
小饭桌和翔翔的家长索赔六
万元。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
我家孩子推的？小孩子的话

能信吗？我当时不在现场，不
能只听老师和孩子怎么说，
有摄像头监控吗？”翔翔的母
亲刘女士，并不承认孩子和
老师的说法。“如果要追究责
任，我希望能拿出证据，当时
医生也说及时诊治的话，牙
齿就能接上。孩子磕掉牙当
时老师也在场，为什么不及

时给家长打个电话？耽误了
治疗时机是老师失职。”

小饭桌负责人刘先生也
觉得自己委屈：“我承认小饭
桌有监管的责任，但谁规定
责任由我全部承担了？”因为
在赔偿金额上未达成一致，
张女士将小饭桌告上了法
庭。

责任不清>> 都说自己委屈，多方协商未果对簿公堂

由于济南中小学一般不
开设学生食堂，使得小饭桌
成为很多离家较远、工作忙
碌的家长的无奈选择。这些
小饭桌一般离学校较近，提
供接送服务和午餐，还有一
些可以为孩子辅导功课。但
到目前为止，对于小饭桌内
的学生安全，并没有明确的
监管部门。

据了解，目前在济南开
设小饭桌，只需要在食药监
局备案即可，食药监局会根
据开办人的条件予以审核。
槐荫区食药监局回应说：“按
照规定，开设小饭桌只需要
在食药监局备案即可，不需
要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食

药监局会对食品安全进行监
管，但人身安全这一块，食药
监局无权负责。”

张女士也曾求助过当地
派出所，但派出所说：“公安
和派出所只对刑事案件负
责，孩子作为未成年人，属于
半民事行为能力人，像这种
情况，要么就双方坐下来调
解，要么只能走法律途径打
官司，状告小饭桌未能尽到
监管的义务。”

4月5日，法院第一次开
庭，法官让张女士回去搜集
豪豪曾在启智小饭桌就餐
和辅导功课的证据，最好是
相关收据，一周后再开庭审
理。这可难坏了张女士：“一

个 月 交 一 次 钱 ，又 没 有 发
票，收据不要他们也不给，
上哪找证据？”原来，豪豪在
启智小饭桌吃了一年的午
饭，一月交一次钱，交上钱
就能上，收据想起来就要，
想不起来就算了。

“交上钱就能上，主要是图
个方便，人家帮着看孩子，你还
能强制人家和你签订个协议？
又没有主管部门要求必须签。”
历下区青后小区的市民戴女
士，对与小饭桌签订相关协议
或合同觉得不可思议，“家长当
然也担心孩子安全，但一般也
是口头上多嘱咐几句，小饭桌
不主动说签订协议，家长不会
要求。”

记者调查>> 小饭桌多为口头协议，缺明确监管部门

路劲御景城篮球场地破损两年都
没修好。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4月12日中午，山师附小门口，举牌子的小饭桌工作人员混在家长中等待接学生。

“差一点儿就撞到眼睛了，桌
子角把眼角都撞裂了。”历下区锦
屏家园的陈女士说起孙子在小饭
桌的遭遇，至今心有余悸。去年11
月份，陈女士和老伴外出探亲一
个月，将正在读二年级的孙子放
在了学校附近的小饭桌。“中午吃
饭时几个孩子闹着玩，孩子下手
没轻没重，撞到桌子角上，儿媳妇
好几个月都没给好脸色看。”

因为后果不太严重，陈女士
及家人也没和对方计较，但小饭
桌却再也不让孩子去了，“不然能
怎么着？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没事儿还
好，一出事儿就乱手脚了。就两个
年轻女老师看着十几个孩子。”

4月12日中午，记者在历下区
一所学校门口观察发现，在中午
放学接孩子的家长中，有不少是
校外托管机构或者小饭桌，光中
午放学的工夫，至少有四家机构
在举着牌子等着接学生，人齐了
就排队回去吃饭。这些托管机构
一般是私人开办，地点多选择在
居民楼可以做饭的地方，如启智
小饭桌，做饭地点就是自己的民
居。

除了开办人之外，一般会有
两个年轻老师，负责看管十几个
孩子。据豪豪讲述，当时自己磕掉
门牙时，老师正在看手机，并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老师给我接
了两杯水，漱了漱口不流血就算
了，等我回来，磕掉的牙齿被同学
扔到垃圾桶了。”小饭桌的负责人
刘先生也回应：“这里的老师都比
较年轻，以为孩子就是正常退乳
牙，并不知道磕掉的是新牙。”

家长担心>>

盼着没事儿最好

一出事就乱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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