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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两天，“禁止中小学
生将智能手机带入校园”的话题成
为网络热点，起因是国家教育部公
示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4883号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到，对
于“禁止中小学生将智能手机带入
校园”的建议，教育部将从政策、
网络素质教育、专题教育活动、学
校日常管理、网络环境整治、家校
配合等方面，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
保护，引导中小学生绿色上网。

日前，在楚门中心小学湖滨校
区门口，记者看到，不少家长在校
门口翻看孩子的书包，检查孩子是
否携带手机进入校园。这些家长认
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孩子的
手机使用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麻
烦”。“现在智能手机功能强大，特
别是手机游戏对孩子的诱惑力极
大。”学生家长徐丹玲坦言，自从接
触了智能手机，自家孩子的注意力
便从学习转移到了游戏上。作为家
长，自然是不希望学生带手机进校
园，同时也希望校方对学生带手机
的行为严加管理。

“手机带在身边学生就无心学
习。我认为学校肯定要禁止学生带
手机。”家长林建峰表示，带手机进
校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很大，他们的

自控力较弱，手机上的各种游戏、
视频对于学习的负面作用十分明
显。因此，他非常支持“禁止中小
学生将智能手机带入校园”的规定。

随后，记者又来到芦浦小学，
老师金珊珊表示，现在是网络社
会，使用手机是孩子未来生活的一
种重要方式，所以不能强制他们不
用，而是要正确引导。“这个时代孩
子不用手机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还是要让孩子学会合理利用手机。”
她说，“查资料，上网课，或者是联
系同学是可以的，但是要限制时
间，比如一天就一到两个小时，用
完了家长立刻收回。”

但也有部分学生表示，手机在
学习中也能带来帮助。“老师上课讲
了一些知识点，没听懂的话课间可

以查一下。”芦浦中学学生石腾涛
说，“但上学时间不应该玩手机，周
末完成作业后娱乐放松一下是可以
的，这样就不会影响学习。”

芦浦中学德育副校长颜小英告
诉记者，一直以来，学校针对“禁
止中小学生将智能手机带入校园”
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会定期随堂检
查，看他们是否有携带手机。一经
发现，会暂时予以没收。”她说。

经记者调查了解，绝大多数老
师、家长、学生对“禁止中小学生
将智能手机带入校园”表示赞成，
也普遍认为如何引导孩子正确、健
康地使用手机、使用网络才是关
键。应该要加强网络教育，让手机
成为孩子学习的助力。

（王静）

智能手机“禁”入校园引热议
引导孩子正确健康使用手机成共识

本报讯 近 日 ， 有 市
民胡先生向本报反映，说
自己租了一处房子做培训
机构，但是租期未到却收
到了房子即将拆迁的消
息，想找房东赔偿，却一
直协商不下来……记者为
此进行了调查。

胡先生的租房地址在
大麦屿街道兴港西路 300
号，面积接近 300平方米，
于 2018 年 4 月与房东签订
了3年的租房合同，合同签
订后就对房子进行了装
修，用来做培训机构。今
年 11月 13日，胡先生突然
接到房东通知，说房子在
月底就要拆迁了，要他尽
快搬出去。但是根据合
同，原本租房到期时间为
2021年4月，租期还剩下大
半年，剩余的租金和装修
费等都是不小的损失，房
东却说没法赔。

“我装修花了将近28万
元，原本还打算续租，但
现在临时说要拆，我的损
失怎么办？”胡先生十分苦
恼表示，他的培训机构有
200多名学生，如果找不到
场地搬迁，还将面临家长
退费，这损失可就更大了。

对此，记者联系了房
东，对方表示，自己也是
受害者。原来，和胡先生
签合同的是二房东，他的
房子也是从别人那里租来
的，共 7 间房近 800 平方
米。合同签了5年，场地一
部分自己用来开快餐店，
另一部分转租给了胡先生。

“我自己都没有赔到
钱，再让我赔偿这是不现
实的。”对于赔偿问题，二
房东表示，原来的房东没

有给他赔偿的话，他也给
不了胡先生任何赔偿。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
房子的所有人。对方表示
拆迁的消息早在7月份就已
经知道了，但是当时已经
出了公示，也就没有另外
通知租客。而且自己的房
子属于违建，拆迁无法理
赔，所以自己也不会给出
任何赔偿。

那么转租房屋未到期
遇拆迁，赔偿问题要找
谁？记者咨询了专业律师。

“对于胡先生合理的损
失，作为二房东这一方应
该予以赔偿。尽管房子目
前面临被政府拆迁的情
况，但双方签订的房屋租
赁转租合同是受法律保护
的，对于其中胡先生可能
面临的损失，承租人一方
应当予以赔偿。”浙江榴岛
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晓凌说。

那 么 对 于 胡 先 生 来
说，怎样的索赔要求是合
理的呢？陈晓凌表示，在
该事件中，胡先生由于房
子不能继续承租，导致的
包括未到期部分的租金损
失，还有剩余租赁期限
内，房子装修残值的损
失，还有胡先生作为培训
机构，因为该事件导致学
员要求赔偿的，都是可以
索赔的。

不过律师也表示，如
果房屋本身是违建，那么
合同也可能面临无效。截
至目前，三方之间仍然协
商不下，律师建议，如果
协商不下，可以向调解机
构申请调解，最后还是无
法解决的话，可向法院起
诉。 （陈倩薇）

违建房租期未到遇拆迁
租户索赔无门很苦恼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
们及时抢救，也谢谢派出所的民
警，我差点以为我哥哥已经不在人
世了。”近日，从山东风尘仆仆赶到
玉环的桑茂义紧紧握着市第二人民
医院健共体集团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护士长张剑飞的手，激动地
连连道谢。

事情要从 11月 12日说起，当天
上午 10时 30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
急诊大门口，一位大叔从一辆三轮
车上走下来，踉跄了几步，直接晕
倒在台阶上。院内护士见状连忙上
前查看，并立刻推出担架车，将其
送进急诊室。

经医生问诊，此人名叫桑茂
军，今年 55岁，山东临沂人，确诊

肺癌已有3个多月，当事人却并没有
加以重视，当天因贫血晕倒，被好
心人送到医院急救，到达医院门口
时，桑茂军再次晕倒。

“当时我们立刻对他进行了身
体检查，从肺部CT来看，患者患有
肺部肿瘤，而且化验报告显示，他
的血红蛋白每升只有 33克，而正常
男性的血红蛋白含量应该是每升
120-160克之间。” 张剑飞回忆道，
当天桑茂军病情危重，需要立即住
院治疗，却发现他既没有身份证
件，也无法提供任何一个家属的联
系方式。

出于救人要紧的考虑，医院为
桑茂军开通了绿色通道，免除缴
费、家属签字等入院手续，紧急采

取治疗措施。不仅如此，医院还联
系了当地派出所，根据桑茂军提供
的一些信息，帮助其寻找家人。

“因为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号
码有误，我们只能从他的姓名和年
份入手，搜索出来同名同姓的就有
好几百条，我们只能一条一条筛
选，最后把桑茂军的信息确定下
来，结果发现他的身份已经是注销
状态。” 楚门派出所民警武谋弓告诉
记者，由于已知信息实在太少，为
桑茂军寻找家人的过程颇有些艰难
曲折，前后花了3天时间才好不容易
联系上他的弟弟桑茂义。在市第二
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配合帮助下，
兄弟两人通过视频通话相认。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02年，桑

茂军因生意失败，离开山东老家，
在玉环、温岭一带四处流浪打工，
18年来从来没有回去过，和家里人
也断了联系，之后他的身份证过
期、遗失，老家的户口也被注销，
他成了黑户。期间家里人寻找了他
无数次，但是都没能找到。

“这些年，上海、无锡、常熟
……我们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
到他，家里都很担心他，盼着他回
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快失
去信心了。” 桑茂义哽咽道，“接到
电话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激
动，所以连夜赶过来。”

据悉，目前桑茂军已办理出院
手续，由家人带回山东继续治疗。

苏一鸣

男子患病晕倒联系不到家属

院方警方合力帮他回家

井盖翻起存隐患，及时修复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芦浦镇滨海大
道 73号海通公司门口，发现该处机动车道有一个圆形窨井
盖翻起，且周边无警示标志，存在安全隐患，建议相关部门
及时处理。

玉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回复：开发区当晚第一时间派出
工作人员对现场窨井盖进行扶正，并放置安全警示标志。隔
日开发区基础建设公司再次前往现场修复了该窨井盖。

玉环市博物馆何时开馆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咨询：目前我市正在
新建博物馆，咨询该博物馆开馆时间。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回复：截至 2020年 10月底，
博物馆土建工程已完成98%，幕墙工程已完成近95%，精装
修、变配电、电梯、博物馆部分安防等都正在施工中。预计
年底前完成精装修、幕墙、库房等项目。目前展陈大纲已列
入议事日程，明年在完成展陈大纲和初步设计的基础上，委
托专业机构开展设计和施工招投标，将实质性启动展陈工
程，争取2022年开馆。

闯红灯存隐患，安装抓拍设备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228国道漩门
湾特大桥与小青村路口连接点处安装有临时红绿灯，但半挂
车、工程车等大型车经常闯红灯，存在较大行车安全隐患，
建议在该处安装正式的红绿灯或抓拍设备。

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复：接到该反映情况后，该
公司立即委托设计单位设计施工方案，同时积极联系交警单
位，对工程全线逐步排查，最终整合交警意见，优化设计，
于 11月初完成设计方案。近日，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已与玉环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协议，委托其施工交通
安全设施提升工程,工程将在该路口安装永久信号灯、电子
警察以及抓拍设备。

本报讯 秋冬交替的季节是诺
如病毒感染流行的高发季节，科学
防治尤为重要。11月 18日上午，记
者从市人民医院了解到，近来，内
科、儿科的呕吐、腹泻患者有所增
多，在众多引起病毒性呕吐、腹泻
的病原体中，诺如病毒占绝大多数。

据了解，诺如病毒是一种传播
力很强的病毒，可通过粪——口途
径传播，也可以通过间接接触被排
泄物污染的环境而传播，如食用或
饮用被诺如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
触摸被诺如病毒污染的物体后将手
指放入口中、接触过诺如病毒感染
的患者等，都有可能感染诺如病毒。

“小儿感染诺如病毒，消化道
症状会特别明显，主要是频繁地呕
吐。”市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
医师柯友建表示，若儿童因感染诺
如病毒频繁呕吐，家长担心孩子饿

着就大量喂食补充能量，反而会起
到反效果，让孩子吐得更厉害。当
患者呕吐症状剧烈时，应暂缓2个小
时左右再喝水和进食，也不宜服用
抗生素、中成药或益生菌。要待症
状缓解后，再吃一些流质的食物，
尽量少食多餐。“症状不严重的，可
以口服低渗的补液盐，减少孩子脱
水，起到补充能量的作用，如果呕
吐严重的，还是建议静脉输液治
疗，在静脉输液的同时也可以吃一
些护胃的药，减少因剧烈呕吐导致
的胃黏膜损伤。”柯友建说。

据悉，诺如病毒感染是一种自
限性疾病，大部分患者1-3天就会好
转，无需太过焦虑。由于诺如病毒
感染目前尚无特效药，且尚无理想
的疫苗，因此科学预防显得尤为重
要。“主要还是注意个人卫生，要养
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
要勤洗手；学校、托幼机构或者养
老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日常要做
好清洁消毒工作。如果家中有儿童
不慎感染诺如病毒，饮食上要注意
分餐，在症状消失 3 天后才能复
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
制科副科长陈丹说。

（刘斌辉 王华超 徐怡君）

秋冬季诺如病毒感染进入高发期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是关键

近日，记者在鸡山乡看到，三三两两的渔家女围成一圈，伴随着木棍
的敲打声，将新鲜的鱼肉精心制作成受市民喜欢的鱼面。

吴晓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