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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晟昱

7月20日晚，2021年德清县

第十八届男子篮球联赛在德清县

第六中学（原德清县高级中学）内

火热开赛。本次男子篮球联赛，

吸引了多位篮球爱好者参加，27

支队伍将分组激烈角逐，赛事将

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7日。

晚上8时，体育场内一片人声

鼎沸，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双方

你来我往，在球场上奔跑如风，挥

洒汗水。场边的观众与队员大声

为场上球员加油鼓劲，嘹亮的哨

声不时响起，双方队员战术灵活、

对抗激烈，一个个三分球引来台

上台下观众热情欢呼。

“德清每年举办的篮球联赛，

是我们互相切磋球技的好机会，

还能认识新的球友，对我们来说

意义非凡。”篮球迷韩燕聪说，今

年是他第三次参加篮球联赛，休

息期间，他还为场上的队友们

喝彩。

据了解，此次联赛还创新了

赛事形式，除了采用十人制比赛

（即第一节上场的队员，不得参赛

第二节比赛）外，本届联赛还将27

支队伍依据球队内队员总分，将

其分为甲、乙、丙3个组别，每支球

队将参加相应组别比赛，并分别

决出名次。德清县篮球协会副秘

书长柯毅强介绍说，这种赛制能

让不同能力水平的球员打不同级

别的比赛，尽可能让更多的篮球

爱好者有适合自己的展示平台。

此次比赛，还采取了网络直播形

式，记录台通过互联网进行统计，

每位球员都能看到自己的得分、

篮板情况，观看自己比赛时的视

频集锦，也让不少无法到场的球

迷过了一把瘾。

“明年就是亚运会了，趁此机

会，希望能够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让篮球这项运动在德清能发展得

更好。”柯毅强说。

德清县第十八届
男子篮球联赛火热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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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 记者 沈烨冰 通讯员 顾敏芳

10岁孩子在父亲所在单位宿

舍附近的河道玩水不幸溺亡，这个

责任该由谁承担？日前，德清法院

受理了这样一起因孩童溺水而引

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案件。溺水孩童父母一纸诉状，将

事发河道所属的村委会、水利局及

孩子父亲所在单位一并告上法院，

索赔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

慰金等合计一百余万元。

玲玲（化名）殁年10岁，平时一

直随父亲李某住在单位宿舍。

2020年夏天，李某单位为员工子女

开设了免费的暑期辅导班，时间为

每周一至周五，玲玲也报名参加了

辅导班。本来，玲玲将在这里和小

伙伴们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但意外却发生了，2020年7月的一

个周六下午，玲玲与另一名同龄小

伙伴一起在附近的河边玩水时，不

幸溺亡。

发现玲玲出事后，李某夫妻伤

心欲绝，两人认为事发河道所属的

村委会和水利局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李某所在单位未尽到临时监

护人义务，对玲玲的死亡存在过

错，便一纸诉状将事发河道所属的

村委会、水利局及李某所在单位一

并诉至法院，要求村委会赔偿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合计

50余万元，水利局在村委会的赔偿

责任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某所

在单位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等合计50余万元。

此案经德清县人民法院一审和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认为：案

涉河道系历史自然形成的开放性水

体，虽然设有人工石岸及河埠，但河

道并非玩耍、娱乐的公共场所。河道

所固有的危险性，完全可以凭借生活

常识来认知和判断，对于这类人尽皆

知的自然风险，不应一味苛求管理者

设置警示标志加以提示。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中，并无

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处存在一般人

不易察觉的安全隐患，事故的发生

不能归责于管理者未在该处设立

警示标志，故玲玲父母基于安全保

障义务要求村委会、水利局承担赔

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

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

任。”本案中，案涉事故并非玲玲在

辅导班学习期间发生，李某夫妻要

求李某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也

缺乏法律依据。

玲玲在河道中溺亡，后果令人

痛惜，但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

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也没有

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对孩子安全意

识的培养。村委会、水利局、李某

所在单位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

玲玲的父母要求上述三单位承担

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

不予支持，故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

部诉讼请求。

昨天，县人民法院开展暑期普法实

践教育活动，来自县实验学校的小学生

们走进地信小镇人民法庭，在法庭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参观法庭全貌，开展知

识产权案件的模拟庭审，亲身体验法庭

的威严和公正。

记者 赵宁 通讯员 俞晓勤

“法官”初体验
学法零距离

| 记者 牟玲芳

7月20日，德清县第三届“幸福

邻里月”启动仪式暨幸福邻里5周年

展播活动，在新市镇中心广场举行。

当天的天气虽热，但参与者热情

不减。

晚上7时，《你好！幸福五周年》

暖场片准时亮相，荧幕上诉说着五

年来发生在德清幸福邻里中心的感

人故事。《走进新时代》《幸福五年

颂》……社工们精心准备的节目轮

番上场。情景剧《我有一部手机》以

幽默的台词和出乎意料的剧情，让

现场响起了阵阵掌声。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幸福邻里

月活动。”当天，星辰社会工作服务

社的社工金婷为大家表演了《幸福

五年颂》和《我有一部手机》，“希望

通过这样的表演，可以让更多的人

参加幸福邻里的活动。作为一名

社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社区变得更加和谐。”

当天的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德

清县“幸福社工”数字管理平台发

布、社工“三进服务”授旗仪式、“幸

福社工”培养工程之首批上岗社工

颁证仪式等活动。

“自2019年开始，我们就把每

年的7月定为幸福邻里月，并推出

各类邻里月活动。目的就是提高

群众的参与度，让更多的市民朋友

来关注幸福邻里这个平台。”县民

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启动仪式后，

将在全县55个幸福邻里中心推出

一系列活动。

据悉，我县在2016年以创建

“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实验区”为契机，开始推进幸福

邻里中心建设，并委托社会组织

入驻运营。经过5年的建设，目前

已建成并运营幸福邻里中心 55

家，在建5家，覆盖全县所有镇（街

道），开发社工岗位200余个。幸

福邻里通过开展各类活动为群众

提供服务，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

评，也成为了全县社区治理的金

名片。

和谐生活 从“邻”开始
我县启动第三届我县启动第三届““幸福邻里月幸福邻里月””活动活动

有学生家长告诉笔者，自从孩

子放暑假以来，光接送孩子就忙得

不可开交。上午一个兴趣班，下午

一个兴趣班，有时晚上还有一个

班，一天要跑四到六个来回。那

么，孩子对所学的是否真正感兴

趣？家长说，“弄不灵清。”

孩 子 上 兴 趣 班 的 目 的 是 什

么？无非是激发孩子的潜能，让孩

子对所学的东西增加兴趣。但是，

不少家长认为，让孩子上兴趣班，

目的是“不能输在起跑线”。

“不能输在起跑线”，是不少家长

的“共识”，如果起跑时就比别人家的

孩子晚了，自然容易落后。所以，有

的家长很焦虑。但是，家长有没有注

意到，孩子上了兴趣班，是不是被培

养出了兴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有些家长给孩子报兴趣

班，并不是出于培养孩子兴趣的

目的，而是盲目跟别人家的孩子

比，人家怎么样，我家孩子也要怎

么样。别人家孩子成绩优异，这

边得了奖，那边获得了比赛资格，

就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

子落后，说什么“落后就要挨打”，

各种各样的班一样不可少，并且

每天督促着孩子学习学习再学

习。不仅如此，看到别人家孩子

琴弹得好、画画得好、字写得好，

于是，还想着给孩子报音乐、素描

兴趣班，企图一夜之间要把孩子

打造成“全能冠军”，孩子本以为

暑假可以休息，却不料根本没有

休息的时候。

因为孩子分分秒秒都在学习，

有点喘不过气来，原本有点兴趣的

兴趣班，渐渐失去兴趣，甚至产生

了厌学情绪。这种“拔苗助长”式

的培养，实际上断了孩子学习兴趣

的根，根须断了，不管起跑线有多

高，最终还是不会成功。孩子的兴

趣，如同美食的诱惑，给孩子闻闻

香气，尝尝味道，增大自己动手制

作的欲望，都会提升孩子对美食的

兴趣。可是，孩子的饭量有限，不

能因为是美食，孩子吃不下时仍然

强行灌输，让孩子吃到呕吐，反而

导致孩子看到美食就厌恶。

孩子本来是极具好奇心的，他

们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这就需

要家长和兴趣班老师给予引导，上

兴趣班其实也是一个帮助孩子探索

的过程，所以，兴趣班的优与劣，在

于能否把孩子的兴趣火苗点亮。孩

子兴趣大当然更好，若孩子兴趣很

小，也告诉家长孩子的潜质可能不

在这方面，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到孩

子的短处，可以考虑挖掘孩子的其

他兴趣，但是有些父母充满“功利

性”的攀比，刚性地让孩子产生“兴

趣”，很容易磨灭孩子的天性。久而

久之，孩子就把兴趣班当成了任务，

失去了探索之心。有效的教育，应

该注意适度与匹配，以孩子的爱好

出发，勾起孩子的兴趣。

所谓的“赢在起跑线”之说，其

实很片面。说到起跑线，自然容

易让人想到短跑比赛，各就各位，

一声令响，迟缓一点的选手，就输

在了起跑线。乍一看，似乎很有

道理，但是，人生就像一场马拉

松，要跑的路很长，起跑时短暂的

一瞬间领先并不能证明什么，所

以，慢一点，并不能说落后，能够

跑到终点的，才能称之为成功，赢

在终点线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有的人，起跑的很早，童年少年时

代，名气大得震天响，但到中年老

年，或没了踪影，或成了废人。或

许到那时，你才会意识到，兴趣班

要的是兴趣，兴趣才是最持久的

动力，即便没有外力，孩子也会自

生动力。家长如果盲目跟别人家

的孩子攀比，不观察孩子的兴趣，

即便赢了起跑线，最终也会输掉

终点线。

| 一人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环卫工人顶烈日、冒酷暑，坚守在工作一线。德清移动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设立“爱心饮水点”，提供免费取水饮用、休息纳凉，还提

供风油精、清凉油等免费防暑用品。

中午时分，马路上暑气逼人。移动营业厅大堂经理把环卫工人张阿姨请进大

堂内歇息，并递上了一杯凉水，“今后，你们再也不用坐在马路边休息，我们营业厅

随时都欢迎你们进来纳凉休息。”

通讯员 陈薇 徐淑萍

| 记者 杨名 文 蔡俊 图

7月20日，2021年第一届中

国德清“满天星”人工智能研学营

地正式开营。通过前期网上报

名，我县共有1050名学生参加，

即日起他们将开启 18 天研学

之旅。

本次人工智能研学营地设于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德清学院。当

天，简短的开营仪式后，学员们进

行了分组，开始了美妙的研学体

验。研学活动配备标准型课程和

独立的实验室，同时，对学生进行

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图形化编程

培训，通过系统训练，提高他们研

究问题、解决问题、动手操作等综

合能力。

研学期间，老师们还将对学

员的科学潜能、科学素养、专注力

等进行摸底测评。根据测评结

果，将选拔30名优秀学生参加“世

界物联网博览会青少年物联网创

新创客大赛决赛”集训班，集训成

绩优秀的10名学生将由老师带队

去无锡参加决赛。

我县第一届“满天星”
人工智能研学营开营

1010岁孩子不幸溺亡岁孩子不幸溺亡，，父母状告管理者索赔百万父母状告管理者索赔百万

于法无据 诉讼被法院驳回

悲剧的发生令人扼腕，家长的悲痛心情也可以理解，但赔偿责任的确

定需要法律的严格界定及证据的支持，而不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

向。若将损失转嫁给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他人，将不利于在全社会树立

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也无法发挥司法裁判的引领、规范作用。

眼下正值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都牵动

着父母的心，父母应多多加强对子女的安全教育，从小培养子女的安全意

识，充分尽到作为监护人的义务，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兴趣班，要兴趣不要攀比

德清移动营业厅德清移动营业厅：：

“红色驿站”服务环卫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