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状况堪忧
湿巾纸沾满毛发，白袜

子进黑袜子出

近日，记者在一家商场内的
名为“冰雪王国”且号称百万海
洋球的游乐场里看到，几个小朋
友正在已经明显“憋气”的蹦床
上玩耍。当天，市民王女士也带
着 6岁的儿子来玩这个项目，不
到两个小时，王女士就看到儿子
白色的袜子底部已经变成黑色，
对于这种情况，王女士很担心。

“我没有办卡，儿子每次来都想
玩，我就想着只带他玩一次。”王
女士无奈地说，前段时间在网上
看到海洋球“吃”小孩的文章，让
原本对海洋球没什么“好感”的
她更加排斥。“你看这里面玩的
东西都‘憋’掉了，随便拿起一个
球都能看到上面的脏东西，我儿
子今天穿的白袜子，进去这才多
久就成黑的了。”王女士还告诉
记者，虽然入口处写着“入园清
洗消毒”，但她儿子入园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做。

为了更直观地体验一下，记
者带着女儿来到售票处准备买
票进入海洋球乐园。在售票处
记者看到，三块写着“入园前请
清洗消毒”的牌子被摆放在很醒
目的位置，旁边还竖着一块“入
园须知”，不过一旁的价格表着
实让记者“吓了一跳”：单人票50
元/场、亲子票 60 元/场、家庭票
100 元/场，除此之外，还有套票
可供选择。按规定年龄在5周岁
以下、身高在 120厘米以下的儿
童必须有一位家长陪同，于是记
者购买了60元的亲子票，另外花
了一元钱买了一双袜子。一切
准备妥当后，记者抱着孩子进入
了海洋球乐园。虽然之前记者
也带孩子去其它游乐场的海洋
球乐园玩过，但进入这个乐园记
者还是被“雷”到了，一脚踩下去
居然有踩不到地的感觉，待记者
站好把孩子放下后，身高95厘米
的女儿居然只剩下肩膀和头露
在外面。连记者前行都很艰难，
更别说年仅3岁的女儿了。无奈

之下，记者只能抱着女儿往没有
球的滑梯处走去。在行走的过
程中，记者明显感觉地板上有异
物，此时，一张沾满了毛发和黑
屑的湿巾纸居然安静地“躺在”
靠近滑梯的海洋球上，这让记者
心里有种抓狂的感觉。而在通
往滑梯的台阶上，到处都是白色
的“屑屑”，卫生状况着实让人堪
忧！

安全存在隐患
家长带孩子从高处滑

下，手竟被蹭破皮

记者带着女儿坐在高高的
滑梯上，由于坡度实在太大，女
儿根本不敢往下滑，这时一旁一
位穿着马甲的工作人员说：“很
好玩哦，自己往下滑一下就知道
了。”听到这话记者有些傻了，这
是让小朋友一个人滑吗？不会
出什么意外吗？和记者一样，一
位爸爸也带着女儿上了滑梯，也
许是为安全考虑，他准备抱着女
儿往下滑。记者在一旁看到，这
位爸爸尝试了多个姿势后，终于
找了个相对安全的姿势抱着女
儿往下滑去。

随后记者也学着样子带女
儿往下滑，刚滑到下面，就看到
这位爸爸正举着自己的手在说
着什么。“痛死了，刚滑一下手就
被蹭破了一块皮，赶紧走，我们
不玩了，太危险了。”他一边抱怨
着，一边带着女儿离开了。听到
这样的话，记者不免有些庆幸，
还好没有让女儿一个人玩。这
样的安全隐患也着实让人不放
心啊！

业内人士：标准缺失亟
待完善，缺乏具体监管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按
照相关规定，儿童游乐场应该办
理卫生许可证，对游乐场的卫生
要求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每个进场的孩子要用洗手液进
行清洗；二是对设施定期消毒，
而且消毒液要按照比例配比；三
是要求从业人员每年进行一次

健康体检，取得有效的健康合格
证后方能从事此项工作。业内
人士表示，国家曾经出台《游艺
机和游乐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但该规定只适用于高空、高
速以及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游
艺机和游乐设施，而我市不少儿
童游乐场中的游乐设施，如充气
城堡、海洋球等不属于高空、高
速的游乐设施，相关规定中也没
有提到这类游乐设施应该符合
什么标准。

这些游乐设施是否符合质
量标准，监管部门该如何监管？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对于室内儿
童游乐场所尚无国家标准，虽说
地方已出台相关质量标准，也会
强调这些游乐设施应有“适用
的、安全的消毒方法，并要定期
消毒”，但海洋球、滑梯等游乐设
施多位于商场内部，目前对于商
场内的儿童游乐场所尚缺乏具
体的监管。

记者感言:
游乐设施增多，快乐与

危险相伴，安全隐患不容忽
视！

活泼好动是儿童的天性。

近年来随着休闲广场、室内乐园
等游乐设施的增加，各种趣味性
的游乐项目层出不穷，深受儿童
和青少年喜爱。然而，一些设施
潜在的安全隐患却不容忽视。
孩子们喜欢将自己埋在小球里，
甚至喜欢拿着小球又啃又舔，他
们的手、口、脚、皮肤会直接接触
到小球上的细菌、病毒，如遇到
流行性疾病的高发期，比如呼吸
道疾病、疱疹、手足口病、流行性
感冒等，一个孩子感染疾病，整
个游乐园里的孩子得病的几率
就会大大增加。

在此也提醒家长们，带孩子
去室内游乐场一定要选择较正
规的场所，注意先查看设施的消
毒情况，在玩耍时一定要看护好
孩子，谨防发生危险。家长在带
孩子玩这些儿童充气游乐设施
前，最好先检查设施有无漏气之
处，避免气垫玩具漏气造成儿童
窒息，尽可能不让孩子带一些金
属或坚硬的东西到里面玩耍，以
免划破气垫城堡等游乐设备或
伤到自己和他人。家长应在旁
边照看好孩子，严禁孩子趴、骑
在护栏上，避免孩子因激烈奔跑
相撞受伤等。

（陈晓玲 文/摄）

暑假孩子海洋球里玩得欢
暗藏各种隐患你知道吗？

暑期，室内游乐场成
了孩子们游玩的好去处。
色彩斑斓的海洋球，搭配
滑梯、蹦床等儿童游乐项
目，孩子们乐此不疲。然
而，你知道吗？这些海洋
球居然藏着各种隐患。最
近一则名为《悲剧！儿童
海洋球池竟“吃人”！这么
多孩子竟因它丧命！转给
家长！》的帖子在微信朋友
圈热传，帖子称墨尔本的
一个海洋球池由于清洁不
到位，垃圾隐藏在海洋球
池底，导致一名儿童被暗
藏的注射器针头所伤。而
在苏州，某商场的海洋球
滑梯在一天内导致2名儿
童骨折……我市这类场所
的情况如何？近日，记者
进行了实地探访。

本报讯“前几天一群朋友
聚会，因为我喝了啤酒拒绝喝
白酒，和几个朋友间闹得有些
不愉快。”17日上午，朱先生和
记者闲聊时说，因为他一直以
来坚持啤酒白酒不混着喝这个
习惯，在酒桌上曾经和几个朋
友还红过脸，他告诉记者，就他
的经验来说，其实白酒和啤酒
最好不要混着喝。

“一上酒桌了大都身不由
己，啤酒喝不尽兴换白酒，白
酒喝不过瘾又换啤酒，相信很
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喝完之
后，就会头昏、恶心、呕吐
等，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
……其实白酒和啤酒混着喝对
身体很不好。”朱先生说，他
年轻时和朋友聚会总是将白酒
和啤酒混着喝，每次都醉得一
塌糊涂。

那么，白酒和啤酒为什么
不能混着喝？记者就此咨询了
开发区一家烟酒店里从事酒水
销售十余年的陈先生。他告诉
记者，白酒和啤酒是不同性质
的酒，白酒是蒸馏酒，啤酒是
发酵酒，因此两种酒的成分不
一样。白酒主要成分是乙醇；
而啤酒中含有很多成分，如氨
基酸、无机盐、维生素、抗氧
化物质等。啤酒还含有的大量
二氧化碳容易挥发，如果与白
酒同饮，会加速酒精在全身的
渗透作用，给肝脏、胃肠和肾脏
等器官带来严重的危害，影响
消化酶的产生，使胃酸分泌减
少，可导致胃痉挛、急性胃肠炎
并引起出血等，对心脑血管的
危害更大。有些人常常先喝了
啤酒再喝白酒，或是先喝白酒
再喝啤酒，这样做实属不当。
陈先生说，想减少停留在体内
的酒精，最好是多喝水以助排
尿。

那如果实在要饮酒，啤酒
和白酒单独喝哪个好呢？陈先
生说，啤酒有“液体面包”之称，
以大麦芽、酒花、水为主要原
料，是经酵母发酵作用酿制而
成的饱含二氧化碳的一种低浓
度酒精饮料。啤酒少量饮用对
身体健康有益处，但过量（每天
饮酒多于 3 瓶）摄入容易使身
体能量过剩，进而导致肥胖，还
会损害肝脏和肾脏、影响心血
管健康。而且啤酒中的酒精也
会麻痹神经，降低大脑的反应
速度，降低食欲。白酒不同于
黄酒、啤酒和果酒，除了含有极
少量的钠、铜、锌，几乎不含维
生素和钙、磷、铁等，所含有的
仅是水和乙醇。饮用少量低度
白酒可以扩张小血管，可使血
液中的含糖量降低,促进血液
循环，延缓胆固醇等脂质在血
管壁的沉积，对循环系统及心
脑血管有利。

医生介绍，过量饮酒会导
致酒精中毒，不仅会损害人体
的中枢神经系统，还会损害肝
脏，导致酒精性肝硬化。此外，
长期大量饮酒，还会危害生殖
细胞，导致后代的智力低下，还
有喉癌及消化道癌发病的危
险。总之，饮用啤酒和白酒对
我们身体各有优缺，关键看是
否适量。因此，比较啤酒和白
酒哪个更伤身体，同样在于量
的多少，在同等条件下，即同时
饮用相同量的白酒和啤酒，喝
啤酒对人体的伤害稍小一些。
但是医生建议广大市民，尽量
不要养成酗酒习惯，如果实在
有应酬需要饮酒，请适量饮酒，
且尽量不要混着喝。

（李潇）

白酒和啤酒为什
么不能混着喝?

某儿童游乐场内，很多大人小孩一起在海洋球里玩耍。

海洋球里发现肮脏的湿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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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一员，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徐俊畅谈心路历程——

一路风雨，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人

多年艰苦努力
终于修成正果

徐俊告诉记者，从小他就非
常喜爱画画，父母也发现了他的
绘画天赋，于是母亲便大力支持
他学习绘画。“我记得大概是八九
岁的时候，有位丁松藩老师后来
是丹阳美协的理事，当时他在强
华丝织厂做设计工作，母亲的单
位离丝织厂很近，她通过熟悉的
人介绍，让我跟着丁松藩老师学
习白描，他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后来，我又跟着姨夫学习，姨夫在
吕城丝绸厂做设计工作，他给我
提供了很多白描资料，指导我如
何画花鸟鱼虫，经过这两人的点
拨，我的绘画基础得到了很大提
升。”徐俊说，在学校里也会跟几
个小伙伴比赛临摹连环画（小人
书），因为当时有关绘画的书籍比

较少，在丹阳这样的小城市更难
买到专业的绘画教材，所以连环
画就成了最好的绘画范本，小伙
伴们今天你画岳飞传上的人物，
明天我画三国演义上的五虎上
将，不亦乐乎。

上了初中后，徐俊在同龄人
中绘画水平已是出类拔萃，当时
他的美术老师是国画大师吕凤子
的长孙吕奇。1984年，因为表现
出色，吕奇将徐俊介绍给了父亲
吕去疾先生。“吕去疾老师是我人
生中的恩师，那段时间我在吕家
的凤阿画室里学画，通过吕去疾
恩师的言传身教对吕凤子先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被吕凤子先生
无私的毁家兴学及淡泊名利的高
尚品格和艺术造诣所折服，也为
三十年后我创办吕凤子画院埋下
了伏笔。1985年，我参加了正则
画院首届国画班，遇到了顾莲邨、

荆位辰、杨荣
皋、马黎、杨潮
等老师，并且得
到了他们的精
心指导。”徐俊
告诉记者，在吕
去疾家中，他还
见到了来自省
里及全国各地
的名师，每每遇
到这些老师，他都会虚心请教，作
为画室里年龄最小但极具天赋又
很努力的一个学生，徐俊当时吸
引了很多名师的关注，并且都愿
意指导他。

有了名师的指导，加上自身
的努力，1986年还在当时的丹阳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附中（现在的
市第三中学）上学的徐俊，便在全
国中学生书画大赛中获得了二等
奖。毕业后，徐俊在影剧院从事

美工，平时的工作就是画电影海
报，直到 2003 年，徐俊受邀到吕
凤子工艺美术学校，跟随老师吕
奇办学，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2005年中国文联举办《纪念徐悲
鸿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活动，徐俊
画作入选并被徐悲鸿纪念馆收
藏；2006 年，徐俊成为江苏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2009 年，徐俊被
借用到市文联负责齐梁文艺的编
辑工作；2010年在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进修一年，之后留校当助教
三年；2014 年起徐俊积极创作，
参加中国美协资格展多次入选并
获奖，而后于 2015年年底顺利成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也是现在我市唯
一的一位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

感谢母亲支持
回报家乡人民

能取得现在的成
绩，与徐俊自身的努
力和一路遇到的老师
是分不开的，但能走
上美术这条道路，并
且一直坚持下来，他
最想感谢的还是自己

的母亲。“在我年轻时的那个年
代，能坚持学画的人很少，而像我
一样几岁就开始学画，并且得到
家长支持的更少，我学画画最初
就是因为父母的支持，母亲可以
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徐
俊说，那个年代，父母每个月的工
资只有30多元，对于这样一个家
庭来说，学画画有些奢侈。

“我记得，那时候宣纸要几毛
钱一张，而笔墨纸砚加起来，更是

一笔不小的开销。当时丹阳还没
有卖宣纸的，要买的话还要骑自
行车去镇江，每次一个来回大概
需要大半天时间，因为每个月可
以支配的钱有限，所以一次也买
不了几张，每次画画的时候都小
心翼翼，生怕画错一笔，浪费了纸
张，这都是爸妈的辛苦钱。”徐俊
告诉记者，自己能一直坚持画画，
是因为父母的思想比较开放，在
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只想上个
中专，而他的父母省吃俭用，就是
为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做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

事实上，徐俊也没有让父母
失望，一路奋进，成绩卓越，从
2011年开始，他参加过全国、省、
市作品展二十余次，多次获得全
国展览最高奖。2016 年 7 月，徐
俊被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中国
书画高研班特聘为客座教授，并
在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开办了自己
的教学工作室。为了回报家乡，
徐俊工作室的第一批学员共 12
人，全部选的是丹阳学员，并且与
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协调将授课地
点放在丹阳，在他的指导和教学
下，学员中有 9 人入选江苏省美
术家协会第六届新人展，镇江地
区共有3人获奖，其中2人是徐俊
工作室的学员。

近段时间，作为我市美术家
协会的领头人，徐俊正与美协理
事会班子成员极积筹备9月份的
丹阳市第二届中国画双年展。“我
是在丹阳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
的，学成后服务和回报家乡人民
是应该的，这也是我父母多年来
一直对我的教育和殷切希望。”徐
俊说道。

（李潇 文/摄）

46岁，在绘画界来说还
很年轻，但他已是我市目前
唯一一位中国美术家协会
的会员，成为丹阳美术界的
一块招牌。他就是徐俊，我
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钟情于
中国画，主攻北宗山水，兼
作人物、花鸟画。近日，记
者走近徐俊，听他畅谈几十
年的心路历程。

百姓 事
故

私装地锁拆了又装
小区个别车主太“任性”

本报讯 “个别车主在小区
里私装地锁占车位，上个月刚拆，
这个月又装上了，真是太‘任性’
了！”近日，家住教师新村的居民
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86983119 向
记者反映，对于此事，华南新村社
区居委会多次上门与私装地锁的
业主沟通，但收效甚微。

该居民告诉记者，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给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整个
小区干净整洁美观了，就连多年
来造成邻里关系紧张的“牛皮
癣”——地锁也在社区和城管部
门的协调组织下拆除了。这原本

是让居民们一致点赞的事情，可
就在近段时间，私装地锁占车位
的情况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

“整个小区好像就我们这栋楼下
又有人装了地锁，原本只有一个，
现在有三个。装了地锁就使得居
民有车位不能停，只能眼巴巴看
着，好几次因为这事吵起来。”该
居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再次拆除，
不能因为地锁让邻里关系如此紧
张，更不能让大家为创建文明城
市付出的努力前功尽弃。

记者随后来到华南新村社区
居委会，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教师新村属于典型的老小区，
没有物管，也没有出租或者售卖
停车位，虽然规划了停车位，但一
直以来汽车都是哪里有位置停
哪里，谁先到谁先停。近些年，由
于私家车增多，少数居民为了自

己停车便利抢占公共资源，私自
在小区公共场所装地锁占车位，
影响了小区居民出行，邻里间也
因此产生矛盾，而且还有消防隐
患。

“之前的地锁已全部被拆除
了，接到居民反映的情况，我们已
经几次上门与私装地锁的业主沟
通，但貌似还没什么效果。”社区
相关负责人说，这次私装的地锁
一共有三个，社区工作人员利用
下班时间多次上门与这三户业主
沟通，有两户口头答应会拆除，还
有一户去了几次都只有孩子一个
人在家，到现在也没拆。“我们社
区没有拆除的权利，只能和居民
进行协商，实在不行就只能联系
相关部门来进行强制拆除了。”社
区相关负责人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实我们也理解老小区居民的
停车难问题，但不能因此影响整
个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私装地
锁这个事情不是‘绝症’，只是顽
疾，想要铲除顽疾，还需要大家
通力配合。”对此，该负责人也呼
吁辖区居民，文明家园需要大家
一起维护，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
情，希望大家都能为城市的文明
贡献一份力量！（晓玲 文/摄）

社
区 黑 板 报

日前，凤凰新村社区组织开展以“快乐暑假，健康成长”为
主题的暑期活动。活动中，来自实验小学的老师首先为孩子们
讲解了学前准备内容，然后社区民警为孩子们讲解了交通、用
电、防火、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问题，提高了他们的安全意识，
增强了自护能力。（王国禹 马慧芳 摄）

近日，水关路东、兴隆苑、公园新村社区组织辖区部分孩
子，联合开展了“科技引领未来”亲子夏令营活动，孩子们先后
参观了南京科技馆、南京博物院，在体验项目的同时，也感受到
了其中的奥妙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王国禹 赵美群 史正华 摄）

社区

联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