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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变化

中小学生玩手机游戏戴上“紧箍咒”
最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将未成年人带手机进校
园、
家长规范使用手机等细节列明入法。
那么，家长们如何看待未成年人使用手
机？新修订案明确了哪些规定？如何做到
依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日前，
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学生：
不玩游戏就是不合群
初一学生小童，特别喜欢玩一款叫
“吃鸡”
的手机游戏。游戏里炫丽多彩的
服装，
款式多样的武器，
惊险刺激的枪战
深深吸引着他。他周围的同学，
时常讨论
的也都是这个游戏：谁又花钱了，谁一局
“杀”了多少人……只要一聊到游戏，似
乎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大家都在玩这个
游戏，你不玩的话，就是不合群。”小童
说。
有一次，
小童因为考试考得不错，获
得了自己选择奖励的机会，他毫不犹豫
地要求妈妈给他游戏里充钱。小童妈妈
“破例”为他充了 20 多元，他立马买了
个新
“皮肤”
。
家长：
我们的办法不多
说起孩子玩游戏、
看直播，许多家长

都有相同的担忧，一方面担心孩子沉迷
游戏，另一方面担心影响孩子的视力甚
至身心健康，家长们也为此定下过很多
“规矩”
，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重拿轻
放。
小童爸爸本身是教师，平时夫妻两
人都不玩游戏，
说起孩子喜欢玩游戏，他
也很奇怪：
“就像无师自通一样，孩子总
能找到游戏，
并快速上手。”
两三年前，
为
了方便孩子学习，
他为孩子买了个平板。
起初几个月，
小童十分自觉，基本是
用来学习，
偶尔也会玩一些小游戏。直到
有一天，小童爸爸注意到孩子最近精神
似乎很不好，
吃饭心不在焉的，
还老打瞌
睡，后来才察觉到小童是半夜起来偷偷
在玩游戏。
“当时心里很恼火，就没收了
孩子的平板。”小童爸爸说，
但随后又发
现，
孩子情绪不高，
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
子。于是，
小童父母一起商量，约定好只
有当孩子达成某个目标，比如考试考得
不错，
或者课文背得好，
孩子就能玩半个
小时左右手机。
“对孩子玩游戏这方面，
我们的办法
不多，只能通过有条件的激励和限制使

用时间来防止孩子沉迷。”
小童爸爸说，
身边也有不少家长都为此苦恼不堪。
专家：法律重在约束力 家庭才是大
后方
“新修订案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不
能带智能手机进校园，也规定了家长在
家庭生活中应尽的以身作则义务和监管
责任，但我们的法律重点是在约束力
上。”
律师马志明说，
不得已的情况下，
法
律是保护未成年人最后的武器。
如何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手机，
做好家庭教育这个问题，记者咨询了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昌化中学心理辅导
老师田华。田华认为，
首先要正确认识未
成年人沉迷手机游戏的程度：孩子一天
内玩手机时间是否超过三个小时、没玩
手机是否会脾气烦躁不安、为了玩手机
是否会牺牲社交和运动时间、因为玩手
机不能及时完成作业甚至不上学等，多
方面判断孩子是否有手机游戏成瘾问
题。
对于小童这样较轻微游戏爱好的孩
子，田华表示，
要正确引导孩子与手机建
立良好的关系。父母双方要在孩子面前

做好表率，组织开展头脑风暴，
让家庭成
员说出各自的问题，并通过家庭会议等
形式，
达成折中的问题解决方案，形成家
庭约定。约定达成后，要坚持试行一段时
间。如果孩子拒绝做，
则重提约定；再次
拒绝，
闭嘴并使用非语言沟通，
比如给孩
子一个拥抱、
拍拍肩膀等。如果孩子让步
了，则要说：
“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
，
给予孩子尊重及成就感。电子设备管理
上，田华还建议家庭设置专用的电子产
品存放区，吃饭时不看手机，
卧室不放手
机等。
对于已经游戏上瘾、牺牲部分休息
吃饭时间玩游戏的孩子，
田华建议，父母
要确保将爱孩子的信息要传递给孩子，
与孩子商量好他喜欢的室外活动，多带
孩子参加这类活动，不能急于追求成绩
的提升，
让孩子逐步找回生活规律。“重
度成瘾的孩子，完全迷失在虚幻的游戏
世界。对于这类孩子，
我们就不得不咨询
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了，甚至寻求法律帮
助。”
田华说。
记者 方远明

本报讯 19 日，
“ 天目丹青”大件
中国画作品展在区文化艺术展示中心
拉开帷幕，这也是区文化艺术展示中
心的首次展陈。
去年，区文联和区美术家协会组
织了一批艺术家围绕“天目丹青”
为主
题，
开展大件中国画作品创作。此次精
选出 39 位作者的 71 幅画作入展，是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
据悉，这些作品的尺寸，均按照
“国展”标准 2 米以上的高度进行创
作，
题材丰富且风格迥异，既有地方特
色，
又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展出的大件
中国画中，曾入选国展的有 2 幅，入选
省展的近 10 幅。如《盛世祥云》，
使用
了敦煌壁画的绘画技法，
色彩丰富、层
次深广，
人物、
建筑、
自然相互融合，呈

现出一幅和谐美好的繁华盛世画面。
该作品在去年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
又如《园林四屏》曾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过，该作品通过“信有山林在市
城”
“清风似故人”
“ 别意荷亭藕丝风”
“小园香径独徘徊”
四屏画作表达出可
游可居、
岁月静好的美好向往，
作者是
来自青山湖街道的周燕。
“知道自己的
家乡要举办画展，
非常激动。”周燕是
杭州科技电子大学的美术教授，她为
此次画展献出了两件作品。
“我希望自
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临安人看到，我
也会不忘初心，以后更多地以临安的
山水为题材，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据了解，此次“天目丹青”大件中
国画作品展将展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喜欢的市民朋友不要忘了去打卡。

检修日期

时间

11 月 27 日 7：50-8：30

线路名称
10KV 观山村[甲子双溪口]公变低压

记者 陈伋 摄

停电范围
10KV 观山村[甲子双溪口]公变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 时正在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标的进行
一、标的物简介：

10KV 观山村[甲子大坞口]公变低压

10KV 观山村[甲子大坞口]公变

50 辆城市公交车 （其中：
28 宇通 16 辆、
38 宇通
20 辆、
62/33 金龙 10 辆、64/24 金龙 4 辆），整体起拍
价 74 万元，
参拍保证金 30 万元。

11 月 26 日 8：00-08：40

10KV 横鑫村(外横岭)公变低压

2020 年度转业士官安置选岗工作圆满完成
通讯员 帅位军

通讯员 李灵

公开拍卖。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1 月 27 日 7：50-8：30

本报讯 日前，
区水利水电局机关三支部和农工党临
安区科技一支部联合组织党员参观区节水教育基地和泥
山湾湿地，同时以如何更好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为主题
进行座谈会，
凝聚多方智慧，
助力全民节水意识提升。
自 2017 年起，我区深入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并以节水载体为抓手，以节水宣传为基础，开展
全域节水。今年，我区建设了全区首个节水宣传教育基
地。该基地面积约 260 平方米，投资 80 余万元，整个
基地以“水”为主题，通过宣传视频、平面图文展板、
立体模型、实物器具、多媒体互动等形式，生动展示节
水知识、节水器具、方法和经验。今后，基地将逐步向
社会开放，宣传和传播节水理念，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
节水的行列中。
活动中，大家跟随讲解员实地观看并了解了污水处
理的流程，
聆听了污水处理的方法和全区污水处理现状。
参观过后，两支部党员还召开座谈会，会上，与会党员踊
跃发言，纷纷表示，不仅自身要惜水、节水、科学用水，还
要成为节约用水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老人体验“火场逃生”提升自救技能
电力服务热线：
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停电通知 2020 年 11 月 20 日

通讯员 俞文烨 屠力

本报讯 18 日下午，临安区 2020 年符合政府安排工
作条件退役士兵公开选岗大会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
行。会议邀请区人力社保局、
国资办等部门参加，对安置
选岗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选岗工作公开透明、规范有
序。
本次参加积分选岗的转业士官有 16 名，提供了 27
个岗位供转业士官选择，其中事业编制岗位 7 个，央企、
国企、
省属企业岗位 20 个，
事业编制比例达到 43.7%。选
岗工作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照“计分排序，依
序择岗”
的办法，
参加选岗的转业士官按照量化分数从高
到低依次选岗并当场确认签字。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陈继宏介绍，此次选岗会
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安置率、选岗率、满意率全部
100%。16 名转业士官均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岗位，
对本次
公开选岗表示高度的认同和感谢。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将与接收单位密切配合，
尽快完成档案交接、手续办
理等相关工作，
帮助退役军人顺利实现事业转型、职业转
身。

71 幅大件国画作品在区艺术展示中心展出
记者 朱艳

参观节水教育基地 共促节水创新发展

10KV 横鑫村(外横岭)公变

二、凡有意参加竞拍者，请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6
时前到本公司办理竞拍手续，并交纳参拍保证金（保证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增
强从业人员及老人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应急逃生和自
护自救能力，18 日，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玲珑元
墅颐养院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活动。
活动以先培训后演练的形式展开。区消防救援大队
宣传人员向颐养院从业人员和老人们详细讲解了消防设
施器材的使用、自防自救、火灾报警、避险逃生的操作
步骤和注意事项等。在应急疏散演练中，工作人员立即
出动维持秩序，老人们按照指定路线，在工作人员的搀
扶下安全有序地进行紧急疏散，撤离到安全地点。整个
演练，无人员出现摔倒或碰伤的情况，达到了预期效
果。
颐养院从业人员和部分行动力稍强的老人在大队宣
传人员的指点下还进行了现场“油桶灭火”演练，切实
提升了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金缴纳帐户：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杭州银

11 月 26 日 8：00-08：40

10KV 横鑫村(后横岭)公变低压

10KV 横鑫村(后横岭)公变

行临安支行，帐号：86918100012646）。
三、报名地点：
临安区钱王街 478 号满江红楼三楼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内。

11 月 26 日 8：00-08：40

10KV 横鑫村(竹库湾)公变低压

11 月 26 日 14：00-17：00 10KV 横鑫村(竹库湾)公变低压

10KV 横鑫村(竹库湾)公变

10KV 横鑫村(竹库湾)公变

联系电话：63715098

出

租

63920808

联系人： 陈先生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9 日

位于临安汽车城对面玲珑村高坎有 37 亩三产
地出租， 可分割出租。有意者请联系王先生：
15058113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