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该情况，记者采访了市文化稽查大
队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该大队一
直以来对“黑网吧”性质的商家进行管理
打击，商家提供上网服务，必须经过专门
的部门审批，而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
则涉及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等条例。

但是，如果商家提供上网服务，只供
顾客休闲娱乐，不收费、不通过上网来盈
利，商家提供给消费者使用的电脑只有一
台，没有形成规模，该部门则无法确定其
违规，更不能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来进行
处理。

分管该片区的咸安区工商局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该局经常对该片区进行例行
检查，就职能范围来看，难以对“向未成年

人提供免费上网服务”的商家进行行政处
罚定论，未成年人上网涉及到文化部门，
该局将配合文化部门，对相关商家进行道
德教育。

咸宁律师彭杨珊表示：商家在顾客消
费之余，提供电脑给消费者免费上网，这
件事情本身不违法。但是，如果商家向未
成年人提供免费上网服务，则违反了“未
成年人在公共场所限制上网”的规定。所
以，商家要停止这种招揽生意的方式，净
化社会文化环境，进一步促进未成年人健
康发展。

近段时间以来，记者接到热心市民爆料：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周边，一些
不良商家为了招揽生意，不惜向该校学生提供“免费上网”服务。对此，记者进
行了调查走访。

11日中午，记者来到咸宁实验外国
语学校门口，只见涉及文具、餐饮、培训
等商家挤满了校门口的各个店面，有的
商家门庭若市，有的则是门可罗雀。然
而，在一些商家的店面内，记者却看到了
另一种“营销手段”。

在一家文具店内，一台台式电脑摆
在柜台的开阔位置。一个十来岁模样的
男生买了一本书后，就熟练地来到电脑
前，操作鼠标。记者走近一看，他正在打
开一个游戏网页。

据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一名老师透
露：这些商家的电脑不仅体现着电脑做

账的“本能”，而且还是商家招揽生意的
“利器”——只要是在该店消费的顾客，
就可以享受“免费上网”服务，不管顾客
是否是未成年人。而在校门口这种特殊
地段，享受“服务”的顾客多为该校的高
年级学生，让该校老师非常头疼。

当天下午5时许，正逢该校高年级学生
放学时间，记者再次来到该校门口，发现在有
些店内，一台电脑前能围满高年级的学生。
他们有的是在查询作业，有的则是打游戏。

一个男生告诉记者：只要在店里消
费，就可以免费上网，同学们有时间就会
在放学后来“免费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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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优秀教师风采展⑤

履职尽责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赤壁市蒲圻初级中学教师卢琴琴在
三尺讲台上奋斗了18个春秋，一直默默
耕耘在教育第一线，用“最美孩子王”作为
自己人生的坐标，以最平凡普通的小事诠
释着一名人民教师最朴实的人生价值。

心里装着的是学生

毕业那年，怀揣着要做就做最美“孩
子王”的梦想，卢琴琴只身来到赤壁市茶
庵岭镇八王庙小学任教。当时八王庙村
的孩子被称之为全镇“三最”——“最野、
最难管、成绩最差”。可通过一段时间的
接触，她却觉得他们十分可爱。每天，她
像猴王一样领着班里的一群孩子们上课、
劳动、学习、生活。

至今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班上有
一个叫张洁的小女孩。听同事介绍说，每
个学期开学，她家总会因为无法筹齐学费
而使她晚两个星期到校。可只要考试，她
总会双百分。这不，已经开学快三周了，
她仍然不见踪影。卢琴琴心里非常痛
惜。利用下午放学时间，专程去了她家。
看见简陋的土房里家徒四壁时，卢琴琴决
定帮她垫付学费。后来，一直到张洁小学
毕业，卢琴琴为她垫付了每学期的学费。
虽然卢琴琴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两百多块
钱，但看到孩子那么争气，每次大小考总

是第一名。卢琴琴觉得自己做对了。

心里想着的是工作

因为心里装的是学生，所以卢琴琴心
里想着的只有工作。为了搞好教学，她积
极参加数学优质课竞赛，撰写教育教学论
文，曾获得赤壁市数学优质课竞赛一等
奖、说课二等奖，多篇论文案例获省、市一
二等奖，还被评为赤壁市常规教学先进个
人、课内比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2003年，卢琴琴回到母校蒲圻初级
中学工作。第一年，她接手了一个成绩排
名倒数第一、纪律全校最差的班级。这一
年，她一头扎进班里，将提升班级学业水
平定为奋斗目标。一年后，全市毕业班统
考中，这个原先倒数第一的班级打了一个
漂亮的翻身仗，班级的平均分、及格率、优
秀率都排在全市前列。一些家长说：“把
孩子交给卢老师，我们放心！孩子在卢老
师班上，学得舒心！”

常常忽略的是家人

源于做“最美孩子王”的执着与坚守，
卢琴琴始终以校为家，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蒲中她曾同时担任小学数学教师，班主
任，数学教研组长，小学部政教主任四
职。可以说任务相当繁重。与此同时她

的爱人也在另一所学校担任初三毕业班
的语文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每天早出
晚归。于是，到学校最早的经常是她，回
家最晚的经常是她，办公室里经常加班的
也是她。超负荷的工作，让她常常疏忽了
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同事们常笑话她傻，说她为了学生不
顾自己的孩子，为了工作不顾自己的家
庭。每每想到这些她总愧疚难当，她觉得
自己对这个小家庭付出太少了。可当她
看到自己所带的班级学生有进步取得好
成绩时，心中又多了些许安慰，这种苦中
带甜的滋味，让她陶醉其中，自得其乐。

总会忘记的是病情

这些年，卢琴琴也收获了诸多荣誉，
对她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赤壁市德
育先进工作者、赤壁市“十佳少先队辅导
员”、咸宁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赤壁市师

德标兵、咸宁市师德标兵……这些荣誉让
她倍感肩上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

2011年5月，卢琴琴查出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医生要她立刻手术治疗。是
去，还是不去？一边是班上那60名学生，
一边是自己那不能再拖延的病情。思量
再三，卢琴琴选择了暑假再做手术。

手术后，医生建议她休养一年，不能
从事重体力活动，也不能太过劳累。但因
为当时卢琴琴带的是毕业班，学校老师人
手紧缺，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习，不给组织
增添麻烦，她只是利用暑假剩下的时间休
息了20天，开学后不顾家人的极力劝阻，
义无反顾重返校园，继续上班了。

18年的辛苦，18年的坚守，18年的
幸福，足以让卢老师自豪于自己是一名光
荣的人民教师。作为教师，传承教育优良
传统，后继有人，这就是对教师最高的回
报！

■科技资讯

教育热点

11日，韩国江原道太白市长省女子
高中12名师生来咸宁高中访问交流。
咸高校长朱大浩致欢迎辞，朱校长说到：

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说乎?”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
是因为有朋自韩国来。在此，我代表
咸宁高中4000多名师生向韩国江原
道太白市长省女子高中的12位老师
和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中韩交流，源远流长。你们的到
访，不仅带来了贵校师生的深情厚
谊，也给我们送来了零距离亲近韩
国、韩国人、韩国文化、韩国教育的宝
贵机会。为促进中韩两国学校和青

少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2014年 9
月，咸宁高中与贵校结为友好学校，
中韩两所高中将开展国际合作。
2015年10月，你们的朴镇锡校长带
着11名师生到咸高访问，我们彼此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今天，我们组织双方的同学面对
面交流、手拉手交往、心连心交融，对
于创新办学理念、丰富办学内涵、提
升办学质量，对于增长学生的知识，
增强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全球意
识、世界眼光，意义重大！

尊敬的韩国朋友，咸宁市正处于
大发展、大跨越时期，旅游业正逐步成

为支柱产业，希望大家在访问期间多
了解咸宁的历史，多观赏咸宁的青山
绿水，多品尝咸宁的美味佳肴；最后一
天，你们会去武汉市，武汉市是湖北的
省会城市，黄鹤楼是湖北的地理标志，
是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真诚地希望你
们的这次武汉、咸宁之行开心、难忘，
也希望这样的交流能给双方的师生带
来更多快乐而丰富的体验与收获!

最后预祝贵校师生在中国、在武
汉、在咸宁、在咸高访问期间身体健
康、生活愉快！

也预祝这次访问交流获得圆满
成功！ （刘俊 陈蕾）

为你击破产前超声检查误区

妇产科超声检查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检查，在一些疾病的诊断中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在怀孕阶段的重要性
也不可低估。根据我国常规产检要
求，整个孕期，孕妇至少要做4-5次
超声检查。“二孩时代”来临，三维彩
超、四维彩超颇受准妈妈们欢迎，尤
其是高龄产妇们。很多人对产前超
声不太了解，认为“超声”是万能的，
认为孕期通过超声检查能完全筛查
出胎儿是否存在先天缺陷，这导致产
前超声检查医患纠纷时有发生。

★误区一：可查出全部问题
超声检查排畸并非万能。对这

个在妈妈肚子里就可以看到孩子模
样的技术，人们往往寄予无限期待。

任何医学都有其局限性，超声也如
此，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明察秋
毫”。人们的期待与现实二者的差距
往往就是导致产前超声医患纠纷的
源头。

超声检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
胎儿的位置、姿势、羊水的多寡、孕妇
腹壁的脂肪厚度等影响，这些干扰因
素会大大降低检查的准确度，还有些
结构畸形是在胎儿发育过程中逐渐
表现出来的。

另外，有些疾病是超声检查查不
出来的，比如某些神经系统疾病、代
谢性疾病。

整个孕期一般至少4次产前超声
检查，有时医生还会根据孕妇及胎儿
的具体情况，增加超声检查次数。但
一些产妇，因害怕超声检查对孩子生
长发育不利，选择少做或不做。准妈
妈记住啦，产前超声检查可千万不要
任性。

★误区二：超声有害要少做
超声波与x射线不同，是一种机

械能，目前还没有因为做超声引起畸

形的报道。孕妇在怀孕期间一般会
有几次超声检查。第一次是10-14
周时，以确定是否活胎，以及胎儿在
宫腔中生长情况；第二次时间为怀孕
20-24周，这是检查胎儿严重畸形的
最重要时间段；第三次时间是怀孕
28-32周，监测胎儿发育情况，测量
胎儿大小，进一步排除重大畸形的可
能；第四次时间为怀孕36周以后，监
测胎儿发育情况，测量胎儿大小等。
经过这4次超声检查，恭喜您！ 可以
排除胎儿大多数畸形。所以，为了宝
宝的健康、产前超声不可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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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海底现神秘“水柱”生物

近日，一名潜水员在菲律宾海底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生物。
远看，它与巨型长条状水母类似，像一个水柱，呈半透

明状。因为以前潜水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生物，所以潜水
员也不敢轻易靠近，只是慢慢跟着它，发现这个东西并没
有什么攻击性，只是在特定的区域中慢慢游动。

潜水员发现该生物头部有一个很大的口子，完全可以
装得下一个人，他尝试着向口子里游去，发现自己的身子
在里面畅通无阻。通过仔细观察，潜水员发现，这个块头
比较大的生物居然是由无数个小泡泡排列组成的。

为了探究这是“何方神圣”，潜水员给这个生物拍了几
张照片。当地海洋生物专家分析，这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
物——“活体虫”。

活体虫是海洋的一种远古生物，一般生活在海水比较
温暖的水域，它们喜欢成群结队的组织在一起，小的有拳
头那么大，大的有十几米长，它们是无性繁殖的，因为是浮
游动物，所以在海洋中并不是那么灵活。

美国密歇根州青年布罗克·布朗上幼儿园时身高就达
到了近5.17英尺（约1.58米）。5岁时被诊断为巨人症。巨
人症给他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好在这个阳光少年在母亲
的陪伴下，积极面对，接受治疗，努力回归正常生活。

据悉，布罗克这个“巨人青年”目前身高已经达到近7.7
英尺（约2.35米）。官方数据称，他以每年6英寸（约0.15
米）的速度长高，以此速率，19岁的他将超越当今世界上最
高的苏丹·克森其，身高将达到近8.17英尺（约2.49米）。

布罗克的母亲戴斯表示，儿子是在幼儿园时猛长的，她
也没有办法阻止孩子长高。虽然儿子因身高面临日常学
习、脊椎侧弯、脊髓萎缩等问题，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戴斯
陪伴儿子接受治疗，帮助儿子回归正常生活。

美“巨人”青年身高近2.35米

苏眉鱼大堡礁上演“吞活人”

近日，一组关于苏眉鱼在澳大利亚大堡礁上演“大吞活
人”的照片在网上火速流传，令网友直呼不可思议。

照片中，苏眉鱼要么“吞食”了潜水员的身子，令其只剩
双腿在海中“挥舞”；要么就是将潜水员几乎全部“吞”到身
体里，只留头在外面。事实上，这些照片全是借位拍成的，
视错觉令“大吞活人”得以成真。

据报道，苏眉鱼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鱼类，在成年后通体
为铁蓝色并会长出突出的嘴唇，寿命至少可达20年。同时，苏
眉鱼是一种可变性的鱼类。到8岁左右，如果雌性苏眉鱼的潜
在配种对象短缺的话，它们就有机会变身雄性。（本报综合）

韩国女子高中师生访问咸高

学校：多次劝说无效果

现象：学生纷纷去“体验”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周边部分经营户招徕生意惹争议——

提供免费上网 吸引学生消费
记者 王莉

就“消费即可享受免费上网服务”这
一现象，记者采访了该校的家长和老师。

该校六年级学生家长吴怡表示：学生
可以上网，但必须是健康上网，这包括要
严格控制孩子的上网时间、上网内容等。
网络充斥了太多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内容，
如果让孩子在未知不可控的环境里上网，
自己是绝对不允许的。

另一位学生家长表示：提供免费上网
服务后，吸引来的只是放学后、就餐之余
蹭网玩游戏的学生，一顿饭本来花20分
钟，这下可好，40分钟往上走。难道不会
影响孩子的学习吗？

说起商家的行为，该校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某高年级班主任吐槽：当下，网络已

经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个
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接触网络。网络能带
来好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正确的价
值观念缺失，以及缺乏正确应对的意识和
能力，未成年人容易产生过度上网、影响
学习，甚至走向违法犯罪。

为此，该校相关工作人员数次找商家
理论，要求撤销其向该校学生提供免费上
网服务。但学校毕竟不是执法部门，商家
根本就不听这些劝诫，最终前去劝说的人
都无功而返。

该班主任透露，无奈之下，高年级班
主任担心学生上网，纷纷利用休息时间去
商店里抓“现行”。“我管不了这些商家，难
道还不能管住我的学生？”该老师苦笑道。

最 美 孩 子 王
——记赤壁市蒲圻初级中学教师卢琴琴

部门：违规与否难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