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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沉迷手机游戏

家长应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电子产品
本报记者 郑凯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如何正确
引导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为此，记者采
访了宁德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德育处
主任林爱蕊老师。

对于孩子为什么会对手游着迷的
问题，林爱蕊表示，首先是好奇心的
驱使，其次是环境对孩子的熏染，最
后是在游戏中孩子快速获得自我认同
和满足。“可以想象，如果家长下班回
家后也是经常抱着手机，孩子自然会

好奇，手机到底有什么这么吸引人？”
家长是孩子最直接的模仿对象。所
以，家长应当以身作则，注意自己的
言行。

同时，家长也应当对孩子进行适当、
正确的引导。“未成年孩子对钱没有具体
的概念，他不知道‘千’、‘万’代表什么。
金钱的支配权不应该在孩子，家长对孩
子一定要有适当、正确的价值引导。”林
爱蕊说。

暑假已接近尾声，新学期开学在
即。在暑期中让家长们头疼的是，越
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里沉迷于手机网
游，孩子在游戏中无意间产生大量费
用的事件层出不穷。近日，市民陈先
生致电本报反映，自家6岁的孩子在其
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手游充值了

4000余元，目前该笔费用很难退回。如何让孩子正确地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
为人们关注的一大问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电子产
品？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家孩子竟然用我的手机玩游戏
充值了 4000多元，现在这笔钱还不知道
能不能找得回来。”8月 14日，家住寿宁
县的陈先生致电本报反映。

陈先生的女儿今年才 6岁，放假在
家时常常会拿着陈先生的手机下载儿童
游戏或看视频动画，陈先生平日忙于生
意，也没有过多地注意。

“我平常做点小生意，所以微信上
绑定了银行卡，便于资金往来。8 月 5
日，我到银行取钱，发现卡里本该有的
4.2 万 元 钱 不 知 怎 么 只 剩 下 了 3.8 万
元。”陈先生告诉记者，发现余额不对后
他立即通过银行查询，得知他的账户在
7 月 9 日通过财付通支出 100 元，8 月 3
日通过财付通支出数笔，金额共计 4000
余元，且这些费用均是充值到游戏账户

中的，但他并没有在手机上看到扣费信
息。

这时,陈先生才想起来,也许是他的女
儿在用他手机玩游戏时不小心充值的。

“回家后我多次询问女儿是否还记
得在哪款游戏中花的钱，怎么花的，但
是孩子太小，问了很久也说不出什么
来。”陈先生无奈地说，“女儿玩过游戏
后都删除了，现在她也不知充值到哪款
游戏中。”

无奈之下，陈先生选择了报警，并且
通过电话联系了财付通客服。客服表
示，能查到陈先生的手机先后充值消费
了 4000余元，但是无法确定其行为是孩
子所为而不是成人所为，暂时无法退还
该笔资金。陈先生表示，如果该资金无
法退还，将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

家长是否考虑过孩子在玩手机时有
意或无意花钱充值呢？“孩子偶尔有玩我
手机，虽然有绑定银行卡，但是想要通过
手机支付就必须要指纹验证或者密码，

孩子不知道密码，应该不会产生消费。”
兰女士告诉笔者。在采访中，多数家长
也都这么认为。

8月 19日，正直周末，在万达广场内

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游玩，记者见到
广场内休息处与部分餐厅内，许多孩子
正抱着电子产品看视频或打游戏，而大
部分家长在一旁并没有过多关注孩子所
玩的内容。

家长黄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孩子还
小，所以一般让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都
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并且只让孩子玩手机
已有的几款儿童游戏，游戏中并没有相关
的收费项目，肯定不会出现误消费的情

况。也有个别家长表示，曾经孩子在玩手
机游戏时进行了充值，但被其发现后就立
即删除了该款游戏，并严厉批评了孩子。

采访中，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孩子在
玩电子产品的过程中自行下载其他软
件，同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消费，
大部分家长都表示，电子产品在现金支
付上均有相关设置，并且孩子玩游戏时
家长都在身边，应该不会产生其不知情
的消费。

8 月 18 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
为《网络招聘的“坑蒙拐骗”之术》的评
论。网络招聘的出现,为许多用人单位
和求职者提供了便利。当前正值暑期
求职高峰,但关于因网络求职而误入“招
聘陷阱”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如何防
范招聘陷阱?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盘点
和采访调查。

陷阱一:“拐”进传销漩涡

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表示,传销组
织冒充知名企业以招工名义诱骗大学
生的手段,十几年前就出现在了珠三角
等地,后被各地的传销组织“学习”。传
销组织对于企业招工流程非常熟悉,电
话面试问的问题也很专业,因此很多大
学生信以为真。

“‘拉人头’是部分传销组织的主要任
务。”李旭说,起初传销人员主要靠“杀熟”
即依托亲戚、朋友、同学、战友拉拢组建传
销网络,随着公众防范意识的提升,传销人
员将目标转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并
试图借用网络平台达到目的。

反传销网创办人凌云认为,求职者要
加强防范意识,比如查看营业执照,上网
搜索单位网站与招聘信息中的电话、地
址是否一致等。识破诱骗伎俩很简单,一
个特征是“缴纳入门费”,另一个特征是

“拉人头”。
“如果接你去公司的中间人,不是把

你接到写字楼或者办公楼,而是接到破旧
的居民楼、城中村甚至偏远农村,十有八
九可能是传销组织。”李旭说,去外地应聘
的时候,最好是结伴同行。

法律界人士表示,网络平台应当肩负
起监测排除违法信息的责任和义务。

陷阱二:巧立名目“骗”钱

微信网友“彩”向记者反映,身边有同
学在做“淘宝”刷单,加入这份兼职需要交
入会费 300元,然后以奖励形式返回,工资
日结,有望日入千元。之后发生的事实证
明,同学不仅没有日入千元,还搭进去了
300元入会费。

李旭告诉记者,这是暑期比较频发的
诈骗案例,诈骗分子以日结工资或者高薪
回报为诱饵,然后再引导“上钩者”继续发
展其他会员,或者干脆消失不见。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广大群众应提高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
信所谓一夜暴富、不劳而获、在家就能赚
大钱、在消费中赚钱等谎言。

此外,据媒体报道,有的公司要求求职

者先缴纳报名费、登记费、资料费、推荐
费、注册费等各种名目费用才可入职或实
习,过一段时间再找理由“辞掉”求职者。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李红
提醒求职者,要提高安全意识,保护好个人
资料,提防“黑中介”。通过正规的招聘渠
道找工作,无论对方提出什么理由,不要轻
易给对方汇款。

陷阱三:超期试用“坑”人

据媒体报道,甘肃兰州警方此前总结
出 8种求职诈骗的陷阱,其中一种是“超期
试用,莫名辞退”。现在一般企业的试用
期为 1个月到 3个月,可是有时候,应聘时
说好试用期 1个月,但工作了 3个月,用人
单位却仍不提转正的事。

兰州警方提醒,此时应聘者就要小心,
因为试用期薪资低,企业超期试用是把你
当作廉价甚至免费劳力。当你忍无可忍
提出转正时,企业再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
将你辞退。

此外有媒体反映称,有的企业以招聘
为名,要求求职者提供程序设计、广告创
意、策划文案、文章翻译等,然后无偿占用
求职者的劳动成果。

记者在相关劳动仲裁网站咨询获知,
所谓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
互了解、选择而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不超
过 6个月的考察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 21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
用期,试用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

陷阱四:木马链接“蒙”人

山东省高密市全民普法依法治市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微博日前称 ,
有不法分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兼职消息 ,
趁机向应聘者发送木马病毒链接 ,骗取
钱财。

陈福强是福建省安溪县人,2016年 2
月,陈福强在网上发布招聘网络兼职的信
息,声称工作内容是为某购物网站的卖家

“刷单”增加销量,刷单结束后可以退还本
金,并每单返还5%至10%的回报。

对上钩的应聘者,陈福强向其发送虚
假网店链接,这些链接实为木马病毒。
2016年 2月至 4月,陈福强先后诈骗金额
共计 2.9万元。2016年 11月,陈福强被警
方抓获。

另有媒体调查发现,有的诈骗公司会
以印刷厂、广告公司等单位的名义,在网
络上发布新媒体应聘信息,招募手机聊天
打字员,让应聘者点击已植入病毒的木马
链接,直至骗到钱为止。

公安部门提醒,求职者使用短信、聊
天软件或电子邮箱时,千万不要随意点击
来路不明的链接或下载网址。这些链接
很可能是木马病毒,被不法分子利用盗取
银行卡账户、支付宝邮箱等敏感信息。此
外,信用卡客户最好开通短信通知服务,一
旦收到异常的消费短信,应立即联系银行
冻结款项,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 张大川

认清网络招聘“坑蒙拐骗”花招
“天上双星合，人间处暑秋。”《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北京时间8月23日6时20分迎来“处暑”节气，意
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炎热情况将出现转折。

处暑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在
每年的 8 月 23 日或 24 日，此时太阳到达黄经 150
度。处暑意思是炎热的暑天就要结束了，因为这时
三伏已过，或近尾声。

“今年处暑时，为期 40天的‘三伏天’刚刚结束，
人们可以享受到早晚时的阵阵凉爽。”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说。

虽然暑气渐渐远去，但凉爽的秋天还“在路
上”。天文专家表示，处暑时节，虽然天气渐凉，但中
午之后的两三个小时会依然炎热，特别是久晴无雨
时，暑气还很厉害。气象资料表明，直到 9月中下
旬，天气才会真正凉爽起来。因此，处暑后，公众应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暑。

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较大，降水少，气候
干燥，是“处暑”期间的气候特点。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醒说，此时
节，公众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喝白开水，适当食
用一些具有健脾、清热、利湿功效的食物，如山药、
冬瓜、黄瓜、空心菜、藕、鲜莲子等。由于昼暖夜
凉，公众还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防
止着凉感冒和关节受损。 □ 周润健

23日6时20分“处暑”
“三伏”结束暑天将尽

入秋之后，很多人开始进补，即民间俗称的“贴
秋膘”。有医学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贴秋膘”要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饮食方案，如果胡吃海喝，
可能会引发高尿酸血症。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丁
丽告诉记者，高尿酸血症就是一种“吃”出来的疾
病。“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危害已经越
来越受重视，但是高尿酸这一正在成为威胁人们健
康的“第四高”往往被忽视——人体每日产生约 700
毫克尿酸，如果出现营养摄取过盛、过度饮酒等生活
习惯就会打破这种平衡，引起身体中尿酸量的增加，
这就是高尿酸血症。长期患有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很
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损伤、肾脏形态异常、肾功能下
降，甚至衰竭。若不积极控制、治疗，还会引发或加
重动脉硬化，引发心血管疾病。

“老年人由于机体功能退化，肾脏功能减弱，没
有能力及时排泄尿酸，就会导致血液中的尿酸值增
高。但是近年来临床上我们发现患有高尿酸血症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主要是由于他们不良生活方式，比
如熬夜、不健康饮食等。”丁丽说。

专家提醒，高尿酸血症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家族
中如果有同样的病例要格外当心，在饮食上要忌口。
如啤酒、白酒中嘌呤含量非常高，大量饮酒会导致尿
酸快速升高。而劳累和压力也会增加高尿酸发病的
可能，特别是久坐办公室不运动的人更需要注意。

□ 鲍晓菁

胡乱“贴秋膘”当心
高尿酸血症“贴上身”

开学在即，一些骗子盯上了家长，
他们冒充老师向家长发短信，让家长
点击链接打开或下载校讯通，以便查
看学校通知，而该链接实则为木马病
毒链接。记者从浙江省温州市反诈骗
中心获悉，8月份以来，温州已有十几
名家长因此被骗去20多万元。

8月 5日傍晚，在家准备晚饭的祝
先生收到一条短信，短信内容为：“祝
＊＊家长您好，我是您孩子的班主任，
请点击 hexiaoyuan.cn查看下学期开学
所需要提交的资料。（和校园）亲爱的
家长您好，因升级校讯通需要，请点开
链接下载最新版校讯通。”

祝先生看到是儿子的名字，以为
是学校发来的消息，立即点开了短信
上的链接，下载了APP。正当祝先生
疑惑网页一片空白之际，手机突然死
机并不断闪烁。对于手机莫名闪屏的
异常现象，祝先生也未在意，重启手机
后继续处理手头事务。

8月 7日，祝先生发现手机银行无
法登录，页面提醒需要验证码。他根
据页面点击发送验证码，但手机均无
法接收。于是祝先生上银行办理业
务，发现银行账户上莫名少了5万元。

记者从温州市反诈骗中心处了解
到，近段时间，一些家长收到显示发自校
讯通或要求下载校讯通的短信，里面均
附了链接，并以查看学生的档案、成绩、
教师评价、开学资料等为由，诱骗家长点
开链接。骗子使用的号码中，包括170
开头的和其他不常见的、奇怪的号码。

据温州市反诈骗中心介绍，家长
点开链接并不能查看所谓的内容，而
会下载带有木马病毒的APP。家长的
手机一旦被植入木马病毒，就会导致
用户信息泄露，网银密码、短信验证码
等将会被木马盗取，造成财产损失。

记者检索发现，“和校园”为中国
移动推出的校讯通服务，类似诈骗方
式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

温州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公众，手
机最好安装杀毒软件，及时更新病毒
库；如收到涉及孩子学校的短信，应从
学校公布的官方途径了解，或直接与
校方取得联系，切勿点击不明网络连
接。此外，骗子经常采用学费打款、孩
子受伤、孩子被绑架等诈骗手段，家长
平时要预留孩子老师或同学联系方
式，若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要与当事
人取得直接联系，多方求证，切莫轻
信，更不要直接打款。

□ 陈晓波 王俊禄

开学季要当心！
警惕骗子发来木马病毒

咨询者：方小姐
父亲牙齿掉光后，换了好几副假牙，却总是戴不

牢。不戴假牙吃不了东西，戴了后又不舒服。不知
道像这样的全口无牙能不能做种植牙，做种植牙的
话，需要把每一颗牙齿都种上吗？

解答专家：康美诺口腔医院陈著昭院长
对付全口无牙，传统的方法是镶一口活动义

齿。但是随着牙骨的逐渐萎缩，镶的假牙很难戴得
牢，而且低平的牙槽骨表面的黏膜薄，戴上假牙咬合
时容易造成压痛，影响咀嚼和胃口。

相比之下，人工种植牙可以根据缺牙者的颌骨
情况植入定位基牙，协调好整口牙齿的平衡，可以解
决牙齿固定的问题，恢复和提高咀嚼功能。

满口无牙者不一定要全口牙齿种植。通过
“All-on-4”即刻种植修复技术，只需植入 4颗或者 8
颗种植体，即可达到重建半口、全口牙齿效果。该技
术把种植牙和传统镶牙相结合，不仅解决了传统假
牙戴不稳的问题，又无须种植全口牙齿，降低了费
用。种植牙好比在口腔里“打桩”，传统假牙好比是

“立交桥”，打好桩后立交桥就能拉得牢固。
“All-on-4”即刻种植技术突破了传统种植牙对

牙槽骨条件的限制，通过两颗前牙部位的种植体垂直
植入牙槽骨内，两颗中远部位的种植体采取倾斜角度
植入牙槽骨内，然后在种植体的基台上安装“拱形连
桥”牙冠，完成口腔种植修复。由于该技术的特殊植
入方式和力学设计，可实现拔牙后即刻种植，植入种
植体后即刻安装基台和牙冠，整个过程一次性完成。

9月 17日，省口腔种植名家林毅教授莅临宁德
康美诺口腔医院，市民朋友可拨打 0593-8998111提
前预约与专家面对面咨询。

全口无牙做种植
到底该种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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