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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赵丹丹、董
小红）62 岁的李秀芳居住在吉林省长春市，她已
经好几个月没出门了。右眼视力 0 .01、左眼仅能
看到手指晃动的她，去年冬天出门时摔断了手
腕，如今只能待在家里。10 月 15 日是第 35 个国
际盲人节，目前我国有 1700 多万视力残疾人，
相当于每 80 人中就有一个“黑暗中的行者”。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很少能见到这
些视障人士，甚至在我国广泛铺设的盲道上，也
几乎很少见到有盲人行走。

无可奈何的“宅”

“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多数盲人不
敢出门，他们整天闷在家里。”吉林省盲人协会一
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他告诉记者，目前吉
林省共有 27 .2万盲人，80%从事按摩工作。多数
盲人极少外出，还有很多盲人干脆住在按摩院。

68 岁的富桂兰住在长春市，她告诉记者，
自己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单独外出过了。“现在路
况太复杂了，根本走不了，单独出行就是在拿生
命开玩笑。”

居住在成都的盲人魏洪明说，自己年轻时
虽然眼睛不好，但坚持创业自食其力，还能养家
糊口，心里感到很快乐。“如今年龄大了，眼睛愈
发不好，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家人不让出去，
自己也不敢轻易出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据成都市助残社会组织自律联盟秘书长陈
刚介绍，成都有 10余万盲人，大部分盲人都有
出行的愿望。但由于无法保证自身出行安全，使
得绝大部分盲人只能闷在家里。

不应该有的“忙”

记者在成都多条街道上看到，盲道被占用
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沿街小商铺直接把桌子、

凳子摆在盲道上做生意，这种现象在晚上更是
非常普遍。在成都烧烤一条街上，记者看到，盲
道几乎都被烧烤摊位占用了，连正常人过路都
难以行走，更别说盲人了。
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大五学生

赵可佳告诉记者，“你看我身上有多少疤，都是
出门撞的、摔的，太经常了。”

据了解，为了帮助盲人出行，1991 年北京
建成国内首条盲道。2001 年 8 月 1 日城市道路
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颁布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城市主要
道路的人行道，应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

赵可佳认为，虽然全国的多数道路都铺设了
盲道，但是由于盲道经常被占用、设计规划不合
理、安全无保证等原因，对盲人群体的帮助有限。

住在成都的盲人韩宇告诉记者，盲道不仅
很堵，而且许多地方的设计也不合理。有些明明
是一条直路，盲道却拐来拐去；有些明明有近路
可走，盲道非要兜一大圈，根本帮不上忙，有时
候甚至是帮倒忙。

责无旁贷的“帮”

面对 1700 多万“黑暗中的行者”，如何让他
们走进“光明”的世界？

——— 硬件设施小提升就可以“大帮盲”。盲
人眼睛看不见，但是听觉大多灵敏，在黑暗的世
界，耳朵就是他们的眼睛。盲人群体普遍认为，
应该增加公共场所的语音设施。

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大四学生余亚男告诉记
者，现在公交车站有很多不同的公交线路，她的
眼睛能看清车来了，但是具体车牌看不清楚，
“有的城市公交车进站有外放的播音，告诉站台
的人是几路车到了，对视障人士和老年人都很
方便，但是像长春等省会城市依然没有。”她说。

赵可佳认为，路口的红绿灯提示音很有必
要。她告诉记者，在广州和长春，一些大路口的
红绿灯会有提示音，但大部分路口的红绿灯没
有提示音，只能跟着人群走。有时别人闯了红灯
也盲目地跟着走，比较危险。

——— 智能软件多关注就可以“少伤盲”。如今，
读屏软件的出现对于盲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信
息获取上的障碍，正不断被技术的发展所跨越。

除了读屏，许多盲人希望更多的软件设计
者能将他们的需求设计进去，照顾残障人士的
使用习惯，让软件无障碍操作应用方面更规范。

——— 全社会共同努力，让盲人有尊严地出行。
“作为一个残疾人，最大的愿望不是能够得到多少
帮助，而是不麻烦别人或者尽量少麻烦别人。”但
陈刚认为，让残疾人有尊严地出行还有一定距离。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

师李云歌认为，盲人自感处于社会边缘，这需要
更多重视和关爱。全社会都应该有意识地帮他
们一把，拉他们一把。“希望全社会能平等看待
残疾人，不仅应该努力让盲人回归盲道，而且应
该让更多残疾人回归社会。”陈刚说。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4 日电(记者王一娟、卢
娟)清晨 6 点，天光未明，街道两边的银行和商
铺门锁紧闭，路上少见行人。62 岁的张德荣来
到自己位于香港尖沙咀广东道和海防道交界的
报摊，和守摊 8 个钟头的姐姐交个班，旋即到附
近的写字楼派发当天的报纸，以此开始了一天
16 个小时的工作。

寸土寸金、霓虹闪烁的香港街头，隔不远就
会在路边见到一个报纸档。买报的人递上几元
港币，从报贩手中接过当天的报纸，开始阅读生
活。经年累月，报纸档构成了日复一日不可或缺
的街头生活风景。

一个不起眼的报纸档，往往有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历史，几代市民家庭依靠它维系生计。

24 小时报摊守护微光

派完 100 多份报纸回到报摊，张德荣又马
不停蹄整理摆放当日报纸，打理自己一平方米
多的报摊：书籍、杂志、报刊码放整齐，各归各
位，卖得好的香烟、瓶装水、凉果、口香糖放到显
眼位置，等待顾客光顾。

报摊在香港被称为报纸档，摊主则被称为
报贩。这些在街头擦肩而过的报纸档，不仅年岁
够久，也是香港现存 600 多家注册报纸和期刊
售卖的主力军。

1904 年，首个流动报纸档在中环花园道开
档，开香港报纸档先河。在上世纪 90 年代香港
报业的黄金时期，香港街头有近 2500 个报纸
档，“那时候，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报摊，生意红火
得不得了。”香港报贩协会副主席张德荣说。

在那黄金年代，一个报纸档一天能卖千份
报纸，有时甚至达到 2000份。每逢有爆炸性新
闻事件发生，销量更是惊人，买报的人排成长

龙，报贩应接不暇。“那时候报纸卖得很好，根本
不用考虑是不是要卖其他东西来贴补。”今年
58 岁、笑称 4 岁就在父母报摊当“童工”的林洁
卿回忆说。

身为香港报贩协会公关主任的林洁卿说，
生意好做的时候，她家里经营着四个报纸档，是
报纸档给了一家三代衣食无虞的生活。

“现在的报纸档比过去少多了。政府不发新
的牌照，买报的人越来越少，生意不好做。”张德
荣对记者说。林洁卿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令纸媒
走入严冬，作为分销商的报摊唇亡齿寒。免费报
纸的增加，便利店的竞争以及其他一些有商业
牌照的商店也开始兼卖报纸杂志，这些综合因
素导致了报摊数量减少。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提供的最新数字印证

了张德荣的话。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全香港
拥有牌照的固定报纸摊位仅剩 393 个。十几年
的时间里，报纸档减少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为了生存，有的报贩 24 小时不关档，通宵
守摊。记者一天夜里 11时路经香港湾仔区菲林
明道的一家报摊，见摊主仍守在摊前，偶尔有人
来买一瓶水、一包烟。细雨霏霏中，报摊朦胧的
灯光温暖了暗夜。

报纸档前景黯淡后继乏人

张德荣和林洁卿都表示，现在报摊生意后
继无人。

“老的老了，年轻的没兴趣。因为干这行没假

期、没钱赚，我们这辈人也许就是最后一批卖报
的了。”林洁卿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由妹妹接手
了报摊生意，而张德荣的儿子在港铁公司工作，
更不可能接手他的报摊。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卖
报，干别的也很难。如果有机会早就转行了。”

记者在香港街头看到，守着报纸档的绝大
多数是六七十岁年纪的老人。他们亲历了报纸
档的荣耀，也目睹了这一行业的迟暮，如今依然
坚定地守护着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这份事业，
默默而勤奋地劳作着。

满头白发的张德荣对记者说，“真是非常辛
苦，老婆、姐姐都来帮忙，每天开足 24 小时，还
是没钱赚”。

他说，每天报纸零售加起来只有几十份，买
报纸的人年龄都在 40 岁以上，“年轻人都看手
机，不买报啦。好在现在卖不掉的报纸发行商可
以回收，至少不会亏钱。”卖报收入只能占到张
德荣每天收入的十分之一，其余主要靠售卖物
品。这与报摊的黄金时代比“落差太大了”。

林洁卿也是继承了父母的报摊生意。她的
报摊位于深水埗的工厂区，面积只有张德荣报
摊的二分之一，夹在一家茶楼和两家便利店之
间。“为了多赚点钱，螺蛳壳里做道场，尽量把政
府规定的能售卖的物品都摆上。”

香港政府对报摊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管理，
持牌固定摊位小贩每年要交 4000 多元港币的
牌照费，须遵守《小贩规例》的规定及相关牌照
的持牌条件。除报纸杂志外，持牌摊位按规定可
额外售卖纸巾、香烟、打火机、香口胶、糖果等

12种物品。如果违规，报贩就有可能被检控罚
款。同时，报贩租借别人牌照，一经揭发，食环
署有权收回牌照。

报摊承载港人集体回忆

曾几何时，一纸如风，新闻瞬间传遍香港
各个角落。人们手持一份心仪的报纸，在茶楼
或者冰室里坐上半天，邻里见面畅谈纸上事，
是何等的惬意。

报纸档是香港街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张德荣这样的报贩们的生活来源。有专家
认为，报摊有存在价值，食环署应从恩恤角度，
重新考量报贩政策。例如对收回的牌照，可以考
虑发给低收入人士，给他们自食其力的机会。

报摊承载着香港人阅读生活的温情记忆，
也是街坊邻里的信息交流平台，买一份报纸，
和摊主谈天说地，分享忧喜，交流信息和感情，
比自助买报更具人情味。

报纸档虽然日趋式微，但生命力依然顽
强。面对当下的困境，香港报贩协会积极与政
府沟通，表达报贩们的诉求，希望政府放宽报
贩售卖的货品种类，改善经营环境，让报贩能
增加收入。而报贩们则不辞辛苦，灵活求变，困
境中图生存，不轻言放弃。

林洁卿说，政府自 2000 年以来就没有签
发新的报贩牌照，现存的报纸档也将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不断减少。但是报纸档是香港文
化的一部分，“如果报纸档完全消失，是一件
很让人心痛的事。”她低下头，神色黯然。

林洁卿感慨地说，报纸档养活了全家几代
人，她对此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愿意站出来
参加到报贩协会中，为更多的人做一些服务工
作，让渐趋式微的报纸档能够生存下去。

香港温情记忆：转角遇到报摊

“黑暗中的行者”逾 1700 万，我们该如何“大帮盲”
写在第 35 个国际盲人节之际

▲ 10 月 13 日，江苏科技大学志愿者带着镇江市朱方路社区的小朋友体验走盲道。

新华社发（石玉成摄）

新华社广州 10 月 14 日电(记者李雄鹰)
“孩子玩手机游戏瘾非常大，空余时间几乎离不
开手机，以前成绩能排在班级前十，前阵子都已
经班级倒数第一。”眼看自己的孩子王强(化名)
明年就要高考了，却还陷在游戏的世界里不能
自拔，南京市民龚女士越来越焦心。

龚女士说，孩子从小就喜欢电子产品，以前
也没限制他，导致后面对手机、游戏越来越依
赖，到初中以后更难以管教，以前是偷偷地玩，
后来干脆在大人面前明目张胆地玩。

龚女士的困境，是当前很多家长和教师共
同面临的难题：沉迷游戏，已经严重影响青少年
的学习和身体健康。

“我教过的班级，包括学校其他各班，学生
玩手机游戏的现象比较普遍，三分之二的学生
都玩过游戏。”佛山高中老师赖奕洲说，学生一
般是在放学之后、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玩
游戏，睡眠和成绩都受影响。

随着智能手机、4G网络的普及，各类网络游
戏还迅速向农村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深陷
手游世界，严重影响了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

除了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外，更让家
长们担心的是藏在虚拟世界里的种种诱惑和风
险。各种因沉迷游戏引起的不良后果不断上演。

手机游戏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但对部分青
少年来说，手机游戏就是整个世界。

“这里的规则很明确，有志同道合的‘道友’，
打打杀杀非常过瘾。”15 岁的张君(化名)因为
痴迷手机游戏，初三毕业后不愿上学，待在家
里，整天玩游戏。
游戏吸引青少年的一大原因是“朋辈心理”。

不少学生反映，周围的同学都在玩游戏，如果不
跟着进入游戏世界，同学朋友之间也就没有“共
同语言”，而当进入以后，游戏就是“成就感”的一
大来源：谁的段位高，谁的游戏打得好，不仅是游
戏中的主角，现实生活中也是被羡慕的角色。

一边是青少年不断沉迷手机游戏，另一边却

是不少游戏开发企业游走在法律边缘。一些游戏
为了吸引人气，增加流量，有意添加一些暴力、情
色等内容；一些游戏人物衣着暴露，人物身材设
定成人化；一些游戏过分戏说、虚构历史等。

更需警惕的是，游戏广告和宣传在网络上
随处可见，甚至不少游戏广告带有各类性暗示、
充斥暴力等内容。

“一个是‘肝’，看你花多长时间；一个是‘氪’，
就是花了多少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游
戏企业设计师告诉记者，在设计游戏的过程中，
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吸引更多玩家参与，有了参
与的玩家，就可以设计付费点，也就有了利益。

这名设计师说，青少年的付费能力有限，游
戏设计师不会将盈利点放在青少年身上，但青少
年有大把时间，进入游戏后，可以将参与玩游戏
的基数拉上来，给一些付费玩家更好的体验，因

此一些开发运营企业虽然在社会舆论之下开始
启动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但动力不足，效果有限。

《2017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游
戏用户规模达到 5 . 83 亿人，销售收入超过
2000 亿元，而移动游戏的份额继续增加，已经
过半。其中，青少年是游戏用户主力群体之一。
如何让孩子放得下手机游戏，避免游戏成瘾，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游戏企业虽然不是首要的责任方，但在开
发游戏的过程中，应该将社会责任放在更突出
位置。”广东原文化厅一位相关负责人说。

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鲁晓昆表
示，处于身心发展和价值观树立关键时期的一
些学生，对部分文化产品的内容缺乏鉴别力，
特别需要得到正面引导。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
需要把这种社会责任落实到游戏开发和运营
全过程，共同培育合理健康的游戏文化。

防治青少年沉迷游戏，不应将希望只寄托
在企业开发一套严格的防沉迷系统，应是社会
整体联防：法律的归法律，技术的归技术，教育
的归教育，家庭的归家庭。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记者李学勇、陶德言、李宣
良 解放军报记者罗铮)如果
要在祖国的版图上，寻找出能
够激起全民族共同记忆和深沉
情感的标志性地点，那么，国
门无疑是其中之一。

站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
史坐标，行进在祖国的座座国
门，感受祖国边防的沧桑巨
变，自豪感油然而生。

国门见证：落后必

然挨打，开放才能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边境线上，
国门是一道独特的景观。规模
宏大、气势不凡，仰望这些威
严矗立的国门时，人们不由得
会产生这样的感叹。

历史悠悠，沧海桑田。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

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
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的
大门。此后 100 多年间，陆上
国门破碎，海上门户洞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
华民族的命运彻底改变。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逐步
建设起强大的国防，国门彻底
告别有门无防的历史。

历史大潮，奔涌向前。
1978 年，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正式
拉开帷幕。中国在独立自主的
基础上开放国门，构建起了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对外开放格局。

在百年口岸满洲里，满载着货物和旅客的国际
列车从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国门下驶过。

很难想象，几十年前，这里曾是紧张对峙的前
沿。如今，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我国
沿边口岸中唯一的公路、铁路、航空三位一体的国
际口岸。

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国门召唤：人类命运与共，互惠才能共赢

新疆霍尔果斯，一趟趟中欧班列呼啸而过；广
西凭祥，来自越南的货车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
龙；福建泉州，第四届海上丝绸之路艺术节的筹备
如火如荼……

在开放合作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边
境线上的一座座国门，就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解。

广西凭祥，中国通向中南半岛的重要陆上通
道。改革开放 40 年来，凭祥市面积扩大了 20 多
倍，地区生产总值翻了 9番，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
额连续 3 年全国第一、口岸水果进出口额连续 6 年
全国第一。

一“门”之隔，越南老百姓也享受着边贸发展
带来的红利。自 2017 年 2 月，中越两国在广西凭
祥、东兴两地试点跨境劳务合作，已有近 10万人
次的越南劳动力进入广西务工。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
际大家庭。”这是中国的政策主张，也是中国的一
贯行动。

在碧波浩渺的南海，华阳礁上的大型灯塔为过
往各国船只提供导航和助航服务。近年来，我国南
海岛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在南海岛礁上建设
的不仅是必要的防御设施，更多的是民用设施，是
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中国的发展不会牺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
利益。”这是中国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的务实举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已有 10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 13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已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构建起更为紧密
的命运共同体。

国门昭示：制度彰显优势，民心蕴含伟力

2018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
强边固防的意见》，专门研究部署边海防工作，
为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指明了
方向。

强边固防，人人有责。党政军警民“五位一
体”合力强边固防，是新中国边海防的独特优
势，也是我们的制胜法宝。在历次边海防斗争
中，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与党政军警民合力强
边固防密不可分。

在漫漫边境线上，鲜艳的党旗国旗军旗高高飘
扬，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一
个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一顶毡房就是一个哨所，
一个牧民就是一位哨兵……

为了守卫祖国的国门，为了捍卫祖国的主权，
一茬茬戍边官兵远离繁华都市，长年与寂寞危险相
伴，有的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用行动兑现着自己
的誓言：不把主权守丢，不把领土守小！

在西藏山南边防一线，入伍 16 年、被战友们
誉为“巡逻王”的老兵杨祥国说：“这里离首都很
远，但离主权很近。我们守边防就是守国防，守高
山就是守江山。”

在人迹罕至的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克克吐鲁
克边防连 22 岁的下士李敦云说：“作为一名守卫
国门的边防军人，一想到自己坚守的战位是与祖国
的安宁、人民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再苦再
累都觉得值得！”

从东极界碑到西陲哨所，从碧波南海到冰封北
国，千千万万的新时代戍边人正在用无私奉献和默
默坚守书写着忠诚之歌。

正如王继才曾经说过的：“守岛就是守国，国
安才能家安。”

正如常年坚守在高原边防一线的戍边将士所唱
响的：“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正如在阅读了“王继才们”的感人事迹后网友
所评论的：“有这样爱国奉献的华夏子孙，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

(参与记者：梅世雄、樊永强、梅常伟)

从
国
门
看
沧
桑
巨
变

如何能让孩子们放下手机游戏
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5 . 83 亿人，青少年是主力群体之一。为了

让孩子们放下手机游戏，避免游戏成瘾，应该形成社会整体联防：

法律的归法律，技术的归技术，教育的归教育，家庭的归家庭

香港报纸档虽日趋式微，但生命力依然顽强。面对困境，香港报贩

协会积极与政府沟通，表达诉求，希望政府改善经营环境，让报贩

能增加收入。而报贩们则不辞辛苦，灵活求变，困境中图生存，不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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