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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边树木树枝适时修剪
李先生：我是霞山区青岛路 7 号的
住户，其反映土木路的马路边种有一
排果树，现果树生长茂盛，树枝较高，
若台风来临，树木易倒塌，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另果树现已结有果实，果实
已多次掉落砸坏周边住户的房屋瓦
片。现其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修剪土木
路上的果树树枝。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针对
反映的问题，我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
工作人员到现场勘察处理，市民反映
的情况属实，我局工作人员于 3 月 22
日对霞山区土木路路边的果树进行修
剪，现已修剪完成。下一步，我局将加
强对路边树木树枝的适时修剪，维护
市民良好的生活环境。

市民服务热线：
市民服务热线
：12345

公园高音喇叭播放音乐扰民
王先生：赤坎区寸金桥公园内的
动物园每天 10:00-18:00 使用高音喇叭
播放音乐，期间产生的噪音严重影响
附近居民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核查处理。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针对
反映的问题，我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
工作人员到现场约谈公园内动物园经
营者，要求其必须严格控制音量，特别

是在午休时间，不能影响到周边居民
的正常休息，动物园经营者当场承诺
在播放音乐时会尽量调小音量，不影
响到周边的市民。近期我局安排检查
人员在午休时间到公园内巡查，发现
该问题已得到有效改善。下一步，我
局将加强对公园的巡查管理，努力为
市民营造宁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市民服务热线：
市民服务热线
：12345

货车堵塞交通
朱先生：开发区硇洲岛硇洲中学
门前大路路边每日 09:00-16:00 均有两
辆大货车轮流停靠装卸货（食品、水管
等各种物品），且长时间停靠，严重阻
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该情况已存在
3 个月，现其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督促货
车司机到硇洲岛货运站装卸货。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接到支队
转来的投诉材料后，我大队马上对该
情况进行调查。情况如下：一、大队领
导立即安排硇洲中队民警到现场查
看，民警在到达现场后，没有发现停靠
的货车,硇洲岛地理位置偏远，交警硇
洲中队还在积极筹建中，由于缺少办

公场所和人员，交警开发区大队只能
保持每周白天登岛开展 1 到 2 次的交
通秩序，整治因受硇洲轮渡班次限制，
整治组必须在当天下午 17 时许乘轮渡
过码头。由于硇洲中队没有进驻，建
议在此路段设置禁停标志。二、要求
专人致电到诉求人朱先生，做好解释
工作，希望其表示我们交警工作的难
处，其表示非常理解。三、随着硇洲岛
经济日益发展，道路交通车流量增大，
道路交通压力剧增，管控力度加大势
在必行。交警开发区大队会克服多方
面的困难尽早进驻硇洲岛，尽早负起
硇洲岛路面交通的责任。

市民服务热线：
市民服务热线
：12345

建议安排多一个人
为报考驾照的考生检查色盲
市民：遂溪车管所要求所有报考
的考生均需要前往遂溪县中医院进行
检查色盲，但是医院检查色盲录入资
料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导致很多
人都在排队，浪费大量时间。故其希
望相关部门安排多一个工作人员前往
该处进行检查色盲。
遂溪县卫计局：现将处理情况答
复 如 下 ：1、该 院 治 未 病 科 体 检 组 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起，受湛江市车管所
委托，开展驾驶员体检工作，体检组共
有 5 名医护人员，但市车管所因要规
记者 李亚强

范全市体检市场，目前只批一台照相
仪给该院。2、本月报考人员扎堆，平
时该院未病科体检组每天 60-80 人的
体检，突然剧增至每天 200-300 人，
所以近两周出现人员排长队现象。3、
目前，该院安排体检组加班，中午不休
息为学员体检，并向市车管所申请多
一台照相仪，等待报批中。我局责令
遂溪县中医院进行整改，严抓医疗服
务态度，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切实为群
众提供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为驾校
学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通讯员 陈海鹏

整理

不要盲目望子成“星”
保持清醒和理智

炫耀
人义（遂溪）

米苏（霞山）
广电总局近日发布《未成年人节目管
理规定》，要求未成年人节目不得诱导未
成年人谈论名利、情爱等话题，不得宣扬
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星子女，不得
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恋。这些关于未成
年人节目的“禁令”，其实禁的更是成年人
的功利心。
童年，本是一个如诗如画的年龄，一
个充满梦想和自由的季节。但近几年，在
商业化大潮、娱乐化巨浪的冲击下，童年
这片净土不断失守。一方面，是明星子女
纷纷从过去被“严密”保护到大方走到幕
前，更有一些艺人刻意通过让子女上节目
“翻红”
“蹭热度”。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
多家长看到这些童星人气火爆之后，也做
起了“星爸”
“星妈”的梦，让自家孩子过早
地“选秀”
“ 出道”，当“儿童模特”
“ 儿童大
咖”，游走于“儿童名利场”。童星大热的
背后，
无不有着成年人功利熏心的影子。
近年，综艺节目中童星大热，但童星
权益保障却迟迟跟不上火热蹿红的速
度。目前，能够保护童星权益的是《劳动
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招用未满十
六周岁未成年人从事文艺事业需事先经
过审批手续、取得监护人同意，同时用人
单位还需保障其身心健康及受教育的权
利”。但在实际操作中，童星的监护人往
往会代其与经纪公司签下一纸《经纪合
同》。在《经纪合同》框架下，童星与经纪
公司属于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也就是
说，当童星权益遭受侵害，其根本不能依
据《劳动法》主张权利。更为残酷的是，童

星成名之后，往往会像成年明星一般被当
成“公众人物”，曝光在娱乐记者的长枪短
炮之下，他们仍是未成年人、仍需特殊保
护的客观需求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去
年的一档综艺节目，更是借着童星之口挖
隐私、讲段子，这些做法不是大大超越了
保护未成年人的底线了吗？从这个角度
来说，
《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的发布，
其实是从法律上不断完善对童星权益的
保护，从法律层面上禁了部分综艺节目制
作方的功利心。
而更深一层来看，
《未成年人节目管
理规定》更是为了禁一些家长的功利心。
当童星其实没什么不妥，只能算是孩子成
才的一种选择，很多孩子生下来也确实有
做明星的天赋。但问题是，如果一些家长
不顾孩子的实际情况，硬是将孩子往星路
上拉拽，这就成了一种偏执，效果可能会
适得其反。这种不管不顾的“造星”行为，
其实是家长的功利心在作怪。一些家长
被那些所谓的“星探”告知孩子有成为童
星的天赋之后，在功利心的驱动下，他们
就 会 抱 着“ 造 星 ”的 执 念 一 路 狂 奔 不 回
头。他们不管孩子适不适合当童星，也不
管家庭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看到的只是
孩子做了童星所带来的高额收益，又或者
仅仅是为了圆自己曾经做过的明星梦。
这种行为，嘴上说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
是害了孩子。
其实无论是明星父母又或者是普通
父母，都应该在“童星梦”面前保持清醒和
理智，不要因利欲熏心，就让孩子过早地
“选秀”
“出道”。否则，到头来伤害的是孩
子，后悔的是自己。

尺度的把握
李丽平（遂溪）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3 日发布《未成年
人节目管理规定》，要求未成年人节目不
得诱导未成年人谈论名利、情爱等话题，
不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星子
女，不得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恋。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该出手时就出手。
近年来，部分未成年人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节目中，出现炫富、炒作明星子女、
包装“童星”的现象，甚至有“商业化、成人
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引起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
时下，亲子类节目可算是占据了娱乐
节目的半壁江山，一个又一个的童星被塑
造出来。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虚荣心
总是有的，参加节目录制和广告活动自然
应该有所节制。显然，孩子过早进入演艺
圈“熏陶”让其带着世故功利的心态成长，

必然会失去该年龄段该有的童真，或许会
取得一时的荣耀和经济利益，但是也会潜
移默化地误导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众所周知，因为我们国内电视节目没
有分级制度，儿童、成人电视节目常常纠
葛在一起，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儿童作
为电视节目的热点，常常被当成节目的炒
作对象，这是市场规律的反映，可是由于
电视节目尺度把握的问题，很多亲子类真
人秀节目中的儿童并没有得到健康的成
长。我并不反对未成年人参与节目录制，
一些童星因为表现出色，受到观众追捧，
本无可厚非。其实，社会很需要智慧型、
文化型的儿童节目，此次国家对于未成年
人的节目进行管理是十分正确的”。需要
注意的是，如果节目制作方不从根本上建
立正确的价值观，有问题综艺节目仍会存
在“复活”的机会。

偏离轨道
钟佩银（赤坎）
时下，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利用童星效
应炒作明星子女的风，
我认为实在不妥。
孩子具有很强的模仿力和好奇心，过

度娱乐化、成人化的节目，让正处于发育
中的孩子更加感兴趣，尤其是 12 岁之前的
孩子，如果成长的过程中注入太多不良的
东西，他们对人生观和价值观判断就会严
重断层和出现偏离轨道的现象。

或许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一
些电视台都推出了和萌娃们相关的综
艺节目，近年来许多明星子女出现在了
观众的视野内，让观众对明星家庭生活
有了一定的了解。如，老爸明星带着孩
子一起旅行的节目，没有了妈妈的帮
助，老爸们只能靠自己来带娃，不管遇
到什么情况，也都得想办法应对，让观
众们看到虽然有的老爸不常照顾孩子，
但还是对孩子很呵护的。这些节目轻
松的氛围和和谐的相处模式，深得大家
的喜爱。
这本是件好事，问题是，近年来部
分未成年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
中，出现炒作明炒作明星子女的现象，
甚至个别节目有“商业化、成人化和过
度娱乐化”倾向，这些明星拉着自己的
儿女们成功又一次翻红，更是带着儿女
们去接广告来炒作。随着明星子女炒
作越来越多，反倒让人们觉得单纯无邪
的明星孩子，在节目中表现的活泼开
朗，十分惹人怜爱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
之中，也被认为是为了炒作，从而降低
了对他们喜欢程度，引起社会各界高度
关注，更多的是吐槽，一些明星公开炒
作自己的子女，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便
开始为他们的以后打基础了。毕竟从
小就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长大以后想
踏足娱乐圈更加轻而易举。对此，民众
很不满，而很多人的孩子默默付出了数
十年最后却轻轻划过，甚至连名字都没
有被观众们记住过，凭什么仅仅靠出身
不努力就能够成为以后的明星呢？
事实上，炒作明星子女实是一种炫
耀，不仅污染了娱乐圈，而且毒化了包
括明星子女的心灵。炒作明星子女该
休矣！

健康成长
黄文义（赤坎）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节目，让孩
子穿着成年人的衣服在那里一幅小大
人的样子，老气横秋地说些与自己年龄
不相符的话语。旁边的人却看得个哈
哈大笑，看得我都来气了。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美，拔苗
助长的美不可取，装嫩的美更不可取。
童年时期的美就应该是活泼可爱，成人
的美就是成熟稳重，两者不能互换。如
果说整天让这些童星，明星子女像成人
一样一幅老气横秋的样子做节目，久而
久之都会让这些孩子陷入困惑当中：我
究竟是小孩呢还是大人了呢？如果我
是小孩，为什么这些大人却要我装成大
人的样子？让我感到很累很烦啊。
过早地让孩子成人化，这是在摧毁
孩子的一切。所以无论童星也好，明星
子女也罢，都是未成年人，都受到《未成
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而现在的一些节
目为了追求所谓的收视率，不惜大肆宣
扬童星、明星子女的私生活，以达到其
的商业目的。而这类节目又总是以炫
富、炒作明星子女为重点，包装童星，并
且还让孩子进行成人化的表演，和问一
些低俗及侵犯别人隐私的问题，极大地
影响到这些未成年人正常健康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