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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上下学时分走上街头，不难发
现孩子们佩戴儿童电话手表的身影，家
长和孩子双双接受它成为“标配”。电话
手表，正构建起儿童社交的隐秘江湖。

儿童社交网络正肆意生长

万千家庭撑起儿童电话手表惊人的
出货量。据统计，2019年第一、二季度
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为4257万
台，同比增长34%。

“不论你在哪里，一个电话马上就找
到你”，这是儿童电话手表广为流传的宣
传语，也是戳中家长的话。一位已给孩
子换过3块儿童手表的妈妈说，定位、电
话、视频功能是其核心消费原因。而孩
子更喜爱的是电话手表的社交和娱乐功
能，比如加好友聊天，问作业不用再借妈
妈手机。在手腕上的方寸屏幕之间，庞
大儿童社交网络正肆意生长：垂髫幼子
们复刻了他们父母在微信上的生活：添
加好友、发朋友圈、彼此点赞、发送金
币。高阶版的电话手表甚至还配备了前
后摄像头，不但可以翻译英语单词、识别
动植物，还可以测算你的颜值打败了全
国多少位小朋友。

不利于构建独立的自我认知

然而，对于儿童的在线社交需求，一
直争议不断。美国早在2000年4月起
正式颁布施行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就强制禁止在线社交媒体平台向13岁
以下的孩子开放注册。国内专家对儿童
电话手表的简化呼声日高，即保留通讯
和定位等核心功能，去除包括社交在内
的其他互联网应用。

这并非空穴来风。英国知名心理学
家撰文指出，儿童过早介入社交网络，可
能影响睡眠，容易陷入攀比的陷阱，而且
不利于构建独立的自我认知。美国密歇
根大学儿科医生Jenny Radesky研究
发现，无聊对儿童的认知和社交情感发展
非常重要，因为它迫使孩子利用他们的创
造性思维来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但今
天的孩子已经难得有无聊的机会。

戴电话手表前先立规矩

如何为学生使用电话手表立规矩，
已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浙江省绍兴市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带
头人俞和军老师认为，无论老师还是家
长都要理性认识学生佩戴智能手表现
象。电子设备对孩子的诱惑力实在太
大，堵不如疏，不如把规矩定在前面。孩
子提出佩戴智能手表前，要和孩子约法
三章，比如，可以跟他说清楚，不开通上
网功能（防止游戏）、上课不能玩，进入学
校设置静音，不能在学校里录音、拍照（用
于学习除外）等，若因违反规定被老师批
评则“一票否决”，取消佩戴智能手表一个
月的资格。只要家长和孩子做好沟通，尤
其是出现问题时坚决不妥协，孩子就会养
成良好的使用智能手表的习惯。

俞和军表示，信息化社会孩子的信
息素养需要从小培养，让孩子正确面对电
子产品也是提升孩子信息化素养的一个
方面。对于智能手表，没有必要“谈虎色
变”，但大人的榜样很重要——如果我们
自己总是在孩子面前手机玩个不停，看电
子小说、淘宝购物、玩游戏、刷微信等，如
何让孩子对电子产品有克制力呢？

（据《漯河晚报》《柯桥日报》）

电话手表：
儿童社交的隐秘江湖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黄宁家庭因
告别都市投身乡村振兴做出贡献而获得2019
广东十大“最美家庭”荣誉。

别城市繁华，归来乡村为振兴；汗水结出果
实，青春因理想开花；创业者的情怀，诠释了人
生价值的所在。”这是2019年“最美家庭”组委
会对黄宁家庭颁奖时的致敬词，表达了对这个

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家庭的敬意。
几年前，年轻姑娘黄宁和丈夫彭生根从上海

回到广东河源老家，他们在一片荒地上种了100
亩葡萄，开启了艰苦创业的日子。曾经，他们遭
遇大雨淹没整个葡萄园，多年积蓄打了水漂；但
他们从未想过放弃，一家人相互信任和扶持，用
日复一日的辛勤和努力，换来了满园鲜果芬芳。

创业五年，一家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可
黄宁却并不觉得自己成功：“一家人富起来不算

什么，只有大家都富起来，才是真正的小康之
路。”于是，她牵头成立了免费培训室，为乡亲们
培训葡萄种植技术，吸引了20多位留守妇女就
业上岗，扶持了20多个种植户种植葡萄。黄宁
还牵头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吸收了100多名社
员，鼓励他们种植西瓜、木耳、红薯等当地土特
产，在葡萄园建立集市进行销售，间接带动上千
农户增收创富。去年，她的合作社还成为了国
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据南方网

2019广东十大“最美家庭”——黄宁家庭

告别都市投身乡村振兴

文明家庭文明家庭
建设建设

“今年‘双十一’你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抢
到超低折扣的商品了吗?”……今年“双十一”刚
过，大家见面的时候，都难免要在购物这个话题
聊上一会儿。

“双十一”，已经从多年前的“光棍节”演变
而成全国甚至全球消费者与电商平台的狂欢
日，这些年的演变历程也展现了中国消费市场
的活力和潜力。

但是，在购物狂欢的同时，你是否理性消费
了呢？近日，记者就这一话题专门采访了湛江
的一些街坊。

为“双十一”抢购，熬夜到
凌晨两点

家住吴川市区沿江路三区的郭女士，为了
在今年“双十一”抢到优惠商品，熬夜到凌晨两
点。她给自己和两个孩子抢购了衣服及食品，
为老公和父亲抢购电动刮胡刀等产品，还为妹
妹选购了一本打折的《现代汉语词典》。郭女士
笑着说，这个“双十一”她一共花了2000多元，
觉得物有所值。

郭女士说，据她所知，她身边的女性朋友都
在“双十一”抢购商品，普遍花费一两千元。

“比如这件原价599元的羽绒服现在449
元，而且还能享受折上折，满减活动等，算下来
比去实体店原价买划算多了。”郭女士列出自己
的计算公式：一件原价599元的羽绒服，售价
449元，再享受购物津贴满400减50，另外购买
两件享受折上9折只花了359元就买到了实体
店卖599元的衣服，相当于省了240元。

据了解，2019年“双十一”，电商平台天猫与
全球超过20万个品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2万个进口品牌深度参与。仅仅1分36秒，今
年天猫“双十一”成交额就突破100亿元。

与往年“双十一”相比，除了销售成交额再
创新高，今年也出现了很多新玩法。早在“双十
一”开始之前，各大网络电商平台上已经制造了
各种预热玩法，提前调动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盖楼”、“叠猫猫”、“红包游戏”等等让不少人沉
迷其中，网络主播们在各自的直播间里卖力“带
货”，让消费者们的购物车越来越满……

“双十一”别忘理性消费：
“家里都快放不下了”

这种狂欢的背后，消费者能否还保持一份
理智？你是否真的省钱了?

吴川市民麦先生说，今年“双十一”前，他看
着妻子在用手机浏览网购APP，他忍不住提醒
到“别再买了”。原来，妻子去年屯的卫生纸、洗
发水等日用品到现在还没用完。

麦先生认为，在“双十一”期间，折扣可以把
人们带入到这些眼花缭乱的商品中去，而且很
多商家推出分期贷款来促销，这样使得更多的
人也走到消费中去。但是，消费能力和消费实
用价值要对等起来，特别是年轻人要理性消费，
切勿盲目攀比。

赤坎居民梁女士认为，“双十一”不仅要买
买买，更要理性消费。她是一位准妈妈，今年购
买的商品以母婴用品为主，双十一前就把要买
的东西重新捋了一遍，首先把零点开抢的、有名
额限制的、前多少名有赠品的商品标注出来，这
些是需要首先抢购的，再就是为了更多使用满
减购物津贴，就得提前搭配好，能够凑齐满减额
度的优化成组合，不够满减额度的就要再精心
挑选一些其他产品来凑一下。”梁女士说，就算
是凑单，也要挑选一些家里需要的，不然花了钱
还容易闲置。

梁女士认为，在购物时应该只选择自己想
要的，不要被低价诱惑和贪小便宜，导致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

大代表建议：面对“双十一”
的狂欢，人们更应当理性消费

“‘双十一’是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是
各路电商翘首以盼的日子，更是众多消费者的

‘狂购节’，消费者集中网购的欲望非常高涨，”
但是，在狂购的同时，一定要考虑自身的能力，
切勿因为便宜盲目从众而失去理智，买了自己
并不需要的商品，湛江市人大代表林壮锦认为。

林壮锦认为，“双十一”毕竟仅是一个集中
购物的时段而已。如果商家提供的商品不是自
己所需，就不要盲目跟风，非要到“双十一”这天
才购买。而且，价格未必就比平时低很多。因
为有些商家在“双十一”促销活动之前，就会把
商品的价格调高，等到“双十一”再降下来造成
打折假象。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商家
暗藏的猫腻多，尽是“套路”，消费者稍有不慎就
有可能被坑。

记者从吴川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该协会
提醒广大消费者，无论选择网上消费还是到实
体店消费，都要谨防促销陷阱，网络消费更要理
性，正规电商是首选，交易安全要重视，消费凭
证要保留。

狂欢购物，消费者能否还保持一份理智？你是否真的省钱了？

“双十一”，你理性消费了吗？
本报记者 林明聪 通讯员 林嘉慧

育儿经万家灯火

(资料图片)

●

单位证件
●湛江市麻章区柳东食品厂遗失湛江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 2016年 12月 29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811MA4W4CXE29，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北桥支行
遗失湛江市水产鱼苗养殖场银行开户许可证
副本，核准号：J5910001607302，声明作废。
●雷州市东里镇东塘小学遗失 2018年 8月 31
日开具的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幼儿园报名收
费收据一张(FK22849905)，金额:650元，声明
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东田村 23号余文献遗
失湛江市麻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5月 5
日签发的普通货车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811MA53796G0N，声明作
废。
●湛江市赤坎区水产加工与流通行业商会遗
失公章一枚，号码：4408020006623，声明作
废。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镇路西村端车经
济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号：J5910004087301，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田寮村 17号左
颖偲遗失湛江市公安局麻章公安分局 2017年
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劳文胜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一本，证号：
4408000012004283，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民安镇客屋村 300号吴
争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一 本 ， 证 号 ：
44080119680515293351，声明作废。
●黄秀权遗失湛江市麻章甲状腺专科医院
2019年 8月 17日开具的湛江通用机打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 144081860248，发票号码：
00002665，声明作废。
●冯柳文遗失湛江市麻章区卫生局 2001年 12
月 25 日签发的医师执业证书一本，证书编
号：640218066，声明作废。
● 邓剑媚遗失就业创业证一本，证号：

4408000016000086，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东美文具商店万东明遗失粤
地 税 字 440804197502080817 号 《税 务 登 记
证》正本一本，声明作废。
●吴川市杨琼道遗失位于覃巴镇覃华黑尾塘
工程建设许可证，证号为：吴川市覃巴镇
5-040072，声明作废。
●吴川市杨琼道遗失位于覃巴镇覃华黑尾塘
建设用地许可证，证号为：覃国土 【1995】
用地字 052401号，声明作废。
●吴川市振文雄图油漆店陈良彪遗失吴川市
市场监管局 2017年 5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3MA4WLPD33P，声明作废。
●徐闻县城北乡铜铁坑村 14号巫小凤遗失徐
闻县公安局 2013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徐闻县下洋镇地塘村 38号陆志贤遗失徐闻
县公安局 201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徐闻县城北乡桃园村提创经济合作社
4408250003038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联合拍卖公告
（2019）产权第291号

受委托，于 2019年 11月 28日上午 10
时，在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2号天润中
心 6楼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号开标
室，公开拍卖堆积在广东省遂溪县杨柑河
杨柑镇消坑村河段张成武虾塘处约
11317.9立方米河砂，该堆场砂矿处于杨柑
河入海口段，属于海砂，需进行淡化处理
符合建筑用砂标准，才可作为建筑用砂使
用，详见“同嘉评字（2019）第 0363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起拍价：1256287元，竞买保
证金 30万元。相关资料以拍卖会当天发
放的为准。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年 11月 27日
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户名：湛江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广东南粤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盛新城支行；账号：

340001230900000789-2（以到账为准），并
携带有效身份证或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及银行缴款单到湛江市
赤坎区体育北路 2号天润中心 5楼湛江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 11月 25日、26
日，联系电话：13434601856袁生

联系电话：0759-3585829、3338792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

//www.zjprtc.com/
地 址：湛江市赤坎区大德二横路

32号B幢首层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江市拍卖行

2019年11月16日

温馨提醒：

企业及个人各类证件遗失，

及时登报声明，保障自身合法权

益。

业务咨询：3336821

咨询时间：8:00-11:50
14:40-5:30

刊登各类证件遗失
受委托，定于 2019年 11月 26日上午

10时在吴川市樟铺镇人民政府四楼大会
议室（吴川市樟铺镇樟洲路9号）公开拍
卖堆放在樟铺镇沙美大桥旁的39966.38立
方米河砂，起拍价：650万元，竞买保证
金：100万元。根据委托方要求竞买人须
具备相应的条件方可参与，详细资料请登
陆（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zjprtc.com/） 查看。符合条件的竞
买人于2019年11月22日16时前携带相关
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加盖与原件
相符及单位公章，到湛江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进行资格审核，地址：湛江市赤
坎区体育北路 2号天润中心 5楼。通过审
核的竞买人于 2019年 11月 25日 16时前
将竞买保证金以企业基本户汇入,户名：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盛新城支
行；账号： 340001230900000789-2 （以
到账为准） ,于拍卖会当天到拍卖会现场
办理登记手续。相关资料以拍卖会当天
发放资料为准。

联系电话：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585829、湛江市拍卖行3338792

拍卖行地址：湛江市赤坎区大德二横
路32号B幢首层。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由竞买人自
行 踏 勘 ， 具 体 展 示 安 排 请 致 电:
13922064030郭生。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湛江市拍卖行

2019年11月16日

联合拍卖公告
（2019）产权第260-02号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编号：02475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记，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如有异议，
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2019年12月 4 日之前）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予以
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点：吴川市不动产登记局或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方式： 0759－5554003、5561288

吴川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11月14日

序
号

1

权利人

吴川市市
场物业管
理局

不动产权
利类型

国有土地
使用权

不动产坐
落

吴川市塘
缀镇板桥
开发区北
小区

不动产单
元号

不动产
面积

7500㎡

用途

批发零售
用地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