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6日，湘阴县岭北镇柳林江大堤沙田垸，武警岳阳市支队官兵在管涌处抢险。当天16时许，沙田垸附近一
民房后院发生管涌，60余官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抢险，排除险情。 记者 唐俊 摄

问： 目前湘资沅三条水的
洪水都到了洞庭湖， 岳阳的压
力应该比较大， 接下来退到警
戒线水位线之下可能需要10天
左右时间，这10天怎么办？

岳阳市副市长、 市防指常
务副指挥长唐文发： 目前洞庭
湖水位很高， 现在岳阳有58个
堤垸，51个超警戒水位，超历史
最高水位的有3个， 在这样的严
峻形势下，岳阳整个堤垸都在高
水位中浸泡，出不去。岳阳的防
汛抗灾跟其他市州不一样，根据
之前的经验“洞庭湖一般是白天
不垮堤，晚上垮堤；涨水不垮堤，
退水垮堤”。针对洞庭湖的特点，
我们要落实责任制，只要发现了

就没有抢不了的险。
我们组织了上百人的督察

队伍，特别是对重点堤垸、发生
了险情的地方反复督察； 同时
还要通过科学的研判调度，基
础保障要三到位，要严防死守。
对岳阳，对洞庭湖区来说，广大
干部群众都有坚强的决心和信
心，力争不垮一堤一坝。

问： 湘西州和怀化属于山
区，地质灾害容易发生，这两个
地方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修复
的情况怎么样？

湘西州政府秘书长、 办公
室主任包太洋：“6.30”这次洪灾
公路中断814条次，干线公路受

损185公里。洪灾发生之后，我们
把抢修道路交通作为重中之重
的任务， 组织交通公路等部门
夜以继日全力抢修。 目前除319
国道芦溪段没有抢修通， 还有
凤凰县等极少数没有抢通，所
有的乡镇公路已经恢复交通。
下一步我们将对损坏的公路进
行疏通、加固，确保人民群众不
因为道路交通的中断影响正常
的生产生活。

怀化市副市长、 市防指指挥
长杨林华：怀化G209等8条国省道
路中断了，道路损毁非常严重，经
过积极抢修， 目前怀化的国省道
已经抢修通， 现在还有一些乡道
和县道还在抢修恢复当中。

问：洪灾极易导致群众因灾
返贫，永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永州市副市长、 市防指指
挥长贺辉： 我们将组织广大干
部进村入户查灾、核灾，全面摸
清贫困村和贫困户受灾情况；
同时要督促保险机构， 加快理
赔； 再组织社会各界向困难地
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

同时按照一户一策， 积极
开展生产自救， 并在项目资金
方面，向贫困地区、向贫困户倾
斜。 对受灾贫困户实行一对一
的重点帮扶， 对贫困户重建家
园给予重点支持。 对受损的贫
困村的基础设施， 优先安排项
目，安排资金，加快修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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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防沉迷“王者荣耀”，还需多点诚意
7月4日上午10点多， 备受争

议的手游“王者荣耀”正式上线健
康游戏防沉迷系统， 这个系统对
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进行了限
制：12周岁以下每日限玩一小时，
晚上9时以后禁止登录；12周岁以
上未成年人每日限玩2小时。与此
同时， 为避免未成年人使用成年
人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 腾讯推
出“成长守护平台”，家长可以在
此平台上进一步对孩子的游戏账
号及消费额度进行监管。 然而澎
湃新闻发现， 有成年玩家收费为
未成年人账户进行实名认证，“50
块一个账号， 今天帮认证了3个
了”。（7月6日澎湃新闻）

“王者荣耀”这个手游这段时
间无疑处于风口浪尖， 在它收割
一茬又一茬的游戏者以及第一季
度就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 也引
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议， 其中最集

中的争议体现在未成年人沉溺游
戏无法自拔甚至发生恶性事件这
一点上。有媒体人士就明确表示,
“电子游戏自被开发出来之日始，
就是引诱玩家去参与。”当然也有
舆论持“技术中立论”，认为游戏
公司无错， 游戏属于被污名化的
对象。然而，不管如何争论，包括
“王者荣耀”在内的各网游、手游
已经捆绑了众多未成年人， 并导
致他们中的一些个体踏上自我毁
灭的道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对开发游戏的网络平台
而言，它并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但
当这个游戏进入市场，它所承担的
已不仅仅是成为这家公司的新的
经济增长引擎这一职能，它更应注
重商业价值之外的社会责任，其中
就包括了最大程度防止未成年人
过度沉迷甚至因此踏入疯狂之路。

“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的上

线， 我们姑且抱着最大的善意认
为这是腾讯在自省后的补救举
措， 而非处于舆论压力下的不得
已行为。 但这个防沉迷系统上线
的第一天，就被轻易攻破，一些商
家通过技术手段破解系统， 将账
号中的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直接改
成成年人身份信息， 且提供了一
系列如何绕过监管的攻略。 正所
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这
当然足可证明该游戏在用户黏度
方面的成功， 但让我们也不得不
怀疑， 一个在游戏行业深耕细作
十几年、 有着深厚技术底蕴的公
司， 设置防沉迷系统时是否并没
有奉上十足的诚意？

腾讯专门针对“王者荣耀”推
出的防沉迷系统被外界称为“三板
斧”， 包括未成年人限制每天登陆
时长； 绑定硬件设备实现一键禁
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就眼下来

看，这“三板斧”显然存在很大的Bug，
比如身份证信息， 网上可以买到，父
母的亲友的可以随便盗用或借用。要
解决这一问题，仍需腾讯在系统设置
上提升级别，堵住现有漏洞，例如有
网友就提出重修实名验证标准，由单
一化的验证变成多方验证或交叉验
证，甚至指纹、虹膜验证等。

在网络时代，游戏、电竞都越来
越深入个体生活，若说因此可以从缺
乏自制力的未成年人中诞生众多的
“电竞骄子”， 恐怕有些一厢情愿，更
多的时候，游戏在未成年人中产生的
是明显的负性效应。游戏开发平台不
愿我们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我们也
不愿游戏开发平台在缺乏社会担当
和责任感的情况下， 使未成年人被
游戏深度捆绑成为一个悬而不决的
社会问题。因此，还愿多些诚意，让
原本无辜的“王者荣耀”不要成为一
剂毒药。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四市州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超140亿
岳阳、永州、怀化、湘西通报强降雨受灾救灾情况 各地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本报7月6日讯 今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岳阳、永州、怀化、湘西等四个市
州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各市的防
汛救灾情况，并答记者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岳阳自
今年入汛以来，遭遇了最强降雨
过程，截至7月5日24时，该市受
灾人口116.12万人，直接经济损
失28.61亿元。截至7月5日24时，
该市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1.59万
人，所有受灾村全部实现了“四
通”(通路、通电、通讯、通水)。

永州市自6月25日以来持续
出现超强降雨，境内湘江干流水
文站点超过1976年历史最高水
位，6月25日到7月3日，该市平均
降雨量达212毫米， 较历年均值
偏多457%，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49.89亿元。接下来，永州将进
一步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坚持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确
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

穿、有地方住、有人疏导情绪。
怀化市本次经历了空前的

区域性暴雨，6月1日至7月1日
20时， 该市累积降雨量521.1毫
米， 较历年同期偏多130.2%，突
破了历史极值；截至发布会前，怀
化市直接经济损失45.18亿元。怀
化市共设立灾民集中安置点53
个，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湘西州今年6月以来累计降
雨异常偏多， 连续发生“6.22”、
“6.30”两次强降雨过程，遭遇超
50年一遇特大洪灾，平均累计降
雨达392.2毫米，遭遇超50年一遇
特大洪灾。 强降雨过程造成该州
直接经济损失16.47亿元。“6.30”
灾情发生后，共设置灾民集中安
置点10个，安置灾民27810人。

目前，各地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得到保障，灾后重建工作有条
不紊地推进，灾区社会保持稳定。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张丹妮 汪梦媛 张晶

省政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本报7月6日讯 近段时间持
续强降水导致的洪涝对农业生产
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据省农情调
度，受6月22日以来暴雨灾害影响，
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132万亩，成
灾568万亩，绝收148万亩。水稻、蔬
菜、瓜果、棉花等农作物受灾严重。

为了抓好生产恢复，7月6日，
省农委召开全省农委系统防汛抗
灾紧急视频会，要求各地要切实抓
好农作物灾后生产管理和生产恢
复工作，坚决打好抗灾保生产的攻
坚战。据了解，截至7月6日，全省
已紧急调拨省级救灾储备种子41
万公斤分别发往平江县等5个受
灾严重县市区。 ■记者 吴虹漫

41万公斤救灾储备种子
被紧急调拨5个受灾重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