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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兰州设“智能斑马线”
调控非灯控路口

■本期点评 雨山

情侣悬崖峭壁拍婚纱照
“唐僧悟空师徒”围观祝福

儿童玩具的安全， 牵动着亿万家庭的神经。
然而， 在儿童玩具市场上， 包括弩箭、 飞镖等带
有危险性的玩具屡禁不止， 而且新的危险性儿童
玩具层出不穷， 比如最近热卖的指尖陀螺。 （11
月14日 《法制日报》）

指尖陀螺可以在瞬间扎穿几毫米厚的皮革，
威力着实不小。 实际上， 指尖陀螺已经有了伤人
案例， 前段时间， 一名11岁的澳洲男孩在玩指尖
陀螺时， 把陀螺抛到空中， 陀螺跌下擦伤了他的
眼角， 男孩险些失明。 （11月2日 《都市女报》）
而在市场上， 还有不少儿童玩具都带着伤人的
刺， 有的带 “硬刺”， 比如 “牙签弩”、 飞镖、 激
光笔 （激光笔长时间照射到眼睛上， 会造成黄斑
区灼伤， 伤害无法逆转）、 “尖叫鸡” （音量分
贝过大， 损伤听力） 等， 有的带 “软刺”， 比如
容易被儿童误吞的泡大珠、 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
的玩具、 零配件容易脱落的玩具以及血腥、 暴
力、 淫秽的玩具等， 这些玩具几乎都伤过人， 都
有过 “劣迹前科”， 都是儿童健康与安全的威胁
和隐患。

近年来， 我国政府对玩具质量和安全标准日
益重视， 顺应国际玩具市场的发展潮流和儿童的
健康安全需求， 于2016年1月1日推出了新的玩具
安全标准， 淘汰修改更新了很多落伍过时的标
准， 新标准更全面， 更科学， 更合理， 更严格，
很多内容与时俱进， 与国际接轨， 甚至严于国际
通行标准。 新标准扩大了适用范围， 既适用于设
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玩具及材
料， 也适用于不是专门设计供玩耍、 但具有玩耍
功能的供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 同时， 新标
准加强了对声响、 机械部件、 燃烧性能等安全指
标的要求。

然而， 有些厂家并未按照国标生产玩具， 有
的厂家甚至是黑工厂， 证照资质不全， 或没有任
何手续， 大肆生产三无产品。 有的销售商家未履
行进货查验义务， 购买销售了手续不齐全、 质量
不合格的玩具， 也未向消费者履行玩具对应年龄
分段的告知、 警示义务。 如此， 玩具新国标再严
格， 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徒法不足以自行， 徒 “标” 也不足以自行。
有了严格的玩具国标还远远不够， 质监、 工商等
市场监管部门针对 “带刺玩具” 必须祭出 “带刺
监管”， 依法坚决清理掉玩具黑工厂， 依据新国
标加强对玩具生产、 流通环节的抽检， 督促生产
企业、 销售商家按照新国标履行质量把关、 进货
查验等义务， 追究生产经营不合格玩具的经营者
的法律责任， 并辅以信用惩戒措施， 将一些经营
者拉入黑名单， 将一些带刺玩具逐出市场， 如
此， 才能把玩具新国标落到实处， 才能抹掉玩具
上的伤人 “勾刺”， 才能给儿童提供一个更放心
的玩具消费环境， 提供更多健康安全保障。

大学生把故宫
“搬”上了木板

近日， 针对一些路段因条件限制无法设置红
绿灯， 兰州城区南山路近期推出一条新型多元智
能斑马线， 维护非灯控路口的行人出行安全。 当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通过热感应系统显示绿色通
行标志， 并且道路上有灯光闪烁， 光带醒目不刺
眼， 具有较好的警示作用。

点评： 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有助于城市的交
通管理， 但良好交通秩序的形成还是需要人们规
则意识的不断提升。

近日，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运动会上， 举办了
一场巨型象棋比赛。 巨型象棋棋盘位于该校 “校
园长城” 楚汉台上， 长10米、 宽9米； 32颗木质
象棋棋子， 每个直径0.6米、 重140斤左右。 下棋
过程中， 学生拎着棋子两侧的铁环， 走步移动。
此项比赛既考智力又拼体力， 还考验团队合作精
神 ， 深受学生欢迎和关注 。 据了解 ， 该校在
2015年开设巨型象棋体育选修课， 并将其列入
运动会， 成为竞技项目之一。

点评： 象棋是一种益智游戏， 下这种巨型象
棋， 不但考验学生的智力， 还考验同学们的体
力， 既练了大脑又练了身体。

11月11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 一对情侣在
嵖岈山风景区悬崖峭壁上拍婚纱照， 吸引了 “唐
僧孙悟空师徒” 等围观祝福。

点评： 这种情侣为了拍婚纱也是够拼的， 送
祝福的 “唐僧师徒” 也是够拼的。

大连民族大学第四届民族建筑模型制作大赛
日前在该校举行， 本次大赛共有204名在校生参
加， 每6人一组， 参赛作品涵盖十一个民族。 三
十余种民族特色建筑， 规模宏大 ， 作品类型多
样。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一组同学将72万平方米
的故宫 “搬” 到了1.8平方米的木板上， 将巍峨
雄伟的建筑群通过一个个小部件展现在人们眼
前， 同学们把故宫按1： 1000的比例缩建成了木
质模型。

点评： 把72万平方米的故宫 “搬” 到1.8平
方米的木板上， 对学生来说不容易。 通过比赛，
在学习建筑知识的同时， 又学习了传统文化。

美无人驾驶公交“首秀”
不到两小时遇事故

近日， 一辆无人驾驶摆渡车在美国内华达州
“赌城” 拉斯维加斯首次面向公众试运营。 但在
上路不到两个小时后， 摆渡车就与一辆拖挂卡车
发生轻微碰撞， 所幸无人受伤。 警方判定， 卡车
司机负事故全责。 图为无人驾驶公交车。

点评：不管是无人驾驶的汽车，还是有人驾驶
的汽车，交通规则都是应该遵守的。

高校举办象棋比赛
每个棋子重约140斤

对“带刺的玩具”
要加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