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门口文具店
咋变“手机游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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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大楼14楼，身患肝癌的苏
爷爷换上护士交给他的“新式病员
服”，把尿袋别在服装内的扣子上，
举着输液瓶，围着整层楼走了一圈。

“老汉，你走慢点哦。”苏爷爷
的儿子全程没有帮忙，只在后面
跟着，看着父亲能自己散步，他感
到很开心。

近期，四川省肿瘤医院公布了
2018年度院内专利发明成果，这项
与患者息息相关的新式病员服，引
起众人的注意。记者了解到，这件新
式病员服的主要发明人是一名护
士，更凝结了全院医护和患者的智
慧，目前已经获得三项专利，供川内
多家医院使用，最新改进的“3.0版
本”即将面世。

拥有多项创新
方便护理还保护隐私

“传统的病员服，衣服、裤子两
节拼在一起，新式病员服是件长袍，
躺在床上套上去就可以穿，而且正
反两面都可以穿……名称叫‘病员
长衣’。”四川省肿瘤医院外科中心
总护士长唐小丽，是病员长衣的主
要发明人，她在医院内为记者演示
了病员长衣的多项创新。

与传统病员服不同，病员长衣
衣袖处、正前方都有一排纽扣。“不
用脱掉衣服，只需解开纽扣，医护就
可以为患者做血压检查、心电监测、
尿管护理等许多事情。”唐小丽介
绍，尤其是传统肘上 PICC 置管患
者必须剪破衣袖，而开口设计的长
衣，方便肘上 PICC 置管患者输液
及换药。当患者遇到紧急情况时，也
便于医护为患者实施抢救。不用脱
掉衣服直接做各项护理，这样的设
计也保护了患者的隐私。

另外，在长衣的腰间设计有一
个布袋环，当患者下床行走时，引流
管、尿袋可以直接扣在布袋环上。长

衣前方还有个大衣袋，也便于患者
放置肠胃管、鼻胃管等仪器。许多需
要护士或家属搭把手的患者，有了
病员长衣便可以自己下床活动。唐
小丽说，病员长衣主要适用于危重、
术后及长期卧床的病人和孕妇。

患者的一句“抱怨”
她花了12年不断改进

2007年，唐小丽在ICU病房做
护理。日常工作中，她发现传统病服
为患者和医护人员带来的不便，“做
个小检查都要把衣服脱光，要绕开
各种导管，还要让病得这么重的患
者把屁股抬起来穿裤子。”

唐小丽的一个患者抱怨说，动
不动就把衣服脱光，实在尴尬。这名
患者的话，成了唐小丽的灵感来源，
如何让患者不脱衣服就把各项护理
工作完成？

一天下班，唐小丽带着自己的
加班费来到裁缝店，准备做一套自
己琢磨出来的新式病员服。看到唐
小丽画出来的图纸，裁缝觉得与普
通的衣服不一样，会耗费许多时间，
便拒绝了唐小丽的要求。“我告诉
她，这是做来给病人穿的。”唐小丽
说，这句话让裁缝改变了决定，花了
两三个小时缝制出第一代病员长
衣。唐小丽回忆说，病员长衣面世后
颇受患者欢迎，还有患者偷偷穿回
家被她撞见，“我告诉患者，想带回
家就带回去吧。”

目前，病员长衣已经获得三项
国家专利，供川内多家医院使用。
经过 12 年的改进，病员长衣已经
发展到第三代，最新的专利也在申
请中。而这期间，唐小丽经常询问
院内医生、护士、患者的意见。她
说，这件病员长衣是医院内所有人
的智慧结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摄影报道

护士发明新式病员服
护理更方便，还能保护隐私

近日，一段成都街头出现汽车
引擎盖上加装电磁炉煮火锅的视频
在抖音上火了起来，车辆引擎盖上
多了一个电磁炉模样的东西，不仅
有火力调节等按键，还放了一口锅
正在煮火锅。

汽车引擎盖上真的可以煮火
锅？1月13日，记者通过调查求证，
原来这是商家的套路，引擎盖上的
电磁炉是商家改装的款式，用于销
售，并不能煮火锅。不过，交警部门
提醒，未经登记备案生产的产品不
能安装到汽车上。如果有擅自改装
的违法行为，一旦上路要被交警部
门查处。

1 月 6 日，有网友爆料在成都
街头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东西，汽车
引擎盖上加装电磁炉煮起了火锅。
视频中一辆川 A 牌照的宝马轿车
停在路边，其引擎盖上放着一口
锅。走近一看，锅下方是一个电磁
炉模样的东西，上面还有火力调

节，温度等显示。
随后，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找到了拍视频的网友，该网友在其发
布的视频中调侃称：“都来试一下，你
们车的引擎盖温度有多高，能煮好一
顿火锅。”只见电磁炉上的火锅已经
沸腾起来，煮着各种美味食材。

视频很快在抖音上火了起来，网
友纷纷点赞评论，有的网友表示：“这
才是川A的标配！”有的网友说：“电
磁炉是在高速路堵车时用的吧？”还
有网友调侃：“一边买菜一边吃火锅，
现买现吃。”

不过，有部分网友提出质疑，“电
磁炉是贴的膜吧”“明显就是一张贴
纸”，表示不相信引擎盖可以煮火锅。

那么引擎盖上真的可以煮火锅
吗？1月13日，记者通过调查求证，
原来这是商家的套路。“引擎盖上的
电磁炉是我们设计改装的款式，用
于销售，并不能煮火锅。”据商家负
责人张先生介绍，网友看到的电磁
炉其实是公司设计的一款改装引擎
盖，是用玻璃制成的，并在玻璃上面
贴了一层电磁炉模样的膜，这样从
外观上看与电磁炉很像。

为何如此设计呢？张先生表示，
节假日出行或游玩的时候遇到堵
车，没有食物，做车辆改装设计的他
们便产生了将电磁炉带在车上的想
法。不过考虑到存在安全隐患以及
不符合相关规定，最后只做了一个
电磁炉款式，“纯粹好玩！”这个产品
设计出来才一个月，已吸引了不少
客户购买。

成都交警表示，汽车零部件需
要通过登记备案，才能允许生产，生
产厂家没有备案自行生产销售属于
非法。不仅非法产品不能安装到汽
车上，同时引擎盖改装的行为属于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
关技术数据的违法行为，驾驶员一
旦行驶上路将被交警部门查处。民
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
安全驾驶，不要贪图一时新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汽车引擎盖煮火锅？
商家：只能看不能煮

交警：擅自改装违法，上路将被查处

多所学校门口文具店
代理商都铺货了

该学生告诉记者，这些游
戏卡片，都是在嘟嘟文具店购
买的，两元钱一张，“手机也是
他们的，文具店老板那里有手
机，可以借老板的手机来玩，
只要在他那个地方玩儿的，差
不多都可以借。”

随后，当记者以顾客身
份向该文具店老板了解这款
游戏时，对方谈到，“万魂契
约”游戏一共有 41 个角色，一
个 二 维 码 可 以 反 复 扫 描 玩
耍，但学生们肯定不会只选
择一个英雄，因此会买很多
卡。虽然看上去只需要花费
82 块钱就可以集满，不过这
一般不太可能。因为每张游
戏角色卡都是密封好的，所
以学生在购买时很容易会买
到相同的角色，买到相同的
角色扫描二维码，游戏角色
就会升级。

按照老板的说法，2 块钱
一张的游戏卡虽然看似不贵，
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生意，

“手机、桌子都是专门开发游
戏的人提供的，是商家推广的
一种方式。”

原来，文具店出售游戏卡
的背后，还有一个幕后推手。

不定期搞活动
组织学生买卡玩游戏

在随后的调查中，记者
终于等来了文具店老板提到
的游戏推广人。趁学生们激
战正酣，记者以在一家小学
门口开了家文具店，想销售
这样的游戏卡为由，与对方
攀谈起来。

这名自称是负责该游戏

运营的小伙子告诉记者，这种
游戏卡在他那里进价为1元一
张，一般文具店都是翻倍卖，2
元一张，一盒有 30 张。买卡的
动力是在手机上玩游戏。

对方称，在他那里拿一部
手机需要600元钱。“我们全成
都都在弄，对接了好多家学校
门口的文具店，像我这样负责
运营的有三四个人，已经铺到
犀浦、龙泉驿那边了。”

通过这名推广员，记者随
后又在荷花池一玩具商场，找
到了自称是该游戏卡在成都
的总代理。在该商场的一个店
铺内，“万魂契约”游戏卡成件
数地摆放。该代理商告诉记
者，“买主昨天开了三千多块
钱的卡，我还没给他装，这全
是卡，还有一个买主已经卖完
了，马上要给他装，也是要几
十盒。”

关于手机一事，对方和记
者讨价还价后表示，如果买上十
件，可以免费提供一部手机，放
在文具店给学生玩。“手机不是
送的，不用了我们要收回的。”

铺货文具店，提供手机
免费耍游戏，这样的营销手
段并非只在胜西小学门口才
有，记者在成都成化小学、晋
阳小学等学校门口，也看到
了“万魂契约”游戏的海报。
晋阳小学外一家文具店老板
告诉记者，这种卡不好卖，因
为很多学生没有手机，“所以
我们自己的手机也要下载这
个游戏，学生买了卡要玩，就
给他玩。”

根据文具店老板透露，
推销员会不定期到文具店来
组织学生玩游戏，叫做“搞活
动”，就是带着手机过来让学
生玩，然后免费让他们扫码
试玩。

宣称积分达到1.5万
就能兑换一部手机

1 月 11 日，记者第三次来
到青羊区胜西小学门口的这
家文具店，以学习为由联系了
此前推广游戏的小伙子。“一
般文具店刚开始卖这种卡牌，
学生们都不知道，所以宣传海
报要贴在特别明显的位置，拿
本册子在这里摆起。”

小伙子介绍，第二步，他
们则会让这些孩子来免费体
验。“就给他们搞活动，今天有
免费送卡牌之类的，就买一送
一，买一盒送几包，勾起他们
的兴趣。”最重要的是，利用小
孩子没有手机但又想拥有手
机的心理，使出这一必杀技。

推广员介绍，还可以跟学生
说玩这个游戏可以换手机，“游戏
上有积分，你说只要能打到一万
五积分，就可以免费换一部手
机。”然而，记者发现，换手机实为
一种噱头，要玩上一万五的积分，
所需的费用大，并且很难达到。

当天下午，在学生玩游戏
期间，尽管文具店以及推广员
没有强制这些学生购买，不过
这一步一步的套路确实让这些
涉世未深的小学生防不胜防。

据成都晋阳小学外一家
文具店老板称，此前学生聚
集 在 文 具 店 门 口 玩 这 款 游
戏，一些家长举报到了学校，

“后来老师派班上的同学到
文具店劝阻，我们也不敢卖
了，再卖的话，学校老师不让
学生到我们这里买东西，本
身卖这个就是不准的。”

同时，记者通过多种方
式试图与该游戏生产商及运
营商取得联系，但均未能成
功联系到。

四川韬世律师事务所陈芳
律师表示，文具店商家向小学
生销售游戏点卡，提供手机给
小学生进行扫码打游戏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一条第
二款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利用通讯、计算机网络等
方式，提供给未成年人影响其
身心健康的内容及信息，这个
游戏点卡属于网络游戏的充值
卡，这个游戏是一个角色对战
型网络游戏，其中有一些暴力
内容，所以不应当将其卖给未
成年人。

同时根据我国《预防未成
年犯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禁
止在中小学附近开办营业性舞
厅和营业性电子营业场所，以
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

所，所以根据这两点，游戏商家
在没有取得相关的资质和审批
的情况下，开展这样的经营行
为，不仅是涉嫌违法，还涉嫌非
法经营罪，家长如果发现这样
的违法行为，可向警方报警。

根据《网络游戏暂行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网络游戏
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是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
的，不过游戏点卡、充值卡是
否属于网络虚拟货币并未有
明确规定。

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李英
俊律师建议，家长和学校应当从
正面对孩子进行引导，减少对网
络游戏的沉迷，从源头上杜绝校
门外聚众玩游戏的现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红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放学已经一个多小时，但在成都青羊区胜西小
学外一家文具店门口，围在一起玩手机游戏的学生
还没有散去。通过扫描一张游戏卡片上的二维码，
两个人一组轮流对战，校门口的“游戏厅”就此诞
生。而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现象目前在成都并非
一处。学生们玩的这款名为“万魂契约”的手机游
戏，通常是在校外文具店购买一张2元钱的游戏
卡，用手机扫描便可以获取游戏角色。记者经过多
次暗访，游戏代理商向学校门口文具店铺货卖卡，
为了销售更多的游戏卡，代理商免费提供手机，组
织和指导学生玩游戏的营销手段浮出水面。

“每天都有一群学生，每天都在同样的
地点。”学生家长刘露没有想到，半个月来，
孩子每天放学后傍晚才回家，原来另有其
因，在被多次询问后，孩子波波（化名）告诉
她，自己放学后在学校门口玩游戏。然而波
波就读的青羊区胜西小学门口，并没有网
吧和游戏厅。

1月9日下午4点，成都青羊区胜西小
学打开了校门，学生们像洪水一般涌了出
来，流向校门外的各个角落。其中，一帮小
学生在一家名为“嘟嘟文具店”的铺面门口
聚集起来。

七八名背着书包的学生头碰头围了
一圈，外面不时还有学生走过来，踮着脚
往里面看，等待时机挤进去。记者拨开人
群，透过缝隙发现，两名学生人手一部手
机，正在玩着手机游戏。该款游戏为两人
对战游戏，通过操作手机页面的键位向对
方进行攻击。大约两分钟后，玩游戏的两
名学生，将手机递给了另外的同学，又开
了一局，即便没有玩，在旁边观摩的学生
仍然兴致不减。

记者发现，这款看似普通的手游，与大
多数手游相比多了个麻烦的步骤，学生们
打开游戏页面后，要先扫描一张卡片上的
二维码，才能获取游戏中的角色进行操作。

当天下午，文具店门口玩游戏的学生
聚集之后，便没有再移动过位置，直到下午
5点半离开。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为什么
这些学生每天都会在这家嘟嘟文具店的门
口聚集玩游戏？

查
调小学生放学后

扎堆文具店玩手游 象
现

文具店出售游戏卡
背后有推手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市场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一款
游戏研发出来之后，需要经过新
闻出版部门的内容审核，而在市
场发行运营，需要到文化部门备
案。对方通过全国文化市场技术
监管和服务平台查询发现，“万魂
契约”运营商杭州众魂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有备案信息，但并没有
查到有关“万魂契约”这款游戏的
备案信息。

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该手游
推广员的经营手段，目前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部门没有相关法规进行
约束，《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有规定，中小学门口200
米之内不得开设网吧，而作为娱乐
场所的游戏厅并没有列入相关规
定，手机游戏更没有办法控制。“通
过宣传游戏卖其他的东西，这样的

情况对我们来说处罚很难，只能采
取一种到现场劝导的形式。但是这
样的营销手段用在小学生身上，确
实不能被大众接受。”

而成都市文广新局执法部门
的一位工作人员称，游戏公司为了
挣钱，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推广销
售，也只能根据这一情况，对该游
戏的运营公司进行约谈。

“万魂契约”游戏卡的包装
盒上显示，该游戏卡销售商为衢
州多玩游卡商贸有限公司，在游
戏运营商杭州众魂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万魂契约”的官网上，注
明了本游戏适合 18 岁以上玩家
娱乐的适龄提示，同时还设置了

“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和“防
沉迷系统”，然而部分游戏卡代
理商的营销手段却与相关的规
定背道而驰。

营销手段很难监管 但可责令游戏运营商整改 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涉嫌非法经营罪

主管部门 律师说法

小学生正在玩游戏，最左边为“运营者”

小学生正在玩游戏

医生演示，解开纽扣即可测血压

引擎盖改装“电磁炉”煮火锅

据一名玩过游戏的学生称，这款游戏名叫“万魂契约”，想在手机上
玩，必须扫描一个二维码。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叠游戏卡片，记者发现，
卡片上除了一个二维码外，还有游戏角色和装备的介绍，“这说明扫这
张卡的二维码，获取的就是卡片上画出的这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