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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没有喜欢的体育运动，我
比较喜欢呆着不动。”虽然知道自己参
加的是一个体育夏令营活动，但宜宾
小姐妹许双林和王水鑫在刚到北京
时，还是不好意思地说出了自己的心
里话。不过当8天的夏令营行程结束
时，她们的想法改变了。

7月17日至24日，来自四川自贡
市、巴中市、宜宾市的71名师生，在北
京度过了让他们激动又难忘的夏令营
之旅：在航天员训练中心与宇航员合
影，在北京体育大学走冠军之路，在国
家体育总局荣耀馆近距离观摩奥运会
金牌，在先农坛体校与现役运动员过
招……行程中，所有人不时惊讶、赞
叹，真切地感受着科技与体育的魅力，
很多人的想法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北京体育大学
认识运动之美

这些师生所在的夏令营，是由四
川省关工委、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
省委、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共同主办
的四川省2018“筑梦新时代，争做好
少年”万名青少年夏令营北京航天科
技体育分营，夏令营得到了中国航天
基金会、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体彩乐
善基金的大力支持。

在北京体育大学综合训练馆，自
称不喜欢运动的许双林和王水鑫，却
站在艺术体操训练场边不舍得挪动步
子，她们盯着运动员轻盈矫健的身姿，
悄悄地问着旁人：“这是什么运动？”夏
令营里的李炜炫，到了北京之后水土
不服，带队的老师格外照顾他，不让他
走到太阳光下，却无法阻止他对体育
运动的向往。一不留神，他就跟着大
部队钻到了网球场，冲进了橄榄球场，
一边看着运动员们训练，一边坚定地
说：“我回去了要好好锻炼身体，要练
得和他们一样！”

体育大学的学生们展现出来的健
康活力，给夏令营的师生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冠军之
路上，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冠军
脚印，是2002年世界残疾人田径锦标
赛冠军汪娟的脚印。这让他们认识
到，健康不单指身体上的健康，更是一
种精神风貌。北京体育大学党委宣传
部部长聂伟告诉大家，国家一直大力
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让所有人
都能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一半
来自贫困家庭，而且很多是留守儿童，
他们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家乡，对体育

运动也没有太多的概念。”随团的四
川省关工委宣传协调小组副组长、四
川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旻
介绍说，“非常感谢体彩乐善基金对夏
令营活动的支持，有了体彩，这些孩子
才有机会来到北京。我们希望这些孩
子能学会欣赏运动之美，认识到体育
运动的魅力，并学会锻炼身体，健康成
长。”

在奥运冠军荣誉馆
了解体育之魂

“我向国旗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国
女排的一员，忠于伟大祖国，牢记人民
培养，热爱排球事业，珍惜女排荣誉，
发扬女排光荣传统。刻苦训练，勤奋
钻研，顽强拼搏，勇攀高峰……”7月
20日，在国家体育总局荣誉馆，参加
夏令营的师生们跟着讲解员念起了中
国女排的宣誓词。随着一句句誓言的
响起，女排精神第一次离他们这么近。

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奥运冠
军荣誉馆，师生们知道了中国参加奥
运会的第一人刘长春，学习到了“月久
精神”“女排精神”，看到了2008年北
京奥运会登顶珠峰的火炬，还有姚明
的鞋子，刘翔的比赛服。奥运金牌榜
前，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令师生们驻足
不前，展示奥运金牌与奖杯的展厅，更
是让他们流连忘返，不时有人惊呼“这
个奖杯太漂亮了”“我都看不过来
啦”…… 顽强拼搏、坚持不懈、不畏艰
难、永远进取等体育精神，随着一幅幅
照片、一个个实物，深刻地印在了孩子
们的脑海里。

筑梦新时代 少年动起来
公益体彩助力传递体育精神

采石场破坏林地
检察院状告林业局

去年，邻水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
2009年3月，通过竞拍方式，蒋某某取得
邻水县华蓥乡旭升石灰岩矿采矿许可权，
随即注册成立“邻水县华蓥乡旭升采石
场”，成为采石场法定代表人。

2012年3月，谢某某通过内部承包方
式参与经营该采石场。承包经营期间，在
未办理任何手续情况下，谢某某擅自组织
人员在该乡作坊沟村修建公路和揭盖山
采石，非法占用林地47.85亩。后来，谢某
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这一过程中，邻水县林业局未采取任
何措施对被破坏的森林资源进行恢复。

去年10月18日，邻水县检察院向邻水
县林业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建议其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
的森林资源。去年11月10日，邻水县林业
局回复检察院称，已向采石场法定代表人
送达责令恢复通知书，要求其在2017年12
月31日前恢复被破坏的林地及森林资源。

之后，邻水县检察院发现，被破坏的

林地及森林资源仍处于未恢复状态，遂依
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据了解，该案是广
安市检察机关提起的首例行政公益诉讼
案，也是全省第二例行政公益诉讼案。

未依法履职
林业局被判败诉

今年7月13日，该案由广安市前锋区
法院在邻水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的庭审，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
检察院检察长出庭公诉，邻水县林业局局
长到庭应诉。出庭检察人员依法宣读了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并就案件争议焦点
进行了举证质证和庭审辩论。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庭
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近40家行
政执法部门负责人到场旁听。同时，邻水
县人民检察院也对该案进行了现场直播。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邻水县林业局不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
继续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恢复被破
坏的森林资源。

广安市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处处长
雷景辉说，该案中，林业局虽向采石场送
达责令恢复通知书，但根据2012年1月1
日起施行的《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可以
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者代为履
行。“根据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
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
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
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
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
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见习记者钟晓璐

VR游戏退潮
成都体验店洗牌
出现冷热两极分化

四川第二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宣判

林业局怠于履职被判败诉

森林被破坏的现场。

丛林探险、海底遨游、过山车
蹦极……戴上VR眼镜，握上手柄，
一切仿佛身临其境，进入了另外一
个世界。

曾经，在成都各大热门商圈、
高校附近，VR线下体验店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VR游戏也逐渐成为
年轻人热衷的休闲娱乐方式。然
而记者近日走访发现，短短两三年
时间，曾经遍布街头的VR店如今
很多已经消失，但也有部分还在经
营的店铺表示“生意很好”，并开启
“多元求生”之道。

VR玩家
期末忙着考试

常去的两家店突然关门

从2016年起，成都各大热门商
圈、高校附近，陆续开起了大量VR
游戏线下体验店。一时间，去VR
体验店玩一把虚拟现实成为时尚
和潮流。

95后大学生小林是一名VR爱
好者，业余时间，他喜欢去学校附
近的两家体验店玩VR游戏。

“前段时间忙期末考试，所以
没去，结果等考完试再去，发现两
家店都关门了。”小林说，他最喜欢
的那家VR体验店，如今已被西餐
馆代替。新老板说：“因为生意不
好，开了半年就关门了，老板已经
转行，去做了其他生意。”

随后，小林又准备联系另一家
VR店，却发现这家店老板的电话
号码已注销，到现场一看，店内设
备已经搬离，门口贴出了转让的告
示。

小林不禁纳闷，曾经火爆非凡
的VR店，为什么现在纷纷关门了？

带着小林的疑惑，记者走访了成
都几家还在营业的线下体验店，以了
解VR体验店的生存状况。

19岁的小冰是一家VR体验店的
老板。由于自己是VR爱好者，今年6
月，他花10万元从朋友手中盘下一间
50平方米的店铺，开始了创业之路。

这家开设在一酒店公寓内的店
铺，只有两台简单的硬件设备，VR头
显，PC，以及外设。这种VR体验店
的优势在于成本低廉，占用空间小。

记者了解到，经营一家小型VR

线下体验馆，主要的成本来自设备投
入，平均单套VR设备的价格在一两
万元。VR游戏项目按小时收费，平
均每小时88元。

小冰给记者算了笔账，双休日营
业额较高，每天平均进账1000元。
即便工作日的营业额只有周末的一
半，算下来，每月店铺的流水也有2万
元。除去每月4000元房租、2100元
的员工开支，体验馆每月毛利润大概
为1.4万元。“根据经营状况，半年就
能挣回本钱。”

而另一种体验馆，则是把虚拟现
实和主题公园模式结合。位于成都
市中心的一家VR体验馆，占地约
2000平方米，在其中一个约200平方
米的体验厅里，穿戴VR装备的玩家
可根据游戏剧情在场地内自由移动，
无需手柄便可真实触碰虚拟世界的
物品。相比于小型体验店，这类体验
馆的用户玩家不受约束，可以更加自
由体验VR的内容。

而位于春熙路的一家VR体验
店，综合了VR以及其他娱乐项目的
体验。除了VR作为主打项目之外，
大厅内还设有桌游、密室逃脱等其它
娱乐项目，供顾客自由选择。

这家VR体验馆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VR体验仍然是他们店铺的主要

经济增长点，其他的服务只是提供一
些附加价值，并且透露“现在生意是
越来越好的趋势”。

该负责人介绍：“店铺内周末单
日客流量过百，工作日平均每天也有
50人。”记者粗算一下，按照店里最低
人均80元的消费计算，每月的流水在
14万元左右。

除了设备、房租和员工开支以
外，在平台下载游戏的费用也是线
下体验店的一部分支出。下载游
戏的单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
等。据老板透露，店铺每周会更新
两三款VR游戏，游戏总数基本保
持在五六十个左右。“我们会自己
先体验，然后挑选几款最好玩的游
戏进行购买。”

小型体验店：
投入不高，半年即可回本

大型体验馆：
内容丰富，生意越来越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申梦芸刘旭强
记者 熊英英
实习生 杨蕙伊
摄影报道

一边是个人店主的关店潮，一边
是大型体验馆的生意红火。行业内
人士又是如何看待VR体验店的？对
此，一位业内人士和专家也分享了他
们的看法。

成都的钟先生经营一家VR线下
体验店已有2年，对于这个行业有着
较为深刻的了解。

他认为，VR行业每年都会洗牌，
优胜劣汰。从大的趋势来说，随着更
多的人了解和接受VR，成都VR游戏
市场总的客流量是不断增多的。

但有些个人开店的情况，由于经
营模式单一，没有特色，容易被市场

淘汰，在钟先生看来，VR体验店也需
要在整合营销方面发力。

对此，四川大学商学院颜锦江教
授认为，现在很多VR店关门或倒闭，
估计是尚未找到合适自己的商业模
式。其次，潜在客户对VR的理解和
接受与体验店的预期有较大差距。
并且他认为，现有VR产品尚不是消
费者的刚需，仍局限于小众和专业的
市场，比如游戏等。

“未来VR终端产品会加速大众
化，产品更小，更便捷，更便宜，应用
更丰富，更日常，与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交叉融合发展。”颜教授说。

记者探访

业内观点

缺少特色容易被淘汰
整合营销是大趋势

玩家正在体验VR游戏。

VR线下体验店与清吧相结合。

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47.85亩，广
安邻水县林业局怠于履职，导致被破坏
的森林资源未被恢复。近日，全省第二
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宣判。法院判决确认
邻水县林业局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
为违法，并责令其继续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恢复被破坏的森林资源。

体育夏令营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