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去年11月11日 ， 贵报在 《读者

来信 》 栏目中发表了 《车到永顺石
堤路难行 》 文章 ， 反映永顺县石堤
镇过境公路太破旧 ， 又没有绕镇公
路 ， 造成此地经常堵车的情况 。 对
此 ， 永顺县委 、 县人民政府和县公
路局给予了高度重视 ， 决定由县长
卢向荣负责筹集整修石堤路段所需
要的资金。

10月25日 ， 永顺县公路局负责
公路维护和改造工作的副局长符坤
山告诉笔者 ： 永顺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 ， 财政极度困难 。 为解决资金难
题 ， 卢县长向方方面面求援后 ， 共

筹集资金1000万 。 整修石堤路段工
程在国庆节期间得以顺利开工 ， 估
计在年底前将竣工 。 该工程还将对
穿过镇街中心道路的排水系统和路
面进行重修 。 在适当的时候 ， 还将
修建石堤2级 “绕镇路 ”， 以达从根
本上解决 “车到石堤路难行 ” 的问
题。 永顺县石堤镇是该县的东大门，
更是鄂渝川黔等西部地区通往世界
遗产风景名胜区张家界以及东南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要道 ， 永顺县认
真解决 “车到石堤路难行” 的问题，
将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方便和实
惠。

永顺县就业局 唐启武

编辑同志：
龙伯高墓是古城零陵廓内保存

至今唯一一座有名有姓且碑墓俱在
的汉代历史著名人物的墓葬。 它坐
落于零陵城北司马塘西北 （今永州
商业城西北面司马塘路）， 至今已
有近1900多年历史了。 其封土堆残
高 2米 ， 底径 3.7米 ， 有青石碑两
块， 刻字可辨： 一为明朝万历年间
永州通判杨继时立 ， 碑高 1.9米 ，
宽0.8米 ； 一为清光绪十年 （1884
年 ） 永州府儒学刘源溪立 ， 碑高
1.7米， 宽0.6米。 碑文均为楷书。

龙伯高是汉代零陵郡著名的清
官 、 廉 官 、 贤 官 。 据 《汉 书 》 、

《永州府志 》、 《零陵县志 》 等记
载， 龙伯高， 原名龙述， 东汉建武
二十四年 （公元48年） 擢任零陵郡
太守 （古时零陵郡最高行政长官）。
龙伯高在零陵4年， 政绩卓著， 是
永州历史上著名的贤太守。 据 《永
州府志·循史篇》 记载： 龙伯高为
人敦厚 ， 行事周密谨慎 ， 口无择
言， 谦逊自律， 节约俭朴， 廉洁公
正而有威仪。 2002年， 当时的芝山
区人民政府发文规定 “以墓为中
心， 以20米为半径画圆”， 将龙伯
高墓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3
年， 永州市人民政府发文将其公布
为市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可现在， 龙伯高墓四周都建有
楼房， 只有一处两米宽的地方能进
去， 龙伯高墓已被北面楼房前的基
石所覆盖， 两块墓碑一块已折， 另
一块日久天长已严重风化， 石碑上
的字很难辨认， 若不立即采取保护
措施， 这座1900多年的古墓将毁于
一旦。 在弘扬传统文化， 建设历史
文化名城的今日， 彰显伯高风范，
保护名人墓葬遗迹有着重要的积极
意义， 望有关部门对此引起高度重
视， 将其纳入旅游观光胜地进行抢
救式保护。

永州市零陵区委宣传部 唐青雕
杨万里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70多岁的老人， 希望

媒体帮我们呼吁一下老人乘车难的
问题。

这些年来， 党和政府对我们老
人很关心， 为让我们乘车方便， 给
我们70岁以上的老人颁发优待证，
让我们免费乘车。 党和政府的这分
融融的情意， 如春风般温暖着我们
的心， 但在实际乘车中， 这老年优
待证， 却变成了 “歧视证”。

我们候车时， 如果站台边没有
要上车的年轻乘客， 司机一看只是
几个老人， 经常会猛的一脚油门，

一冲而过。 如果跟着别人后面乘机
上了他们的车， 只要把证件一掏出
来， 他们就以不快的眼神看着你。
特别是挂靠公交公司的私家车， 因
为我们没给车费， 卖票的女人两眼
直盯着你， 半天不转弯， 真让人无
地自容哟， 就像作了贼似的难受。
我不知道政府给他们补贴没有， 但
他们恨老人乘车没给钱是事实。 想
想也是， 如今是市场经济， 如果某
一天有几对老人来回乘坐同一台
车， 他们确实要减少不少的收入。
一本关爱老年人的优待证， 反而损
害了老人的尊严。

为维护老人乘车时的尊严， 笔
者建议政府与其补贴公交公司， 不
如给老人颁发乘车卡， 让我们刷卡
乘车， 不被他人所歧视。 刷卡等于
交了车费钱， 我们与司机就形成了
乘务合同关系， 我们出钱坐车， 他
们载人是应该的 ， 不是照顾是义
务。 若是在车上出了事故受了伤，
还可以按乘务合同打官司理赔。 诚
如此， 则我们老年人就会真正享受
到政府给的一份关怀。

湘潭市江麓幸福村2栋2单元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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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丈夫龙文连原是浏阳市一家

企业的职工， 过去医保费用是由单
位交的， 一直交到2007年。 后来单
位破产了， 医保费用由个人交。 今
年7月19日， 我到有关部门去交钱，
但工作人员只收了半年的费用， 说
是不跨年度收取， 也没告知我何时
再交钱。

前不久， 我丈夫因病入住长沙
中心医院， 可手术次日该院医保部
门告诉我， 我丈夫的医保已于10月
12日暂停， 不能享受医保了。 我找
到长沙市医保部门， 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我， 只要马上交钱， 本月医保
照常参保 ， 于是我于10月17交了
500元钱 。 但到了21日我去查询 ，
医保还是没有生效。 我又到窗口前
台交了400元。 但直到11月2日， 我
丈夫的医保还是没有生效。

住院以来， 我丈夫已花去了大
笔医疗费， 虽然医保报销了6万多
元 ， 但还有2万多元至今未报销 。
由于家庭困难， 实在无法支付高昂
的医药费， 我老公被逼出院。 我丈
夫今年才43岁， 得的是胸椎结核 ，
急需治疗。 请求上级部门帮我渡过
这个难关。

一名急需帮助的人
调查附记：

11月3日， 记者打电话到长沙
市医保有关部门， 一名工作人员查
询了龙的医保记录后， 说龙属于灵
活就业人员的医保范畴， 他的医保
到期后 ， 是10月份补缴的 ， 需要
重新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生效。 这
名工作人员答应马上就给龙办好生
效手续， 他可以就医了， 其已发生
的医疗费用也可以按规定报销。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长沙市开福区圣爵菲斯小

区的业主。 这两天， 我们发现从圣
爵菲斯小区到广电中心金鹰阁短短
不到200米的道路上， 居然设置了6
到7排减速带 ， 每排减速带就有3
条， 小区业主们对此议论纷纷， 十
分反感， 深感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
不降反增。

在一定路段设置减速带， 本是
正常的事。 但为了减速， 也没有必

要设置这么多 、 这么密的减速带
呀 ， 有一条两条就足够了 。 下雨
天， 电动车、 自行车经过此处时，
由于路滑 ， 很容易摔倒出事 ， 老
人、 小孩就更别说了。 开车的人，
经过这里时就像在跳蹦蹦舞， 摇头
晃脑的， 容易造成视觉模糊， 极易
产生安全隐患。 减速带如此设置，
太不人性化了， 一点都不考虑老百
姓进出的实际需要。 请有关部门帮
助我们协调好。 一居民

编辑同志：
我是安乡县安福乡大福口居委

会一名命运多舛的居民。 多年前的
一次事故中， 我的妻子儿女全部丧
生， 我一度精神失常， 四处流浪。
后重新成家 ， 生下一对儿女 。 谁
料， 一场火灾又让我家变得一无所
有。 我们只得借居在大湖口码头一
简易木棚内， 艰难谋生， 多年来没
有自己的住房。

2010年3月 ， 乡政府答应帮我
家申请建 “爱心房”， 给我指定了
建房地点， 要我先自筹资金， 房子
修好验收后 ， 再领取国家补助资
金。 谁料， 我举债修好房子后， 不
但先前讲好的补助没了影， 而且竟
有执法人员上门， 说我的房子是违
章建筑， 要限期拆除， 我该怎么办
呀？

纪承元
调查附记：

近日， 记者来到安乡县安福乡
采访， 乡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
说 ， 纪承元大半生的遭遇确实不
幸， 他家无地无房， 日子过得很艰
难。 乡政府对纪一家一直很关照，
近几年， 为了解决纪的困难， 乡政
府对其两个子女的学费全免 （未实
行义务教育时 ）； 经过多方努力 ，
解决了他们一家5口 （现为4口 ，
其母于前年亡故） 的城镇低保。

以前， 纪承元一家住在乡政府
门口、 松滋河防汛大堤临河堤上的
一个简易木棚内 。 该木棚是1992
年为照顾修防会职工李某家属的生
活， 经县水利局批准允许临时搭建
的， 让其做点零售小生意。 因水管
体制改革， 李某下海经商， 将木棚
转卖给了纪承元。 纪将棚后来改建

为砖瓦结构， 而被水利部门认定为
违章建筑。 该建筑在大堤防汛通道
上， 纪又无证经营液化气站， 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 为此， 水利部门多
次要求拆除未果。

去年下半年， 乡人大主席建议
纪将此棚拆除 ， 在旁边另一处建
房， 到时乡政府跟水利部门设法沟
通一下， 并呈报 “爱心房” 项目 ，
可以有几千元的资助。 纪于是在大
堤内坡 （此处也属防汛通道） 重新
建房。

乡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县民政下发的 “爱心房 ” 补助有
3000元的补助款 ， 另外 ， 考虑到
纪的困难， 乡政府打算另外补助其
1000元 。 但由于纪原建在大堤上
的违章建筑拆除不彻底， 乡政府便
未将钱发给纪。 他们表示， 近期会
将3000元补助款发放到位 ， 另外
1000元困难补助等其拆除堤上的
违章建筑后再兑现。 至于纪所说的
有人要拆 “爱心房 ” 的事 ， 他们
并不知情。 因为纪家一直无房无地
且家庭困难， 乡里实在找不到一处
合适的地方供其建房， 让其在大堤
内坡建房也是无奈之举。 此 “爱心
房” 虽然未办理相关手续， 但目前
对防汛通道影响不大， 暂时不会拆
除， 乡里会做好有关沟通工作。 该
乡像纪家这样建在大堤内坡的类似
民房还有不少， 到时大堤清障时会
一并搬迁， 统一补偿。

不能否认， 在帮助纪承元解决
生活困难的问题上， 乡政府的确做
了不少工作， 但能不能采取更好的
办法 ， 从根本上解决他的住房问
题， 免得日后再让他折腾呢？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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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与建议

·长沙 ： 湘安
驾校收费多而乱

1397481xxxx： 我 在
长沙市湘安驾校报了名学
车。 当时报名很便宜， 后
来才知道这驾校太黑了 ，
乱收费。 我第一次考桩被
告知还要交85元的仪器维
修费 。 那里学车的人很
多， 一个星期就练了一把
车 ， 所以我学场内的时
候， 还得自己再花钱在考
桩的教练那里学 ， 花了
1000元，平均120元1小时，
而国家规定是48.5元 ，高
出一倍多。 考试的时候还
要我交280元的看场费，其
实看场只要40元。 因为技
术不过关，没考上，补考还
要交640元，但国家规定补
考费是130元。

·新 化 ： 私 人 修 路
收取过路费

1867385xxxx： 我是新化县一
名的士司机， 我县炉观镇石桥村一
路段有一座桥已属危桥， 但县公路
局不是想办法修缮桥梁， 而是将桥
堵了。 有几个人却私下修了一条不
要过桥的公路收取过路费， 小车双
边收费一次10元 ， 大车一次收50
元。 公路应该是国家修， 如此随便
让私人修路牟利， 是怎么回事？

·临湘： 承包运输却
迟迟不能上路

1867301xxxx： 我是临湘龙鑫
运输公司一名经营承包主， 今年7
月份签订承包意向责任书后， 交了
前期租金 、 安全押金3.8万元 。 本
人现在将车购回， 已上牌， 买保险
等又花了近13万元。 可由于公司没
有办好路线经营手续， 一直到现在
无法上路营运。 我多次找公司领导
询问， 得到的答复是 “再等一等”，
请问要等到何时?

·武 冈 ： 网 吧 容 纳
未成年人上网

1837395xxxx： 武冈市网吧未
成年人上网的现象一直还很严重。
如东风路的极速网吧、 庆丰路的完
美网吧， 中午12点半至13点， 下午
5点以后， 网吧的消费人群差不多
都是三中出来的学生。 对这种容纳
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 ， 要长治严
治， 不能让网吧钻了管理部门下班
后不管的空子。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邵阳市金琳房地产开发公

司 （以下简称金琳公司 ）一铺多
卖 ，诈骗老百姓的血汗钱 ，被骗
人数近百人 ， 被骗金额近千万
元 。 受害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
映，但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

金琳公司的法人叫舒美林，
他取得邵阳市大祥区迎春路与
马蹄路十字路口一宗土地的使
用权后 ， 建了个 “多美购物广
场”。 2008年，他在全市范围内大
做宣传， 将c栋一楼划分为156个
小铺位， 以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
的价格对外销售，说步步高超市
当年 l0月 l日入驻 “多美购物广
场”，商铺可以返租和回购。

我们看好其发展前景，纷纷
前去购买， 并签订了购房合同。
金琳公司在2至3个月的时间内，
售出了100多个商铺，获房款上千
万元。 可到2008年10月1日，步步
高超市连影子也没看到。2009年6
月 ，业主们见仍无结果 ，找金琳
公司要求退款。 金琳公司依然满
口承诺称：公司正在与相关部门
协商开业 ，如不能开业 ，则在当
年11月30日前退还所有购房款。

我们哪里知道，c栋一楼早在
2006年，就被舒美林以230万元抵
押给了李某，2009年又过户给了
李某之女。后来，金琳公司的各项财
产都转移至 “邵阳科美商贸有限公
司”， 李某之女成了该公司的法人。
现在，舒美林不知去向。我们购买商
铺的业主们被推进了深渊： 血汗钱
要不回，商铺也更名易主了。

我们这些受害人一辈子的血汗
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请求政府帮我
们一把。 受害全体业主

调查附记：

建设部门： 当时难以
约束一房多卖情况

接到邵阳受害业主投诉后，记
者于近日来到了邵阳市采访。 受害
业主代表拿出一份份商品房买卖合

同说， 这可是邵阳市建设局监制的
正式合同， 谁想到签了合同还会上
当受骗！

邵阳市建设委员会开发办一名
姓苏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建设部门
允许达到预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商
对外预售商品房， 但根本无法约束
开发商一房多卖的情况。 商品房买
卖合同上注明了 ， 合同签订30日
内， 由房地产商向市房产局申请登
记备案。由于当时还是纸质档案，如
果房地产商不去登记， 有关部门也
无法查知其售楼真实情况。

这名负责人介绍说， 接到群众
投诉后， 建设部门对此做了初步调
查， 舒美林确实以商铺做抵押向李
某借了钱， 事后又将本已抵押的部
分商铺出售。后一直无力偿还，便将

商铺过户出去。 在调查中他们了解
到， 舒美林对外并没有隐瞒这笔债
务， 至今也愿意偿还受害业主这笔
钱，但目前无力偿还。他们建议业主
通过法律程序维权。

业主购买的商铺已经易主

受害业主代表将记者带到他们
的伤心地———邵阳市大祥区迎春路
与马蹄路十字路口， 虽然时间过去
了好几年，这里依然很冷清，还是一
片空荡荡的房子。 昔日的 “多美购
物广场” 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
“邵阳科美商贸有限公司”的牌子。

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记
者从邵阳市工商局的登记资料中了
解到，舒美林2005年以600万资本

注册成立了邵阳市多美商贸有限
公司，2009年8月变更为“邵阳市
科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为
李某之女，有4个股东，舒美林出
资260万，是最大的股东。2010年
4月该公司再次变更登记，法人仍
为李某之女，股东只剩下两人，一
是李某之女 （450万 ），另一人是
舒美林的儿子（150万）。

购房人期盼权益得到保护

“多美购物广场 ”消失了 ，舒
美林究竟留下了多少债务， 债务
该由谁来承担？ 记者来到了邵阳
市大祥区法院执行局， 该局曾局
长介绍说， 目前仅进行执行程序
的涉及舒美林债务的案子就有10
多起，标的至少在600万以上。 而
舒美林的公司虽未注销， 但已资
不抵债。 法院正在查明舒的所有
财产，其债权债务如何处理，也要

等摸底后才能有一个明确的方案。
记者就此请教了湖南省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春光。他说，过去由于房
地产市场管理不规范， 也未实行电
子备案，开发商恶意欺骗消费者，造
成一房多卖。现在实行电子备案后，
只要合同一签订， 就立即进入了房
产部门的产权登记， 购房户可以自
己查阅。 至于过去造成的一房多卖
的情况，按照我国的法律则规定：数
个买受人中， 谁办理了商品房过户
登记手续， 法律就认定谁取得了该
房屋的所有权。 另外的购房户只能
要求开发商退款并赔偿损失。

邵阳数十购房户的权益何时才
能得到保障？ 呼吁有关部门加大关
注力度，早日为他们排忧解难。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金琳公司一房多卖
商铺购买者欲哭无泪

永州龙伯高墓亟待保护

建议给老人发乘车卡老年优待证
变成了“歧视证”

■报道之后

永顺石堤将不再路难行

11月3日中午，长沙市黄金西路，有人将办寿宴的就餐大棚摆上马路，占去
一半的路幅，严重影响来往车辆的正常通行并带来交通安全隐患。 文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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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寿宴太“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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