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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们是隆回县横板桥镇柳

山村的学生家长 ， 我们孩子就
读的柳山完全小学 ， 因校舍长
期未进行维修 ， 破旧不堪 ， 给
学生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隐
患 。 就在10月22日 ， 学生食堂
突然垮塌了 ， 幸亏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但学生不得不放假回
家。

柳山村地处偏僻 ， 地理位
置特殊， 学生上学本来就不方
便， 有的小学生每天要跑数十
里才能到学校上课 。 可长期以
来 ， 学生都是在危房中学习 。
据说， 政府每年都有校舍维修
费用补给学校， 但学校从未进
行过大的维修 ， 这些钱去哪儿
了？ 更让我们不解的是 ， 今年
10月份 ,平时口口声声称无钱维
修校舍的校方 ， 竟带领全校教
师到广西桂林旅游去了 ， 难道
教师的旅游比500多学生的在校
安全更重要吗 ？ 为此 ， 我们家
长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迅速采取
措施改造学校的危房 ， 帮助柳
山完小500多不得不放假回家的
学生早日回到课堂 。 再也别拿
学生的安全当儿戏了 。

几家长

调查附记：

学生食堂垮塌让人后怕
接到几家长的投诉后 ， 记

者日前来到了隆回县横板桥镇
柳山完全小学。 进入学校大门
后， 展现在记者面前是两排并
列式的平房， 一边是学生教室
兼教师办公室， 一边是教师的
宿舍。 两排房屋无不例外地张
贴着 “危房， 请勿靠近 ” 几个
红闪闪的大字， 教师的宿舍的
一端还看到残留的警戒带。

垮塌的食堂已经被清理 。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 ， 那天幸亏
是在晚餐后， 食堂里没人 ， 如
果是在学生就餐时垮塌 ， 后果
不堪设想。 说起这些 ， 大家都
感到后怕 。 学校一名职工说 ，
因发生了倒塌事件 ， 目前绝大
部分学生已转到旁边的中学教
学楼上课去了， 小学教区只剩
下两个班， 临时放在学校唯一

的两间非危房、 原用作器材室
的两间房里上课。 可记者看到，
一些天真的孩子们却似乎对警
示标志视而不见 ， 空出的危房
教室成了他们的乐园 ， 课间休
息时依然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
穿梭嬉戏， 看着让人担心不已。

校舍两年前
就被鉴定为危房
柳山完小的李校长依旧在

危房中办公。 他告诉记者 ， 该
校有1至6年级12个教学班 ， 学
生516人， 教师有24人， 校舍则
还是70年代的老房子。 长期以
来， 教师的工作 、 生活条件十
分艰苦 ， 教师没有办公用房 ，
甚至连吃饭都只能端着碗在过
道上吃， 更谈不上图书室 、 电
脑室、 实验室了 。 去年 ， 有单
位给学校捐赠过图书 ， 但这些
书至今仍堆放在杂物间的一角，
根本无法供学校师生使用。

李校长说 ： 早在 2009年 ，
经有关部门鉴定， 学校的3栋教
学楼及教师宿舍 、 食堂均为D

级危房。 相对于这样大面积的
危房， 上面拨付的每年2万元维
修费用只是杯水车薪 ， 年年维
修却无济于事 。 平时 ， 屋顶上
掉瓦、 墙上掉砖块是师生们司
空见惯的事 。 但由于无法筹措
到经费， 他们仍只能在危房中
强撑着。 直到最近学校食堂突
然垮塌了， 他们才深切地体会
到危险已向他们逼近了 ， 学校
不得不放了3天假。 经镇政府协
调， 紧挨他们的柳山中学学生
便临时搬到横板桥镇中学上课
去了， 留下了几间教室给他们
使用。 但因教室太少 ， 他们只
得将12个教学班合成6个班， 凑
合着过。

希望将“高度重视”赶快
化为实际行动

对于家长谈及的学校有钱
旅游无钱修房说法 ， 李校长解
释说， 学校今年确实组织了一
次旅游， 但所有的费用都属自
费 ， 学校并未动一分钱公款 。
同时， 经纪检部门查实 ， 上面

拨付的每年2万元维修费用也都
用到了学校的维修上 ， 没有挪
作他用。

谈及学校的前景 ， 李校长
说， 学校面临的困境已引起了
当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高
度重视， 并在积极筹措资金解
决学校的难题 。 目前 ， 学校和
村上已达成初步的用地协议 ，
如果顺利的话 ， 估计一年多以
后， 一个崭新的九年制学校将
在这里建成。

听到学校的情况 ， 记者也
感到十分后怕 ， 如果发生学生
安全事故， 谁负得起这个责呀?
学校校舍早就被鉴定为危房 ，
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为何不早
点采取措施呢 ？ 这不是拿学生
的生命当儿戏吗？

希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将 “高度重视 ” 赶快化为实际
行动， 首先消除学校目前仍存
在的安全隐患 ， 然后尽快改造
学校校舍 ， 让柳山村的孩子们
摆脱目前的困境。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记者调查

编辑同志：
我是双峰县青树坪镇一村民。 2011

年12月21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我在青
树坪农业银行网点取了4万元现金，谁
料遭人盯梢， 路过青树坪镇政府时，被
两个年轻人抢劫并毒打，劫匪随后逃得
不见踪影。 我挣扎着跑到镇派出所报
案，民警说他们一时也找不到劫匪。 我
遭抢劫时，有财政所干部看到，现场还
有超市录像资料， 总有线索可追查的。
呼吁公安为民排忧解难， 早日破案，为
我追回损失。

肖汉英
调查附记：

2011年12月27日， 记者致电双峰
县青树坪镇派出所了解情况。一名工作
人员回复说，接到受害人报案后，民警
发觉案情较大，报告了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有关负责人都来到了现场，办理相
关法律手续后，进行了现场走访，并调
取了银行和超市的录像资料。现在案子

正在办理中。
如何预防银行取款后被抢劫？ 警方

提醒市民在取款时应注意安全，在以下
几方面做好防范：一是提取现金数量较
大时，最好两人以上同行，一人注意四
周情况，时时给予安全提醒，并在取款
后与取款人若即若离地保持一段距离
一同返回，这样能有效震慑歹徒，防范
抢劫案件的发生。 二是提取巨款时，最
好让青壮年男子出面，目前被歹徒尾随
抢劫的大多为妇女。三是只在柜面上清
点现金，并尽量不要让旁人看到，提款
后尽可能搭车离去，而不要步行或骑车
离去。 四是在取款时，要防范身边的可
疑之人，离开时，要提防尾随者，特别是
突然在路上来回穿梭的摩托车。五是一
旦发现情况异样要及时躲避，一旦遭到
袭击，尽量大声求救，并尽量看清作案
歹徒的体貌和车辆特征及逃跑方向，及
时报警。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在永州做小生意的外地

人，来永州这边已有7年多了。 最近我买
了台小车，但去车管所上车牌时，却被告
知不给上， 理由是每个大队给外地人只
有两个上牌指标。 我不明白：难道外地人
就不能在永州本地买车吗？ 刘某
调查附记：

2011年12月28日， 记者就此事咨
询了永州市交警支队办公室，一位姓黄
的同志告诉记者，来永州的外地人买车
后，只要到当地派出所开具《居住证 》，
就可以到车管所上牌，并没有外地人上
牌受限的说法。如果投诉人确实因此上
不了牌，随时可以与他们联系。

本报记者 史学慧

黄景祥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手
机、 电脑等新通信工具日渐普及，
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
便利，小小的按键，使人们联系沟
通交流起来越来越方便。 然而，在
一些地方，个别单位领导干部有了
这方便的“键对键”，却忽视甚至放
弃了“面对面”，忽视了下基层开展
实地调研的优良传统。 更有甚者，
有的同志把和群众“面对面”当成
一种负担。 这样一来，领导干部很
难了解基层真实情况，更谈不上解
决基层的实际问题了。

笔者认为，忽视“面对面”，必
然会疏远党群、干群关系，进而影

响工作开展、事业发展。 近年来一
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问题
最初往往并不严重， 常常因为有
关部门对群众合理诉求不管不
顾，导致小问题升级、小矛盾复杂
化，给解决问题带来了难度。

“面对面 ”是开展工作的重
要方式。 和群众“面对面”，听的
是心里话， 看的是实际情况，收
获的是真知灼见，有利于领导干
部化解矛盾 、科学决策 ，进而赢
得民心。 因此，通信工具再先进，
也不能用 “键对键 ”代替 “面对
面”。 在通讯工具高度发达的今
天，领导干部还是应该常到基层
看看 ，积极参与基层工作 ，在参
与中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长沙：规划中的
体育馆为何成了钢材市场

1390731xxxx：我们是
住在长沙市“中隆御玺”小
区的居民代表。 我们旁边
规划中的体育新城 体 育
馆， 现在不知为何成了钢
材市场。 近来，大型货车通
宵达旦地出入该钢 材 市
场，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
活休息， 尤其干扰了小孩
的学习和休息。 希望有关
部门协调处理此事， 还居
民一个宁静的生活空间。

●邵阳：观音庵
附近垃圾成堆无人清理

1361842xxxx： 我是邵
阳市观音庵的居民，我们这
片有一居民无证经营宰杀

牛羊，牛羊的五脏六腑都随手丢在
门口，搞得就像一个垃圾场，引得
苍蝇蚊子一大堆，臭气熏天。 就在
旁边（村里老罐头厂）有一条坑，村
民家中的粪水都往坑里排，里面塞
满了垃圾也没人清理。我们到社区
反映多次，但几年了，社区都不管。
垃圾成堆，气味难闻，苍蝇乱飞，给
附近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芷江：繁忙的十字路口
亟需红绿灯

1397455xxxx： 芷江侗族自治
县火车站西站路通往县城的大路，
与途经县城的国道320交汇于芷江
河西城区么家坪处。 这个路口车流
十分繁忙， 途经此路口的直达贵、

滇、 川的客运货运车辆川流不息。
城区的芷江三中、芷江河西小学以
及县竹坪铺中学的中小学生，上下
学必经此处通过，每天早中晚放学
时都十分不安全，经常发生交通安
全事故，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在此路
口设置交通红绿灯。

●宁乡：旺和家园小区
经常停水

1331958xxxx：我是住在宁乡
县旺和家园的居民。 最近该小区
经常停水， 下班后最需要用水的
时候也一样， 并且停水也没有事
先通知。 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并没
有欠缴水费， 如此不定时且频繁
地停水， 给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
大影响。 有人说，是因为现在的自
来水公司是私营企业， 但私营企
业如此做法政府也可以管管呀。

●长沙： 四方坪联通手机
信号太差

1867002xxxx： 我住在长沙市
四方坪金帆小区，用的是联通3G手
机卡。 住进来才发现这里的联通手
机信号实在是太差了， 用2G手机
时， 基本上只能放在窗户边上，连
上耳机才能打电话，稍微一动就听
不清了。 现在3G手机更是没办法
用，没有信号。 我向联通客服反映，
他们倒是派人来检测了，回复说是
基站设置的问题，需要调整基站才
能解决，此后就再没有回音了。 这
样的服务，严重耽误附近居民的工
作和生活。 联通公司应该尽快拿出
解决办法， 保证我们的信息畅通。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近日， 我和一群摄影爱好者

赴隆回县采风。 车从沪昆高速隆
回收费站出来，行至前面约100米
外的隆回二桥时， 我们见资水悠
悠、美景怡人，下车准备好好欣赏
一番， 却被桥下江中几艘采砂船
惊骇了：桥墩下千疮百孔，满目疮
痍，防洪堤上遍布河沙。 对此，我

们很是担心， 隆回二桥是连接高
速公路的主要通道， 桥墩下的这
些采砂船不仅影响桥的安全 ，更
严重的是破坏了防洪堤， 对附近
居民的房屋也构成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明

文规定：在大中型公路、桥梁和渡
口周围200米、公路隧道上方和洞
口外100米范围内，以及在公路两
侧一定距离内 ，不得挖砂 、采石 、
取土、倾倒废弃物，不得进行爆破
作业及其他危及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活动，
为何隆回二桥下采砂船却如此猖
獗呢？ 希望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
关法规 ，管一管此事 ，保证公路 、
桥梁的安全。

一读者

编辑同志：
我小孩在汨罗市职业中专上高三

了 。 职校国家每生每年有1500元的国
家助学金， 每学期有750元。 但我小孩
高二下学期750元到现在一直没有发下
来， 高一的钱也是去年到12月初才发
的， 高三第一学期又快要结束了 ， 高
二的钱却还没发下来。 我们农村人赚
几个钱不容易， 高三要交的钱又比较
多， 但学校总是一拖再拖 。 也不知道
这笔钱是上面没有发下来， 还是学校
卡着没发给学生。

一学生家长

调查附记：
2011年12月29日，记者电话联系了

汨罗市职业中专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事
宜的杨老师。 他介绍说，2011年春季，也
就是这位家长所说的高二下学期的国家
助学金，本周已由国家财政拨付到汨罗市
财政局国库的账上，但这笔钱还没有拨付
到学校，钱一拨付过来，学校就会及时把
钱打到学生的银行卡上，不存在学校卡学
生助学金的事。 每次都是下一个学期发上
一个学期的助学金。 从2011年秋季起,学
生的国家助学金将直接由国库发放，学校
只要造册报上去就行了。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住在长沙市雨花区青园路附

近的居民。 青园路本来就不很宽，旁边
有个铁道小学，每天有1000多名学生要
出入，附近还有梅岭小区、南园小区、南
苑小区，以及铁道学院职工、中南林业
大学职工、湖南电大职工等居民出入。

但每天一早 ， 青园路道路两旁摆
摊的人占去了很大一部分马路 ， 使得
本来就狭窄的马路更加拥挤不堪 ， 早
上车子基本难以通行， 有时走路都很
困难。 这样既对学生的出行安全带来
许多的隐患， 也给每天的上班一族造

成极大不便。 并且小学校门附近的摊
贩小吃太多， 食品安全也很难得到有
效保证， 每天晚上早上地上都是一层
油垢。

长沙评文明城市的那些天， 这里没
有一个摊贩， 环境很好， 出行方便。 但
那几天一过， 马路摊贩又蜂拥而至， 每
天早上6时30分至8时30分是上学、 上班
高峰期， 也正是摊贩出现的高峰期。 希
望城管部门实地考察， 解决这一实际问
题， 还孩子一个安全放心的学习环境，
还人们一条方便的出行之路。

青园路附近一居民

编辑同志：
最近 ， 双峰县电力局发出通知 ：

从2011年11月起 ， 对全县电力客户实
施营业网点集中电费收缴， 取消以往
进村收电费方式。 此举实施后 ， 许多
群众认为 ， 通过网点收费既不便民 ，
又不利民。

以我所在的甘棠镇接草村来说 ，
用户一般距指定收费网点两丰村邮政
代办点4.5公里。 每月缴电费时， 一般
先要步行10至30分钟 ， 再搭中巴 ， 往
返车费4元。 而有些用户用电很少， 甚
至每月仅有电费2至3元， 这样去交合
算吗？ 过去进村收电费， 客户一般只
步行几分钟或10多分钟， 不花1分钱 ，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便群众。

另外， 网点收费还经常延误时间。
2011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 ， 我村盘
山组76岁老翁朱存九去网点缴费 ， 营
业员说上面网络不通， 营业 “停摆 ”，
加上排队， 他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
缴了费， 饿着肚子回家。 而过去进村
收电费随到随收， 快捷利索 ， 一两分
钟就完事。

更何况现在农村青壮年多数进城
务工， 留守的大多是老年人 、 中小学
生及幼儿。 老人去缴电费 ， 存在诸多
安全隐患。 他们大多高龄 ， 许多患有
各种疾病， 目不明， 耳不灵， 腿不行。
他们在缴费途中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
谁来买单？ 虽然 《通知 》 还规定 ： 各
电费营业网点是方便缴费的场所 ， 不
受区域限制， 可在任何一个镇内网点

缴电费。 这话说起来好听 ， 但对广大
农村客户而言 ，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农村客户居住相对固定分散， 交通不
便， 有几个会到其它网点去缴费呢？

据说， 目前城市普遍采用这种电
费收缴方式， 但城乡有别 ， 电费收缴
方式不能 “一刀切”。 电力部门还是要
根据农村实际情况， 坚持 “为人民服
务” 的宗旨不动摇， 妥善解决这一牵
涉千家万户的问题。
双峰县甘棠镇小富中学退休教师 成兴中
调查附记：

2011年12月28日， 记者致电双峰
县电力局负责电费收缴的供电所有关
工作人员， 他说， 过去该县农村电费
收缴， 采取的是由抄表员到村里挨家
挨户收取或由村代办员代收， 但有时
用户不在家 ， 电力部门需上门多次 ，
收费很不方便。 加上村里年轻人多外
出， 代办员缺乏合适人选 ， 同时还存
在电费无法及时上缴的风险。

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说 ， 实施营业
网点集中电费收缴对电力部门有利 ，
对老百姓也是有利的， 用户可以预存
电费， 如果出现欠费， 电力部门会通
知用户及时到营业网点补缴。 如果用
户实在到网点缴费有困难， 也可以委
托抄表员代缴， 再打电话到供电所收
费处确认电费是否缴到位 。 目前 ， 电
力部门还正在与农村信用社联系 ， 探
索出台由银行代扣电费的方式 ， 到时
用户就更方便了。

本报记者 欧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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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砂船公然在隆回二桥下采砂

不能拿学生的安全当儿戏

国家助学金为何老是拖着不发

长沙青园路摊贩扎堆路难行

既不便民 又不利民

村民质疑农村电费
网点集中收缴方式

银行取款后遭抢劫
期盼公安早日破案
警方提醒市民： 取款时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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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键对键” 莫忘“面对面”
■读者论坛

隆回县横板桥镇柳山完小的学生，两年多来一直在危房中上课，直到
前不久学生食堂垮塌。 家长们纷纷呼吁———

2011年12月28日， 嘉禾县城关镇鳌峰社区一对七旬残疾老人高兴
地抽到了廉租房。当天，该县采取抽签分配方式，给192户城镇低收入家
庭分配廉租住房。 黄春涛 摄

圆
了
住
房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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