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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8 ２０14年6月5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湘政办发[2005]43号文件明文规定：城
区小学和乡镇中心小学，以及社会力量举办
的中小学校，一律不得再附设学前班，更不
得把入学前班与其小学入学挂钩。但近来桃
源县城区13家民办幼儿园园长联名向各级
教育部门反映，该县城区各小学以办幼儿园
的名义，变相违规办学前班，并与孩子就读
小学学位挂钩，造成民办幼儿园生源大量流
失，生存困难。

小学“幼儿园”人满为患
日前，记者来到桃源县采访，投诉人介

绍说，桃源县城所在的漳江镇至今有14家民
办幼儿园。近年来，他们逐渐感到了因生源
数量下降带来的恐慌，这样的恐慌主要是城
区小学附设的幼儿园带来的。虽然早在2005
年，省里就明文规定城区小学一律不得再附
设学前班， 更不得把入学前班与其小学挂
钩。但桃源县城的漳江、实验等5所小学却一
直未取消学前班， 只是换了个幼儿园的名
称，这些“幼儿园”其实就是学前班，多年来
只招收5岁左右的孩子。 由于这些学校以只
有上了该校的“幼儿园”才可以入读其小学
为条件， 大量家长被迫将孩子送到这里。那
些在民办幼儿园上小班、中班的孩子，一到
了大班年纪，担心读小学入学难，都纷纷转
到各小学的“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的园长们纷纷告诉记者，即
使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快到上学年龄时，也
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小学的“幼儿园”去。因为
在小学“幼儿园”就读，幼儿入读一年级时无
需提供任何手续，民办幼儿园幼儿入学则受
到刁难，找关系、送人情仍难进。

5月8日早上7时许，记者来到漳江小学，
见众多家长正在送幼儿入园。 漳江小学的

“幼儿园”位于小学操场一角的一栋房屋。家
长告诉记者，“幼儿园”孩子很多，每个班都
差不多有60人。虽然人多，但孩子在这儿上
了学前班，就不用担心小学入学难。记者看
到，这里的“幼儿园”虽然有一个单独的院
落，但园内没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招收的6
个班除一个中班外全是5岁的大孩子， 一楼
的一间卧室摆满了上下床铺。记者以家长的
身份向漳江小学一名负责人询问小学报名
事宜，这名负责人答复说，户口、房产在该辖
区的问题不大， 但别处的就难以容纳了，因
为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学校的幼儿园300多
学生入学。

记者又来到实验小学， 这里招收的430
多名学生也只有一个班是中班学生，其他的
都是5岁左右的孩子。 每间教室里挤满了学
生。记者找到小学教师办公楼，想打听读书
报名的事，一名老师说，不上小学的“幼儿
园”，难得报上名。

文星小学是去年新建的一所公办小学，
这里的“幼儿园”学生也不少，多达300人，这
些孩子与小学生共用一处教学楼，没有单独
的厕所，没有游乐设施，但因为有小学读书
的保障，家长也懒得计较了。

生源流失 愁坏民办幼儿园
与小学“幼儿园”人头攒动相对比的，则

是民办幼儿园的冷冷清清。记者来到了紫东
幼儿园，这是桃源县学前教育业内人士公认
的软件、硬件最好的一家幼儿园。宽敞、幽雅
的环境，专供幼儿使用的厕所、床铺，24小时
监控。但这里却很冷清。

幼儿园负责人童园长苦笑着说，5年前，
自己投资1000多万元办了这家幼儿园，头几
年生源稳步上升， 谁想到随着小学入学难，
他的生源很快大量流失，一些孩子一到大班
年纪便全走了。 本来可以容纳400学生的幼
儿园现在只有185个幼儿， 其中83名还是乡
下接来的孩子。而且都是一些小、中班的幼
儿，今年，园内大班孩子不到10个人。连他这
样的市级示范性幼儿园都招揽不到学生，生
存艰难，更不用说其他民办幼儿园了。

由于城内幼儿被公办小学“幼儿园”大
量抢走，这些民办幼儿园只得把目光瞄向了
农村， 用车接送乡下的幼儿进城，13家幼儿
园今年共招生2589人， 有1385人来自乡下。

尧河幼儿园招收的120名学生竟全部来自城
外。5月7日下午4时30分，记者在金色童年幼
儿园就看到多台面包车正将小孩送回家。园
长们对此其实都很担心， 每天车接车送，存
在着安全风险，但为了生存，他们也只得走
一步看一步。另外，随着各乡镇中心幼儿园
的逐渐建成， 他们到乡下招生也将失去优
势。

对上级文件存在不同解读
对于13家民办幼儿园的投诉，桃源县教

育局认为，省里的文件只是规定小学不许办
学前班，并未禁止办幼儿园，要撤销他们政
策依据不足，而且撤销会导致城区学前教育
学位严重不足。

13家民办幼儿园园长们则认为，公办小
学办的这些幼儿园，实质上就是省里明文规
定要取消的学前班，它们无论硬件和软件都
达不到正规幼儿园的标准。都是利用公办小
学资源附设在小学校内，人、财、物、场地都
没有与学校分离。小学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办

“幼儿园”，完全是从利益上考虑的，教育主
管部门应根据省里的文件精神，关闭这些变
相的学前班。他们认为，教育局担心撤销这
些“幼儿园”后学位不足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目前13家幼儿园能容纳3152名学生，加上另
两所幼儿园，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如此听之
任之，造成学前教育管理混乱，竞争不公平，
严重影响社会办幼儿园的积极性，十分不利
于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记者联系了省教育厅有关部门，他们回复
说，他们根据湘政办发[2005]43文件，已督促常
德市教育局调查了解，争取妥善解决问题。

投诉人：村民
我们是祁东县官家嘴镇马止村村民，

我村原有一座叫朝天庵的庙， 位于一座小
山的半山腰，山下是一大片农田，早些年村
民在这里种上了黄花菜，每年收入很可观。
可是，前年村里成立了一个“朝天庵扩建理
事会”，他们伙同个别村干部，以搞旅游开
发为名，为扩建朝天庵道观，在没有办理用
地手续，又未经村民全部同意的情况下，强
行毁坏村民黄花菜地，摧毁土地数十亩。

虽然在我们的抗争下， 施工暂时停止
了。但一年快过去了，国土部门对此事还是
未做出处理，被毁的土地没有恢复原貌，村
民的损失更是无人理会。
受理记者：欧金玉 史学慧

前不久，记者来到马止村，见毗邻朝天
庵山脚的一大块黄花菜地的确已被石头和
黄泥覆盖了。

官家嘴镇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村原有朝天庵一座，2010年， 村里有人
联系到祖籍祁东县蒋家桥镇的南岳山居士
曾某协商扩建朝天庵道观，并于2011年成
立了由7位村民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扩建计
划占地约十余亩， 土地来源于村民自愿捐
献、调换。2013年2月28日，朝天庵扩建理

事会在没有取得相关手续， 且没有取得扩
建范围内全部群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非法
动工，因而引发了矛盾纠纷。镇党委、镇政
府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 迅速组织镇国土
所等人员现场制止了非法动工行为。

接下来的几个月， 朝天庵扩建理事会
又多次擅自非法施工。对此，镇党委、镇政
府多次向理事会和群众表明了立场和态
度： 在其未取得规划用地手续和处理好相
关矛盾的情况下， 坚决反对和制止实施朝
天庵扩建工程， 全部扩建工程必须停工并
等待国土部门处理。现工程虽已彻底停工，
但究竟如何处理，国土部门还未做出结论。
他们也多次向县国土部门进行反映， 希望
尽快完成该事件的处理。

记者采访了祁东县国土局， 该局相关负
责人解释说，朝天庵道观占地约17亩，原分别
由7个组76户村民使用。国土部门在调查此案
时，有村民提出，村民一直耕种的土地历史上
是朝天庵的土地。按政策，如果确属宗教用地，
就要返还给朝天庵。对此说法的真实性，他们
一直在调查取证，但至今还没有结果。

村民希望国土部门早日作出结论，别让
土地如此荒废， 更不能让非法毁田者钻了政
策的空子。

●衡阳：一些公交车对老年人不优待
1357527xxxx：衡阳公交车对持老年优

待证的老年人经常抛客拒载， 刁难成风，尤
其以K字头空调车尤甚。 如K43和49路车对
持老年证的老人也要求投币，有老人对此提
出质疑， 司机即狡辩此车已被他承包了，争
执了半天司机还要收半价。执老年人优待证
免费坐公交车是政府的规定，为什么在衡阳
就不能通畅地执行呢？

●益阳：橡胶厂废水废气直排污染乡村
1377536xxxx：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

花门村有一个橡胶制品厂，自2013年建厂以
来，每天直排工业污水，污水从全村灌溉水

塘流向农田，粮食生产受到污染。生产加工
橡胶所产生的废气更是恶臭难闻，连厂房两
边的山林都不长树叶。每天早晚是该厂排放
废气高峰， 此时段全村家家需闭门躲气，苦
不堪言。村民多次致电赫山区环保局，他们
说该厂取得了由益阳市环保局颁发的环保
证，他们无权处理。然后我们多次致电益阳
市环保局，该局一直说调查，然后就没有了
下文。

●娄底：上瑞高速连接线需设立红绿灯
1397312xxxx： 我是娄底市娄星区茶园

镇的居民，我们镇位于上瑞高速连接线处，娄
底市每天进出上瑞高速的车速度疾驰如箭
地经过茶园镇， 而路两边的居民却要横过
马路来往于茶园镇上， 况且茶园镇上还有
学校、幼儿园，路这边的小孩不得不横过马
路到对面镇上的学校和幼儿园。 但这里即

使是交叉路口，也没有严格的交通管制，非常
容易出交通事故。 请尽快对这里的路口设立
红绿灯。

●长沙：请多增加几条开往动物园的公
交车线路

1897514xxxx：长沙市区到长沙市生态动
物园（暮云）的公交车太少，只有一趟125路，很
不方便。现在动物园附近楼盘已经有很多住户
入住，往来市区非常不方便，经常要打黑车、摩
的等，非常不安全。望有关部门能多开通几条
市区通往动物园的公交车线路，方便市民。

本专栏编辑 田燕

学前教育管理亟待规范
记者调查 公办小学变相开办学前班 民办幼儿园面临生存危机———

短信留言板
手机短信投诉： 13973128110

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ｗｗｗ．ts.voc.com.cn

毁田建庙何时得处理

投诉人：一学生家长
5月27日，是我儿子与另外三名同学死

里逃生的日子。我儿子今年10岁，在新化县
白溪镇硐上完小读四年级，这天第三节课是
体育课，自由活动时他和几位小朋友在走廊
上玩耍。突然，头顶上一大片天花板在毫无
征兆的情况下掉落，所幸一根晾衣杆绊住了
天花板，只有一些碎瓦滑落到头上。

儿子放学回家讲完这件事， 我当即赶
到学校找校长了解详细情况，只见校长正
带领工人在拆除还未掉落的天花板。校长
告诉我， 这座校舍是10多年前用废旧材料
修建的 ，刚修好就是一座危房 ，已经修修
补补 、临时加固无数次了 。我问为什么不

申请资金重修学校， 校长说已多次打报告
申请重修，但都没有下文。这样的危房怎么
不及时重修呢？
受理记者：田燕

5月30日， 记者就此事致电新化县白溪
镇鹅溪学区文教主任汪积伟。他说，硐上完小
的教室在交付使用时质量就比较差， 最近连
续下了几天雨， 二楼的天花板出现掉落的情
况。硐上完小共有6个班，有3个班在二楼，现
在已决定疏散二楼3个班的学生，下周一就安
排两个班到中学上课， 一个班在外租民房上
学。以前校舍并没有做过危房鉴定，现在马上
向县教育局申请对学校进行危房鉴定， 再根
据鉴定的情况对校舍进行处理。

硐上完小校舍质量太差———

天花板掉落差点砸了学生

投诉人：一家长
我是永州市冷水滩区人，小孩一直在

我打工地广东上幼儿园，今年准备让老人
带回家乡上小学。听说 ，冷水滩区教育部
门规定，小孩上小学要由该区的幼儿园统
一报名申报， 而且报名工作在5月中旬就
已结束 。我的孩子要返乡上学，到底该怎
么办？
受理记者：欧金玉

5月27日， 记者采访了永州市冷水滩
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一名姓屈的负责人，
他介绍说，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城市学位相
对有限。虽然城区学生入学压力一年比一
年大，但在冷水滩区委、区政府的关心下，
在新建学校增加学位的同时，全区各中小
学校通过内部挖潜，切实解决了适龄儿童
的入学问题。

为了更好地安排适龄儿童入学，从去
年开始，该局采取由适龄儿童监护人向适

龄儿童所读的幼儿园提供入学的相关资
料，由幼儿园收集好适龄儿童的入学资料，
根据教育局划分的招生区域统一到相应的
小学申报学位。通过这种方式，该区的适龄
儿童入学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 在学位极
为紧张的情况下， 较为妥善的解决了适龄
儿童的入学问题。

今年， 该局早在3月初就开始启动这项
工作，全区城区近5000名适龄儿童通过120
多所幼儿园都到相应的学校申报了学位，考
虑到有些适龄儿童因种种原因没有及时申
报学位， 该局在5月12日至14日又安排了三
天补报时间，供适龄儿童申报学位。截至5月
14日，学位申报工作已经结束。如果从外地返
乡的适龄儿童， 没有及时上交入学申请资料
或没在冷水滩区就读幼儿园的，可以在7月份
以后携入学资料到区教育局报名， 再由局里
统一安排到相关学校去上学。该负责人表示：
凡是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该局都会保
证其入学，绝不会让一个孩子无学校可上。

由幼儿园统一报名上学
急煞外地返乡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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