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诉人：村民老周
我是祁东县灵官镇包圣村村民。 我家100

米远处有家养猪场。 该猪场2009年开始养猪，
现有存栏生猪2000多头，由于猪场产生的猪粪
尿未经无害化处理，两个猪粪尿收集池未采取
防渗漏措施， 对下游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苍
蝇终年围绕，粪水四处流淌 ，每年尤其夏天村
民苦不堪言。 离猪场一公里的水都没办法用，
我们喝的井水，经专业人员测试 ，各项指标严
重超标，我们难以正常生活。

我们已向镇里、 环保局等部门多次反映以
求解决，但前后已有几个月，一直未能解决，令
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现在夏天又到，污染加
剧。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帮助解决问题，还我们
一个正常的、干净的生活环境。
受理记者： 田燕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祁东县环保局。
该局回复说，他们接到群众的投诉后，立即指

派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调查。 该猪场名
叫红兵种猪扩繁场， 位于灵官镇包圣村地段，
由原祁东县种畜场下岗职工6人投资兴建，
2009年开始养猪，现有9栋猪舍，共有存栏生猪
2000头。目前，该猪场已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
但未曾申报环评审批，属擅自兴办，无污染治
理设施。 养猪场产生的猪粪尿未经无害化处理
且无序排放、堆放，位于养猪场下游方向的两
个猪粪尿收集池由于未采取防渗漏措施，加之
前段时间雨水多，猪场废水外流，对下游环境
造成了污染。

鉴于该养猪场的环境违法行为， 此前，环
保局已依法向其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 5月22日，又
依法向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责令其补办环评审批手续。目前，
猪场业主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兴建污染治理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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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村民来信： 刘氏占地大建祠堂
溆浦县龙潭镇贵坪村吴松群姐妹来信

说：我村有300多人，本只剩不到100亩稻田。
但去年下半年，我村村民、目前是怀化市某
房地产集团的刘老板看中了这里的风水，想
在此建宗族祠堂，我村20多亩稻田因此被强
占。 村主任在没有开过任何村民会议，也没
有出具任何审批文件的情况下，就征收了村
里十几户村民的责任田，其中就有我家的一
亩责任田。 这块田是我家最好的农田，占了
我家所有农田的三分之二。 如果没有了这块
田，几乎就断了我家的粮食来源。 村主任和
刘某代表多次到我家，要求我家出卖现有的
责任田，我们家自始至终都未同意。 去年10
月份，他们就强行在我家责任田里搭建了工
棚，空地里堆满黄泥。 我家向村主任反映要
求拆除工棚，村主任不理睬。 我们自己去拆
工棚的时候， 又受到了他们的百般阻挠，我
家的农田就一直被这样霸占着。 我家多次向
镇领导反映，要求恢复我家的农田。 镇领导
却说刘某是在给村里做好事， 要我们支持。
反映到国土部门， 虽然下了停工通知书，但
并没采取什么措施，村里照样动工，农田还
是没法恢复。 我们不明白：刘家财大气粗就
可以如此无法无天？

村镇干部： 缘于地质灾害隐
患点治理没资金

5月22日， 记者来到贵坪村采访， 只见

好几个村民正在为祠堂打地基， 刘氏祠堂
的选址原是6户村民的住房所在， 背靠一座
小山， 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稻田。 虽然正是
秧苗生长的好季节， 但这片稻田却不见一
根秧苗， 有一大半被用来做了新搬迁村民
的宅基地， 剩下的堆满了黄土和建筑材料。
投诉人吴松群指着一处已用木头搭成工棚
的土地告诉记者， 这片地过去就是她家的
责任田。

龙潭镇党委书记张克喜介绍， 刘氏祠
堂拟建的地方， 过去是一个地质灾害隐患
点， 暴雨季节山体容易滑坡， 威胁山下几
户村民的安全， 村民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治
理。 去年， 该村在外创业致富的村民刘某
表示， 愿意出资帮助村民搬迁， 条件是要
在此修建刘氏宗族祠堂。 张克喜拿出了去
年10月由省建设工程勘察院出具的一份贵
坪村灾民搬迁安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记者看到， 该报告确实建议该村7户居民进
行搬迁， 但同时指出， 对房后陡坎进行削
坡清方和坡脚挡墙加固后， 便可以进行房
屋建设。 同时， 离坡脚50米开外的地方无
地质隐患， 适宜建房。

记者发现， 8户被搬迁的村民中 ，
有两户离小山在百米之外， 与地质灾害
隐患点挂不上钩。 对此， 一刘姓村民直
言不讳： 两家的房子是因为影响祠堂的
视线。 至于祠堂前占的大片稻田， 村支
书韩龙承说， 村里打算在这里建村级活
动中心及村活动广场， 所有土地报批手
续尚在办理中。 但有村民认为， 村里早
就有村活动中心， 偏远山村人口少， 哪

需要这么大的活动广场？ 实际上这是为
祠堂提供的活动广场。

国土部门： 同意隐患点村民
搬迁， 曾责令祠堂建设停工

记者了解到， 刘氏建祠堂一事被村
民举报到上级部门后， 国土部门进行了
调查处理。 县国土局同意贵坪村 8户地
质灾害隐患点受威胁户的搬迁， 但也指
出 ， 搬迁户建房选址严禁占用基本农
田， 关于修建村级活动中心及村活动广
场用地计划， 需经发改委等相关单位审
批， 对占用耕地的， 依法经省、 市人民
政府批准。 而贵坪村建祠堂等工程施工
根本未办理好国土用地手续， 国土部门
曾责令其停工。

随后， 记者又就此事采访了怀化市国
土资源局用地科， 该科工作人员答复说，
贵坪村刘氏祠堂虽然是建在已搬迁村民的
旧宅基地上， 未直接占用耕地， 但它动土
建设改变了土地原貌， 必须先办理国土手
续。 而农村集体土地审批只有村民宅基地、
公益设施、 村办企业才能申请办理用地手
续。 也就是说， 刘某占地建祠堂是不可能
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的。

然而， 此事已发生大半年了， 至记
者采访时所见， 祠堂建设及占田行为并
未停止。 作为土地管理的执法部门， 国
土部门应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制止， 并拿
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能仅仅发一纸停
工通知了事。

投诉人：易先生
平江县长寿镇的老菜市场拥挤不堪， 造成

旁边长长的一条街道全让卖菜的占用了，沿路
居民出入很不方便。 尤其是这一条街上还有国
税和地税部门，人们到这里办事，别说开车，就
是走路出入都很难。 2012年，当地政府已在别
处动工兴建了一处大型的农贸市场，但不知为
何，迟迟未启用。 我们盼望政府早日改变这种
混乱局面，还马路于民。
受理记者：欧金玉

记者就此采访了长寿镇政府有关负责人，
他介绍， 长寿镇现有8万多人口， 居住在集镇
的人口达3万多人。 该镇的老菜市场建于1992
年， 由于当时规划意识不够超前， 市场内经营
面积仅有400平方米。 随着该镇城镇化的推

进， 市场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 无法保证
人们食物的供应， 导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摊
点。 2000年， 镇政府出于无奈， 只好将老市
场附近的150米小街巷划块安排摊位， 将满街
乱摆的其他摊贩全部强制进入此市场经营区
域。 此举虽然整顿了全镇的街道秩序， 但同时
确实又造成了老菜市场这一区域居民和单位
出入不便。

为了更好地解决此问题，2011年， 长寿镇
政府征地建设了一个大型综合市场，该市场设
计门面120个，摊位用地2400平方米。由于工程
量大，建设时间较长，目前才接近竣工，估计很
快可以开业。 到时候政府会采取相关措施转移
老菜市场占道经营的摊位，以彻底解决居民反
映的问题。

投诉人：林先生
4月21日，茶陵县舲舫乡官溪村一名2岁多

的小孩，失足淹死在一废弃茅坑里面 ，这起意
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附近的官溪电站建
好后，经常发生内涝，附近的区域经常积水。 这
个茅坑早就应该由电站出钱填平，防止积水后
出现危险，但却一直无人处理 ，最终导致悲剧
发生。 此事发生后，电站对此不闻不问，希望有
关部门能责成电站搞好安全生产，排查安全隐
患，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受理记者：欧金玉

5月7日， 记者电话采访了舲舫乡政府，

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事发后， 乡政府立即派干
部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小孩是在老人带着玩
的时候， 由于监护人未注意， 失足掉进了一处
有1.5米深积水的废弃茅坑。 官溪电站修好后，
此地区确实容易发生内涝， 尽管有两座电排
不断地排水， 但效果并不很理想， 加上小孩出
事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导致茅坑积水很
深。 小孩出事后， 乡政府曾打电话给电站
老板， 但对方一直未来现场。 好在受害人
家属通情达理， 此事很快平息。 目前， 乡
政府已要求村里将茅坑填平， 并排查安全
隐患。

·长沙：明德麓谷学校到校时间
规定有安全隐患

1360731xxxx： 明德麓谷学校
无视小学生客观实际， 早上和中午
分别限定小学生必须在7:50-7:59、
2:00-2:09进校， 早到和迟到均禁止
入校， 同时给予有关学生和班级扣
分。 由于小学生害怕被扣分、 被批
评， 他们下车后往往不敢站在校门
口等， 但小学生自控能力比较差，
经常会在马路边上追追打打， 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 很多家长为此只
能准点送孩子到校， 由于时间限制

得太短， 人为造成该校校门口送学生上学
的车辆高度集中， 经常性堵车。 家长们已
多次向校方甚至高新区教育局提出意见，

但校方仍然我行我素。
·邵阳：交警如此执法太没人情味
1869279xxxx： 我于5月27日驾驶私

车行驶在邵阳市火车站附近， 遇见交警检
查， 车子没有按照要求张贴保险标志 。
由于是保险公司没有给标贴， 一名交警
表示我可以前往保险公司索取贴上即
可， 我马上打车前往保险公司。 车上妻
子刚做完脑内肿瘤切除手术， 身体十分
虚弱， 且当天气温高达34摄氏度， 所以
我再三嘱咐交警同志， 如果有必要可以先
将车开到交警大队， 避免病人被太阳暴晒。
然而在我离开现场之后， 一名交警催促我
妻子签字后， 就将我车开走， 丢下我妻子
在马路中间烈日之下。 交警如此执法太没
人情味。

·常宁：水库受粪便污染影响自来水水源
180100xxxxx： 我是常宁官岭镇自来水

用户。 我们的自来水源头在西塘水库，但现在
有人在水库施肥养鱼，用各种大粪作为饲料投
入水库。 这样一来，我们喝的水会遭到严重污
染，希望环保部门关注此事，对水质进行检测。

·郴州：湘南学院附近偷抢事件多发
1348661xxxx：在郴州湘南学院对面的

公交站台附近及公交车上，经常出现抢劫偷
扒情况，白天越加猖狂。 一些不法分子明目
张胆，不是抢就是偷，严重威胁学生的人身
安全，几乎每天都有被偷被抢的现象。 一个
偌大的大学附近竟然没有巡逻的民警，学生
都感到没有安全感，希望有关部门加大巡查
的力度，打击犯罪行为。

专栏编辑 田燕

少儿图书
“成人化”亟待整治

编辑同志：

临近“六一”的时候，学校领导让笔者到市
新华书店购买一批少儿图书，打算奖给本期在
读书活动中获得名次的学生。

笔者虽然平时爱买书、看书，但因自己的
儿子早已成年，所以平素并不怎么关注、了解
少儿图书的现状。谁知笔者一看到那五花八门
图书的名称，竟诧异了：《可怕的科学———恐怖
人体》、《尸画》、《白日鬼呻吟》、《教主， 你就从
了吧》 ……这些图书的封面和插图充满了骷
髅、鬼脸、凶杀甚至色情的画面。

笔者拿起一本《格林童话》，心想这本经典童
话应该没有问题吧。 谁知里面竟夹有一本《令人
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拿起来
看了一下，发现书中的内容完全颠覆了笔者早先
对《格林童话》 的认知， 它的美好形象霎时崩
塌———内面竟夹杂“很黄很暴力”的东西。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特别是对于人
生观、世界观正在形成中的青少年而言，更需
要爱读书、读好书。但少儿图书如此“成人化”，
将给少年儿童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实在令人
担忧。 亟待政府、教育部门和出版单位予以重
视并纠正。

武冈市 林日新

投诉人:王先生
我的亲戚康晒娇是湘乡市粟山镇永安村

的村民，一直在外打工。 4月12日，她在浏阳市
大围山浏湘林场砍柴时 ， 不幸被树枝打伤头
部， 在大围山镇卫生院住院9天， 花去医药费
1800多元。 她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还买了人
身意外保险。 我们到保险公司理赔时，工作人
员告诉我们，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15%，建议
我们先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再报人身意外
保险。 但我们拿着住院的原始发票到湘乡市农
村合作医疗管理部门 ， 谁料他们竟然不给报
销，理由是我们的发票不是外地的二级以上的
医院出具的。 对此，我们实在是不能理解。
受理记者：欧金玉

5月7日，记者致电湘乡市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回复称：按该市文件
规定，在外地住院回乡来报销，必须是二级以
上的公立医院， 投诉人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所
以不符合条件。

对此回复， 投诉人认为此规定很不合理，
他亲戚这次住院花钱不多， 农村合作医疗能
报销的也不过几百元钱， 经济损失是一件小
事。 但这样的规定 ， 伤害了在外务工农民
的合法权益 ， 因为作为一名在外地打工
者， 发生意外受伤后， 只可能就近住院治
疗， 既不可能在病情不需要的情况下上二
级医院住院， 更不可能不顾生命危险奔波
数百公里回湘乡来住院。 长此以往， 必将
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 呼吁有关部门对此
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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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乡镇住院为何不能报账

读者质疑新农合异地报销部分规定

老市场占道经营 新市场迟迟不用

电站内涝严重 小孩失足淹死

养猪场污染影响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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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祠堂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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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与建议】

一起不该发生的事故
6月4日上午7时35分， 在长沙市营盘路市一中公交站，

进站的公交车撞上一辆突然下客的黑色轿车， 导致轿车左前
门严重变形， 幸好没有伤人。 据目击者说， 如果公交车慢一
点进站， 如果轿车能靠边停车、 不在公交车站下客， 这起事
故就不会发生。 陈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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