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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小区幼儿园广播扰民
1597311xxxx：坐落在长沙市岳麓区

山水新城小区内的“他能乐学幼儿园”，每
天多次播放广播，声音又大，在小区住户
和物业多次提出不满后，仍旧照播不误，
影响了小区住户的休息。 这个幼儿园从
早上7时30分起开始播放童谣，一直持续
到8时20分，10时30分继续响一次，11时
30分响一次， 下午2时30分再响一次，每
次播放的时间都不短。 我的家中还有老
人，每天都深受幼儿园的噪声打扰。希望
有关部门能管管。
●耒阳：水东江居民何时能用上自来水

1520072xxxx： 我是耒阳市水东江
居民。因为这里的井水污染不能喝，几万
居民等着喝自来水。 耒阳市自来水厂第
二厂建厂已经三年， 去年才告诉我们可
以办理自来水。去年的10月份，我们每家
以2880元的价格终于办理开通自来水。

但是到了今年7月，我们还没有喝上自来
水，打电话到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却
说不是他们的事。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能有水喝。
●澧县：新河居委会3组亟须建下水道

1897429xxxx：我是澧县新河居委会
3组的居民， 但我组整个就没下水道，非
常不方便。现在我们这里在修路，居民希
望趁这个机会把下水道搞好。 居民已经
向居委会及政府去申请了多次， 但至今
还没把这事办下来。如果路修好了，以后
再弄下水道就更加难了， 希望政府帮忙
把这事快快解决。
●慈利：九渡溪有人投毒毒鱼

1378797xxxx：近两个月，慈利县溪
口镇九渡溪多次被人投毒毒鱼， 导致农
户养的水鸭死亡， 危及到附近居民生活
用水的安全，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短信留言板
手机短信投诉： 13973128110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田燕

近段时间， 本报收到多起村民反映农村砖
厂污染乡村环境的投诉。 如安化县龙塘镇柏梅
村村民就向本报反映， 村里的一家砖厂排出的
烟气，没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到空气中，严重污
染环境， 附近村民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疾
病，周边庄稼和部分果树被熏死，他们多次投诉
却无人管。

村子笼罩在煤烟里，
作物歉收人生病

6月12日，记者来到柏梅村采访。砖厂正位于
山窝里，两座几十米的烟囱高耸在空中，但因为
周围都是山，特别是雨天，烧砖产生的煤烟无法
扩散，大量滞留在村子上空。砖厂离村民房屋较
近，特别是柏西村小学，与砖厂相距只有100米左
右。记者走在村道上，只见白色的烟雾在空中袅
绕，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很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
令人恶心，想吐，头晕晕沉沉，喉咙干辣刺痛。

村民告诉记者，该砖厂在这里建了10多年，
过去周边地区还有别的砖厂， 这家砖厂产量也
小，污染还不是很严重。2011年，随着县里整顿
砖厂，别的砖厂被关停，这家砖厂成了全乡唯一
的砖厂。老板进行扩建后大量生产，而且没有任
何环保设施，造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今
年因为雨天多， 村民种植的经济作物玉竹和百
合,被砖厂排出的煤烟熏得叶片焦黄,有的整株
枯死。

记者看到村民王新来土地上种的玉竹，叶子
都是焦黄一片，像被大火熏过。老人告诉记者，这
块地上的玉竹是去年种下的， 光成本就花了

2000多元，如果正常生长，两年后便可以收获，至
少可以卖1万多元钱。但因为被污染，玉竹苗都长
不好，更谈不上结果了，有的干脆连根都死了。不
远处村民黄克家种的百合也是叶片枯黄，一幅要
死不活的样子。

不少村民房屋的窗纱、防护网也被煤烟熏得
锈迹斑斑。村民们说，房屋、农作物受损都还在其
次，最重要的是煤烟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特别
是柏西村小学的学生，这么小的娃娃长年累月近
距离地呼吸砖厂排出的煤烟，不少孩子老是觉得
喉咙不舒服，得呼吸道疾病、咳嗽的人越来越多。
孩子还那么小，长时间呼吸这样的空气，怎能健
康成长？村民们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强烈要求
关停柏梅砖厂，但至今无果。

砖厂污染不是个别现象
安化县环保局一名姓刘的负责人介绍说，柏

梅砖厂是一家有10多年生产历史的老砖厂，建厂
时并未通过环保部门选址，近年来又擅自进行扩
建，该砖厂建在居民区，旁边还有学校，确实对周
围环境污染很大。2013年11月21日， 县环保局向
县政府递交了《关于关停安化县龙塘乡柏梅砖厂
改扩建砖窑的请示》，但该乡仅此一家砖厂，要关
停还存在很大阻力。

记者了解到，安化今年关于砖厂废气影响环
境的投诉并不止柏梅村这一家。自5月份以来，龙
塘、冷市等多个乡镇群众投诉，反映当地砖厂、石
灰厂烟气污染，造成玉竹、百合等农作物大面积
受损。县环保和农业部门进行了调查，在冷市镇
仅两个村子玉竹受损面积就达100多亩， 烟气致
损症状明显。经分析主要是砖厂、石灰厂使用的
是含硫量很高的石煤，且无脱硫除尘设施，再加

上今年气候异常，雨水较多，二氧化硫形成酸雨，
而玉竹和百合对环境非常敏感。

环保部门：依法治理存在难度
既然砖厂如此污染环境，为何不能进行关停

呢？县环保局负责人介绍说，目前，红砖的市场需
求量很大，各个乡镇都有红砖厂，烧砖燃料多是
含硫量很高的石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烟尘对环
境污染很大。而这些砖厂都是低成本经营，全都
没有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虽然国家法律对砖厂
有相关的环保要求，但在现实中真正实施起来很
难，安装脱硫除尘设备成本太高，如强制实施势
必抬高砖价，让消费者难以承受。环保部门所做
的只能是在新建砖厂审批选址时做好环评，尽量
远离居民聚居地。但由于有大量的砖厂都是多年
形成的老砖厂，毗邻居民区，虽然对环境有影响，
但取缔却很难。

安化县过去有大大小小砖厂 130多家，
2010-2011年间进行过整治， 但保留下来的近
百家中， 也只有20多家是从建设初期办了环评
手续的，整合的63家并未经过环保部门选址，再
加上一些未关闭到位的小砖厂， 环境污染确实
存在。 这次多个乡镇出现砖厂废气污染造成农
作物受损， 环保部门也只能是建议全县范围内
对农作物有影响的砖厂、石灰窑必须在每年的4
至6月季节性停产。 但此举长期实施也难坚持，
不可能真正彻底化解砖厂生产与环境污染的矛
盾。

城乡建房离不开砖， 砖厂做为一个与群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如何治理其污染，确保市
场需求和环境质量都能良性发展， 的确值得有
关部门研究对策。

加强对学生高考后的引导管理
编辑同志：

目前，一年一度的高考成绩已揭晓，考得好的学生开
始放松， 而考得不好的学生因受挫而显得失落、 情绪消
沉。由于高三毕业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感情易冲动，不能
很好的看待事物、把握自己。毕业后的部分学生，不是“泡
网吧”，就是“KTV”，还有孩子向家长提出集体参加某旅
行社组织的“高考同窗游”。家长们很担忧，不知怎么办。

有统计表明，每年高考之后，接到家长反映考生心理问题
的电话反而多于考前。从了解的情况看，大考之后，不少考生
都会通过上网聊天、网络游戏、同学聚会、外出旅游等方式让
自己“尽情释放”一下大考紧张情绪，有的甚至夜深方归，令家
长十分担忧。有的考生一下子不知做什么，对考后生活无所适
从。也有个别考生，因为担心填志愿不理想，整日忧心忡忡，闭
门不出。不少家长反映，社会上不少商家极力向考生及其家长
推销所谓“庆功宴”、“谢师宴”、“同学游”等“高考商业套餐”，
弄得不少孩子心绪不宁，有的考生还相互攀比，一些困难家庭
不堪重负。为此，笔者建议加强对高三学生高考后生活、休闲
的正确引导管理，科学填报志愿，保持良好心态。

泸溪县读者 向民贵

别让农家书屋变“虚屋”
编辑同志：

近日，笔者在农村中走访时发现，几个村的农家书屋都
大门紧锁，无人读书，也无人管理，农家书屋变成“虚屋”。

农家书屋建设是为了满足农民文化需要， 促使农民
用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用科技引领指导生产走向
富裕的一项民生工程。 书屋被喻为农民朋友的“文化粮
仓”。但据笔者调查了解，在有些乡村，“农家书屋”却成了
聋子的耳朵， 纯属摆设。 只有上面来人检查时才偶尔开
放。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没有专人管理，每天开放存在实
际困难；二是有些图书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相脱节，
即使开门也没有人来； 三是主要依托村级财力进行图书
维护、更新，力不从心，藏书越来越旧。

书屋成“虚屋”，这背离了农家书屋设立的初衷———
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问题。笔者建议有关
部门加强对农家书屋的管理和后期投入， 送书下乡一定
要送符合农民需要的书籍。同时，要开展农民读书竞赛活
动，千方百计引导农民进书屋读书，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
农民学文化、学技术、求知识、集信息的“黄金屋”。

罗理力

呼吁与建议

记者调查 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ｗｗｗ．ts.voc.com.cn

治理砖厂污染为何这么难 投诉人：一教师
临武县一些偏远乡村的小学，只有

一两个外地女教师留校住宿。而偏远小
学由于校舍破旧，没有大门，住宿的房
间也没有安全防盗门， 没有卫生间，留
住学校的女教师们晚上很容易受到不
法分子的骚扰和侵害，人身安全没有保
障。如麦市镇和万水乡的一些偏僻的小
学，一个学校就只有一两个女老师在黑
夜里坚守一所学校，她们无怨无悔地把
青春奉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她们自己
没有觉得辛苦，可她们的家人却很担心
其工作的环境是否安全。呼吁尽快改善
偏远乡村女教师的生活环境，尽快为她
们住宿的地方安上一道防盗门、安上一
个防盗窗，以确保其人身安全，从而更
安心地教书育人。
受理记者：欧金玉

6月25日， 记者致电临武县教育局
项目股， 一名姓骆的负责人介绍说，这
些年来，该县正致力于改善偏远乡村老
师的居住条件， 按照保障房的标准，去
年修建了102套有厨房、卫生间、阳台、
卧室、客厅的教师宿舍。今年又已完成

500套教师宿舍的设计，很快就准备招
标建设。

群众反映偏远乡村女老师居住不
安全后，县领导高度重视。县长刘达祥
立即进行了批示，要求相关领导和部门
予以重视，并妥善予以解决。县教育局
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县村级小学教师住
房的门窗情况进行了调查：临武县现有
村级小学120所，其中69所村级小学有
教师141人在校住宿, 居住在2544平方
米的宿舍内，其中居住在有防盗安全门
房子的教师28人， 居住在有铝合金窗
房子的教师42人， 居住在有防盗网房
子的教师44人， 其余教师居住在破旧
老化木质房门（195扇423.4平方米）、
木质窗（149扇401.6平方米）、无防盗
网的简易宿舍内。 文章所反映有些学
校教师住房的木质门、窗破旧老化，没
有防盗门、防盗网，存在安全隐患情况
基本属实。目前该县已经定购防盗门、
制作铝合金窗及防盗网， 在暑假期间
将全部安装好防盗门、 铝合金窗及防
盗网，为山区教师营造一个舒适、安全
的生活工作环境。

请为乡村女教师安上防盗门窗

投诉人：一村民
位于涟源市石马山镇湖泉村的湖

泉大桥，始建于1972年。大桥桥面系土
砂结构，原来有县乡养路工班存在时，
桥面经常维护，路面平整坦荡，车辆通
行顺畅。但是，该桥桥面近年因缺少养
护 ，桥面已是千疮百孔 ，凸凹不平 ，最
深水凼深达二三十公分。 车辆从桥上
通行 ，东倾西倒 ，震撼桥身 ，尤其是大
中型货车载货通行时， 桥身有明显的
发抖 、摇晃感 。此外 ，桥面上经常堆放
涵筒等水泥制品，昼夜停放货车，除加
重载荷外，还影响和妨碍人车通行。村
民曾多次给有关部门报告大桥险情 ，

但有关部门并未采取相关措施， 消除
安全隐患。 难道非要等桥垮人亡才能
出手吗？
受理记者：欧金玉

6月27日， 记者致电涟源市交通部
门，对方答复说，湖泉危桥已报省里批
复了大修方案，今年有望动工。但村民
们认为， 目前湖泉大桥安全隐患重大，
情况紧急，呼吁有关部门在尽快落实大
修方案的同时， 必须马上采取以下措
施：立即减轻桥面负荷，平整路面，以减
少碾压震动力； 实行车辆通行限重，确
保桥身安全；严禁在桥上堆放物品和停
放车辆。

涟源市湖泉危桥安全令人忧

投诉人：一村民
我是醴陵市枫林市乡五石村人 。

我们村有个双勇洗砂场 ，没有任何证
件非法采砂已经有两年半了 。该砂石
场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影
响 ，造成农业用水以及居民生活饮水
困难 ，河岸崩塌 ，到处污水横流 ，河道
里堵满了泥砂 ，水流不畅 。夏季暴雨
时 ，当地因此经常出现严重的洪涝灾
害 ，农田里填满了泥砂 ，严重影响了
农田耕作及产量 。另外 ，该洗砂厂生
产时的噪音非常大 ，有时昼夜不停地
生产 ，影响村民的休息 。村民陆续到
当地政府对该洗砂厂进行举报 ，但两
年以来 ，相关部门说是对其实行了停
产整顿 ，解决了问题 ，可是没过3天他
们又生产 。这样的非法砂石场为何就
关闭不了呢 ？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醴陵市枫

林市乡政府，乡政府回复说，双勇采砂场
原来是有证砂场， 但证件于2011年底已
过期，当时的砂场老板已离开，但原砂场
还留在那里。2013年9月，枫林市乡的6个
村民各出资20万元， 在原双勇洗砂场进
行生产，未办理任何证照。2013年11月以
来，市、乡国土部门已对这个洗砂场下达
了两次停工通知书， 市水利局也下达了
执法文书。2014年5月， 市林业局也进行
了现场执法。期间，乡政府组织干部多次
上门制止，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现在乡
政府正与市国土、安监、水利、环保、林业
等部门衔接，尽快关停该采砂场。当地群
众希望政府相关部门的执法不要只停留
在下达文书上， 对这样的非法采砂场早
就应该及时关停。

醴陵非法采砂场为何关停不了

投诉人：一村民
我们是衡阳县洪市镇吉厚村的村

民， 我们村新屋组有几户村民盖房子
时，听说上面拨付有1万元的补贴，但实
际到村民手中的却只有7000元 ， 还有
30%去哪儿了？是不是镇上村里给截留
了？农民修房子到底是怎么补助的？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从衡阳县洪市镇了解到，村
民反映的拨款应该属于农村危房改造
政府补贴范畴。 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于
2011年开始实施，2013年以前该政策
实施是以民政部门为主， 自2013年开
始改由住建部门
负责，补贴执行的
标准也是分类实
施，分别为3000元

(房屋修缮 )、5000元、7000元和10000
元。

7月3日， 记者拨打了衡阳县住建
局危改办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危房改造项目的补贴是根据住户的具
体情况来补助的， 一般的修缮加固是
3000-4000元补助，低保、五保和特困
户会有7000-10000元补助。全县去年
共1100户危房改造户， 指标分到全县
26个乡镇， 房屋建好后由住建局统一
验收合格后才拨付这笔补助， 通过一
卡通直接打到住户卡上， 乡镇村组并
不经手钱款。

农村危房改造如何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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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午，长沙市湘江北路与金泰路交会处，一台
小车准备停靠在拐角处的店面前， 司机没注意台阶边上
的隔离石球，车子直接撞了上去，石球被撞出了4米多远。

本报记者 田超 实习生 任梦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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