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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出现墙体开裂、
木地板倾斜等问题

去年3月， 张先生从山东
青岛来到长沙，购买了钰龙天
下综合1栋一套48㎡的公寓，
当时均价11500元/㎡，“中介
带我看房，说这个小区周边毗
邻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投资性
高。没想到去年12月31日交房
时，却发现房子很糟糕。”

“估计是赶工造成的。距
离交房仅十几天时， 我发现
房子还近乎毛坯。” 张先生
说，交房时，打开门发现墙面
天花板等多处已经出现开
裂，木地板有一定倾斜，踩上
去有嘎吱嘎吱的声音， 卫生
间地漏还被水泥浆堵住了，
就连房间唯一的推窗也布满
裂痕。

业主龚女士补充道，“我
家的玻璃一整块大概有一米
多全炸裂了。”今年8月，正在
家中午睡的龚女士突然听到
“滋滋”声，随后发现玻璃窗
像蜘蛛网一般地裂开，“感觉
手指一碰， 玻璃就会掉落。”
龚女士说当时她就将情况反
馈至物业， 但3个多月过去
了，仍旧无人修理。

“开裂和玻璃碎裂的情
况可不是个例。” 说起质量
问题，刘女士似乎有很多话

要说，在入住半年后，她突
然发现家中几间卧室天花
板均出现不同程度开裂，
“有的裂痕甚至长达一米
多，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至少
有30多户。”

【回应】 将对具体问题
进行登记和整改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11
月18日，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
金星大道附近的钰龙天下营
销中心。因为所剩房源不多，
营销中心大部分置业顾问已
撤场离开。

“不同情况开裂原因不
同，有的是墙体开裂，有的是
油漆开裂，比如乳胶漆等上完
后， 门窗开着有可能把漆吹
裂。” 钰龙天下工程部负责人
王先生介绍，这都要看房屋的
具体情况， 一般采用重新挂
网、贴绷带等等进行修补。

为什么玻璃破裂三个月
没有维护？王先生表示，因玻
璃幕墙更换工程量较大，一
天只能换一块到两块， 玻璃
原材料已经到了， 需要进行
摸底登记， 再予以更换，“很
多玻璃破裂都是人为的，比
如装修敲碎的。 业主可以把
问题罗列出来， 我们再逐一
进行修复。”

“抓教育，就是抓所有” ，这是
泸溪数任党政班子经历多方思索
后，为“发展是第一要务”找到的
最切合县情的工作思路。“教育是
泸溪的‘一号工程’。” 11月16日，
泸溪思源实验学校内， 泸溪县县
长向恒林告诉记者，在泸溪，教育
有地位，教师有“面子”，早已成为
共识。 在这里， 几乎没有辍学一
人， 义务教育各项指标持续领先
全州，今年，全县学生巩固率小学
100% ， 初 中 99.5% ， 高 中
99.62%。

墙体开裂、玻璃炸裂，赶工造成的？
钰龙天下部分业主很闹心 回应：开裂原因不同，将对具体问题进行登记和整改

泸溪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南端，是湖南11个深
度贫困县之一，可它却是“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和“湖
南省教育强县”。在这里，有孩子在的地方就要有学校，哪怕只有
一个孩子， 也要把学校办好。“不强制拆除一所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是泸溪坚持的原则，“每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是泸溪坚持的目标，慢慢地，泸溪走出了一条“贫
困县”办“好教育”的路子。一个“贫困县”的教育何以领跑全省、甚至全国闻名？为了寻找答案，记者翻山越
岭，走进泸溪一所所学校，探寻其中的奥秘。

编者按

集中资源办好公办学校
这里的教育没有欠账

在泸溪， 县党政班子有个已经
坚持了14年的传统， 每年春节后上
班第一天，县委书记、县长都会率五
大家领导深入教育现场办公。“对于
教育，我们要做到工作优先部署、问
题优先解决、项目优先建设、经费优
先保证， 县财政依法安排教育预算
和实行教育预算单列、 依法征收教
育费附加。”泸溪县教体局局长谭子
好这样说明教育在泸溪的地位。

2012年，县里规划建设思源实
验学校。“要30亩地。”时任县教育局
长徐朝洪不敢大开口。 县委书记杜
晓勇没作声， 领着相关部门现场考
察。“这哪够？全要。”杜晓勇的手用
力划了个圈，这一圈就多了108亩。
他说：“发展教育要看长远， 教育办
好了老百姓才说好。”

更让思源实验学校校长杨志祥
没想到的是， 县里还将投入上亿元
的体育馆建在了学校。最终，投入2
亿多元的学校、高大上的体育馆，让

思源实验学校有了极其优越的“放
开手脚搞素质教育”的条件。记者了
解到，目前，思源学校有苗鼓、声乐
等67个社团，对学生免费开放。

在泸溪，2017年兴建的武溪二
小， 校园面积从之前的28亩扩大到
58亩； 白沙中学的4幢教学楼变成
10幢；县职业高中扩建、芙蓉学校兴
建， 投资都过亿……这动辄上亿元
的资金，哪里来？

“我这里做预算， 第一笔钱一定
是教育。”向恒林告诉记者，县里是穷，
但举全县之力，还是能办成几件事的，
“目前为止，除了学前教育，泸溪没有
一所民办学校，因为要集中资源办好
公办学校，为百姓减负。”谭子好告诉
记者，泸溪财政的主要来源是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教育投入是一个长期均
衡的过程，所以我们压力其实并不大，
这里的教育没有欠账。”

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教育环境持续优化

在泸溪， 教育是最有地位的事

业；教师，是最受尊崇的人。
9月10日， 从县教体局到辰河大

剧院，长约1.2公里的主干道实行交通
管制， 为的是教师节表彰大游行。这
天，215位泸溪县“最美教师”、 名校
长、名教师、重教单位以及个人等受表
彰者，如明星走红地毯般，接受众人的
欢呼和注目。据了解，4年来，该县奖励
教师的资金累计达2140万元。

“在这里， 老师的教学自主权很
大， 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泸
溪县第四中学的生物老师李波说。

同时，谭子好告诉记者，为了
让老师和学生有好的教育环境，泸
溪县对校园环境治理有自己的“三
联”机制：联合调查、联动整治、联
查报备； 担任校园周边整治办副主
任的，是县教体局副局长，有权调动
城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全县32所完
小以上学校，每一所都有交警、公安、
城管等部门人员组成的“护校队”维
持秩序；为了让学校安心办学、教师
专心教书， 所有进学校的检查均需
通过县教体局报备。“在泸溪， 教育
部门可以说是‘第一部门’。”

让教育有“地位”，教师有“面子”

■记者 杨斯涵

■记者 卜岚

“至 少 30 多 户 墙 体
开裂，玻璃还突然炸裂。”
11月18日， 张先生对三湘
都市报记者表示，去年交房
开始，钰龙天下综合1栋的

业主就开始了维权之路，但总不了了之。
近日，长沙钰龙天下综合1栋的多名业主向记者反映，

小区质量堪忧：墙体开裂，木地板有一定倾斜并出现空隙；
渗水严重，甚至多处玻璃突然破裂，卫生间下水地漏还完
全被水泥浆堵塞等等。情况究竟如何？为此，三湘都市报记
者展开了调查。

向菊浓， 张家界桑植县芙蓉桥
白族乡村民。2013年，向菊浓的丈夫
准备修建一个养殖场。谁知，一次外
出，丈夫再也没有回来。丈夫的意外
去世， 顿时令向菊浓的家庭跌到了
谷底。为了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向菊
浓擦干眼泪， 继续完成丈夫的养殖
事业。屋漏偏逢连夜雨，在2014年的
时候，眼看养殖的土鸡就要出售了。
一场瘟疫的到来让向菊浓血本无
归。直到现在，向菊浓还有三万元的
贷款没有还。

因为养殖场的亏损， 向菊浓再

也没有资金投资了。为了维持家庭，
她选择在县城一家饭店打工。 如今
两个小孩正在上学， 大女儿的学费
钱还没交满，令她很是担忧。

为了帮助孙女补齐学费，75岁
的爷爷蒋少生（向菊浓的公公），每
天都上山采药，哪怕是悬崖峭壁。

为了帮助向菊浓一家解决眼下
的困难，帮女郎特意向湖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申请了福彩慰问金，并把
这份爱心送到了他们的手中。“我和我
的家人非常感谢湖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对我们的大爱，我会尽我的能

力照顾好两位老人，还有我的子女，把
他们抚养成人，也会把这份爱心传递
下去的。”向菊浓感激地说。

近期，福彩帮帮帮栏目将助力脱
贫攻坚，重点关注我省武陵山片区的
11个深度贫困县需要帮助的人群，如
果您身边有这样需要帮助的人，拨打
帮女郎帮助热线，0731-84802123
来报名。 ■向福才 经济信息

湖南福彩帮扶“最美好儿媳”向菊浓

投入2亿多元建的泸溪思源实验学校。 记者 杨斯涵 摄

观察

“楼裂裂”为何屡见不鲜
花钱买了房，因质量却无法放心入住，成了不少业

主心里的忧心事。
“墙体空心开裂，踢脚线空隙可塞手指。板材发霉，

交房已经拖延一年了。”今年5月，长沙楚天逸品业主李
女士投诉称，小区房屋墙体开裂整改了5次之后仍在开
裂，墙上全部是洞，用手一点即可戳破。

而就在11月15日，本报还曾报道长沙光明E城的多
名业主向三湘都市报记者投诉小区质量堪忧： 房子多
处贯穿性裂缝、垃圾站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

“楼裂裂”并非从来没有，但近年特别多。一位品牌
房企负责人透露，不少地产企业融资受限、负债高居不
下，只能依靠高周转快速回笼资金，从而建房、交房、销
售的速度在大幅缩短，“而且拿地成本在迅速上升，不
断压缩着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高价拿地，快速卖楼’导
致质量问题频发。”

该负责人建议， 应该建立一个房屋维护监管的体
系，加强对楼盘质量的检查，确保质量达到交房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