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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态

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

1500多万，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

化小学即将面临拆迁。有网友称

这所使用不到两年的祥坂小学

是史上最短命的学校。

投资1500万，由有关单位批建

据了解， 祥坂小学已经有

100多年的历史， 在附近算小有

名气。原来的老校舍只是一幢两

层的小楼，非常陈旧，一度成了

危房。在当地几届人大代表的不

断呼吁下，台江区政府终于决定

投巨资将学校彻底翻新。

记者在中国建设招标网站

上看到祥坂小学教学综合楼工

程投资800万元； 运动场的人工

橡胶跑道工程投资150万。 校长

孙明龙证实， 工程总投资1500

万。在祥坂小学运动场地施工工

程招标公告上记者看到，祥坂小

学运动场地施工工程由福州市

台江区发展计划局批准建设。

建新校舍，铁皮屋上课一年多

盖新楼的一年多时间里，学

生们被安置在了一处临时房里

上课。家长们至今说起孩子曾经

在过渡房里读书的日子还心疼

不已，家长毛凯文告诉记者:“那

个时侯临时的活动房都是铁皮

屋，大热天太热很多小孩子都中

暑了。”

经过一年多在临时房里的

过渡， 学生们终于在2008年9月

等来了一所崭新的校园。五层高

的新教学楼里一共有32间普通

教室，10间专用教室，1间多功能

教室。 校舍面积8150平方米，人

工橡胶操场3401平方米。

新校舍让所有的学生、老师

欣喜不已。 附近的居民告诉记

者，2008年9月10日教师节当天，

新校舍的竣工剪彩仪式很盛大。

建商务区，“大手笔”拆迁小学

2009年9月，学校的操场、绿

化等配套设施全部完工。但是就

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拆迁的消

息。 台江区教育局局长黄英明

说:�“是要拆掉。我们福州市找来

找去，沿江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一

个中央商务区。市政府的重点工

程啊， 这一片全部都要拆掉。这

就是大手笔嘛！” 在距离祥坂小

学不到500米的拆迁办指挥部

里，墙上贴着一张图纸，上面写

着“闽江北岸中央商务中心拆迁

范围示意图”。 祥坂小学正处于

中间很显眼的位置。

广受质疑，刚建好又拆谁负责？

刚建好的学校就要拆，家长

们不能理解:�“这么好的学校拆

了，真的想不通。”学生家长毛凯

文说， 他的儿子现在读四年级，

这次再搬， 等新址落成的时候，

孩子也该小学毕业了。 一共6年

的小学时光，孩子在学校外读了

近4年的时间。

两年前经政府规划批准，

投巨资翻新校园， 刚刚建好又

重新规划， 为建重点工程责令

拆除， 有关部门的规划为何朝

令夕改？ 资源的浪费有谁来买

单？ 附近的一名居民毛秀贞的

话引人深思：“把这些钱花在刀

刃上，拿去盖山区贫困的小学可

盖几十所。”

■据中国之声

1500万元建小学，完工就要拆迁

福州出现“史上最短命学校”，市民质疑：资源浪费谁来买单？

有网友24日发帖“爆料”：

“2009年11月26日、27日瑞安市

委书记在杭州开两天会，却在杭

州频频开了三个宾馆，为何市委

书记要‘狡兔三窟’？三张发票尤

以龙禧大酒店金额最高，1天房

费1000多元。但查遍龙禧大酒店

都没这个房价。”

市委书记需要向公众澄清两点

网帖称，该市委书记需要向

公众澄清两点：一、市委书记是

公众人物需要接受公众监督，你

在杭州两天内开三个宾馆有没

有干见不得人的事？二、如此高

档的房费你消费了些什么项目

也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另外慷

国家之慨有侵占贪污之嫌。

随后所附的三张杭州旅店

业专用发票的照片和文字说明

显示，第一张为2009年11月26日

省委党校所开，金额660元；第二

张为同一天浙江赞成宾馆所开，

金额380元； 第三张为次日浙江

省龙禧大酒店所开，金额为1176

元。三张发票均盖有公章，抬头

均写着“蒋珍明”的名字，第二、

三张还特别注明是“房费”。

网上搜索可知，2009年11月

23日至26日，浙江省市县委书记

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召开。由

此可以推断，当时，蒋珍明确实

在杭州。

房费报销有严格规定

记者搜索发现，为严控差旅

费支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严格

规定。《关于瑞安市行政事业单

位经费开支控制标准暂行规定

的通知》 则规定出差到省会城

市， 每人每天200元标准内按实

报销， 伙食补助一天不超过40

元；确因工作需要并单独一人出

差，住宿费在规定限额标准上浮

50﹪内报销；出差人员住宿由接

待单位免费安排的，一律不予报

销住宿费。 瑞安作为一个县级

市， 其市委书记是县处级干部，

1000多元的房费如果拿去报销，

肯定超标了。

记者25日以一般消费者身

份打电话到龙禧大酒店询问得

知，该酒店是准四星级，一般对

外打四五折，折后价是标间住一

晚440元，单间576元，带小客厅

的“王子套”670元，行政套房798

元。如果蒋珍明真的入住了该酒

店，这1176元的房费就不知是如

何开出的了。

市委办公室称“听不懂”

记者25日下午3时许致电瑞

安市委宣传部宣传科，一名接电

话的女工作人员称科长开会了，

此事要科长才能回答。记者留下

电话要求其让科长会后回复，但

至截稿时为止未收到任何回复。

瑞安市委办公室一名工作

人员则称市委书记去杭州参加

浙江省“两会”了，当记者要求提

供市委书记秘书的电话以便向

书记联系核实时，被对方以“听

不懂你说的那些事情” 为由拒

绝。

温州市委宣传部一名自称

姓吴的工作人员了解帖子内容

后说要立即请示领导，过一个小

时记者再打回去时他说“此事反

响不大”，具体情况他没去了解。

■据羊城晚报

市委书记两天住三家宾馆，被指“狡兔三窟”

网帖称，浙江瑞安市委书记需向公众澄清两点 1天房费1000多元，按规定肯定超标

“虎年央视春晚门票火热

抢购中！每张680至2880元不

等，还有双人优惠套票！”随着

虎年春节的日益临近，网上出

现了出售央视春晚直播门票

的信息。26日， 央视春晚剧组

工作人员表示，春晚直播门票

尚未印制， 且不对外销售，市

民切勿上当受骗。

26日，记者在百度上搜索

到一家名为“央视春晚票务的

博客”的新浪博客，上面20多条

日记都是有关兜售春晚门票的

内容。但记者发现，博客里提到

的这个网站已经被屏蔽。

在另一个同样声称销售

央视春晚门票的网站上，明确

写有票价：每张680元至2880

元不等， 而且还设有900元，

1760元等三个档次的两人套

票。地址为北京市复兴路11号

央视大厅， 购票热线是以400

开头的电话。

记者拨通“央视票务网”

的购票热线4006999269，一

名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的男

子自称接线人员， 他说套票

和后排的低价票已经售完，

目 前 只 剩下 100多张售价

2880元的央视春晚门票。男子

称如果想要购票，需要提前把

票款通过银行转账到票务网

的账号上，公司会送票上门。

“因为购票的人较多， 我们

不接受观众来公司取票，其他买

票的观众也都是通过先付款，再

送票这种方式。”男子称，每天通

过该网站购得门票的观众有数

十人，“在网上预订的人很多，这

就是无法登录网站的原因。”

26日下午，记者致电中央

电视台虎年春晚剧组， 接电

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大年三

十当晚春晚直播门票目前尚

未印制， 而且春晚的观众是

由台里统一组织，门票一般会

送给广告客户等机构，不对外

销售。工作人员肯定地说：“网

上号称出售央视春晚彩排或

直播门票的，这些信息肯定都

是骗人的，请广大市民不要上

当。” ■北京青年报供稿

央视春晚假门票 网上卖到两千八

春晚剧组工作人员称门票不对外销售，切勿上当

大年初一 (2月14日)晚上，金

门和厦门将同步施放烟火， 照亮

金厦海域。 厦门台商协会规划在

金厦同放烟火。

金门方面，大年初一晚上8时

至8时30分，在小金门上林将军庙

前出海口前的沙滩，施放1500发

高空烟火，高度约120公尺至300

公尺。 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赖

怡全表示，厦门台商协会斥资130

多万元新台币在金门施放烟火。

届时，厦门也将同步放烟火。

■东南快报供稿

金厦大年初一同放烟火

1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乌鲁木齐“7·5”事件打

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5起案件13

名被告人，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阿里木·阿不都万里、阿卜力

克木·阿卜来提、 阿力木江·艾尔

肯、 库尔班江·玉苏音4名罪行极

其严重的被告人依法被判处死

刑，被告人玉苏甫卡地尔·阿布都

克力木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 艾肯江·阿布拉等8名被告人

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据新疆日报

乌市宣判5起“7·5”案件

4名被告被判死刑

记者26日获悉，“臧天朔聚众

斗殴案”将于本周五宣判，臧天朔

的辩护律师许兰亭已接到法院的

通知。此次判决为终审判决，如果

臧天朔仍不服，只能通过申诉，但

不影响判决执行。据了解，臧天朔

对一审判决的罪名和量刑均提出

异议， 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无罪或者减

刑。 ■北京青年报供稿

臧天朔案终审周五宣判

针对某媒体报道“北京酝酿

放宽生育二胎条件”，北京市人口

计生委负责人25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表示， 相关报道失实，采

写报道的记者已向采访对象道歉。

某媒体25日报道：“北京市人

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目

前计生部门正在进行适度放宽独

生子女准生‘门槛’的调研。生二

胎的条件有望放宽， 夫妻单方独

生子女或将纳入准许范围。此外，

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

间隔4年的规定。” ■据新华社

北京计生委否认

拟放宽生二胎条件

因已发掘证实的1号墓墓道出

现少量裂缝，部分墓室中文物也出

现了考古特有的“遗迹现象”，以及

墓中部分漆器、木器等需要进行加

固处理等，考古队决定临时封闭曹

操墓，从25日起不再接受任何参观

考察。 ■据南方都市报

曹操墓墓道现裂缝

正式封闭

浙江省龙禧大酒店发票。

祥坂小学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