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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孩子要开学了，但是学费还
没有着落，真是让人着急。”9月1日，北塔区
陈家桥乡三塘冲村梁自然向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反映。

梁自然的儿子齐齐（化名）今年 17 岁，
幼年丧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小时候左腿
被开水烫伤，放牛时另一条腿又摔伤了，导
致右腿严重变形。

“儿子被长沙环球职业中专学校录取
了，他很想去那里学习电脑软件。但是一年
的学费要12800元，加上生活费要2万多元，
我去哪里凑那么多钱？”9月2日是齐齐开学
的日子，看着他的入学通知书，又看了一眼
学费，靠在外面打零工维持着家里生活的梁

自然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除了家里生活
需要开支外，梁自然还要时常带儿子去医院
检查身体，家里只剩下5000多元的积蓄。

对于齐齐的情况，教育部门是否有资助
政策？北塔区教育科技局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主任金洁介绍，针对全国高等院校的贫困
大学生国家有生源地助学贷款免息政策，而
齐齐读的是中专不具备这个申请条件。“齐
齐可以通过学校或社会等其他渠道来筹集
学费。如果有社会人士向我中心进行爱心
助学，只要齐齐符合条件，我们将会为他和
爱心人士牵线搭桥，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

记者又向长沙环球职业中专学校咨询齐齐
能否减免学费的情况。该校招生办王老师介

绍，齐齐的学习期限一共是三年，第一年和第二
年的学费都是12800元，第三年是6800元。

“来到我们学校读书，只要是符合国家贫困
生助学政策的，我们能帮助的一定会给予帮
助。根据齐齐的情况，学校能够为他申请减免
一年2400元的学费。学校每年会设立200元至
8000元不等的奖学金，齐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
力去获得。此外，学校如果还有其他资助政策
都会优先考虑他，帮他积极争取。”王老师说。

5 日，记者了解到齐齐已到学校报到。
梁自然把5000元积蓄都拿了出来给儿子交
学费，剩余的学费已向学校申请缓交。同
时，齐齐向学校申请学费减免也正在提交资
料审核当中。 （罗 俊）

幼年丧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齐齐今年考上了职业中专，可家中积蓄只有五千多元

孩子的学费愁坏了父亲
学校：将减免2400元学费，并提供其他资助

本报讯 8月23日，市民赵女士向邵阳
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反映：市
区 28 路新能源公交车前门台阶过高，给老
年人上车带来不便。

赵女士介绍，市区自从更换了新能源公
交车后，市民出行更加便利、舒适。美中不
足的是，公交车前门设计了一个 20 多厘米
高的台阶，老年人上车不太方便。“我经常坐

28路公交车，每次看到老年人上车吃力，我
都会上去扶他们一把。”赵女士说。

8月24日，记者在28路新能源公交车上
看到，除了赵女士所说的前门有个 20 多厘
米高的台阶之外，车内后门、后排座位也有
同样高的台阶。“公交车停下来之后，动作慢
一点还是可以上去。虽然上台阶有点吃力，
但是影响不是很大。”65岁的乘客王先生说。

扬子巴士公司主管营运工作的王总介
绍，公交车由于承载量大、体积大，所以在上
下车台阶设计上略高，对于一般乘客乘车来
说影响不是很大。

“有些80岁以上或者行动不便的乘客乘
坐公交车时，可能会遇到上下车不便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求助驾驶员，驾驶员
会帮助他们上下车。”王总说。 （罗 俊）

市民反映：市区28路新能源公交车台阶过高

老年人上车不是很方便
扬子巴士公司：上车困难可求助驾驶员

本报讯 8月28日，城步网友陈先生在邵阳
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留言称，城步
丹口镇岩门村新建了一座桥，但是桥头与路面之
间没有连接好，导致通行不畅。

网友陈先生称，今年6月份左右，该桥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但桥头与路面一直没有连接好，不能
正常通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修桥工程已
经停工两个多月了，桥面连接端一直没人管。村
民咨询过镇政府，但是没有得到准确答复。”网友
陈先生说，等到了学生开学与村民收稻谷的时间，
桥梁如果未通，不但学生上学不方便，而且收割机
也进不来。网友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和施工方协商
一下，将桥头的土方填好，先连通桥头和路面，方
便村民通行。

城步丹口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岩门村桥梁
主体工程完工后，并未与道路连接，没有实际投入
使用，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我们
将适时向有关部门申报和争取资金，尽快让岩门
桥工程全部完工。”该镇工作人员称。

8月28日下午，城步交通局工作人员称，因为
资金有限，岩门村的桥梁设计只安排了主体工程
的资金。目前交通部门只支付了部分费用，还有
部分资金未支付。同时该桥引桥等配套工程尚无
预算和设计，需经县发改局、交通局等职能部门申
报、设计后才能动工。 （张 洋）

城步网友陈先生反映：

未完工的桥梁影响通行

本报讯 8月27日，城步网友“老百姓”在邵
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留言称，城
步西岩镇没有固定的生猪屠宰点，生猪都是在家
宰杀。他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规范管理。

网友“老百姓”说，西岩镇以前的生猪屠宰是
在食品站定点屠宰。但近几年，食品站不开了，生
猪屠宰都是在屠夫家里宰杀。“在家宰杀，猪肉是
否安全成为老百姓担心的问题。没有屠宰点，宰
杀生猪时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里，对环境也有影
响。”网友“老百姓”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新设
立生猪屠宰点，加强监管，让百姓吃到安全放心的
猪肉。

8月28日，城步西岩镇政府办工作人员称，西
岩镇人口较多，猪肉需求量大，原有生猪屠宰场，
因经营不善在2015年停止营业。现在西岩镇没
有固定的生猪屠宰场，商家都是在家进行生猪宰
杀，宰杀点多且杀猪时间灵活不固定。“我镇正在
积极开展协调工作，推进市场改造项目落地，将重
新建造生猪屠宰场，统一规范管理，以解决这一问
题。”该工作人员称。 （张 洋）

西岩将重建生猪屠宰市场

本报讯 8月21日，胡先生向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反映：市区湘商产业园
云峰路沿线，每到下班的时候就有很多摊贩摆摊，
影响市容和交通。

胡先生介绍，云峰路沿线分布着几个大型工
厂，员工较多。由于下班的时候人流量大，摊贩利
用这个时间段在沿线摆摊设点。“有些摊贩推着小
车在路边卖小吃，占用了一条机动车道。不仅影
响市容，还对交通造成了影响。”

23日下午5时许，记者在云峰路发现，周边工
厂还未到下班时间，沿线就聚集了卖各类商品的
摊贩。他们在工厂门口两边和人行道上摆摊，有
些商贩则直接把摊位摆到了车道上。

“我们做凉皮生意的流动性大，哪里人多就往
哪里跑。这边员工多，所以到了下班的时候我会
来这里摆摊。摆上两个小时后，我又会拉着小车
去其他地方。”摊贩王先生说。

双清区城管局控违办副中队长李冰介绍，局里
对云峰路沿线乱摆乱放行为一直实行严格监管，但
是由于摊贩经营流动性强，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大多数摊贩是附近村民，他们拿着自己种的
小菜去卖，补贴家用。我们执法以规劝为主，执法
时摊贩们会自行离开，并承诺不再来摆摊。可是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会去摆。我们今后将加强监
管，努力维护好云峰路沿线的秩序。”李冰说。

（罗 俊）

双清区云峰路沿线

流动摊贩影响交通
城管部门回复：将加强监管

本报讯 8月20日，唐女士向邵阳新
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反映：市
区宝庆中路、建设路时有私家车占用公交
车道停车，不仅影响乘客上下车，还带来了
安全隐患。

唐女士介绍，宝庆中路、建设路是市区

较繁华的两条道路，沿线分布着学校、医
院，车流、人流量大。她经常看到私家车占
用公交车道停车。“有次我坐公交车经过中
心医院，由于站台前停靠着私家车，导致公
交车只能占用其他车道来停车，车来车往
的非常危险。”唐女士说。

8月22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宝庆中路
和建设路。中心医院附近的大祥坪公交站
台，偶尔有私家车占用公交车道上下客或
临时停靠。“宝庆中路道路较窄，公交车拥
有专门的车道，较其他车道而言，道路更
宽。所以把车临时停靠在这里比较方便，
也不会影响后面车辆通行。”停靠在站台等
人的私家车主张先生说。而在建设路三角
塘公交车站，两辆私家车直接把车停放在
公交站台前，给公交车停靠带来不便。

邵阳市交警支队法制科负责人黄胜介
绍，根据相关交通法规，私家车辆禁止在公
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或消防队（站）门
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停
车，否则将予以处罚。

“市区内，很多公交车站台附近都装有
高清监控设备，用来抓拍违章停车。同时，
交警部门还会采取流动巡查的方式来查处
违章停车行为。所以，车主不要为了图方
便，而违反交通法规，随意乱停。即使是临
时停车，也要依法依规把车停在指定的地
方。”黄胜说。

（罗 俊）

这样停车可不行这样停车可不行

本报讯 8月21日，市民陈先生发现邵阳高铁北站
的出口处多了一块醒目的“出租车专用车位停车等候”提
示牌，他根据提示牌的指引来到候车区，很快坐上了正规
的出租车。

陈先生从上海乘坐高铁回到邵阳。他说，以前邵阳
高铁北站出入口处停放了很多社会车辆，一些“黑的士”
也在此拉客，市民想乘坐到安全放心的正规的士并不容
易。“现在有了出租车专用车位，去哪里乘车一看便知，市
民乘车更方便，也更放心了！”陈先生说。

邵阳市高铁北站一直存在正规出租车停车难、“黑的
士”随意停放的问题。为了规范管理邵阳高铁北站交通
秩序，今年5月份至7月份，新邵县坪上运管站、邵阳高铁
新城开发公司、新邵交警大队坪上中队不断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相互协调、沟通，加大打击黑车执法力度。该县
通过在邵阳高铁北站设置出租汽车专用车位、派驻执法
人员驻点管理、畅通客运投诉渠道等三项措施，对邵阳高
铁北站出租车运营秩序进行规范化管理，方便了旅客安
全出行。 （张 洋 黄盛军 陈江云）

邵阳高铁北站出口处设置“出租车专用车位

停车等候”提示牌，市民乘车更便利

一块提示牌暖了乘客心
本报讯 8 月 29 日，新邵县

网友“孤独松”在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留 言 咨
询称，新学期开学后，原酿溪中
学和长滩学校的初中部合并到
新建的思源学校，学生需要到新
学校上学，不知道乘坐公交车方
不方便？

网友“孤独松”称，他的小孩原
本在长滩学校上初中，下学期需要
到思源学校上学。因为不方便接
送，需要小孩自己乘坐公交车上
学。“我们现在查不到相关线路公
交车的信息，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及
时公布相关公交车线路情况。”网
友“孤独松”说。

8月29日下午，新邵县建设局
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为了方便学生

乘坐公交车上下学，经过县公汽公
司和思源学校多次对接和实地调
查，县公汽公司在早晚以及上下学
期间安排了 16 台专车，用来接送
学生。该工作人员介绍，公汽公司
决定在早上、晚上以及放学高峰时
段安排10台车按原5路公交车线
路运行，该线路从畔田社区到塘口
桥头，途经思源学校；同时安排 6
台公交车辆，负责运营芭蕉至思源
学校路段。

“9 月 8 日到 12 月 18 日期间，
三八粮站至大礼堂人防工程全封
闭施工，我们会对学校专车接送线
路进行调整，尽可能满足学生乘坐
公交车的需求，具体线路市民可通
过县公汽公司查询。”该工作人员
称。 （张 洋）

孩子要到新学校上学

家长担心交通不便
新邵县公汽公司已安排16台专车用来接送学生

图为图为88月月2222日日，，一辆私家车停在三角塘公交站台前一辆私家车停在三角塘公交站台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