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肖丽娟 总检：尹一冰2018年11月15日 星期四

邵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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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柏山村石乔组鸿运采石场距居民区
不到300米，在生态红线范围内开采，安
全生产许可证已到期，仍继续生产，并
且超出了采矿许可证的许可范围，毁坏
了森林。举报人要求搬离。

九公桥镇东田村东田砂石厂，整天
整夜生产，噪音、震动、扬尘扰民，并且
采石影响居民生活用水。

东风路58号湖南省东海五金工具制
造有限公司24小时加工，噪声扰民，向
相关部门反映无果。夜晚大货车进入
东海五金加工厂旁边的海龙停车场，噪
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邓元泰镇华塘村华塘养猪场养殖污
水直排，污水污染水库，下游井水被污
染，且臭气熏天，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
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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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11月8日和9日，邵东县林业局、安监局、国土局、环保
局、火厂坪镇联合到火厂坪镇鸿运采石场进行调查。经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其中反映鸿运采石场距居民区不到300米，在生
态红线范围内开采，安全生产许可证已到期后仍继续生产情况不
属实；反映毁坏了森林情况属实；反映超出了采矿许可证的许可范
围情况在进一步查实中。

经调查核实，该举报件反映问题不属实。该公司破碎、筛分工
序已停止作业，作业棚内运输车辆正在装载砂石，采矿区挖掘机、
炮机正在作业。生产大棚已搭建，棚内安装了两台雾炮机，传输带
安装了喷淋设施。作业棚外部分场地未硬化。该公司产生的废水
为下雨后地面冲刷水及极少量生活废水，地面冲刷水经沉淀池沉
淀后排放农田，不存在对生活用水造成影响的问题。

2018年11月7日和8日，邵东县环保局、城管局、宋家塘街道办
事处联合到湖南省东海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经调查
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其中反映东海五金公司和海龙停车场噪音
扰民问题属实，反映东海五金公司24小时生产，向相关部门反映
无果问题不属实。

2018年11月8日，武冈市畜牧水产局牵头，组织邓元泰镇政府
及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市卫计局等部门，赴现场进行调查，经调查
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其中反映污水污染水库问题属实，反映养
殖污水直排、臭气熏天、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闲置问题不属实。具
体核实情况如下：

1.该猪场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养殖废水通过一、二、
三级沉淀池沉淀处理后抽至沼气池进行处理，沼液排入四级池再
通过灌装车运输至李文脐橙场和农场进行综合利用。

2.污水沉淀池露天未遮盖，加之近段时间连续下雨，二级沉淀
池养殖废水满溢流入周边雨水渠。养殖场虽然在雨水渠出口10
米左右处用沙袋进行堵塞，但仍有部分养殖废水渗入枫林水库，对
水库水质造成污染。

3.现场确实有猪屎异味存在，但谈不上“臭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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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县安监局责令采石场于2018年3月31日停止了
一切生产行为。待测算结果出来后，如果证实采石场有超深
越界违法开采行为，县国土局将对其依法依规处置到位。县
林业局对采石场破坏并占用林地行为，于 2013 年、2016 年、
2018年分别进行了行政处罚。

整改情况：全县开展排查，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进一步加大
整改力度，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无

处理情况：2018年10月19日，县环保局责令湖南省东海五
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修复锻压车间、加工车间部分已破烂的
窗户，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噪音影响。公司已将锻压车间的部
分窗户采取了密封措施，把热处理工艺工作时间由原来的夜
晚 11 时到第二天的凌晨 5 时调整为上午 7 时到下午 1 时。
2018年11月9日，县环保局对东海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的
厂界和声源噪声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厂界西北面噪声超过《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结合公司存在的环境问题，县环保局下达了《关于责令限期整
改的通知》，责令公司在12月30日前整改到位。要求海龙停
车场在进出口醒目位置设置“禁止鸣笛”指示牌。

整改情况：东海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按要求制定了整改
方案，现正在按照方案积极整改。

处理情况：1.对下游饮用水源抽样检测6项，未发现超出国
家标准，其余26项检测内容将在11月16日出具正式报告。2.
市环保局对华塘种猪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武环改决字[2018]3050号）。

整改情况：1.责令该场立即停止向外排放不达标废水，将
水渠中的废水进行清运、消毒，恢复原状；在沉淀池加装遮雨
棚，防止雨季再次发生满溢现象；将干粪棚封闭式作业，防止
猪粪臭味影响周边环境；在枫林水库投放生石灰，改善水库水
质；逐步减少生猪存栏，减轻污染物排放。
2.责令该场必须正常运行现有污染处理设施，并按环评批复规
定必须对所产生的沼渣、沼液进行综合利用，严禁外排。
3.责令该场加快完成升级改造的环保设施，在今年12月底前
必须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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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 2018年11月7日）

初中的时候，我就被家里送到县城读
书去了，因为在爷爷的眼中我们这穷乡僻
壤的地方没有什么好学校。

家乡离县城很远，是邵阳县与隆回县、
武冈市接壤的地方，只要翻过我家背后的那
两三座大山就能到武冈市的地界了。我的
奶奶就来自山的另一面，所以每年我们都要
跟着奶奶翻山越岭。这儿并没有直通的马
路，只有人们为了方便用脚一步步踏出来的
小路。小时候，我曾一直有个梦：我要做家
乡的英雄，家乡的骄傲，等我学成归来，我一
定要大肆铺路，我要让我的家乡富起来。

我来湘中幼专读书后第一次回家，东西
太多了，便喊了爷爷到县城来接我。坐在回
家的班车上，我看到了许多和我一样背着包，
提着行李箱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我曾经认识
的人，只是时隔久远，不知自己是否还遗留在

对方脑海，我也不好意思再打招呼了，怕万一
说错什么话搞得气氛尴尬。所以我一直低着
头，看着手机，和旁边的同学组队打游戏。在
我正玩得用心的时候，车子忽然就是一阵颠
簸，把我吓了一跳，手里的手机差点也飞了出
去。扭头看了眼窗外，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
了，低声抱怨了句：“原来是这烂路啊，不过还
好，就快到了。”

“这是几十年前我们公社修的路，怎么
可能不烂。这路啊，只能等你们这一代人
有出息了再来修了。”坐在我旁边，因为晕
车一直在闭目休息的爷爷忽然出声。

“是啊，是啊。”“我们都老了，只能指望这
些小的好好读书，以后回来造福家乡。”“当初
修这条路就是为了把这些孩子送出去
啊。”……车里一时议论声不断，有的在说那
时修路的艰辛，更多的是在说对修路的期望。

听到这些，我心虚地退出游戏，放下手
机，佯装平静地盯着窗外，用余光瞥见了几
个和我一样收起了手机，神情略带心虚和尴
尬的学生。我想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恋家的，
也突然明白了自己身上家乡给予的重任。

下车后，站在这泥泞的马路上环顾一圈，
我默默地在心底说了句“谢谢”，因为有了这
条路，我走出了这重重大山，到县城接受了良
好的教育，认识了更多的人，看到了不一样的
世界。我无法否认，也不想否认，我的家乡依
偎着大山，我是来自大山的孩子。

突然觉得就这样也挺好的，四年之后
回乡安安稳稳的当个小学老师，虽然不能
再做什么家乡的大英雄，但我还可以做自
己的英雄。尽我所能，倾我所有，终会得偿
所愿。也许，这就是我的路吧，虽然不是最
想要的，但毕竟选择了，那就执着走下去。

来自大山的孩子
湘中幼专希望文学社 田水月

那座山
那汪泉
那条溪
是对故乡最深的记忆

那哺育我长大的父母
那儿时嬉戏玩耍的伙伴
那纯朴善良的故乡人
是对故乡最深的牵挂

那轮故乡的月
引起无数游子的淡淡忧伤
那列列驶向故乡的车
是身处异地的人对故乡的期盼
那朦胧的雨中奔向故乡的我
在寻找着自己的根

（指导老师：胡丽萍）

●诗 园

故 乡
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八年级232班 肖剑

与往常一样，下了公交车，我便准备进
早餐店排队买豆浆和包子。

刚到门口，就听到从里面传来恶毒的话：
“你这个老乞丐，没钱买什么早餐，出去出去，
别影响我做生意。”“老板娘，你行行好，我饿
了几天，都走不动路了。求求你，给我几个包
子，下次一定给你钱！”“走走走，别站在这儿，
垃圾箱里不是有吃的吗？出去出去！”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乞丐：一头乱糟
糟的头发，青白脸色，皱纹间挂着几条细长的

伤疤，上衣破旧不堪，一双鞋子已露出脚趾，
爬满树皮似的双手紧握着几张角票。他颤颤
巍巍地离开了店子，看着他的背影，我想到了
几天前的自己。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登上了回家的公
交车。准备付钱给售票阿姨时，摸了又摸，
口袋里怎么都找不到那几块钱。我感觉脸
上像是有把火在烧，辣辣的。阿姨好像看
出了我的窘迫：“你没带钱？找朋友借啊！
反正你别想坐霸王车！”我尴尬地捂了捂

手，抬头看了看周围，一张张陌生面孔，好
像都在嘲笑我。我张了张口，对阿姨说：

“我没有朋友在这儿，不过，我可以下次补
给你。”原本还笑眯眯的阿姨顿时没有了好
脸色，不等她把我赶下车，我自己便很知趣
地下了车，走路回家。

想到这儿，我鼻子一酸，将三块钱放到老
人那枯瘦如柴的手里。老人眼里闪烁着泪
光，坚定地说：“小姑娘，你放心，这钱我会还
给你的。”我犹豫了几秒，重重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当我再次踏进那家店的时
候，那位老人叫住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了三
块钱给我，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了。我怔怔
地看着手里还有余温的钱，心中百味杂陈。

（指导老师：张勇跃）

早餐店的一幕
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185班 孙冬玲

像是一团团雪白的绒球，
满载希望在世间遨游，在各处
播种着希望的种子。那年，蒲
公英下的约定你是否还记得？

独自站在观景台上，入
眼的是林立的高楼，耀眼的
灯光照亮了整个城市。每栋
大厦像是一团星云，一同闪
耀着，美轮美奂，让人移不开
眼。可看得久了，难免乏累，
再加之冷风扑面，总觉得少
了些什么。如果把城市看作
一位有距离感的冰山美人，
那么与之相反的，农村便恰
似一位热情似火的小家碧
玉，虽不令人惊艳，但看得久
了，便别有一番韵味了。就
像存放多年的浊酒，狂饮一
口，苦涩得很，唯有慢慢品尝，
才会有香醇之感，令人难忘。

想到这，眼睛就有点酸
涩。每天生活在世俗中，在喧
嚣中往返，在陌生的大街上独
自徘徊，这里没有那股熟悉的
味道，虽在这生活了多年，这
座城市却总给我一种陌生的
感觉。穿过街上行行色色的
人群，那些过客擦肩而过后便
消失不见，我在别人的世界里
也是如此，没有留下一丝痕
迹，就像从未来过一样。在那
尽头的影子里，我看见那个藏
在我内心深处的遍布蒲公英
的地方。

年少时，总想着去拥抱
城市的繁华，所以对乡下的
朴素嗤之以鼻，正如失去了
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自然的
美丽便索然无味了。

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
烦恼，没有顾虑，却总是自以
为看透了世俗。那片纯白的
蒲公英里藏着一个约定，一
个我和祖父的秘密约定。还
记得那年，那天，天还没亮祖
父就催促着我，说是要带我
去一个绝美的地方。我眯着
惺忪的双眼，无精打采地走
着。走过一段寂静的小路，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我如同
行尸走肉，直到前面的人停
下了脚步，我才缓缓抬起头，
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让我心生
敬畏。

细软柔腻的纯白的蒲公
英，在微风中摇曳，生出各种
姿态，有端庄直立的，有侧弯
着柳腰的，也有垂下身子满

是憔悴的……在镀着金光的
幕布下，显得格外圣洁。扶着
一朵蒲公英，轻轻一吹，一根
根绒毛似的蒲公英种子就向
远方飞去。它们将要飞去何
处呢？估计谁也不知道吧。

祖父的声音在耳边缓
缓响起：“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眼里闪过惊喜，但我可
不能在祖父面前显得那么
幼稚。于是，我不以为意地
抬起头：“这有什么趣味，对
于我来说，还不如回家写习
题呢！”祖父收起眼里的期
待，许久后才略带严肃地
说：“惠子啊，你以后难得回
来一次。我老了，跟不上你
们年轻人的步伐了，只是有
些话不得不说。你还小，什
么都不懂，城市里的事物比
你想象的复杂。我们做个
约定吧，如果哪天你厌倦了
城市的尔虞我诈，你可以回
到这儿来看看。只有当你
拥有一颗美丽的心，一双善
于发现的眼，你才能认识到
平凡事物里的不平凡。”我
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我终归又回到了这个地
方。这次，我认真地去捕捉蒲
公英的美丽。那一个个的小
雪球儿，根细细的，让人感觉
一股强风就能把它吹倒似
的。但它却出乎我的意料，风
儿吹来，竟没有一丝的摇动，
柔软的根茎微扭着，恰似一位
青涩的姑娘，纯洁美好，从未
被世俗沾染的模样。此时，已
近黄昏，灰蒙蒙的天空还夹杂
着几层暗黄色，肃穆的气氛让
人不禁精神抖擞。看着这白
茫茫的一片，我想到了幼时的
我，那时的我不正如这朵朵蒲
公英吗？纯洁的心灵，像是一
张白纸，总爱面向希望与阳
光。而现在的我也是如此，只
是多了些什么，也少了点什
么，被拘束于一地，却又渴望
自由。

摘下一朵纯白的蒲公
英，轻轻一吹，颗颗种子立即
脱离了拘束，纷纷飘散在空
中。给它自由吧！予它使
命！让它满载希望，飞向远
方。可它会飞到何处？又落
根在哪呢？

飞吧，飞吧！美丽的蒲
公英，载着我的敬仰。

蒲公英下的约定
湘中幼专希望文学社 李瑶惠子

木棉花 杨民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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