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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记者张丰、刘晶瑶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省鹿邑县一所农村学校修建
学生宿舍，遇到了 25 吨问题水泥。在打地基的时候，工人发
现，已经浇筑了三天的水泥块，凝固得并不理想，用单手就能
捏碎。他们及时停工，报告给了学校。学校把样品送到县质量
监督局检验，发现确实不合格。

学校向水泥厂家山东省枣庄市鹏源建材有限公司提出索赔
30 万元，包括水泥费用，以及雇佣工人拆除水泥和项目的误工
费，遭到厂家拒绝，厂家只同意赔 4 吨已经使用水泥的钱。

4 月份发生的事情，到今天双方还在扯皮，今年秋天，该校
近千名农村寄宿学生只能住在教室里了。看起来，这不是一件大

事。学校当时买 25 吨水泥，花费是 9750 元，并不算一笔大钱。

鹿邑县的经销商从枣庄的水泥厂家拉来 50 吨水泥，另外 25
吨不知去向，也没人提出索赔。

厂家开始坚持认为质量合格，鹿邑县质量监督局把水泥
样品用专车送到安徽省亳州的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检验，发
现水泥严重不达标。这样一批微量的水泥，竟然牵涉到山东
(生产)、河南(使用)、安徽(检验)三个省。

比起互相扯皮这一批次水泥，究竟有没有问题，更值得追
问的本质问题，难道不该是这个厂家生产的水泥，是不是长期
存在质量隐患？以前的问题水泥，又销往何处，用于何地？

这个问题让人异常不安。从争议金额来看，枣庄这家水泥
厂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厂，还在为数十万的赔偿款“狡辩”。

他们生产的水泥，很可能主要销往农村。因为，在大城市的建
设工地，这种凝固不合格的水泥很容易露馅，但是在农村市
场，尤其是农民自己建筑房屋的时候，三天不凝固，或许会再
等两天，凝固不理想，也有可能“将就一下”，最终，房子有模有
样地建立起来，却不知道隐藏着重大的安全隐患。

极端情况是，一旦发生 6 级以上的地震，这种劣质水泥铸

造的地基，极易断裂垮塌。回顾这些年国内地震灾情，伤亡严
重的往往是乡镇地区，而建筑物使用建材不达标，正是重要原
因。

庆幸的是，建筑工人及时发现并终止了施工。假如没有
建筑工人的警醒，这所民办学校一千多名学生就会住在劣
质水泥作为地基的校舍里，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悲哀的是，
这次事件的转机仅依赖建筑工人的良心。气愤的是，事情已
经过去三个月，水泥厂毫发无损，或许还在继续生产劣质水
泥，销往全国。

2008 年的汶川地震，让全社会深刻意识到提升建筑物抗
震设防能力、重视工程质量问题的严峻性。此后，国家层面上
也通过对国内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规范的修订，对建筑工程
设计和建造规范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近些年，农村地区对钢筋水泥的需求迅速增长，改扩建
建筑的需求不断增多。保障农村建筑质量，防止类似枣庄这
种单手就能捏碎的水泥浑水摸鱼流向农村市场，迫在眉睫。

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建材市场，迫在眉睫。不能继续纵容劣质
建材给学校“埋雷”了。

不能纵容劣质建材给学校“埋雷”了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高蕾、白瀛)她擅长“讲故
事”，23 年的职业生涯里，从为女性维权到揭露可可西里盗金盗
猎现象再到关注边关冷月的热血青年，她的作品总是真实不失
温情；她最会“自讨苦吃”，告别家乡独自“北漂”，上高原、下海
岛、横穿无人区，只为践行那始终不变的新闻理想。

她，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夜线》栏目
副制片人周泉泉。2019 年 6 月 6 日，在广东珠海担杆岛海防一
线进行《夜线》特别节目《热血边关》第三季前期采访的周泉泉被
一块落石击中，永远停下了前行的脚步……

“匆匆，太匆匆。”周泉泉发在微信朋友圈的那句感慨，成了
她 46 年短暂平凡却多彩无悔的一生最好的注脚。

那一份遽然终止的工作日志

6 月 4 日 12时，参加频道例会后开始审片工作；
14时，召开《夜线》栏目例会；
……
23时 45 分，在办公室完成了全部审片工作后乘坐飞机前

往珠海；
6 月 5 日 4时，抵达住宿地，就寝；
8时，乘船前往担杆岛，一路沟通节目筹备方案；
17时 40 分，抵达担杆岛，召开采访筹备会，并工作至当日

深夜；
6 月 6 日 7时，早饭后勘察岛上各处适合拍摄的地点。
这是周泉泉生前最后 48 小时的工作日志。6 日 12 时许，

周泉泉在前往担杆岛最后一处拍摄预选地——— 一个防风坑道
勘察路上，被落石击中头部，虽经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因
公殉职。

在同事兼闺蜜李文娟的印象中，周泉泉永远如上紧了发
条一般不知疲倦：“为了应对节目艰苦的拍摄环境，泉泉每天
都跑 5 到 10 公里锻炼身体；她能骑着共享单车从东三环骑到
怀柔。”但是 6 月 7 日开始，这个“永远在前进”的周泉泉，微信
运动步数永远地停在了“0”上。

距周泉泉殉职的地方不远，是七百多年前文天祥曾悲叹
“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大海。但在和周泉泉共事十余年的《夜线》
主持人张越看来，把生命留在边关的她一定不觉得孤苦“零
丁”。“她倒在最有归属感的军营里，倒在她最爱的节目里。”张
越说。

“跟着泉泉出差肯定没好地儿”

周泉泉父母都是军医，为了响应党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
举家从南京迁到青海。1973 年，周泉泉在青海出生。1995 年，
周泉泉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央视，成为一名媒体人。

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她，一直向往部队生活。2017 年，周泉
泉和同事们开始策划制作《热血边关》，选拔来自不同高校的
大学生，到边防哨所体验军旅生活。那时，周泉泉已是副制片
人，但她仍然坚持像普通编导一样，从前期采访到节目录制都
全程参与。

为了让观众体会到边防战士的艰辛，节目组选择的拍摄
地往往人迹罕至。“跟着泉泉出差，肯定没好地儿。”《热血边
关》制片蔡郁说。

节目第一季拍摄地西藏阿里，一些地方海拔超过 5300 米，
含氧量仅相当于平原地区的 20% 至 30%。用西藏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阿里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吴俊的话说，在这里正常呼吸
都像负重四五十斤完成百米冲刺的感觉。高原反应让很多同事
无法正常工作，周泉泉却隐瞒自己的不适，冲在最前面，“摄像
倒了我就是摄像，编导扛不住了我就是编导。只要能把节目做
好，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周泉泉这样鼓励同事们。

对于年轻编导付伊铭来说，高原反应还不是最可怕的。节
目组转战西藏墨脱时，正好遇上山体塌方，道路一边是悬崖峭
壁，一边是湍急的雅鲁藏布江，最窄的地方不过二十多厘米。
周泉泉总在队伍最后默默守护，确保无人掉队。

付伊铭至今都不敢相信周泉泉殉职的事实。“那么多意外
和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周老师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好姐姐与“坏”妈妈

在社会与法频道总监助理庞克眼中，周泉泉人如其名，
“待人像泉水一样干净真诚”。

据同事回忆，周泉泉第一次去阿里采访时，战士们觉得她
是“首都来的领导，来边关不过是体验生活”，对她有些疏离，
没想到几天后，她就成了边防战士和体验大学生的“泉泉姐”。
节目里的几乎每个项目，周泉泉都亲身试验确保安全。有个倒
滑的项目要求体验者顺着一根绳子头朝下从四层楼高的地方
滑下去，连组里男同事都不敢尝试，周泉泉却自告奋勇。跟着

边防战士巡逻，她和大家一起吃河水煮的夹生面条、住几根棍
子一张塑料布支起的帐篷。

周泉泉在西藏采访时，曾与一个叫晋美的藏族小伙儿有
过一面之缘。时隔许久，晋美突然给周泉泉打电话，请她帮忙
让自己的姐姐来北京治病。周泉泉二话没说，就把晋美姐弟安
排在自己家里，还跑前跑后帮他们联系医院。

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好姐姐，在儿子天天看来却是“坏”妈
妈。“泉泉工作忙，没办法常陪孩子。在天天心目中，连我这个
姨排名都比她靠前。”周泉泉的姐姐周宁宁说。

但周宁宁知道，妹妹在尽全力爱孩子。天天是班上第一个
独立上学的孩子，可他不知道，一连好几天，周泉泉都悄悄跟
着他，直到他平安地走进校门。“泉泉总爱畅想天天长大后的
样子。我想，她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亲眼见证天天的成长。”周
宁宁说。

“在许多制片人眼中，周泉泉生前这最后一份工作日志是
那样熟悉。因为日志上记录的就是一名优秀制片人最平常的
状态。”在张越看来，周泉泉就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却尽职尽
责践行“四力”的媒体人的缩影：“泉泉从没觉得自己吃了多大
苦、做了多少牺牲，因为她爱这行。”

镜头后的无悔一生
追记用生命践行“四力”的央视女制片人周泉泉

新华社上海 7 月 10 日电(记者朱翃、兰天鸣)记者从上
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于 7 月 10 日以涉嫌猥亵
儿童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周某某批准逮捕。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同日，上海警方通报了王某某、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
最新调查进展，并公开向社会征集相关涉案线索。

据悉，王某某、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发生后，上海市公
安局普陀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经公安机关调
查，综合现有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其他证人证言等
证据，王某某、周某某的行为涉嫌构成猥亵儿童罪。7 月 8
日，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7 月 10 日，普陀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王某某、周某某批准逮捕。

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正在进一步开展深入调查。上海
警方表示将坚决一查到底，全面查清案情，并及时对外通报
案情，也欢迎广大群众提供相关线索。

上海警方同时表示，公安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始终秉持“零容忍”态度，坚持对此类犯罪严厉打击。鉴于
该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警方呼吁广大网友保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不擅自传播被害人相关信息，不信谣，不传谣，防
止对被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涉嫌构成猥亵儿童罪

王某某周某某被批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罗争光)民政部等 12 部门
10 日公布了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拒不抚
养的父母，民政部门可依法追索抚养费，因此起诉到人民法院
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部门应
当依法打击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各类侵害儿
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对符合《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
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情形的，应当依法撤销监护人监护
资格。

意见还提出要健全信用评价和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将存在恶意弃养情形或者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
保障资金、物资或服务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失信行为记入
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联合惩
戒。

“只生不养”

将被追责

▲ 2017 年 12 月 14 日，周泉泉在西藏阿里留影。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胡浩)暑假来临，记者 10 日
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就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效果等进行
了调研，并要求各地紧抓暑假关键时点，严格审核备案学科类培
训班，重点巡查校外培训机构集中的热点区域，严肃查处超前超
标培训等违规行为，防止出现新一轮“培训热”。

为巩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成果，教育部 5 月下旬印发
相关通知，要求各地逐级组织开展“回头看”活动，对行政区域内

校外培训机构再次进行全面摸排，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6
月下旬，教育部派出调研组赴北京、天津、辽宁、浙江、山东、湖
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等地，重点调研各省份专项治理总
体效果、培训机构规范经营、长效机制建立和全国校外培训机
构管理服务平台使用情况。

据介绍，总体来看，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取得重要阶段
性成效，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违规培训行为更加隐蔽且容易

反复、超前超纲判别较难且屡禁不止等问题。
教育部要求，下一步，各地重点工作任务是加快构建长

效监管机制，用好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
台，及时查处群众投诉并通报相关情况，保持高压态势，形
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氛围；将加快组建备案审核专家团队，
制订审核、研判办法，做好学科类培训是否超前超标教学的
认定工作。

教育部：防止暑假出现新一轮“培训热”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
高敬)10 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开
展督察。这标志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正式拉开大幕。

根据安排，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
为 1 个月。进驻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10-68980700，专门邮政信箱：
北京市海淀区 100086 信箱 008 分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早 8 点至晚 8 点，主要受理关于中国
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在当天举行的工作动员会上，督
察组组长李家祥表示，这次督察总的
要求是“坚定、聚焦、精准、双查、引
导、规范”，不断夯实生态环境保护政
治责任。坚定，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敢
于动真碰硬，不解决问题绝不松手；
聚焦，就是紧盯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解决情况；精准，就是把
问题查实查透查准查深，经得起历史
和实践检验；双查，就是既要查生态
环境违法违规问题，又要查违规决策
和监管不力问题，既要查不作为和慢
作为，也查乱作为和滥作为；引导，就
是要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回应社会关切；规范，就是要严格按
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
定》要求开展督察工作。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唐复平表示，要把接受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诚恳认真的态度
自觉接受督察，全力支持配合督察组
完成好各项任务。

据悉，当天生态环境部还公开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
接受被督察地区干部群众和全社会监
督。公众如发现督察组成员存在违反
相关纪律作风规定的情形，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口
大气粗、简单粗暴等方面的问题，可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
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反映。举报邮箱：jb@mee.gov.cn；举
报通信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 115 号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办公室，邮编：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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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发行《 厚黑学》

涉案者被罚没 1100 万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张漫子)记者 9 日从北
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获悉，北京近期查办了违规发
行《厚黑学》图书系列案件，查处涉案公司 14 家，罚没款共
计 1100 余万元，这是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成立以
来在出版物领域罚款额最高的案件。

3 月 11 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接到举报，反
映北京多家公司在天猫网店公开违规发行《厚黑学》图书，其
中包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厚黑学全集》和线装书局
有限公司出版的《厚黑学》。经查证，涉案图书非出版单位正
式出版的出版物，系合作方擅自加印，为非法出版物。

随后在 3 月 11 日和 12 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执法人员对涉案的 12 家天猫网店违规发行《厚黑学全
集》和《厚黑学》的行为截屏取证，并且分别取得了线装书局
有限公司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证明材料，证实涉案图书
不是出版单位正式出版的出版物。经查，12 家网店分别从
北京创美汇品图书有限公司和北京华宇文轩文化发展公司
进货，已构成发行其他非法出版物的违法行为。

目前，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已对 12 家网店作
出没收违法所得共计 33 万元的行政处罚。针对北京创美汇
品图书有限公司和北京华宇文轩文化发展公司擅自从事出
版物出版的违法行为，对两家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共计 1073 万元的行政处罚。

新华社发 郭德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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