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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體操學校校長涉性侵6女童被拘
曾培養劉璇李小鵬 學者憂封閉管理取證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忠成、張華）運
河天地文化創意產業
園，目前已形成「一園
十三區」的發展格局，
其中包括富義倉和浙窯
陶藝公園。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最長的古代運河，千年前，
中國人開鑿大運河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南糧北運。
當年富義倉是南糧北運的中轉站，杭州各地的糧
食都集中到這裡，然後經運河運往京城。富義倉
始建於清朝光緒六年（1880年）。根據應寶時
《新建富義倉記》所載，富義倉十畝地，「為倉
四、為廒八十，容榖可四五萬石……」。修繕後
的富義倉內共有13幢建築，東西相向而建，分為
四列三進，都為磚木結構。富義倉是運河沿岸規
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下糧倉」，是我國古代
倉儲文化和運河漕運的一個縮影，具有很高的文
化價值。
如今的富義倉，得益於文創產業的介入，煥發
出嶄新的生命力，目前已經成為運河申遺的重要
節點。整修開放後的富義倉合理利用原有建築，
深度挖掘富義倉的「運河文化」與「倉文化」，
將富義倉由「物質糧倉」轉變為「精神糧倉」，
並引進10餘家文化創意企業，打造高端文化、創
意與旅遊的複合體，定位於一個國際化、高端
化、人文化、傳統與時尚兼收並蓄的開放式時尚
創意空間。「越劇王子」趙志剛的工作室也設立
於此。
浙窯陶藝公園，坐落在風景優美的石祥公園

內，東臨京杭運
河，南至俞家
河。
園區充分利

用原石祥船塢老
廠房緊鄰運河河
岸的優勢，規劃
了美術館、陶藝
家工作室、陶藝
動手遊戲陽光房
等不同功能區
域。七座風格極
簡的建築，融合
了京杭運河的深
厚文化和中國陶
瓷的仙風傲骨，
成為了杭城又一個高品質的創意生活體驗點。走
進黃色的木質門廊，一股泥土的味道撲面而來。
一個個陶瓷工藝品如美女一樣靜靜地佇立在那
裡，形態各異、琳琅滿目，精湛的陶瓷工藝讓人
歎為觀止。
浙窯陶藝公園內聚集了司文閣、劉正等一批有

中國美術學院學術背景的藝術家。近年來，浙窯
相繼舉辦了當代陶器、日用器學術研討會、世紀
陶旅展，浙窯國際陶藝文化節等一大批活動。在
「本土文化創意基地、學院派陶藝創意中心、時
尚瓷陶生活新天地」三大理念指引下的浙窯，純
粹藝術與休閒生活在此地獲得異質共生，運河世
界級旅遊文化精品中的又一個獨具特色的藝術和
旅遊品牌正在茁壯成長。

粵單獨二胎細則未定 近百孕婦抗議 滇幼園32童疑中毒 2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田甜 雲南報道）昨天雲南省
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一家幼兒園發生一起疑似食
物中毒事件，當地宣傳部門證實，該幼兒園有32名兒
童疑似中毒，其中2人搶救無效死亡，另有5名情況較
嚴重者正在全力救治。該幼兒園其他兒童已全部送往縣
醫院觀察治療，中毒原因在調查中。
發生疑似中毒的是當地雙龍營鎮平龍村佳佳幼兒園，

該幼兒園屬於民辦，辦學條件偏差。據初步統計，幼兒
園共有學生76人，昨日到校上課76人。下午3時20
分，發現1名學生暈倒，在處置過程中又有6名學生出
現相同症狀。兩名死亡的幼兒都是女孩，分別4歲和5
歲。

「加勒比海盜」進駐滬迪士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胡瑋燦 上
海報道）上海迪士
尼度假區昨日宣布
第一個主題園區設
計方案。該園區命
名為「寶藏灣」，
將呈現出電影《加
勒比海盜》中的角
色和故事，是全球
迪士尼樂園中首個
以海盜為主題的園區。其中主要景點包括一個全新的高
科技船載遊樂項目「加勒比海盜—沉落寶藏之戰」，已
於昨日完成主要結構施工。
據介紹，「加勒比海盜—沉落寶藏之戰」將迪士尼經

典的故事講述和頂尖科技相融合，是《加勒比海盜》系
列電影推出後首次以該主題建造的景點，也是第一個直
接並大量借鑒這部電影中的角色和場景而打造的景點。
據悉，上海迪士尼度假區計劃於2015年年底開門迎客。

福州前副市長違紀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福建省紀委監察

廳昨日透露，近日省紀委對福州市
原副市長時小雨涉嫌嚴重違紀問題
進行立案調查。
時小雨，男，漢族，1953年7月
生，江蘇蘇州人，福建林學院畢
業，大學學歷。曾任福建省建委主
任助理、城建處處長；省建設廳黨
組成員、建築業處處長；莆田市人
民政府副市長；福州市人民政府副
市長；福州市城市地鐵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消息透露，體校校長劉智強被指從2012年起至
2013年10月期間，涉嫌多次猥褻在體校受訓的6名
8歲－12歲女童。報道引述舉報者稱，幾名不滿10
歲的女童在省體操學校訓練時，下體多次遭到劉智
強猥褻。還有學生在其辦公室遭到侵害。而副校長
曾嶸侵害的女童人數不詳。二人於去年11月先後被
警方刑拘。

料兩個月完成搜證
本報記者昨日向受理此案的長沙市開福區檢察院
查詢，工作人員證實，去年12月6日，劉智強及曾
嶸被正式拘捕。至今年1月27日，檢察院對二人以
猥褻罪提起公訴。但因證據不足，已在本月初退回
公安部門，繼續搜證。
記者再向湖南省體育局法規宣傳處查詢，該處尹
處長也證實劉智強、曾嶸確實被公安機關刑拘，但
由於案件仍處於警方調查階段，目前還不清楚，再
加上涉及的受害人屬於未成年人，也不方便透露更

多消息。
法律界人士向本報解釋，若檢察院發現材料

不足，則會進行「退補」程序，即讓公安部門繼
續搜證偵查。公安部門有兩次機會「退補」。
「搜證基本在兩個月之內完成，若無法提供更有
力的證據，則檢察院不予起訴。」

專家：應禁教員與學員獨處
據了解，湖南省體操運動學校屬封閉管理的體

育學校。專家表示，該類學校來自管理人員的性
侵行為更為隱蔽，存在性侵漏洞。受害者容易造
成心理孤立，也加強了施加方的心理優勢，在沒
有監控和證人的情況下，學生的證言容易形成
「孤證」，增加了法律取證的難度。「對於這類
封閉式的學校，應該有更嚴格的管理規定，包括
禁止管理方、教員與學員單獨相處。此外，家長
應多主動詢問，一旦發現情況不對，應立即報
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譚錦屏、李青霞、董曉楠長沙報道）曾培養出劉璇、李小

鵬、陸莉、陳翠婷等多名奧運體操冠軍的湖南省體操運動管理中心爆出醜聞，該中

心下屬的湖南省體操運動學校（簡稱省體校）校長劉智強和副校長曾嶸早前涉嫌猥褻

多名在受訓的女童而被警方刑事拘留。消息昨日經媒體披露，立刻引發廣泛關注。

湖南省體操運動學校是湖南省體操運動管理中心
的二級機構。湖南省體操運動管理中心成立於
2003年3月，是湖南省體育局直屬訓練單位，原
名湖南省體操訓練中心，由省體操學校與省體操隊

合併而成。管理中心先後向國家體操隊、
蹦床隊、藝體隊輸送了近90名運動

員。
湖南省體操運動學校招生簡

章稱，該校是內地重點體操運
動學校之一。該校先後向省專
業隊、國家隊培養輸送陸莉、劉

璇、李小鵬、凌潔、陳翠婷
等多名優秀運動員，共
獲得6枚奧運會金牌、
15 枚世界錦標賽金
牌、9枚亞運會金牌。

本報記者昨日下午到位於長沙市
東風廣場的湖南省體操運動學校採
訪，該校位於湖南省人民體育場西
北一側，非常簡陋。在一幢上千平
米的訓練館外，連着一排兩層小
樓，學校的牌匾就掛在低矮的傳達
室上方。校門旁邊，在「冠軍的搖
籃」幾個大字之下，宣傳窗有新近
拆除的痕跡，原有的學校介紹等相
關宣傳資料已經不見蹤跡。記者試
圖進入學校，但傳達室工作人員以
學校領導都不在為由，拒絕記者入
內。

女學員由女教練輔導
記者透過體操訓練館的玻璃所

見，館內燈火通明，有十幾名10
歲左右的男女學童正在訓練，男
孩在練習吊環、單雙槓倒立，女
孩在單雙槓上練習下腰，一名女
教練與數名男教練正在一旁悉心
指導。記者注意到，女學員的訓
練主要由女教練輔導。

在校門口守候期間，記者看到有
數名10歲左右的小孩在一位工作人
員的帶領下準備進入學校，當記者上
前詢問時，這幾名小學員異口同聲地
急忙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們
什麼也不知道。」

一名帶孩子從學校出來的女士
告訴記者，早已知道此事，雖然
擔憂，但因自己的孩子是男孩，

所以並不太擔心，她並說，自己是長沙本地
人，小孩是課餘到學校訓練，並不會留宿。

據悉，湖南省體操運動學校目前有50名
學生，學生分為專業與業餘兩種，學生年
齡都在8至12歲之間。專業學生多是經全
國各地選送的體操苗子，周一至周五全部
在校，統一管理，周末可在登記後，由
家長或家長的委託人帶出校外。業餘學
生多是長沙本地學生，逢周一、周三、
周五由家長接送，每次受訓
時間為兩小時。

■記者譚錦屏、
李青霞、董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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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國家單獨
二胎政策出台後，廣東省的方案細則遲遲未出現，令
已經懷孕的二胎家庭心急如焚。18日起，來自廣東各
地的近百名二胎孕婦及家屬來到廣東省衛計委，要求
希望盡快出台廣東二胎政策細則。由於不少二胎媽媽
擔心生產後會被單位辭退，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廖新
波向這些孕婦稱，現已懷孕的，單位不應辭退。
國家單獨二胎政策出台，令不少有相關需求的家庭
歡欣鼓舞。儘管省內細則尚未出台，但已有不少育齡
女性已經懷上了二胎。但5個月時間過去了，廣東省衛
計委遲遲未有動作。這已是廣東出現的第二次單獨二
胎準媽媽們抗議事件。今年1月底，數十位準媽媽在廣
州市人民公園附近聚集，要求有關方面盡快出台單獨
二胎細則。

在全國兩會上，廣東省衛計委主任陳元勝介紹，國
家衛計委專家組近期來粵調研，廣東已經向國家衛計
委繼續完備材料，重點是廣州和深圳。陳元勝稱，因
為國家把廣州和深圳作為特大型城市來審核，對這兩
個地方上報的材料要進行補充，把關很嚴，所以廣東
的單獨二胎細則遲遲未出。
由於仍看不到細則出台時間表，廣大二胎孕婦備受

煎熬。18日起，廣東省衛計委大門前，再次聚集了近
百位二胎孕婦及家屬。記者了解到，她 們大都符合
「單獨二孩」的孕婦，胎齡從兩個月到七個月不等，
因為年齡問題和個人家庭因素，在廣東政策出台之前
懷上了「二孩」。
來自惠州的43歲孕婦石女士，是一名體制內事業單位

職工。在接受本報採訪時，石女士稱，她已有一個女兒，

因擔心女兒將來養老負擔重，一直有再生一胎的想法。
去年底，石女士意外懷孕，而恰逢國家單獨二胎政策，
她正好符合條件，於是將腹中胎兒留了下來。廣東單獨
二胎細則遲遲未出，她一直沒有將這個消息告知單位。
今年3月，單位例行孕檢，石女士不得不將已懷孕的消息
告知領導。領導給她兩個選擇：一是流產，二是辭職。
兩個選擇，她都不接受。石女士不得不請3個月事假，
希望在此期間廣東的細則能夠出台。

衛計委：公職孕婦不會辭退
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廖新波接待了準媽媽們。廖新

波現場表示，粵版「單獨二孩」政策會盡快出台，而
目前已懷孕的有單位公職的孕婦，單位應按正常懷孕
看待不辭退。

贛江驚現上百死豬
飲水暫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江西南昌贛江出現漂浮死豬，南昌市已打撈
起142頭，現已作焚燒深埋無害化處理，官方稱不影響飲用
水。
據中新社報道，連日來，江西南昌贛江水域陸續發現百餘頭

漂浮死豬引發民眾關注。南昌市官方表示，打撈起的死豬已作
焚燒深埋無害化處理，目前各水廠出廠水質全部符合飲用水衛
生標準。
南昌市贛東大堤城區防洪排澇工程管理處處長袁雨稱，從3

月15日開始，南昌大橋附近贛江邊出現漂浮死豬現象。「根
據目前情況判斷，這些死豬都是從贛江上游順流漂浮而下，但
具體來自哪裡、如何被扔進贛江，情況仍不明確。」
據南昌市宣傳部門19日通報，南昌市已打撈起死豬142頭，

現已作焚燒深埋無害化處理，死豬打撈等處置工作目前還在繼
續進行。
經初步調查，現場還發現一頭死豬有耳標（動物標識之一，

用於證明牲畜身份）。目前，江西省畜牧局已組織力量趕赴上
游有關城市開展調查。

■南昌市
水務局工
作人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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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義儲創意 浙窯燒新陶

■體操訓練館內燈火通明，學員們正在進
行體操訓練。 本報記者譚錦屏 攝

■■一批參加業餘培訓的小學員到學校一批參加業餘培訓的小學員到學校
上課上課，，面對記者的詢問面對記者的詢問，，小學員們齊小學員們齊
聲回答聲回答「「不知道不知道」，」，奔跑而去奔跑而去。。

本報記者譚錦屏本報記者譚錦屏 攝攝

■運河天地‧富義倉

■「加勒比海盜」園區。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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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冠軍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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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璇曾獲奧運劉璇曾獲奧運
女子平衡木冠女子平衡木冠
軍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小鵬曾獲李小鵬曾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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