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長期以來，偷排污水是廣州

治理河涌污染的難點。記者近日走訪發現，
雖然巡察執法人員暗訪頻次明顯增加，但有
一些小工廠和作坊仍存在偷排行為。
廣佛交界的花地河，因為工業區眾多，以
及涉及兩地監管的問題，污染問題長期存
在。近兩年來，儘管污染「輿情」不斷，相
關部門也採取多項措施，但改善並不明顯。
記者近日到廣州荔灣區西朗社區附近花地

河一條支流河涌走訪，在靠近東沙工業區附
近，大量污物漂流在水面，還沒有靠近河邊
便聞到一股酸臭味。沿河騎行500多米，至少
有兩個生活污水排水口，各類污水直接排到
河涌，蚊蠅飛舞。工業區東部，一條廠區方

向的排水口，明顯有剛剛排完工業廢水的跡
象，排污口沉澱着一層厚厚的污物。
在海珠區新滘西路，在距離河涌不足100米

的一條小渠溝的盡頭，三個黑色的排水管，
被綠植覆蓋。傍晚，三個排水管同時排出黑
色的水，直接流向附近的河涌。
據悉，在廣州環保部門的巡察中，偷排也
是被發現得最普遍問題，工業廢水偷排行為
尤其嚴重。據查，廣州市內城中村、農村轄
地範圍內普遍設立一個或多個工業園區，園
內企業沿河涌而建，不少企業通過雨水收集
管網或私造排污管將工業廢水直排河涌，造
成水環境嚴重污染。目前，廣州市水務局正
會同環保部門協商建立聯合執法工作機制，
嚴打違法污染河涌的不良企業。

現場直擊

粵兩年內擬投2600億治河污
以廣佛為重點 穗推「河長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擁有
珠三角最密河網的廣州，由於常年河涌嚴重污
染，令「花城」美譽大打折扣。為扭轉局面，近
期廣州再次祭出重拳整治河涌，推行「河長責任
制」，並從本月12日起，將整治模式從此前的購
買工程改為購買服務，按效果付費。與此同時，
廣東也將在2018年以前投入2,600億元（人民
幣，下同），以廣佛為重點，在全省整治河涌，
欲恢復珠三角水鄉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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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廣州行政區域內共有河涌
230多條，總長度接近1,000公

里，數量和長度均位居珠三角地區
之冠，是名副其實的「水城」。然
而，隨着工業發展和人口密度增
加，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廣州河
涌污染與日俱增。

黑臭水體榜 穗排名靠前
河涌污染不僅影響居民生存質
量，也在改變着一些傳統習俗，居
民端午「扒龍舟」熱情大減。廣州
河涌治理不斷投入，但黑臭卻始終
難消。特別是亞運會之後，污染問
題大反彈，市民大失所望。直到現
在，內地黑臭水體榜，廣州河涌依
然佔據前列。記者了解到，官方公
佈的劣五類水質的黑臭河涌有51
條，其中，35條集中在人口密集的
主城區。
為此，廣州推出歷史上最嚴河涌
整治措施。其中，「控源」措施對
全市污染源進行大摸排、大關停。
記者了解到，截至到12月初，廣州
已清理781家養殖場和700多家工業
污染源。另外，拆除違建124處，整
頓了污染嚴重的農家樂46家。
同時，廣州推出「河長制」，將

一條甚至某段河涌污染控制責任落
實到具體某個人，這是今年廣州治

水最大的「動作」。據悉，目前，
全市已設1,780多名河長，平均下來
相當於每500米河涌就有一名河長負
責。監督和控制污染，將關係到基
層地方官的年終考核。

十河涌試點 按成效付費
在具體治污手段上，廣州市水務

局負責人透露，未來廣州的治水模
式將由原來的購買工程轉為購買服
務。從12月12日起，將在十條河涌
試點購買服務的方式，中標的治理
企業每個月和每年通過水務局的考
核才能拿到錢。
除了治污模式，廣州在具體治污方

案上也推出「奇招」。記者走訪發
現，正在整治的白雲區石井河，在河
底鋪設淺層渠箱收集污水，並在附近
設淨水設施，就地處理污染物。白雲
區、海珠區部分污染嚴重的河涌，已
經着手推行此辦法。根據官方承諾，
廣州35條黑臭最嚴重的河涌，將在
2017年全部解決污染問題。
廣東省發改委近日透露，今年至

2018年，廣東預計投入2,600億元，
推動完成廣佛跨界河流等8條重點治
理河流和170個黑臭水體治理。同
時，廣東也與國家環保部簽訂水污
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明確了71個國
家考核斷面的水質目標。

廣州治水措施
■河長制
設1,783名河長，組織治理轄區河段
污染治理工作，監督排水管網。

■關停污染源
已清理781個養殖場和780家工業污
染源。

■整治排污口
超過2,000個排污口逐一排查整治。

■探索新治理模式
從購買工程改為購買服務，按治理效
果付費。

整理：記者 敖敏輝

屢禁不止 偷排成頑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一篇名為《每對母子
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園霸凌說NO！》的文章
連續兩天在內地微信朋友圈刷屏。這篇母親講述自己10
歲兒子在學校受同學欺負的文章，引發許多家長共鳴，
使「校園欺凌」話題再次進入公眾視線。
文中母親稱孩子長期遭同班同學欺凌，11月24日更被
同學用廁所垃圾筐扣頭。事發後，孩子出現失眠、易怒、
恐懼上學等症狀，經診斷為急性應激反應。家長隨後向學
校及北京市海淀區教委反映，但並未得到滿意處理結果。
內地校園欺凌事件近年來並不鮮見。今年媒體曝光的
案例就有1月，江蘇女生遭羞辱、打耳光、扯頭髮被圍
觀哄笑的視頻見諸網絡；3月，安徽高三女生發微博稱
被同學下春藥遭威脅；4月，重慶一初中生被同學持刀

捅死；5月，山東初二女生因找某男生說話遭男生女友
掌摑；6月，15歲青海少年不堪同學欺凌服毒自殺……
無人能確切統計案例的具體數字，已曝光的相關事件手
段惡劣、結果可怕，讓人齒冷。

擔心報復 教師漠視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校園欺

凌事件，有不少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在處理時，是採取
學校內部處理方式，有的甚至在涉事學生家長出面擺平
的情況下不了了之，這助長了欺凌者的氣焰，同時也不
利於對學生進行規則教育。
熊丙奇表示，類似事件也反映出學校心理教育薄弱，

一些校園欺凌事件的施暴者就有嚴重的心理問題，對被

欺凌者也缺乏專業心理疏導。深層次看校園欺凌問題，
是只關注知識教育，忽視學生的生命教育、心理教育、
法治和規則教育所產生的惡果。要消除這一校園「毒
瘤」，應改良功利教育的土壤，把專項治理和建立長效
機制相結合，讓學校回歸育人本質。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周光禮表示，校園問題

是社會問題的集中反映，校園欺凌是社會風氣的一個縮
影。過度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被「賞識教育」、
「讚美教育」包裹的所謂新教育理論，還有老師擔心遭
報復等種種因素，都使得校園欺凌長期遭漠視。這樣消
極應對，不僅給被欺凌者留下難以癒合的傷口，而且長
遠看對施暴者的成長也不利，未能受到正確管教的孩子
將來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校園欺凌頻發 專家倡關注心理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
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經過認真核實，確認了110位新增死難者
的身份，並將他們的姓名刻上紀念館內著
名的「哭牆」，令「哭牆」上的死難者名
單增加至10,615人。
每年公祭前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都會把一年來收集整理的新
增遇難者名單鐫刻在「哭牆」上。紀念館
方面表示，經過進一步核實後，明年還會
啟動部分遇難者名單的「上牆」工作。
在這次新增的110名死難者名單中，就

包括南京市民李雲的曾祖父李金波和祖父
李存仁。1937年12月，李金波因不願給
日軍帶路，被日軍用刺刀刺死在路邊；李

存仁因不願帶日軍去找年輕姑娘，並怒斥
日軍，被日軍機槍掃射後打穿肚皮，腸子
流了出來，日軍不許任何人對他進行救
治，三天後李存仁不治身亡。
「每年的12月，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
的日子，我總能感到父親身上那濃濃的化
不開的悲傷，但他卻從未向我們提及緣
由。」李雲說。
直到三年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開展「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
登記工作」時，父親和姑姑讓李雲陪着來
紀念館登記時，他才知道曾祖父、祖父都
是大屠殺的遇害者。
「又是一個12月，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追思親人，更是守護一段不能忘卻的記憶，
捍衛一個不容否認的真相。」李雲說。

南京大屠殺者「哭牆」添110人

印順大和尚任海南佛協會長
神 州 快 訊神 州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玫、通訊員 安
莉 海南報道）海南
省佛教協會第三次代
表會議昨日召開，中
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海南三亞南山寺方丈
印順大和尚再次當選
為會長，會議並選舉
產生了海南省佛教協
會新一屆領導班子。
印順大和尚表示，自2010年以來，海南

佛教界共捐款捐物近2,000餘萬元支持社會
公益慈善事業，在開展的「宗教慈善周」
活動中，海南全省各寺庵累計看望幫助孤
寡老人家庭、殘疾老人家庭200多戶，慰問
福利院、養老院老人1,000多名，捐贈各類
物資總價值1,168萬多元。他透露，「南海
佛學院」主體工程預計於明年「五一」期
間完成，首批新生9月可入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駐意大利使館9日確認，日前在羅
馬失聯的中國女留學生已經遇害。
據中國駐意使館消息，意大利警方

經過連日搜尋，於9日凌晨2時許在
羅馬的托爾．薩皮恩扎火車站附近發
現一具亞洲女性屍體，經家屬辨認，
確係該失聯學生。目前，意警方正就
死因進行深入調查。
就讀於羅馬美術學院的一名中國女

留學生5日在移民局辦理居留延期手
續後遭搶劫，此後失去聯繫。該生失
聯後，中國駐意使館高度重視，第一
時間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協助相
關人員及時報案，約見羅馬警察局、
羅馬省督府等部門，敦促意警方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立即立案全力查找。

意警方在案發地區增派警力，組
織警察、憲兵、消防、急救等多個
部門並出動兩架直升機聯合搜尋，
及時向使館通報最新進展。失聯女
留學生家屬9日晨抵達羅馬後，使館
有關負責人陪同其與意警方主管人
員會面，了解案情，並向家屬提供
必要協助。
中國駐意使館領事部主任李帆說，

連日來，此案牽動着使館和國內外同
胞的心，如今噩耗傳來，令人倍感痛
心。使館對中國留學生遭遇不幸表示
深切哀悼，向家屬致以誠摯慰問。李
帆說，下一步使館將繼續協助做好善
後工作，並要求意警方全力查清案件
真相，採取措施切實保障中國公民安
全和合法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安徽省
紀委網站昨日消息，
日前，經中共安徽省
委批准，安徽省紀委
對合肥市委原副書
記、原市長張慶軍嚴
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
案審查。
經查，張慶軍在組織談話函詢時不如實

說明問題；違規收受禮金；為親友經營活
動謀取利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
利，其行為構成嚴重違紀。經中共安徽省
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安徽省委批准，決
定給予張慶軍開除黨籍處分，由安徽省監
察廳報安徽省政府批准給予其開除公職處
分，收繳其違紀所得。
今年7月，張慶軍因涉嫌嚴重違紀，接

受組織調查。張慶軍，1964年生，曾任安
徽省銅陵市市長，安徽省國土資源廳廳
長、黨組書記等職。2011年9月起任安徽
合肥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副市長、代市
長、黨組書記；2012年1月任合肥市委副
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

合肥原市長張慶軍被雙開

華女生意國遇劫失蹤 遺體被發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8
日晚19時27分許，美國達美航空公
司一架飛機執行DAL295航班在浦東
機場未按空管指令穿越跑道。所幸空
管部門發現此事後及時處置，沒有造
成飛行衝突。
據悉，該架飛機在塔台未給出指令

前穿越跑道，當時跑道上東航723航
班已接到起飛指令（尚未啟動），塔
台立即取消起飛指令。

「此事件未造成飛行衝突，浦東
機場航班運行也未受到影響。」民
航華東局在通告中表示，民航華東
地區管理局按規章要求對該事件進
行了調查，已督促美國達美航空公
司進一步加強安全管理，杜絕安全
隱患。
「要根據調查組的定性，然後依據
規章才能確定有沒有處罰。」民航局
內部人士表示。

美客機浦東機場擅越跑道

■張慶軍 網上圖片

■印順大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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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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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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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推行廣州推行「「河長制河長制」」整整
治河涌治河涌。。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記者走訪時發現隱蔽的記者走訪時發現隱蔽的
排污口排污口。。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河涌污染嚴重影響居民河涌污染嚴重影響居民
生活質量生活質量。。 記者敖敏輝記者敖敏輝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