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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

大一女生报到前，爷爷亲手写下朴实家书

叮嘱孙女远离传销、少玩手机
本报讯 （记者陈奇雄）
“冰雪，
我平时跟你说话少， 在你上大学
前， 就以文字形式说给你听听”青
山区一位79岁的老爷爷， 在其孙
女即将去大学报到前几天，用受伤
的右手给孙女写了一封信，重点告
诫孙女在学习生活中， 要远离传
销，少玩手机游戏。 他将对孙女的
祝福与叮嘱， 化为朴实深情的文
字， 让孙女感动不已。 他的孙女
说 ，“我 是 噙 着 泪 水 读 完 这 封 信
的。 ”
18岁的女生谢冰雪，家住青山
区红钢城，今年考入武汉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网络工程专业。 她计划于

本月15日，前去学校报到。
谢冰雪的父母均是武钢职
工，她的爷爷叫谢体斌，年轻时是
一名军人， 转业后在武钢一直干
到退休。
谢冰雪说，12日下午， 爷爷突
然来家，将一封信交给父母，后转
交给她，“读着这封信，我感动得泪
水直流。 ”爷爷很宠爱她，但话不
多，平时与她交流很少。
昨天， 谢冰雪的爷爷谢体斌
老人告诉武汉晚报记者， 孙女考
上大学， 意味着孙女要开始独立
生活了， 他觉得有必要叮嘱孙女
一番。

冰雪：
我和你平常说话少，在你上大学前，以文字形式说给你听。
你上大学，将获取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定能跟上不断发展的科学时代。
新生都是独生子女，性格各异，部分同学比较任性，相互必然出现这样的矛盾、那样
的摩擦。 在这样的群体里，就个人而言可能牵扯到受冤枉的事，不要怨天怨地，要沉着冷
静，坚信什么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要在挫折中经受锻炼，在分辨是非中得到提高。
结伴离校，夜不外出。 试用商品，轻拿轻放。 赠送物品，婉言谢绝。 相互谈笑，不伤
感情。 借人财物，归还有期。
少饮汽水、可乐，不喝含甜蜜素等化工产品饮料，不吃火锅、膨化食品，不吃油炸食
品。 卫生用眼，常做眼操。
非法传销，手段翻新，招聘信息以假乱真，冒充正规单位、讹诈亲朋好友入伙，一定
慎重行事，遇事沉着。
爷爷
2017.9.12

家长抱怨学校菜太辣
学校回应已换厨师长

10余名村干部收回扣被查处
本报讯（记者杨蔚 通讯员周晶晶
翟薇 实习生王静文）一村干部被举报
职务犯罪， 侦查人员数路灯数量发现
猫腻，从而牵出腐败窝案。 昨天，蔡甸
区检察院公布这一系列案件。
2015年底，蔡甸区检察院、纪委等
多部门均收到举报： 该区永安街桐山
村村支书殷某在该村采购太阳能路灯
过程中有涉嫌职务犯罪嫌疑。 通过对
该村情况调查，发现该村以一盏5000
余元的价格购买路灯， 而市场 价 在
2000到3000元不等。
接下来， 侦查人员在一盏盏地数
路灯中， 发现该村实际安装的路灯数
量与村账目中的列支数量对不上。 外
地销售商於军被重点锁定，同时，侦查
人员还发现， 於军在蔡甸区多个街道
的村子销售过太阳能路灯。
一个外地人短期成功打入本地市
场，侦查人员察觉其中蹊跷。 2016年3
月的一天清晨， 侦查人员在於军的住
处蹲守时，看到一个“神秘”男子拿着
於军的车钥匙，启动了於军的车。 侦查
人员赶紧上前拦住了车。 男子遮遮掩

掩始终不肯拿出身份证， 但双手紧紧
抓着自己随身携带的公文包。
民警在对其公文包内的物品进行
例行登记时， 发现其包内放有大量签
订的太阳能路灯 销 售合 同 及空 白合
同，更不寻常的是，还发现了一枚江苏
某太阳能路灯生产企业的印章。
追问下， 男子承认自己是於军的
弟弟於明，包里的印章是於军给的，是
伪造的。 但於军却不肯交代私刻印章
之事。
侦查人员随后在於军的住处，发
现了一个无纺布袋， 里面装有十几枚
印章，均系假章。 而在於明住处的一张
信纸上，记录了一套“
行贿流水账”。
在证据面前，二人心理防线崩溃。
经查，2010年至2016年2月，於军
和於明兄弟俩在承接蔡甸区多个村以
及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中心的太阳能
路灯安装工程过程中，以每盏灯500元
到1000元的标准， 给予村支书等人员
回扣，其中於军行贿共计42万余元，於
明行贿共计23万余元。
其间， 两人多次伪造其合同章和

行政章，并以该企业名义，用伪造的印
章签订路灯销售、安装合同。 10余名村
官收受回扣少则5000元， 多则8万余
元， 其中6人因金额构罪被正式立案，
目前已有4人因受贿罪获刑。
去年11月，於明因行贿罪、伪造公
司 印章 罪 被判 处有 期 徒刑 一 年 四 个
月。 今年3月，於军也因该两项罪名被
提起公诉。
制图肖颖

鄂鲁警方联手
破获网络电信诈骗案

停水一周 女生军训后无处洗澡
校方表示：正着手解决停水问题
本报讯（记者孙笑天）近日，多位读者
反映： 武汉传媒学院多栋女生宿舍停水，
已经超过一周，同学们生活很为不便。
昨天中午，武汉晚报记者来到位于藏
龙岛的武汉传媒学院。 住在西区5栋宿舍
的小张介绍，今年开学后，没有任何通知，
西区女生宿舍1、2、3、4、5、7栋突然停水，
一停就是一周。
大三女生蒋同学说， 虽说夏天已经过

去，但最近气温并不低。由于停水，同学们无
法洗澡、洗衣服，日常洗漱也只能买矿泉水，
甚至冲厕所都要用矿泉水，一些条件好的同
学都跑到学校外住酒店。 几位刚刚参加完
军训的新生向记者抱怨，每天训练一身汗，
却没法进行清洗，身上粘糊糊很不舒服。
对此， 学校后勤处陶姓负责人称，近
期，学校周边有多个大型工地施工，影响
了自来水管网水压，导致校内部分宿舍水

打造20万年薪的月嫂 你与高薪只有一步之遥
爱加仁职校免费培训50名育婴师（月嫂）、催乳师、早教师等
《金牌月嫂实战性课程》 由全国知名
首席月嫂、国际婴幼组织抚触技能专家级
讲师主讲。
内容：医院入户实际操作流程及行为
标准， 新生儿常见病及非疾病症状护理，
产妇顺产或剖宫产护理，开奶、催乳技能，
早教等。

理论+实操全方位学习一周，推荐到
医院、 高端月子会所实习就业， 月薪
5000-15000元，提供住宿。
地址：循礼门地铁站世纪大厦19楼
电话： 027-85872808
15827044327陈老师（微信同号）
持晨报来校报名费全免

本报讯（记者石伟）昨天，一位
市民来信反映， 他的孩子在第十二
中学初中部就读， 上学期间会在学
校食堂吃中饭。 因为食堂所有的菜
都放了辣椒， 连食堂提供的汤有时
也是辣的。 孩子不能吃辣，所以不能
好好吃饭，影响了身体健康成长。
昨天中午，记者在第十二中学
初中部采访时，一位黄姓负责人介
绍，该校初中部有两个校区，一共
有1200多名学生，在其中一个校区
配备了食堂，中午由食堂统一提供
套餐，每餐四五个菜，分发给两个
校区的学生。“学校老师也是在食
堂吃， 学校也接到 班 主任 老 师反
映，说食堂的菜辣口。 食堂不是由
学校直接办的，我们要求食堂更换
了厨师长。 ”

压不足。目前，学校已经采取措施，对停水
宿舍进行分时段供水，保证同学们在休息
时间有水可用。 下一步，学校准备在进水
管道安装加压泵， 以尽快解决停水问题，
保障学生宿舍正常供水。
不过，昨天下午，记者向自来水公司
反映此事时，一名阮姓维修人员回复记者
称，经查，学校总供水表处水压正常，可能
是学校内部管网出现故障。

本报讯（记者夏晶 通讯员张家
国）7月初， 山东警方接到女子徐某
等报警称， 一男子冒充某公司工作
人员通过网络电信方式诈骗其数万
元。民警接警后顺藤摸瓜，发现该案
系一诈骗团伙所为， 骗子获得受害
者有关银行信息后， 从武汉某银行
自助取款机取走巨款。
山东 警方 随 即委 派 两民 警 来
汉与江汉警方联手侦查。 经过60余
天摸排，警方通过某银行监控录像
获得3名取款男子清晰图像， 其中
黄冈男子华某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9月12日晚10时， 常青街派出
所民警小乔带着山东民警小张、小
刘街头转悠，发现华某。经过数分钟
搏斗才将其制服。
目前， 警方正在追抓该案另两
名嫌疑人。

首批公募FOF获批
华夏基金联手罗素投资抢饮“头啖汤”
近日， 证监会公布首批公募FOF基金
名单。 华夏基金再次走在基金业创新前沿，
联手国际知名的FOF／MOM管理人罗素
投资集团抢饮公募FOF“头啖汤”，旗下华
夏聚惠稳健目标风险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成为首批获批的公募FOF基金。
据了解，华夏基金旗下此次获批的华

夏聚惠FOF主要采用目标风险投资策略，
希望在为投资者做好资产配置的同时，带
给投资者更加稳健的投资体验。 据悉华夏
基金主要从产品波动率角度，设计了5%、
7% 、10% 、15% 、20% 五 档（R1-R5）目 标
波动率的FOF产品，相信继华夏聚惠FOF
之后，未来会有更多的产品陆续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