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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营里
宽严有度显柔情

别看廖凯远年纪不大，带兵却有

自己的一套办法，用他的话说，叫“宽

严有度，刚柔并济”。廖凯远不止一次

到新兵连带新兵，他反复强调的一句

话是“兵是带出来的”，在他看来，带兵

首先自己要做好表率，在生活能力、业

务素质、思想觉悟等各方面都要严格

要求自己，给战士们做出榜样。其次，

带新兵要用心用情去关心他们、爱护

他们，让他们在军营里健康成长。

2009年，廖凯远开始带新兵。面

对比他小几岁的90后新兵，他像兄长

一样在思想上耐心教育、循循善诱，

给他们讲理想、讲信念，帮助他们树

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训

练中，他也像兄长一样严格、严厉，丁

是丁卯是卯，一丝不苟，不允许任何

人有丝毫的懈怠。他用一个个鲜活

的事例让新兵们明白“平时多流一滴

汗，战时少流一滴血”的道理。曾经

有一个新兵仗着自己上中学时就喜

爱运动、身体素质比较好，训练时十

分懒散，不服气，发牢骚，对其批评教

育收效不大。经过几天的观察和思

考，廖凯远根据这名新兵的性格特

点，在一次长跑训练时提出和他来一

场体能比武：5公里负重跑，谁赢了就

听谁的！结果可想而知，起跑没多

久，那名新兵就被廖凯远甩在了身

后，从那以后，他对廖凯远是彻底“服

了”！很快改掉了懒散等毛病，训练

时也变得刻苦认真了。

在生活中，廖凯远也像兄长一样

关心新来的战士们。90后的新兵家庭

条件普遍较好，有不少人在家里都是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吃过苦，在训

练时很多人不适应，没过多久，就有不

少人想家，有的甚至哭鼻子。廖凯远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一天的训练

结束后，他会把战士找来，与他们拉家

常，还“破例”把自己的手机给小战士

用，让他们和家里人聊上几句，帮助他

们打开心结、理顺情绪。

每到夜晚熄灯后，战士们都入睡

了，廖凯远会到战士们的住所走一遍，

看看让他们训练时磕磕碰碰的伤口长

好了没，替那些睡觉也“不老实”的战

士盖好被子，把歪歪斜斜的鞋子摆放

整齐……

去年底，廖凯远所在中队里来了

一个“特殊”的新兵，由于家里过度溺

爱，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就连刷牙洗澡

洗衣服这样的事也做不好，更不用说

待人接物了。廖凯远就手把手教他

做，还让他身边的战友经常提醒他该

做什么、怎么做，值班时该怎么对群众

说话。半年过去了，这名新兵有了不

小的进步。

对廖凯远，战士们是又敬又怕又

爱，敬的是他自身过硬的思想素质、

技术素质和体能素质，怕的是训练中

他严厉的作风、严格的要求和严肃的

态度，爱的是他给战士们兄长般的呵

护、朋友般的关怀。一位新兵在日记

里写道：“我的排长个子高高瘦瘦的，

有一张棱角分明的面孔，看起来是那

么英俊，那么帅气，刚开始接触的时

候感觉很普通，后来慢慢发现排长原

来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虽然

身为排长，但平日里和我们在一起，

他却是如此平易近人。相对我们这

些刚入伍的新兵来说，他无疑是个无

私、可亲之人，给予我们兄长般的疼

爱，让我们在异地他乡感受到家的温

暖。排长在训练上确实是一个铁面

无私的军官，训练上的

各方面、各细节，他都讲

得很详细，同时也要求

我们做到最好，在他身

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他

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

‘军人’二字的含义。他

犹如一座灯塔，以身作

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指

引着我们这群新同志走

好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待续）

危难处显英雄本色 烈火中谱青春华章
——记石狮“最美消防员”廖凯远

（2013）狮民初字第216号
杨雪清：

本院受理原告杨华东与被告

杨雪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狮民初字第216号的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杨

雪清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

还给原告杨华东款项53800元，并

自2012年12月28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期间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145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杨

雪清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2013）狮民初字第123号
黄秀更：

本院受理原告吴明霞与被告黄

秀更、蔡天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狮民初字第123号的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黄秀更、

蔡天看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

还给原告吴明霞借款16000元，并自

2012年12月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期间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00元、公告费1000元，

由被告黄秀更、蔡天看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2013）狮民初字第2038号
许奕辉：

本院受理原告王金练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3）狮民初字第2038号的民事诉状、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一、判令

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款37118元，并支付给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判令本

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因你没有与对方当事人就

本案的举证期限协商一致。为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指定你应在2013年10月9日上午

8：30前向本院提交证据，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并定于2013

年10月10日下午15：00在石狮市人民法院湖滨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2013）狮民初字第184、185、186号

林树杭：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市支行诉林树杭、林清

楚、林金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狮民初字第184、185、18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泉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2013）狮民初字第1066号
蔡丽鹤：

本院受理原告厦门家福居商贸有限公司与被

告蔡丽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3）狮民初字第

1066号的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蔡

丽鹤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厦门家福

居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0020元。二、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91元，由原告厦门家

福居商贸有限公司承担142.4元，被告蔡丽鹤承担

148.6元。本案公告费1000元，由原告厦门家福居

商贸有限公司承担489.4元，被告蔡丽鹤承担

510.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2013）狮民初字第788号
苏翠云：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狮市支行与被告苏翠云、王守

卫、王正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3）狮民初字第788号的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苏翠云

应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给原告贷款

本金30000元及按个人最高额自助借款

合同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

息、罚息及复息；二、被告王守卫、王正实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

守卫、王正实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苏翠云进行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669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苏翠

云、王守卫、王正实共同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2013）狮民初字第659号
王明涯、蔡金应、曾传佳、蔡清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狮市支行与被告王明涯、蔡金应、曾

传佳、蔡清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3）狮民初字第659号的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明涯应于本

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给原告贷款本金

29157.93元及按个人最高额自助借款合同

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

息及复息；二、被告蔡清勇、蔡金应、曾传佳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蔡清

勇、蔡金应、曾传佳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明涯进行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79元、

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王明涯、蔡清勇、蔡

金应、曾传佳共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

公告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报讯 昨日，石灵路五洲大酒店

原宿舍楼拆除时的施工震感，令住在

凤里街道华南社区富民新村二区大厦

里的居民们不安。本报热线接到群众

来电反映后，记者前往采访。7月2日，

原本是这栋楼拆除的最后一天，结果

因施工期间砸破隔壁大厦一户人家的

水管而被有关方面及时叫停。

当日下午2时许，市民杨女士向本

报热线反映，隔壁一栋楼正在使用钩

机进行拆除作业，恐怕会影响到其所

住的大厦地基。据其介绍，正在拆除

的大楼与她所住大厦间隔最近处还不

到三米。当日下午，杨女士和同住一

栋楼的几位业主一起向社区居委会反

映此情况。在社区居委会有关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杨女士及其他业主前往

凤里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正当杨女

士一行人在向办事处有关人员反映情

况时，与杨女士同住一大厦的吴女士

打来电话称，施工队在拆除施工时将

她家的水管砸破了。

凤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立即赶

赴现场，并联系施工队有关负责人，责

令其立即停止拆除作业。记者来到施

工现场，使用卷尺量了一下被砸破水

管的大厦与正在拆除的大楼间距，发

现最近处不到三米。

“两栋楼间的距离如此近，而他们

却一直使用钩机推倒的方式进行拆

除，对我们这栋楼的地基会有影响。”

吴女士告诉记者，当日早上，有陌生人

按响了他们家的门铃。开门后，对方

告诉她，“我们今天要拆隔壁的楼，操

作期间的震动感会比较大，你们最好

带着家人出去，别待在家里。”这话听

得让人心惶惶，为此，业主们还拨打了

12345石狮便民热线反映情况。

现场一位施工人员称，拆除作业

原本计划在上午进行，但在是否使用

钩机推倒的方式上，施工方也几经斟

酌，后才拖到下午施工。而就在下午

三时许，施工人员开始施工不到几分

钟，就不小心砸到了隔壁楼的水管。

当日下午4时许，负责该大楼拆除

项目的工程队派来了两位维修水管的

工作人员，将被砸破的水管予以修

补。另据有关施工人员介绍，针对最

后的拆除作业是继续使用钩机还是改

为人工作业，有关方面正在开会讨论

中。

（记者 刘晓娟）

本报讯 按买卖合同规定，本

该于5月31日交房的小区，工程却

还有多项配套未完工，导致楼盘难

以如期交房，多位中天国际小区的

业主为此投诉至住建、工商等部

门。记者昨从工商12315投诉台获

悉，经介入调解，开发商方面已发

出告知函，称因路面改造及天气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项目不得不顺延

至12月31日前才能交房。不过，

有业主对此解释及处理方式并不

买账。

从12315投诉台及石狮纠风论

坛等渠道，记者了解到，中天国际

小区逾期交房一事仍在持续发酵，

多位业主仍寻求相关部门能敦促

开发商给出一个满意的解决方

案。经工商12315投诉台介入调解

后，日前开发商方面向业主们发放

了一份告知函，就小区逾期交房给

出了三大原因。其一，该项目地处

八七路繁华地段，建筑材料的运输

只能选择在下半夜，且周边全部是

住宅小区，不能加班加点进行工程

施工；第二，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遭遇连续多次台风、暴雨恶劣天气

的严重影响；此外，近段时间，市政

府对八七路进行“白改黑”路面施

工作业，给该小区楼盘的顺利完工

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开发商最后

给出的正面答复是，项目不得不顺

延至12月31日前才能交房。

不过，对开发商给出的这般解

释，有业主提出了质疑。网名为

“eve”的小区业主直言此举“不合常

理”，认为这些延阻了工程施工进

度的因素，尤其是八七路“白改黑”

的原因，开发商事先就应预料到，

而不能让业主为此承担延期的责

任。该业主坦言，当时购买该楼

盘，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看到项目建

设初期“建设速度非常快”，如今却

要延期7个月，承担额外的租房成

本，实在是没有道理。此外，在上

述告知函中，开发商方面只是解释

原因并致歉，但对于此举是否违

约及由此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却只

字未提。业主“eve”称，这三大解释

更像是开发商免责，而要求业主承

担责任的理由。

事实上，如果根据格式化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确有单列

出项目可延期交付的条款。根据

该条款，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因

素，除了买卖双方协商同意解除或

变更合同，开发商方面可以据实予

以延期。而在现行商品房买卖中，

开发商一般将极端天气、重大技术

问题及市政配套安装等事由列为

“不可抗力”条款中的免责事项。

然而，记者走访获悉，要寻求“不可

抗力”来免责，开发商方面需要提

前预判并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请。

而据投诉台工作人员从投诉业主

处获悉，他们的合同上并未对此有

任何注明。

鉴于现状，市住建部门表示将

继续督促开发商加快施工进度。

工商12315投诉台方面给消费者的

建议是，如果可以等待工程完工，

那么将该告知函保存好，作为日后

的维权证据；若认为商家顺延时间

太长，违反了售房合同，可以通过

法律途径维权。

（小康 苗苗）

旧楼拆除危及邻楼 施工当场被叫停
位于凤里街道华南社区富民新村二区旁一旧宿舍楼，邻楼水管被砸破，凤里街道办事处叫停施工

《楼盘交房期限已过 交不了房却停滞施工》追踪：

开发商告知交房期延至年底
业主仍表质疑

本报讯 常到龟湖公园游玩的

市民或许留意到，公园靠狮城帝苑

一侧有一座类似“铁塔”的建筑，通

体由钢铁结构铸成，四面均有拱形

门，上方贴着“严禁攀爬，违者后果

自负”的告示牌。这是公园景观还

是多余的摆设呢？昨日，一市民来

电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对此，龟湖

公园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这是龟湖公园原有的景观设施。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铁塔”

呈正方形，通体除钢铁结构无其他

材料包装，钢铁构件表面的防锈漆

已大部分褪去。但不知何故，铁塔

上方放置了“严禁攀爬”的告示

牌。对此，龟湖公园管理处蔡先生

告诉记者，这是公园原有的景观设

施，并非可供攀爬的健身设施，为

防意外公园方面设置了相关警示

牌。但来电的这位市民认为，“铁

塔”周边还设置有不少健身路径设

施，这座“铁塔”的设计很容易让人

认为是可供攀爬的健身设施。

同时，这位市民还表示，龟湖

公园绿地上配备了大量浇灌草坪

的水管接口，但这些接口高出地面

约二三十公分，小孩到草坪上玩耍

时，时常被这些接口绊倒，“这些水

管接口能否设置矮些”。

对此，园方表示，为保护公园

绿化景观，草坪不应踩踏，游客应

自觉遵守游园规范保护绿地；而水

管接口的设置，若太低隐藏在草丛

中，人们不易察觉更易绊到，若设

置太高也不安全且容易损坏。

（吾提 雅霞）

龟湖公园“铁塔”是景观还是摆设？
市民来电质疑，园方回应称是景观而非健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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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不少市民致电本报热
线反映，街头又见“学生”模样的乞
者在红绿灯路口拦车乞讨。昨天
上午，记者在子芳路与东港路交叉
红绿灯路口看到，一男一女约十来
岁的两名“学生”背着书包、手持一
张纸牌趁车辆在路口等信号灯时
拦车乞讨。有车主认为，此举不仅
造成极大交通安全隐患，而且还对
市民进行滋扰。 （记者 陈剑苹）

道路积沙土
交通存隐患

暑期来临
“书包乞者”又现街头

昨日，湖滨派出所民警根据群
众报警，在东华路菜市场及金林社
区附近，先后“拾获”两部无主摩托
车。车牌号为闽C8AM19的黑色
太子摩托车在菜市场一停就是十
几年，群众向派出所来电反映。另
一部车牌号为闽C9U725的黑色太
子摩托车停在八七路金林社区附
近，同样是无人认领。民警通过公
安网分别查询了这两辆车的登记
信息，并找到车主的联系方式，可
两个联系电话拨过去都是空号，希
望车主看到报道后，能带着行驶证
到派出所认领。
（记者 柳彩霞 通讯员 吴荣奎）

两辆摩托车
等你来认领

学府路古坑后至龙峰小学段，
每到夜间往返于此的施工车辆时
常出现滴洒漏现象，路面上积着厚
厚的沙土，车辆经过时常常尘土飞
扬，驾驶员很难看清路况，龙峰小
学门口最为严重，存在极大的交通
隐患，希望相关部门积极行动起
来，督促周边施工单位文明施工，
还道路整洁。

（李少钧）

两楼间距不足三米钩机作业时的震感令邻楼住户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