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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木木

发自湖南长沙

核心

提示

广州籍62岁男子区少坤，因长期监督公车私用而广为人知，也因此被人尊称为“区伯”。3月26日晚，区伯在湖南长沙因“嫖娼”被抓，当地警方

对其处以5日行政拘留处罚。昨日凌晨1时左右，区少坤被释放。

连日来，此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4月1日，警方回应称，该案有群众举报、现场视频资料、区某某本人及其他涉案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情清

楚，证据确凿”。

区少坤称，他与进入酒店房间的女子有过肌肤之亲，但并没有发生性行为，所以不能算嫖娼。五天的拘留，他想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一个人，就算

犯了错，也能监督公车私用。区少坤说他会继续监督公车私用，同时，也希望获得家人以及公众的谅解。

广州区伯长沙“嫖娼”被拘五日引发关注

区伯：就算犯了错

还会继续监督公车私用

四条途径
打造最优育人环境
空军招飞的选拔历来以严格著

称，近年来，随着武器装备的现代
化，空军对飞行学员的文化成绩要
求也越来越高，从2013年起已要求
达到一本线以上。

而未来，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就将比照“上一本线”、“准飞行学
员”这样的出口标准，为学生们设
计严密的培养方案。

在教学上，川大附中和绵阳中
学教学理念先进，实力雄厚，是所属
市区内的公办名校，属少数几个经
省教育部门批准每年面向全川招收
理科实验班的高中之一。学校高度
重视、倾力投入空军飞行学员早期
培训工作，安排骨干师资教学，确保
达到目标要求。

在身体素质方面，成都选拔中
心每年都将参照飞行员体检标准，
对在校学生进行全面检测，并建立
健康档案，对身体状况滑坡的学生
及时提出矫治意见，确保毕业参加
飞行员选拔时达到80%以上的身体
合格率。

在心理素质方面，进入高中后，
成都选拔中心还将对学生进行相应
的心理素质训练，增强其应对问题
的反应能力和解决能力，锻炼其胆
识和危机处理能力，以保证他们顺
利通过心理素质测试。

而在政治素质方面，苗子班的
学生要有翱翔蓝天的梦想，有报效

祖国的雄心。
用空军招飞局成都选拔中心书

记胡维军的话说，通过这4种途径培
养出的学生，必将是学习成绩优异、
身体素质好、心理素质强、政治素质
过硬的青年。3年后毕业时，即使其
中的部分学子未能选拔成为空军飞
行学员，但也能凭借极强的综合素
质，在同等条件下将优生录取为军
校或地方高校国防生。

专项经费支撑
吃穿住学有保障
除了配备顶尖的教育教学资

源，学生被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录
取后，也等于进入了“免费求学”的
环境。

据胡维军介绍，学生被空军青
少年航空学校录取后，身份虽然为
普通学生，但空军将为学生发放伙
食费、被装和生活津贴，并对承办中
学给予办学经费。

青少年航空学校虽落在两所优
质高中内，但却实行单独编班，模拟
营连管理模式，统一着装，在校食
宿。空军将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额的
伙食费，发放具有鲜明空军特色的
特制校服，按月发放生活津贴；承办
中学将减免部分学杂费、住宿费等
费用；成绩优异、现实表现好的学生
还将获得空军提供的专项奖学金。
“优厚的保障措施，将为实施准军
事化管理提供支撑，有利于学生养
成良好作风，锤炼意志品质，健康成

长成才”。
此外，和普通的高中生不同的

是，航空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空军
驻校管理干部、外请专家以及承担
实装飞行任务的空军部队还将针对
飞行学员素质要求，对学员进行定
单式培养，利用早操、体育课和寒暑
假等时间，采用课堂教学、课外实
践、专家讲座等方式，开展国防教
育、军事体育、航空知识、飞行训练
等航空特色教育活动。

在高二寒暑假期间，学员还将
进行专业的飞行训练，率先体验和
感受飞行的魅力，训练期间飞行及
交通、伙食、保障等费用均由空军承
担，学生不花一分钱。

毕业优势
高考时最高可享40分左右加分
近年来，空军招飞的要求不断

提高，不但文化成绩要求在一本线
上，对考生的心理素质也有特别要
求。去年起，心理素质测试的分数首
次计入招飞录取总成绩，而空军青
少年航空学校学生实装飞行训练的
成绩（15-20分），也将纳入高考总
成绩。即在政治条件和身体素质符
合要求的情况下，考生的心理素质
分+实装飞行分+高考成绩所得的
综合得分，将被作为排位分，从高到
低择优录取。

据胡维军介绍，心理素质测试
内容包括答题、室外活动、谈话、模
拟飞行等等。心理素质测试优等的

考生最高有望拿到30分的加分。“有
了这些加分，考生们文化成绩上一
本线将更有希望”。而对于空军航
空学校的学生来说，综合得分上一
本线的考生将优先录取。而考上飞
行学员后，未来的就业也不用再发
愁了。

据悉，高中生飞行学员在空军
航空大学四年学习期间，除享受军
校学员的待遇外，还享受飞行津贴、
空勤伙食等待遇。达到培训要求的，
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并授予学士学
位，享受副连职军官、空军中尉军衔
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3所高校
还将与空军联合培养“双学籍”飞
行学员。每年从空军招收的飞行学
员中遴选优异者进入三所高校学
习，毕业时获得由这三所高校与空
军航空大学的双学籍。

单列招生计划
不影响报考其他高中
优质生源是确保空军青少年航

空学校培养高素质新型飞行人才的
基础。通过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协调，
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在全省范围内
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实行计
划单列。
“所谓单列计划，就是说，如果

没被选上成为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的学生，不影响选择其他普通高
中”。胡维军介绍，空军招飞机构将
对报名考生组织政治考核、体格检
查和心理测试三个方面考查。依据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
评价情况和空军招飞机构的考查结
果，综合评价，择优录取，保障公平，
保证质量。具体审批录取办法由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办理录取手
续的学生不能被录取到其他学校，
未被录取的学生不影响报考其他高
中。

此外，学生参加招生定选的食
宿交通费用也都由空军承担。

两所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落子四川
读名校享津贴面向初中生招130名飞行员苗子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4月18日（节假日有工作
人员值班）

报名条件：1：身高一般在163-180厘米之间
（未满15周岁的162cm），体重48公斤以上（未满
15周岁46公斤以上）；空军环形实力表双眼裸视
力1.0以上（相当于E形视力表5.2以上），未进行近
视屈光手术；平静血压不超过138/82毫米汞柱；无
色盲、色弱，无纹身、刺字。2：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
和愿望，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动作协调、学习能力
强，性格开朗、情绪稳定，有敢为精神。3：政治可
靠，思想进步，品德优良，作风正派，遵纪守法，历
史清白，本人自愿，家长（监护人）支持。4：学习成
绩预估高于本市重点高中录取线30分以上。

报名方式：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报名，通过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收集报空军招飞局成都选拔
中心。或直接通过两所学校报名。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方式一：登录www.scufz.
org <http://www.scufz.org>首页打开“空军青少
年航空试验班报名系统”，按照相关提示完成正
式报名并打印准考证即可；方式二：现场报名。到
成都市武侯区太平南新街68号四川大学附属中
学教导处直接报名。
绵阳中学：方式一：登录绵阳中学网站首页打

开“绵阳中学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报名系统”，按
相关提示完成正式报名并打印考查证即可；方式
二：自主到绵阳中学通惠楼一楼招生办直接报名
（地址：绵阳市涪城区剑门路西段26号），或到绵
阳中学授权设立的外市各地代报点报名。

选拔程序：4月中旬由空军成都招飞中心依
次深入各地市组织报名学生初选，每个市州一
天。4月23日至29日，初选合格学生依次到空军成
都招飞中心参加定选。中考结束后，将视情况组
织单独文化考试，提前录取。参加初选时需交近
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报名时需查验户口簿
或身份证原件。

报名贴士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电话：
028-85287270、85287271、85221558
绵阳中学的招生办：
0816-2363700、2363720、2362072
空军成都招飞选拔中心：
028-85399171、85399174、85218907

咨询方式

4月1日,四
川省空军青少
年航空学校招
飞面向全省启
动。今年,经过
国家教育部、公
安部和解放军
总政治部批准,
在全国11个优
质生源省份建
设空军青少年
航空学校开办
航空实验班。
四川历来是

出飞行员的大
省,为此,在空军
青少年航空学校
的布局上,全国
16所中就有2所
放在了四川,分
别是：四川大学
附属中学和绵阳
中学。

今年,两所
高中将面向全
省招收130名应
届初三毕业男
生作为空军飞
行学员的后备
力量。入学不仅
免学费还能享
津贴补助,未来
还可报考清华、
北大等名校的
飞行员班。

3月28日左右，区伯在长沙嫖娼的消息放出后，很

快得到长沙警方证实。

长沙警方称，3月26日23时许，天心公安分局

新开铺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 在辖区竹塘路某

酒店客房内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 民警迅速到

现场进行查处， 当场抓获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

的两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经审查，违法嫌疑人区某

（男，62岁，广州市人）、冼某（男，47岁，广州市

人） 对当晚分别在该酒店720、722房间内与赖某

（女，江西省人，28岁）、孙某（女，湖北省人，25

岁）实施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3月26日， 区少坤在湖南韶山监督了一起公车

私用事件。区少坤原来在广州市珠海区当农贸市场

管理员，后下岗，因收入低微，至今仍靠领取低保金

度日。区少坤长期监督公车私用，据了解，过去10年

里，他监督了上百起公车私用现象。在网络上热传

的多起监督事件视频中， 区少坤均表现得愤慨激

昂，并因此获得“区伯”的尊称。

与区少坤相熟的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隋牧青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多数情况下他都知道

区少坤的行踪，但这次，他并不知道区少坤为何

到了湖南。有消息称，区少坤过去的监督行为大

多发生在广州，此次现身湖南，可能是追随广州

牌照的公务车而来。

区少坤是在4月2日凌晨被释放的。当日，闻讯赶

来的记者、律师与当地民众早在长沙市拘留所大门处

守候。

2日凌晨1点10分左右，此前一直紧闭的拘留所大门

徐徐打开，一支开着近光灯的车队鱼贯而出。3点30分左

右，区少坤给其委托律师打电话，称自己已离开长沙300

公里。区少坤在电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大约9点他就

能到家，护送他的是广东警方。

区少坤称，去年他认识一个叫“春桑”的网友，后来

又通过他认识了湖南人小彭，年后“春桑”和小彭两人

一直动员他去湖南游玩。3月25日、26日两天， 他和广州

人冼某游览了多个景点，3月26日下午，他们又受到做工

程的老板陈某邀请到湘府大酒店住宿、唱歌。当晚一行

人唱歌的房间是V8房间，期间一个叫小玲（音）的女孩

进来后，搂住他的腰唱歌，他一度抗拒。

后来区少坤回房间刷微博，大概10分钟后，小玲敲

门，区少坤让她进了房。“这个时候，作为男人的防线就

开始崩溃。”区称，5分钟后，警方突然破门而入。

区少坤认为，嫖娼是建立在金钱上的性关系，但他没

有付钱，没有发生性关系，也没有要性服务。“我轻易相信

了‘春桑’，现在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他透露，在湘

府国际酒店，陈某都表现得阔绰大方。目前，“春桑”、小

彭、陈某三人的电话均关机。陈某的名片显示，其真名为

陈佳罗，为长沙腾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但该公司

办公室回应称，公司总经理非陈佳罗。

区少坤不知道自己被拘留的信息究竟是如何泄露

出去的，此前有消息指，信息泄露地为广州洗林街道治

安队办公室。区少坤称，他担心被前妻孩子误解，“我和

老婆离婚了， 但感情还在”， 他同时向广大的支持者致

歉，称自己没做到防微杜渐。

他说，就算自己是“嫖娼”，以后也会监督公车私

用，“没有法律规定监督公车私用者，必须是百分百的完

人，在监督公车私用这条路上，我将越战越勇。”

隋牧青认为，区少坤的行政处罚书，可能被长

沙警方泄露，从而引发巨大波澜。

区少坤与冼某当晚“嫖娼”的酒店名为湘府

国际酒店，地址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路。这是

一家四星级酒店，4月2日最便宜的房价也要350

元，有消息称，区少坤的此次“性交易”的嫖资为

1400元。

湘府国际酒店的一名男性负责人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酒店的经营一向正规，男客人如果

要从KTV带女子回房间，并非他们能干涉的范围。

湘府国际酒店的4楼， 就是区少坤一行人当

晚唱歌的会所———湘府国际会所。2日中午，成都

商报记者来到会所，这里空无一人，消费信息显

示，这里的啤酒价格为15-21元，红酒128元起。

连日来，新开铺派出所及天心公安分局均拒

绝就此案表态。直到4月1日，警方才通过新华社

回应称，该案有群众举报、现场视频资料、区某某

本人及其他涉案人陈述、 证人证言等，“事情清

楚，证据确凿”。

警方称，自今年3月开始，长沙市公安局部署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扫黄扫赌集中整治行动，区某

某等人卖淫嫖娼案是这次整治行动中查处的众

多案件中一起普通治安案件。“区少坤案是一个

很普通的个案， 只是他的身份特殊引起了关

注。” 长沙市公安局某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此前公众关注的“诬陷”问题并不存在，“长

沙公安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目前并无太多关于长沙市 “打黄扫赌集中

整治行动” 的信息可查， 但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 长沙酒店KTV违法异性陪侍现象屡禁不绝，

去年年底当地电视媒体就曾暗访曝光此现象，长

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就此对全市范围的娱乐场

所进行彻底排查整顿。

广州区伯

长沙嫖娼被抓

“事情清楚，

证据确凿”

他担心

被前妻孩子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