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事实!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

露!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

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 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果

都表示满意$

!""#

年
$$

月
!%

日!南京的徐寿

兰老太太赶公交时跌倒!彭宇将老太太扶起送

往医院!仅医药费就花去
&

万余元$ 徐老太太

家人咬定是彭宇撞了人!向法院起诉!索赔
$'

万余元$ 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从常理分析!彭宇

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裁定彭宇承

担
&%(

的损失!补偿原告
&

万余元$而此次二审

和解的结果是!彭宇承担
$%(

的责任!赔偿
$

万

余元$

!

彭宇案带给人们道德观念的
伤害远未结束

新华网网友一树阳光!一个很具争议的案

例就这样和解了!一个让我们在网络中和生活

里讨论了很久的事就这样和解了" 对这样的案

件!#庭外和解$似乎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可同

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案例带给我们道德理

念上的伤害和冲击还远未结束%

新华网网友毒刺!我认为依法判决应重证

据!有证据证明是彭宇撞倒老太婆的!就是彭

宇不承认!法院也要判彭宇承担全部责任" 没

有证据证明是彭宇撞倒老太婆的!就是老太婆

指认!法院也不能判彭宇承担任何责任"

新华网网友小老鼠!既然做了好事 !为何

要赔一万元& 看来小伙子真的撞了老太太' 按

照常理!我没有撞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赔偿

一万元的判决!一分钱都不会接受& 如果彭宇

真的没撞人!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判决' 迷惑不

解()

新华网网友九斤老太 ! 不管和解情况如

何!该案的影响已经挥之不去" 一些人还是持

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敢做好事"

新华网网友天马!法院判决以后 !不良效

应就出来了" 前不久!也是在南京!一个女孩扶

起一位骑单车的老妇人!险些被诬陷!还好在

警察面前! 路人纷纷为女孩作证才脱了干系"

社会中美好的东西就这样被一点点蚕食"

新华网网友自在自得! 有一个报道说!一

位九旬老人瘫倒在人行道上"然而!

!"

分钟内!

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市民最后

喊来七八名路人作 *见证 $后 !才敢打电话报

警+ 明显是彭宇案的后遗症啊" 说实话!我平时

也挺热心的!现在也不敢*贸然$出手了!好人

难做啊&

新华网网友仙人掌!见义勇为 ,扶老携幼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雷锋精神的

具体写照" 可如今这种举手之劳的热心行为却

常常换来令人齿冷的结果" 叹息--

"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要
坚守心中的道德底线

新华网网友禅人!一个案件以和解的方式

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 如今我

们更需要的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坚守善良的本

性" *勿以善小而不为$!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

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而受到帮助的人要懂得感

恩!这是最重要的"

新华网网友爱琴海!我们不能因为彭宇有

可能做了好事被冤枉! 就忘了自己的道德义

务"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但我们有义务

坚守自己心目中的道德底线" 只有人人献出一

点爱!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新华网网友香香栗子! 彭宇案判决后!我

们不禁要问. 当你看到一个老人跌倒在大街

上!你还会出手相扶吗' 我相信!助人为乐还是

值得提倡的社会美德!是值得我们孜孜以求的

美好境界% 当我们年迈多病!万一在大街上跌

倒时!我们的面前还会出现素不相识的人出手

相助%

新华网网友妙龄美猪!近来!我们这里下

了很大的雪! 在路上碰见不小心摔倒的人!我

会拉别人一把% 其实!在把别人扶起来后!我也

想过做好事反被诬陷的事情! 想过南京彭宇

案!但每次我还是会这么做% 因为我相信!世上

还是好人多%

/本报记者 陈 慧 实习生 韩莉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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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居六大名瓷之首$数百年间无人能见$至今窑址不知何处

网友呼吁拯救柴瓷

%柴瓷' 没听说过啊( & 在大河网大

河论坛 )文化遗产 *板块 !一篇题为 )一

起拯救河南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柴

瓷*的帖子迅速引起网友的广泛兴趣和

关注$

楼主
1/;/;<

在他的 )告河南同胞

书*中说,%柴窑出自我们河南!是我们国

家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

是中国陶瓷皇冠上

的明珠
=

现在已经被日本人拿着研究资料

在中国炫耀
=

而我们却没有一点
=

哪怕是一

片$ 这不可能$ 我总认为在中国有柴窑的

存在
=

如果你的家里有这样的珍藏
=

请拿出

来给国人研究$ 为了这颗闪亮的明珠
=

为

了我们的声誉--&

他特别希望平顶山.郑州.开封等地

的朋友!以及喜欢野外工作的朋友!能在

古窑址.建筑工地以及古玩市场多留意一

点
=

说不定就有重大的发现$ 他随后还在

网上发布了他搜集的柴瓷资料和图片!以

及他个人研究柴瓷的历程和心得$这一话

题引发网友蜂拥评论!点击量已达
9&#>&

人次之多$

日本一名学者称
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瓷

日本一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

文化研究的学者去年
;"

月在北

京称! 日本发现了绝迹千年的中

国古代名窑柴窑瓷器% 但是!中国

文物部门对此尚未有定论%

<?

岁的日本伊豆高原艺术馆

馆长对中如云先生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召开的*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保

护座谈会$上!播放了他带来的2雨

过青天觚111古窑至宝3千年之

旅4资料片!画面中的一件中国古

代瓷器111青百合花瓶令在场的

中国文物界人士大开眼界%

据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对

中如云先生新著 2至宝5千年之

旅111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4介

绍!

>

年前从日本一个茶具店发

现的这件青百合花瓶是一件蓝色

陶瓷器!高
!>"

毫米!呈喇叭状的

开口直径
;<:

毫米 ! 底座直径

;"=

毫米!瓷器釉面如油般光泽!

瓶口留下了
9"

多处修补过的痕

迹% 无论形状!还是大小!都像一

只适合摆放在桌子上的花瓶%

9"

年前开始研究中国古代

文物的对中如云说! 青百合花瓶

是出自*后周的官窑$% 根据牛津

大学*热发光法$测定的结果!青

百合花瓶烧制的年代为
:""

年至

;;""

年之前% 他认为!青百合花

瓶具备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特

征! 且修补的痕迹可推断到四五

百年前%*虽然不能肯定它就是柴

窑!但也没有证据予以否定$%

/来源,)新华日报*0

9

月
;=

日! 郑州市副市长穆为民做客河南省政

府门户网站,郑州市政府网站和大河网联合举办的在

线访谈!就城中村改造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有网民提出!在城中村改造中!如果私搭乱建的

房屋在拆迁时也照常赔偿! 没有乱建的是不是很吃

亏'

对此!穆为民回答说!郑州市政府去年下发的

2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4 中已经明确

规定!改造只对原村民宅基地上
9

层以下/含
9

层0

的合法建筑给予
;!;

补偿安置%并且!

!"""

年
@

月
>

日以后未经市规划, 建设等部门批准建设的住宅!

按照违法建筑处理!拆迁时一律不予补偿安置%

有网民提出!他们听说有的村庄在改造时!

9

层

以上的也按一定比例赔了% 为什么政府反对
9

层以

上赔偿!有的村民还在盖!有的村庄还在赔呢'

穆为民分析说!村民还在盖!有的是为了满足租

房市场的需求! 也有的是对相关规定缺乏了解和把

握!还有的就是心存侥幸%穆为民说.*这个风气刹不

住是不行的% $政府正采取各种措施,严查基数!

9

层

以上的违规建筑!*盖得再高也不能承认% 守规者不

能吃亏%我们规定
9

层以下!在全国城中村改造中是

最优惠的!大家可以查一查其他城市!比较一下% $

! ! ! ! ! !

/实习生 韩莉娟0

郑州市副市长穆为民做客大河网!

城中村改造
只赔偿三层以下合法建筑

千寻!柴瓷' 没听说过啊(

!"#$%&'()

!据说柴瓷只是

有史书记载! 现今仍没有任何

实物查证!仍然是一个谜$前些

天我去河边寻春! 土地里有几

块瓷片泛光!我拍了下来!多么

希望这就是柴瓷! 就是几千年

前的人类文明之光啊( 几位书

画界的前辈曾对我极为遗憾地

说 ,%咱们国家原来是六大名

瓷! 只因为一直找不到柴瓷的

窑址!慢慢地变成五大名瓷了$

按理说! 柴瓷的窑址应该就在

河南$ &

青青子衿! 五代柴瓷+++

这个失落已久的美丽传说!这个

当代古陶瓷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它的最终揭秘还有待于以后的

考古发掘$

青若! 在这块厚重的中原

大地上!还有多少像柴瓷那样!

在历史风云中湮灭的文化记

忆'它们曾那样璀璨过!在遥远

的已逝的岁月里$而今!我们只

能在那些残缺的碎片中! 感知

它们曾经的华丽和温度--

柴瓷! 没听说过啊" 让我们感知
曾经的华丽和温度

仗剑行天涯! 这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瓷器如此痴

迷!令我非常敬佩和感动$一个外国人克服语言文化等

障碍!如此热爱.珍惜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有什么理

由不去好好研究.好好探索呢'

紫茄子! 现在社会整体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提高

了! 从楼主的一篇帖子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就能看得出

来$ 为此而欣慰(

小桔子!在民间!有一大批像楼主一样酷爱古代文

明.历史遗产的人们!在默默地发掘.研究.保护.宣传.

传承着中原文化--他们费心费时!乐此不疲!做出了

一定的成绩$ 这是一股多么可贵的力量(

星辰大海!我们省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政府

主导!更需要社会参与(期待更多像楼主这样痴心于传

统文化的人士!为保护.发展我省的历史文化而努力(

文化需要这股可贵的力量

#为了美丽的柴瓷$为了河南历史遗产$一定要追寻她的芳踪%

舞风!将被历史打碎的记忆!在我

们的手中重新拼接1将历史打乱的队列

重新集合!向这个纷乱的世界展示其摄

人魂魄的力量(厚重的历史赋予了我们

厚重的期望!我们有责任重新燃亮祖先

曾经创造的辉煌!重新聚焦世人崇敬的

目光(

*+!+!,

!我坚信!我们河南古时既

然能生产出来这样美丽的瓷器!现代人

一定能寻到它的芳踪!并且把它开发研

究出来$

不想注册!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厚

重!在民间散落着大量的像柴瓷这样的

历史瑰宝$如果不及早重视.发掘!它们

可能就永远湮灭到历史风云里了$

三笑堂!是啊!这还是一个有待解

开的谜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为了美丽的柴瓷!为了我

们厚重的河南(

瓦釜!时刻关注中$ 希望能早日看

到柴瓷精品(

!"#-.&'()

!河南文物界/包括关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网友们0值得下

工夫$ 但愿能有突破性发现(

时间!

'

月
$'

日下午

地点!大河网视频直播间

嘉宾!

赵 光 河南古玩商会副会长

张 杨 炎黄文化博物馆馆长

冯保收 河南陶瓷委员会常务理事

葛天才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

专家认为&

#柴瓷应该在郑州%

!

文字记载在郑州$ 相信
古人不会捕风捉影

网友我想我是海!据说柴瓷到现在

也没有一件传世的珍宝!我们该如何相

信它的存在呢'

嘉宾冯保收!柴瓷在很多史书都有

记载%明代洪武时曹昭的2格古要论5古

窑器论4中记载.*柴窑器!出北地河南

郑州% 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

之柴窑%$我相信古人不会捕风捉影%在

五代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烧制条件%后

周存在仅
>

年时间!且柴瓷制作量非常

少% 又经过历年战乱和历史长河的冲

刷% 瓷器不像青铜器之类易保存!所以

现在看不到它的身影也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青若!请嘉宾谈谈自己心目中

的柴瓷吧(

嘉宾张杨!第一!一定要是五代的

器形% 五代虽然在唐和宋之间!但是五

代的器形和唐宋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

碗类%第二!一定得是在郑州烧制的%第

三!东西一定要精美%碗是菱口!有的是

花口!有出筋!有瓜棱!有的碗底还有支

钉%第四!一定是青色!或天青!或青绿%

网友雨浓!看过相关报道!有专家

和瓷器收藏者认为五代耀州.影青等青

瓷是柴瓷$ 各位嘉宾同意这个说法吗'

嘉宾张杨!五代耀州一说有一定的

参考性!因为五代之后!部分柴窑的工

匠跑到了耀州!比照他们心目中的柴瓷

来做青瓷% 它完全是模仿柴窑!虽然器

形上和柴窑有些相似! 但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胎和釉! 和柴窑是完全不一样

的%至于说影青!就更不对了%因为影青

是从北宋才开始有! 不是五代的东西%

再说!它是南方瓷!不是郑州产% 因此!

它不可能是柴窑%

我们在郑州发现了柴瓷
标本甚至窑址

嘉宾葛天才!对柴瓷的研究现在大

家都在探讨!并没有定论% 随着社会的

发展,出土资料的丰富!对柴瓷的研究

一定会有结果的%从本人在郑州收集的

标本看!这些在郑州窑烧出的瓷片标本

是柴窑的可能性非常大%

嘉宾赵光!郑州一批考古爱好者在

东大街一带的建筑垃圾堆里也见到过

跟柴瓷很像的碎瓷片! 据说还有窑具

等% 另外在紫荆山路的一个工地!也见

到过类似柴瓷的青瓷片%

嘉宾葛天才!我收集了
!""

多片郑

州出土的有柴瓷特征的碎片%在郑州紫

荆山路西,东大街路北一带收集到一些

窑具和没有烧透的瓷片%据当时发现者

说!这个窑当时呈*

@

$字形!窑口朝向东

南方%用研究者的说法!应该叫葫芦窑!

多给官方烧制陶瓷用品% 由此推断!柴

窑应该是在郑州%

网友不想注册!我们该如何拯救柴

瓷'

嘉宾张杨!不单要拯救柴瓷!所有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都是宝贵财富!

我们都要保护它!发掘它!宣传它%

汝州市教育体育局答复!

小屯镇三中收住宿费符合政策
手机

;=@////////

的读者反映!汝州市小屯镇第

三中学要求初中学生交住宿费!每学期
?=

元!是否

合理'

就读者反映的问题! 记者向汝州市教育体育局

发出了调查函%

9

月
<

日收到回复% 回复中称.小屯

镇第三初级中学收取每生
?=

元的住宿费符合上级

政策!属于经物价部门审核批准的正常收费% 但是!

小屯镇三中本学期收费宣传工作做得不够!造成部

分家长,学生不了解收费政策与收费标准% 目前国

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免除学生学费,书本

费!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但有社会力量投入的

学生住宿楼仍可收费至
!"">

年春季! 小屯三中在

此行列% 汝州市教体局已要求小屯三中认真做好收

费政策的宣传和校务公开工作!使家长,学生明白

和支持% /时文静0

许昌县

新建房必须缴纳暖气开口费!

手机号
012////////

的读者!所谓的暖气开口费

早在几年前国家就已经明令禁止收取了% 许昌县现

在新建的房子每户都要缴纳每平方米
9=

元的暖气

开口费% 合理吗'

主持人!这部分费用是否应当缴纳$要看双方签

订的合同对此是否有约定%如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就

应根据合同中约定的金额缴纳%如果没有这一约定$

那么开发商的这种做法就是不合理的% 就读者反映

的问题$ 本栏目已于
3

月
4)

日向许昌县人民政府

发出调查函$至今还未收到回复% /时文静0

沈丘县

贫困生的公益金补助何时发!

手机号
3)5////////

的读者!我是沈丘县一名贫

困高中生!国家今年向每个贫困生补助彩票公益金!

每生每年
;"""

元% 补助名单下来后!老师让我们在

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可钱却迟迟未发给我们!这

是怎么回事'

律师点评! 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专款对中西部

地区贫困高中生进行资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去年

年底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教育部强调要在
4667

年春节前后把资助款发放到每一位应资助的学生手

中%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资助属于政策性赠与$该

生签字按手印行为说明其同意接受该赠与%至此$该

赠与产生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受赠学生可依法向

学校或教育管理部门讨要%

/李欣华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0

一位大连市民收藏的疑似柴瓷的

成套瓷器$ 据2华商晨报4报道

大河网网友
1/;/;<

找

到的瓷片标本$

20A0AB

提供

郑州一位收藏家收藏

的五代青瓷标本$

嘉宾之一.炎黄文化博

物馆馆长张杨带到大河网

视频直播间的两件五代青

瓷$

!

林辉 摄

郑州紫荆山路与商城路

交叉口附近出土的五代青瓷

半成品.窑壁.窑渣$

!

网友 大河珍品 提供

日本学者对中如云先生

发现的青百合花瓶!称这是中

国古代柴窑瓷器$

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最终和解

网友&我们要坚守心中的道德底线

古代文献中的柴瓷

明代洪武时曹昭的2格古要

论5古窑器论4中记载.*柴窑器!

出北地河南郑州% 世传周世宗柴

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 天青

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

土足!近世少见% $

清梁同书的 2古窑器考4中

记载.*柴窑! 后周柴世宗所烧!

以其姓柴故名% 后周都汴!出北

地河南郑州! 其地本宜于陶也%

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

河南道所辖之州% 柴窑.青如天,

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

媚有细纹% 相传当日请瓷器式!

世宗批其状曰 .6雨过天青云破

处!这般颜色作将来7!足多粗黄

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

资料显示!中国陶瓷历史悠

久!宋代素有柴窑,汝窑,官窑,哥

窑,钧窑,定窑*六大名窑$之称+

柴窑位居*六大名窑$之首+ 但明

代以后!柴窑开始绝迹+因无人见

过柴窑的实物!中国古代*六大名

窑$逐渐演变成了*五大名窑$+

查看更多内容请登录焦点民声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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