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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河南省暨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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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宣传周#活动

启动仪式和郑州消防邮票首发式在省博物院举行$本次消防宣

传周的主题是"关注消防%珍爱生命%共享平安#$图为消防队员

演示新型消防装备$

"$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史长来 郭宇 摄
图
# %!

月
"

日!金水区南阳路三小举行消防演练!通过

逃生演习%讲解消防器材使用知识等!进一步提高师生的消

防意识$

$%&!"

石燕君 付秋艳 摄
图
' !!

月
&

日! 中原区消防大队的消防战士在当天启

动的宣传活动上!演示用&机动液压剪#同时轻松剪断两根比

拇指还粗的钢筋!这是拆破逃生现场障碍物的重要工具$

"&

陈更生 吉 朋 摄

策划 陈 炜 责任编辑 黄晖 史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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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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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三 !"#$# %$&'(

!

!遇上响九霄是一种巧合"

!

王海鹰

#$

岁的指挥大师小
泽征尔日前被授予日本
文化勋章! 成为音乐界
唯一获得日本最高级别
奖章的人"

颁给小泽征尔文化
勋章是为了表彰他在音乐
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他自发
组织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尽
力培育年轻音乐家的实践
行动" 小泽征尔在得知获
奖的消息后表示#$如果没
有我的老师们!我无法想
象自己会学习西洋音乐!

并且作为一个指挥家开展
工作% &

据悉! 文化勋章是日
本最高级别的奖项!用于授
予那些在学术界'艺术界为
发展日本文化做出突出贡
献的人"

(#

'文娱(

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
达克斯近日给)哈利(波特&

系列图书冠以)反科学&的罪
名!认为这种图书会教坏孩
子%

达克斯近日对媒体表
示!现今市面上充斥着太多
反科学的读物!比如畅销书
*哈利+波特,% 他认为阅读
这样的书籍将给孩子们带
来消极的影响%

现年
%#

岁的达克斯正
准备写本专门抨击魔幻书
籍 '魔幻电影的书 !他透露
将在书中剖析相关的神话
故事 ! 以此教会小读者们
)事事都要看证据 &! 用科
学 的 实 证 精 神 来 加 以 判
断% )让孩子们相信这个世
界上有魔法存在是件很危

险的事 ! 这些书会将孩子
们引向符咒和巫师 % 我认
为这是反科学的% &达克斯
忧虑地说%

)我小时候读的好多故
事也都允许青蛙变王子!很
难讲这会不会对理性思维产
生不好的影响% 这也许值得
研究一下% &达克斯说% 不
过 !他也承认还没看过 )哈
利+波特&系列图书!因为还
没有做好面对魔法世界的准
备%

达克斯是研究达尔文
进化论的专家 % 对于他的
言论 !不少网友嗤之以鼻 %

网友们认为他要么是思维
僵化! 与年轻人有代沟!要
么是想借 *哈利+波特 ,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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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丹(

地铁里建起了免费流动图书馆! 乘客可以免
费取阅!在短暂的旅程中有书香陪伴%上海地铁部
门精心促成的这项善举!却因为有些乘客)有借不
还&!让这个公益图书馆的藏书量大幅下降!给这
件好事蒙上了一层尴尬%

据悉! 上海轨道交通
'

号线首个流动图书馆
运作至今

(

个月!地铁部门共投入书刊约
%

万本!

仍有近
)

万本未收回!流动图书馆)自由取阅!及
时归还&的规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为了使流动图书能真正)流动&起来!上海轨
道

'

号线各车站张贴了更多图文并茂的宣传海
报'增添了方便多样的回收架'车站车厢里播放温
馨广播提示等!呼吁乘客借阅后及时归还!将爱心
杂志传递给下一位乘客% 通过工作人员的引导和
宣传等一系列举措!据统计!近期流动图书的流失
率已经下降到三成左右%

上海地铁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地铁)书香满
径&的公益活动还将坚持下去!在呼吁乘客提高文
明素质!及时归还图书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在大力
组织更多的读物补充这个公益图书馆%

目前!一些杂志社主动参与此项活动!并赠送
书刊% *家庭用药,*自然与科技,*第一财经,等十
多家杂志社给流动图书馆送来了

)

万余本爱心杂
志!为乘客提供了投资理财'家庭生活'科学文化
等多个领域的最新信息%

((

'孙丽萍(

最新一期美国 *时代周刊,封
面再次出现中国脸孔% 这一次的幸
运儿是曾主演 *鹿鼎记,'*大汉天
子,'*红拂女,的女演员刘芸!她也
是继章子怡 '李宇春之后 !第三位
登上该封面的中国艺人%

据了解!这期美国*时代周刊,

刊发了一组关于中国
&*

后这个特
殊群体的文章!

&*

后影视演员刘芸
有幸被选为代表% *时代周刊,评价
道#)刘芸代表了中国刚刚成长起
来的新一代!他们年轻'快乐'不愁
吃穿'无拘无束'真实自然% &这期
*时代周刊, 中还配发了一张刘芸
的性感照! 照片上的她超短

+

恤'

热裤!美腿修长%

刘芸说 #)他们说我长了一张
非常东方的脸!看上去干净'漂亮'

意志力坚强% 他们还专门邀请我从
大连飞回北京!在一间舞蹈室拍摄
的封面照片% &

(#

'文 娱(

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裴艳
玲近日带着她领衔主演的京剧
*响九霄, 来济南参加第五届中
国京剧艺术节! 场面极其火暴!

演出结束后裴艳玲表示!)遇上
响九霄是一种巧合&%

裴艳玲在梨园行有 )国宝&

之誉!被称为)燕赵奇葩&)活林
冲&)活钟馗&)活武松& 等% 她
说!)

(*

多年前! 我正在法国 !

偶然在一面挂满照片的墙壁上
发现了一幅照片! 照片中的人
物踩着跷%我一眼看去!感觉怎
么这么像中国人呢-一看说明!

还真是中国人!叫田际云!艺名
响九霄% 于是就委托翻译查这
个人的资料! 结果让我非常震
惊% 我已够全面的了!他比我还
全面. 因为他能踩跷!我不能% &

从这时候起!裴艳玲开始关注起
响九霄%

(**#

年! 担任河北省京剧
院院长的裴艳玲准备排一部新
戏!选本子选了将近一年!看了
几十个本子都不满意% $这时候
脑子一下子就转到

(*

年前发
现的响九霄身上% 为什么不写
个他的本子去演呢- 我也是艺
人!演他正合适!还不用体验生
活% &

裴艳玲找来杨舒棠担任*响
九霄,的编剧%$杨舒棠词写得很
美!一稿就基本定下了% 他写完
拿到我办公室去念!念到*哭坟,

一段时!我被感动得哭了% &

$戏是我的梦!戏是我的魂!

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根%&这是
*响九霄,的主旨%着重写他对艺
术的执著!写他一生对感情的不
离不弃!同时突出他在艺术改革
方面的成就% 裴艳玲说!响九霄
天生就是一位改革家%因为反对

抽鸦片!他自己写了一个剧本自
己演% 响九霄还排过一出*斗牛
宫,!因为$那个时代剧场时而萧
条! 响九霄就编了这个神话戏!

在戏里! 他使用了机关布景!仙
女像从画上走出来!这在过去没
有过!很新鲜% &

在戏里!裴艳玲还决定加一
段感情戏!把响九霄与女弟子晓
霞的情感历程加进去%$过去!女
人是不能进科班的!响九霄破例
收下女弟子晓霞!这也是开先河
之举% &

剧本有了!就是唱了% 怎么
唱! 都是由裴艳玲自己设计的%

她有自己的想法# 一大段当中!

不能超过三段唱% $给观众的感
觉是!还想听!没了%千万别让观
众腻了% &*哭坟,一段是*响九
霄,的高潮部分%全段不用伴奏!

全由裴艳玲台上即兴演唱% $这

段唱我连续用了
)

个晚上!才定
下来% &

她说#$情绪走到哪儿!就唱
到哪儿% 不重复自己!每次都要
唱得不一样%

!**

次唱!就要有
!**

个样儿% 如今已经唱了
)*

多场了!你去听听录音!场场不
同%每次都重复!像机器那样!就
没意思了% &

她表示!艺人就要有这样的
才能% $这样做当然有很大难度
在里面%但做到了!你就会想!这
事还是难不倒我!不也是一种享
受吗- &

她自信地说#$作为行内人!

这叫亮玩意儿!没本领不敢玩%

我这样说!可能狂妄了!但我想
这么玩%艺人就该浑身本事%也
许到

#*

岁时! 我玩不了了!但
现在能做到! 我就不能糊弄观
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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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芸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小泽征尔获颁日本文化勋章

牛津教授$%哈利&波特'会教坏孩子

京剧名家裴艳玲#

本报讯 /记者李 林0郑州市
物价局

!!

月
"

日发布消息! 今冬
郑州供热将执行一系列新措施%

$新措施充分吸纳了供热调价
听证会代表的意见% &郑州市物价
局局长陈军安称%

新措施包括#

111拟由郑州市市政管理执
法局建立供热质量监管体系!建立
健全冬季供热应急机制和质量监

督机制!加强对各类计量器具和供
热质量的监管!调解供热'用热双
方出现的矛盾纠纷!维护双方合法
权益%

111供热计费按照套内面积
计算% 郑州市自集中供暖实行以
来!一直采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费
方式!

(**,

年热价调整时!降低了
收费面积比例!由按房屋建筑面积
的

'(!

改按
'*!

计费% 今冬居民

用热将改按套内建筑面积计费 !

居民如无 *房屋所有权证 ,或
*房屋所有权证 ,未标明套内建
筑面积的 ! 按房屋建筑面积的
'*!

计费 !待房管部门核发新的
*房屋所有权证,后再按套内建筑
面积计费%

111实行统一终端客户价格!

二次运行费用不得由居民负担%为
防止个别小区居民终端用户价外

付费现象发生!解决交换站运行费
用多年扯皮问题!今年供热企业应
对具备条件的交换站进行接管统
一管理%

111郑州市
&***

余低保户 !

无论是否使用集中供暖! 户户有
份! 都将获得一次性取暖补贴!且
补贴数额为历史最高%

111实行煤热价格联动%按照
煤炭上游价格的变化比率联动调

整供热价格%

111供热企业与用户依法签
订合同% 使用统一规范的合同文
本! 明确供需双方的权利责任!使
供热消费有法可依%

另外!目前郑州供热企业燃煤
储备缺口偏大!为保障今冬省会集
中供暖正常运行!郑州市财政拿出
(***

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供热企
业先期购买供热用煤%

$%&!"

今冬供暖按套内面积收费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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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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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月
,

日起!郑州市对已安装壁挂炉的天然
气

01

卡用户! 适量放宽取暖期气量
指标! 由每月限购

,*

立方米调整至
每月

),*

立方米%

郑州市有关方面表示! 在保证
绝大多数居民用户炊事' 洗浴基本
用气需求的前提下! 为了满足已安
装壁挂炉用户冬季取暖用气的需
求! 用户每月购气限额放宽至

),*

立方米! 可以满足居民用户的基本
采暖需求%

根据规定!已安装壁挂炉的天然

气
01

卡用户! 可以到郑州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

%

个营业所和
)

个服务站
办理% 用户在购天然气时!可向郑州
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明!工
作人员查看壁挂炉用户登记后给予
办理2未登记者!将由该公司工作人
员上门核实后进行登记并给予办理%

用户有什么疑问可拨打
("

小时燃气
热线#

%&&,,###

%

据了解!郑州市气源紧张的形势
还将长期存在!对打算安装壁挂炉采
暖的用户!市燃气公司建议谨慎选择
采暖方式%

$%&/"

本报讯 /记者李 林0

//

月
"

日
记者获悉!郑州燃气提出两套调价方
案!其中备受关注的居民用气最低上
调

*2),

元
3

立方米!同时!供气部门首
次提出居民用气实行阶梯价%

第一套调价方案的内容为#建立
居民用气销售基准价格! 由现行的
/2%

元
3

立方米调整为
/2',

元
3

立方
米2建立阶梯用气量价格!每户月用
气量在

,*

立方米及以下的! 适用
/2

',

元
3

立方米的基准价! 每户月用气
量超出

,*

立方米的! 超出部分适用
42,

元
3

立方米的阶梯价2学校教学和
学生炊事'生活热水用气按照政府有
关规定执行2学校采暖类用气适用

42

,

元
3

立方米2商业用气价格由现行的
42"

元
3

立方米调整为
42&

元
3

立方米%

工业及鼓励类服务业用气价格暂不
调整!仍按

42,

元
3

立方米执行%

第二套方案中!居民用气销售价
格由现行的

/2%

元
3

立方米调整为
42/

元
3

立方米2学校用气按照政府有
关规定执行2商业用气价格由现行的
42"

元
3

立方米调整为
42&

元
3

立方米%

工业及鼓励类服务业用气价格暂
不调整%

如果用户每月用气
/)

立方米!

按第一方案! 燃气消费月支出将为
4,2),

元! 比调价前增加
"2,,

元2按
第二方案则燃气消费月支出为

4#2)

元!比调价前增加
%2,

元%

另悉! 燃气部门还提出了实行
天然气上下游价格同向联动机制 !

即国家定价的管道气按照国家调整
价格的幅度同向联动! 报价格主管
部门审批2市场化采购的高价气!由
企业与用户协商确定供气方式及销
售价格%

$%&/"

郑州燃气提出两套涨价方案

壁挂炉用户每月可购气$%&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0郑州房
产救市新政从

//

月
)

日开始实施%

//

月
"

日! 记者走访了相关部门!

咨询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在房产新政中! 个人首次购买
'*

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
税率暂按房价的

/5

征收! 首套房
证明由郑州市房管局出具% 但首次
购房有什么标准! 很多购房者都不
太明白%

郑州市房管局对此进行了解
释# 只要在房管局的微机系统里!查
不出购房人名下有房产即可!此前单
独购房'与其他人共同购房'购买房
改房和安置房!均不属于首套住房%

在二手房交易中! 房屋不满
,

年上市的!要缴纳总房款
,2,5

的营
业税!这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大头&!

所以二手房交易双方非常关心% 根
据郑州市政府出台的房产新政!从
//

月
/

日起! 郑州市二手房交易
时!实行缴补分离!购房人先正常缴
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门
再将市' 区两级财政所得部分全额
补贴和返还%但

//

月
)

日房产新政
实施首日!郑州市二手房交易时!二
手房营业税并没有什么变化 %郑州
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接到市
政府文件后!已草拟了实施办法!将
在最近两天正式公布实施%

而对于免除印花税一项! 郑州
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房产新政规
定!从

//

月
/

日起!个人买卖住房暂
免征收印花税!目前!郑州市税务部
门已经按照该规定执行%

$%&/"

如何界定首套住房'免除印花税111

郑州楼市新政焦点解读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0

//

月
(

日!一辆农用车因下坡转弯刹车失
灵!翻入路边

/*

余米深沟中!警民
联手开展紧急大营救!成功将被困
司机救出%

当日
/)

时
"*

分!一辆满载锯末
的农用车行至巩义市康店镇赵沟村
时! 因刹车失灵翻入路边

/*

余米的
深沟中!司机右腿被卡在车内% 得知
消息后! 赵沟村的

(*

多名村民自发
组织!迅速赶到事发现场紧急营救%

由于沟深坡陡'树木杂草丛生!

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加

上农用车车头严重损毁!缺少相应
的工具!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为尽
快将司机救出!救援的村民打电话
向巩义市消防大队求援%

/*

余名消防队员和公安民警
很快赶到现场!消防队员用破拆工
具将被卡在驾驶室内的司机救出%

消防队员和村民们轮流用担架将受
伤的司机抬出深沟%

据悉! 被困司机杨某 !

)%

岁 !

洛阳孟津县人 % 此次事故造成杨
某右小腿受伤 ! 目前没有生命危
险%

$%&/"

本报通讯员 徐志伟 摄

农用车翻入
%'

余米深沟

警民联手紧急营救

'

)

*

#

$

!!#

&111

关注消防
共享平安
图

) !!

月
"

日!郑州市管城小

学和消防武警战士一起进行了一次

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通过现场教学!

师生们提高了安全防范意识和火灾

逃生能力$

"&

本报记者 郭 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