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节!清明上河园半价谢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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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朝步入画卷 !一日梦回千年 # $白天
的清明上河园是画一般的精彩 !晚上的大型
实景演出 % 大宋&东京梦华' 是梦幻般的传
奇#

% 虞美人'中不堪回首的南唐遗梦!% 蝶恋
花'中才子佳人的缠绵爱情!% 满江红'中战事
的惨烈与悲壮((

!

阕宋词为我们呈现出一
道道丰盛的北宋文化大餐)

"#

亩水面做舞台!

$%#

名演员亦歌亦舞 !晶莹剔透的夜光" 香车

宝马$ 直奔天际((宏大场面造就出震撼的
视听#

&%'#

年的 % 大宋&东京梦华' ! 在先期投入
()*+

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又投入了
*%%

多万元改
进!超豪华的舞台设备!超现实的艺术场面以及
强烈的视听震撼!让古城开封的狂欢之夜!在这
个夏季引来观者潮#

今年教师节恰逢周五!老师们一起来玩!不
用担心功课没备完!也不用担心第二天起不早#

晚上看完%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顺便还能
品品开封夜市美味!即使玩到半夜!也不会有什
么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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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投入巨资改版的% 大宋&东京梦华' !为
我们呈现新三大看点*调整细节意境更佳+投入
威亚宝马雕车滑过夜空+ 斥巨资营造中国第一
实景火阵!让该剧更有看头+更值得回味#

比如本剧第五幕% 满江红' !也是整场演出
的高潮#炮火的轰鸣和满江的红色!昭示壮怀激
烈的豪情与誓死杀敌的勇气# 为了更真实地渲
染环境!将这个" 高潮$推向更高的境界!使整台
演出更有意境!今年的演出新增加了" 火阵$!从
路边民居到皇宫大殿!大火" 烧$成一片!满眼的

" 大火$让所有观众沉浸在岳飞抗金杀敌的万丈
豪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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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实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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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鼓风机!巨大的红
绸子在鼓风机的吹动下! 像一团团熊熊烈火!

" 烧$得浩浩荡荡!贯穿了半个演出现场# 在中国
所有的实景演出中!这个火阵也是规模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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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 一年
一度的教师节如期
而至! 为庆祝这个
特别的节日! 表达
对广大教师的无限
敬意! 开封清明上
河园景区特推出

" 半 价 谢 师 恩 活
动 $* 教师节当天
, 本周五-前去观看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
% 大宋&东京梦华' !

凭本人教师资格证
可享受贵宾区 +

,

区 +

-

区门票半价
的优惠) 白天入园
凭本人教师资格证
也可享受半价优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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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着
急上班!发现路边扔着一叠钱!你会咋
办. 市民时女士用脚踩着这叠钞票!拨
打了

((%

报警!被警方称赞为机智#

昨天上午
"

时
*%

分许! 时女士上班
行经郑州棉纺东路!发现路边花坛上有
厚厚一叠人民币#

几张百元钞票被风吹到一旁!旁边
路人捡起后离去# 时女士忙走到跟前!

用脚踩着这叠钞票拨打
((%

报警#

几分钟后!郑州市特巡警三大队民
警张放+刘哲赶到现场时!时女士还踩
着钱站在原处#

见民警赶到! 她长出了一口气!向
民警简要介绍情况后!她说!还要赶紧
赶路上班#

至于为何要用脚踩在钱上报警. 时
女士说想尽量保全后报警#" 大街上人
多!如果我弯腰捡钱!别人看到!可能会
来冒领# $

两位民警很赞同时女士的处理方
式#" 时女士踩着钱!周围人因为不清楚
钱的具体数额!也不敢贸然上前冒领# $

截至发稿 !尚未见失主认领这笔
钱 # 民警称如果在法定期限内无人
认领 ! 会把这笔钱上缴财政或者福
利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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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有多少个棚户区!" 陈新年们$的命运会怎样.

昨日!郑州旧城改造办公室称!郑州符合改造条件的棚户区有*"个!年底前(.个开工改造

陈新年居住区!不在改造范围
!

月
0

日!商报对退休矿工陈新年生活了
&%

余年的区域进行了调查# 目
前!郑州有多少棚户区.命运怎样.昨日!郑州市旧城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张
先生说!郑州符合改造条件的棚户区有

*"

个!年底前
(.

个开工改造!但陈新
年居住区域不属于棚户区改造范围#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京广路上的郑州
市旧城改造办公室!一名不愿透露职位的张姓
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采访#

张先生说!经摸底核查!郑州现有符合改
造条件的棚户区

*"

个! 其中包括城市棚户区
和工矿棚户区# 随着摸底排查!会有所增减#

随后!张先生展示了%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的意见', 下简称意
见- #意见中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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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力争用
*

年时间!基
本完成全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其中!

&%(%

年实施
棚户区改造任务的

+%6

左右#

" 是否属于棚户区改造范围! 是有标准
的# $张先生说!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

建筑面积超过
&

万平方米!并符合" 房龄超过
4%

年的房屋比重达
+%6

以上$等条件的集中居
住区!才可列入城市棚户区改造#

" 这意味着!陈新年居住区不在目前的城
市棚户区改造范围内# $张先生说# 而经调查!

该区也不符合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条件#

张先生表示!一旦纳入棚户区改造!就会
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比如廉租房政策#" 有
媒体报道!陈新年可能会享受到廉租房!如果
这是真的!也仅是个特例# 没有被列入棚户区
改造范围的!就是不具备条件!不可能所有人
都像陈新年这样获得优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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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陈新年事件!" 陈新年$们的背后隐
藏着什么社会问题!健全的社会制度能容纳
他们吗. 对此!记者采访了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教授史璞#

史璞表示!" 陈新年$们是真正的弱势群
体!挖地洞的行为本身是个悲剧!社会发展
到今天!市民还会住不起房!挖地造房!完全

是走投无路!实属无奈#" 政府棚户区改造虽
然来得有点晚!但非常好# $

史璞建议! 政府应尽快帮助陈新年这
样真正的弱势群体解决问题#同时!尽快完
善住房制度和政府部门的职责#" 总之!政
府改造棚户区的初衷肯定是好的! 应该大
加鼓励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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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掉叠钞票!咋办.

她踩着钞票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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