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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速览·世相A06

新华社22日报道，英一男孩
对阳光过敏，晒一下就会出现刺
痛感和肿块。秋冬季节，他也必
须裹得严严实实才能出门。

奇 法制晚报22日报道，东北某
大学法律系学生在刀扎母亲后
将其从4楼推下，念“阿弥陀佛”
近半小时却不施救，已被刑拘。

痛 新华社22日报道， 日本
81岁老翁大路吉雄独自海外
求学， 终获社会老年学博士
学位。

赞昨日
最之

说说

沸点

严肃点，奏国歌呢
委乐团奏中国国歌跑调，专家解读为何“跑”得离谱

近40℃的高温，是不是
被热哭了？ 不过热哭之前，
很多人都已经被委内瑞拉
的一条新闻“弄哭”了。

20日，在一场欢迎仪式
上，委内瑞拉乐队演奏起了
中国国歌，可惜全程基本不
在调子上。整个曲子在外界
听来大概是这样的： 听开
头，你以为这是委内瑞拉民
歌。继续往下听，怎么听出
摇滚的味道？ 摇滚就摇滚
吧，还跑调，继续听下去，你
还能找到一点世界名曲“卡
农”的味道，最后好不容易
找到调了， 可是晚节不保，

又跑了……
三湘都市报记者将这

一视频发给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教授匡勇胜，他一
听就表示，“前奏的前两个
旋律音， 本来是大三度，小
号手吹成了小三度。”

记者采访从小学习音
乐多年的凌子老师，她也表
示，一听就愣住了，“国歌是
G调，你听他们吹的，根本就
没找到调，第一小号手一开
始起调高了，导致后面全乱
套了，尤其是‘最危险的时
候’后面三连音，明显慢了
好多拍”。

至于为何走调如此离
谱，她也解释称，“我们的囯
歌是协奏曲，别国不排练多
次，确实难吹。义勇军进行
曲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很激
昂，但别的国家可能对歌曲
中这种情感不太能理解，所
以把整个曲子吹奏得比较
深情。国歌是G调，第一个
小号手把G大调吹成了G小
调， 国歌是四二拍的节奏，
中间有一段要求是五连音，
比较快，但这个乐团演奏得
则有点慢慢吞吞的，有点国
外歌剧的形式， 不激昂，没
有国歌预期的效果。”

在仔细听了这首“义勇
军变调曲”数遍后，记者不得
不给自己洗脑， 这年头流行
“翻唱”， 委内瑞拉乐团也成
功利用这一点让自己国家火
了把。他们用“变调”在给我
们科普世界地理， 原来还有
个国家叫委内瑞拉。

网友称： 全怪第一小号
掉链子， 一张口就把大调吹
成了小调， 吓得第二小号瞬
间不敢出声，“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 这哥们猛然放慢一
倍，然后根本停不下来，全体
彻底崩溃， 要不是黑管奏对
一句，主旋律就全完了。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委内瑞拉火了一把

PS艳照敲诈长株潭多位领导
嫌疑人落网，称最近反腐力度较大容易敲诈

本报7月22日讯 连日
来，长株潭三市多位领导收
到“艳照信”。株洲石峰警方
接警后经过缜密侦查，于昨
天成功抓获嫌疑人田某。

本月9日，株洲市某机关
领导报警称， 自己收到一封
敲诈信， 信里夹有两张他与
一女子在一起的暧昧照片。

对方要其将2万元汇入指定
银行卡内， 否则将相片放到
网上进行炒作。 石峰公安分
局网安大队调查发现， 信内
艳照属PS合成。 经对嫌疑人
的汇款账号查询以及当天取
款监控视频的调查， 民警在
该市荷塘区荷塘月色小区将
嫌疑人田某抓获。

田某今年28岁， 娄底
人，今年4月来株洲打工。田
某认为当官的多少有些问
题， 最近反腐力度较大容易
敲诈，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进行敲诈。 因涉嫌敲诈勒
索， 田某已被株洲石峰警方
刑事拘留。 ■记者 李永亮
实习生 周思远 通讯员 牡丹

19日晚10点，成都突降
暴雨，一支由近20人组成的
老年舞蹈队在暴雨中齐跳
“小苹果”，不少年轻人也加
入其中， 场面堪称热闹红

火。 在广场舞火热的今天，
在继福州对广场舞“约法三
章”之后，西安市也采取了
“行动”。

21日，西安市政府法制

办召开《西安市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条例（草案）》立法听
证会，听取部分市民对于管
理公共场所健身娱乐活动
噪音的意见和建议。多数听
证陈述人认为，政府需要对
广场舞进行地点、时间和噪
音分贝的限制。有听证人建
议可在距离居民住宅较远
的公园等地划定专门区域，
人数限定在20至30人之间，
对其音乐声响控制在60分
贝以内，时间段不宜过早或
过晚， 活动时间控制在1小
时左右。 而对于打陀螺、甩
响鞭等健身娱乐活动，不少
听证陈述人认为这项活动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应该限
定活动地点。 ■据新华社

管理广场舞，西安开立法听证会

据新华社21日报道，深
圳市龙岗区石湖龙股份公司3
名“村官”因涉嫌职务侵占6万
元，引咎辞职后却获现任“村
官”力挺，领取经济补偿金共
计4.39万元。而现任“村官”为
其中一位“问题村官”的侄子。
面对市民举报的这件怪事，龙
岗街道办回应称，给离任干部
发补贴是历来习俗，且表决程
序合法，街道办不宜过多干涉
企业内部经营。

2013年3月， 石湖龙公

司原董事长曾汉文、原副董
事长周新娣、原董事曾日平
等人因涉嫌伪造26万元终
止合同套取6万元现金被村
民实名举报。鉴于涉嫌经济
违规，2013年4月，曾汉文等
3名村官向石湖龙公司股东
代表大会提出“引咎辞职”，
并经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目前，曾汉文被取
保候审，龙岗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正准备将该案移送检
察院起诉。 举报人郑女士

说，蹊跷的是，2014年4月走
马上任的现任村官曾科平，
次月便向离职的3人支付4
万余元的经济补偿金。而曾
科平实为曾汉文的侄子。

深圳龙岗街道办方面
回应称，股份合作公司对落
选或弃选的原班子成员，按
工作年限给予每满一年补
助一个月工资的待遇，是一
直以来的惯例。石湖龙公司
给上届班子成员发放经济
补偿金不违反现行规定。

“问题村官”引咎辞职反获补偿

本报7月22日讯 “老婆，不管你是贫
穷还是疾病， 我都会爱你照顾你一辈子。”
19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一名
西装笔挺的男人手捧鲜花， 深情款款地对
着病床上的新娘承诺着。没有盛大的仪式，
没有太多的亲友， 但这温馨的一幕却感动
了在场所有的人。

新郎朱校君与新娘张青菊相爱8年，原
定于7月19日结婚。但在今年5月30日19时
许， 朱校君骑摩托车载着张青菊往张的老
家赶，却在路上撞上一堆砂石，两人被重重
地甩出两米远。张青菊由于头部受到撞击，
昏迷了近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朱校君寸步
不离，日夜呼唤爱人的名字，张青菊终于苏
醒过来。为了兑现曾经许下的承诺，朱校君
决定在病房迎娶新娘。 ■记者 聂诗茼

直击

男子唤醒沉睡未婚妻
病房内如约举行婚礼

【点评】甜蜜不是爱情的标尺，
艰难才能映照爱情的珍贵。

本报7月22日讯 无名小店里，30多
岁女子被发现倒在血泊中，6个小时后，嫌
疑人在潜逃路上被民警抓获。 今天上午，
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通报了这起故意杀
人案。25岁的嫌疑人封泽球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21日上午10点，望城高裕北路89号一
家无名小店里突然传出尖叫声：“死人啦！”
邻居闻讯赶过去发现一女子躺在血泊中，
早已没了心跳。

案发现场，望城警方发现带血的水果
刀和捂嘴用的胶带。 女死者张某某，30多
岁，湖南常德人。民警根据小店旁的监控
确定了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同时追踪到了
嫌疑人的潜逃方向。当天下午4点，民警在
望城区乌山镇一砖厂将嫌疑人抓获。嫌疑
人封泽球25岁，桃源县人。经审讯，封泽球
交代，他与受害人发生纠纷后，用水果刀
将其杀害后畏罪潜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陶潇潇

小店内女子被杀
望城警方6小时破案

【点评】是多大的仇恨，以至于
要置人于死地。

据北京青年报21日报道，北京的一家
房产中介公司日前建立了一个京城凶宅数
据库， 在他们的统计中， 北京目前至少有
900所凶宅。对于建立凶宅数据库的原因，
这家公司的相关人员称是由于遭遇多次
“凶宅”交易纠纷，并因此吃亏。虽然“凶宅”
在中国的传统意义里有不吉利的意思，但
是也有许多人并不介意购买“凶宅”。

据了解，位于北京花园桥附近一处凶宅，
原房屋主人在屋里上吊自杀， 他的家人转手
卖出，直到它找到了现在的主人为止，这处凶
宅已经转了两次手。 购买者是一名医生。“生
老病死不过是自然规律。”多年的行医让他明
白，生死并非那么重要，最终他欣然买下。一
名法警也购买了一处凶宅。 在他的工作中见
过太多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因此屋子死没死
过人，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一地产中介公司品牌中心总监徐东华
也曾统计过凶宅的购买者， 发现买来自住
的购房者中， 老年人居多。“他们多是将这
些事看得很淡。”

北京凶宅近千处
购房者老年人居多

【点评】俗话说得好：没做亏心
事，不怕鬼敲门！

图区

据报道， 中国山东几个
农民用废弃汽车部件建造15
米高“变形金刚”，几可乱真。
还供出售， 约人民币10万一
个，供不应求，已卖出了100
多个。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点评】这算侵权吗？

农民造变形金刚
已卖掉百多个

据外媒22日报道， 日本
知名的胶囊旅馆“九小时”20
日进驻东京成田机场。每个胶
囊房间高1米，长2米。入住9
个小时只要238元人民币，每
小时91元人民币， 比一般酒
店便宜许多。 ■据中国日报

【点评】@培土浇水：和
棺材一样，会不会觉得闷呢？

机场现胶囊旅馆

据新华社22日报道，美
国经典动画片《辛普森一家》
广受喜爱， 新西兰27岁男子
李·韦尔是狂热粉丝之一。他
把动画片主人公霍默·辛普
森的形象文在左臂， 多达41
个，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点评】真是美丽的“画
壁（臂）”呀！

“辛普森”文身
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