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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预动活者记小

!锦绣江南杯"学采访#比摄影
小记者大练兵开始报名啦

房展会又为小记者练兵提供了大舞

台! 为鼓励小记者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发

现家乡的美"培养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的理想和情怀" 更重要的是鼓励广大小记

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长知识才干"

为建设美丽和谐的新周口添色增彩" 由本

报举办的$锦绣江南杯%学采访&比摄影小

记者大练兵活动将于
#

月
+2

日 '周六(在

五一广场房展会上正式启动) 如果你有写

作及摄影特长"赶快报名参与吧!

活动说明!

!-

活动时间 !

#

月
+3

日 "周六 #下午
4

时$

活动地点!周口五一广场"锦绣江南展

厅集合%$

报名电话!

!5$4,+"366$

!6#34#"55##

+7

参与活动时& 小记者须携带小记者

证'帽'包'本(可自带相机及摄影器材(凭

小记者证签到&每人获赠礼品一份$

4-

活动期间&本报编辑'记者分组带领

小记者进驻各家楼盘& 每组对楼盘相关负

责人'销售经理'客户进行采访'拍照&锻炼

小记者采访及摄影能力&让小记者听讲解'

看沙盘'询价格&从孩子的视角认识楼盘'

了解居住动态'感悟多彩生活$

"-

活动要求!用小记者的眼睛搜寻周

口'用小记者的情怀拥抱周口'用小记者的

心灵感知周口'用小记者的笔触描写周口&

反映周口的新面貌& 折射出周口老百姓的

新思想'新生活'新观念$体裁以消息'调查

报告'记叙文'想像作文'诗歌为主$作者也

可以把镜头对准自己居住的小区或同学'

亲戚家的小区&也可走上街头去探访'去发

现&美丽的景色'感人的画面都有可能通过

你的构思和拍摄&最终与大家分享$

6-

活动结束后&每名小记者提交
633

字

左右文字作品一件及摄影作品一幅& 发送

至邮箱!

%&'(89%*!+,-./0

$ 所提交的作品

须注明小记者姓名'编号'学校班级'辅导

老师及联系方式$ 周口晚报)小记者周刊*

将择优刊登入围作品$

,-

奖项设置!此活动对作文及摄影作品

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

获奖作者将获得精美礼品及荣誉证书$ 此

活动时间是本月
+3

日起&本月
43

日截稿$

!3

月中旬评选揭晓$颁奖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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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宋风 文
'

图

把车停到自家小区内"该不该向小区物

业交停车费* 这一话题一直被私家车主广为

关注) 今年
5

月份"周口东新区一小区物业

向业主收取停车费"引起业主不满"最后收

费一事不了了之"那么小区物业有没有权力

向业主收取停车费* 在哪种情况下可以收

费* 近日"记者采访相关部门寻找答案)

)*%./01234

东新区一小区业主张先生反映"他所在

的小区今年暑假前贴出公告"通知小区的私

家车车主每月缴纳停车费)张先生说+$小区

里的公共停车位应该是属于大家的"物业公

司有什么权利向我们收钱* %因为业主们一

致认为物业公司这项收费不合理"所以交钱

的人很少)

但是不交停车费的业主也受到了来自

物业公司的压力)$没交停车费的业主"开车

经过小区门口时"门卫不给放行"要商量半

天才能过) %张先生说"今年
5

月中旬"小区

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5

月

!"

日"张先生开车回到自家小区时"发现不

交停车费的业主想要进入小区"连跟门卫商

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多名车主在小区大门前

等着门卫放行车辆"但迟迟没有回应) 于是

愤怒的业主用车堵住小区大门"向物业公司

讨要说法) $如果收费的话" 是应该有依据

的) 物业公司告诉我们业主"他们已经办理

了收费手续" 但是一直没有拿出来让业主

看) %张先生说)

#

月
!6

日" 记者与市发改委和市住建

局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得知这个小区并

未办理收取停车费的相关手续)

56%7)89:;<&=

近日"一则标题为,今天我才发现小区

停车费是不用交的!-的网帖在网络上流行)

网帖首先引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四条中的内容)第七十三

条规定+小区内的道路.绿地.公用设施和物

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七十四条第三

款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

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随后"网帖作者介绍"关于收取停车费"

最常见的有两种性质+一为土地使用费/一为

保管费用)作者针对土地使用费.保管费做了

解释"提出+既然小区内的公共用地属于全体

业主共有"那么物业公司凭什么收停车费*

网帖作者认为"物业公司是全体业主雇

佣的小区服务单位)无论是哪个部门或个人

赋予物业公司向业主收取停车费的权利"物

业公司都应当拿出正规的审批手续向业主

证明)

#$%&=>&=()*+,-

#

月
!6

日" 记者前往市住建局相关科

室咨询业主在小区里停车该不该向物业交

费一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四条中"

$小区内的道路.绿地.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

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

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

主共有) %两句话的结尾中$属于业主共有%

这句话起到关键作用)因为这意味着以上设

施的所有权归小区业主"既然所有权归小区

业主"那么该不该收费"怎么收费"都应当由

小区业主自己说了算)

市发改委物价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文件"物

业服务内容. 标准以及物业服务收费方案由业

主大会制定" 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

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委员人数不足总数的
+ #!

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可以由物业所

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

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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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历时两年多篆刻!弟子规"全文

!

晚报记者 王晨

郭风今年
6,

岁"业余爱好是篆刻艺术"

多年来刀笔不辍)$喜爱国学"传承国学)%郭

风说" 因为想为国学经典的传承做点事情"

他历时两年多"终于完成,弟子规-的全文篆

刻)

川汇区荷花办事处永光社区的郭风不

仅是一名国学爱好者" 还是一名篆刻爱好

者) 他介绍"几百年来"有不少人用草书.小

楷等书法形式来展现,弟子规-"但篆刻形式

的,弟子规-却很少人有尝试)

+3!+

年年初"

郭风开始篆刻,弟子规-) $我希望大家都能

读读国学"看看,弟子规-"这是我们中国人

的0根1) %郭风说"他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让

更多人感受到国学的魅力)

2,弟子规-全文
4,3

句"共
!353

字"三

字一句"两句一韵) %历时两年多"郭风终于

完成了自己这项创作计划"共刻印
+33

余方

篆刻作品)$虽说手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但

,弟子规-的篆刻终于完成"也算是了了我的

一个心愿) %

从决定篆刻,弟子规-全文那一刻起"郭

风就没有闲着)从每块章料的选购到每个篆

字的查询"他都仔细琢磨) 他翻阅各种版本

的,弟子规-和字典"并利用网络查阅资料"

确定了每一个字的正确写法后" 再勾勒印

稿)

篆字和现代汉字不一样"同一个字可能

会有好几种写法"个别字必须借助现代工具

查询) 章料需要一块一块磨平"反写在章料

上并在不同样式和质地的石料上全手工刻

字"遇到不满意的还要多次修复) 看着郭风

心细如发地篆刻"不少朋友连连感叹"篆刻

艺术真是一项细致活)$既然做了"就尽量做

到最好) %郭风认真地说)

郭风深深痴迷于篆刻艺术"他下一步的

目标是完成,三字经-和,百家姓-的篆刻长

卷) 直至现在"郭风的双手也经常被刻刀所

伤) 因长期篆刻"双手长有硬茧) $这是因篆

刻起的老茧"但是篆刻带给我的那种安静和

不浮不躁的感觉"是什么也替代不了的%)

呼吸道疾病患者#扎堆$看病

?@A BCD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本报讯 中秋节过后"秋雨连绵"天气

变凉"

54

岁的王老先生因慢性支气管炎.肺

气肿等呼吸道疾病发作"不得不在市中心医

院住院治疗33

#

月
!,

日" 记者在市中心

医院看到"由于近日秋雨较多"气温变化无

常等原因"像王老先生这样患上呼吸道疾病

的患者较平时增多"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呼

吸道疾病患者一时出现%扎堆%看病的现象)

当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心医院儿科门诊

看到"来看病的孩子络绎不绝) 不少孩子有

咳嗽.流鼻涕.发烧等症状"令家长十分担

忧) 在儿科住院部"由于患病住院的孩子较

多"连病房外的走廊里都放满了病床) 据了

解"这些孩子大多患的是呼吸道疾病)

一名儿科医生介绍" 近日阴雨连绵"天

气骤然转凉)两岁以下的幼儿由于各种免疫

功能还不完善"机体抵抗力较弱"容易患上

各类呼吸道疾病) 2我们家的宝宝这几天老

是发烧"有时还咳嗽"医生说这是呼吸道疾

病"为了让孩子的病早点好起来"我们就选

择了住院治疗) %守在一岁多女儿病床边的

市民张女士说)

与此同时"在该院呼吸内科"前来就诊

的成年人也明显增多" 患急性支气管炎.肺

炎.肺气肿.哮喘病等呼吸道疾病的
,3

岁以

上的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市中心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医师张艳莉说"近段时间接诊的呼

吸道疾病患者确实比平时增多"而且不少病

人患上呼吸道疾病以后" 还存在治疗难度

大.一时难以痊愈的现象)

张艳莉提醒市民"天气转凉"市民一定

要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增加衣物"不要等到身

体感觉冷的时候再想起穿衣服) 在饮食上"

市民要多吃些清淡食物" 少吃辛辣的东西"

平时加强身体锻炼"增强身体抵抗疾病的能

力)此外"市民一旦出现气喘.咳嗽.流鼻涕.

发烧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由于呼吸

道疾病属于一般季节性疾病" 较容易治愈"

为此市民也不要大惊小怪)

社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