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海峰，请领存折

山城区窦女士昨日来电反映：她的同事

程国友 2 1 日早晨途经山城区老党校附近

时，捡到一个建行的存折，存折上显示的失

主姓名为郝海峰， 希望失主看到消息后，拨

打 1 3 5 6 9 6 3 3 5 7 3 与程先生联系。

晨报记者 苗苗 实习生 王风娇

葛超，请领身份证

市民杨顺福来电反映：他前段时间经过

新区淮河路市中医院门口时，捡到一张身份

证，身份上显示的姓名为葛超，身份证号码

后四位是 2 0 1 x，希望失主看到消息来晨报编

辑部领取身份证。 晨报记者 秦颖

市慈善总会启动 2012 年

贫困口腔患者救助活动

救助对象新增

低保户和贫困学生

晨报讯（记者 秦颖）市慈善总

会联合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垫资

5 万元启动 2012 年慈善爱心口腔诊

治救助活动， 这是记者 21 日从市慈

善总会了解到的消息。

今年不仅城乡五保老人、 孤儿、

残疾人、60岁以上农村复员退役军人

可享受到救助，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

员、贫困学生也可享受口腔治疗救助。

口腔治疗救助项目包括治疗牙

病，修复义齿，拔牙、补牙及治疗口腔

溃疡。 口腔治疗救助优惠项目包括免

除检查费，500 元以内义齿修复全部

免费，其他治疗项目按 30%减免费用。

年底前，符合条件的患者可持身

份证复印件或户口簿复印件， 五保

证、孤儿证、残疾证、退伍证复印件，

县级以上慈善机构的证明信，到医院

接受救助。

“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

思想，我市也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推动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 群众广泛参与和浓郁的

文化氛围是培育文化发展果实的土壤。 青

年是时代的先锋，也是文化的先行者，青歌

赛作为团市委创立的传统品牌， 广受青年

朋友欢迎。 ”3月 21日，谈起鹤壁市第四届

青年歌手大赛的举办情况， 团市委副书记

李秀琴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音乐非常活跃，《弯

弯的月亮》 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经过这么多

年还‘飘’在我们耳畔。那时候，唱歌是时尚

的标志，在那样的背景下，团市委结合时代

特点， 于 1998 年举办了我市第一届青歌

赛。那次尝试取得了很大成功，发现并成就

了一大批至今仍活跃在教学、 研究及表演

一线的音乐人才。”李秀琴说，第二届、第三

届青歌赛成功举办后， 青歌赛已经成为团

市委的一个知名品牌。

“为了让更多市民参与进来，今年的青

歌赛我们取消了往届的乐理问答、 乐理试

唱环节，凡是 14 岁至 45 岁能唱、爱唱的，

都可以报名参加。 ” 谈到本届青歌赛的特

点， 李秀琴表示， 今年青歌赛的群众性之

广、媒体运作之活，是历届少有的。“为了发

现选手、培养选手，我们还会请专业人员对

进入复赛和决赛的选手进行指导、包装，让

选手在舞台上更有表现力。 ”

“这次活动得到了市委宣传部、鹤壁日

报社和市文联的大力支持。 冠名单位是河

南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 该公司负责人称

希望本届比赛的金奖得主能成为他们的签

约歌手。 我们也希望通过本届青歌赛发现

更多热爱音乐的人， 打造更多鹤壁本土的

歌唱新星。 ”李秀琴说。

李秀琴表示， 欢迎那些希望通过歌声

表达情感、展示才华的青年，勇敢地站到青

歌赛的舞台上，放声高歌，绽放光彩！

鹤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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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霰、冰粒、中雨

我市旱情已基本解除

晨报讯（记者 苗苗 实习生 王风娇）

“突然下冰雹了，砸得脸生疼。 ”昨天上午，不少

市民反映，我市突然下起冰雹。 记者从市气象局

了解到，这不是冰雹，实为霰（xiàn）或冰粒。 21

日上午 8 时 40 分起，我市淇滨区、淇县、浚县等

地先后出现霰或冰粒局部阵性降水现象， 持续

了约 15分钟。

昨日上午，“下冰粒” 成了我市不少网民的

热门话题，从 21 日上午开始，便有人发微博，称

鹤壁下冰粒了，还有人上传了图片。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 冰粒是空气中的水

在下落过程中遇到近地层较低气温， 凝结成小

冰晶降落到地面，通常如米粒般大小，这在冬末

春初属于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 霰又称雪丸或

软雹， 由白色不透明的近似球状（有时呈圆锥

形）的、有雪状结构的冰粒子组成的固态降水，

着硬地常反跳，松脆易碎；冰雹是强对流天气之

一，多发生在夏季，在体积上比冰粒大，一般直

径大于 5毫米。

进入 2012 年以来，我市降水量偏少，全市

旱情有所发展。 21日凌晨，相关部门先后出动高

炮、火箭、地面燃烧炉等作业装备，在全市范围

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增雨效果十分明显。 在自然

降水和人工催化共同作用下，全市普降中雨，截

至 21日 17时，全市降雨量在 10毫米至 22毫米

之间，最大雨量出现在淇滨区钜桥镇，降水量达

22.7毫米。 此次降水使我市旱情基本解除，当前

正值小麦返青拔节的关键时期， 此次降水对小

麦生长十分有利。 （线索提供：靳冰凌）

工伤人员退休后

有没有相关补助？

浚县居民尹会道 1 9 日来电咨询：他

1 9 7 0 年参加工作， 1 9 7 6 年受了工伤（有工伤

证）， 1 9 9 8 年提前退休。退休后，因为工龄短，

他的退休工资比较少。 他想知道受过工伤的

人退休后有没有相关补助。

尹先生，记者帮您咨询了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工伤处。 该处工作人员刘女士表

示，工伤人员受工伤后可以享受医疗费等补

贴，退休后没有相关补助，但旧工伤复发产

生的医药费仍可以部分报销。

晨报记者 张小娜

孩子户口可以下到

外地爷爷奶奶名下吗？

市民杨先生 1 9 日来电咨询： 他和妻子

的户口都在鹤壁，孩子爷爷奶奶的户口在周

口，他们想把孩子的户口下到周口，能这样

办理吗？

杨先生，记者帮您咨询了市公安局户籍

科。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新生儿入户，

必须随父或随母；如果是户口迁移，需要当

地派出所出具准迁证。

晨报记者 张小娜

在鹤壁工作退休回安阳

养老保险年审在哪儿办？

市民苏先生昨日来电咨询：他家有位老

人，年轻时在鹤壁工作，现已经退休，居住在

户籍所在地安阳，养老保险的年审可以在户

籍所在地办理吗？

苏先生，记者帮您咨询了市社会保险管

理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养老保险年审可

以在户籍所在地安阳办理，老人本人只需带

上退休证、身份证，即可到安阳市社保局退

管科办理相关手续。

晨报记者 苗苗 实习生 王风娇

房屋没人住

是否交物业费？

新区姬先生昨日来电咨询： 他在市委 3

号院买了一套房，但没在里面住，房子闲置

着，这种情况他是否要向小区物业公司交物

业费？

姬先生，记者帮您咨询了市房管局物业

科。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物业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小区物业的服务范围是整个

小区的公共环境，从交房之日起，业主就要

交物业管理费，您不能以房屋无人居住为由

拒交物业费。 晨报记者 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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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清明节特别策划：文明祭扫 绿色清明

给故去的亲友写封信吧

晨报讯（记者 王帅 实习生 樊琳琳）

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本报推出特别策划“文明

祭扫、绿色清明———寄给故去亲人一封信”活

动，旨在向全社会倡导新型文明祭扫活动，通

过追思怀远，缅怀逝者，宽慰生者。 您想与逝

去的亲人或友人进行一番跨越时空的倾诉

吗？ 那么，请您给故去的亲友写封信吧！

即日起至清明节， 本报将开设“缅怀亲

人”栏目，收集生者写给逝者的信件，或追忆

逝者一生中最精彩的瞬间， 或记录逝者平凡

生命中不平凡的故事， 或追溯逝者短暂生命

中闪光的故事……

3 月 22 日 ~4 月 4 日， 读者可将信件发

至《淇河晨报》记者部，也可通过电子邮件（邮

箱：cn4 1 0 0 9 0 @ 1 2 6 . com ）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本报将在“缅怀亲人”专栏选登感人的读者信

件。同时，鹤壁网（www. hebiw. com ）还将开设

“天堂信箱”，您可将信件投进“天堂信箱”，倾

诉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本报计划收集 444 封“天堂信件”，于 4

月 1日在鹤壁憩仙居生态陵园内举行放飞或

树葬仪式，让气球带着对逝去亲人的哀思，飞

向远方；或将信件埋于树下，让思念“生根发

芽”。

站到舞台上放声高歌，绽放光彩！

———访团市委副书记李秀琴

□晨报记者 秦颖 /文 鹤壁网记者 张宁 /图

李秀琴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上图为降在地上的冰粒，下图为落在挡风玻璃上的冰粒。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