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鑫川8号”海轮途经南京长江大桥
时与大桥六孔与七孔之间的桥墩碰擦，在大桥下
游3.5公里处水域沉没， 船上18名船员全部获救。
图为桥墩上被轮船碰擦留下的痕迹。 新华社发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蔡矜宜）北京时间
12日凌晨，由于皇马客场被西班牙人队1比1逼
平，巴塞罗那队未发一兵一卒，提前4轮夺得球
队历史上第22个西甲联赛冠军，这也是巴萨近
5个赛季的第4冠。

皇马在联赛还剩两场比赛的情况下落后巴
萨7分， 眼睁睁地看着对手登上了冠军宝座。本
赛季，巴萨不但是西甲积分最多的球队，还是进
球最多的球队，34轮打入105球，只输掉了对皇
家社会和皇马的比赛。“球王” 梅西在自己连续
出战的20场比赛中都有进球，距离自己单赛季
50球的联赛纪录还差4粒。

巴萨提前4轮夺冠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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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后，在举国支援下，灾区百姓以
倔强的劲头迅速开启了家园的重建。

汶川地震五周年前夕， 记者重访了他们
中的一些人。这些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当年喊
出“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困难能战胜”口号，
靠勤劳的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在芦山地震后
又毅然冲到一线……

舞者廖智：“我找到了生活下
去的意义”

廖智原本是四川绵竹汉旺镇的一名舞蹈
老师，拥有一个幸福的家，生活简单平静。汶
川地震她失去了最爱的女儿和热爱跳舞的双
腿……

记者日前在成都见到廖智时， 她刚刚从
芦山地震救灾一线返回，在那里，她成为一名
志愿者。

眼前的廖智，一袭简单的粉色吊带长裙，
随意披散的长发，身材娇小柔弱，笑起来像一
个孩子。她走起路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在
她身上看不到地震留下的阴影。

“我曾因为疼痛想选择用轮椅度过余生，
但是家人的爱还有对生活、 舞蹈的爱让我一
步一步坚持下来。”廖智说。截肢两个月后，廖
智跪在大鼓上翩翩起舞，被誉为“无腿舞后”。
装上假肢的她拼命练习， 从简单行走到最后
能自由舞蹈。

芦山地震发生后， 廖智第一时间奔赴雅
安，在抢险救灾一线当起志愿者，送粮、送衣、
送发电机、 搭帐篷。 她要以地震亲历者的经
验，为救灾出力。

重建者石光武：“有手有脚有
条命，天大困难能战胜”

49岁的石光武是青川县黄坪乡枣树村村
民。汶川地震使枣树村家园尽毁，余震还在不
断发生时，右手残疾的石光武，就开始带领全
家人擦干眼泪、重建住房。

为了把自家的小卖店经营下去， 石光武
每天骑自行车入城进货， 来回要6个小时。在
他的坚持下，小卖店一直没有断货。

2008年国庆节， 震后不到5个月，“独臂
英雄”石光武一家搬进了重建的永久性住房。

“有手有脚有条命， 天大困难能战

胜” ———在石光武的带动下， 枣树村村民
亲帮亲、 邻帮邻， 新房子陆续建成， 枣树
村成为青川最早完成重建的村子。

今年5月8日， 记者在重建后的枣树村见
到石光武，他正在自家小卖店忙碌着。这几天
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 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
影《石青川》即将公映。

汶川地震发生后， 有作家以他的故事为
主线写了一本书；2009年，他在全县宣讲，为
受灾群众重建家园鼓劲；2011年，电视台来拍
摄纪录片，请他参与演出……

感恩者唐雄：“现在我也用这
份温暖关心别人”

北川县中医院医生唐雄，地震后被埋139

个小时，最终被海南救援队救出。唐雄先后被
送到北京和绵阳医治， 并接受了右脚掌部分
切除。震后第二年，唐雄拄着拐杖返回北川，
在板房中为别人治病。

“养病时间太长，没事干，想上班。”
唐雄说，现在，他虽然是残疾人，走路时

间一长，脚就会疼，也不能跑步，但是和被埋
130多个小时的绝望相比，他非常知足。

他感谢海南救援队，感谢为他医治的权威
专家，感谢治疗期间陪伴他的志愿者们……

警花蒋敏：“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

北川人蒋敏， 汶川地震后“最坚强的警
花”， 五年前她失去了2岁女儿在内的10位亲

人，却依然坚持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现在她过
得还好吗？

记者日前在成都见到蒋敏时， 她的脸上
写着疲惫。震后第二年，她从彭州市公安局公
民路派出所调到成都公安局反恐支队工作，
现在的工作量更大了。

“选择当警察是我从小的愿望，既然选择了
就不后悔， 这是一个比其他工作付出更多的职
业。汶川地震发生时，我相信当时所有的警察都
会这样，像这次芦山地震一样冲在最前方。”

2011年，蒋敏怀上了宝宝，她希望孩子健
康就好。

2012年，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现在，孩子十个月大了。蒋敏的生活简单

平淡。 （据新华社成都5月12日电）

多难励志 川人不屈
———汶川震区人物五年重访印象

新华社记者 海明威 余里 蒋作平

“国五条”地方细则今年3月出台以来，除
北京市以外， 有关二手房交易个税按个人所
得的20%征收政策， 在许多地方并没有明确
实施时间，因而一直处于“悬空”状态。

业内人士认为， 新一轮房地产的调控难
度很大，一方面不能放松现行的政策导向；另
一方面， 不解决股市等资本市场长期不景气
的问题， 不解决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
的问题， 恐怕难以厘清资本追逐利润所带来
的楼市异化问题。

增税“言之凿凿”，地方“听之藐藐”
从3月底至今，北京、广州、深圳等35个城

市发布了各自的实施细则。 针对20%个税政
策，除北京明确规定自4月1日起实施外，绝大
多数城市重申了国务院文件的要求， 并未说
明何时开始实施。

为何出现这一现象？据了解，一些城市房
屋登记系统时间不长，存在不少“大龄房源”，诸
如老公房、房改房等，核价难度很大；由于“阴阳
合同”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平核价并不容易。此
外，住房购买、装修和使用过程中，涉及多项支
出，若要准确界定“转让所得”，也有难度。

据分析， 一些地方对个税政策带来的冲
击力准备不足。今年3月，有的地方出现“离婚
潮”，争议矛头直指增加个税政策。中国房地
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说， 这些年房
价早已翻番，增加个税政策一旦实施，杀伤力
很大，对其影响要有充分的估计。

房价环比上升，“地王”再度回归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 今年4月全国

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上涨
1.00%， 自2012年6月以来连续第11个月环比
上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3月
进行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显示，对
于未来六个月全国平均房价趋势，8%的经济
学家预期“上升10%以上”，比上季度增加7个
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地王”再度回归。5
月6日，广州白云同宝路土地的出让经历了近

200轮争夺， 成交的楼板价高达每平方米
25597元，溢价率达到1145%。4月以来，厦门、
长沙、天津等地都出现了高溢价地块。

据了解，2010年至2012年， 每年供地完
成率均不到七成。国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供应15.08万公顷。供
地计划能完成几成，尚待观察。

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总监宋会雍认
为，房价坚挺，“地王”回归，会增加政府调控
的难度，但是，既定政策又不能走过场，还要

保持一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可见政府调控
面临着两难的处境。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
杰说，一方面要严格执行限购、限贷政策；另
一方面要加快使已建成的保障房投入供应，
而相应的考核、问责等程序也要及时跟进，发
挥实效。

撬动银根地根，建立“长效机制”
业内人士分析，我国股市、基金等资本市

场长期低迷，不能实现多数人的资本“保值增
值” 的愿望， 加上土地财政的无可替代性因
素，地方经营土地的冲动难以遏制，以至于楼
市“保值增值”的作用明显，因而资金不断涌
入这一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 建立房地产稳定发展的
长效机制， 不能只一味地限制房价及购房需
求，而应该在加快土地供应、改革“土地财政”
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

顾云昌等人建议， 要调整财税体系和中
央地方事权体系，加快建立替代税种、加大转
移支付力度，“多予少取”，使地方政府的土地
依赖切实降低。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认
为，必须遏制楼市作为“投资品属性”的不断
膨胀。

该院研究发现， 商品房量价水平与货币
政策的周期性变化密切相关， 宽松的货币政
策会刺激房地产业发展，引发房价上涨；紧缩
的货币政策会抑制房地产业发展， 引发房价
下跌或上涨幅度趋缓。

（据新华社上海5月12日电）

20%个税政策为何“悬空”
无动于衷

新华社发

5月12日， 北川群众和从各地赶来的人们在北川老县城祭奠地震遇难者。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四川泸州5月12日电 5月12日下
午， 四川省在泸州市紧急召开安全生产电视电
话会议。 会上， 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付建华表
示， 此次事故的原因初步分析为： 桃子沟煤矿
涉嫌非法组织生产， 在未批区域违规设置多个
作业点， 在通风性差的条件下作业， 导致瓦斯
浓度增大， 遇火爆炸。

5月11日14时20分，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富
集镇桃子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截至目
前， 事故导致28人遇难， 8人重伤， 10人轻
伤， 其中3人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获悉，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桃子
沟煤矿“5·11” 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 安全监
管总局要求立即在四川全省煤矿开展停产整
顿， 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 并坚决关闭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

四川泸县重大瓦斯爆炸
事故原因初步查明

据新华社广州5月12日电 广东省惠州市
12日上午通过其官微“平安惠州” 对外发布，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发生一起5名中学生先后
落水溺亡的意外事故。

5月11日上午， 博罗县罗阳一中8名初二
学生相约一起到东江边烧烤。 期间， 一名男同
学疑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 其4位同学发现
后手牵着手去施救， 结果不幸一齐落入江中失
踪。 其余3位同学见此情况立刻报警求助。 公
安、 消防及民间捜救队立即组织搜救。 至当晚
22时许， 5名失踪学生遗体被打捞上岸。

广东1学生落水
4同学施救不幸全部溺亡

太极名师将走进社区、乡镇，免费传授太极拳

全国初高中篮球联赛高中组决赛落幕

长沙明德中学获亚军
本报5月12日讯 （记者 王亮）2013全国初高中篮球联

赛高中组决赛第3场比赛今天结束，主场作战的长沙明德中
学队以48比64不敌清华大学附中队，从而以总比分0比3落
败，获得本届赛事高中组亚军，清华附中队则实现“7连冠”。

明德中学队今年首次杀入全国决赛， 决赛采用5场3胜
制，在已经结束的两轮比赛中，明德中学队分别以54比78和
65比68失利。今天的比赛中，明德中学队在上半场还能紧紧
咬住对手，但终究因实力有所差距，下半场被拉开比分，最
终以16分的分差失利，获得本届大赛的亚军。

明德中学男篮是我省高中篮球传统强队， 多年来在省内
取得辉煌战绩，虽然未能站在本次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但获得
全国亚军已经创造了湖南在国内各级篮球赛中的最好成绩。

效力于CBA球队东莞新世纪队的长沙籍球员罗汉琛
今天也来到比赛现场，为家乡球队加油。他在中场休息时与
6名球迷一起进行互动游戏。 赛后他还为获得总决赛MVP
的清华附中球员吴鹏博颁奖。

罗汉琛赛后表示，“明德中学是第一次闯入决赛， 对手
又是传统强队，最后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闯入决赛就
已经是胜利者，为湖南篮球争了光。”

图为明德中学队（左）与清华附中队在赛场
激烈拼抢。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王亮）如
果你还认为太极拳只是中老年人的
专利，那你就错了。湖南省首届太极
拳健身月活动今天在省烈士公园启
动， 前来参加活动的不仅有中老年
人，众多“90后”、“00后”青少年也在
现场秀了一把。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
斌出席了今天的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与省太极
拳运动协会联合主办， 今天在全省
各个市州同步启动。 在今天早上的
活动现场， 从省烈士公园南门至烈
士塔， 整条大道都在进行太极拳展
演， 太极拳传统套路、 竞赛套路以
及太极推手、 太极剑、 太极扇等方
阵表演分别上演， 为市民带来一场
震撼的“太极秀”。

进行展演的各路好手中， 不但
有年逾6旬的老人， 众多“90后”、

“00后”也参与进来，成为活动现场
的亮点。 其中省中医药大学传统保
健队的“90后”们带来了“五禽戏”、
“太极扇”等表演，一些10岁左右的
小“太极拳”爱好者也不甘人后，赢
得现场阵阵的掌声。 易洪泰今年只
有5岁，练习太极拳刚刚1年，他告诉
记者，“练习太极拳非常有趣， 还能
帮我赶走疾病。”

省太极拳协会秘书长黄建良介
绍， 近年来湖南太极拳运动发展迅
速， 目前经常练习太极拳的人群将
近30万人。 今年在全省首次开展的
太极拳健身月活动， 将于6月9日结
束， 旨在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太极拳
运动， 体会到练习太极拳带来的生
活乐趣。活动期间，省内的太极名师
将走进社区、机关、企业、学校、乡
镇，免费向人们传授太极拳。

省首届太极拳健身月启动

据新华社东京5月12日电 据日本广播协
会电视台12日报道，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
高市早苗称，有必要讨论修改“村山谈话”中有
关“侵略”的部分。

高市在访问福井县并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
说，“村山谈话”中提到“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
大损害和痛苦”，安倍内阁继承这一点。但是他
又称，“战时日本在经济上与他国断交， 生存受
到威胁， 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国家意志是自存自
卫，所以参与了战争。我个人对包含‘侵略’一词
的‘村山谈话’有抵触。”高市还说，如果安倍内
阁能够延续到战后70周年（即2015年）的话，将
发表“安倍谈话”，其中将包括对受害国的歉意，
但措辞会与“村山谈话”有所不同。

有意修改“村山谈话”
日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称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12日电 截至当地
时间12日10时， 巴基斯坦议会选举非官方计
票结果显示， 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
穆斯林联盟 （谢里夫派） 获得最多议席， 以较
大优势领先其他竞争对手。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2日10
时， 在已经结束统计的152个国民议会议席中，穆
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获得86席。 获得较多席位的
党派还有正义运动党和人民党，分获21席和15席。

据新华社台北5月12日电 台湾当局12日
决定派出由海巡舰与海军军舰组成的护渔舰
队，前往台湾本岛南方海域进行常态性护渔。

台“海巡署”官员介绍，护渔舰队将常态在
南方海域护渔，其中“海巡署”派出3艘舰船，新
加入的海军“康定舰”则将搭载S70-C直升机。

据悉，过去台“海巡署”在南方海域部署1至
2艘海巡舰， 菲律宾公务船枪击台渔船事件后
增加到3至4艘。台防务部门发言人表示，台海
军将全程配合“海巡署”的护渔行动。

另悉，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12日下午赶
到小琉球遇害渔民洪石成家中上香致意， 看望
其遗孀，并向家属保证将替他们讨公道。

台当局派舰队
赴本岛南方海域护渔

谢里夫赢得巴议会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