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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级综合信息查询服务

服务地点：成都市出入境接待
中心及各区市县出入境办证大厅

服务人群：所有申请人
升级信息查询服务，为群众提

供大厅内电子方位指引、办证指南
查询和公示、公告及动态宣传服务。

二、社保自助查询和打印服务

服务地点：成都市出入境接待
中心

服务人群：外省在成都就业的
人员（“外省蓉漂”）

在中心推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自助服务一体机，为申请人提供
社保资料自助查询和打印服务，省
却申请人在社保部门和出入境办证
大厅来回奔波之苦。外省在成都就
业人员需要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
的，需要选择提供三项证明之一：结
婚证（需要是成都户籍的配偶）、成

都市居住证或社保证明。过去，如果
是社保证明，需要到社保部门打印，
现在在成都市出入境接待中心就可
以一键打印，时间不超过3分钟。

三、特殊人群陪伴服务

服务地点：成都市出入境接待
中心

服务人群：独自前来办理出入
境证件的八十周岁（含）以上老年
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孕妇

为独自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
八十周岁（含）以上老年人、行动不
便的残疾人和孕妇提供全程陪伴办
理服务，让群众放心办、暖心办。一
直以来，成都市出入境接待中心还
有“绿色窗口”服务。为70周岁以上
老人、1周岁以下婴儿、残疾人、孕
妇、现役军人、持人才绿卡人员以及
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提供绿色窗口
服务。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报道

医院住院部每层走廊的楼道
间，一台供患者及家属加热食物的
微波炉，可随时使用，不过要想享受
这个便利，需要向该层楼所在的科
室交至少5毛钱。“医药费、住院费全
部交齐了，每用一次微波炉都还要
收费，让人寒心。”

最近，位于成都市东大街的四
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因公用微波炉
收费问题，引起患者及家属的不满。
如此收费到底合不合理？该院相关
负责人回应，收费是用于微波炉的
维护，同时对使用微波炉的人进行
规范管理。而四川省多部门相关人
员就此现象表示，目前，对医院自行
设置的便民设施收费问题，并没有
明确规定。

是真的吗？
用微波炉前先付费 5毛钱用5分钟

在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住院部，
供患者及家属使用的微波炉放置在
每层楼的楼道衔接处，尽管插上了电
源，但无法打开，一个投币的装置设
在微波炉旁边。2月18日下午，在该医
院的消化科楼道旁，临近晚饭时间，
前来加热饭菜的患者家属开始多了
起来，将食物放进微波炉内，投入机
币，微波炉自动运转了起来。记者发
现，投入一枚5毛钱换来的机币，微波
炉显示运转时间为5分钟，在5分钟之
内使用者可以自行停止其运作，同时
可以另外放入食物，再次启动，直到5
分钟时间结束。

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每次
要用微波炉，要到护士站用现金换
一枚机币，否则无法使用。“这种公
用的微波炉要收费，还是第一次见
到。”一张使用须知上写着“此微波
炉需投币使用，使用前请到护士站
购买机币，每枚机币5毛钱，可运转5
分钟，机币换得的钱款用于日后微
波炉的维修”。

家属抱怨
尽管费用不高 但收费举措让人寒心

“父亲在这里住院一周多了，由
于不放心外面的伙食，每天都会把
饭做好带过来，幸好有这个微波
炉。”32岁的刘建波告诉记者，加热
饭菜、饺子、牛奶，每天都会使用三
四次微波炉，尽管使用费不高，但是
感觉麻烦，而且委屈。

说起公用微波炉还要收费，几
名排队热饭的患者家属均表示不能
理解，张秋霞打了个比方，“就像我
们去银行办事，喝一杯水难道都要
收费吗？同样是便民设施，饮水机也
有损耗，为什么人家不收费？”

患者家属邱剑锋说，“私立医院

要收费，我们不说什么，但作为一家
公立医院，患者交了医疗费、住院
费，使用一个公用的微波炉都要付
费，这些钱是医院收取还是微波炉
商家收取，而公立医院将这笔钱收
了之后，钱去了哪里？”

院方回应
收费是一种管理手段 并非借机牟利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一位科
室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以前微波炉
使用都是免费的，后来收费使用其
实是出于无奈。“此前，患者及家属
使用公用微波炉存在一定的不规
范和随意性，微波炉很快就损坏
了。收费，起到一种管理作用，促使
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更爱惜。”对方
称。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确实发现
一些利用微波炉煮面条、烧开水的
情况出现。

该负责人称，有的患者把生的
食物都拿进去加热，让微波炉长时
间运作，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也会占
用他人使用的机会，科室的护士之
前也进行过劝说，但是效果不好。

“实行收费使用，其实是一种管理手
段，解决微波炉因免费使用导致滥
用进而频频出现故障的问题，并非
为了借机牟利。”

相关部门：
目前没有规定明确其是否合理

针对此次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微波炉收费一事，四川省卫计委相
关科室工作人员称，卫生部门只对
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管理，微波炉的
提供不属于医疗服务项目的一部
分，卫生部门没有相关的规定明确
是否该收，“就像医院的停车场收费
也属于这类情况，不属于卫生部门
管辖的范围。”

同时，记者拨打了12358价格监
督举报电话进行了咨询，客服人员
解释，并没有相关规定要求医院必
须要设置微波炉，因此也没有强制
性的收费标准。记者随后又以市民
的身份咨询了四川省发改委收费管
理处以及四川省医疗保险管理局，
得到的答复，均是这项收费不在其
管辖范畴。

按照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卫
计委和人社部下发的《非公立医疗
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
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了非公医院
提供的所有医疗服务，包括救护车、
病房住宿和伙食等业务，可自行设
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自主定价，
但对公立医院并没有相关规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
望一 摄影报道

外省蓉漂看过来：
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 不用再跑社保部门开证明了

昨日，成都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发布多条惠民举措。
外省在蓉就业的人员可以直
接在成都市出入境接待中心
开具并打印社保证明，不用再
跑一趟社保部门。对于80岁
以上老年人、行动不便的残疾
人和孕妇独行办理，可以全程
一对一陪伴服务。

5毛钱用5分钟
医院公用微波炉付费使用

患者家属：如此收费让人寒心
院方：收费是为了规范管理，促使大家爱惜设备

这些字的拼音被改了？
专家：

网传内容不实
语言相关行业从业者热议语音修改问题

鬓毛
shuāi

衰

石径 斜
xié

骑一
qí

红尘

辨 这篇文章所说内
容是真的吗？我们请来
权威专家为我们辨析。

近日，“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国播音主持网”等微信公众
号的一篇题为《播音员主持人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
了！》的文章，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文章表示，“乡音无改鬓毛衰（shuāi）”“远上寒山石径
斜（xié）”“一骑（qí）红尘妃子笑”，过去，衰在诗中本读
cuī，斜在诗中本读xiá，骑在诗中本读jì，现已更改拼音。
现在新版教科书上的注音是衰（shuāi）、斜（xié）、骑（qí）。

此外，文章表示：“说客”的“说”原来读“shuì”，但现在
规定读“shuō”。另外，“粳米”的“粳”原来读“jīng”，但现在
要读“gěng”。

网友们说，读书时期的“规范读音”，现如今竟悄悄变成了
“错误读音”，“少数服从多数，错的也成对的了，而对的反

而成错的了”许多网友表示不支持这样的修改，“不
知道现在我们到底应该读哪个字音才算正确。”

真是这样吗？

《咬文嚼字》总编：
这是假消息

“这是假消息！”《咬文嚼字》总编黄安靖也在朋友圈看到很多
人转发这篇文章，他告诉记者：“我们看了这个帖子，大部分的内容
来源于国家语委于2016年6月6日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但还尚未正式发布。我们现在应该以1985
年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为标准，那个才是正式的表。”

记者联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兼秘
书长、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杜翔，他表示，这篇文章中有不实
之处，“说的大部分不是本次审音的内容，而且有的从来没有改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热传例子的语音标准没改动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主任、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课题组组长刘丹青表示，《今日语言
学》公众号将重新推送审音组的几篇说明文章，是其同事此前所
写的文章，对普通话异读词的审音原则、平日古诗词的字词读音
有详细说明。

记者：网上热传的“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远上寒山石
径斜”的“斜”、“一骑红尘妃子笑”的“骑”，还有“说客”的“说”等等
读音，是何时修改的？修改的依据是？

刘丹青：您举的这几个例子，语音标准没有改动过。因此也就
不存在何时改动、改动理由等问题。实际情况是传播该文的作者
虚构了事实。

记者：有人表示，古诗文中的一些读音，更改后影响押韵，拼
音修改的流程和依据是什么？

刘丹青：关于“鬓毛衰”，我补充一点，“衰”一直有cuī的读
音，是古代的两个专门意思，《现代汉语词典》里可以查到。目前仍
然保留这个读音。关于“坐骑”，孟文也有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孟蓬生曾写文表示：“骑”字用作名词或量词时
古代读“jì”，跟作动词用的“qí”意义和用法都有所不同）。因
此，面向中小学生的工具书和教科书可以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编的《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注
明：“旧读jì”。

孟蓬生在文中还表示，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看，明清以来许
多学者已经对“叶韵”说进行过批判，现代人当然不能重蹈覆辙，
因此面向中小学生的工具书或教材绝对不应该标注此类读音。但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把“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读作xiá以与

“家”押韵，把“勅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中的“野”读
作yǎ以与“下”押韵，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中的

“衰”读作cuī以与“回”押韵，在上文提到的特定场合中使用，是
应该得到允许的。

攀枝花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任东明
告诉记者，刚看到这些文章，自己也很
晕。对于主持人来说，一时将几十年来
坚持的正确读音改为曾经错误的读音
不容易，首先心里得先认同才行，“时
时学习，时时注意吧。”

眉山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刘冰
也告诉记者，主持人在学习和工作过
程中，字音准确是一项基本要求，所
以在面对一些大家容易读错的音时，
也会要求自己强化记忆，依照正确的

读音，形成一定的惯性，如果真有这
样的修改，会更多地适应大众普遍认
知的读音，但多多少少会对平时的播
音工作有一定影响，需要克服平时因
为强化记忆而形成的惯性读法。

“个人认为有些古诗词中为了押
韵的字音如果也被修改，就会破坏古
诗词韵律上的美感。除去古诗词，有
些多音字原本就为了用不同的读音
来区分不同字意，改成统一的一个读
音，也破坏了汉语的美感。”

叶韵，指改变韵字的读
音，使之与诗其他韵脚协调。
古代有些学者发现用当时语音读古
诗已不能押韵，故采用此法，比如朱
熹等。明清之际，有的学者如顾炎武
等已对其进行辨正，认为根据音理、
方言、对音等构拟出古音，才是科学
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叶韵读古诗，
本就不甚经得起推敲。

议
一篇微信文章，达到十万

加的阅读量，引起广大网友热
议。为何会这样？背后反映了哪
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文系教
授、中学语文老师等，听听他们
的想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裕
锴，他表示，如果所谓修改是真的，那
他不支持这样的修改：“我反对，这种
修改要不得，怎么可以让错误的读多
了就变成正确的？字典就是要规范、

纠正错误，怎么可以将就错误的？中
国传统文化都被破坏了。”周裕锴表
示，自己就是教古代文学的，一骑红
尘妃子笑的“骑”读为qí之后，变成
平声字了，这样读起来失去抑扬顿
挫，古诗词失去了声韵之美。

古代文学教授：
字典就是要纠正错误，岂能“少数服从多数”？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
授邓春琴解释说，字词典，尤其是《现
代汉语词典》，起到的是规范读音的
作用，一般来讲，相应的读音变化的
修改不是单一原则，除了常用的“音
韵学原则”以外，还会根据“从俗从众
原则”进行修改。

邓春琴表示，在大众场合，坚持
“从众原则”是正确的，方便大众和普
通话推广，但在特殊环境，例如古诗
词当中，还是应该尊重本音更恰当，

“改了之后就没有那个效果了。”邓春
琴说，学院的老师们也在讨论，到底
应该怎么读才是正确的。

语言学教授：
修改按从俗从众原则，但特殊环境应特殊考虑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播
音主持专业副教授、国家级普通话
测试员吴振兴认为，一方面，大多
数的多音字到统称的改动是合理
的，因为社会在发展，一个字从古
代流传至今，经历了许多变化，有
很多读音，并不奇怪。但语言的本
质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是为使用

语言者而服务的，读音越统一，实
际 上 越 利 于 学 习 和 交 流 ，一 字 多
音，一定程度上妨碍交流的顺利性
和顺畅性，要用动态的眼光和开放
的心态来看待这样的合理变化。吴
振兴举例说，比如呆板，之前是读

“aiban”，除了在这个词语中读“ai”，
都是读“dai”。

播音主持副教授：
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合理变化

成都市一学校高中语文教师谭
旭妍告诉记者，如果文章内容属实，
这样的读音更改会让语文老师无所
适从。因为老师和学生们要面临读
音的考试题。修改的标准是什么？

“本来音与义是有联系的，我们常常
告诉学生据义辨音，这样改了后，音
与义是否还能匹配？讲诗歌时又怎
么去讲押韵呀、平仄呀等等，都是新

问题。”谭旭妍说，对于学生就更加
不知所措，“老师们教学都会很谨
慎，读音会以教材和最新版本的字
典为准。”

郫都区一初中语文教师刘晶也
有同样的疑惑，在教学中，读音变
化会带来不确定性。以前根据读音
是可以解释的，但如果更改，就不
能了。

语文教师：
若真有这样的修改会无所适从

电视台主播：
担心破坏古诗词韵律之美

多知道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于遵素

民警陪80岁的帅姓太婆办理护照

医院公用微波炉需要付费使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粳”的注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