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开罗 ! 月 "# 日电

（记者李姝莛、田晓航）据埃及官方
通讯社中东社报道，开罗紧急事务法
院 !"日作出裁决，禁止穆兄会及其

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和所有分支机构
在埃及的一切活动。同时，内阁将组
建一个独立委员会，接管包括资金和
不动产在内的穆兄会全部财产。

埃及法院禁止穆兄会一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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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周
日） 下午，纽约林
肯中心的艾佛利#

费舍尔大音乐厅内
座无虚席，“美国十

大交响乐团”之一的
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
在此举行 《中国故
事———叶小纲与底特
律交响乐团》音乐会，

这是美国主流交响乐团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专门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
办的专场音乐会。
演出开始前，叶小纲对媒

体讲述起他带着中国音乐、中
国文化走入美国主流艺术殿堂
的感受：我们这次的演出并不

是想说中国文化在海外已经多么强
大，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在国际
舞台上展示好中国的声音，传递好
中国的形象，抒发好中国的情怀，

希望有一天国际上最知名的艺术家都能
抢着去北京演出。作为最早一批赴国外
深造的学子之一，叶小纲先后师从多位

中外作曲大师，目前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
长。"$$%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全球共计
有 &' 亿观众聆听到了由郎朗演奏的叶小纲
的音乐作品。

大型交响序曲《交响圣歌———喜马拉雅
之光》拉开了演出的序幕，这是该曲目的世
界首演。交响乐团与中国著名歌唱家石倚
洁、男童高音刘珅、古筝演奏家吉炜和纽约
合唱团一同将听众带到了圣洁的人类精神家

园，中国民乐与西方交响乐交相辉映，纽约
合唱团与中国歌唱家一唱一和，让代表着宽
容、仁慈的喜马拉雅之光投射在每个人心
上。该作品于 "'(" 年荣膺美国古根海姆基
金会大奖，叶小纲也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
国籍音乐家。

演奏完第二单乐章交响乐作品《最后的
乐园》后进入了中场休息时间，记者采访了
旁边包厢的一位观众，这位先生不仅全神贯
注地倾听着全场音乐会，更是在每一首曲目
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叫理查德·奥德，
专门从底特律赶来听这场中国故事音乐会。
作为一名忠实的交响乐“粉丝”，他觉得
“这样的音乐能够接近、净化和温暖心灵”。
理查德说，“我想起自己在中国北京、西安
的所见所闻，希望还能有机会再去中国”。

作为本次演出的压轴曲目， 《大地之
歌》 是叶小纲先生根据 ) 首中国古诗创作
的，由加拿大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梅沙·布鲁
格古斯曼的“洋嗓”演绎出中国古诗意境和
戏曲行腔别有风味，舞台上方的屏幕上打出
每一句诗词的中英文歌词，让西方观众也能
领略中国诗词的博大精深。梅沙的歌声如泣
如诉，中国著名歌唱家袁晨野的声音浑厚悠
远，配上交响乐多变而和谐的韵律，呈现出
一幕幕令人啧啧称叹的“中国故事”，这个
“故事”里有李白的《悲歌行》、《宴陶家亭
子》，孟浩然的 《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
王维的《送别》等。让人欣喜的是，这样的
中国故事已经得到了西方主流艺术界的认
可，该曲目前已经演遍世界著名的音乐舞
台，如伦敦巴比肯中心、柏林爱乐
大厅、慕尼黑爱乐大厅、
旧金山音乐厅。

叶小纲说，('' 年前欧洲后期浪漫主义
大师马勒，以德文译本的唐诗为词创作了在
欧美几乎是家喻户晓并广泛传播于世界的不
朽之作———《大地之歌》；今天在纽约林肯艺
术中心，外国人用中文演唱中国作曲家的
《大地之歌》，这样的古今对话正显示了音乐
的交流是多么奇妙。

底特律交响乐团的执行总裁潘颂爱 （安
妮·皮尔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正
是中国音乐人才辈出的时代，特别是中国年
轻一代的音乐家正越来越多地走上国际舞
台。音乐是没有国界的，美国人可以通过
音乐来学习和认知中国文化，现在美国高
校正掀起学中文热，而音乐正是一种更
容易被传播和感知的语言。通过中美艺
术家的共同演绎，“我想有更多的音乐
爱好者将会对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感
兴趣”。

演出结束后，观众席的掌声久久
不能停息。叶小纲的 & 首曲目从
追索人类精神家园、当代中国农
村生活画卷以及灿烂的中国古
代文化的题材出发，让中国
诗词、中国音乐和中国故
事共同乘上音乐的翅
膀，在异国他乡旅行。
（本报纽约 !

月 ""日电）

用音乐讲述
“中国故事”

本报驻美国记者 丁小希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李
丽辉）国家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
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近日联合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
费管理办法》，并自 "'(*年 (月 (日
起施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会议费管
理，节约会议经费开支。

就时间和人数而言，二、三、四
类会议会期均不得超过 " 天 +传达、
布置类会议会期不得超过 (天。会议
报到和离开时间,一、二、三类会议
合计不得超过 " 天,四类会议合计不
得超过 (天。二、三、四类会议参会
人员不得超过 &'' 人、(-' 人、-'

人。
办法指出，各单位召开会议应当

改进会议形式 ,充分运用电视电话、
网络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
会议成本,提高会议效率。办法明确，
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
（含四星） 定点饭店召开。参会人员
以在京单位为主的会议不得到京外召
开。各单位不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明
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出新规

一类会议
（以党中央和国务院
名义召开的会议）

二类会议
（党中央和国务院
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召开的会议）

三类会议
（各部委、各直属
机构，最高法，最

高检，各人民团体

及其所属内设机构

召开的会议）

四类会议
（其他业务性会议，
包括小型研讨会、

座谈会、评审会等）

会议分类

超强台风“天兔”! 月 "" 日晚在广东沿海
登陆，福建沿海最大风力达 (& 级，南部海域出
现最大浪高达 !.%米的狂涛，同时引发了最大达
("&厘米的风暴增水。

粤闽严重受灾，交通阻塞

据广东省民政厅报告，截至 "& 日 % 时，强台风
“天兔”造成全省 &-/.&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 人，
紧急转移安置 ""./万人，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

余间，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广东省减灾委、民政
厅紧急启动三级救灾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
灾核灾，协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天兔”也给福建造成了较大损失。据"&日(/

时初步统计，福建全省受灾人数达!."!万人，农作
物受灾().*)千公顷，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截至 "& 日 ! 时 &' 分，
共 ((!班抵港客机及 (('班离港客机延误，(")班
抵港客机及 ("%班离港客机取消。

大亚湾核电安全运行

"&日 ()时，中广核通报：大亚湾核电基地六
台机组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台山、阳江核电站基地
已解除台风预警，陆丰核电项目前期工作正按计划
稳步推进。

针对此次强台风“天兔”来袭，大亚湾核电运营

公司按照《防抗超强台风应急程序》启动全面应急预
案。!月 ""日午后，强风夹杂暴雨扑向大亚湾核电
基地，暴雨持续 /小时。期间，全体应急人员严阵以
待，截至 !月 "&日 ()时，大亚湾核电基地 /台机组
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机组状态正常。各专项小组正
检查台风造成的影响，按照正常工作流程开展工作。

同时，中广核表示，福岛核事故后，为增强
核电机组防抗超强自然灾害能力，大亚湾核电运
营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改进措施，进一步提高
机组的安全性。目前，大亚湾核电基地各电站已
增加备用电源，如移动柴油发电机，以应对失去
外部电源的情况。

铁路航班陆续恢复

"& 日 ! 时，针对“天兔”给广东省造成的损
失，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
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

鉴于“天兔”对广东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省
防总决定于 !月 "&日 (/时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转
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 日 (" 时 (" 分，汕尾市解除台风黄色预警
信号。京广高铁韶关至广州南段、广深港高铁、广
珠城际铁路、广深铁路等铁路取消线路封锁，恢复
列车运行。据广铁集团介绍，除部分停运车次列车
外，各趟车次列车已开放售票。

"& 日 (' 时 (& 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运行指

挥中心取消 (!号台风预警，航班起降也逐渐恢复
正常。当日，白云机场安排了 -) 个补班航班，计
划进港 *-*班，计划出港 &%-班，合计 %&!班。目
前航班起降稍有缓慢，总体情况正常。

香港天文台"&日('时"-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
告信号，受“天兔”影响的公共交通服务陆续恢复。

残余环流带来强降雨，需防

范地质灾害

"& 日 (* 时，中央气象台对“天兔”停止编
号。盛极一时的强台风“天兔”登陆后迅速减弱。
不过其残余环流仍将给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
地造成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 "& 日 (% 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
警：预计未来 "*小时，受“天兔”残余云系的影响，广
西大部、湖南中西部、贵州中东部等地有大雨或暴
雨，其中广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局部
地区有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上述各地需做好强降雨及其可能
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广东省副省长、
省防总总指挥邓海光提出，各地把防御重点转移到
防御强降雨及城乡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继续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并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灾
后复产，尽快消除灾痕。
（综合本报记者潘跃、李刚、贺林平、尹世昌、

魏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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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经特别装饰的执飞客机。 本报记者 张 文摄
左图：英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旅客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李桥桥摄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第/* 届国际宇航大
会 "& 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副

主席李源潮、全国政协副主席
韩启德出席开幕式。李源潮代表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欢迎国际宇
航界的科学家。他说，中国愿同世界

各国分享发展航天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
经验，加强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和平利

用太空。
#$$%年我国曾成功举办第 &'届国际宇航大会及航

天展览会。#' 年后，“宇航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再度
造访中国。本届大会以推动航天发展、造福人类社会为

主题，由国际宇航联合会、中国宇航学会、国际宇航科
学院、国际空间法学会主办，来自美国、俄罗斯等 )*

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界领军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和青
年学生约 &/''人参加。

据悉，本届国际宇航大会共收到 "%(( 多篇论文，
创历史新高。大会期间举办展览会，展示世界各国航天
领域最新成果。据统计，大会期间举办各项活动总计将
达到 "((场左右。

在开幕式上，国际宇航联授予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
马兴瑞“爱伦·艾米尔奖”，以表彰其在国际航天技术合
作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授予“旅行者”项目科学家爱
德华·斯通“世界航天奖”，以表彰其对宇航技术发展作
出的特殊贡献。

第64届国际宇航大会在京开幕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刘少华）国家发展改革
委 "&日发布通知，决定对油品质量升级实行优质优价政
策，规定除部分已升级地区外，车用汽、柴油质量标准升
级至第四阶段每吨分别加价 "!'元和 &)'元；从第四阶
段升级至第五阶段每吨分别加价 ()'元和 (/'元。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本次价格政策
操作方式是“统一公布，分散实施”，因此通知的
出台并不意味着全国油品价格立即都会提高。

汽油质量从第三阶段升级至第四阶段，硫含
量将从 (-'001 降至 -'001，第五阶段硫含量将
进一步降至 ('001；柴油质量从第三阶段升级
至第四阶段，硫含量将从 &-'001降至 -'001，
第五阶段硫含量将进一步降至 ('001。

国庆将至，北京市崇

文小学举行了“喜迎国庆

爱我中华”的周一升旗活动。本周一由六 &中队的 &/名队员，进

行主题展示，他们精神饱满，在 《今天是你的生日》 和 《歌唱祖

国》的歌声中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在本次升旗仪式上，

家委会代表、知名艺术家范舟先生挥毫泼墨，书写“风华正茂”四

字，表达了对孩子们殷切的希望。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升
国
旗

迎
国
庆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个别国家单方部署反导系统
无助于地区防扩散问题解决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记者张鹏
雄、张媛）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日表示，个
别国家或集团以防范朝鲜核、导“威胁”为幌
子，单方面部署反导系统或开展集团合作，无
助于地区防扩散问题的解决。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日本京都府同意与中央政府合

作，接受美军在京都府的航空自卫队基地部
署 )波段雷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对
此表示关切。他表示，中方主张通过
政治外交手段处理导弹扩散问题，
充分照顾各国在反导问题上的正当
关切，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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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月 "&日，汕尾市区一在建工地的脚手架被台风吹倒砸在

道路上，致使交通严重受阻。 蔡文晖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