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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思娅"!陕北
泥塑王" 王文海与中央美院雕塑
系主任隋建国合创的雕塑###

$睡觉的毛主席%&曾轰动一时'但
在昨天&两个昔日搭档对簿公堂&

民间艺术家指责这位中国著名的
雕塑艺术家&将$睡觉的毛主席%

改头换面后在国内外展出& 霸占
了整个作品的署名权'为此&王文
海提出

"#$

万元的索赔'

一同合作毛主席塑像
昨天&王文海老人带子出庭&

用浓厚的陕北口音讲述了事件经
过'

%$$%

年&他接到了美院教授隋
建国的邀请&到北京

&'(

工厂创作
毛主席和着棉被睡觉的雕塑' !这
太好了( "王文海说&他当时很激
动'

!毛主席睡觉就要像一座大
山一样& 这就是我的创作意图"&

王文海举着一本画册站起来说&

同年
(

月&他的塑像做好后&就交
给隋建国上色' 做好后塑像的名
字就叫$睡觉的毛主席%'

雕塑家开价买版权
%$$)

年&王文海的儿子在网
络上看到隋建国在旧金山展出塑
像的消息' 隋建国为雕塑增加了
背景&重新取名为$梦魇%&并单独
署名'王文海说&由于他不认识梦
魇的!魇"字&便查了字典&得知了
!魇"是魔鬼的意思'

!哎呀呀&快把我气晕啦'"王
文海咂吧着嘴说 &!我当时就说
啊&这个隋老师啊&你怎么不跟我
说一声啊&你这是作孽啊&你怎么
能把毛主席和魔鬼放在一起啊"'

%$$*

年
(

月& 在旧金山展览
结束后& 王文海首次与隋建国见
面' !我本以为他会跟我道歉&我骂
他一顿也就算了' "王文海说&他没
想到隋建国一见他就说要购买雕
塑的版权&叫他快点开个价'

王文海说&他只想署名字&但
隋建国说署名是不可能的& 并给
他开价

'

万元'!你荣耀我不荣耀
啊& 我们一起合作的却不署我的
名字啊& 隋老师你违背合同伤了

我的心啊"&王文海说他不愿意出
售版权&便拒绝了隋建国'

作品再创作不算侵权
在王文海陈述期间& 法官一

再提醒王文海 !不要再给法庭讲
小故事了")!不要激动& 坐下坐
下"&王文海的故事终于在一个多
小时后告一段落'

昨天&隋建国没有出庭'他的
律师说&与作品$睡觉的毛主席%

不同& 隋建国加上装饰后重新创
作&形成了$梦魇%这幅作品' 因
此&隋建国不构成侵权'

法庭随后进入了辩论阶段&

王文海说*!我不想跟两个律师辩
论&我对他们没感觉&没有啥好说
的"& 王文海很认真地说&!两个律
师都很著名&隋老师花钱请到著名
律师为他开脱"'王文海说&他非常
遗憾隋老师没有亲自出庭&!我宁
可隋老师打我一顿 & 我骂他一
顿"' 律师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隋建国侵权&并表示!只要到了法
庭&就不再调解"'本案没有宣判'

陕北泥塑王法庭讲故事讨要署名权

塑像
!

睡觉的毛主席
"

引官司

本报讯 !记者孙思娅 通讯

员郭京霞" 自幼患有脊髓栓系综
合征的小强+化名,&在父母离异
后一直跟随爸爸生活& 已经

'

年
没有见过亲生母亲了& 他将母亲
告上了法庭'前天&市一中院判决
小强的母亲每月给付抚养费

+$$

元& 支付小强最近
%

年的医疗费
+,$$

余元&并负担小强今后医疗

费用的一半'

"''&

年&小强父母办理了离
婚登记手续& 并协议由父亲抚养
年仅

+

岁的小强' 小强自幼患有
脊髓栓系综合征& 随着他的病情
加重&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决定从

%$$,

年
'

月
"

日开始&

不再接受小强的投保申请'

小强的父亲补充说& 小强需

长期使用纸尿裤和导尿管& 自己
已无力承担小强的全部生活费)

教育费)医疗费&因而要求小强的
母亲尽到抚养义务'

面对亲生儿子和前任丈夫的
控诉&小强的妈妈说&在她和小强
爸爸离婚时& 双方约定财产全部
归小强父亲& 她也不必承担抚养
费'

法庭上&小强父母的情绪很激
动&小强却很平静' 就在父母为抚
养费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时&小强
突然向法官举起手*!法官&我能再
说两句么- "在法官同意后&小强一
字一顿地对母亲说道*!妈妈&您给
不给我钱&我都觉得没关系&但是
我觉得您既然是我的亲生母亲&您
至少应该来看看我' "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离异父母
必须看望子女& 因此法院最终参
照北京市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和小强的实际需要& 确定了其母
亲应该承担的经济数额'

患病少年状告生母不看自己
父母离异

!

年 生母一直没有露面

涉嫌挪用公款
""#

万

清华大学副教授被公诉
本报讯 !记者傅沙沙 通讯员曹晓颖"

担任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后简称清华阳光 ,总经理期间 &涉嫌挪用
公款

""$

万元 ' 近日 &

*(

岁的清华大学电
子工程系副教授) 研究员薛某被公诉至海
淀法院'

据海淀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

"'')

年
%

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与北京玻璃仪器厂
共同出资设立 !北京清华大学太阳能电子
厂"&

"''&

年
"%

月改制更名为 !北京清华阳
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间薛某受清
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委派担任该公司总经理'

"'''

年
"$

月& 清华阳光将所持股份以
人民币

""$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德州皇明太
阳能研究所&该所随后将其中的

"$$

万元购
股款以薛某名义存入建行山东一家储蓄所'

%$$$

年
,

月
"*

日& 薛某将该款电汇至建行
北京支行自己账户内& 并将该存折私自保
管'

%$$%

年
(

月
)

日& 薛某又擅自将这
"$$

万元购股款划至其妻储蓄账户内&并用于支
付其姐购房款'

%$$+

年
+

月
")

日&薛某被公
司免职&但他隐匿了自己掌控并使用这笔公
款的情况'

%$$+

年八九月间&薛某将其于
%$$%

年
+

月至
*

月间存入银行的五张定期储蓄存单
+合计人民币

""$

万元, 交由清华阳光前任
董事长沈先生保管&并说明该款系山东皇明
的退股款&收回后由其长期保管&并称自己
未动用'

%$$*

年
,

月&被告人薛某在接受检
察机关调查的过程中&如实供认了上述犯罪
事实'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薛某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
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本报讯 !记者刘甲"昨晚&位于航天桥
西南角的北京银行阜裕支行内闯进

+

名!持
枪劫匪"&打劫一百万人民币'就在银行工作
人员将一捆捆万元现金装进麻袋时&海淀民
警出现了'北京银行内险象环生的一幕是由
该行

+$

余名员工和海淀民警共同完成的演
习&目的是为了让员工熟悉防抢预案'

昨晚
,

点& 在阜裕支行的顾客正秩序
井然地排着队'突然间&三名带着墨镜的壮
汉冲进银行' !都别动&趴下( "三名男子开
了两!枪"以示威胁' 其中一名!劫匪"勒住
+

号窗口前的女顾客'

!不许报警&给我一百万不然杀人质( "

+

号窗口前的!劫匪"向工作人员喊道' 此时&

柜台前的工作人员已暗中按动了报警按钮'

一位银行负责人对劫匪说*!请不要伤害客
户&我们这就给你凑钱'快下班了&我们这现
金不多请你等等( "负责人有意拖住劫匪'

就在工作人员将成捆的现金往麻袋里
装时&警方已经赶到现场&一名民警开始向
劫匪喊话& 另外几名持枪民警悄悄选好了
射击位置'此时的劫匪开始有些慌乱&就在
他们左盼右顾时&银行内再次响枪'

+

号柜
台前的劫匪应声倒地& 另外两名劫匪见状
当时一愣& 警方趁此机会上前制伏了两名
劫匪'据了解&以往的演习通常在一个设定
的场所&由警匪直接面对面进行'在银行内
实地操作的防抢演习并不多见'

图为警方扑向#劫匪$%

本报实习生 李琳琳 摄

银行职员与民警演习防抢预案

海淀民警!击毙"银行!劫匪"

保健品虚构!美国血统"

工商开出
"#

万罚单
本报讯 !记者王秋实 通讯

员裴新军"公司地址明明在通州&

却给自己戴上 !美国华纳" 的帽
子.只有

+$

平方米的厂房&却在
广告中吹嘘成!

+$$$

平方米的标
准车间"'昨天&生产!华纳牌蜂胶
胶囊" 的公司被通州工商分局处
以

"$

万元罚款'

在调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北
京万帮华纳保健食品有限公司除
虚假宣传外& 还印制了一本名为
$华纳健康手册%的宣传册&发放
给产品经销商用于宣传产品' 在
宣传中多处使用了与药品) 保健
食品相混淆的用语& 超出了所获
得批准的产品保健功能范畴'

作品&睡觉的毛主席'

作品&梦魇'()睡觉的毛主席$是元素之一%

死者家属获巨额保险金
$%$

万元理赔金拿到手
本报讯 !记者李英辉"新华

保险北京分公司昨天宣布&公司已
向一名刑案被杀者的家属支付了
%*%

万元的理赔款&这是该公司单
笔理赔金额最大的一笔赔款'

%

月下旬& 该公司一位客户
在给家人发完短信后再未回家&

其家人随即报案'

"$

多天后&警
方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发现了一具
尸体&从身份证和被害人的

-./

鉴定结果确认& 被害人就是该客
户' 随后死者家属向新华保险北
京分公司提出理赔申请'

泥塑王 王文海!

自幼喜爱民

间泥塑(后受西安

美院师生的熏陶

和启发(专注泥塑

艺术的创作与研

究 %

"'&$

年至今

在陕西延安革命

纪念馆工作(泥塑

艺术家 (号称 *陕

北泥塑王$+

雕塑家 隋建国!

中国著名雕

塑艺术家 %

"'('

年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雕塑系(获

硕士学位%现为中

央美术学院雕塑

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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