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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普通的幼儿园教师!

因为对孩子的爱心和阳光般
的笑容!被摄影爱好者抓拍并
传到互联网上!成为网络新红
人" 她被称为#幼教美眉$!照
片被放在多家知名论坛的首
页% 短短几个小时!就吸引了
七八千人观看"

前天下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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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建
邺实验幼儿园中

#

班! 一个纤
瘦'秀气的女孩正坐在电脑前认
真地备课!等待着她的学生上武
术课回来!她就是(幼教美眉$!

今年刚刚从南京市幼师小学英
语教育大专班毕业'九月份才当
上幼儿园教师的陈丽琳%

(前几天有同学打电话给
我 ! 说在网上看到我的照片
了!我还以为是幼儿园搞活动
拍的!根本没在意% $对于突然
成了网络红人 !小陈说 !只有
一个感觉!就是奇怪%

记得那是
$%

月
$&

日!幼
儿园组织孩子们去秋游!当时
小陈老师正给孩子们讲解游
乐设施的使用方法!因为太专
注!她没有注意到有陌生人在

对她拍照%

小陈说! 对于这个职业很
喜欢! 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她
总是觉得有很多快乐!自己的心
态被这群可爱的孩子给感染了!

整个人觉得很年轻% 对于(幼教
美眉$如果将来成名!是否考虑
过转行干其他行业的问题!她说
(没有!我很喜爱自己的职业!在
这个幼儿园中工作!有这么多好
的同事和可爱的孩子!可以天天
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觉得很满
足% 幼教工作让我很快乐!开心
就好)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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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
'%

日报道!因为
实在没有什么人气!坐落在加利
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美国小
镇***霍利镇日前被它的所有者
委托给了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出
售% 购买者只要花

$$%%

万美元!

就可以将整个小镇打包买下%

据悉 ! 霍利镇创建于
$()(

年! 当时是一名叫做威廉+
*

,瑞
克的宗教领袖率领

&+%

名信徒居
住在这里%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霍
利镇开始显露出衰败迹象! 因为
小镇的创建人瑞克被认为支持纳
粹元首希特勒而受到了指控% 到
如今!偌大的一个小镇!真正的常
住居民只剩下一个人% 据美国房
地产经纪人吉姆,米勒称!他有生
以来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卖掉
(整个小镇$的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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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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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泥塑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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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前天!两位昔日搭档
对簿公堂! 王文海指责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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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创作毛主席塑像

前天!王文海出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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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厂创作毛主席盖着棉被睡觉
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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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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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想到隋建国一见到他就说要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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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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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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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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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
没有宣判%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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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本版未署名图文作者速与

本报联系!以便寄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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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串(杨贵妃$的
#.

岁小
伙子思思

/

艺名
0

来自重庆!因身
材过胖多年前求职时屡次受
挫!无奈之下靠展露(肥美$反串
(杨贵妃$而一举成名% 前天!思
思细细讲述了他的从艺历程%

参加明星赛表演吃西瓜

思思说! 自己走上反串的
演艺生涯经历不少波折% 他出
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从小喜
欢表演%

)(((

年思思参加重庆
市举办的影视明星大赛! 参赛

选手中很多人都是专业艺术院
校的学生% 他抽到的题目是小
品-第一次吃西瓜.!思思抱起
西瓜开始吃皮的滑稽创意让评
委们全部亮起了高分牌% 台湾
一家演出公司相中了思思!之
后他就开始走上了演艺之路%

扮女人曾被嘲笑和骚扰

从此! 思思每天晚上都在
舞台上和他的同伴们跳着露肚
皮的夏威夷草裙舞% 公司的老
板向他提出! 看他的形象演反
串(杨贵妃$一定更受欢迎% 于
是思思自己花了

!++

元钱做了
一身贵妃服! 跟朋友们学习化
妆! 又看了大量有关古装题材
的影片!模仿女人的一举一动%

思思告诉记者! 扮演杨贵
妃的日子有酸也有甜% 酸的是
很多观众看他的表演只是猎
奇!根本不尊重他的表演!有时

观众群里会发出尖叫声! 思思
知道那不是在为他喝彩! 而是
对他的嘲弄% (有些人还会对我
动手动脚的!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的表演是一种艺术!

我想让大家看的不是我的 /特
型0!而是我的演技% $思思说%

思思说他的理想是要登
上高雅的舞台!做一名真正的
演员%

看儿子演女人心如刀割

记者又联系到了身在重
庆家中的思思的父亲刘先生%

他说! 思思小时就喜欢表演%

看到自己的儿子在那么多人
面前扮演一个女人!他心里像
是被划上一道口子%临挂电话
前! 刘先生让记者转告思思!

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北方很冷出门时多穿些衣服%

%

据东亚经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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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生改编的话剧版
-红楼梦.终于上演了% 从前天
)&

&

++

开始!-金陵十二钗.剧组
的演员们聚集在国际学院二楼
的小剧场里! 由于演员们来自
不同的专业! 所以相互之间并
不熟悉! 导演站在台上喊道&

(演员到齐了吗1 $下面立即有
人应答&(王熙凤还没来) $奇怪
的称呼立即引起一阵大笑% 记
者发现! 女演员的服装竟是颜
色各异的旗袍! 男演员的服装
则是中式裤袄! 尤其是贾宝玉
那套演出服装! 还配了一顶红
色帽子%

记者从演员口中得知!服
装并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
购买的!他们曾参考-红楼梦.

原著以及影视剧中的人物造

型!林黛玉的旗袍是白色的!宝
钗的则是黄色的! 史湘云的是
红色的! 十二钗站在一起衣服
的颜色没有相同的%

演出时间定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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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学生都早早来到了小剧场!

可容纳
')+

人的小剧场很快满
座了%演出开始!首先出场的是
石头和警幻仙子! 随后演员们
也一一走上台来表明自己的身
份!因为没带麦克风!观众听得
有些费劲!小剧场也因此格外安
静% 每当一幕结束!观众都会给
予热烈掌声!一名观众说!这出
话剧看起来不太精细!可是演员
们都很卖力!尤其是剧中人物穿
旗袍的样子!与想象中的-红楼
梦.差距很大!所以觉得特别有
意思% #据%每日新报&$

什么类型的都有

金寨路上的一家中介 !其
广告牌上写着 (保姆 $'(钟点
工$的字样% 不大的营业厅里!

坐着八九个中青年女子% (找保
姆1 $见记者进门!一个工作人
员热情地招呼 ! (想找什么样
的!这些满不满意 !交

.+

元中
介费!不满意!可以免费调换$%

(保姆一个月多少钱1 $(一般
1++

元!不过四五百元的也有%$

为揽 (客人 $!这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的顾客很多!

保姆也多! 基本上都是来自偏
远地区的农村妇女! 年龄一般
都在

&+

岁至
!+

岁之间! 只要
给钱!干什么都可以% (干什么
都可以1 陪睡可以吗1 $记者故
意问% (哎!就那么回事

2

主要看
你出什么价!只要合适!现在就
能找到人% $

随后!记者又来到安庆路附
近!这里大大小小的保姆中介有
)+

多个% 记者走访了其中的
!

家中介!发现均有(陪睡保姆$业

务提供! 一中介负责人甚至说!

只要开价超过
)+++

元! 他们随
时能找到四五位保姆!(丰满的!

健谈的!什么类型的都有$%

处出感情就没什么了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 需要
服务的对象一般在

.+

多岁左

右! 根据雇主的需求! 只要给
钱!部分中介甚至连

'+

来岁的
女子都能找到%

))

月
'+

日下午!记者再次
以找保姆为借口!来到安庆路东
段一处保姆市场% 经过简单登
记!女老板询问起记者对保姆的
要求!(我们这里什么年龄段的
都有!

&+

岁'

!+

岁的随你挑% 每
个月

1++

元就差不多了!介绍费
只要

!+

元%$女老板指着坐在旁
边的一名

!+

岁左右的妇女问记
者&(你看她怎么样1 $该妇女虽
然穿着较朴素!但面容娇好%

(你照顾老人有经验吗1 $

(照顾过!照顾过!上个月我刚
服侍过一个老头! 双方处得挺
好!老头特别满意% $这位妇女
自称来自广西%

(这个老人可能要 /多 0照
顾点!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
意思% $(明白!其实只要处出了

感情!也就没有什么了% $这位
妇女说! 自己照顾前一个男性
老人时! 对方一开始每月只给
..+

元!后来!工钱涨了不说!还
经常给她买衣服等% 记者正准
备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保
姆! 该妇女自己说了起来!(还
不是家里穷!丈夫不争气!挣不
到钱还赌钱!我不出来挣钱!孩
子怎么办) $

以性为目的涉嫌违法

对此!省律师协会的李健律
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是
以性为目的的收费行为! 那么
(陪睡$就属于违法行为!因其触
犯了治安处罚条例!应该予以取
缔%而如果中介协助保姆提供性
服务! 同时向顾客收取手续费!

那么这些(家政中介$为这种事
情提供服务的行为也肯定是违
法的% #据%安徽商报&$

! ! ! ! #找保姆!不仅能找到

做家务的!还能找到陪睡

的$ %

!!

月
!"

日!一名自

称了解安徽省省会合肥

市保姆市场的读者致电

记者!称在省城南七及安

庆路一带!部分不法中介

为赚取中介费! 在服务

中!竟公然推介#陪睡保

姆%&

!!

月
!#

日和
$%

日!

记者分别对合肥市部分

保姆市场进行了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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