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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动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2011年8

月 最 高 法 院 颁 布《 婚 姻 法 解 释
（ 三）》，重点针对婚前贷款买房、

夫妻之间赠予房产等争议较大的问
题做出解释，更是改变了单身男女
的婚恋观。时隔近一年，昨天，由百
合网发布的《 2011上海市婚恋状况
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是男方出资
购买房产，60.5%的上海男性愿意在
自己购买的房产证上加上未来老婆
的名字。

《 婚姻法解释（ 三）》已颁布近
一年，但此次调查却显示，3.7%的上
海单身人士完全不知道《 婚姻法解
释（ 三）》，34.8%的人听说过，但具
体内容不是太了解，52.3%的人基本
了解，9.2%的人很关注。但上海单身

人士对《 婚姻法解释（ 三）》的关注
度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去年的《 婚姻法解释（ 三）》颁
布后，掀起加名风，更有女方加名不
成，“ 曲线救国”希望落户房子。时过
境迁，那么现在大家对房产证上加名
有什么感想吗？调查显示，60.5%的上
海男性愿意在自己购买的房产证上
加上未来老婆的名字，而42.4%的女
性会要求未来老公在房产证上加上
自己的名字。

与此同时，68.4%的女性认为男
性有房才能结婚，近50%的受访女性
认为，应由男方全款买房或付首付。
92.1%的女性认为男性有稳定收入才
能结婚。此外，还有46.3%的单身女性
能够接受婚前财产公证。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摄影报
道 今年，是支教大学生到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支教的第13年。13年来，支
教大学生们早已不再仅仅限于到农
村学校教书，而是做出了很多有积
极意义的举措。日前，记者就走进云
南，采访了正在那里支教的志愿者
们，也看到了志愿者们带给当地的
点点滴滴的可喜变化。

40度高温 他们依然坚守在支教地
这几天，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

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但对于已经
在这里做了近一年支教老师的同济
大学大四学生潘玥来说，这已经不
算什么了。记得当初刚来到这里，他
和他的同学曾经因为无法适应这里
的气候，而病了将近一个月。“ 当时
全身都浮肿了。这里的最高温度常
达到47、48!，晚上也会达到39!。”

除了天气炎热，这里的“ 原生
态” 环境也曾经给这些城里来的大
学生们带来不小的恐慌。“ 每天凌晨
2点，你会准时听到狼的叫声。宿舍
窗子外，会有整夜的蛙鸣声。”潘玥
说，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适应了
这样的“ 睡前小调”。

当然，比起天气的炎热，潘玥他
们所遇到的最大难题，还是当地落
后的教育状况。“ 去年开始，‘ 计算
机’成了当地中考的必考科目，‘ 计
算机’这门课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潘玥说，自己在学校里就负责教授
这门课。但由于学校经济条件并不
好，所以可供孩子们上课使用的电
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台。“ 每次上
课，我都要从一个班六七十名学生
中，抽取两三名幸运的学生到真正
的计算机上演练一下。其余大部分

的同学，则只能跟着我在纸上画键
盘，熟悉键盘。”潘玥遗憾地说。

寻求支持 发起“ 五个一工程”
复旦大学支教志愿者申宸也曾

经遇到同样的问题，那是在2年前。
当时他和同学们来到宁夏西吉县王
民中学的时候，也曾经为当地的贫
困状况，以及带给孩子们的影响感
到忧心忡忡过。

“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叫
卢巧梅的学生家中家访。在和她爸
爸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小梅一直都
是趴在床上看书的。了解情况后我
才知道，原来当地大多数家庭因为
贫困，无法给孩子们提供专门的书
桌，很多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申
宸说，他所在办公室的一位老师的
孩子，甚至因为长年读书姿势不良，
导致腿形畸形，变成了罗圈腿。

申宸说，那个时候，他想到了求
助社会。很快，他得到了安利公益基
金会的支持，在当地发起了“ 一张小
书桌”项目，“ 安利”认捐了当地4所
学校学生的1700多张小书桌。受到
这一成功经历的鼓舞，申宸又很快
发起了“ 一个小书包”、“ 一本参考
书”、“ 一堂兴趣课”、“ 一份报纸”
等“ 五个一工程”。

“ 所有这些费用，都由安利公益
基金会提供，我们只需要提供详尽
地、可执行的方案即可。”申宸说，如
今，他已经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支教
生活。他的师弟、师妹们———新一批
的复旦大学志愿者们，又到了宁夏
西吉，继续支教生涯。“ 听说他们现
在正在发起护眼行动，为近视眼的
小朋友配眼镜，资金也是由安利公
益基金会提供。”申宸说。

13载传承 支教不再仅仅是教书
从1999年起，中国大学生响应

团中央的号召到全国各个贫困地
区支教，至今已经有全国各个大学
13届支教团深入到各地为教育欠
发达地区的儿童提供素质教育。13
年来，支教大学生们的志愿服务形
式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支教过程
中，他们对支教地的具体情况深入
了解之后，更深刻地参与到当地农
村事务的建设中去，如为支教地修
水窖、建路灯、为学校建设图书馆
等等。

在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松元小
学，记者就看到了由中山大学第十
三届研究生支教队伍在安利基金会
的资助下，自主创设实施的松元小
学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基地和少数民
族艺术团。支教志愿者、中山大学城
市规划专业的学生穆晓多告诉记
者，此前志愿者们组织过一个“ 给贫
困孩子捐鞋”的活动，他们发现这里
的孩子能歌善舞。“ 如果能在兴趣和
技能上帮助他们，比给他们捐一双
鞋的意义更大。”

于是，他们产生了帮助这所学校
建立“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基地”的念
头。在安利公益基金会的帮助下，他
们对学校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基地进
行了装修，购买了钢琴、葫芦丝等乐
器，还组织起来了一支由彝族和苗族
小朋友组成的少数民族艺术团。

“ 如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我
们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因为不用
担心资金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发挥
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做一些有益于
当地老百姓、尤其是当地孩子的事
情。”申宸说。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英国首相布朗、迈克
尔·杰克逊、麦当娜⋯⋯如果你想饱
览这些名人影像，近期开幕的“ 食色
性也———影像君主Rankin非凡艺术

（ 中国） 巡回盛典·上海新天地站”
最合适不过。自6月2日至17日，国际
顶级摄影师Rankin首度来沪举办摄
影展，122间作品囊括了各界名人的
影像传奇。

记者了解到，Rankin因其多元百
变的拍摄风格和新颖独特的艺术理
念，被人们赞誉为“ 英国鬼才摄影
师”。他曾创作出无数极具影响力的
时尚杂志封面、人物肖像和开创性广
告视觉作品，同时，他也是英国王室
御用摄影师、多位顶级明星的私人摄
影师和新锐时装杂志《 Dazed&Con-
fused》的创始人，在他镜头前亮相过
的名人数不胜数。

作为Rankin首次中国巡回展的
首站，新天地将分别在新天地南里广
场和新天地时尚中庭设置象征“ 中

英文化的时光隧道”的艺术展览台，
通过相对封闭的隧道装置，增强了摄
影展的神秘感和艺术性，其中南里广
场采用了不规则斜面米字形展台设
计，极具英伦时尚风格；而新天地时
尚中庭的长方体展台则呈现简约流
畅的风格。

此次展出的经典影像作品有13
个系列，122件作品，其中包括最为著
名的Eyescapes，Dazed & Confused杂
志，以及描述艺术家背后创作故事的
短片。

届时，沪上市民可欣赏到Rankin
为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威廉王
子、英国前首相布朗、前美国加州州
长和好莱坞动作巨星阿诺德·施瓦辛
格、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美
国天后麦当娜、格莱美女王阿黛尔、
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摇滚明星玛
丽莲曼森、“ 西太后”维维安·伊斯特
伍德、英国女星艾玛·沃特森、中国女
星章子怡、汤唯等各界名人拍摄的影
像传奇。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费
城三大名校之一的美国德雷塞尔大
学与上海宾夕法尼亚中心共同庆祝

《 谁打造了摩根：史上最低调的华
尔街精神领袖》 一书中文版的发

行。该书呈现了德雷塞尔大学创始
人———安东尼·德雷塞尔传奇的一
生，他作为华尔街的缔造者，曾为华
尔街巨头J.P. 摩根等公司的创建奠
定基础。

据悉，该译著将会在本月起在中
国发售。昨天，来自交大与复旦的莘
莘学子、教育留学机构、金融业嘉宾
等受邀与来自德雷塞尔大学的上海
校友一同携该书参加了庆祝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即日起至7
月31日，大悦城每天都有免费体验版
逃脱游戏，周末则安排了专业挑战
版，欢迎所有的“ 逃脱迷”们前来挑
战“ 美人鱼故乡探险之旅”。

去年年底，首度登陆上海的“ 逃
脱游戏” 吸引了15000人次参与，游
戏主办方SCRAP公司在日本曾以街
道、废弃学校、博物馆、游乐场、棒球
场等空间为舞台，组织各种真实版逃
脱型系列游戏。此次登陆商场搭建大
型实景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与此前游戏不同，商场里的“ 逃
脱” 需要玩家们在不同楼层的各个
区域寻找答案，但无需进入商铺或者

攀高，自由组队后可以凭借集体智慧
一起解谜。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
的人能体验游戏的乐趣，大悦城为初
级玩家安排了免费的体验版游戏，共
设5关，只要你是上海大悦城会员或
者当天凭任意购物小票到1楼服务台
认证就可换取体验版答题卡等游戏
资料，比赛不限制时间，通关者可以
领取“ 解救美人鱼” 限量版纪念徽
章。即日起至7月31日的每个周末则
是“ 10关专业版”，限时1小时，门票
100元/张，每个周末专业版选手凭答
题卡可以换取“ 美人鱼故乡探险之
旅”抽奖券，有机会赢取丹麦美人鱼
故乡探险之旅。

华尔街巨头安东尼·德雷塞尔传记中文版发行

英国鬼才摄影师首度来华开展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支教队员们13载接力改变大山深处的学校
那里的孩子还只能
画个键盘来学计算机

景观“ 逃脱游戏”登陆商场
孩子们的眼神清澈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