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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伴随着暑
期的来临，6月30日，2013上海国际儿
童戏剧展演将在上海拉开帷幕。据
悉，今年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由中
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主
办，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联合
承办，并由安利公益基金会协办。

整个戏剧展演历时一个多月，将
邀请来自波兰BTL剧团音乐舞蹈剧

《 嘘！有虫虫》、丹麦兰佩剧团的手偶
剧《 调皮的鼹鼠宝宝》、澳大利亚泰
乐宾剧团的儿童剧《 船员派》、中国
台湾O剧团的儿童剧《 巨人和春
天》、偶偶偶剧团的《 布！可思意的世
界》 以及中国上海中福会儿童艺术
剧院的《 成长的快乐》等国家和地区
的六个剧目作为展演参演剧目。

中福会儿艺与上海儿童艺术进
修学校创作演出的儿童音乐剧《 不

肯吃肉的小老虎》和城市爱神、欧环
文化的双语经典儿童剧《 三个灰姑
娘》将作为祝贺剧目演出，预计剧场
演出20场，社区演出约10场，8月5日
在闵行区群众艺术馆将以社区巡演
的形式为戏剧展演画上圆满的句号。
据悉，2013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预
计将有3万家长和孩子参与。

据了解，7月4日-22日，安利杯·台
湾儿童戏剧季也将在上海首次举行。
这是上海第一次举行以两岸儿童戏剧
文化交流为主旨的戏剧盛会。戏剧季
开幕之后，来自台湾“ 最牛”的儿童剧
团纸风车剧团将携台湾其他本土剧团
来沪演出交流，并举行两岸交流戏剧
研讨会。来自台湾的晨星剧团将在普
陀、浦东、徐汇、闵行、黄浦五个区的图
书馆和社区文化中心巡演，并举行

“ 生命教育互动工作室”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吴嘉川 身穿婚
纱、手捧玫瑰花，当一位女孩打扮成
这样，身边都配以一位着正装的男
士，单膝下跪，这样的求婚出现在校
园内不禁惹人羡慕。然而，近日在四
川宜宾学院的宿舍区，这一幕却以另
外一种方式上演了，大四女生刘晓双
在男友成春宿舍楼下，竟大胆向他求
婚。一时间，惹来网友不断热议。

这段视频上，记者看到刘晓双
虽然身着白色婚纱并手持玫瑰花，
然后她手里还多了一支话筒，并不

断在喊着什么。在她面前的宿舍区
道路上，撒满了玫瑰花瓣，竟也铺成
了一条路，一直延伸至男友所在的
宿舍楼下。

她对着话筒大声进行了表白，
随后在身边同学欢呼声中，他男友
奔跑到了她面前，希望一把抱住女
友，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刘晓双让男
友站在几步之遥的面前，随后她说：

“ 你愿不愿意娶我？” 并且当众跪了
下来，将玫瑰花送到了男友面前，成
春再也忍不住激动之情，在众人面前

回答道：“ 我要把刘晓双娶回去！”之
后他再也难掩内心激动，立即抱起刘
晓双，围绕着校园跑了一圈，最后把
她送回了宿舍。据了解，在她求婚成
功后，两人领证也提上了日程。

女生向男生求婚一幕在校园中
上演，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热议，网友
们感叹：“ 真爱无敌。” 有人赞女孩
勇气可嘉，另外也有人这样说道：

“ 谁说只有男人向女人求婚的，祝福
你们。”截至记者发稿时，该段视频
已经有了近365387次播放。

一年前一只萌猴网络走红，一年后它还好吗？
“ 悟空”初长成 已在动物园融入族群

B07
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梁超业 美术编辑 王丹华
联系我们 qnbshb@163.com 微生活·网兜/城市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由
静安区文化局主办，静安区文化馆
等承办的“ 静安书香音乐空间”文
化活动项目正式启动。一曲古典音
乐、一本艺术书籍、一杯浓郁咖啡，
一隅休闲空间。从本周五开始，每逢
周五12：00—13：00，静安市民和南京
路商圈白领将可以在充满书香的空
间，聆听“ 迷你音乐会”，放松身心。

墙面上错落有致的哲思书籍，欧
式风格的矮凳小椅，一架黑色的钢琴
⋯⋯昨天，记者前往位于北京西路上
的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二楼的“ 静
安书香音乐空间”探班时，被其雅致
的环境迷住了。在角落里甚至隐藏了
一个迷你DJ室。

为了迎接首场音乐会，十来位工
作人员忙进忙出参与布置，“ 以前只
在这里办过讲座，音乐会还是头一遭
哦。”工作人员吴先生拨动了一下琴
弦，内心有些小紧张。

正在现场指挥的静安区文化局
局长张爱华介绍说，“ 静安书香音乐

空间” 主要是以音乐欣赏和讲解相
结合的形式，向静安白领为主的市民
提供涵盖古典音乐等多品种具有代
表性作品的周末午间音乐会。

负责邀请音乐家的总策划吴宏
亮透露，为白领们献艺的乐手们的
来头都不小。“ 比如赵慧是亚洲青年
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萨克斯
手汤迎去年在人民大舞台刚举办过
个人音乐会。为了迎合白领的口味，
我们专门挑选了30岁左右的80后音
乐新秀。选择的曲目也是大家耳熟
能详的。”

据悉，此次主办方整合了包括
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
歌剧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轻音乐
乐团等各类专业资源，每次采取2~4
人的小规模演出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音乐会的
“ 门票”只有10元。午休期间，只要花

费区区10元，就可以任选咖啡、红茶、
绿茶中的一种饮料畅饮，还可以闭上
眼睛，聆听高雅艺术。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去年 6
月，那只在肯德基用吸管喝可乐、于
网络风靡一时的小猴“ 悟空”，您还
记得吗？它离开主人送进南京红山
野生动物园后，过得怎样？它会如网
友担心的那般，不合群被排挤吗？记
者昨天从南京红山野生动物园获
悉，目前“ 悟空”在动物园的猴山过
起了群居生活，因为饲养员的巧妙
安排，悟空很快融入族群，与其他猴
类相处无任何异常。

猕猴“ 悟空”已长成亚成体
去年6月，一只巴掌大小，要么

蹲在肯德基桌子上用吸管喝可乐卖
萌，要么穿上白色蕾丝女仆围裙装
纯的萌猴“ 悟空”，因为照片现身网
络引起了数万名网友的关注。虽然

“ 悟空” 当时的主人王先生对它百
般疼爱：每天定时给它喂奶、用纱布
蘸盐水给它擦牙等，却因为饲养的
合法性问题遭到了网友的“ 炮轰”，
最终只得忍痛割爱，将它送到了南
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如今一年过去了，这期间“ 悟
空” 的生活状况是许多网友关心的
问题。记者昨天致电南京红山森林
动物园了解到，如今“ 悟空”已过起
了群居生活，从它金黄的毛发来看，
属于猕猴类；目前属于亚成体（ 动物

已经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但还未性
成熟叫亚成体），有十几斤重，基本
成年。

饲养员巧妙让它混入族群
记者了解到，去年“ 悟空”被送

到动物园时，仅出生2个月多，身体
状况也不大稳定，所以动物园将它
安置进了人工育幼箱，在室外玩耍
区设了相应的隔离箱，并放了一些
玩具。先后人工饲养过长臂猿、小
袋鼠、小猞猁等多种珍惜野生动
物，并获得成功的保育员姚师傅，
对它进行了24小时的人工陪护及饲
养。“ 婴儿期”的“ 悟空”被喂以婴
幼儿奶粉、钙片、米粉、维生素等食
品；如今亚成体的“ 悟空”，与猴山
的其他猴子一样，都是吃水果、蔬
菜、粗粮、糕点等，食量为一斤半到
两斤左右。

据介绍，今年春天，“ 悟空”被
放归猴山，开始了新的群居生活。因
为猴群对它们的“ 衣食父母”向来
比较尊敬，所以当“ 德高望重”的保
育员多次带“ 悟空” 巡视猴山时，

“ 悟空” 与它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多
见面的机会，逐渐熟悉并接纳了彼
此。“ 这也是刻意安排，让‘ 悟空’顺
利过渡到猴山的群居生活。”据南京
红山野生动物园宣传教育部老师

称，“ 悟空”作为野生动物，最适合
它生长的地方是大自然，但由于当
时“ 悟空”成为了人类的宠物，离开
了原栖息地，因此需要培养它的群
居意识。在放归猴山前，保育员还特
意让“ 悟空”与其他年幼的猴子一
起生活相处，让它习惯与同伴亲密
接触，这也为“ 悟空”的群居生活奠
定了基础。

原主人不愿打扰它生活
记者了解到，南京红山野生动

物园的猴山共有一百多只猴子。“ 悟
空”成年后若想“ 娶妻”，必须当了
猴王才有繁衍交配的资格。每两至
三年，新老猴王交替轮换一次。虽然
不清楚“ 悟空”今后是否能竞选为
猴王，但从目前状况看，它的生活并
无异常，与其他族类也相处甚欢。

据该动物园宣传教育部老师
说，“ 悟空”的原主人只来看过它一
两次。对此说法，汪先生日前并未回
应记者的采访，但在他的微博空间
中，记者看见置顶的一条微博是去
年6月17日发的，一张“ 悟空”的侧
面照，配有调皮的文字：“ 悟空在练
火眼金睛。”而在微博“ 签名栏”中，
留着一句看似伤感又让人玩味的
话：“ 不出现，不打扰，是我最后爱你
的方式。”

静安为白领打造
“ 书香音乐空间”

一杯饮料、一场午休音乐会，我们相约星期五

上海国际儿童戏剧节6月底开幕

宿舍楼下求婚大戏视频热播

女生：你愿不愿意娶我？男生：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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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叶松丽 昨日，上
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行“ 基
于新媒体的性别平等倡导与实践”
项目成果发布会，来自包括联合国妇
女署以及多家网络合作机构的三十
多位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多家门户
网站发布的性别议题观测报告，引起
与会者的兴趣。

某知名网站发布的微博观测数
据显示，在被举报案例中，女性举报
女性占30%，女性举报男性占28%，男
性举报男性占26%，男性举报女性占
10%。其中62%的辱骂与性别有关，即
涉及到对女性的歧视。此外，男性是
骚扰的主体，也是最大的受害者。男
性被男性骚扰占50%，女性被男性骚
扰占45%，女性被女性骚扰占5%，男
性被女性骚扰占0%。在判定泄露隐
私成立的案例中，83%是男性被男性

泄露隐私，所以男性更容易被泄露隐
私，也更容易泄露他人隐私。

“ 基于新媒体的性别平等倡导
与实践”是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性别
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心” 承担的联合
国-中国社会性别研究和倡导基金
第五批招标项目，这是上海第一次获
得此项目资助。

项目组认为：要实现性别平等，
有必要创造一种支持性的环境，让处
于弱势和边缘的人有能力获得应有
权利，其中就包括网络话语权。为此，
项目组与合作机构联合发起“ 促进
性别平等：网民言论自律倡议书”与

“ 门户网站性别议题报道指南”，希
望网站编辑、广大网友、管理人员、性
别平等倡导组织等一起携手，为减少
新媒体空间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而
努力。

网络世界六成辱骂与性别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