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
术节全国书法作品展” 将在湖南湘潭齐白石
纪念馆举办。为提高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创作
水平, 让书法爱好者突飞猛进,�湘教美术学
校承办的创作培训班，将在截稿前举办一次
大规模的展前培训。 届时组织著名书法家、

国展评委陈羲明等担任教学任务。对学员作
品作深入细致分析，采取观摩、讲解、示范等
教学手段，给予学员取法方向、用笔技巧及
作品形式各方面以最佳建议，以增强国展竞
争力，机会不容错过。

培训时间：2011年9月6日至2011年9月

8日。
地点：湘教美术学校二楼办公室（湖南

长沙市岳麓区王家湾桃花村）。
学员自备常用碑帖及文房用品。学校可

免费提供食宿，学员也可自愿在外食宿。
学费咨询电话： 13874992311（隋先生）

国展书法培训班招生
全国名家陈羲明主讲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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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兰突成被告
女富豪吴英再举报7官员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幼儿园
新个人所得税法今日实施

博友评论

现场

@河南卫视官方微博：【不
用这么严肃吧】 近日， 吉林大
学大学生广播站在南岭校园里
拉的迎新横幅称：“小妖精们，
你们终于来了”，在网络上引起
热议。 有网友羡慕地说：“我当
年报到时怎么没这么荡漾的条
幅？”校方称，对当事学生已做
出通报批评， 但不会做进一步
处理，该条幅系学生自发悬挂，
未经审批。

@青年时报 ：【武汉农民自
制碟形飞行器 首次试飞失败】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街
46岁农民舒满胜欲驾驶自己亲
手制造的“飞碟”升空，然而由
于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 且突
然下起大雨，试飞宣告失败。他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但从小就
喜欢钻研机械，热爱飞行，此前
曾制造三架“土飞机”。

照片变遗像，赔我80万
热播剧摆乌龙，温馨母子照遭改

@新闻晨报：【母子生活照成剧中“遗像” 赔两万嫌少】 今年1月，陈先生和妻子在电视连续
剧《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看到，剧中竟出现两张陈先生妻子和儿子的照片。陈先生妻子的照片竟
被用作电视剧男主角“已亡故的母亲”遗照。陈先生一家将该电视剧的共同出品人五家单位告上
了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80万元。对方只愿赔两万。

@NBTV看看看：上传到网上空间的照片，算不算默认可随意使用？网络时代，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风舞风岚： 原来电影、电视中的遗像是随便在网上找的呀？汗！
@文文-张： 这种事情就像穿越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路客look： 我若是那女人，我要扇这个导演十个大巴掌！
@王小虎成长记： 炒作？！
@华佬_cheng�：真荒唐!能出现这种事不赔也难,反正赚了,赔的就当付广告费!
@瑞秋：80万元悬赏，征一生活照充当剧中“遗照”，有人干不？

市民诉电视剧侵权

29日上午，这起备受关注的宁波市民诉电视剧《古今大战秦俑情》出品方
侵权一案，在海曙法院开庭审理。

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方支付原告精神抚慰金80万元的诉讼请求，被
告的律师表示，被告方确实使用了对原告造成侵权的照片，但已经对侵权情
节进行了删除，第一时间在新浪网发布了公开致歉声明。被告表示，原告提出
的80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数额太夸张。

而原告则解释说：“赔偿的金额是根据侵权的过错、手段、场合、获利情况
以及被告经济能力来定的， 出现侵权情节的电视剧是在全国范围内热播，造
成的影响是广泛的，也是长远的。”

放两年不发霉，“木乃伊”月饼你敢吃么

新闻追踪

@海南在线：【海口发现“木乃伊”月饼 存放两年未霉变】 8月29日，南
海网一网友发帖称月饼存放家中两年未霉变，疑似“木乃伊”月饼。该网友质
疑：海南气温高，两年都不坏?这种“永不变质”月饼还敢吃吗？ 厂家表示，防
腐剂是严格按国家标准添加的，绝不可能过量。没霉变是因包装完好。

@爱上你的黑眸：吃了它，你绝对可以做木乃伊。
@我不是个好人：指不定你今年买的月饼是前年生产的哩。
@龚雪blog：岂止有不变质的月饼，其实那些袋装食品，你细心观察就发现他们的保质期长得很呢。
@新青年网站：这年头活着可真不容易……
@zzz铃铃：看不出霉变的话，那误吃了什么后果啊？
@燕紫小窝：保质期越短的产品也许才是对自家产品有信心的厂家。
@最初的梦想———MISS�： 包装完好就两年不变质？坑爹呢！常年高温下，真空包装的压缩饼干两年之后也没人敢吃呀！！！

■综合新浪，腾讯微博

博友评论

女 30 未 165 白领丽人性感高挑气质高
雅不想婚姻交成熟男友 15274865477

●女总 46 岁丧高雅资产雄厚急寻有
缘人无缘做秘友 14770965239亲谈徐梦女 29岁丰满迷人，夫富商，因意外

不育，特寻异地品正男圆我梦，（本人接
不诚勿扰）保密 13860955664重酬

刘渝宁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012651200536，声明作废。

转业军人男 48岁丧偶， 性格脾气
好，身体健康，自营生意经济收入
可观，觅善良孝顺女相伴，户籍不
限 13926557029亲谈，非婚介

赵裕萍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222002111203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强龙渣土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8月 22日核发的 4301210000
49512号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轻工建设公司经营生产
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交友 声讯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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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男 45 岁丧偶单身多年有责任心
脾气好，经商事业有成，诚寻善良
孝顺有爱心女为伴， 其它不限，
有子女最好 15013681193本人接

朱敏燕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2522198404020723，声明作废。

好男人 53岁丧偶经商事业辉煌有
车有住房首次征婚诚寻一位贤惠
重情的女士共度余生有缘真心相
待有孩视亲生 13713386350亲谈

贤惠女 29 岁 1.65 优雅大方夫不育
离寻诚信男给我个家 13617037196

征婚相信真心真情真诚 49 岁退役
军人丧偶条件优秀责任心强，诚
寻：善良重情体贴女为伴（可带孩）
13590350577亲谈！ 拒游戏

贺学毅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1977070915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55761187－X，声明作废。

一切随缘：王敏 28岁漂亮人缘好夫港
商不育离渴望有孩家寻踏实男圆我梦
不嫌你条件差 15179395131本人

公 示
欢乐谷电玩城（单位名称）在营盘路
296 号，开办文化经营场所，经济性
质个体经营范围电子游艺。 该场地
法定代表人文伟，性别，男 22 岁，籍
贯湖南，按照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
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
办法》的要求，对此进行公示，如有
意见和建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7 个工
作日内向长沙市开福区政务服务中
心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窗口反映，
我们将根据您的反馈意见决定是否
举行听证。 联系电话：0731-84399017
投诉电话：0731-84399000

2011年 9月 1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惠通电脑技术服
务部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码：J5510004459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内部审计师协会工商分
会遗失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68742641-0，声明作废。

本女求缘：小丽 29岁夫港富商苦无孩
离为家业密寻忠厚男了我心愿定金给
你见面重酬公证属实 13205013338

美少妇 38 离经商数载生意好靓
车宽房寂寞寻缘 15574846589

严鑫 430922199510057612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谭明 43012219941104671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杨柳原依法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编号：长国用（2005）第 049966
号， 坐落在开福区蔡锷北路都市星
光。 根据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协
助执行通知书（2011） 洪法执字第
16-3号，特申请原国土证作废。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
2011年 8月 30日

@每天懂点经济学：【30年
前的1万相当于现在255万】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 从居民
家庭人均收入、 居民人均储蓄
着手，选取1981年、1991年、2001
年和2007年四个时间点，对“万
元户”财富的变迁进行测算。结
果是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
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到
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今天的
百万尚不及30年前的1万。

电视剧截图

陈先生妻儿照片（手机拍摄）。

网友已存放两年的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