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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应聘网拍模特
差点欠下万元网贷

3月27日，小玉在招聘平台选好
了一个网拍模特的职位，和联系人
微信沟通好后，下午便跑过去面试。

公司名叫“鑫颖文化”。“填完一
张表后，经理说要交1980元拍4组模
特卡，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他说他
会想办法。”小玉告诉红星新闻记
者，办法就是用花呗支付，“看着我
的花呗额度是2600元，就叫我先用
花呗给。”随后，小玉贴假睫毛5对又
给了100元，以及一对胸贴120元，

“说为了拍摄效果必须买。”
接下来，小玉拍了一组照片。小

玉说，经理表示愿意和她长期合作，
叫她签了一个一年的合同，“还叫我
不要给家里人讲。”“之后又说要瑜
伽、形体培训上杂志封面，费用一次
25元，但一年要8800元，一次性付
清。”小玉称，之后经理拿着她的手
机，开通了蚂蚁借呗。回忆起这个细
节，小玉感到自己“智商不够用”，稀
里糊涂地付了钱，还签了合同。

走之前，小玉被叫去拍了一组
饰品的照片，给了她600元，还让她
星期天下午再去拍一组800元钱的。

“拍一次这么多钱，一个月算下来，
大概有5至8千的收入。”招聘APP上
面这份工作也写着每月5至8千元，
对于还没毕业的小玉来说，是一份
诱人的待遇。

但回学校后，朋友们都告诉小
玉她被骗了，她又网上查了查：“全
都说这种是骗钱，我前前后后一共
被骗了11000元，中间没开任何发
票。”

记者问小玉，应聘模特是想帮
男友分担压力吗？她点点头，说是有
一点，但大部分是自己想赚点钱。小
玉告诉记者，3月28日男朋友和她一

起找到鑫颖文化，报警后对方退还
8600元，她很快便把花呗和借呗还
清。虽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但她想
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人，社会经
历尚浅，不要随便相信那些“套路”。

回应：
工作人员称“她诽谤我们”
公司退回小玉8000多元

3月31日下午，从天府广场西侧
的西御大厦上楼，记者找到了小玉所
说的鑫颖文化。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公司刚刚起步，旗下的模特还不多。

一名工作人员叫记者去了他的
办公室，听记者说了来历后，他大声
连说几次：“她诽谤我们，诽谤！”随
后，一名姓王的经理打电话来告诉
记者，当时就是他接待的小玉，对于
小玉所说的经理让她开花呗、借呗
付钱，王经理表示否认。

但在小玉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录
音里，工作人员和她及男友的对话
中多次提到花呗和借呗。小李在录
音中问：“花呗不是只能用来付款
吗？”该工作人员回答：“我们这边和
淘宝合作的都可以，我们和淘宝合
作还怕用不到花呗？”该工作人员还
说：“我就告诉你一个大实话，哪怕
我们是骗子公司，你觉得你们被骗
了，有什么意义？”

鑫颖文化的另一名负责人也和
记者通了电话，他说，平时招聘模特
只需要付880元的相册制作费。随后
王经理又告诉记者，如果自己有“形
象资料”，任何费用都不需要交，“一
切都是自愿的，可以选择的。”王经
理强调，小玉是自愿付的钱，自愿签
的合同。王经理说，警方已经出面协
调，公司退回小玉8000多元，双合同
撤销已经没了关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摄影报道

乐山一雕塑拱手礼“拱”错了

吕波和同事们下山后，还是不放
心，决定联系阿伟的家人，将阿伟目前
的情况告知他们知晓。

根据阿伟的身份信息，民警通过多
方辗转联系上其家人。“当天我们联系
上他家人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还以为
我们是骗子。”吕波说，他们从阿伟的家
人口中得知，阿伟在2011年底便与家人
失联了。

因为阿伟的父母在沿海城市打工，
当晚7时许，在多方核实了民警的身份
后，阿伟在老家的其他亲人赶到华凤派
出所，随后在民警的带领下上山。当一
行人到达山上之后，阿伟当时明明就在
屋内，但却拒绝回应，也不开门。

民警只好将门强行打开。吕波说，
当时阿伟正蜷缩在屋内的草席上，身上
盖着一件破烂的大衣。阿伟看到亲人
时，有些惊讶，但他一直很沉默，几乎不
说话。

据阿伟的亲人告诉民警，阿伟在
2011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家里待了两个

月，之后又和朋友一起生意，但失败了。
2011年底从家里离开，并就此失联，家
人当时也曾报警，并多方寻找，但均无
消息。

阿伟所待的青龙山，山路崎岖，平
时鲜有人上山，一个细节是，当晚，阿伟
的舅舅经过山路接阿伟时还差点滑倒，
辛亏被吕波一把扶住。吕波分析说，阿
伟可能正是想到山路不好走，很少有人
上山，才选择长期待在上面。

“当时我们出于关心，问他在上面
住了多久了，为什么要在这上面住，这
些年是怎么过的，他都不愿意说。”吕波
说，经过一番开导劝说之后，阿伟同意
下山，随后被亲人接走。

临 行 前 ，民 警 也 提 醒 阿 伟 的 亲
人，因为阿伟目前不愿意说自己的过
往，情绪不太稳定，家人目前最后也
不要去追问他的过去，“只要人找回
来了就好”。

杨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图据警方）

有一些人认为，“拱手礼”雕
塑拱错手只是小事，找茬“拱手
礼”雕塑是小题大做。事实上，城
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拱手
礼”雕塑也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
注和评论。

“拱错了的拱手礼，文化糗事
何时了？”对此，东方网发表评论
文章称，前有“昭君牧羊”，后有

“拱错了的拱手礼”，要杜绝此类
文化“糗事”，必须强化公共文化
产品的责任制，让优良的城市雕
塑真正成为体现人文底蕴和管理
水平的美丽风景线。

不过，拱错了手的“拱手礼”
雕塑终于修改过来了。一位网友
评论道：看似小小拱手礼，背后却

是文化和传统的“大传承”。城市
雕像有着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
但以讹传讹，必然影响正确的认
知，让后人迷失其中。乐山当地知
错能改，是对传统的正视与尊重。

“在一般人看来，这或许是一
个无伤大雅的小瑕疵，但当地有
关部门愿意及时纠正这个错误，
是值得赞许的。”陈洪表示，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都应该秉承敬畏之心，要在遵循
传统的基础上再视情况慎重创
新，比如穿汉服要遵循“交领右
衽”原则，读古诗文应提倡吟诵而
不是朗读等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大学毕业做生意失败
90后小伙失联8年
民警在荒山小屋找到他

29岁的阿伟（化名）被人发现时，他那憔悴的面容和与流浪
汉无异的装束，让群众误以为他是一名吸毒人员，吓得赶紧报警。

3月23日下午，民警根据线索去找到阿伟时，他正待在一座
山上的空屋子里，这间屋子只有四五平方米，当时阿伟就蜷缩在
一张草席上，身上随意盖了一件破烂的棉衣……经过民警调查，
排除了阿伟的违法犯罪嫌疑。阿伟解释说自己人生失意，特地住
在山上冷静一下。

不过，民警在辗转联系上阿伟的亲人得知，阿伟8年前就与家
里人失联了。当时，大学毕业的阿伟，刚刚经历了一段“和朋友做
生意失败”的失意经历。对于过往，阿伟并不愿意说，民警和其家
人也不敢追问，“只要人找回来了就好了”。

3月23日下午3点左右，四
川南充城郊的青龙山上，有群
众 发 现 ，山 里 的 一 间 空 屋 子
里 ，居 然 住 着 一 名 年 轻 小 伙
子，看起来像是流浪汉，精神
面貌也不好。群众怀疑小伙子
很可能是一名吸毒人员，吓得
赶紧报警。

接到报警后，辖区的南充
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华凤派出
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处警民
警弋咏告诉红星新闻，报警口
中的那间空屋，其实是一个大
风车下面的空屋子，应该是管
理人员的房间，面积大约四五
平方米，长期无人居住。

民警很快找到了这个小
屋，并见到群众口中的“吸毒
人员”阿伟。眼前的阿伟，面容
憔悴，身上散发着异味。民警
吕波说：“看起来比我们平常
在大桥下见到的那种流浪汉

还要凄惨。”
吕波仔细打量了阿伟生活

的这间屋子，里面除了10来个
矿泉水瓶子，还有一些塑料袋、
一张草席、一件破烂的大衣。吕
波据此推断，阿伟在这里生活
的时间应该有10来天左右，或
者更长。

面对民警，29岁的阿伟解
释说自己因为人生失意，特地
住在山上冷静一下。民警经过
调 查 ，排 除 了 阿 伟 的 违 法 嫌
疑。不过，当民警劝说阿伟一
同 下 山 时 ，阿 伟 却 果 断 拒 绝
了，他还拒绝了民警帮他通知
家属的请求，他说“我自己想
办法嘛。”

“因为他（阿伟）没有违法
犯罪行为，我们也没法强制带
他下山。”吕波告诉红星新闻记
者说，无奈之下，他和同事只好
下山。

小伙独居荒山空屋，
群众以为他是吸毒人员蹊跷 大学毕业做生意失败，

8年前就与家人失联幕后

右手成拳 左手包住

谓沓其手，
右手在内，左
手在外。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过年时，很多人都喜欢拱手行礼表达
尊敬和祝福。前段时间，四川乐山嘉州长
卷天街一组雕塑中，两座雕塑右手包左拳
的“拱手礼”被网友吐槽“拱”错了，应为左
手包右拳。此事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连
续报道后，引发了网络关注与热议。

对此，文史专家陈洪表示，揖礼、拱手
礼、抱拳礼等都各有讲究，“上述雕塑中男
子行的即拱手礼，但是拱错了”。3月31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两座修
改后的雕塑已经放回原处，恢复成了左手
包右拳的“拱手礼”传统。

在乐山岷江东岸嘉州长卷
天街停车场附近，有一座主题
为《后会有期》的雕塑，包含三
男一女一狗，男子都穿着长马
褂、戴着帽子，其中一名留着长
须的男子和一名背着布袋的男
子正在拱手行礼，都是右手包
着左拳。

“拱手礼不都是左手在上，左
手包着右拳吗？”有细心的市民认
为，这“拱手礼”不对，跟传统礼仪

完全是相反的，难道这组雕塑另
有说法？

对此，嘉州长卷天街相关负
责人周女士回应，已经问了做雕
塑的设计方，古代没有明确的说
法，（拱手礼）到底是左手包右拳
还是右手包左拳。

不过，网友还是闹麻了。有网
友直指，“没文化真可怕。”也有网
友说，“在现代可以不必过于强调
哪只手在外或在上。”

雕塑“拱手礼”出错 引发网友热议

2月2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以《乐山一雕塑拱手礼“拱”错
了？到底是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
上》进行了报道，拱错手的雕塑引
起了更多网友的关注。

“揖礼、拱手礼、抱拳礼等
都各有讲究，上述雕塑中男子
行的即拱手礼，但是拱错了。”
对此，吟诵非遗传人、文史专
家、四川省国学教育研究会主
要发起人陈洪称，男子行礼的
时候右手成拳，左手包住，表示
压住了具有攻击性的右手来表
达友善的意思。

陈洪还详细介绍了揖礼、拱
手礼、抱拳礼的由来和区别。标准

揖礼常见于今天各种汉婚场合、
传统文化仪式中。而抱拳礼今天
用得很少，唯独拱手礼长盛不衰。
从古传到今，多用于恭喜、祝贺、
拜年等比较喜庆的场合。

3月20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再次跟进报道。当天，该组雕塑
中“拱错手”的两座男性雕塑已经
搬走了，雕塑的设计方“弄回去改
一下”。

仅仅10多天后，此前该组雕
塑中“拱错手”的两座男性雕塑
在搬走修改后，终于又搬回来
了，现在的雕塑“拱手礼”是右手
成拳，左手包住右拳，符合“拱手
礼”传统。

找茬“拱手礼”雕塑 一个月后改了

并非小题大做 纠错值得赞许

专家专家

乐山拱错手的“拱手礼”雕塑 已修改放回原处

这下拱对了
大学女生应聘网拍模特
差点欠下万元网贷
小李刚刚送了份外卖，从小区楼里跑出来，慌慌张张，到处找出

口在哪里。就要毕业了，不再向家里拿生活费，他想着自己辛苦先赚
一点钱。

没想到的是，女友小玉没有告诉他，就去应聘了一份网拍模特
的工作，钱还没赚到，反而欠下1万多元的网贷。

此前错误的拱手礼雕塑

拱手礼雕塑已经改正

小玉

上山的路上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