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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在微博上向方舟子提问!"方
舟子老师# 去看看乐嘉的性格色彩学吧$

很多人说那家伙都是骗人的$ 蛊惑大众
的%但是苦于没有你这样的打假斗士站出
来啊& '方舟子随后在微博上回应说!"性
格色彩学骗不骗人且不说$ 那是剽窃
&'()*+ ,'+-.'/性格色彩密码& 乐嘉的母
校美国阿姆斯壮大学则是西太平洋大学
一样的加州野鸡学校$ 曾在国内合作办
学$已关闭&'方舟子的言论随即在网络上
引发热议$到记者发稿$已经有超过0111

位网友转发了这条微博$"%11多人进行了
评论&网友们各执一词$网友"兵2子'总结
说!"看了下各种评论$$(大都支持乐嘉反
对方舟子)"( 大都相信方舟子说的是真
的&'但也有部分网友不认同方舟子看法$

网友"米兰心'说!"他3乐嘉4已经明确表明
他只是一名传道者而已$他也承认是在那
位外国人的性格色彩理论基础上$再作研
究创新$ 乐嘉至少是把东西在中国普及
了& '

$%日下午$记者采访到方舟子$他对
自己的言论解释说!"*性格色彩学+ 这个

词是乐嘉说的#&'()*+,'+-.'/没有提到这
个词#但是乐嘉称自己为创始人的*性格
色彩学+ 与&'()*+,'+-.'/的性格色彩密
码#大部分是同一套东西& 且我看到乐嘉
写的书中#对于作者的介绍#称乐嘉是性
格色彩学创始人& 我认为#内容跟人家大
部分重复#然后换一个名称#然后就说自
己是新学说的创始人#这是不妥当的& ,

记者发现此前就曾有人质疑过乐嘉#

今年年初#鲁鸣就在-国内最火爆电视节
目5非诚勿扰6心理点评专家乐嘉造假嫌
疑. 一文中称!/我看到乐嘉在演讲时$并
没有展示任何研究成果$特别是他放映的
幻灯片里几乎都是西方人脸面& 我很好
奇$就7**8)9了一下&乐嘉并不是:;<性格
色彩学创始人& ,

但记者在乐嘉的 /:;<性格色彩,官
方网站上看到$在对课程讲师团队的介绍
中$对乐嘉的介绍中的确标明/:;<性格
色彩创始人,$在百度百科上$关于乐嘉的
介绍$也有/:;<性格色彩创始人,的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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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对乐嘉的质疑主要是两个方
面$一是性格色彩学是剽窃的$一是乐嘉
的母校美国阿姆斯壮大学是加州野鸡学
校& 乐嘉方面怎么看待方舟子的 /炮轰,

呢0 记者$%日联系上乐嘉的经纪人<.(&

对于剽窃说$<.(回应说虽然大家有言论
自由$不过方舟子的用词重了!/ 剽窃 两
个字是否用得太重了一点$这个的定义我
想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去讲的$是法院
才可以定性的& ,

对于读野鸡大学一说$<.(则表示自
己对于乐嘉的求学经过并不是特别清楚$

/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去读很多学
校是很正常的$而且乐嘉老师从出道到现

在$一直对所有媒体把他的母校是哪一所
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
宁波的一所学校& ,

<.(表示没必要纠结乐嘉是否真的
读过阿姆斯壮大学$也不能和唐骏的情况
混淆$/乐嘉没有标榜过自己读过什么学
校$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学校到底有没有
读过$而应该去看这个学校给人们带来了
什么东西& ,

虽然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乐嘉目前人
正在国外& 但经记者多次联系$乐嘉最终
以短信回复称$/我会出手的$再忍下,$表
示自己将会选择合适时机回应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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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主持人倪萍获得了/共和国脊梁111

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作家李承鹏讽刺其/确实是
共和国脊梁$只是得了颈椎病,$由此引发了一场网
络大战& #月$>日$有网友爆料称当/中华脊梁,只要
?%11元& $?日$方舟子在网上转发一位网友爆料$称
/共和国脊梁,在$1年前已开始出卖$当时的价格是
!=11元&

方舟子微博原文如下!原来在"11$年就已经开
始在卖/共和国的脊梁,了$当时的价格是!=11元$

十年涨到近!倍$这笔买卖合不合算0 能持续这么多
年$应该是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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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誉为/柏林爱乐的法兰西
玫瑰, 法国钢琴家金4芭比下月$"日将来
到海口$为海口的乐迷们带来一场优雅高
贵的钢琴演奏会&

据介绍$即将于下月在海口人大会堂
上演-交通银行沃德财富之夜111法国钢
琴家金4芭比独奏音乐会.是金4芭比"11#

年首度来华演出后$"1$$年再度造访的一
次高水平的钢琴演奏会$本次海口的独奏
音乐会是中国巡演的第三站&

金4芭比本次中国之行将演奏纯正法
国现代派曲目$其中有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
新家(近代/印象主义,音乐鼻祖$对欧美
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德彪西作
品-前奏曲.$舒曼形象幽默(神态逼真并
富有情趣的-童年情景.$海顿的奏鸣曲等
等& 由于今年是匈牙利著名钢琴家作曲家
弗朗兹4李斯特诞辰"11周年$ 金4芭比女
士还将演奏李斯特的代表作 -奥伯曼之
谷.$-埃斯特哈奇庄园的喷泉.&

记者了解到$本次演出是由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作为主办冠名
单位(海南巨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承
办单位联合邀请& 据承办方海南巨龙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能让广大
钢琴爱好者能零距离与金4芭比面对面交
流$即日起只要在海口交通银行各网点填
写报名表格即可参加%月$$日与金4芭比
的见面会$ 并有机会与金4芭比交流有关
钢琴演奏方面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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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直忙于选秀节
目做评委工作以及新唱片前期工作的阿
朵今日空降陵水香水湾君澜度假酒店$一
身休闲装打扮的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 不仅大谈保持自己性感身材的秘诀$

更透露新专辑很快将与粉丝们见面&

���I��������

%%������ ¡¢£

据香港媒体报道$梅艳芳离世七年$其%%岁老母
梅覃美金对阿梅的/遗产案,早前在终审法院终极败
诉仍不服气$$%日到香港中环一间银行总部前拉上横
幅抗议$以示不满&

梅妈当天先到场拉上三幅横幅$又在马路旁的栏
杆插上三支大香$现场派发印有/世纪大骗案,的传
单$带了二部广播器在现场抗议& 梅艳芳兄长梅启明
稍后也有到场$梅妈在接受访问时表现激动$除了表
示不满$并透露将会为阿梅出书$内容从阿梅得奖写
起$准备分成上(下册$至于何时出版$梅妈表示!/不
知道$已经着手筹备$看看搞完这事才说& ,

据了解$"11!年$娱乐圈巨星梅艳芳因病去世$她
去世后留下了巨额遗产$然而在生前梅艳芳怕妈妈乱
花钱立下了遗嘱将遗产托付给好友刘培基$刘培基则
负责每月向梅艳芳妈妈支付#万元港币作为生活费&

不过$ 梅艳芳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母亲覃美金的认同$

覃美金多次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获得女儿的遗产$屡
屡败诉下覃美金在日前被法院判终极败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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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片-龙马暗杀.-流浪者之歌.知名的日本个性派演员原田
芳雄于北京时间#月$?日上午?点!>分在东京因肺炎去世$ 享年#$

岁$葬礼告别式日期暂未确定&

原田芳雄一生出演过一百多部电影和多部电视剧$在日本演艺
界获奖无数& 内地观众认识原田芳雄多是从高仓健主演的经典电影
-追捕.开始$原田芳雄在电影中饰演矢村警长$在电影中矢村警长
一身正气的硬汉形象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TU%

¸¹º&6»¼r½

~� ���^!����^ ÌÍ=

�DÎ�Ï! Ð

$1

Ñ¿Ò©5ÓÔÕd!

°9ÔÖ×ØB' Ù«ÚÛ5��!ÜÍ

Ýe9Þ�ßà�ÓHÔÕdqá!Zâ

e9ãäåBæ=çèéê�H'

�� ���^!�v�b ëìMN

OKQReµd¤¥í!Ù«ÚÛ5îÐ

Ö=Ýeµd¤¥íQïðñ�Bòà'

sN!óôõöá÷Ô)øù#¿!B

Dª¯ú' |WÔû�ü�!ýKóôõ

þãÿ!)òà"##=$%!ªeSH

&'[)()N£*#=+,Z¢-=.

Á' $��%

>?@¾¿896»r½6ÀAB!

de

~�

��

(

�

�

R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