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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非到郑州!不适应的除了水土!

还有温度"

它俩的别墅里却热气腾腾! 地暖开
得十足"这是因为!它俩肠胃还没完全适
应!卧在地上睡觉!怕# 胃寒$%

要暖胃! 除了暖气! 还有特殊& 食
谱$'红糖水(姜汤% 偶尔给它们& 进补$!

让它们能快点儿把胃调养好%

补充盐分! 也是生活必需% 在南非
时!它们会吃点儿富含盐分的红土!可郑
州的黄土地不同!所以得另外& 补盐$%

& 专门买了块十斤重的大盐块!让它
俩舔舔% $赛琦说!现在只剩一半了%

吃得好!睡得也香% 俩犀牛的生活
很规律 '午觉三个小时 (晚上再睡六七
个小时%

& 过阵子! 它俩的肠胃就能调理好!

对新环境也能完全适应了% $赛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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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禁闭$$%天
非洲白犀牛& 出关$

历经
&'(

万公里环球旅行! 前阵
子!两头白犀牛到了郑州% 依惯例!它
俩得& 坐$一个多月的& 移民监$!通过
隔离(检疫才能& 转国籍$% 一纸) 检疫
合格证* !成了白犀牛们的# 释放令$%

昨天上午!两只白犀牛# 出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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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出门! 它俩没了初来乍到的
暴躁!温顺不少%

想当初! 它俩初见! 又晕车又怯生
的!发生了# 顶牛$的恶性事件%

而昨天!同甘苦(共患难的它俩!已
经关系融洽了%

大门洞开时! 公犀牛站起身来# 护
驾$!母犀牛却懒洋洋地趴在草垫子上不
起身%

青草大餐在面前一摆! 俩白犀牛被
成功引诱% 迈出房门!去户外活动场# 进
餐$了%

# 从陌生到熟悉!它俩现在感情可好
了!总是形影不离% $管理员赛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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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 作为陆地第二大的哺乳动
物!成年白犀牛能长到两三吨重!体形仅
次于大象%

个头大!胃口自然也大%

赛琦说!它俩现在每天要吃四顿饭!

要吃
)%

斤从内蒙古运来的干草(

*%

斤苜
蓿和两斤颗粒饲料%

郑州的自来水!它们喝不惯%# 喝了
就拉肚子!可能还是水土不服% $赛琦说%

这可难为了管理员! 每天要给它们
烧开水喝%

白犀牛偏偏特别能喝水! 每只每天
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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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斤% 电磁炉(不锈钢大桶!每天
要烧五六个小时的水!才够它俩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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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日阳刚$组合成员王旭昨日与商报网友互动!回答了大家最关注的
+%

个问题

他俩的档期都排到明年&月份了
王旭说!出名后物质生活并未改变!也没打算进演艺圈!不想丢掉原来朴素的东西

从今年
,

月底开始! 农民工组
合# 旭日阳刚 $!光着膀子高歌) 春
天里*的视频 !就开始在各大网站
流传%

沧桑(沙哑的嗓音从出租屋里
飘出 !让两个光膀子 (叼着烟的男
人!被人深深记住了% 而商报网友
更想知道!一夜成名给他们带来了
什么+

在今年
,

月之前! 王旭和刘刚只是
北漂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刘刚的主
业就是# 唱通道$!

))

岁的王旭也是!只
是他还多了份在医药公司仓库当复核
员的工作%

当他们深情高歌) 春天里*的手机
视频被传上网后!他们的命运发生了转
折!无数网友被他们所感动%

这些喜欢# 旭日阳刚$的网友!给自
己起了个有意思的名字# 钢 儿$% 他们
在
--

群(贴吧里组建起各种粉丝群!并
且从各处贴来# 旭日阳刚$的最新进展!

甚至把二人在各大电视台的访谈节目
都录了下来!放进群里分享%

两个粉丝!甚至写了首名为) 未来*

的歌!希望有一天能够由# 旭日阳刚$来
演唱% 还有网友写诗说# 我愿做永远忠
诚的, 钢 儿-!尽管你们说', 只要有吉
他 我就可以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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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根网友欢欣鼓舞的同时 !柯
蓝(蔡卓妍(王小骞等名人也都在微博
上转发了该视频!吸引大批网友跟随%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张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春天里*这
首歌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充满感伤(无奈
甚至有些绝望的情绪% 两个农民工身份
的人来翻唱就更能反映出这一代人或
当前年轻人普遍的感受!那就是曾经的
梦想都被现实蚕食%

在农民工版) 春天里*中!出租屋(

光膀子(叼着烟!这更接近于这首歌本
身的底层生活状态% 相对的!歌手(偶像
们!包括原作原唱者汪峰!都不是底层
人% 这也是这首歌能从草根阶层开始扩
散到大众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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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之后!& 旭日阳刚$不停地在接
受采访%

& 每天都很忙!要接几十个电话% $

昨日下午 !他们的朋友 (现在的& 经纪
人$黎东告诉河南商报记者!电话大多
是媒体打来的! 刚开始还往电话本里
存!但是因为打的人太多了!所以每次
电话响了!只能抱歉地先问上一句'& 你
是哪个单位的+ 能不能发条短信来% $

黎东说!虽然大部分的采访(演出邀
约都被拒绝了! 但工作表还是排到了明
年
+

月!就在今天晚上!河南老家还有人
坐飞机到北京跟王旭( 刘刚来谈合作演
出的事%

由于王旭用电脑不很熟练!为了将最
新的消息传达给读者!河南商报便将网友
问题整理后!发给& 旭日阳刚$统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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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想就夸大了!唱歌只是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爱好!再苦再难也不会放弃的!唱八九个
小时!挣

++

块钱!嗓子都唱坏了!可还是割舍不了%

('9��/�\34 «<¦§R¬©¥M$

SG®¤�¯°±¬©W²³´µR¶·¸ª�

¹!"""�ºRh»ª

Ix4

呵呵!

+%%%

多块已经不少了!再说我老
婆也有工作!大儿子也能挣钱了!对于我的爱好!

他们并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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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还没有!不管外界怎么看!自己
就是自己!不想把原来朴素的东西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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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有自己的歌!但是这需要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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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都回绝了!目前还没考虑这一
步% 第二个问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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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儿发生以后!有很多人认可(喜
欢我们!但物质上没有变化!甚至比以前还差!因为
每天不能按时上班!更没时间去当& 过道歌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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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有时
候凌晨三四点还没睡!可是又准时在六点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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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没想到我会红!很高兴!很喜欢
我% 但是老母亲却很淡定!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好
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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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想% 只要踏踏实实唱好自己的
歌!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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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说点啥!但还是坚信知识改
变命运!自己没啥文化!但不希望后代也没文化!我
儿子也是大学刚毕业!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虽然还没
什么起色!但是已经有自己的工资了% 非要说点啥!

那就是&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做个生活中
的强者!光明在前途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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