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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潘金莲
状告冯小刚侵权

潘氏宗亲会潘孝林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广东潘金莲的起诉得到了海内外潘氏
宗亲的广泛支持。潘氏宗亲会借此机会发
起“为潘金莲正名”行动，于去年9月11日
在安徽合肥举行座谈会，海内外数十名潘
氏宗亲参加。“有潘氏族人写了倡议书 ，试
图正本溯源，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潘金莲和其

丈夫武植。”
潘孝林说，正名行动得到了海内外宗亲

的广泛支持。“虽然正名行动中途经历了一
些波折，可是参与正名行动的很多宗亲为家
族付出了很多却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
宗亲和社会公众知道了潘金莲的历史真相，
正名行动取得了初步成功。”

打造社区文化聚落
家门口体验艺术生活

国内文艺名家为成都文艺志愿
服务进社区点赞

3月21日，一曲《成都》，把参加2017年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和中国文
艺志愿者协会一届五次理事会议的国内知
名艺术家带进了成都文艺志愿服务的社区
一线。艺术家们前往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
道黉门街社区，实地参观社区文艺志愿服
务功能室并了解创新做法。据悉，成都文联
系统通过在全市搭建立体式文艺志愿服务
体系，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就近得到
文艺志愿者提供的艺术培训等方面服务，
充分满足了全市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

“现在生活好了，居民对社区的需求不
像原来盖个章那么简单。”武侯区玉林街道
黉门街社区党委书记申民辉从事社区工作
16年，当谈到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时，他
告诉记者：“琴、摄、书、画、吹、拉、弹、唱、
舞，样样都不能少。我们腾出办公室，把更
多场地让位文艺志愿服务。”刘影是武侯区
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的网格员，他常年深
入社区，发现了群众对社区文化需求的变
化：“过去，社区居民来找社区，大多是为了
办事或反映问题，如今居民来社区除了办
事就是咨询什么时候有文化活动。”

“星期一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多功能
教室，合唱。下午1点半到3点，小广场，舞蹈
……”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根据群
众文化生活的供需情况，还制作了记录文
艺活动开展时间和场地的“文化日历”。

成都文联系统倡导文艺家回归社区
就近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积极为社区开展
文艺志愿服务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武侯
区玉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充分整合市区
文艺名家资源，歌唱家才旦卓玛，画家邵
仲节、王申勇等艺术家主动到社区当文艺
志愿者，为辖区居民提供音乐、美术等方
面的艺术辅导。记者从成都市文联获悉，
今年，成都文联系统会加大文艺志愿服务
的培训力度，让全市社区、学校等地成为
接受文艺志愿服务的重要场所。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任宏伟

张宇将出任大麦网CEO
曹杰担任特别顾问

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董事
长兼CEO俞永福表示，随着大麦
网的加入，将进一步完善线下基础
服务环节的搭建，拥有更丰富的用
户触及渠道，使我们得以将优质的
内容、“一站式”的服务和独一无二
的创新文化娱乐体验带给更广泛
的消费者。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文

化娱乐集团秘书长张宇将出任大
麦网CEO。同时大麦网创始人曹
杰担任特别顾问。

大麦网以演唱会票务起家，是
中国最大的覆盖现场演出、体育赛
事等领域的演出票务平台，也是该
领域最大的系统服务提供商。阿里
在2014年7月以D轮投资人身份进入
大麦，持有大麦网32.44%股份。

据悉，作为大文娱版块重要组
成部分的阿里音乐，未来将同大麦
网实现业务打通。一方面，在线演
出票务结合音乐应用，实现用户数
据打通；另一方面，以粉丝为核心，
联动艺人、票务资源，形成以粉丝、
艺人、平台三方联动的“线上+线
下”的音乐营销模式。借力于同大
麦的整合，阿里音乐将实现业务持
续升级，引领阿里大文娱音乐战略
全面起航。

阿里巴巴大娱乐版块
正在成为新主营业务

今年3月3日，阿里巴巴文化娱
乐集团宣布任命张宇为阿里音乐
CEO，提出“继续加速阿里音乐产

品和内容生态建设”。
阿里巴巴集团同时表示，VR

（虚拟现实）技术将成为未来颠
覆线下演出行业的关键。作为

“第二现场”的VR演唱会，其市
场前景不可估量。“我们认为，
VR技术将为消费者带来一种更
加自如，同时更为经济的全新娱
乐体验。”

2017财年阿里季度财报显示，
由UCWeb、阿里音乐、优酷土豆等
组成的阿里巴巴大娱乐版块，正在
成为继电商业务、云计算之后的新
主营业务和核心收入来源。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数娱业务收入达
到40.6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73%。

通过生态版图的不断丰富完
善，阿里文娱集团正在不断为整个
产业创造全新的价值。在俞永福看
来，阿里进入文娱产业是“高起点
创业”，这是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
实业领域。要做好文娱产业，不仅
需要坚实的生态实力支撑，更需要
有长期投入的耐力，以及事无巨细
的努力。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持续三年认真恋爱”
阿里巴巴全资收购大麦网
“早在2014年7月，在我们大

文娱战略还在雏形期，我们就成
为大麦网的重要股东。这是一场
持续三年的认认真真的恋爱，也
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水到渠成的
婚礼。”

2017年3月21日，阿里巴巴
集团宣布，对中国最大演出票务
平台大麦网完成全资收购。这意
味着大麦网正式加入阿里大文娱
战略版块，通过线下内容落地与
渠道触达服务，助力大文娱各大
版块“一起跑起来”。

《电影产业促进法》3月1正式实施后，
电影主管部门重拳出击，对首批查出存在
违法经营行为的326家影院实施严厉处
罚，在处罚名单中，记者发现四川共有6家
影院“上榜”。

经调查核对，电影主管部门掌握了部
分影院2016年以来瞒报票房的有关情况。
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于3月21日
下文通报处罚结果，通报显示，中影桐乡
嘉博影剧院等63家影院瞒报票房超过100
万元，情节特别严重，责令其自3月27日起
停业整顿不少于90日，视整顿情况由原发
证的电影主管部门重新核发其放映许可
证；浙江杭州塘栖新世界影城等63家影院
瞒报票房在5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情节严
重，责令其自3月27日起停业整顿不少于60
日；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星鑫国际影城
等110家瞒报票房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
的影院，处以20万元罚款；对90家瞒报票房
在10万元以下的影院，进行内部通报警示；
以上所有违法影院必须限期向片方返还截
留片款，并书面报告瞒报票房、逃避监管的
作弊手段；在省级电影主管部门的监督管
理之下，由县级电影主管部门对违规影院
的主要责任人、关联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从处罚名单中看到：四
川共有6家影院被处罚，其中有郫县犀浦
镇中影星美影城，该影院处于2016年瞒报
票房100万元以上影院名单中，该影院因
为情节特别严重，相关部门责令其自3月
27日起停业整顿不少于90日，视整顿情况
由原发证的电影主管部门重新核发其放
映许可证。成都商报记者致电该影院，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不愿回应此事。此外，四
川巴中市中影星河影城、龙泉驿维多利国
际影城、邛崃市星河电影城、四川省成都
市青羊区雅图影院、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华
夏国际影城处于2016年瞒报票房10万~50
万元影院名单中，这5家影院分别被处以
20万元的罚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负责
人指出，偷漏瞒报票房行为是电影行业长
期以来的“痼疾顽症”，严重破坏市场秩
序，妨害产业发展。各级电影主管部门及
文化执法机构要依法严厉打击，决不姑
息，推动“电影市场规范年”专项治理行动
取得实效。据了解，继本次通报之后，全国
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对影院票房数
据的核实工作还将持续展开。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326家影院
瞒报票房被严厉处罚
其中包括四川6家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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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相声演员牛群，最近几年
甚少出现在大众眼前。记者了解
到，这几年他大把时间都放在“下
基层”活动中，无论是中国文联文
艺志愿者活动还是中国曲协“下基
层”，都会见到他的身影，“我昨天
来到龙泉驿，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
成都。这里的人们都在自己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我眼里，这
些工人朋友才是最美的。”昨日下
午，牛群还来到老友、“巴蜀鬼才”
魏明伦家中叙旧。这是他第三次拜
访魏明伦，真可谓“三顾‘鬼’屋”。

刚到魏明伦家中，牛群和魏明
伦就不约而同说道，“这是三顾

‘鬼’屋啊。”原来，早在1995年，牛
群就曾前往魏明伦家中做客，并送
上一把写满“鬼”字的扇子和一个
花瓶。2002年，牛群再次前往魏明
伦家中拜访。如今二十多年过去，
牛群第三次来到魏明伦家中做客。

得知牛群要前来家中做客，魏
明伦异常高兴。家中相聚后，谈笑
间，魏明伦拿着红色围脖在牛群面
前挥舞，牛群也配合地摆出斗牛的
姿势。魏明伦希望牛群可以“重振
牛威”。牛群表示，退休之后应该保
持退休不褪色，继续努力奋斗。

近年来，当冯巩仍然活跃在春
晚舞台时，身旁却再也没有搭档牛

群的身影，让人不禁好奇牛群的动
向。牛群表示，现在他把更多时间
用在“下基层”，把欢乐带给更多老
百姓。“昨天我在龙泉驿，看到一个
充满活力的成都！这里的人们都在
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在
我眼里，这些工人朋友才是最美
的！”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除了

“下基层”，牛群也偶尔出现在一些
真人秀节目中。但他对此也有自己
的要求，“除了节目名字新鲜，我参
加的真人秀节目要立意帮助欠发
达地区，能符合我想做的事情。”

牛群表示，现在相声界新人辈
出，他很欣慰，如果有机会也会参与
喜剧综艺节目，让自己再好好学习。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朱光明 摄影记者 王红强

三顾“鬼”屋

《《我不是潘金莲我不是潘金莲》》惹官司惹官司 广东农妇起诉冯小刚等人广东农妇起诉冯小刚等人，，声称名誉权被侵犯声称名誉权被侵犯

做了一辈子导演的冯小
刚，可能从没想过会因
为导演一部与小说人物
同名的电影而被起诉。

去年，由冯小刚导演、范
冰冰领衔主演的电影《我
不是潘金莲》上映。电影
根据著名作家刘震云的
同名长篇小说《我不是潘
金莲》改编，讲述了一个
打官司的故事——因前
夫骂自己是“潘金莲”，为
还自己一个清白，妇女李
雪莲坚持告状二十年。

没想到，《我不是潘金莲》
引发全国潘氏宗亲会不
满，认为有损潘氏名誉。
来自广东增城的农妇潘
金莲，更是将冯小刚、刘
震云、范冰冰等人告上法
庭，要求停止侵权，恢复
名誉。

为
何
起
诉

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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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潘金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缘于施耐庵在小说《水浒传》中的描写。此
后，潘金莲又被数度演绎出现在戏剧舞台、电
影荧幕中，成为老百姓眼里“坏女人”的样板。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引发大众关注，
同时也引发全国潘氏宗亲及广东增城农妇潘
金莲的不满。潘金莲将冯小刚、刘震云等九人
告上法庭，理由是“电影直接侵犯了原告的名
誉权，使原告在精神上遭受到严重伤害，该电
影的出品、预告、宣传及上映，使对原告的侵
权行为大范围扩散，给原告及其家人、家族名
誉上造成重大损害，社会评价严重受损，不但
原告精神上极其压抑、苦闷，其家人及潘氏家
族，整体社会评价急剧降低，随处可以听到对
原告及潘氏家族的冷嘲热讽。”

潘金莲在起诉书中写道：“据中华书局
出版社出版的《清河县志》第0781页记载：
潘金莲乃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大家
闺秀、贤妻良母。而刘震云却歪曲历史事
实，写作《我不是潘金莲》一书，将潘金莲丑
化成不正经女人的代名词……在该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的旁白中说‘自宋朝到
如今，人们都把不正经的女人叫潘金莲’即
歪曲事实……”

原告潘金莲的弟弟潘友发（化名）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潘金莲今年刚好60岁，是增
城市一位普通农妇，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在
乡下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不幸罹患癌症。潘
友发说，姐姐希望在有生之年，为潘金莲和
潘氏族人正名。

苦
恼

孩子从小被嘲笑
电影上映后 自己常被人议论

潘友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潘金莲的两
个孩子现在都已30多岁。从小到大，他们都
不敢在外人面前提母亲的名字。“孩子们年
幼时，村里的孩子欺负他们，就在上学路上
喊某某母亲是潘金莲，引来一路嘲笑。”为
此，孩子们曾希望帮母亲改名，但因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条件而没有改成。潘金莲的丈夫
老陈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时候也会被
人戏称为“武大”，让他很难过。

潘友发说，自己去年到一个水泥厂参观，

当两名老板得知自己姓潘时，突然不约而同
地嘲笑说潘家出了个名人叫潘金莲。“让我又
尴尬又气愤，本来说好的生意，结果也黄了。”

潘友发说，姐姐前些年从农村搬到了城市。
《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小区里的老人们都在
她面前念叨潘金莲，她甚至能感到走路经过时
别人的议论，好长一段时间吓得不敢出门，也不
与人交流。“半夜睡不着觉，身体越来越差。”

目前，潘金莲委托弟弟和潘姓律师代理
对冯小刚等人的诉讼。

状告冯小刚等九人
广东潘金莲：电影侵犯我的名誉权

行
动

潘氏宗亲会支持诉讼
借此发起“为潘金莲正名”行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潘金莲诉冯
小刚等名誉侵权后，原定2016年12月28日上午
开庭，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潘氏宗亲前往法庭
旁听，却被告知案件延期审理。原因是被告方
当日只有5人参加，分别代表7名不同被告，冯
小刚与摩天大楼传媒有限公司（电影由该公司
申请立项）缺席，造成无法开庭。

3月21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潘金莲起诉冯小刚等九
人案，冯小刚、刘震云、范冰冰等均未现身法
庭，只委托了律师参与庭审。庭审中，原告认
为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旁白说“自宋朝到如

今，人们都把不正经的女人叫潘金莲”，在结
尾也没有写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等或由
哪里改编，构成了对原告的名誉侵权，要求
被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但冯小刚、刘震云等人的代理人则认
为，《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潘金莲，是指小说
中的潘金莲，而不是原告广东增城的潘金
莲。“历史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同名同姓，
但这是两码事。”因此，被告方认为电影并未
构成对原告名誉侵权，不同意庭外调解。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4月19日宣
判。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庭审
现场

冯小刚未现身 被告方辩称不构成名誉侵权

被告方被告方：《：《我不是潘金莲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潘金莲中的潘金莲，，是指小说中是指小说中
的潘金莲的潘金莲，，而非原告而非原告，，电影未构成对原告名誉侵权电影未构成对原告名誉侵权

武侯区委宣传部供图

原告潘金莲在签委托书

牛群来蓉拜访魏明伦

文艺名家走进玉林，了解成都文艺志愿服
务进社区工作

牛群拜访魏明伦,魏明伦向老友赠书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