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子柒公司起诉杭州微念
知情人称是“给付之诉”，字节跳动退出投资杭州微念

63岁，
第一次第一次

“跑起来真的很舒畅。”罗九兴说，
自己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我觉得我
也可以跑步了，很开心啊！”跑步的时
候，罗九兴经常能碰到迎面而来的其他
跑步人，“大家都跟我打招呼：‘罗老师，
跑起来了哦。’哈哈……”

“以后我会继续跑步，要坚持下去。”
中午12点过，说完后罗九兴告别了记者。

他拉上按摩店卷帘门，拿上盲杖摸索着回
家。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家在几百米外，沿
盲道走到一个路口，还要拐3个弯。

“我跑步遇到过他，很是佩服罗大爷
这样的人。”网上那条抖音视频下面，有人
留言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如果定位在青龙湖湿地公园附近，打
开抖音或许会被推送到这样一条视频：公
园里有人正在跑步，相向而来一个慢跑的
大爷，左手拿着雨伞，胳膊下夹着因为热
脱下来的外套，右手里有盲杖，探向地面、
草地的时候，发出摩擦的声响。

“大爷，眼睛不好吗？”拍摄者问道。大爷停
了下来：“哎，你好。”拍摄者又鼓励道：“继续
跑。”十多天前的这一则视频里，拍摄者和大爷
对话时，大爷镇定自若。很快，认识大爷的人都
来留言了。“罗大爷全盲，每天青龙湖一圈，好
几年了。”“他是个猛人，锻炼上瘾了。”……

“我叫罗九兴，今年 63 岁了，眼睛不
好。”坐在自己的按摩店里，罗大爷一板一
眼和记者说道。他告诉记者，自己因为糖
尿病，眼睛的眼角膜脱落，“从24岁左右就
看不见东西，全盲。”

一提到公园的话题，他就兴奋起来。
“那天我在跑步的时候，是有个人跟我打
了个招呼，说要给我拍个视频发到网上，
哈哈哈……”他告诉记者，自己正经跑步
也不过一个多月，“上个月中旬才开始

的。”更早以前，他只是到公园里散步。
罗九兴从小在十陵长大，“蜀王陵、青

龙湖那一带，以前都是农田，我们上学也
在附近。”时过境迁，2018年春节他准备去
青龙湖湿地公园逛一下。他打听好路线，从
家先走到地铁“成都大学”站，中间有一个
红绿灯——十陵街上的路他熟悉得不能再
熟悉了。“再穿过地铁站，到对面湿地公
园。”罗九兴告诉记者，到了地铁站，有保安
发现了他，“护着我到了另一端的出口。”

“一路嘴勤问人。”罗九兴进了公园，
“我也不知道公园里怎么走，还好春节人
多，就随着人群走，不明白的时候就问。”罗
九兴还记得，虽然有不少热心人帮忙，但从
家到公园里，自己还是花了一个多小时。

盲杖探索出来的青龙湖，早已不是他
十多岁时候的模样。他前后摸索了十多
次，才终于在脑海里有了新的“地图包”。

“出了地铁站往左，走180步到公园门口，
先过6步台阶，往前，再上6步台阶，进了
大门再走10米探到草坪……到了1号坝，
我就能上青龙湖沿湖一圈的路了……”

“每周至少要去走3回。”罗九兴告诉记
者，店里早上9点要开门，所以他会赶在那
之前回来。“5点过出门，因为地铁站过一会
也开门了。”到了公园，绕着湖快走一圈，“7
公里多，140多分钟。”这样的清早散步持续
了两年多，罗九兴在上个月做了决定：跑步。

“我就是好奇：他们能跑，我能不能跑？
跑起来是个什么滋味？”罗九兴回忆第一次
跑步，“心里是紧张的。”考虑到速度更快，他
给盲杖加长了约40厘米，“这样探得更远一
些。”他说，跑步的时候盲杖的用法不太一
样：往前伸了左右滑行，探索可能存在的障
碍物，同时不时地敲击右侧，“听到硬路面的
声音，也要听到打在草坪里的闷声，不然就

说明我跑在路中间，需要往边上靠了。”
“跑累了就歇一下，变成快步走，再跑。”

这样一圈下来，“120分钟，比平时快了20分
钟，身上都出汗了。”罗九兴说，自那以后，只
要不下雨，每天早上自己都要去青龙湖湿地
公园跑一圈。

几个邻居也告诉记者，罗九兴确实常去
青龙湖湿地公园跑步，“都是一个人去，他能
跑，就是跑得慢点嘛。”

“快慢节奏也在调整。”罗九兴说，他想
跑得更快一些，“但总归看不见，如果前面
有人或者有障碍物，速度快了停不下来
……”说着，罗九兴向记者展示了小腿上的
磕碰伤，“前几天，撞到了前面的自行车。”

从家去公园，走了一个多小时

他决定跑步：“我想知道跑步的滋味”

“十陵小有名气的按摩师傅。”
“经常看到他一个人买菜。”“罗大爷
全盲，每天青龙湖一圈，好几年了。”
“他是个猛人，锻炼上瘾了。”……

视频一上传到抖音，附近的人
看到后都来评论。他们认得视频里
拿着盲杖跑步的大爷：罗九兴，今年
63岁，在24岁左右便失明了。

2018年春节，罗九兴第一次
去青龙湖湿地公园，从家到公园门
口花了一个多小时。他后来又去了
十多次，脑海里终于有了一幅地
图。在公园徒步走了两年多之后，
上个月中旬，罗九兴决定要跑步，
“我想知道跑起来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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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一家“开在湖底的书
店”刷屏朋友圈，这家书店被媒体称
为成都最美书店，到底有多美？

来到兴隆湖畔，远远看到书店
的屋顶，像一本翻开的书，俯卧于
湖畔，静静躺在湖水中。进入书店
的人络绎不绝，都是慕名而来拍照
打卡的。

书店的门口，设计为一个艺
术空间。墙面上悬挂着两幅这座
书店的画像《兴隆湖书店》。画像
介绍道，书店设计为慕达建筑，
插画为韩锐、森吉，设计以“一本
天上掉落的书”为故事起点，将
书的造型融入建筑形态当中。希
望通过这个隐喻，读者能够走入
取义于“书”的建筑空间，并真正
地沉浸在静谧的氛围中，品读自
然、找寻自我，拥有与喧嚣的都
市生活截然不同的记忆时刻。

绕过一旁读书人的雕像，走下
几级台阶，便进入书店核心区域：
阅读区。在这个下沉空间内，一面
透明玻璃将书店与兴隆湖隔开，玻
璃外是湖水、水草，不时还有几条

小鱼游过，湖面上对面湖中央的红
拱桥、湖边红叶树林和倒影交相辉
映，这独特的景观，立即吸引了不
少游客端起相机拍照。

据介绍，阅读区共收纳了2500
余个种类的书籍，共计7000余册。

穿过阅读区域，看到一面墙，
这面墙后是内部冥想区，读者在这
里可以阅读自我，完成一场自我发
现之旅。离开阅读区，再迈几步阶
梯，就从另一口出口离开书店。参
观完后，一位读者感叹说：“现在美
丽的书店越来越多，希望进来读书
的人也越来越多才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摄影 王红强

因为女儿的恋爱问题，父亲与
其发生争执，竟在高速路上将车辆
停在应急车道上，一怒之下将女儿
的行李箱丟下了高架桥。

10月25日14时许，四川省公
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分局一大
队信息研判指挥中心监控显示，在
G5京昆高速公路成都往雅安方向
的西康大桥上，一辆白色越野车停
靠在桥边应急车道内。在车尾部，
一中年男子和一年轻女子扭扯在
一起，女子频频向过往车辆招手呼
救，情况十分危急。

就近警力迅速前往，见民警到
来，女子瞬间瘫坐在地，并不断向
民警哭诉。为了安全起见，民警及
时稳住两人，并分别将双方带离高
速公路。

经民警耐心了解，原来当事双
方为父女关系，因父亲不接受女儿
的恋爱对象，将女儿强行从眉山带
往攀枝花，双方在车中不断争吵。
一气之下，父亲将车辆停在应急车
道上，将女孩装有男友物品的行李
箱丢下了高架桥，女儿瞬间崩溃，
便和父亲扭扯起来。

了解到情况后，民警迅速分
头行动。一人尝试安抚女孩情绪，
另一人则陪同父亲搜寻丢弃的箱
子，并对其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
上停车，以及丢弃物品的行为表
示严厉教育。最后，父女俩向民警
表示歉意，并对民警的耐心调解
鞠躬表示感谢。

冀屹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蒋麟

10 月 27 日，四川省西昌邛海
湿地马拉松组委会发布公告称，原
定于11月7日举办的2021西昌邛
海湿地马拉松赛延期举行。

公告称，鉴于目前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根
据省、州最新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为了切实保障广大跑友和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经组委会慎
重研究决定：原定于 11 月 7 日举

办的 2021 西昌邛海湿地马拉松
赛延期举行，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组委会将保留所有 2021 西昌
邛海湿地马拉松赛参赛选手的
参赛资格，待确定赛事举办时间
后开启退费通道，届时，参赛选
手可自行前往官方微信公众号

“西昌邛海湿地马拉松赛”提交
材料申请退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西昌邛海湿地马拉松赛延期举行

10月25日，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起诉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刘同明，正式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10月27日，记者从知情人处
获悉，此次诉讼是“给付之诉”。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案件将依法进行
信息公开。

记者梳理发现，股东信息显示，杭
州微念持股子柒文化51%，李佳佳（即
李子柒）持股子柒文化 49%。据悉，
2017年7月，杭州微念和李佳佳共同
成立了子柒文化，一起运营“李子柒”
品牌。此前，李子柒“停更三月”引发诸
多猜测，有传言称李子柒与她所在的
MCN 机构杭州微念已产生分歧。此
次诉讼，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

正式起诉正式起诉：：
李子柒起诉“老东家”

天眼查信息显示，10 月 25 日，四
川子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刘同明，
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微念）相关案件新增立案信息，
一审原告为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一审被告为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刘同明。经办法院为四川省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股东信息显示，四川子柒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由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和李佳佳（李子柒）分别持股
51%、49%。此次子柒文化起诉杭州微
念等于是子公司起诉母公司，李子柒
起诉了“老东家”。此消息一出，网络上
顿时一片哗然，议论纷纷。记者经多方

了解，有知情人透露，此次诉讼为“给
付之诉”。

那么，什么是“给付之诉”？据北京
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童伟介
绍，所谓“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
基于某种法律关系，要求对方当事人
履行一定义务（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
发生争议，诉诸法院请求对方为一定
给付行为，如请求对方赔偿损失，返还
财产等。

童律师还表示，“给付之诉”是较
为常见且复杂的诉讼，该诉是在确认
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上，责令义务人
履行一定义务，因此，其中既包含法
律关系的确认，又包含进行给付的决
定，与确认之诉密切相关。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表示，案件将依法进行信
息公开。

起诉背后起诉背后：：
李子柒“停更三月”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李子柒已停
更三个月。网上曾传言，李子柒与她所
在的MCN机构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产生了分歧。此次诉讼，也从侧
面证实了这一说法。

记者梳理发现，10 月 14 日，有媒
体曾发表“微念投资方人士：李子柒确
与其经纪公司有矛盾”相关报道。报道
指出，李子柒与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在利益分配上产生分歧。报道
中，一位微念的投资方人士透露，按照
李子柒和微念签订的合约，双方的关
系是“博主”与“MCN”而非合伙人；李
子柒品牌由微念负责，整个电商和李
子柒本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对此，李子

柒助理发布微博回应，称李子柒在
2017 年 12 月就已经与微念无经纪合
约了，她还晒出了微念此前对于网上
传言的回应。

记者在该回应里看到，微念方面
称李子柒女士是微念珍视的合作伙
伴。起初，微念关注到李子柒女士的作
品，向其发出合同邀约。经过沟通接
洽，双方达成协议，于2016年9月开始
合作，公司为其提供微博资源推广服
务，李子柒女士借以将精力完全投入
到内容创作当中。

2017年7月，李子柒女士与杭州微
念更换合作模式，合约模式转为合资公
司模式，共同成立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筹备李子柒品牌，携手运营。经
查询，李子柒品牌产品包括螺蛳粉、月
饼、枇杷膏、蛋黄酥、牛肉酱等。

字节跳动证实字节跳动证实：：
退出投资杭州微念

10 月 27 日，红星资本局获悉，由
于李子柒和签约公司、MCN 机构杭
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微念”）存在纠纷，杭州微念股东
字节跳动已于10月16日启动退出流
程。对于这一消息，字节跳动相关人士
回复红星资本局称：“属实。”

今年7月初，杭州微念发生工商变
更，新增字节跳动关联公司北京量子跃
动科技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1.48%。而
从入股到退出，其间只有不到半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俞瑶 强亚铣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86期开奖结果：853，直选：
10760注，每注奖金1040元。（43944437.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86期开奖结果：85305，一等奖
67注，每注奖金10万元。（318317692.4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23期全国销售296213304元。开奖号
码：08 23 26 27 33 08+09，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63注，单注奖金
213247元，追加24注，单注奖金170597元。三等奖140注，单注
奖金10000元。1210823709.96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2月27日)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23期全国开奖结果：02
03 05 08 16 22 27，特别号码：1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86期开奖
结果：08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开在湖底的书店”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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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与女儿起争执
父亲竟怒扔其行李箱

罗九兴在公园跑步，被路过的人关注到并拍了下来

这位盲人大爷
开始跑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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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跑步了！”

很开心很开心 10 月 27 日，记者从四川凉山
警方获悉，雷波县公安局历时4个
月，侦破一起利用毒鱼药物非法捕
捞案件，抓获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
全部被移送起诉。

2021年3月初，雷波县公安局
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有人长期在
金沙江流域“撒药抓鱼”。

经秘密侦查发现，2020 年以
来，犯罪嫌疑人刘某许、李某飞、严
某、陈某雄 4 人，在禁捕区域金沙
江流域癞子沟大桥附近多次使用
药物毒鱼，造成该处水域渔业资源
破坏及环境污染。

专案组民警连续日夜蹲守，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晚 10 时许，在金
沙江流域癞子沟大桥当场抓获 4
人。现场查获非法捕捞的各类水产
品223斤，扣押非法捕捞毒鱼药物

“高效氯氰菊酯溶液（水产用）”3
桶15斤，作案运输车辆一台。

经过进一步深挖，又查获该犯
罪团伙大量捕鱼工具，并抓捕贩
卖、销售等环节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全、付某勇、付某静3人。

经调查，查实该团伙共计捕捞
水产品33次，累计捕捞水产品2.3
吨，其中涉及金线鲃、花鳗鲡等国家
二级保护鱼类，非法获利近30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用药毒鱼！非法捕捞水产品超2吨
7人被移送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