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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情】

李雪莲列出了长长的杀人
名单——

市长、县长、院长、王公道在
列，为了报复，李雪莲磨刀霍霍，
并找杀手……

法官声音法官声音
李雪莲没被追究
对社会形成误导

李晓梅法官对此分析称，李
雪莲磨刀霍霍，找杀手，这个叫
故意杀人的“犯罪预备”，具有相
当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只不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
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可
片中，李雪莲始终没被追究，这
样会对社会形成误导。

预备杀人涉嫌犯罪
也应追究刑责

DD

2016 年 4 月，一则英国博
物馆收藏中国校服的新闻刷爆
微信朋友圈。时隔半年，成都商
报特约在英留学的金沙遗址博
物馆“文博专家”秦晴再度探访
世界最大的艺术和设计博物馆
——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
博物馆。借着探访机会，她采访
了该馆中国藏品部研究员陆于
平博士，了解到，博物馆竟然还
收藏了一只 1965 年产自四川
的泡菜坛子。除此而外，还收藏
了 1935 年产自成都的一套银
质餐具。

故事故事////
一套成都餐具
见证一段英国爱情故事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
馆，英文名字为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 V&A，是
世界上最具品味、馆藏最为丰
富的艺术和设计类博物馆，同
类型的设计艺术博物馆中，它
位居世界第一。而饮食文化成
为 V&A 博物馆中国厅的开篇
板块。陆于平博士介绍说，中国
的餐具包罗万象，从最常见的
瓷器到古老的青铜器甚至金
银，无所不有。在展厅里，一把
标注为“产地成都”的雕花银勺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为了一探
究竟，陆于平博士带领成都商
报特约记者在仓库里找到了一
对镂空雕花烛台、两对掐丝平
填餐碟和一只竹节双耳龙纹玻
璃银甜品碗等餐具。这套制作
于 1935 年的餐具带有典型四
川银花掐丝工艺特点，底部刻
有成都、丽生、纹银等款识，是
成都外销银器中的精品。

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英
国海军战舰军官 Lieut Tom
Marchant驻守重庆，在那里他结
识并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一个出生在中国的苏格兰女孩
儿 Robina Bookless。二人的婚
礼上，友人送来这套出自晚清著
名银楼的餐具作为贺礼。带着珍
贵的中国记忆，这套餐具后来随
着 Marchant 夫妇辗转世界各
地。后来 Marchant夫妇先后去
世，为避免睹物思人，Marchant
先 生 第 二 任 妻 子 Pamela
Marchant夫人主动将这套餐具
捐赠给了V&A博物馆。陆于平
博士告诉成都商报特约记者，在
英国人看来，如此繁复的造型设
计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
异曲同工，但更加具有东方意蕴
的朴实和平衡的美感，是中国设
计与工艺的完美结合。

惊喜惊喜////
一间V&A的库房
收藏一个老四川泡菜坛子

如此这般高大上的博物馆
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藏品
竟然是我们四川家家户户都有
的泡菜坛子！在V&A博物馆的
库房里，成都商报特约记者发
现了一个产自荣昌（当时仍属
四川）的泡菜坛子（左图）。陆于
平博士介绍说，这个泡菜坛子
由 V&A 博物馆中国藏品部原
部长在 1965 年亲自购买带回
英国，“它看似普通，其实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皇家宫
廷和学者官员等所代表的精英
品位不同，这个泡菜坛子是典
型的民间风情，其繁杂的纹饰
体现了当代中国设计的审美取
向。而V&A博物馆不仅仅关注
器物本身，器物所代表的川菜
文化也是我们将泡菜坛子纳入
收藏的原因之一。”

而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荣昌泡菜坛一直有“菜不变味”
的特点，荣昌陶的制作要经过
选泥、搅泥、过浆、揉泥、醒泥、
制坯、晾晒、修坯、刻花、上釉、
打磨、装窑、烧制、出窑、甄别等
二十余道工序。这样制作出来
的坛、罐、壶、碗等陶器不串味、
不变味、不渗色，具有保质、保
味、保鲜的特殊功效。

世界最大艺术和设计博物馆

收藏了老四川的
泡菜坛子！
成都商报特约在英留学的金沙“文博专家”为你
揭秘博物馆的中国故事

《芈月传》署名纠纷
一审判决：蒋胜男输了

伴随着《芈月传》的热播，
一场关于编剧署名问题和抄袭
的纠纷闹得火热。早在2015年
4月3日，蒋胜男起诉王小平、
花儿影视两被告侵害原告的署
名权。同年，花儿影视诉蒋胜男
违约出版；今年4月，王小平诉
蒋胜男名誉侵权；今年 7 月花
儿影视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蒋
胜男、《芈月传》小说出版商和
销售商一并告上法院……

近日，持续了一年多的《芈
月传》编剧署名纠纷案终于有了
结果：21日，温州市鹿城区法院
宣布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电视
剧《芈月传》总编剧王小平以及
该剧制片方东阳市乐视花儿影
视不存在侵权行为，判决驳回原
告蒋胜男的全部诉讼请求。

J·K·罗琳首任编剧
《神奇动物在哪里》今日上映

由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出
品、J·K·罗琳首任编剧的3D魔
幻巨制《神奇动物在哪里》，今
日登陆内地银幕。日前，该片主
创来北京为影片站台，导演耶
茨透露，《神奇动物在哪里》续
集中，一个来自中国的魔法物
种将会亮相。
网易云音乐斥资2亿
扶持独立音乐人

昨日，网易云音乐宣布将启
动名为“石头计划”的独立音乐
人扶持计划，未来一年内将投入
2亿元全方位支持独立音乐人。
此举让迷笛音乐节的负责人杨
帆拍手称赞。网易云音乐副总裁
丁博表示，“希望音乐有更多的
生命力体现出来。” 成都商报
记者 邱峻峰 张世豪 任宏伟

这几天，电影《我不
是潘金莲》大热，引得圈
内圈外人声鼎沸。然而，
这部看上去很接地气、很
“真实”的影片，遭到了
徐州经开区人民法院审
监庭庭长李晓梅法官、北
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郑好
律师的实名炮轰，称电影
存在法律硬伤。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上李晓梅法官，她坦
言自己从事多年审判监
督工作，长期把关审查错
案，对案件审理工作较为
熟悉。她在网上看到《我
不是潘金莲》的剧情介绍
后，发现剧情有法律常识
性错误，走进影院看完电
影后，倍感“如鲠在喉”，
索性写下了这篇炮轰导
演和编剧的文章。

对于电影《我不是潘
金莲》中，究竟有些什么
法律问题，司法实践中又
是如何处理的？成都商报
记者对此采访了文章作
者李晓梅法官和成都法
院系统的多名一线法官。

【电影剧情】

农村妇女李雪莲发现与自己“假离
婚”的前夫另与别人结婚，气愤之下，便
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双方是假离婚。开
庭后，办理此案的法官王公道根据他们
已确实办理了离婚登记的实情，判决李
雪莲败诉。李雪莲不服，并因前夫骂自
己是“潘金莲”，索性到处告状。

法官声音法官声音
现实中不可能存在
“假离婚之诉”

对于这部电影带来的冲击，徐州
某基层法院法官李晓梅觉得自己“如
鲠在喉”，她声称，电影的最大硬伤就
是，女主人公李雪莲的离婚之诉根本
不可能存在。

李晓梅法官在接受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时分析称，李雪莲在起诉时拿
出了离婚证，说明已经离婚了。根据
现行法律的规定，夫妻离婚后，不能
再次就离婚起诉，她只能就离婚后财
产纠纷进行起诉，“就像一个人已经
死亡了，法院不能还判决他有罪一
样，这个主体关系都不存在了，不属
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李晓梅法官分
析称，正常情况下，法官对此是不会
立案受理的，即使李雪莲采取了隐瞒
方式获得立案，法院审理后也只能作
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而片中起诉前她
找王公道出示了离婚证，说明法院已
经知道她已离婚，自然不会立案。电
影中设计这个离婚官司的桥段，现实
中根本不可能出现。

A
不可能存在的

“假离婚之诉”

【电影剧情】

主人公李雪莲是一名农村妇女，
为了达到生二胎的目的，她与丈夫秦
玉河决定“假离婚”，在民政局办理了
离婚手续后分居生活。然而半年后，
她发现秦玉河居然已另与别人结婚。
李雪莲气愤之下到法院起诉，要求确
认双方是假离婚。

法官声音法官声音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
“假离婚”

李晓梅法官在接受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时分析，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假
离婚，不管夫妻双方的本意是否是真
离婚，只要两人同时依照法定程序在
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证，这个婚姻关
系就解除了，离婚就生效了。在现实
当中的确有很多夫妻为了买房、躲债
或者生二胎等各种原因，而故意办理
离婚手续，其内心真实想法并不想离
婚，但离婚手续一旦办理，婚姻关系
即宣告解除，不会因为本意不想离
婚，而致使离婚证不产生效力。

李晓梅法官进一步分析称，虽然
法律上没有真假离婚的概念，但的确
有“被离婚”的情况，比如夫妻一方找
人冒充配偶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
续，或者买通工作人员在配偶未到场
的情况下办理离婚手续，对于不知情
的配偶来说，就是被离婚了。

法律上有没有
“假离婚”这一概念

BB
【电影剧情】

李雪莲在“假离婚案”败诉后，先后
向法院专委、院长、县长、市长反映。在
维权的过程中，又因为前夫说了一句

“你就是潘金莲”，从而在二十年里持续
不断地赴京告状……

法官声音法官声音
不用像她那样
就能证明“我不是潘金莲”

李晓梅法官在炮轰《我不是潘金
莲》一文中称，电影的第二个硬伤就是，
李雪莲想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非常容
易，根本谈不上戏剧悬念。即使她不知
道，法院或者政府也会告诉她这个办
法，完全用不着信访，而且她稳操胜券。
那就是，起诉前夫秦玉河侵害名誉权！

影片中，前夫秦玉河当众说出李雪
莲婚前非处女、是潘金莲等，宣扬李雪
莲的隐私，侮辱她的人格，已经构成了
侵害名誉权。只要李雪莲起诉，法院一
定会判决秦玉河对李雪莲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那么，李雪莲就可以用法院的判决
书证明“我不是潘金莲”，问题迎刃而
解，还有什么必要信访呢？

也许导演和编剧又要拿李雪莲是
法盲，她不愿意打官司来说事，期间法
院也参与了接访，不可能不告知她应该
如何维护权益。

李雪莲被“潘金莲”后
她可以如何维权

CC

■徐州法官李晓梅、北京律师郑好实名炮轰电
影《我不是潘金莲》,存在多处法律硬伤
■成都商报采访李晓梅和多名法官“法眼观影”

V&A博物馆来头可不小。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
阿尔伯特亲王二人的婚姻，被
英国人视为堪比童话的皇室典
范，而V&A博物馆就是二人婚
姻最历久弥新的见证。

2015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
推出重磅学术论著《海外藏中
国古代文物精粹》，开卷首篇便
是V&A博物馆的中国珍藏，可
见它在海外珍藏中国文物版图
上的重要位置。这些收藏品上起
史前，下至清末，其中以宋、元后
的中国文物为最多。藏品内容涵
盖各个分支，包括陶瓷器、玉器、
金属器、漆木器、纺织品、家具、
骨角牙蚌器、玻璃制品、绘画、手
稿和印刷品等，如马家窑文化的
半山式彩陶壶、龙山文化的黑陶
鬲、汉代釉陶、唐代的大型唐三

彩、宋代各名窑瓷器等。V&A还
是海外收藏中国明清古典家具
最多的博物馆。

1978年，享有“古董大亨”
称号的中国香港地区富商徐展
堂前往英国拓展业务，特意去
V&A 博物馆。那时在远东厅
里，流失海外的中国珍品与韩
国、泰国等国的文物混杂在一
起，旁边日本文物却独立一厅。
徐展堂无比心痛，下决心为中
国文物建造专属展厅。经过十
余年努力，由徐展堂捐资 125
万英镑建造的中国文物厅于
1991年正式开放。当时英国查
尔斯王子出席开幕式，并提议
以徐展堂的名字命名展厅。

成都商报特约撰稿人
秦晴 发自伦敦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新闻链接

V&A：海外收藏明清家具最多的博物馆

■文化动态

你
违
法
了

现
实
操
作

现
实
操
作// 作为一线审判法官，李晓梅

非常熟悉案件的流程。她在采访
中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称，现实
是，对于已经持有离婚证的夫妻，
法院是不会受理的，即使受理后，
也会驳回起诉的。对此，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了成都多家法院得知，
立案庭在受理离婚案件时，首先
要审查婚姻关系，起诉一方必须
要提供结婚证，证明婚姻关系仍
然存在，否则无法办理离婚案件
的立案登记，因此，像电影中出现
的拿着离婚证去打离婚官司的情
形的确不可能出现。

起诉离婚
必须要有结婚证

对于“被离婚”情形，李晓梅
法官表示，被离婚一方配偶，可以
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离婚登记，
如果民政部门不撤销，则可以向
法院起诉民政部门，请求法院责
令其撤销不合法的离婚登记，民
政部门一旦撤销了错误的离婚登
记，原结婚登记自始有效。

成都商报记者向成都高新区
法院一婚姻家事法官求证得知，
对于夫妻双方为了达到其他目的
而办理离婚手续后，一方配偶即
使后悔也没办法直接申请离婚手
续无效或者可撤销，即使到法院
起诉，法院也不会受理，不属于法
院受理范围。其解决途径是，重新
到民政部门办理新的结婚证。

后悔“假离婚”
可重新申领结婚证

李晓梅法官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称，我国法律规定，公
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
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
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对于像
李雪莲这样的受害者，在遇到前夫
诋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诉讼
维权，要求诋毁者停止侵权。

“现实中，前妻前夫反目成仇
的情况不少，很多因为双方父母
参与其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成都法院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家事法官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称，特别是在离婚纠纷中，发声诋
毁、侮辱、诽谤等侵权行为的不
少，法官在制止无果的情况下，会
建议受害一方另行提起侵权之
诉，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前妻前夫互相诋毁
可诉讼维权

对于购买犯罪工具，聘
请杀手等预谋杀人的行为，
是否会被追究刑责，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成都法院系统一
刑事审判法官，他分析称，犯
罪预备是指为了实施犯罪，
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
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
正式着手实行犯罪的状态。
我国刑法第22条第2款规
定对于预备犯也应当追究
刑事责任。但考虑到犯罪预
备行为毕竟尚未着手实行
犯罪，还没实际造成社会危
害，刑法又规定，对于预备
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
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片方回应
电影不是现实
没有什么澄清的吧

对此，影片片方耀莱
影业宣传负责人孙嵘表
示：“电影是电影，不是现
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澄清
的吧，大家讨论这个电影
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没有
关系。”冯小刚方面对此事
没有做出回应。

犯罪预备
也面临追究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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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张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