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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裸模诉画家
获赔30万
模特：我是画家昔日的恋人

盲人兄弟歌手希望唱歌养家
梦想故事感动众人伸援手

本报讯(记者 邱祎) 本报4
月1日A14版《为养母亲，盲人兄弟
先后登台》稿子见报后，引起多位
市民关注。不少市民给本报打来电
话，询问兄弟二人情况，希望能提
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1日下午，
记者来到他们家，兄弟二人说，他
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个稳定点
的工作，养家糊口。

1日，不少市民给本报打来电
话，询问兄弟俩的详细情况。市民
赵先生是一家商务酒店的工作人
员，看到兄弟二人为梦想、为生活
执著努力，赵先生非常感动。“我们
的工作单位可能无法为兄弟俩直
接圆梦，但还是想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希望能给他们的母亲找份工
作，并适当负担他们妹妹的学费。”

1日下午，记者来到王庆章位
于十六里河的家，不到十平方米的
房子里，堆满了生活用品，一家四
口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生活。虽然
外面阳光很好，但屋里还是又暗又
潮。王庆章的母亲许朝桂说，她是
四川宜宾人，由于家庭条件不好，
父亲又去世早，13岁那年母亲带着
她千里迢迢来到山东谋生，最后在
德州落脚。“王飞和王庆章出生后，
全是先天性失明，丈夫在他们很小
的时候就和我离婚了，此后我就一
直把他们拉扯大。”

母亲和继父去世后，许朝桂带
着两个儿子来到济南谋生。“什么
活都干过，保洁、收废品、给拆迁队
捡砖头，前几年王庆章和王飞没工
作，那时生活最困难，现在已经好

多了。”现在，王飞和王庆章每天都
背着两个大音响出去唱歌，早晨7
点出门，晚上回来，多数时候在齐
鲁医院、文化东路和泉城广场附近
唱歌。“好的时候一天兄弟俩能挣
几十块钱。”王庆章说。

说起现在的最大愿望，兄弟俩
说最好能找个和唱歌有关的稳定点
的工作，既能养家又能每天干自己
最喜欢的事。3月31日，在参加《中国
梦想秀》时，评委建议兄妹三人搞一
个组合。“如果有舞蹈老师免费给我
们三个人排一个舞，让我们能参加
接下来的比赛，就太好了。”哥哥王
飞说。如果你被兄弟俩的故事感动，
并希望帮助他们，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96706，也可以通过本报
96706热线报名参加《中国梦想秀》。

《幸福来敲门》

推清明特别节目

本报讯 天津卫视《幸福
来敲门》4日晚将推出清明节
特别节目，一位时尚青春的90

后女孩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
要从事入殓师职业，现场邀请
到天津本地从事殡葬行业的
资深人士以及年轻的殡葬工
向观众揭开殡葬业的神秘面
纱。

90后女孩陈琳因为看到
了电影《入殓师》之后，毅然决
定放弃会计专业从事入殓师
职业，但她的决定遭到母亲周
金霞的强烈反对，母亲动员身
边的一切力量希望能够劝说
女儿，但都遭到女儿的拒绝，
想到女儿以后要跟尸体打交
道就觉得后怕，世俗的眼光与
女儿的固执使得母亲左右为
难。节目现场，邀请到天津本
地老中青三代从事殡葬行业
的人员。他们分别讲述了自己
从事殡葬行业的故事。

节目中母亲与女儿的巨
大分歧，成为了矛盾的焦点，
主持人赵川给出自己的建议：
每个人的梦想都应该受到尊
重，入殓师在普通人心中的认
可度不是很高，它也需要从业
人员极高的心理素质，这位女
孩有这种勇气，并且愿意为自
己的梦想付出努力，希望她能
梦想成真。

张嘉译领衔《大商道》

被迫娶张延

本报讯 商战剧《大商
道》将于4月6日登陆央视8套
黄金档，张嘉译、张延领衔主
演，讲述了一代传奇儒商开拓
张库大道的故事。剧中张嘉译
与张延首次合作，原本是郎无
情妾无意，却阴差阳错成为了
一对“被迫成亲”的夫妻。

即将在央视8套开播的年
代商战剧《大商道》讲述的是
一个晋商到河北张家口创业
的故事，“我饰演的山西人何
天宝在运货过程中被‘响马’
劫镖，然后住进押镖的武威镖
局疗伤，没想到陷入了镖局千
金郭玉娴与大徒弟杨铁柱、二
徒弟伍彪的情感纠葛中。”张
嘉译说，何天宝是一个善良正
直的人，郭玉娴因思念伍彪身
染重病，自己却不顾这个女人
心里还想着其他男人，挺身

“冲喜”，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郭
家女婿。“从这点可以看出，他
具备儒商的潜质。” (网娱)

贾乃亮典礼现场

向李小璐求婚

本报讯 在第二届中国
乐视影视盛典颁奖典礼上，李
小璐和贾乃亮共同获得电视
剧最受欢迎演员奖，贾乃亮在
感谢被观众认同的同时，更大
胆请盛典所有嘉宾和观众见
证，向女友李小璐下跪求婚，
李小璐激动回应“我愿意”，两
人在舞台上热吻，场面浪漫。

贾乃亮说，这个招已经想
了很久，“十天前，我就已经开
始睡不好觉了，这几天也有点
吃不下饭，就在想这一刻。我
就是想给小璐一个最浪漫的
求婚，希望能够让她永远幸
福。”李小璐则感言太幸福了，

“以后我就不是少女的身份
了，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好太
太。” (小欣)

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第九画派”首届油画作品展上，北京

油画家王宏峥的《尘》系列作品受到业内好评。作品展出后，当初

的裸体模特、湘潭女教师月琦(化名)找到他，以侵犯肖像权等为

由要求经济赔偿。遭到王宏峥拒绝后，月琦向湘潭市雨湖区法院

提出上诉，认为王宏峥侵犯了她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要求

王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50万元。近日，雨湖

区法院一审判决王宏峥赔偿月琦30万元。日前，此案二审在湘潭

市中院审理。

﹃
裸
模
﹄

他谎称离婚

与我谈恋爱
月琦以网名“小小窝”发帖称，

她并非裸体模特，而是王宏峥的昔
日恋人。“我1998年参加工作，2006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进修，
通过在艺术研究院进修的老乡认识
了同在那进修的王宏峥，他谎称自
己离婚，与我建立了恋爱关系，并要
求给我拍摄照片作为纪念，后来我
知道了真相，与他分手回到湘潭。”

雨湖区法院也在红网湘潭论坛
发帖说明了此案的情况。法院认为，
月琦与王宏峥不是模特与画家的关
系，而是朋友关系。2006年，月琦在
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时与王宏峥相识
成为朋友。2007年，为纪念双方感
情，月琦同意由王宏峥为其拍摄裸
照并制作油画用于王个人收藏。

﹃
画
家
﹄

给女友拍裸照

请他人在场？
王宏峥则称，5年前，他经人

介绍聘请人体模特月琦拍摄裸照，
并根据照片创作油画作品。收到法
院的传票时，王宏峥感到“出奇地
愤怒”、“像一个隐形炸弹”。他还在
微博中提到，在向法院起诉前，月
琦曾两次向他索要赔偿。

对于月琦称他谎称离婚与对
方谈恋爱一说，王宏峥回应：“这完
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我有家庭有孩
子，和她只是几面之缘。而且拍摄
过程有第三者在场，就是为了避
嫌。难道给女朋友拍裸照会有第三
者在场？简直荒谬至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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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未签协议

支付了酬劳
月琦在诉状中认为，王宏峥在

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开发表、拍卖
以她为原型的裸照油画，侵犯了她
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在一审
诉讼过程中，月琦还请来两名证人
证实，油画发表后，很多同事、学生
家长对她的评价极坏，认为其“行
为”与人民教师的身份极不相称。

雨湖区法院一审认为，尽管王
宏峥认为油画相比于照片已与月
琦有较大差别，同时作品中还融入
了主观创造，但月琦提供的证据能
证明油画肖像与其本人的一致性，
属于“临摹绘画”，因此侵犯了肖像
权。此外，法院认为月琦的裸体属
于其隐私，画家未经准许就擅自发
表也构成侵权，而且还破坏其“人
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因此又侵犯
了隐私权、名誉权。

王宏峥说，拍摄裸照时，他
没有与月琦订立协议，只是简单
地拍了一组裸体照片，并支付了
约2000元酬劳，“当时请她做模
特是听她说家里困难”。

无充分证据

证明收取酬劳

﹃
法
院
﹄

雨湖区法院指出，王宏峥没
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月琦当时
收取了2000元酬劳，没有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月琦同意以其为原
型的作品用于发表和拍卖。据
此，法院酌情判决王宏峥赔偿月
琦30万元。

湘潭大学法学教授倪洪涛表
示，画家的著作权不能对抗他人
的肖像权，包括画家在内的任何
主体都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未经他
人同意使用他人肖像，即便是教
学、研究等公益使用，也要征得原
像人的同意。本案中，被告如果不
能证明是在经过原告同意的前提
下以其裸体照片为蓝本创作油画
进行展览、发表和拍卖，且油画中
的形象又确实与原告的原像相同
或相近，即认识原告的人能够从
形象中辨识出原告。那么，根据我
国现行法律，被告就构成肖像侵
权。

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黄春海
律师说，从法律上讲，对肖像权和
隐私权的保护必要性要大于艺术
著作权，所以在这类案件中，绝大
部分胜诉的是肖像权一方。

肖像权隐私权等

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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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里模特

没有肖像权
王宏峥说，模特是艺术家创作

过程中内心理想形象的某种参照，
但它不同于照片，它是画家再创作
的艺术成果。创作过程中模特仅仅
是画家笔下的一个元素，画家根据
创作的需要，可以将一个或多个模
特的形与神按主观意识组合，根据
画面需要、创作需要、所阐述观念的
需要，在画面中再次提炼，艺术家的
创作目的并不是要刻画出某一模特
的具体形象。在他的概念中，艺术创
作根本就谈及不到肖像权属问题。

著作权不能对抗

他人肖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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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别约定

可视为艺术品公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

龙卫球则认为，即便当事双方当时
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口头约定依然
有效，而判定侵权的标准包括双方
当时是否约定了作品的使用范围
(是习作还是展出、有无例外)、是否
对脸部等进行了写实描绘等情节。

龙卫球表示，一般来说，如果
没有特别约定，以人体模特为原型
创作的作品可以视为艺术品公开。

(潇湘)
王宏峥和他的作品。（资料片）

王飞演唱刘德华的歌。 邱祎 摄

疑点一
是裸模

还是昔日恋人

疑点二
是否获得报酬
并同意发表

争论一
模特是否

具有肖像权

争论二
著作权能否
对抗肖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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