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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出书枪手盛行

石石天天琦琦新新书书涉涉嫌嫌抄抄袭袭
我省确定2015年

文化惠民16件实事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3月
31日，我省公布2015年“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16件实事。“文化惠民、服
务群众”这项工作自2012年起连续
开展了3年，今年是第4个年头，受到
基层干部群众普遍欢迎。今年我省
确定完成16件实事，涉及“乡村记
忆”工程、广场舞示范工程等。

据了解，今年全省的16件实事省
级以上财政资金预计投入6 .2亿元。这
16件实事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物局共同牵头
完成。这16件实事具体如下。

深入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全
省扶持24个试点单位进行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深入实施乡村文明行动

“百镇千村”建设示范工程，在全省
集中建设30个文化特色示范镇、200

个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社区）；丰
富农村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所，为
200所乡镇中心学校建设“乡村学校
少年宫”；弘扬和传承爱国主义精
神，建立网上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
弘扬革命历史文化，扶持20个抗战

主题的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改陈布展，增强
教育效果；实施善行
义举四德榜普及提升
行动，扶持全省各地建
立和完善2万个善行义
举四德榜，推动四德工程

建设由农村向社区、学校、机
关和企业拓展延伸；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继续扶持1000位“非遗”传
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丰富农
村文化生活，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为农村（社区）免费送戏1万场。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出版公司有权修改？

3月24日，有网友爆料称，
女演员石天琦将网络作家言
晓川的《绝色惑妃：太子别嚣
张》稍作人物名称等改动，更
名为《东宫·繁华沉梦》并出
版，这一消息在网上引起大家
关注。而随后，有网友爆料，石
天琦散文集《水风空落眼前
花》涉嫌抄袭网络作家冥灵、
暗、goodnight小青、寐语者、秦
淮旧梦等多位作家的原创作
品。而石天琦的第三部作品

《流光不负，岁月静好：三毛的
美丽与哀愁》涉嫌抄袭作者刘
兰芳的《被拒绝的爱情：三毛
与舒凡》。

爆料称，石天琦一共出版
了三部作品，而且每部都有大
范围的抄袭和复制。随着这件
事情的发酵，有热心网友将石
天琦作品的涉嫌抄袭部分与
原创作品进行了对比，并列出
了石天琦作品中每一张每一

节的抄袭目录。
针对网上沸沸扬扬的涉

嫌抄袭的指责，石天琦发声明
称，“《东宫·繁华沉梦》一书，
为石天琦原创、独创供稿，该
书版权归北京新华先锋产业
有限公司所有，对于有人恶意
炒作并进行人身攻击，石天琦
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
利。”不过在24日接受采访时，
石天琦则称，作为订制书籍的

《东宫·繁华沉梦》，新华先锋
拥有对该书的全部著作权，对
文稿的修改、出版都由出版公
司负责。石天琦透露，她提供
稿件，但是然后修改什么的，
是编辑一组来讨论，不是一个
人完成。

“包身工”替人写书？

而石天琦方的声明一出，
则有网友分析称，石天琦所出
三部订制书为出版公司雇佣枪
手所创作，或者出版公司使用
了自己的签约作者的作品为石
天琦署名出书等各种可能。

而同时，石天琦出书涉

嫌 抄 袭 的 事
件 ，引 起 了 诸
多 知 名 作 家 、
编辑、网文大V
的发声和谴责，
希望原创作品权
利得到维护。而冥
灵、暗、g o o d n i g h t
小青等被抄袭的原创
作者则回应该事件，自
己的原创作品从来没有授
权任何出版公司，而自己也
不 是 所 谓 的“ 文 学 包 身
工”、“枪手”。

goodnight小青表示，
自己与冥灵、暗从未与新
华先锋合作过，更没有把
版权卖给出版机构。

随 着 事 件 不 断 发
酵，25日晚新华先锋也
发表了声明对石天琦涉
嫌抄袭言晓川的小说
进行了回应。声明称，
该公司从来没有在未
征得作者同意的情
况下，随意对其作
品 进 行“ 复 制 ”

“粘贴”。

冯小刚暗指

成龙“不孝顺”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雨涵）
近日，在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的
复赛环节录制中，一向心直口快的
冯小刚因为一段演员因拍戏未能给
亲人送终的表演与成龙又“杠”上
了。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成龙就曾经
因亲人离世未能送终而抱憾终生，
冯小刚则表示：“我不鼓励这个，这
是不孝顺的。”

在复赛中，“横漂”老白再次演绎
了一位因为忙于拍戏而未能为家里老
人送终的群众演员，一段情绪饱满的
表演勾起了成龙的心酸，他曾经就因
为拍戏而对亲人们的离世抱憾终生。
一向直言不讳的冯小刚则表示：“我不
同意‘戏比天大’，我觉得人是最大的，
因为拍戏而家里人去世都不回家，如
果我们因为这个事鼓掌的话，我觉得
是错误的。家里的父母死了你都不回
去，你虽然了不起，但我不鼓励这个，
而且这是不孝顺的。”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史料中发现的

“历史沉冤”

林和平介绍，《寒冬》的主
演包括吴奇隆和韩国的蔡妍等
高颜值演员，可谓高颜值谍战
剧，但并不是戏说的作品，该剧
故事的大框架，有真实的历史
可循。《寒冬》取材于上世纪日
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期，中共地
下党协助苏联红军间谍获取虎
林东宁军事防线情报这段历
史。林和平说：“我在查询资料
时，发现了一段历史沉冤，即齐
齐哈尔西满烈士陵园烈士张克

兴、张克华两兄弟的故事。二人
在对日斗争中不幸先后牺牲，
由于跟他们保持联系的上线和
下线都被叛徒出卖，丢掉了性
命，故而，没有人能够证明二人
中共地下党的真实身份，他们
还被怀疑出卖了同志，他们牺
牲后，被党组织认定是叛徒。”
林和平说：“虽然这是一部高颜
值的谍战作品，但时髦特工的
故事绝对是尊重历史的。”

林和平介绍，新中国成立
后，经过家人不断的申诉，党组
织成立了专门调查组，经过认
真调查，终于为张克兴、张克华
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我将
这段故事和当年地下党配合苏
联间谍，获取虎林东宁军事防

线情报的那段历史相结合，虚
构了《寒冬》这部作品。”

以美剧风格

写中国谍战故事

和以往令人吐槽不止的各
种神剧相比，如今国产剧的质
量在逐步上升，最直接的反映
就是剧中明显可以看到大量美
剧、英剧的叙事技巧在里面。林
和平说，“《寒冬》的前几集，基
本上每一集都有一个独立的主
题，而这个主题又是和整个情
节的铺垫和大的叙事中心息息
相关的。如果把每一集都当做
独立的故事来说，我们这个剧
没有之前‘注水剧’那样拖沓的

情节，而是有着非常清晰的铺
垫和高潮节点。”

除了借鉴美剧加快故事节
奏，林和平说，《寒冬》也在用家
庭剧的风格讲述谍战故事，“比
如罗海琼饰演的朱雨辰，她是
邓子华的表姐，也是特务科长
陈龙海的妻子。她向往自由而
光明的生活，她想摆脱恶魔般
的陈龙海，在误解邓子华的同
时，爱上了医术精湛、有正义感
的中年医生辛栢良。可是令她
绝望的是，到最后她才发现，自
己爱上的辛栢良，其实是真正
的叛徒。这样的情节设置，就是
将家庭伦理剧的风格融入到谍
战剧当中来，改变了谍战剧的
固有模式。”

著名编剧林和平接受专访谈《寒冬》：

高高颜颜值值谍谍战战剧剧也也尊尊重重历历史史
正在山东卫视、陕西

卫视黄金档热播的高颜值
偶像谍战电视剧《寒冬》，
目前引起了一阵骚动，领
衔主演吴奇隆出演了一名
地下党特工，谍战戏演得

“步步惊心”。这样的时髦
特工到底靠谱不靠谱？3月
31日，《寒冬》编剧林和平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称：“虽
然这是一部高颜值的谍战
作品，但时髦特工的故事
绝对是尊重历史的。

近日，出演过《中国地》《天机·富春山居图》《母亲，
母亲》等影视剧的女演员石天琦出版的新书涉嫌抄袭而
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几天前，石天琦出版的小说《东
宫·繁华沉梦》被网友鉴定涉嫌抄袭后，又有网友陆续发
现其以往作品《水风空落眼前花》也不乏抄袭劣迹。

《花样姐姐》

成花样“作”女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雨涵）
随着《花样姐姐》旅程的展开，几位女
神的性格也渐渐明晰起来，而归根结
底就是一个字“作”，有的网友甚至总
结出了一首打油诗来概括：“花样姐
姐花样作，谁让人家粉丝多。蹭吃蹭
喝哪家行，中国东方找王琳。四十摊
上公主病，志玲撒娇你得应。冯妻徐
帆内心戏，不是导演你不信。”

据《花样姐姐》节目组的调查显
示，目前最具好感度的姐姐要数女
神林志玲，而她可以说是“完美作”
的代表。不但每天早晨都要锻炼她
那已经近乎完美的身材，林志玲在
节目中各方面的表现都显得恰到好
处。要论节目中哪位姐姐最放得开，
那当数“雪姨”王琳。她那“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的性格，天然地具有一种

“泼辣作”的特质。

●业内分析 雇枪手给名人写书很普遍

业内人士表示，石天琦自爆的所谓订制出书，就是某出版机构
先寻找有写作能力的写手，与其签订“订制写作”合同（成为所谓旗
下作者），代替名人写出文稿。“而稿件被买断之后，出版社到底如何
处理就不清楚了。或许进行了小部分删减更改，也可能进行了大面
积修改，如果作者名气大，也可能请了枪手重新写作，或者续写。”

北京博采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马光磊告诉记者，这
一事件，暴露了名人出书的一些问题。“很多出版公司出版名人书，
但名人是不会自己写的，出版公司会找个小作者写好了，然后署上
名人的名字，然后给这个‘枪手’署一个编辑或者文字统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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