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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袁
泥塑艺术家王文海状
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隋建国侵犯其雕塑作
品叶睡觉的毛主席曳著
作权袁 要求对方赔偿
各种费用100万元遥 21
日上午袁 朝阳区法院
公开审理了此案遥

据王文海介绍 院
2002年袁 他和隋建国
共同讨论后决定做一
尊毛主席盖着被子的
睡像遥 作品由王文海
单独创作完成袁 隋建
国负责雕像的外表上
色袁 算是两人共同创
作的雕像 遥 2002年9
月袁 王文海把雕像塑
成后交给隋袁 让他运
到世界各地去展览 袁
两人还签订 了一 份
叶合作协议曳袁 约定共
同拥有该作品的版权
和著作权等遥 2003年9
月袁长两米尧高一米的
雕塑作品 叶睡觉的毛
主席曳 第一次在北京
展出遥 毛主席躺在那
里袁像一座大山遥王文
海在作品中所表达的
主题是 野毛主席没有
去世袁他睡着了遥冶 作
品独特的表现手法袁
得到观众好评遥

王文海 称 袁2004
年底隋建国将叶睡觉
的毛主席 曳运到了美
国遥在他不知情的情
况下 袁隋建国 在 叶睡
觉的毛主席 曳雕塑周
围装置了数以万计尧
色彩斑斓 的小恐龙 袁取名 叶梦魇 曳袁在美国旧
金山展出 袁作品只署了隋建国的 名字遥 此后袁
该作品还在各地照此展出 遥 王文海得知此事
后很震惊 袁也很愤怒 遥他说院野简直是恶作剧浴
践踏了我作品的神圣性 袁破坏了我整个作品
的艺术完 整性 袁 拿我的心灵在开国际玩笑 袁
这不是在 糟蹋我吗 钥 是对毛主席的 极大不
恭浴冶 在与隋建国进行交涉没有得到 满意答
复后袁今年9月袁王文海 提起诉讼 袁请求法院
判决隋建国侵犯其雕塑作品 叶睡觉的毛主
席曳著作权 袁并赔偿经济损失 费尧精神伤害 费
100万元人民币遥
对此袁 隋建国的律师认为没有构成侵权遥

他们解释说袁隋建国是用前卫艺术圈子经常使
用的装置手段袁对自己也拥有著作权的 叶睡觉
的毛主席曳进行了重新装置袁创造出新作品叶梦
魇曳袁他署自己的名字理所当然遥 如果说有过错
的话袁充其量就是在引用已发表作品的时候未
注明出处遥 要是叶梦魇曳的署名更加周全些的
话袁应该在野作者隋建国冶之后袁用括号标明野其
中人像部分为与王文海2002年合作冶袁 这样就
不存在这个官司了遥

(薛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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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怀柔专电 郑伊健剃成
光头袁不仅是为了演叶霍元甲曳袁更是欲
当中国版的现代奥运创始人 野顾拜
旦冶浴 21日记者前往电视剧叶霍元甲曳剧
组探班袁 编剧陈翘英透露 院 因为要与
2008年奥运接近袁 霍元甲已不单是一
代精武大侠袁 他还是中国奥运的先驱
者袁野正因为霍元甲袁 全民健身的观念
才在中国启动遥冶

李连杰版也曾考虑
其实袁想通过霍元甲打野奥运牌冶

并非奇思异想遥 记者了解到袁去年李连
杰拍叶霍元甲曳时就邀请过杨紫琼客
串遥 而按照最初剧情设定袁杨紫琼饰
演的是一位致力于让武术作为比赛
项目进入奥运会的奥委会官员 袁整
个霍元甲的故事都由她的讲述引
出遥 但影片公映后观众却发现杨紫
琼戏份被删得干干净净 袁 原因据说
是奥运主题和霍元甲的故事本身联
系不紧密遥

编剧称有历史依据
虽然李连杰版霍元甲没有 野得

逞冶袁但在电视版里编剧却让霍元甲
圆梦成中国奥运先驱遥 陈翘英透露
在电视版最后几集里袁 会展现霍元
甲受好友农劲荪从法国归国后的影
响要要要由于他对现代奥运精神十分
向往袁 于是在创立 野中国精武体操
会冶时大力提倡野全民健身冶理念遥 陈
翘英表示如此设计有历史依据袁
并非完全虚构遥 随后记者查阅叶天
津建城600年历史文化篇曳袁 其中
称霍元甲因生活窘迫 到天津后袁
与怀庆药栈掌柜农劲荪 交好 袁农
常邀霍喝茶聊天袁 讲述古今中外
趣事使霍大开眼界袁 明白了不少
道理袁也激发了其爱国报国之心遥

霍元甲当上野顾拜旦冶
虽然史料证实农劲荪确实给

霍元甲讲了一些海外趣事袁但能否
证明霍元甲就是中国奥运的先驱
呢钥依据中国奥运史袁1904年以后袁
奥林匹克运动逐渐为一些有识之
士所关注袁国内报刊杂志开始进行
报道遥而根据武术界史料袁1910年6
月1日袁 霍元甲在农劲荪等武术界
同仁协助下袁才在上海创办了野中
国精武体操会冶袁后改名野精武体育
会冶袁同年9月14日中毒身亡遥 这说
明早在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前袁
奥运精神就已经开始传进中国遥对
此陈翘英却表示袁野不能忽视霍氏
作为精武会的创办人眼光方面的
独到冶遥 他认为霍元甲更像中国
的顾拜旦袁野因为霍元甲的名声袁
现在精武会在全世界50多个国
家设有分会袁已经成为一个传习
华人武术尧体育观念和体育哲学
的独立场所遥冶

渊本栏文字由特派记者 隆
准采写冤

本报北京怀柔专电 如今影视剧里拍武打戏袁 都喜欢把
演员用钢丝吊来吊去袁好让其显得武艺高强遥不过袁新版叶霍元
甲曳却拒绝飞檐走壁要要要导演鞠觉亮21日在片场透露袁剧中武
打着重真功夫袁不会吊威亚袁不会搞花架子遥
据悉袁为达到这个目的袁剧中武术指导谷轩昭还发扬光大

霍元甲的野迷踪拳冶遥他把八卦等许多拳术一网打尽袁融入一体
让拳法更加灿烂袁视觉上更加好看遥 但是袁如果没有那些飞来
飞去的特技会不会显得太简单了钥鞠导透露袁来自袁家班的谷
轩昭有参与叶黑客帝国曳的经验袁野在后期制作里袁比如我们会
在霍家屋顶加上积雪袁霍元甲一拳打出时袁我们会像动漫画一
样展示拳击过程袁给予真实展现中国功夫精髓的特写遥冶 鞠导

还笑称郑伊健每天边拍戏边研究霍家拳袁野他虽然没多少
武功根底袁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耶魔鬼训练爷袁已经很有一代
大侠的风范了遥冶

霍元甲拒绝飞檐走壁

本报北京怀柔专电 在赵文卓版 叶霍元
甲曳里袁陈真是典型野海归冶曰但新版里袁陈小春
演绎的陈真却成了生于深山出没废墟的野孩
子遥21日在京郊某影视基地袁艺术总监关锦鹏
透露袁 新版陈真已经被赋予一种野性十足的
野狼冶的本能遥
当天下午在基地片场袁正好上演一场对手

戏院郊外废墟旁袁陈真绑架来霍元甲原配与赵
倩男袁引诱霍元甲来营救遥 扮相上陈小春一改
中山服打扮袁头戴绒帽貌似土匪遥 对此另类装
束袁关锦鹏表示是要给观众一个全新的陈真形
象袁野准确的说袁我们希望该剧展现陈真前传冶遥
关锦鹏称虽然1980年的港版 叶霍元甲曳已

深入人心袁但也有些美中不足袁很多细节无法
完整呈现给观众遥野 所以我们将虚构人物陈真
改成了一个生长在深山密林里袁具有一种狼图
腾性情的人物要要要你没有侵犯他的时候袁他
有很淳朴的一面袁而一旦被侵犯他将毫不犹豫
进行报复遥冶 同时关锦鹏也希望郑伊健有野斗
心冶袁野他平常不与人争斗袁 我希望他能够改变
柔弱的本质遥剧中霍元甲习武前的儒雅和习武
后的威猛袁正好符合郑伊健的气质遥冶

陈真充满野狼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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