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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26日下午，
由河南省文化产业协会、大河
报社联合主办的“新时代的文
旅担当”2019河南文化产业
盛典在郑州举行。

河南省政协、河南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河南省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等单位相关领导及来自
全省各省辖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以及全省主要文化企业
代表等嘉宾共计500余人出
席了盛典。

盛典特别邀请国内文化
产业界著名专家学者从文旅
消费、文创设计、科技融合、
乡村振兴、黄河文化、文化金
融等不同角度为河南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提出战略性建
言。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
研究院院长刘士林从国家政
策、国家规划变迁等角度进行
分析，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
文化消费将引领城市与区域
高质量发展。他认为文旅消
费能破解传统产品的库存问
题、提高公共文化资金使用效
率，并指出文旅融合应当从消
费角度创造新价值。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
“乡愁”变得越加稀缺。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向勇从创意旅
游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文创的
逻辑机制。他认为乡愁分为
山水、精神、灵魂等四个层次，
乡村的核心价值在于“天地人
景地”，使得游客与地方情感、
地方文化得以链接。

本次盛典重磅发布了

2019河南文化产业先锋榜，
共有豫匠代表人物、优秀文化
产业人物、文旅融合新锐项
目、影响力文化品牌和先锋文
化企业五大类各10项上榜。

2018年12月，河南省文
化产业协会联合大河报社首
次发布河南文化产业先锋榜
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
次先锋榜单在去年的基础
上，增加了文旅融合新锐项
目，各项榜单的评选均是根
据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以及在文旅行业中的引领
示范作用等各项指标，经各
省辖市文旅局推荐、企业自
荐和专家提名，由河南文化
产业智库专家进行综合性评
估产生。

很多人对遍布机场、高
铁站的“真功夫”都不陌生，
这家门头上打着酷似“李小
龙”头像的餐厅如今惹了麻
烦。据报道，12 月 25 日，“真
功夫”餐饮因未获授权私自
使用李小龙的形象被李小龙
有限责任公司告上法庭，要
求其赔偿经济损失2.1亿元，
并且负责维权的开支 8.8 万
元。消息一出，人们才反应
过来，原来看了那么久的“李
小龙”头像居然没有获得合
法授权。

12 月 26 日，“真功夫”通
过官方微博进行了回应，声
称“李小龙”的商标是否侵权
多年前也有争议，但“我们的
商标一直没有判定侵权或者
撤销的行政或司法结论。时
隔多年被起诉，我们也很疑
惑，正准备应诉。”

2004 年，该公司花高价
请来知名营销策划机构来打
造了一套酷似李小龙的形象
图标，同时将企业名字改成

“真功夫”。李小龙有限责任
公司方面还曾向媒体透露，
资料显示“真功夫”给的备注
信息是“真功夫图形”，内容
为李小龙功夫造型图，文字
中明确提到了李小龙，因此
有理由相信“真功夫”是有意
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往“李小
龙”身上吸引的。对此“真功
夫”方面并没有公开回复，只
是表示：“本案刚由法院立
案，尚未开庭审理，我们暂不
便发表意见，一切留待司法
裁决。”

事实上，这并不是“真功
夫”第一次惹上麻烦，据媒体
报道，早在2010年时，李小龙
之女李香凝就在美国将李小
龙的影片及商标的所有权购
买回来，当时她计划把这些
资源重新进行整合，使“李小
龙”成为全球品牌，但是在中
国，有不少使用李小龙相关
logo的公司，李香凝觉得有必
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
权。有不少人认为 2.1 亿是

天价赔偿，李小龙公司则算
了一笔账，如今一线大咖的
代言费一年数千万，“真功
夫”从2004年开始使用，按照
一年 1400 万的代言标准的
话，侵权15年共计2.1亿。

对此，普通读者的看法
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真
功夫使用的是漫画而非真人
照片，很难构成侵权，也有人
认为明显是侵权。

近年来，明星和企业之
间的维权纠纷屡见不鲜，其
中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郑州
方大同胡辣汤店与歌星方大
同的一起侵犯姓名权官司，
最终改名。还有张亮起诉

“张亮麻辣烫”，索赔 180 万。
一方面是明星的形象需要维
护，一方面是企业的正当权
益需要维护，但这类事件越
来越多证明国人的维权意识
正在逐步觉醒，如何在正当
范围内规范有效地使用明星
代言？经过一步步试错后，
未来必定趋于正规。

本报讯 12 月 26 日，
2019年“乒动中原”河南省第
五届乒乓球大众公开赛总决
赛开幕式在河南省体育馆举
行。今年的赛事分为南阳、商
丘、灵宝、焦作、汝州、周口、永
城、洛阳、滑县9个分站赛和
年度总决赛，历时8个月。

本项赛事由河南省体育
局主办，9个分站赛为团体
赛，分为男子青年组，男、女
青壮组、长青组5个组别，取
得各分站赛各组别前两名的

队伍，获得参加该项赛事本
年度总决赛的资格，共有450
余名乒乓球选手获得了参加
本次总决赛的资格。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的“乒动中原”
赛事，无论是分站赛数量、赛
事持续时间，还是参赛人数
均创历史新高，充分展现了
我省乒乓球项目良好群众基
础。本次总决赛总奖金达到
了26.7万元，也创下了历届
赛事之最，总决赛将于12月
29日结束。

12 月 24 日，因伤休战
20天的朱婷在球迷的翘首
期盼中终于复出了。

当晚，是2019-2020赛
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四强战
的首回合较量，朱婷代表天
津女排出战北京队。她一人
砍下了全场最多的23分，率
领天津队以3：0的比分横扫
对手，拿下四强战的首场胜
利。当晚的三局比赛，尽管
朱婷手上依旧缠着绷带，身
体状态尚未恢复到最佳，前
两局也未完全放开，但有这
位世界级球星坐镇，天津球
员们的心明显定了很多。

面对卫冕冠军北京女
排，这位今年女排世界杯最
有价值球员用华丽的数据再
一次证明了自己——朱婷本
场比赛得到了23分，是天津
女排全队最高的；在23分的

总得分里，包括1次发球得
分和1次拦网得分；21个进
攻得分对于朱婷而言虽不算
抢眼，然而朱婷当晚的进攻
命中率却高达75%，这绝对
是顶级主攻才有的数据；更
难能可贵的是，朱婷在这场
比赛承担起全队超过四分之
一的一传保障任务，一传起
球率达到90%，到位率达到
70%，全队最高，甚至比自由
人孟子旋还高出一个百分
点。

天津队主帅王宝泉赛后
对朱婷的表现非常满意，他
表示朱婷在关键球，包括场
上一传的稳定性上对全队的
发挥都起到很大的作用，“朱
婷作为一名职业球员，受伤
恢复这么久，第一场回来就
发挥这么好，展现了她的实
力，对她表示感谢。”

12月25日下午，自然
电影《鹭世界》首映礼在河
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
举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鹭世
界》是第一部真实记录苍鹭
生活、生存的影片，采用了
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
了一段跌宕起伏又惊心动
魄的苍鹭成长史。影片将
于2020年1月1日上映。

12月26日，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
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
2020年“我们的中国梦”——
河南省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仪式，在驻马店市上蔡县高李
村举行。

据了解，今年的活动聚焦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主题，把国家级、省级
贫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试点县（市、区）作为活动重
点，共组织省直文化文艺小分
队62支、市级文化文艺小分
队1412支，以“红色文艺轻骑
兵”文艺小分队的形式开展慰

问演出、文化帮扶、交流辅导
等系列文化服务项目。

启动仪式后，文艺演出
在一曲唢呐合奏《百鸟朝凤》
中开场。歌曲《盛开的牡丹》
《幸福的誓言》、豫剧《抬花
轿》《焦裕禄》选段、戏曲联唱
《梨园群芳谱》、相声《欢声笑
语》等节目，把欢乐送给基层
群众。

活动中，还开展了为高李
村群众义写春联、赠送“福”
字、指导教授广场舞、拍摄全
家福、让群众体验文化云直播
等活动，受到高李村群众的热
烈欢迎。

因伤休战20天 朱婷现身赛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河南省“乒动中原”总决赛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河南省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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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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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电影《鹭世界》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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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文化产业先锋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