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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
来是一位天生的美女!可是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竟然成了整形美容医院的
广告代言人! 并因此被怀疑整过容!

事业和感情遭受双重损失!不堪忍受
的她愤而向法庭提起诉讼 "

"

月
#$

日!这一肖像权纠纷在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

案情
自然名模成#美丽变脸$

方彩#化名$是郑州一名模特!也
是在全国小有名气的演员!曾获多项
模特大赛奖章!但是正当事业蒸蒸日
上时!她却遭遇了一次信任危机%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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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河南某报
上刊登了河南职业病医院的整形美
容广告! 上面有方彩的一张巨型照
片!并在下方配有&美丽变脸!免费整
形大礼活动启动'等文字内容% &当得
知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震惊!因为我
从没做过此类代言和广告% '方彩说!

&接着经纪公司( 亲戚朋友甚至男朋
友都开始给我打电话!盘问我是否整
过容!一时间!我的事业和精神都受
到了极大的损失!生活完全被打乱% '

方彩表示!自己从来没做过任何
整形美容! 也没有授权任何公司(医
院在媒体上从事这类广告% 愤怒的她
将河南

!!

广告有限公司(河南恒美广
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河南省职业
病医院告上法庭!要求三者承担侵权
责任%

后此案经过郑州市金水区法院

一审!判令职业病医
院与河南恒美广告
公司赔偿方彩经济
损失和精神损害赔
偿共计

'

万元!同时
在报纸上登报赔礼
道歉%

判决下达后!河
南职业病医院与河
南恒美公司不服!遂
提起上诉%

庭审
!

照片到底
谁提供成谜

"

月
#$

日上午!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中 ! 双方争论的第一个焦
点问题是广告样稿由谁提供% 对此!

河南省职业病医院诉称 ! 本次广告
本由

!!

公司来做 !但是因我方要求
先登报后付款! 不符合该公司的业
务规定! 所以他们转而介绍恒美来
做此广告% 我方与恒美公司未签订
任何广告业务发布合同 ! 也没有提
供侵权照片!只提供了文字内容 !恒
美公司作为一个广告经营者 ! 应该
具备广告审查义务 ! 而他们在没有
经过方彩同意的情况下 ! 擅自使用
她的照片用于营利 ! 所以责任应由
恒美公司来承担%

而恒美公司则立即辩称!广告样
稿是由职业病医院提供的!合同中第
四条约定!广告采用职业病医院提供
的样稿!未经职业病医院同意!恒美

公司不得改动广告样稿% &因此没有
证据证明侵权照片是我们提供!也不
应该由我们承担责任% '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广告
费到底是谁收取的% 对此!恒美公司
称自己虽是广告发布者!但是没有从
此次广告中得到任何广告费用!广告
费用已移交给

!!

公司% 但
!!

公司则
坚决否认收取了该广告费用!&我们
把业务转介出去后!就没再管'%

对于两被告的上诉!方彩的代理
人表示! 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

合法合理!精神损害赔偿的费用也不
高!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因三方都不承认提供了侵权照
片!两广告公司也互不承认收取了广
告费用!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庭审!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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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庭搬到村里%列&特邀
席$%请上村干部'信访干部和村
内德高望重的老者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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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援助南阳
毁容青年! 为他们实施免费整形手
术)

%&&(

年
'

月免费为新乡遭毁容的
母亲林华实施功能恢复手术)为周口
的乳房受伤母亲实施了 &五讲四美'

水滴丰胸手术)为商丘的受皱纹困扰
的母亲实施面部除皱手术**

%&&(

年
(

月!向郑州市福利院捐赠了价值
*

万元的空调及其他生活用品 % 到
%++$

年
'

月再次免费为
,

名美丽受
损母亲实施了整形美容手术!使她们
美丽重塑!恢复生活信心**

一家开业不到两年的医院!慈善
之举却从未间断% 也许!你会认为这
家医院在图虚名% 但答案是否定的%

郑州集美整形美容医院!就像她的名
字一样!在实实在在地为爱美之人倾
心制造着美丽%

优雅之美 为你提供空姐式服务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集美'!相
信一踏入医院的大门就会对她们身
穿红色套裙的导医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们就像是在陆地上的空姐一样!优
雅地散发出对每一位爱美者的悉心
关爱!用爱来融化你那颗曾经受伤的
心% 如果你又看到屋顶玫红色的纱
幔( 嗅到空气中飘散的淡淡花香!再
加上有个美丽的女孩在优雅地弹着
钢琴!而周围一些喝着咖啡(奶茶的
求美者在静静聆听的时候!不要怀疑
你来到了哪个会所或是度假胜地!集
美整形就是你的私人会所!是为你打
造美的度假胜地%

&集美' 给你的优雅还远远不止
这些!她们有整形行业首创的网吧式
候诊服务!一对一全程亲情化私密服
务!&白加黑'全天就诊模式!开放式

的餐厅!远距离专车接送!国际标准
的手术室(观察室(输液治疗室(

-./

病房等% &集美'以优雅的姿态!让你
感受到尊贵的待遇%

风尚之美 经典项目只为你存在

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来&集美'考
察时题词!鼓励她们&科学整形!美化人
生'% 这里为什么会得到卫生部副部长
的鼓励呢+ 因为&集美'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集美'通过近两年的发展
和提高!依托强大的资本影响力!整合
了国际医疗界的先进技术和专家资源%

目前! 这里汇聚了国际面部整形权
威,,,韩国专家林赫(世界吸脂纪录保
持着,,,留日专家王志军!以及众多的
国际国内知名美容产业的风云人物%

在技术手段上 ! 这里有中医美
容(电波拉皮(彩光美肤(激光美容和
换取不同的治疗头就可以达到脱毛(

美白 (嫩肤 (祛皱 (治疗皮肤色素病
变(治疗皮肤血管病变和治疗痤疮等
多重效果的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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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光美肤工
作系统!这些深受影艺界巨星诸如刘
晓庆(邓建国(金巧巧(柯以敏(吉米(

李维嘉等的信赖和推崇%

凭借良好的口碑和雄厚的实力!

&集美'又成为&

%&&$

新丝路中国模特
大赛-河南赛区$'唯一指定整形美容机
构%这些都应为爱美的你赢得对&集美'

的信赖% 不管你有多少个性要求!&集
美'整形美容科(美容皮肤科(非手术微
整形科(口腔美容科都能一一为你量身
打造!让你的美丽如花绽放%

梦幻之美
!"""

平方米超大规模

郑州集美整形美容医院作为一
家全国知名的整形美容连锁品牌!是
经河南省卫生厅批准成立的专业(正
规的整形美容医疗机构! 现有员工

#&&

多人!其中主任医师(教授级专家
云集%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营业面积
已经超过

"&&&

平方米!

%&

多套五星
级标准病房!为你提供贴身的休息服
务% 每个病房都配备有名牌纯平液晶
电视( 全自动遥控电子对讲系统(

%'

小时冷热水淋浴!能够让你感觉家一
样的舒心%

&集美'还与日本整形外科协会(

丹麦
666

集团(美国曼托公司(美国
麦格公司( 法国

07

公司等蜚声国际
整形行业的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 其对设备和材料的选择!

保证
8++9

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安全!

求美者可以对这里整形材料的安全
与环保充分放心%

在&因爱而美'的品牌理念的引
导下!&集美'以全心(热心(真心(耐心(

用心的五星级服务!迎接你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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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庆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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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养儿为防
老'! 可拥有

8)

间房屋的王老
汉的儿子王永军却不让年近六
旬的老爹居住% 伤心之余!父亲
将儿子告上了法庭% 昨日上午!

郑州市管城区法院把法庭搬到
辖区十八里河镇大王庄村 !在
开庭模式上首次尝试 &群体参
审'模式 !特邀了村干部 (信访
干部等村内德高望重的老者组
成&特邀席'% 法院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开庭!法官表示!将以调
解的形式结案%

案件回放
子不养父 上法庭

&辛辛苦苦为孩子建好房!

没想到到头来自己居无定所% '

今年
"*

岁的王老汉是郑州市
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大王庄村
人!他膝下一共有两个儿子% 他
在起诉中称!

8$$(

年
)

月!他在
村西北部建了

8)

间房屋!之后
办理了房产本! 因当时考虑到
大儿子王永军已成年!

8)

间房
屋便登记在大儿子的名下% 哪
知自己和妻子为儿子操办婚事
成家后! 儿子就对自己非常冷
淡!特别是老伴去世后!大儿子
不支付任何生活(养老费用!而
且还强行霸占了所建的

8)

间
房屋!不让其居住%

伤透心的王老汉一气之下
将儿子起诉到法庭! 要求法院
判令自己对涉案房屋有居住
权%

庭审现场
儿媳上阵 揭家丑

上午
8&

时!法院正式开庭
审理此案% 庭审是在村上的文
化广场!听说儿子不养活父亲!

庭审又在村门口! 附近的村民
们都跑来看热闹%

庭审中! 原告王老汉和其
诉讼代理人拿出村委会证明一
份!证明该房是其所建% 大儿子
提出异议!说当年盖房子时!自

己刚刚十七八岁! 也曾出过力!

而且房子是
8,

间% 看到儿子提
出质疑!王老汉请出了自己的两
个妹妹出庭作证!证明房屋是自
己所建! 母亲和妹妹们出了钱%

看到哥哥如今受委屈!老汉的妹
妹还称老汉在家经常挨儿子和
儿媳妇的打% &你们看看他手上
和头上的伤% '看到老汉一直沉
默!老汉的妹妹干脆拉着哥哥的
手! 指着其头上的伤让大家看!

并说这都是年前打的%记者看到
老汉手背上果然有一道长长的
伤疤%

&他经常往家里领女人!今
天一个!明天一个!俺会愿意+他
如果想再娶!可以跟两个儿子商
量% 他现在就在家里住!说我们
不让他住纯粹是诬告% '庭审正
在进行中!王老汉的大儿媳就开
始&抖搂'王老汉的&丑事'% 对
此!王老汉的姐姐表示!今年年
初王老汉曾和一原阳女子交往!

但该女子第一次登门就被儿媳
妇骂走了%庭审中!儿媳妇表示!

房子是丈夫盖的!而不是王老汉
盖的%并表示!她可以赡养公公!

但是公公必须在两个儿子家轮
流居住!不能只住在他们一家%

村民谴责不孝行为

&老大儿子房子恁多!为啥
没有老爹一间房+'采访中!旁听
的村民议论说!&太不像话了!哪
有这样不孝顺的儿子啊+ '另据
了解! 老汉目前还有一个

(&

多
岁的老娘! 而今自己身在困境!

也无法尽孝% 庭审结束后!法官
试图调解!但是调解进行了一个
多小时后!由于家庭矛盾积怨较
深!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法官表
示!下一步还将再做做双方工作
尽可能调解成% &这是一次深刻
的教育活动!也给村民们一种警
戒!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希望
这次开庭是给村民上一堂法治
课!知道以后该怎样对待老人%'

采访时!&群体参审' 的人员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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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参审'现场

#美丽官司(庭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