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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文天娇

父亲替9岁儿子小轩支付12800元，在一部电影中
出演“一号角色”。影片播出后，小轩只有三个镜头和一
句台词。

不满儿子角色定位，父亲以法定代理人名义，将影
业公司告上法庭。

9月25日，经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认定，一审判
决影业公司退还小轩6800元。

交费万余元参演“一号角色”
去年6月，湖南某影业公司对外公开选拔小演员，

参演网络电影《神奇的熊孩子》。
在家人的鼓励下，今年9岁的小轩参加选拔，顺利

过关，后与影业公司签订《演员签约协议》。
依据协议，小轩定位为“一号角色”出镜，跟组拍

摄时间为三至五天，具体根据角色定位安排；影业公
司保证提供小轩及一名监护人在电影拍摄期间的食
住行，及小轩保险与角色定位培训费用，小轩则须向
影业公司支付12800元的费用。

今年1月， 父亲陪同小轩到浙江横店影视城拍电
影。

6月1日，电影《神奇的熊孩子》首播。小轩发现，在
72分钟影片中，他出现的正面镜头只有3个，台词仅1
句，“一号角色”名不副实。

小轩父亲认为，影业公司采用格式条款与他签订
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构成欺诈，遂代理儿
子将影业公司诉至长沙市天心区法院，要求返还其演
员签约费12800元；并赔偿其伙食费、交通费、误工费
等经济损失5500元。

影业公司认为，该公司与小轩签订的合同与一般
演员演出协议不同，合同约定的电影中所有角色饰演
者均为儿童，无任何参演经验，且系自己出钱请人拍
摄电影，与一般影视作品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不能按

照常理理解合同中的“一号角色”。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6800元
天心区法院审理查明，为拍摄《神奇的熊孩子》儿

童网络电影， 影业公司与参演的66名小演员签订3种
不同类型合同。根据角色不同，交纳费用也不同。根据
影业公司提供的演员名单，其至少与29名儿童签订了
《演员签约协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法签订的合同，对当事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一号
角色”有相应标准或行业习惯，故“一号角色”演员系
约定不明，应对其予以明确。对“一号角色”演员的理
解，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常理来理解。日常生活

经验中，社会公众理解的“一号角色”，显然是主要演
员，故本案中的“一号角色”应依常理来理解为“主演”。

另查明， 被告承担了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拍摄期
间的食住行费用，该电影亦按约在相应网站进行播放，
所以应视为原告接受了被告的部分履行， 被告只需要
承担瑕疵履行的违约责任即可。 法院一审判决影业公
司退还小轩费用68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驳回其他诉
讼请求。

法官指出，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被告提供
的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不明确造成的。法官建议，大家今
后在与他人签订合同时，遇到不清楚的合同条款，一定
要让对方解释清楚，否则容易引发纠纷。

“主角”之争
———“一号角色”名不副实，9岁孩子状告影业公司

万余作品角逐
旺旺“孝亲奖”词曲创作大赛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苏莉）由旺旺集团主办，40余
家海内外主流媒体协办的旺旺“孝亲奖”词曲创作大赛，自４
月20日启动以来， 一直受到海内外华人社会各界高度的关
注，征集期间，创造一波波孝亲话题，引领了社会正能量。

据组委会统计， 截至8月31日， 共计收到报名作品10572
件。其中更是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越南、印度尼西
亚、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等地作品，足以证明，历经两届“孝亲
奖”的举办，已成功将孝亲观念推展开来。征集作品经过资格审
查后，随即展开三阶段评审。40余位评审奋战十天，以最挑剔
的眼光，选出200件作品进入决赛。入围比率只有2%不到。

第三阶段总决审将于9月27日在上海举行。 会中预计选
出社会组及学生组全球十强及金银铜奖项，优秀的作品将分
别获得10万及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获奖名单将于10月1日至
10月4日在官网进行公示。 颁奖典礼将于10月17日在上海举
行，会中将邀请两岸协办单位、评审委员及得奖者共同见证
本次大赛的最终成果。

法治故事

《江山物语》展现生活质感

警惕丙硫氧嘧啶片
的严重不良反应

丙硫氧嘧啶是一种硫代酰胺类药物， 能抑制甲状腺过氧
化物酶，从而阻断甲状腺激素生成，主要用于治疗成人甲状腺
功能亢进。目前，我国批准的丙硫氧嘧啶均为片剂。

在丙硫氧嘧啶引起的严重不良反应中， 肝胆系统损害以
及白细胞和网状内皮系统异常所占比例最高， 主要表现为肝
功能异常、肝细胞损害、肝炎、胆红素升高、白细胞减少以及粒
细胞缺乏等，大部分出现在用药的前3个月内，通过血常规及
肝生化检查可以诊断这类不良反应。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相关性血管炎是一种以
中小血管炎症和坏死为标志的疾病，起病隐匿，可以累及全身
多个器官和系统，如肾脏、肺脏和关节等。累及肾脏常表现为
血尿、蛋白尿、肾功能不全甚至肾衰竭等；累及肺脏常表现为
咳嗽、咯血及肺内阴影等；累及关节可以表现为关节疼痛、肿
胀等。该种不良反应主要出现在长期服药的患者中。

医生应告知患者在服用丙硫氧嘧啶时可能出现的不良反
应，嘱其定期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生化指标及肾功能等，并
注意身体变化，如出现发热、头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疲劳、
瘙痒、腹部右上区疼痛或压痛、深色（茶色）尿，皮肤或眼白变
黄、浅色肠道排泄物、肌肉关节疼痛、水肿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钟露苗 整理）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陈
沐 ）今天，由熬吧凤凰读书会举办的“刘永学新著
《江山物语》首发座谈会”在长沙举行。

刘永学，笔名柳泉，中国作协会员，当过知青、
工人、文工团员、公务员。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陆
续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随笔近300万
字。 著有散文随笔集《心灵的风景》《寻找金玫瑰》
《天凉好个秋》《江山物语》等。

《江山物语》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散文

作品100余篇，分为“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经
典、那些形象、那些感悟”“那些地方、那些风物、那些
情怀”3大部分。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者用简洁而富
有韵味的语言来状写生活与社会的喜怒哀乐、世道人
心，展现文学经典阅读的独到感受与洞见，抒述行走
见闻。这些文章或启人反思，或引发共鸣，不失为一部
有大爱的文集。其中写人物的短文尤其精彩，或大写
意，或略施点染，或白描几笔，语言生动，刻画到位，又
不落痕迹，把每个人都写活了，展现出生活的质感。

漫画/张杨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