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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女皇”到底心狠手辣还是小鸟依人？

快报名“名人大讲堂”
听孟宪实教授讲武则天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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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一封举报信
牵出一起近亿元盗版大案

读者提交报名资
料之后，主办方将发
送短信确认报名成
功，届时请接到通知
的读者凭短信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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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下载封面APP的用
户可直接点击主页右
上角“个人头像”→

“封蜜CLUB”→“名人
大讲堂”传习志愿者
报名通道/观众报名
通道进行报名。

未 下 载 封 面 APP 的
用 户 ，可 扫 描 以 下
二维码进行报名。

报名时间：

2019年8月6日

—8月16日17点

报名方式：

从古至今，提起“一代
女皇”武则天，人们都会觉
得其是一个强势而传奇的
女人。在封建的男权社会
登上“万人之上”的皇位，
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
正统女皇帝，武则天看起
来更像是历史中的“奇
迹”。正因如此，在后世撰
写的史书中，武则天总被

“妖魔化”成心狠手辣之
人，有着极大权利欲和控
制欲。那么，真实的武则
天到底是何种面目呢？也
许在本次“名人大讲堂”，
你能找到答案。

8 月 19 日 19：30，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央视《百家讲坛》名家孟宪
实将做客“名人大讲堂”，
在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厅为
大家解读武则天的传奇经
历，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武
则天秘史”。这是“名人大
讲堂”继郦波、于丹、梅铮
铮和王启涛之后迎来的又
一位《百家讲坛》的名家，
届时将会为观众们带来极
其精彩的讲座。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孟宪实教授。

武则天传奇的一生，给后人
留下了无数故事和传说。但是后
世撰写的史书中，武则天的形象
却一直被“妖魔化”。譬如“公主
之死”的传说，写到武则天为了嫁
祸王皇后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
儿。在当代的影视剧作品中，也
将武则天塑造成了极为强势的形
象，相反唐高宗李治的形象变得
愈发软弱无能。“甚至有人把武则
天对唐高宗的感情认定为政治阴
谋，这是非常不对的。”孟宪实解
释道。

与人们心中想象的“人设”不
同，孟宪实说，唐高宗时期的武则
天，应该是个“乖媳妇”，并且是顺
从的一方。“唐高宗与武则天感情
的建立，应该是在唐太宗后期。
当时两人地位非常悬殊，武则天
只是个小小的才人，而李治当时
已是太子。有权势的男人，哪个
会喜欢强势的女人呢？”相比之
下，王皇后因家世显赫，有些颐指
气使，才使得唐高宗不喜。“所以
唐高宗喜欢武则天，也是喜欢她
的温顺，因为武则天的家族势力
不强大，她能使用的资源只有和
李治间的感情。”

一千多年来，武则天在无数
史书中被“妖魔化”，也导致了人
们对她产生“最毒妇人心”的人
设。“历代的历史学家，走的都是
这种‘妖魔化’武则天的路线，基

本影响了中国人心中对武则天的
印象。‘妖魔化’武则天肯定是不
对的，但是她也不会一直是温顺
的形象。在当上皇帝之后，掌控
了国家权力的武则天也展现出了
霸道和凶猛的一面。这个是正常
的，不论男女，是人性的问题。”孟
宪实说。

想了解更多关于武则天的历
史真相？那快来报名“名人大讲
堂”吧！本次活动，仍旧延续以往

的方式，向社会征集200名现场
观众（以最终主办方电话或短信
通知为准），以及4名年龄35岁
以下、对武则天颇有研究的青年
才俊作为历史名人文化传习志愿
者参与讲座，他们将有机会在现
场聆听孟宪实教授的讲座，共同
分享历史名人文化对延续巴蜀文
脉的心得体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雨心

8月 11日晚，由致公党四川省
委、四川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美丽四
川·赤子情深”——川籍海外获奖音
乐家献礼新中国70华诞大型交响
音乐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举办。包
括刘江、刘忆凡、宁峰等多位活跃在
国际乐坛上的知名川籍音乐家回乡
献艺，为8月的成都带来一场听觉
盛宴。

新中国70华诞、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无数的川籍音乐家远涉重
洋，在海外勤奋学习、成绩斐然，在世
界最高级别的音乐比赛中均有所斩
获，在欧美的音乐舞台上展现自己的
卓越才华，为四川争得荣誉，让世界
见证了中国音乐家的实力。

而本次音乐会，则是海外川籍音
乐家中杰出代表在家乡的一次难得
汇聚。他们中包括获全美音乐家协
会最佳指挥表演奖和世界著名阿斯
本音乐节最优秀指挥奖的指挥家刘
江，获第49届勒纳怀德曼国际钢琴
比赛金奖、被誉为“新一代中国钢琴
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的钢琴演奏
家刘忆凡，2006年在帕格尼尼国际
小提琴比赛中获得冠军的小提琴演
奏家宁峰，美国华盛顿国家歌剧院歌
剧演员、歌唱家李毅，多次荣获国际
顶级钢琴比赛大奖、四川音乐学院钢
琴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钢琴演奏家吴
驰等。

他们通过钢琴独奏、小提琴独
奏、管弦乐、男女声独唱等艺术形式，
不仅为观众送上了《红旗颂》《北京颂
歌》《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华》《我爱
你中国》等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歌
曲，还奉献了《今夜无人入睡》《为艺
术为爱情》《伏尔塔瓦河》《卡门幻想
曲》等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

据主办方致公党四川省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新中国70华诞之际，
致公党四川省委和四川省文联合共
同举办此次音乐会，目的是为了展示
目前活跃在国际乐坛上的一流川籍
音乐家们的艺术成就，表达他们对祖
国的赤子之心，回报四川人民的哺育
之情，并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四川文化
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全省社会各
界人士共计1000余人聆听了音乐
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偶遇”超低折扣
“皮皮鲁”

“2·22”侵犯著作权案浮出水面

日前，在北京皮皮鲁
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内，郑渊洁接受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说到，今年
初，他在一家天猫书店发
现有售价低于定价 5 折
的《皮皮鲁总动员》，依据
经验，这可能是一家售卖
盗版书籍的店，“把书买
回来后，发现正版盗版混
着。”

一个月后，公司向全
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致
信，举报两家北京公司通
过网络交易、物流发货方
式兜售盗版的《皮皮鲁总
动员》系列图书，侵犯著作
权。举报两天后，案件立
案，因立案日期为2月22
日，又被称为“2·22”侵犯
著作权案。

关于这起案件，据全
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消
息，由中宣部版权管理
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
察厅联合挂牌督办。因
涉案仓库位于江苏淮安，
由淮安市淮阴区公安分
局与市“扫黄打非”办成
立联合专案组。

目前，案件即将侦结，
准备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共查处涉案单位 5
家，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查明印刷、销售
侵权盗版书籍85万余册，
总码洋9000余万元，涉案
金额1000余万元，被侵权
出版社21家。

1家公司举报
21家出版社受益

郑渊洁说“这是一个公益行为”

一家公司举报，最终
牵出21家被侵权出版社，

“我做这个事情其实大家
都受益，因为每次查到被
侵权的肯定不是我一个
人的书，还有好多别人、
别的出版社的书，所以这
是一个公益行为。”郑渊

著名作家郑渊洁自称“四
十年写作，三十年维权”，因为
他今年年初的一封举报信，牵
出了一起跨地区、多环节的盗
版大案……

作家郑渊洁接受媒体采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滕晗

北京摄影报道

在江苏淮安一仓库查获的盗版郑渊洁著作及一些考试类书籍。

庆祝新中国70华诞
川籍海外获奖音乐家

汇聚蓉城献艺

洁说。
郑渊洁始终呼吁创

作者们都要维权。他认
为，以前维权难度较大，
但是，“现在维权成本很
低了。”郑渊洁表示，“只
要通过网络，就可以直接
把怀疑的图书买回来，自
己鉴定。”

关于网络鉴定图书，
郑渊洁有一套自己的方
法，即发现售价低于定价
五折的图书，就会向电商
平台或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举报，“一本书的印制
成本在（定价的）20%左
右，加上作者稿费、出版社
人员工资等，售价不会低
于（定价的）5折。”

通过这种方法，“几乎
每天都能发现售卖盗版书
籍的网店。”但同时，维权
手段也需要不断更新，比
如，此次“2·22”侵犯著作
权案中出现的伪造防伪
码，给了郑渊洁警惕，“现
在我的书都采用了新的防
伪码……只输一次码，这
个防伪就废了。”

郑渊洁打算写一本
民法童书

用童话故事向儿童普及法律知识

此外，记者了解到，
新修改的《皮皮鲁和 469
宗罪》将于近期出版，通
过童话故事的形式向儿
童普及刑法知识。在记
者问到，是否会考虑出一
本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
的童书时，郑渊洁立刻回
答“会的”。

“因为我现在总在做
商标商号的维权……很
多这类维权属于民法范
畴。”郑渊洁透露，曾有多
位法律行业从业人员找
到他，希望他写一本关于
民法的童书，向儿童普及
民法知识，“再加上明年3
月，《民法典》将提请审
议。”于是，在“恶补了几
个月的民法知识后”，郑
渊洁决定在明年出一本
解读民法典的童书，而涉
及商标商号维权的知识
产权保护相关内容，将是
新书的“重头戏”，“都是
故事，不说教。”

8月11日，东京奥运会男排资格
赛在宁波结束，继3：1胜芬兰、2：3惜
败加拿大之后，中国男队又以2：3负
于阿根廷队，最终以1胜2负积5分
的成绩，名列资格赛第三，无缘直通
东京。

东京奥运会男排资格赛分成六
个小组，每组第一名晋级东京奥运
会。结果，与中国队同组的阿根廷队
三战皆胜积8分，拿到了东京奥运会
入场券。

由于前一晚中国男排在手握两
个赛点的情况下，遗憾地被加拿大
队逆转，昨晚中国男排只能背水一
战，力争3：0或3：1胜阿根廷队，才
有可能直通东京。首局中国队有惊
艳表现，以25：19先声夺人。但第
二局后，阿根廷队加强了发球冲击
力，中国队失误增多，被对手连扳两
局。至此，中国队已提前无缘出线，
第四局对手逐渐换下主力队员，中
国队以25：18将大比分再度扳平，
但决胜局阿根廷队打得顺手，最终
以15：9取胜。

虽然没能直通东京奥运，但中国
男排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亚洲落选
赛。不过，这也使得9月份的亚锦赛
显得至关重要，因为中国男排必须要
取得前八名，才能获得亚洲落选赛的
资格。 综合央视、新浪等

奥运男排资格赛结束

中国男排
无缘出线

中国队球员江川（右）在比赛中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