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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徽广播电视台#新原野娱
乐传媒#上海巨秀影视联合出品$新
锐导演易寒执导的时尚都市情感大
戏%闺中密友&如期杀青' 该剧由国
内资深制片人郑凯南担任编剧及制
片人$并集结了严宽#杜若溪#洪小
铃#曹海军#顾永菲#娟子等多位当
红影视演员$ 故事讲述了杜若溪与
洪小铃饰演的一对闺蜜同时爱上年

轻帅气的李秋阳!严宽饰演"$并由
此引发的一场婚姻保卫战$ 可谓是
一本影视版%如何防止闺蜜变小三&

的教科书(

杀青同时$%闺中密友&也正式对
外发布了两款)姐妹双生花*剧情海
报$海报中杜若溪与洪小铃饰演的闺
蜜)倒置*现身$两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憧憬$令人联想到剧情后不禁对
两人关系充满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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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获悉$!#月!$日$浙
江卫视王牌节目%我爱记歌词&全新
改版$ 推出特别季+++)对战最强
音*$届时伊一将继续搭档华少出现
在浙江卫视的舞台上$她因%中国好
声音&总决赛之夜出现)口误*而被
雪藏的种种传言也会不攻自破(

)对战最强音*弱化游戏概念$强
调音乐元素$)用心唱歌$ 用情动人*

是节目宗旨(每期节目中$将有%组歌
手进行!对!单挑$ 决出每期的周冠
军(在!#场节目决出!#个单场冠军之
后$将进行季度总冠军的角逐$胜出
者可获得五万元奖金!含税",一张单
曲合约$ 一辆轿车$ 并有机会参加
"#!$年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录制(

由于赛制的改动$ 节目需要引
进一位类似导师性质的 )评声团团
长*$目前已锁定由孙楠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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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成海好友张旭 &化名'回
忆$"月"(日$也就是凶案发生的前
一天$周成海接到警方电话$要求
他提供乔宇涉嫌诈骗的证据$并告
诉他如果证据不足$ 警方将会放
人$于是他心情不好( 提起案发当
天的经过$张旭颇为激动$)")日上
午$周成海从法院取回离婚协议书
后$给白静打了电话$白静求他放
过乔宇$并说可以撤销诉状( *张旭
指出$正是白静的这句话$彻底击
垮了周成海(

")日下午$周成海给助理打了
一个电话$助理告诉张旭$周只说
了一句)这个女人心太狠了$真不
行了( *另外$在命案发生前的%分
钟$周成江称接到了周成海前妻的
电话$被告知弟弟提着刀去找白静
算账$)我赶紧给他打电话$劝他别
做傻事$但他挂断了电话( *)周成
海并不是丧心病狂$他真的是挺不
住了( *张旭透露$案发时$白母也
在场$但周成海并未伤及岳母$)说
明他还是有理智的( *

)我现在一听电视里有人叫哥$

我就会一激灵( *弟弟去世后$周成
江几乎成为周家的发言人( 在他眼
里$ 周成海与白静都是社会的牺牲
品$)人对金钱的索取$ 对权力的贪
婪$最终酿成了悲剧( *在张旭眼中$

周成海的优点是为人大方$ 出手阔
绰$ 缺点是爱数落人$ 不爱被人数
落$更不愿妻子白静被人说三道四(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朋友$他肯定不
会追究乔宇的责任( 他完全是被我
们架上去的$不得不这么做( *

陈明回忆$ 周成海对白静是
!##*的信任$)白静拍戏不让他去
探班$他就一次都不去$所以剧组的
人都以为乔宇是她老公( *周成江认

为$弟弟和弟媳的死$乔宇背负不可
推卸的责任(但是令他不理解的是$

白静的母亲竟然维护乔宇$ 并起诉
巨春雷侵犯女儿名誉( 对于白静母
亲曾提出周成海传染性病给白静一
事$ 周成江坦言并不知情$ 但他强
调-)离婚诉讼书上$ 除了这条我不
确定$其他都是胡说八道(我这里有
录音$ 有书面材料$ 以后我会找媒
体$把真相全部说出来( *

据悉$周成海去世后$被冻结
的资产加上被乔宇骗去的+,#万$

和一处房产$尚未进行分割$所以
周家人分析$白母此次打官司可能
是)投石问路*(另外$周家人透露$

乔宇案近期也将会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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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海与白静"##)年领证$

"#!#年办婚宴(据周成海好友陈明
&化名-爆料$他对妻子的爱已经超
过一般人的想象$只要白静提出的
要求全部满足..周成海每月给
白静.万零花钱$ 给岳母!万生活
费$并帮岳母买了两套近千万的房
子( 对于白静和乔宇的关系$陈明

说-)大概是他们婚宴后的第五个
月$我们都看出白静与乔宇发生了
婚外情( *对于乔宇和白静的关系$

周家人纷纷表示周成海一直视若
无睹$连周成江也表示对弟弟的做
法不能理解$)他对乔宇非常阔绰$

送乔宇"#多万的手机$借钱也不打
借条$甚至还允许乔宇住他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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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为什么周成海对乔宇如
此放心呢/ 周家人的答案是-乔宇
编了个天大的骗局( 提起这件事$

张旭感叹乔宇太会演戏$)乔宇跟
他说有个拆迁项目$可以赚好几个
亿$还虚拟了个黑社会老大$拿手
机给周成海发短信$让他投资多少
钱$还跟他说为了防止风险$多让
白静出面与乔宇合作( *周成江认
为乔宇是白静,周成海之死的罪魁

祸首(

有件事$周成江回忆起来仍是
难掩平静$)大年初十七$白静和乔
宇到我母亲的医院来$见面她就打
周成海$然后闹$老太太在里面一
听就不行了( *他补充道$)乔宇给
了周成海两张澳门的银行卡$说里
面有上亿现金$但密码只有白静知
道$ 意味着只有离婚才能获得$周
成海当时异常气愤$直接就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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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杨丽萍告别巡演%孔雀&

剧中引用大量 %皮娜&,%加勒比海
盗& 等多部海外电影原声疑似侵权
一事引得关注$ 而杨丽萍本人做出
回应$ 认为使用海外音乐是舞蹈界
惯例$以此证明编舞能力强$更质疑
网友用她演出中的音乐做对比同样
侵犯她演出的著作权(对此$有律师
从法律的角度表示不存在这样的惯
例$)所谓惯例都是子虚乌有$ 这是
不存在的(不能说侵权了$反倒说自
己的能力强$这没有逻辑( *

关于在个人作品中如果引用未
授权的他人的音乐作品是否涉及侵
权$ 律师认为可以从两种情况进行
讨论-)!/如果是大量地使用$就必须
主动联系作品拥有方, 出版方进行
授权0"/少量使用$如果在作品中有
短短几秒的出现他人创作, 已经公

开发表过的作品的旋律$ 不需要授
权,付费$但必须要在作品中明示作
者姓名以及出处( 尽管这点在法律
上没有明确规定$ 但大概有一个相
关的尺度(*律师认为$如果在剧中引
用的海外作品版权拥有方$是来自美
国或欧洲等发达地区$会有比较完善
的国际条约对作品进行保护$而如果
一些版权制度不够完善的地区的冷
门作品$ 或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

很有可能难以得到版权上的保护(

此外$杨丽萍的回应再度引起了
网友的议论$有网友留言-)把公共版
权古典音乐和有版权的电影配乐混
为一谈$把自己的商业演出行为和网
友的个人非商业行为混为一谈$透露
出来的$是完全没有版权概念( 不管
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都是一
句话-没文化真可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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