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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人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由贾玲编剧并执导，贾玲、张

小斐、沈腾、陈赫、刘佳主演的喜剧

电影《你好，李焕英》正在全国热映

中，由张小斐献唱的主题曲《萱草

花》MV 近日发布。“遥遥的青山上

萱草花开放”，张小斐婉转悠扬的

歌声与贾玲对母亲李焕英的真情

告白交织，温情脉脉，感人至深，思

念与爱意满满溢出银幕。

▶ 思念成曲

贾玲细数与母亲的点点滴滴

“妈，我拍了一部电影，关于你

的，关于咱俩的，里面我藏了好多

好多咱俩的小秘密，也藏了好多我

想跟你说的话。”吉他琴弦轻轻拨

动，在张小斐悠扬舒缓的歌声中，

贾玲把内心深处对母亲李焕英的

思念在此次发布的主题曲《萱草

花》MV 里吐露至尽。李焕英曾说

家里祖坟上的堤坝美得像一幅画，

贾玲就把全片最温馨的一场戏放

在了这里；李焕英爱打排球，贾玲

就为李焕英安排了一场排球比赛，

虽然比赛输了，但李焕英是全场最

飒的姑娘；李焕英未曾亲眼见过贾

玲在舞台上表演，贾玲通过电影弥

补了这个遗憾……贾玲与李焕英

点点滴滴的往事一一浮现，思念缠

绵在歌声中，魂牵梦绕至今。

《你好，李焕英》改编自导演贾

玲与贾玲母亲李焕英的亲身经历，

讲述了刚考上大学的女孩贾晓玲

（贾玲饰）意外穿越回八十年代，与

年轻时代的妈妈李焕英（张小斐

饰）相遇的故事。现实中，因母亲

李焕英意外去世，贾玲没有见到妈

妈最后一面，于是贾玲用电影实现

了与母亲的再次相遇，回到李焕英

青春明媚的日子里，和正值靓丽年

华的妈妈做起“闺蜜”，开启了一段

充满爆笑与温情的意外之旅。

▶ 情感破防

温暖每个普通又美好的家庭

电影中，穿越回母亲年轻时代

的女儿贾晓玲（贾玲饰）与妈妈李

焕英（张小斐饰）“双向奔赴”，女儿

想让妈妈更高兴，妈妈希望女儿健

康快乐，母女间两条感情线交织在

一起时，这颗“情感炸弹”让人直

呼：“我的眼泪不值钱！”但正如某

位观众所感叹道：“当你以为你已

经很爱妈妈了，其实妈妈比你想象

中更爱你！”

这个春节，无数家庭与“李焕

英”相遇，被“李焕英”打动，体悟到

能够陪伴在妈妈身边是一件多么

幸福又美好的事情。这种千千万

万个普通儿女的共同情感，转化成

对于电影《你好，李焕英》的支持，

截至 3 月 8 日下午 3 点，影片票房

已经突破 51 亿元，居于中国电影

票房榜第二位，相信每一位观众都

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满满的爱与

感动。

电影《你好，李焕英》由北京京

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儒

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

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精彩时

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丽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

出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安徽

舒茶九一六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

瑞（上海）影业有限公司、深圳二狐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华谊兄弟

电影有限公司、北京国盾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上海猫眼影业有限公

司、北京匠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嘲风影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冠

宇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光彩

纪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逸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喀什嘉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华文映像（北京）影

业有限公司、北京入海时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木夕）

今年春节期间全国城市影院产

出的 78.22 亿元票房，不仅刷新了春

节档票房纪录，还刷新了全球单一市

场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

等多项世界纪录。口碑在线，作品上

乘，让人们看到了电影产业疫情之后

的持续复苏。但是与影视业高歌猛

进、产业化日臻成熟不相匹配的是，

影视产业、产权法律制度尚不完备，

研究亦未跟上节奏。身在其中参与

影视业拍摄制作、发行、放映、网络传

播的法人和自然人时有纠纷、常有困

惑，不同地区法院对同类事件判决也

不尽相同，那么影视人如何更好地保

护自身权益呢？

明确自身拥有的法定权利

《管子·七臣七主》有言“法者所

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

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这是法

律术语“定分止争”的源出处。此处

的“分”即“名分”之意，从法律领域

而言，就是权利归属。定分止争对

于法治社会的市场主体而言极为重

要。行为人明确知晓自己有什么样

的法定权利，有利于促成公平公正

交易，减少争议和纠纷。市场行为

主体也可以更好地预见自己的行为

结果，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保障了交易和秩序。

可是，影视市场主体是否都对

自身法定权利了然于胸了呢？影视

市场主体之间是否对于相互间权利

归属达成共识了呢？目前的情况

是，还远远没能做到。当然有电影

电视剧拍摄、制作、发行、放映活动

主体众多、法律关系本身复杂的原

因，最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影视业发

展过程中法律意识淡漠所致。客观

地说，明确影视行业参与人（包括法

人）的权利义务，厘清他们相互之间

的关系，确非易事。甚至影视行业

内部常用名词比如“制片人”、“独

立制片人”、“制片”、“发行”、“放

映”、“播映”等等，并不与著作权法

律、民法上的有关名词术语直接衔

接，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并不能

做到完全正确分辨清楚。

出品单位是影视行业十分重要

的一个“人物”，享有“出品权”，在

一般情况下可以视为影视著作权的

归属者，可是有时列在影视剧字幕

中“联合出品单位”项下的单位也拥

有著作权，所以最准确的权利归属

要靠合同约定来确定著作权人。发

行公司的发行权源于出品单位的授

权，发行企业的性质和院线的性质

与分类决定其不同的合作方式和权

利归属；放映电影还是播映电视剧，

在不同的介质上权利不同，电影在

影院中放映需要放映权，影视剧在

电视台放映需要取得广播权，而在

点播影院放映电影则需要取得信息

网络传播权。而更加扑朔迷离的是

三网融合下“回看”和“点播”影视

剧的权利，这方面的判例目前尚不

统一，还处于“群雄逐鹿”阶段，尚

有研究探讨的空间。

摄制组，虽然没有法律意义上

的“名分”，却真实地存在于影视制

作摄制过程中，并与诸多影视人发

生关系，其中占比最多的是“挂靠”

型摄制组，对于被挂靠单位而言，最

大的风险是与挂靠单位一起承担连

带责任。即使挂靠单位与被挂靠单

位双方在确定“挂靠”关系时签订了

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合同，被挂靠

单位只收取一定的费用，不承担任

何责任，但是依据法律，法院会判决

被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影视作品作为艺术产品，作者

是制作产生影视剧的最终决定力

量，没有人的创作，有再多的资本，

也不可能产生文艺作品。影视活动

运用最多的是著作权，参与影视制

作的自然人依据著作权法享有著作

权，比如导演、编剧、摄影、动画（美

术）设计、作词、作曲等，演员则作

为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此外依据

民法这些自然人都享有生命身体健

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形

象权、隐私权等人身权利。但是同

样作为重要主创人员的制片人却没

有著作权，在影视剧片头经常单独

篇幅出现的策划、出品人都没有法

定的著作权，当然这些人，包括灯

光、剪辑等其他参与人可以依据合

同法享有获得报酬权、署名权等。

清晰影视行政监管

行政监管是包括行政许可在内

的行政管理措施的总称。一方面从

监督管理角度是影视参与人从事影

视活动所必须接受的行政约束，而

从符合一定条件即允许其从事影视

制作、发行放映行为的角度来看也

属于经营许可权的获得。影视参与

法人了解清楚行政监管，才能保证

自身商业行为的合法性和法律的有

效性。

影视剧参与主体有两类：法人

和自然人，这两类人受到的监管和

享有的权利各有不同。影视行业中

申请制作、发行、放映影视行政许可

等审批监管事项的都是影视公司、

文化组织等法人主体，这些制作影

视剧的“拟制人”是行政法规的主要

监管对象。而对于影视业的从业人

员而言更多的是依据著作权法和民

法等享有权利，接受行政监管比

较少。

影视行业管理的特点是：管理

历史悠久；管理机关多次更换；出台

的行政管理规范层级较低，大多是

规范性文件甚至是带密文件；原来

由行政法规管理的领域逐渐降低门

槛归于民事法律调整。由于影视行

业的特定小圈子，许多法律人不了

解或者知之甚少，在法院审判时规

章的地位也不过是“参照”，但是影

视 业 运 行 中 行 政 管 理 发 挥 重 要

作用。

制作电影需要两大类许可：一

类是制作之初，国产影片需要进行

剧本梗概备案、剧本审查，合拍片需

要进行合拍片剧本审查；另一类是

电影拍摄完成后需要对完成片进行

审查。如果电影摄制单位想拿着电

影片去参加影展，需要到行政机关

备案。因此在电影制作方面出品单

位需要履行 3 项许可 1 项备案。设

立电影发行主体需要先行取得电影

主管部门的许可，但是设立电视剧

发行主体不需要事先取得电视剧主

管部门的许可，当然作为市场主体

还是需要取得市场监管部门（原来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

依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管理规定》规定，电视剧由持有《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

构、地市级（含）以上电视台（含广

播电视台、广播影视集团）和持有

《摄制电影许可证》的电影制片机构

制作。电视剧制作单位在制作一部

电视剧过程需要取得 2 项许可和 1
项备案。

对影视参与人员署名，电影行

政管理机关一直是有宏观管理的，

并呈现宽松的趋势，例如对于演员

原来还要区分知名演员和普通演

员，区分是否单独署名。原来还要

区分是否特殊署名，后来不再细分

类别。原来还规定是在电影片头还

是电影片尾署名，后来更多强调电

影制片单位的决定权。这也体现了

行政法的“民进行退”的立法思想，

将愈来愈多的民事主体可以解决的

问题交给市场主体来自行解决，行

政法规“退”到自己合适的区域里。

作为影视剧参与的自然人而

言，行政法规规定了对劣迹名人的

“限丑令”，要求吸毒、嫖娼等违法

犯罪行为者不得参与制作电影电视

剧、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

等。规定了针对明星演员薪酬过高

问题的“限薪令”，要求每部电视剧

网络剧（含网络电影）全部演员片酬

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其中主

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特殊

情况的备案。

弄懂合同性质抓住核心权利

民事主体获得一项法律意义上

的权利，有两种途径：一是法律规定

产生，二是合同约定赋予。合同是

确定权利的另一种方式，在民事关

系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明确双方

的权利义务。订立合同的过程，一

定会有行业惯例、思维习惯、利益取

舍等等因素，双方会通过这一个合

同明确下来自己能够做什么，有什

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对方能够做

什么，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等

等。在一些相似的民事合同中，各

个个体虽然是独立做出签订行为，

但是必然受到行业惯例、同类情况

一般做法的影响，所以在大量的合

同下，就会慢慢汇聚出一些行业内

部约定俗成的一些权利义务，对于

不同类别的主体会根据自身的财力

和要求来选择取舍。这就是合同约

定权利的形成。合同中约定的权利

只对合同双方有效，一般情况下不

能作用于合同双方之外的其他人。

影视活动中相当数量的纠纷是

源于影视投资合同、演艺经纪合同、

主创人员聘用合同、劳务合同等合

同纠纷。影视合同的问题很多：缺

乏诚信，一部影片的独家信息网络

传播权卖两次，“一女嫁二夫”情况

有之；参与投资方不知道主控投资

方又和谁订立了类似合同，缺乏监

督者有之；双方各怀心腹事，合同表

面上是一回事，实质上是另一回

事。合同双方对合同认知不同者有

之；当事人双方认知相同，但是进入

法院，才发现根据法律规定该合同

并非双方认知的情况者，法律认知

有偏差有之等等，不一而足。

在影视领域大量的合同很多是

无名合同。制定于上个世纪的合同

法还不能预测到今天迅猛发展的影

视领域出现的合同情形，连新颁布

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

有名合同也无法囊括影视剧新型合

同类型。影视投资合同、发行合同、

播映合同、导演聘任合同等都是无

名合同。

当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法院审理影视类合同时是认

定为某种有名合同，或者比照相近

似的合同来处理。这种现象在固定

回报型影视投资合同案件中尤为突

出，不同的法院先后认定为借贷合

同、联营合同和联营合作关系，其中

有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最近

的法院判决认定为合作投资电影合

同。依据法理和影视拍摄投资的实

际分析，这种固定回报型影视投资

合同应当是一种独特的影视投资合

作无名合同。国家法律规定了借贷

利息的最高限额，作为投资方与参

投方就要在此共识上签订一个不违

反法律规定的风险相对较小的合法

合同。与固定回报类投资合同相类

似的是保底发行合同，也是事先约

定了双方并不共同承担风险，这看

似有违合同的共担风险原则，但是

法院一般比较认同。

导演聘用合同也不应简单地认

为是委托制作合同，而是需要明确

导演是否有最终剪辑权的特殊无名

合同，要明确导演与制片方、制片人

之间权利义务。

演艺经纪合同的复杂几乎是无

与伦比的，有委托合同、综合性合

同、演出经纪合同、具有特定内容的

混合性合同等不同的判例，涉及到

演员是否有单方解除权这一关系到

谁负赔偿责任的实际问题。目前的

判例趋势是越来越认同演艺经纪合

同是一类具有特定内容的混合性合

同。那作为演员和出品方就要在明

确合同性质前提下，争取签一个表

述清晰明确、权利义务公平的合同。

要在纷繁复杂的影视活动中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文这区区几千

字确实无法做到细致入微又面面俱

到，如果想进一步研究，可以参考作

者刚刚出版的新书《影视业法律与

监管实务》，其中详细阐释了影视业

参与人（包括法人）的民事、行政权

利和行政监管的具体内涵与界定，

区分易混淆的概念，以及在司法实

践中的最新进展。在合同一编总结

了 6 类常用影视示范合同进行示范

指导，增加了实用性。该书选取了

78 个经典案例以案说法，归纳总结

了 18 张表格，还画了 21 个图示化繁

为简分析案件、说明情况，这不仅有

利于总结分析得出正确结论，还淡

化了艰涩、冗长的法理叙述造成的

阅读压力。

（作者单位：国家广电总局）

本报讯 3月7日，由北京峥爱公益

基金会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发起

的“戏剧教育火种计划”公益项目暨

2021全国戏剧教育“火种”导师公益冬

令营正式结营。现场，徐峥与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总经理张惠庆分别代表北

京峥爱公益基金会与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共同签署“戏剧教育火种计划”公益

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在为期 15天的冬令营中，来自全

国戏剧教育、公益、剧场、心理学等多

个领域的 33位导师，将集各家所长的

15套戏剧教育工作坊经典案例进行分

享和展示，并以现场体验加讨论的形

式，群策群力，共同讨论、研发青少年

戏剧教育课程的绘本与儿童文学作品

20多部，研讨时长超 130小时，主题涵

盖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题材、青少

年心灵成长、亲子关系等多个层面。

对于“火种计划”项目的公益性，

徐峥表示，不同于以往扶贫扶困的救

助性公益项目，“火种计划”倡导通过

戏剧教育为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关

注青少年儿童心理成长问题，以同情

心、同理心探讨家庭、同学关系，解决

问题，探寻自我，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的

素养教育。

谈及投身青少年公益戏剧教育的

新起点，徐峥表示：“戏剧教育重点在

教育，‘火种计划’让戏剧成为教育的

方法，成为青少年解放自己，发现自

己，延展自己的舞台，让更多青少年通

过戏剧教育得到心灵成长。公益作为

连接器，把我们聚合在一起，种下戏剧

的种子，用戏剧的态度对待人生，让我

们在戏剧教育的终身事业上走得更长

远。”

据悉，未来“火种”导师公益冬令

营还将拓展至全国各地。 （杜思梦）

徐峥发起“火种计划”
投身青少年公益戏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