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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秦歌曲《大约在冬季》是名副其实的大IP——在饶雪
漫的小说《大约在冬季》面世不久之后，同名电影也已开机拍
摄，目前确认由王维明执导，饶雪漫编剧，马思纯饰演“安
然”，霍建华饰演“齐啸”。

饶雪漫的小说《大约在冬季》讲述的是在洛杉矶成长的
少女小念与母亲安然两代人的故事：小念与父亲关系亲密，
但17岁时，父亲去世了。在与母亲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小念
认为母亲是个与世界隔阂很深的人，也并不爱自己和父亲。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母亲带小念回故乡北京，从而让小念发现
了母亲的另一面，也揭开两代人的成长经历与感情故事。

据悉，在电影《大约在冬季》中，IP原创者齐秦也将承担
重要的角色。饶雪漫表示影片会在北京、洛杉矶和台北拍
摄，整个故事由“一首歌、两代人、三座城”组成。

本报综合消息

在娱乐圈，艺人和经纪公司闹矛盾是
常有的事，3月7日，邓紫棋在微博发布声
明，宣布和经纪公司蜂鸟音乐终止合作，并
指出公司存在违约行为。

随后蜂鸟方面也予以反击，指其有意
独立处理音乐事业而提出无理要求，合约
是到 2022 年才约满。就在双方为解约各
执一词时，蜂鸟方面称早于 2014 年就将

“邓紫棋”注册为旗下商标，所有关于音乐
作品都受注册保护，届满日期是2025年10
月。如此一来，解约后的邓紫棋还能不能
是邓紫棋，也是个问题。

“邓紫棋”已成商标，解约恐将改名
双方解约一事尚未有明确进展，不过

近日有消息指，邓紫棋此番解约，还恐遭一
大“损失”。原名邓诗颖的邓紫棋，2006年
参加校园歌唱比赛，获经纪人张丹赏识，随
后于 2008 年加入由张丹、Lupo Groinig 成
立的蜂鸟音乐，正式出道，并以“邓紫棋”之
名走红。

但据悉，蜂鸟早在 2014 年 9 月 5 日就
将“邓紫棋”注册为旗下商标，并于2015年
10月21日注册公告，所有相关音乐作品都
受注册保护，届满日期是2025年10月。也
就是说，根据公告的商标讯息显示，蜂鸟音
乐拥有邓紫棋此商标及相关影音版权使用
权直到2025年10月。如此看来，解约后，
邓紫棋还能不能叫回邓紫棋，还是未知数。

有关艺名被注册成商标的事情，邓紫
棋本人尚无回应，不过其助手则表示事件
交律师处理，会捍卫她应有的权利。14日
邓紫棋前经纪人张丹回应“公司注册邓紫
棋名字，主要原因是防止出现盗版，这次发
生此事，完全事出突然、意料之外，所以我
们现阶段需要咨询律师才可决定处理方
法，希望外界不要作出太多揣测。”

拿回名字，邓紫棋有没有胜算？
艺名被他人注册成商标，在两年前，也

有类似的例子。主持《大风车》走红的“金
龟子”刘纯燕，因为“金龟子”被他人注册了
相关商标，2017 年，她曾以“金龟子”商标
侵犯自己的姓名权为由，申请宣告无效，最
终为自己“正名”。

据此，针对邓紫棋本人是否有望拿回
这个名字，记者分别咨询了两位律师。广
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表示，“如果邓
紫棋此前对注册上表一事不知情，现在就
可以申请商标无效”，但如果邓紫棋对此事
事先知情并且同意的话，就要看双方谈判；
即便是谈崩了，邓紫棋也可以“以在先权利
人的名义去尝试申请宣告商标无效”。

至于影音版权的问题，刘律师表示，
“商标讯息，只显示商标，不显示影音版
权”，“音乐版权适用于著作权法。著作权
包括很多细分权利，发行、演唱、改编等等
这些权利，登记在谁的名下，权利就是谁
的。如果登记在经纪公司名下，邓紫棋要
再用就需要经纪公司同意。”本报综合消息

《都挺好》中国家庭的缩影

第19067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962734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9112元
开奖结果：5 7 9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8889注0注14369注

本地中奖注数35注0注45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607759.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63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6300000元

第19067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2658864元
开奖结果：5 7 9 0 8

本期中奖情况

219497474.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29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5 11 12 13 24 29 30
特别号码

1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5
17
313
766
9210
14137
101052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3
35
36
443

每注奖金（元）
354730
14904
1619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743094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912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1注12注150注2143注27532注356485注386323注

每注奖金5000000元36732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5000000元440784元270000元642900元550640元1782425元8686749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9029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5620114元
开奖结果：3 5 3 4 6 0 3

本期中奖情况

13652343.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4 8 8

青海省销售总额：771490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20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98
103
0
0
0
0
0
0
0
0
6
0
2

0
2
2

0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29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101920
35638

0
0
0
0
0
0
0
0
60
0
24

0
208
74

0
0
0
0
0

中奖总金额：137924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067期

热播剧热播剧《《都挺好都挺好》》最近最近
频频上热搜频频上热搜，，它是亿万中国它是亿万中国
家庭的缩影家庭的缩影，，让人再次看到让人再次看到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
的影响何其深远的影响何其深远，，许多人无许多人无
数次在深夜为苏明玉哭泣数次在深夜为苏明玉哭泣，，
对她的遭遇感同身受对她的遭遇感同身受，，还有还有
人痛恨苏家三个男人太糟人痛恨苏家三个男人太糟
糕糕。。但它还道出一个事实但它还道出一个事实：：
父母养育孩子是无私的父母养育孩子是无私的，，却却
在某种意义上暗含了很多在某种意义上暗含了很多
期望期望，，差别化的对待更塑造差别化的对待更塑造
了子女的人格了子女的人格，，使人不断付使人不断付
出代价出代价。。

苏明玉苏明玉：：渴望爱和治愈的渴望爱和治愈的““樊胜美樊胜美22..00””
苏明玉的遭遇最让人心疼，许多观众都

在深夜为她哭过。她表面风光、干练利落，
却也缺乏安全感，渴望爱与呵护。可以说，
她被原生家庭无尽地压榨，比《欢乐颂》里的
樊胜美更甚。

苏明玉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读
书比不过大哥，会说话比不过二哥，在苏母
眼中，她只要不费事不费钱就好，18岁以后
就再也不用负担了……处于被忽略的位置，
苏明玉只能压抑自己的需求，逃离没有立足
之地的家——她变成了职场金领，雷厉风行
的背后，却是一颗被伤透了的心。

苏明玉虽然内心缺爱，但本能地惧怕亲
密关系。遇到厨艺好、会照顾人的暖男石天
东，她也要保持一些距离。

观众无法责怪苏明玉冷酷无情，她只是
用坚硬的外壳把自己保护起来。可到了关
键时刻，她始终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的牵绊，
出面解决父亲的养老问题，偷偷安排大哥的
工作，给苏母买墓地花了几十万……在葬礼
上，和苏明成大吵一架，掉头走人，留下亲友
一脸惊愕，但转眼间，她奋力扯掉葬礼袖章
的一幕，流露的委屈和不甘令人心痛。

苏明哲苏明哲：：好面子却不堪重负的长子好面子却不堪重负的长子
苏家的长子苏明哲，是好面子的学霸。

他一心只靠读书出人头地，在清华念完本科
以后，歇了2年只为申请美国留学，被视为要
光耀门楣。之后，他占尽家中资源，如愿成
为斯坦福大学硕士……山高水长之下，他没
怎么回老家探亲，依然是母亲眼里最大的骄

傲。
母亲离世，苏明哲回家奔丧，随后失

业，经济上陷入窘境，麻烦接踵而至，一切
源于他虚荣心重、爱面子。

在妹妹苏明玉的暗中帮助下，苏明哲
回国发展，一见面就吹嘘自己的新工资，嚷
嚷着要给父亲买三房、请保姆，实际上连付
两房首付的实力都不够，还拿出“嫁给我就
要跟我吃苦”的思想来说服妻子。

在网友看来，“死要面子活受罪”实在
不可取，但这可以从苏母的养育方式里找到
答案。原来，苏母从小就不受待见，组建了
家庭，她渴望着扬眉吐气，无奈丈夫软弱无
能，大儿子就成了她的最大期盼。为此，她
拼尽了毕生精力：卖房子也要供出每年15万
元的留学费用。在出国庆功宴上，兄弟姐
妹、周围邻居都来道喜，苏母一脸得意。十
分自然地，苏明哲深受影响，将长子的责任
义不容辞地扛在肩上。

苏明成苏明成：：最受宠也最可悲的妈宝男最受宠也最可悲的妈宝男
近日，《都挺好》迎来了迄今为止的最大

高潮：苏明玉被打，观众的愤怒值达到巅峰，
连扮演者郭京飞都向网友求饶。

大多数年轻人都渴望离家，获得自由，
但也有不少人愿意当妈宝男，活在妈妈的庇
护下，只要甜言蜜语足量了，就会得宠。苏
明成就是这样的“妈宝男”，张口闭口都是

“我妈”，好比贴心小棉袄。他知道争面子比
不过大哥，那就满足妈妈“被爱”的需求，用
甜言蜜语伺候着，把父母哄高兴了，买房买
车都能得到资助。他从心底里认为，“啃老”
是理所应当。

当苏大强拿出了这些年的账本，苏明成
原形毕露，连他妻子朱丽都感到无地自容，
可苏明成毫不在乎。失去母亲这座靠山，他
犹如离开了温室：不仅无法真正承担养老责
任，一出问题还擅长把责任推给别人。苏明
哲“怒其不争”，苏明玉“嗤之以鼻”。

不少观众评论说，苏明成的确令人厌
恶，可更多是警示作用：男人怎样才能活出
个人样？说到底，从小受宠好比蜜糖，很可

能是妨碍你成长进步的砒霜，人生的路很
长，父母只能扶你一程，剩下的都需要你自
己走。

心理专家心理专家：：如何营造健康的原生家庭如何营造健康的原生家庭
《都挺好》带火了“原生家庭”的概念。

所谓原生家庭，是指我们在结婚成家以前所
在的家庭。“原生家庭构建了我们的人格基
础，包括安全感、依赖性、气质和人际关系模
式”。

随着剧集不断产生话题，网友开始纷纷
猜测它要如何收尾。目前的剧情走向也暂
未露出大团圆的传统家庭剧迹象。而苏明
玉的疏离态度更是得到了大部分网友的支
持，网友们高呼：“如果结局是大团圆就打一
星。”

知名心理专家胡慎之表示，人在一生
中，受原生家庭影响最深的大概就是少年和
青年时期，那段时间带给一个人的东西会影
响他的未来选择，以及整个人生走向，还会
进行代际传承。如果原生家庭是充满爱的，
那孩子就有可能成长为一个阳光、自信、上
进，有责任能担当的人。这就是很多人说

“我不想成为父母那样的人，最终却越来越
像父母”的原因。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我们也不是完
美的子女。对此，专家分析说，中国父母和
子女的关系总有些拧巴，要么彼此之间感受
不到爱，要么有爱却不知该如何表达。事实
上，父母存在的意义其实不是给予孩子舒适
和富裕的生活，而是当你想到自己有父母的
时候，内心会充满力量，会感受到温暖。

专家表示，对于原生家庭不好的因素，
我们可能不需要原谅，但不必怨恨，更要学
会放下，试着和解。等到我们为人父母时，
要多进行自我觉察，修正自己的行为模式，
营造健康的原生家庭，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
长环境，比如夫妻恩爱、精诚合作，在家庭教
育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尊重、关爱自己的孩
子，把那些曾经亏欠自己的，用一种更恰当、
更温和的方式补偿回来。

本报综合消息

马思纯霍建华担纲主演

《大约在冬季》开拍电影

邓紫棋还能不能叫邓紫棋了？
和经纪公司解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