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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团赛费德勒晋级第三轮

8 月 13 日，在美国辛辛那提进行的西南
财团网球公开赛男单第 2轮比赛中，瑞士选手
费德勒以 2∶1战胜加拿大选手波斯皮斯尔，晋
级第 3轮。 （新华社）

费德勒在比赛回球费德勒在比赛回球

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举行
本报于都讯（通讯员肖章荣） 8 月 10 日，

2014年“体彩杯”江西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暨江西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测试赛在于都县体育
馆举行。来自全省11个地区市的11支代表队
共55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此次比赛
从8月10日开始，8月15日结束。此前，全体运
动员还参加了相关身体素质测试和文化测试。

省运会航海模型比赛落幕
本报吉安讯（记者郁鑫鹏） 8月13日记者

从省体育局获悉，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我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航海模型比赛11日在吉安航校
结束。

据悉，此次比赛分为成人组、中学组与小
学组3个级别，共有7支代表队47名专业运动
员及爱好者参与竞争。南昌市体育总会代表
队获得成人甲组、中学甲组、小学甲组3个综合
团体第一名，成人乙组、中学乙组、小学乙组的
综合团体第一名则分别被新余学院代表队、新
余渝水区良山中学代表队、新余分宜县第二小
学代表队摘得。

全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结束
本报赣州讯（记者黄锦军）2014年江西省

青少年田径锦标赛，8月12日在赣州市体育中
心结束，吉安、南昌、宜春代表队分别获得团体
总分前三名。

此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全
省共有11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参赛。

巴赫飞抵南京出席青奥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8月13日飞

抵南京，准备出席即将在此举行的第二届夏季
青年奥运会。

中方没有在机场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
中午 12 点 45 分左右，巴赫及夫人一行乘坐的
LH7286航班降落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巴赫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青奥会的舞台已经搭好，
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员们在南京能
够广交朋友，并为奥林匹克精神的推广贡献力
量。”随后，巴赫和夫人离开机场，前往其下榻
的酒店。

据悉，巴赫将出席16日晚在南京奥体中心
举行的青奥会开幕式，并全程观看南京青奥
会。 （高 鹏）

青 春

坚持青少年为主体
青奥会是15－18岁青少年参加

的奥林匹克顶级赛事，南京青奥组
委执行主席、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
说：“青少年‘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
兴，惊喜不惊喜’是衡量赛会成功与
否的标准。”

于是，征集青少年的意见、倾听
青少年的声音、向青少年取经成了南
京青奥会筹办过程中的“独门秘籍”。

几乎每个环节，南京都给了青
少年充分展示才华和智慧的舞台，
让青少年参与进来，贡献来自他们
的创意、策划和各种奇思妙想。会
徽、青奥会口号、吉祥物……在重要
的评审环节中，青少年都成为握有

“决定权”的人群。
杨卫泽表示，如果不向青少年

“取经”，按老思维办赛，最后肯定会
被青少年“笑话”。正因为此，办一
届真正属于青少年的青春盛会，充
分展现青少年的青春活力，成为四

年来筹办青奥会的核心思想。

共 享

搭建世界青少年交流平台
和奥运会相比，同为奥林匹克

顶级赛事的青奥会在竞赛之外更强
调文化教育活动的交流。国际奥委
会希望青奥会能促进青年人体育、
教育的交流，让奥林匹克精神在青
少年中广为传播。

根据国际奥委会要求，所有参
赛的青少年运动员必须全程参与南
京青奥会，这意味着文化教育活动
和比赛同为青奥会的“必修课”，即
使比赛结束，运动员们还要在南京
参加各项文化教育活动。

南京青奥会希望能够举办一
些能够教育、影响并让青年运动员
和其他青年人积极参与的活动，激
励他们在各自的群体中扮演积极
角色。

南京青奥组委主席、江苏省省
长李学勇表示，青奥会是中国青年

和世界青年分享青春、交流思想、畅
谈未来的舞台，在这里他们将共同
弘扬卓越、友谊、尊重的奥林匹克精
神，倡导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
一致和公平竞争的理念，青奥会将
成为友谊的盛会、文化的盛会，促进
中国梦、青春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梦相通相融。

绿 色

办一届节俭的可持续赛会
按照绿色、环保、节约、可持续

的理念筹办青奥会，是南京青奥会
办会的另一大原则。李学勇说，南
京青奥会积极倡导和弘扬可持续发
展理念，始终坚持集约节约，有效整
合和利用各种资源，重视现有场馆
的利用和赛后开发，合理控制赛会
规模和经费支出，致力于实现自然
环境、生态环境与城市协调发展。
同时还积极创造条件让青少年感知
绿色青奥，培养青少年的可持续发
展意识。

青奥会虽然规模不及奥运会，
但 28 个大项一个都不少。“能改不
建、能修不换、能租不买、能借不
租”，这是南京青奥会的筹备原则之
一，通过改造现有场馆、临时更改会
展中心等为比赛场馆、建设部分临
时设施等举措，南京青奥会大大节
省了青奥会场馆建设的投入。35个
比赛和训练场馆中，新建的只有一
个场馆群——青奥体育公园，赛后
这里将成为南京江北新区的全民健
身场所，填补江北大型全民健身场
所的空白。

南京青奥会创新的全球网络火
炬传递新意十足，受青少年欢迎的
同时，既实现了更广泛的全球传递，
也大大节约了成本，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表示，这一创新将是对奥林
匹克火炬传递方式的历史性贡献。

南京青奥组委副秘书长、新闻
发言人戚鲁说，尽管南京青奥会在
规模、内容、人数都超过第一届新加
坡青奥会，但预算要低于第一届新
加坡青奥会。

新华社南京

8月14日电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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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京青奥组

委始终突出青少

年主体，青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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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

第六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结束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第六届全国少儿曲

艺大赛，8月11日至14日在四川省彭州市举
行。江西省曲艺家协会选送的鄱阳大鼓《没有
完成的特殊作业》获得节目二等奖、优秀作品
奖，江西省曲艺家协会获得优秀组织奖。

据介绍，鄱阳大鼓《没有完成的特殊作业》是
我省唯一参加决赛并获奖的节目。《没有完成的
特殊作业》由上饶市逸夫小学11岁的学生冯彬
箬表演，主要讲的是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在母亲
节那一天要给妈妈洗脚，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
恩，还要写一篇感恩的作文的故事。鄱阳大鼓
的曲调，使得该节目具有浓郁的江西地方特色。

中日韩“三大围棋剑客”明月山对弈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海斌）8月19日，“明

月山杯”中日韩围棋精英赛将在宜春明月山温
泉风景名胜区举行，中国常昊、韩国曹薰铉、日
本武宫正树“三大围棋剑客”将在本次比赛中
一争高下。

“明月山杯”中日韩围棋精英赛由省体育
局、宜春明月山第八届月亮文化旅游节组委会
主办，8月19日进行预赛，20日决赛。比赛期
间，棋迷可以现场观战，参与大盘讲解和知识
竞答活动，还有机会在明月山顶月亮湖畔与中
日韩“三大围棋剑客”互动对弈。

退伍军人励志电影《本色》在南昌杀青
本报讯（记者杜金存 实习生吴俊宇） 8月

14 日，记者从南昌市相关部门获悉，我省首部
反映当代退伍军人创业经历的励志电影《本
色》日前在南昌杀青。据了解，电影《本色》全
部在南昌取景。

电影讲述了军人到地方上艰苦创业实现
自我价值的故事，传递了军人精神和正能量。
电影通过平凡真切的情感展现了军人的责任
感，弘扬了社会主旋律。

据悉，该电影由导演宋奇执导，于小慧、夏
邵航、黄妍菲等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电影将
冲击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华表奖，并预计10
月1日左右作为国庆献礼片上映。

青春·共享·绿色
——南京青奥会办会关键词解读

姚晨饰演的罗鹂第一次见
吴秀波饰演的池海东谈离婚官
司举了个国际案例：1995年卢
卡斯获诺贝尔奖时已经离婚 7
年，因为离婚前承诺如获诺贝
尔奖，奖金分给老婆一半。因
此离婚 7 年后，前妻仍拿到了
一半诺贝尔奖奖金（第一集）。
国外的案例在我国是否适用？

律师：外国案例在我国无
直接法律效力。我国不是判例

法系国家，判例没有直接的法律
效力，何况这是多年前的国外判
例。但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
中，判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官：中国法律并不承认
判例法，本院或上级人民法院
此前做出的裁判对后续发生的
案件并无法律拘束力。当然这
并不排斥当事人以判例，甚至
是国外判例所包含的法律原理
进行说明。

打官司时能用偷录来的录音吗？微信记录也可以当呈堂证供吗？

目前，由姚晨、吴秀波主演的《离婚律师》在四大卫视同步播出，电视剧不仅取得

了很高的收视率，也引发了众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其中有关法律方面的剧情

和细节，就引来观众很多疑惑。

并不是法庭纪实
面对有关剧情的各种质疑，

《离婚律师》的编剧陈彤也作出了
回应。她表示，因为《离婚律师》
并不是要描写法庭实况，而是想
通过两个打离婚官司的男女律师
的视角，让人们思考什么是婚姻，
为什么要结婚离婚等问题。她希
望观众在关注剧中法律问题的同
时，也能关注到这部剧所反映的
社会问题。

写这个剧本陈彤花了三年多
的时间，也接触了很多律师，查阅
了大量资料。但写作过程中陈彤
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差错，
主要原因是写剧本的周期过长，三
年多时间一些法律法条也都做过
修改或者废止，引用旧的法条是常
有的事，好在最后还有专家把关。

剧中官司都有原型
写作过程中，陈彤找律师朋

友咨询。同时出品方耀客传媒也
找来一些法学教授和律师，陈彤

在上海采访了他们，公司还有常年
的法律顾问，剧本的出炉可

以说是经过重重把关。
陈彤表示，剧中的案

例都是有原型的，有的
是一个原型，有的是几
个原型。有的案例是
律师提供的，他们希
望一些案例能引起
争议，从而让更多的
人关注到相关的法制
建设。比如全职太太

在离婚案中的弱势地
位，以及夫妻间的忠诚

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力等
等。 （寿鹏寰）

● 微信记录等作为证据 可行

剧中大量采用微信记录等
从新兴的通信手段中获取的内
容作为庭审证据，这可以吗？

律师：这属于电子证据，是
一种新型证据，具有法律效
应。但电子证据与书证等由当
事人直接签署的证据在形式上
存在不同，在司法审判实践中，
只提交电子证据还是不够的，

还要证明该证据是由当事人出
具，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等。

法官：只要能够证明案件
事实，且取得手段合法的一切材
料都可以作为证据。微信、电子
邮件等依据其所支持的主张不
同，可以作为书证、电子数据等证
据使用。海淀法院已经审理了多
起以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案件。

● 偷录来的录音作证据 不一定

作为被告律师的罗鹂在原
告池海东住处聊天时偷录了谈
话内容，并当作证据呈上法庭
（第二集）。这种做法是否可
行？

律师：采用非法手段获取
的录音，如当事人质疑，将不能
成为证据。

法官：偷录能否作为证据，
在法律中主要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 68 条进行审查，即需
要考察该证据是否属于“以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
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一般来说，只要不属于侵
犯对方隐私权、人格尊严权的
录音录像证据，即使在摄录时
未取得对方同意也可以作为证
据使用。

虽然本情节中录音系通过
诱导方式取得，但只要该诱导
只是为录音提供了机会，没有
对被录音人的意思产生扭曲，
也可以考虑作为证据使用。需
要强调的是，在公共场所摄录
所得的音视频资料更有可能认
定为证据，而在私密场所摄制
的，有可能因侵犯对方人身权
利而造成证据失效。

在夏芳草夫妇离婚案中，
她与郑天涯10年前签署过离婚
协议，但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在
律师的暗示下，郑天涯偷偷在夏
芳草住处安装了监控摄像，并
主张这是“自己”家，而监控内
容也作为证据用在了法庭上
（第六集）。这种做法合法吗？

律师：无论是否存在婚姻
关系，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

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依据。如未经过对方
同意在其家中、办公室、车内等
私密空间所偷拍、偷录的证据
均是非法证据，不具有法律效
力。

法官：一般来说，通过在非
本人居住的住所中安装监控的
方式取得的录音录像，是对他
人隐私的严重侵犯，不能作为
证据使用。

● 为取证在妻子家中安装监控设备 不合法

在董大海离婚案中律师支
招，让董大海以卖房的名义跟妻
子假离婚，然后就可假戏真做。
但为了免去妻子的顾虑，可签署
一个协议：房子、车、存款都归妻
子，保证复婚。剧中说这个协议
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不想
复婚就不能复婚（第十集）。这
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律师：这个协议不能绝对
地说没法律效力，但婚姻是有
关身份关系的法律范畴，并不

是协议约定了保证复婚，就一
定要依据约定复婚，此方面的
内容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法官：婚姻自由是我国婚
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公
民的婚姻自由不受他人
强制，本人亦不得放弃，
因此干涉婚姻自由，产
生强制婚姻后果的协议
条款无效，该条款构成
协议缔约基础的，协议整
体无效。

● 假离婚签署的协议法律效力 无效

在剧中的多场离婚案中，
审判长都是同一个人。在现实
的法庭中，这样的情况可能出
现吗？

律师：可能性是有的。法
官也一般专注于某一领域，如
我们一年要打多件一类的案
件，很有可能几次碰到同一位
审判长或审判员。但在司法实
践中，连续遇到同一位审判长
的概率确实不大。

法官：婚姻案件在法院受理

案件中是数量
较大的案件类
型，一名法官
连续审理数
起离婚案件
是 很 有 可 能
的。同时出于
审判经验、专
业化审判等考
虑，部分法官审
理较多离婚案件
并不为奇。（寿鹏寰）

● 多个离婚案同一位审判长 有可能

姚姚 晨晨

吴秀波吴秀波

● 套用国外离婚案例 不可行
回 应

《离婚律师》热播 情节存漏洞
法官律师解读 编剧有话说

离婚剧情疑惑
来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