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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莉丝汀”状告女大学生网络侵权案二度开庭

网民发帖是否需自我审核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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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半年前，一名
大一女学生在校内
网里的一次发帖将
沪上蛋糕品牌“ 克
里斯汀”与地沟油
联系了起来；无心
的友情提示流转到
网友那里，就此被
安上一个“ 克莉丝
汀 出 事 了 ” 的 标
题。这下，被传对象

“ 克莉丝汀” 维权
神经被彻底挑起。
昨日，徐汇区法院
就“ 克莉丝汀”状
告女大学生杨某网
络 侵 权 案 二 度 开
庭，在庭审中，原告
律师称被告的行为
对公司造成了巨大
的伤害，原告代理
律师则表示，原告
发 帖 只 是 出 于 好
心，同时，网络发帖
是否需要自我审核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
定。

本报记者 卢燕

法律界人士：
伤害与赔偿须等同

一条百字左右的发帖，竟引来百万元
的赔偿纠纷。在“ 克莉丝汀”状告女大学
生侵权的这起纠纷中，杨某的行为是否真
的构成侵权？其严重程度又是否真的达到
百万元的赔偿额？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及《 民法通则》相关规定，承担侵权责
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
偿损失、赔礼道歉等8-9种方式，既可以单
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法律界相关人士认为，合理框架下，
侵权造成的伤害必须与赔偿相等同，形成
对等。这场纠纷中，杨某未经核实就将道
听途说的内容发布在网络平台上，其行为
的确不妥。但企业提出的赔偿内容包括赔
礼道歉，从时间、地点以及内容上都有些

“ 过”了。
而杨某的此次网络侵权在代理律师

张移那里看来，并不构成诽谤。张移对记
者说：“ 诽谤是出于主观恶意，捏造虚假
内容中伤他人，并造成了实际的伤害。这
起纠纷中，杨某的发帖动机只是为了友情
提醒她那个网络平台里的朋友，劝告他们
近期不要吃相关品牌的蛋糕。与新浪微博
相比，这个网络平台的传播很受局限。如
果是恶意的行为，杨某也不会只选择区区
一个社交网站这么简单。”

此外，记者查阅了微博、社交网站的
法律条款后发现，目前现行的管理办法大
多对网民实行身份上的准入门槛，即实名
制；然而，针对网民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内
容，的确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要求网民必
须在核实后方能发布。

对此，律师表示，我国法律大多都有
兜底条款，如果某新生事物或行为损害了
国家、社会或人民的利益，法律不会放任
不管。

公共关系学专家：
穷追猛打太伤感情

负面言论出现时，食品企业是否真的
伤不起？

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关系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公共关系学系主任纪华强表示，尽
管企业有权利走法律途径维权，我还是不
太赞成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企业
采取这样强势的姿态，一反平日里蛋糕门
店里亲切、温和的形象。

纪华强表示，网民也好、女学生也好，
都是潜在的消费者，对消费者这般穷追猛
打，或许能解气起到所谓的警示作用，企业
与消费者之间感情的沟通却大大折杀。在
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在平台上发表言论。
信息一旦膨胀，企业难免被消费者怀疑、质
疑，企业完全可以利用网络发帖的这起事
件，主动释疑，用平等对话更温和的方式，
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社会学人士：
多些雅量，多些敬畏

社会学人士表示，进入微博时代，网
络世界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
发布者、企业的监督员、事件的评论家。所
有的这些言论都必须得到法治的规范。建
议网民们多领会侵权责任法的精神，在畅
所欲言、积极监督的同时，也应树立公民
的责任意识，对真相多些敬畏。

另外，相关人士认为，食品企业面对
消费者、网民们不好听甚至刺耳的评价，
一味较真只会离口口相传树立的口碑越
来越远，不妨多些企业的雅量。

昨天下午，记者在庭审现场注意到，
原告“ 克莉丝汀”方面与被告女大学生杨
某均没有当事人到庭。庭审持续了近三个
小时，其间，被告人杨某的一条发帖成为
双方代理律师唇枪舌剑的一大焦点。

据原告律师在庭上所称：“ 杨某这条
没有任何依据的发帖，直接引发了‘ 克莉
丝汀’的危机公关。事发当天，公司几乎出
动了公司法务部、IT部、办公室的所有人
员，加班到深夜。有证人可以作证。”

随后，“ 克莉丝汀” 方面的三位工作
人员分别出庭作证，公司法务孔某讲述
了4月25日事发当天与杨某在校内网里

“ 私聊”的经过：“ 那天下午，办公室里很
多同事都在讲微博上有我们公司的一个

帖子，我接到公司的通知，就用自己在校
内网里注册的账号在网上找到了杨某。
当时，我用校内网的聊天工具，告诉她我
是‘ 克莉丝汀’的法务人员，希望她删掉
人人网的发帖，并告诉她要对自己的言论
负法律责任。”

对此，被告律师申辩解释：“ 现在的信
息真伪难辨。杨某只是一个来自郊区农村
的女大学生，帖子里面写得很清楚，是因
为听到了妈妈在电话里的劝告，出于好心
提醒身边的朋友，才会在校内网这样一个
传播有一定局限性的网站里发帖。完全不
具备恶意造谣、诽谤的主观动机。法律也
并没有规定网民必须在发表言论时承担
审核信息的义务。”

●今年4月25日上午10点多，上海某
高校大一女生木心在人人网上发了一个
帖子：“ 刚跟老妈打电话获悉，金山一家
奶油厂被卫生局查封，里面的奶油都是用
地沟油和外国的工业油制成的! 克里斯
汀、莉莲蛋挞等沪上知名蛋糕品牌都从这
家厂进货!大家千万别吃了啊，昨天查出
的，预计马上就要曝光了!千万别买啊！”
两个小时后，网民“ 新闻小兵曹文艺”在
加上了“ 克莉丝汀也出事了？”的标题后，
在新浪微博转发此帖，一帖激起数千次的
转发。

●当天下午5点多，克莉丝汀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即在其官网发布澄清公告，
与这家奶油厂没有任何合作关系。随后，
杨某与网民“ 新闻小兵曹文艺”删除了
发帖。

●4月26日，杨某在校内网上就此事
件解释，并谈了个人看法，以为风波就此
平息。

●4月27日中午，“ 克莉丝汀”员工向
徐汇警方正式报案称：该消息已经对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对
公司的名誉造成了重大影响，股价大跌。

●4月28日，“ 克莉丝汀” 正式向徐
汇区法院提起商誉权诉讼，要求女大学
生赔偿因为网络发帖导致的侵权赔偿
100万元。

●6月5日，法院主持双方调解。“ 克莉
丝汀”提出：如果被告愿意在原告召开的
新 闻发布会上，当着媒体和记者的面发

布声明，公开道歉，可以减免
赔偿金。这一要求遭

到 被 告 代 理 人 的
拒绝。

● 8 月 3
日 ，“ 克 莉
丝汀”书面
增加 了 诉
讼 请 求 ，
要求 判 令
被 告 在 原

告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

发布声明，向原
告赔礼道歉。

●8月15日，徐汇
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庭审现场

“ 妈妈的话”是否要审核？争论焦点"

事件处理方式是否妥当？争论焦点#
据悉，“ 克莉丝汀” 此次状告女大学

生杨某网络侵权，向法院提出了诸多“ 严
惩”要求。杨某除了要在新浪微博首页、人
人网首页发布道歉公开声明，且声明期不
得少于两个月以外，还必须在“ 克莉丝
汀”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道歉。

庭审现场，“ 克莉丝汀”方面的另一位
工作人员蒋小姐以证人的身份，回忆了事
发后第三天，向公安报警的过程：“ 4月27
日中午，我和同事们已经连加了几天班，是
我以公司的名义向徐汇警方报警，请求给
予保护。因为，这条发帖已经对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对公司的
名誉造成了重大影响，股价大跌。”

在被告律师向蒋小姐发问的环节，双
方的言辞显得火药味十足。蒋小姐表示，

报案前，公司曾试图通过种种方式在线下
联系到杨某本人，但杨某始终不肯露面，
对于道歉一事更是只字未提。正是杨某不
以为然的态度激怒了公司。

这时，被告律师富敏荣直指“ 克莉丝
汀”向杨某开出的百万赔偿是“ 资本的傲
慢”：“ 事情发生不到24小时，杨某和网民

‘ 新闻小兵曹文艺’ 接到公司的质问，已
经全都删掉了帖子。‘ 克莉丝汀’在6小时
内就在官方网站上发布诚信公告，对此，
杨某也没有再表示过任何异议。这一场网
络风波原本就此可以打住，但‘ 克莉丝
汀’却无限制地升级，在风波平息后还要
报案、起诉。我认为，让一个无意针对企业
的女学生在公开场合多番道歉，这是企业
示众性的侮辱。”

》各方观点

俞霞 制图

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质证举证，主审法
官总结双方的争议焦点还有对于“ 克里斯
汀”与“ 克莉丝汀”的主体认定。

原来，杨某事发当天在人人网里发帖
时，将蛋糕品牌写成了“ 克里斯汀”，而网
民“ 新闻小兵曹文艺”在新浪微博上的发

帖所用标题却是“ 克莉丝汀”。
对此，原告律师拿出了诸多证书试图证

明杨某所指的沪上知名蛋糕品牌“ 克里斯汀”
其实就是拥有商标注册登记的“ 克莉丝汀”。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法院
将择日宣判。

原被告针锋相对。 法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