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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至 10月 28日，曹路居

民将在家门口迎来一场文艺“饕餮

盛宴”——“潮起东方 艺路同行”

2018曹路镇家园文化艺术节。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认真落实上海

市民文化节、浦东新区文化艺术节

各项任务，曹路镇将以举办家园文

化艺术节为契机，助推宜居宜业宜

学美丽新曹路建设，展示曹路文化

建设成果和广大居民良好的精神风

貌。

一个半月的艺术节期间，将举

办文艺巡演、乐器公益培训班、职工

公益擂台赛等，将有 60余场各类演

出和活动先后开展，包括市区级、镇

级配送演出、镇级配送节目和居村

自发组织的文艺活动等，让更多的

百姓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在活动中

提高素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票务信息

1、本次家园文化艺术节参与方

式主要为通过线上关注“新曹路”订

阅号报名。

2、线下预留部分实体票，请需

要的居民与相关场所联系获取。

3、可至居村家门口服务站了解

家园文化艺术节相关信息。

4、此外，主办方还为曹路志愿

服务团队、社会团体准备了观赏名

额 ，将 定 期 派 发 ，具 体 可 致 电 ：

58816609*0，58633051。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扫码关

注“新曹路”订阅号。

● 家园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上海市文
艺志愿者慰问演出

开幕式邀请了上海市文艺志愿者慰

问基层系列巡演团赴曹路专场演出。优

秀青年歌唱家敖长生、著名笑星钱程等优

秀演员将给曹路人带来一场高质量的文

艺演出。

● 区域化党建文艺巡演

今年是建党 97周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是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也是

曹路镇开展区域化党建 5周年。曹路镇

通过文艺下乡的形式，深入居村、企业、

部队、院校，让区域化党建工作迈入新征

程。

●“盛世耀中华”海邻爵士乐专场

由上海海邻爵士乐团承办的系列驻

场音乐会，以器乐、声乐相结合的音乐会

演绎经典爵士乐为主要形式。音乐会融

合地方与时代特色，形成独特的海派爵

士文化，并注入特色文化元素，给曹路人

带来更多的文化享受。

● 情满月圆·曹路中秋荟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

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

脉和思想精华，活动将以“汉服文化”为

切入点，以“寻找最美中秋”与“寻找最美

曹路”为双主题，原创大型舞台剧汉服礼

月表演，诚意讲述中秋故事，在最美的中

秋之夜开启中秋文化寻根之旅。

● 曹路故事

“人生如歌——‘浦东曹路杯’长三

角故事邀请赛”暨第九届曹路故事节将

于今年10月举行。自2002年第一届曹路

故事节举办至今，曹路故事已经成了曹

路的一张文化名片，仅 2017年就有来自

全市各区及曹路本地的 60余名故事家、

故事爱好者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的讲演，

吸引了曹路本地及周边街镇2000
余名居民前来观看。本届故事

节将举办故事创作、故事讲

演两个比赛项目，并设幼

儿、小学生、中学生及成

人专场。

● 趣味益智儿童剧
《小吉普·变变变》

该剧的上半部分，各种普

通的小道具在演员手中变换成各

种各样的小动物，丰富的想象力让

人称奇。下半部分则讲述了小吉普如何成

长为一名救火小英雄的故事，也告诉小朋

友们：“我虽然小，但是我能行！”

● 书画展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浦东开发

开放28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曹

路镇居民书画创作的最新成果，促进曹

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曹路镇文化服务

中心将举办第十五届“阳光·心情”书画

展。

● 收藏展

曹路镇文化服务中心将举办“我们

再‘忆’起”——曹路镇群众收藏展，用展

品讲述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百姓故事，

为收藏爱好者构建展示交流的平台。用

“收藏”见证历史，勾起回忆，积极倡导科

学、快乐健康的收藏理念，引领缤纷多样

的文化生活，传递正能量。

● 摄影展

为挖掘、展示曹路景色美、人文美、

精神美，展现曹路人牢记使命、不断创

新、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营造宜居宜业

宜学美丽新曹路的浓厚氛围，提升全镇

人民勤事业、爱家园、乐奉献的素质涵

养，镇总工会特举办“回眸曹路情·展望

家园美——2018年曹路镇摄影大赛”。

● 曹路镇第一届职工才艺擂台赛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发挥党组织、工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

用，引导组织职工参与本地区文化发展，

丰富广大职工文化生活，同时提升广大

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促进和

谐企业建设和团队精神的打造，曹路镇

总工会拟定于9月中下旬，举办“艺”路有

你·精“才”无限——曹路镇第一届职工

才艺擂台赛。

● 手工作品展

为了更好地助推“三个美丽”建设，

提升家庭文化素养，展现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镇妇联特举办曹路镇 2018年

市民庆手工作品展活动。

此外还有上海歌舞团专场、上海轻
音乐专场、上海杂技团专场、家园艺术节
闭幕式等众多精彩演出等你来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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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节目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卫锋

曾因发布恶俗广告而被罚款 50万元

的炸鸡品牌以三被告使用“叫了个鸡”等商

业标识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法院起诉

维权。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日前对此案作

出宣判，认定原告上海台享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台享公司）主张保护的“叫

了个鸡”等商业标识不具有合法性，亦不构

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正当法益，无受

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遂驳回原告全部诉

请。这是该院首例以违反公序良俗原则驳

回原告诉请的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

“叫了个鸡”诉同名“山寨版”

台享公司诉称，其旗下炸鸡连锁品牌

“叫了个鸡”始创于2014年，目前已拥有近

千家门店，具有较高知名度。

安徽甄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甄旺公司）、安徽手拉手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手拉手公司）系关联公

司，均以“叫了个鸡”为名对外招募加盟

商，并发展了 300多家加盟店。上海市浦

东新区惠南镇精品小吃店（以下简称精

品小吃店）系其加盟店之一，其店铺招

牌、店内装潢等处擅自使用与原告相同

的涉案标识，对外售卖商品的外包装也

与原告相同。

台享公司认为，甄旺公司、手拉手公司

擅自在相同服务上使用与“叫了个鸡”标识

相同或近似的标识，造成相关消费者的混

淆和误认，误解原、被告之间具有许可使用

等关联关系，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

告精品小吃店作为加盟店，应就其相关行

为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台享公司将三被告诉至浦东法

院，要求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并

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其中，精品小

吃店在10万元内与甄旺公司、手拉手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称“叫了个鸡”本身违法

庭审中，甄旺公司辩称，根据《广告法》

《商标法》等相关规定，“叫了个鸡”服务名

称本身就违法，属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的名称。为此，多个地区挂有“叫了个

鸡”招牌的门店均被相关部门责令整改，团

购、外卖平台也不允许使用这一名称及标

识。同时，台享公司未持有“叫了个鸡”注

册商标及进行商业特许经营备案，也违反

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甄旺公司还认为，原告自认以“叫了个

鸡”名义经营的相关店铺在全国有6000多

家，而原告加盟店铺数量仅为883家，市场

份额不足六分之一，可见其知名度并不

高。而且，甄旺公司没有实体店铺，授权给

合作店铺的名称、标识也与原告主张的有

所不同，更没有给精品小吃店这样的合作

店铺提供任何食品盒、手提袋，相关包装装

潢也属于店铺经营者的个人行为，与甄旺

公司无关。

精品小吃店则辩称，其经营的店铺为

精品牛肉面店而非炸鸡店，其营业执照被

盗用于外卖平台，相关被控行为与自身无

关。手拉手公司未出庭答辩。

涉案服务名称应被禁用

浦东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精

髓在于维护商业伦理道德，制止经营者滥

用竞争自由实施不道德的竞争行为，不正

当地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

而破坏市场竞争的伦理道德和健康秩序，

相关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不得与社会公序

良俗相违背。

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

持，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原告是否拥有受法

律保护的商业标识。涉案标识中，“鸡”本

身的含义为一种家禽，但在“叫了个”+
“鸡”的特殊构词方式形成的语境下，容易

使人将“鸡”与民间约定俗成的隐晦含义相

联系，从而产生购买色情服务的低俗联想。

原告曾向国家版权局申请并取得名称

为《叫了个鸡标志》的美术作品登记证书，

其中包含“叫了个鸡”“一家专门做鸡的店，

满足你对鸡的一切幻想”等文字；原告在创

业初对外发布并大量使用“叫了个鸡”“没

有性生活的鸡”“和她有一腿”等广告宣传

语，并将相关文字及图案组合用于店招等

处，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遭工商行政

机关处罚及责令整改；原告就“叫了个鸡”

“叫了个鸡炸鸡店”文字标识申请商标注

册，因其易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而被驳回并

被禁止使用；原告对“叫了个鸡”服务名称

的使用的确承载了一定的社会评价、造成

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均系基于违法行为

而获取的负面、消极的市场声誉，并非源自

优质服务所产生的市场美誉，不能归入商

誉范畴。综合上述理由，法院认定“叫了个

鸡”服务名称不属于法律予以保护的合法

商业标识，应被禁止使用。

至于原告主张的其店招、外卖食品盒、

手提袋等装潢属于有一定影响的装潢，其

网页属于有一定影响的网页等，也因相关

装潢去除禁用标识后不具有显著性特征或

市场知名度，未获判决支持。

法院认定，原告台享公司主张保护的

商业标识不具有合法性，亦不构成反不正

当竞争法保护的正当法益，无受法律保护

的必要性，故对其相关诉请不予支持。同

时，三被告在同类服务中使用该标识的行

为同样不受法律保护，应予禁止。

据此，浦东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

告全部诉请。

本报讯（记者 黄静）9月9日傍晚，

家住老港镇的教师尚女士专程来到浦东

43路公交车秀沿路调度室，感谢驾驶员

赵荣昌帮她找到电脑包。

原来，尚女士 9 月 1 日下午乘浦东

43路回家，在秀沿路康桓路急急忙忙下

车，把随身携带的电脑包忘在车上。晚

上 9点多，尚女士这才想起这件事。由

于下午乘过多辆公交车，不知把电脑包

忘在了哪辆公交车上。尚女士是高三年

级的班主任，电脑里储存着全班同学的

学籍资料，还有当天外出学习的材料。

几天来，她急得彻夜难眠。

另一边，浦东43路驾驶员赵荣昌当

晚在结束一天营运后发现车厢后排座位

上有个电脑包，他把包交给了车队长张

华。为了找到失主，两人打开电脑，没想

到却是黑屏。第二天，张华打印了许多

失物招领单在浦东43路车上张贴，希望

失主早日出现，但4天过去了，仍没有消

息。于是，张华设法找来电脑充电线，最

终打开了电脑，找到了失主的信息。

当尚女士得知电脑被找到时，马上赶

到调度室，领回了这台等着急用的电脑。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琦）

近日，浦东公安分局南码头路派出所接

到反诈中心指令，辖区内某科技有限公

司的财会人员戴某可能遭遇诈骗，民警

立即赶到该科技公司，发现戴女士已经

制作好了转账单，但还未转账，民警立即

对其开展解释和劝说工作，一起电信诈

骗被成功劝阻。

当天，戴女士上班时，有一个陌生人

打电话，说是客户，要打款。戴女士加了

对方工作QQ号，备注上标明身份是某

公司经理“李某”，是戴女士公司总经理

沈某介绍的。之后“李某”称要打款给公

司，要求戴女士提供公司的账号。戴女

士认为并无不妥，便提供了公司的账号，

没过多久，“李某”就把一张转账单的截

图发给戴女士，告知其钱款将在两个小

时内到账，请戴女士到账后告知一下。

对方转账凭证都有了，戴某更确信了“李

某”。

接着，戴女士被拉进了个3人小群，

里面有公司“沈总”。“沈总”询问了戴女

士几个问题，包括“李某”的钱是否入账，

公司账户内还有多少钱等，戴女士都一

一进行了回答。“沈总”接下来又要求戴

女士立即将公司账户内的12.7万元打到

指定账户，有急用。于是，戴女士就开始

制作转账单，准备转账。戴女士是出纳，

单子制好后，她交给财务去转账。

前几天，民警到公司来宣传过电信

诈骗防范。为防万一，戴女士公司财务

联系了沈总，确认并没有打款这事。于

是，两人报警。正巧，派出所民警已经接

到了反诈中心指令，遂立即赶到戴女士

所在公司。在问清事情经过后，民警确

认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领导”诈骗案。

浦东法院首次以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判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判定“叫了个鸡”标识不具有合法性
浦东警方阻止一起电信诈骗

“老板”在群里让出纳去打款

女教师丢电脑 公交人完璧归赵

趣味益智儿童剧《小吉

普·变变变》

杂技表演

中秋汉服许愿巡游

爵士乐专场音乐会

小学生讲述“曹路故事”

区域化党建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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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东方 艺路同行
曹路镇举办家园文化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