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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 !!!!

我
们
在
耕
耘
一
块
精
神
的
栖
息
地

热
线
!

!
"
!
#
$
%
$
&
!
&
!
'

传
真
!

$
%
$
&
!
!
'
"

电
子
信
箱
!

(
)
*
!
!
!
+
)
,
-
.
/
,
0
1

副
刊

L
2

H
A
IFU
K
A
N

3

版第
!!"

期

*!!"

年
"

月
!#

日

老 一语评

本刊策划 彭 诚

编辑 贾 娜

校对 台 霏

淤泥乡的酒与歌
酒与歌! 当是对人类的重大贡

献!否则人间该少了多少情致"酒与

歌的存在!都是为了身与心的放松与

愉悦" 为了在这苦寒的人生之旅中!

得少许排解与安慰" 正如曹操所言!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少数民族之钟情于酒与歌!似是

一种天赋&兴之所至!歌之唱之!舞之

蹈之 &自由洒脱 !热情奔放 !这一点

上! 作为受儒家文化束缚颇深的汉

族!实在有些望尘莫及&我们把歌舞

当作一种艺术!人家把歌舞当作了生

活的一部分&

早听闻彝人的歌舞是出名的奇

谲&走到淤泥乡的寨子门口!还是被

吓了一跳&几十上百彝人兄弟姐妹身

着民族盛装! 人人手捧一只大碗!在

门口分列两队! 呈夹道欢迎之势!还

有一队挡在前面! 以防客人冲出重

围& 然后姑娘们小伙子们便拥了过

来!一人或几人对一个客人!把酒碗

递到你嘴边'喝吧喝吧!这不是酒!就

是我们彝家的饮料()姑娘们说得

如此恳切!我尝了一口!确实甜酸可

口! 完全没有其他酒类的辛辣难咽"

也便喝了"以为过了关!岂料又一波

涌上来!还是那句话'喝吧喝吧!这就

是饮料**连喝了几碗+饮料%!就算

是傻子!也感觉不对了!这+饮料%的

劲儿也太大了吧$ 再看同行几位作

家!都吓得东躲西蹿!试图冲出重围!

却又总被姑娘小伙子们笑意吟吟地

拦截住!继续柔声相劝'喝吧喝吧!这

就是我们彝家的饮料**

这就是彝乡著名的+水 酒%!后

劲之大!简直超乎想象,怎么也想不

通!喝起来如此清甜绵软的米酒何以

威力如此之大$但是!效果达到了!所

有人的脸都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不

明所以的傻笑&看起来就和周遭的姑

娘小伙儿们一样单纯快乐&

我一直有个不明白的问题!为何

所有关于少数民族的影像!不管是专

题片纪录片!还是照片!不管男女老

少!皆是载歌载舞!一脸的喜笑颜开&

我常在想!难道少数民族真的就这么

快乐吗$不管物质如何清贫!永远都

在唱在跳!永远都那般没心没肺的快

乐$他们就没有忧愁吗$就没有痛苦

吗$就没有日日萦绕我们身边的种种

现实的困窘与内心的矛盾挣扎吗$还

是说! 他们仅仅在我们这些客人面

前!仅仅在公众前!镜头前!呈现他们

简单愉悦的一面!以满足观者对他们

的审美期待$

门开了! 一帮姑娘小伙儿走进

来!唱起来新一轮的敬酒歌&歌词被

翻译做汉语!终于听明白&极其喜欢

这歌词的蛮横霸道!充满乡野之地的

刁蛮之气'+你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

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也要

喝**+

曲调朗朗上口!尤其尾音飙上半

空!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首歌&让我

想起自己终日在大山里游荡的童年!

想起作为一个自然人原初的奔放与

野性&

我向往那样的场景!在一场场奢

华气派的酒宴上!在一群衣冠楚楚举

止优雅得体的绅士淑女中间! 我!当

然也是穿着优雅小礼服!当然也很斯

文很淑女&如果!我猛然间对着一张

张尊贵斯文的脸!很蛮横的!不讲道

理地唱到'+你喜欢也要喝!不喜欢也

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也要

喝**% 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想

到众人那瞠目结舌的仓皇样!自己便

不禁要笑出声来&

暮色降临!淤泥乡的广场上闪亮

起七彩的虹霓! 另一场节目开始!跳

舞-不是欣赏舞蹈!而是!亲身参与&

在水 酒的作用下! 大家围起圈圈!

和着音乐跳起来& 舞步说复杂不复

杂!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总之!对

于我这种舞盲而言!已经是相当高难

度了& 旁边两个当地朋友一直在教

我!往这边走!迈左腿!踢右腿**我

手忙脚乱!却相当认真!到得后来!竟

也基本能跟上节奏&

两个小时轻松滑过!已是满身大

汗& 我惊异自己这种大脑过于清醒!

对于手舞足蹈天然会感觉滑稽会笑

场的人!竟然会在露天广场上!操着

如此笨拙的舞步跳了两个小时-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月色$因

为水 酒$ 因为彝家朋友的盛情$还

是因为!来到盘县!来到淤泥乡!就放

松了所有的警惕和戒备!也放松了受

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润的拘谨和束缚!

回复了一个人最原初和本真的状态!

单纯!快乐!兴之所至!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 管他是否合乎礼仪规范!是

否合乎自己的身份和形象!是否会遭

致嘲笑或非议**

我不相信少数民族永远都像他

们在我们面前所呈现出来的!那般没

心没肺的单纯快乐&但是!这样的月

色下!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下!我宁可

相信!来到淤泥乡!就来到了世外桃

源.人间仙境!你就会解脱所有的烦

恼和痛苦! 回复婴儿般的纯净美好&

哪怕就这一瞬!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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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冒犯的译者为何不维权
#

本报记者 王丽丽

整个翻译界都在关注着一个人

和她的两个案件&当然!某些投机取

巧者也在窥视和判断着' 将来是否

仍有+不劳而获的机会%&

译过 /绿野仙踪0./地海传奇1

巫师0./哈利1波特0 系列等脍炙人

口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知名翻译家马

爱农! 诉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署名

+马爱侬%编译的外国文学名著系列

仿冒其姓名系不正当竞争! 与中国

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署名周黎所译的

小说/绿山墙的安妮0与其译本相同

文字超过
!"#

已构成剽窃&目前!这

两起案件已相继获得了一审判决和

终审判决& 对于被冒犯的译著著作

权来说! 这两起案件和目前的判决

结果意味着什么$

偶然发动的维权诉讼

出身翻译世家. 在翻译界工作

了
$"

多年的马爱农第一次当原告&

发现/绿山墙的安妮0抄袭版 !

是马爱农在书店翻书时偶遇到的&

署名+马爱侬%编译的系列图书!则

让她更为尴尬! 她的多位朋友看到

了那套书! 真以为是她干的&+那套

书有十几本!原著涉及好几种外语!

朋友还以为我2堕落3了,%马爱农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畅销书

/哈利1波特0 系列责任编辑王瑞琴

告诉记者!翻译界是有规矩的,像人

民文学出版社!就只要直译的作品!

比如原著是阿拉伯语的! 那就要从

阿拉伯语版本翻译成中文版本!而

不能从英文版或者其他语言版进行

转译, 但现在! 经常是一套翻译书

籍!署名就是一个人!难道这一个人

懂多国语言$ 很明显大部分都不是

直译的! 甚至就是拿已有的各个中

文版本东拼西凑抄出来的, 这也是

翻译家马爱农因为+马爱侬%被人误

解为+堕落%而感到尴尬的原因,

被抄袭加上被傍名! 马爱农气

得不行!开始找律师!决定打官司,

马爱农告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的署名周黎所译的小说/绿山墙的安

妮0与其译本相同文字超过
!"#

已构

成剽窃一案!

$"%&

年
'

月底二审终

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比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绿山墙的安

妮0与中国妇女出版社版/绿山墙的

安妮0! 两者绝大部分的句子和段落

所使用的中文字词. 句式完全一致!

只有极少部分人名和地名不同!极少

部分的中文字词.句子不同!两者表

达方式相同的字数高达约
!(#

,后者

显然不是独立翻译的结果!而是抄袭

自较其出版发行时间在先的人民文

学出版社版/绿山墙的安妮0!且故意

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绿山墙的安

妮0的一些字词.语句进行修改!属于

侵犯马爱农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

及发行权的作品,

对于赔偿经济损失的具体数

额! 法院参考马爱农于
$""!

年
%$

月
$)

日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的

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的报酬计算方

式和标准! 并综合考虑到马爱农的

涉案翻译作品知名度. 中国妇女出

版社的主观过错程度. 中国妇女出

版社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

在上述计算标准的基础上翻一倍计

算!判决中国妇女出版社赔偿马爱农

经济损失
$*+

万元,此外!法院认为!

马爱农未举证证明中国妇女出版社

的涉案侵权行为给其造成了严重的

精神伤害!且公开赔礼道歉也能起到

抚慰精神伤害的作用!对其主张的精

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

而对于马爱农诉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的署名+马爱侬%编译的外国文

学名著系列仿冒其姓名系不正当竞

争一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马

爱农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已经具有

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马爱农

的姓名已经成为其翻译作品的来源

标识! 具有指引读者辨别作品来源

的功能! 故马爱农的姓名受反不正

当竞争法保护! 他人不得在相同或

类似的商品上擅自使用马爱农的姓

名或与之近似的姓名而误导读者,新

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涉案
%'

本图

书均为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作品!与

马爱农
$"

余年翻译工作的成果相同

或类似, 在该
%'

本图书上所署名的

+马爱侬%与+马爱农%读音相同!仅有

+侬%与+农%一字之差!且该差别仅体

现在汉字的偏旁部首上!往往使人在

不经意时予以忽视!足以使读者误认

为该
%'

本图书均为马爱农所翻译,

该
%'

本图书显然属于仿冒马爱农姓

名的图书, 新世界出版社未对涉案

%'

本图书上的署名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违反了市场竞争中的诚实信用原

则! 对马爱农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应

当为此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

的法律责任,

对于赔偿经济损失的具体数

额!朝阳区法院认为!马爱农未提供

证据证明其因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

所遭受的具体损失数额! 也未提供

证据证明新世界出版社因此所获非

法利益数额! 法院综合考虑酌情确

定被告赔偿经济损失
%"

万元,驳回

原告马爱农的其他诉讼请求,

暴露翻译维权几大难题

为什么这两起案件! 会受到整

个翻译界关注$

王瑞琴告诉记者! 现在的翻译

界非常乱! 尤其是进入公共领域的

外国名著作品! 因为无须得到原作

者授权!翻译抄袭相当普遍!但选择

打官司的译者很少,

记者查阅资料的结果也是如

此,遍寻近年来翻译侵权个案!仅查

到了最早翻译意大利儿童文学名著

/爱的教育0的译者王干卿!这些年

来始终与层出不穷的抄袭版对簿公

堂,

王瑞琴同时也是阿拉伯语翻

译!翻译过/天方夜谭0,她说自己很

多年前也因为 /天方夜谭0 打过官

司! 但也都不了了之了,+打官司特

麻烦,%她说!翻译界对通过法律手

段维权普遍信心不足! 她将持续观

望马爱农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她

亦承认! 长期以来的观望纵容了侵

权者!眼下的翻译界环境这么差!译

者也是有责任的,

站出来打官司的马爱农和她的

两个案件!即因此受到关注,但案件

判决结果在翻译界看来并不理想,

马爱农告诉记者!这两起典型案件!

暴露出当下翻译维权的几个老大难

问题444

一是取证难.诉讼成本高,被告

不承认! 由谁来确认侵权事实存在

或发生过.具体程度怎样!这成为诉

讼维权的最大障碍! 比如马爱农案

件! 原告无法获取侵权方销售情况

的数额! 没有办法按照侵权销售数

额进行赔偿, 打官司的诉讼成本过

高!很多译者不是不想打官司!而是

即便赢了官司也耗费了过多的精

力!并要花费一笔可观的律师费!扣

除这些损耗! 被告赔偿的金额就已

所剩无几了!甚至就是+赔本%的,

二是赔偿标准过低. 处罚侵权

力度不大, 马爱农申请按国家有关

翻译作品稿酬标准的上限每千字

)"

元!乘以
+

倍来计算赔偿数额,但

是!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损失
$*+

万

元! 均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马爱

农约定稿酬标准每千字
,"

元的
$

倍作出裁决的, 这样的结果难以对

侵权者的行为形成惩罚和威慑,

三是有关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无法得到支持,

面对如此结果! 翻译出版界知

名人士!/译林0 杂志及译林出版社

的创建人. 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

端呼吁从加重对剽窃. 傍名侵权等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简化维权诉

讼程序等方面入手! 改变译者在维

权过程中的弱势地位! 净化翻译界

的风气!保护著作权人的创造激情!

维护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

赔偿低惩罚弱根在立法缺陷

带着译者维权过程中遭遇的问

题!以及他们普遍的诉求!记者先后

采访了广东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

究会理事. 参与执行过多起知识产

权案件的法官李军! 中国知识产权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晓青,

对于赔偿标准问题!李军称!根

据我国著作权相关法律规定! 侵犯

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的! 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

损失给予赔偿5 实际损失难以计算

的! 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

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

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 由法

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

+"

万元以下的赔偿,

+立法原本立足于保障. 兜底!

但是在现实操作中! 由于著作权受

到作品传播.地域传播.损失无法评

估等限制!使这一立足2受害人实际

损失3和弹性的2法官自由裁量3酌

情确定赔偿数额的条文! 反而成为

了对著作权! 甚至知识产权保护的

一种阻碍,%李军说!现实中受害人

损失远远低于侵权人获益! 而受害

人又几乎无法取得侵权人获益相关

证据5另一方面!尽管在司法解释中

有关于按稿酬赔偿的具体方法!但

稿酬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更多

是一种职务作品的劳动力价格!其

低微程度正饱受广大著作权人的诟

病!因此!这种计算+受害人损失%的

方式导致著作权人收到的赔偿款相

当+微薄%,

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由

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人身权性质!

李军坦言! 精神损害赔偿当然在赔

偿损失之列,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著

作权中的人身权利受到损害的证据

很难举证! 法院一般会以未能举证

或证据不足而驳回诉讼请求,

+首先应当改变目前的立法方

式!从以2权利人的实际损失3为基础

变为以2侵权人获取非法利益3为基

础来制定相关细则,% 李军建议!在

著作权侵权案件中! 可按照侵权著

作的发行量.销售量.侵权人牟取利

益进行推算! 并处以该非法利益
$

至
+

倍的惩罚性赔偿! 如此打击侵

权才更加有力, 同时明确赔偿自由

裁量权的下限! 防止法官使用过低

的赔偿标准5 明确著作权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的标准! 给法官自由裁量

设置参考!+实际上就是要激活著作

权侵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条款,%

当以+侵权人获取非法利益%为

基础!进行侵权索赔方式的建构时!

一个问题浮出水面' 侵权人的不法

行为和非法获益结果! 侵犯的不只

是翻译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出版合

法出版物的出版社来说! 其销售份

额被侵权出版物冲淡了! 正常销售

遭到损失,可是!记者查找不到出版

社站出来维权的案例,

冯晓青称!根据著作权法!取得

图书出版专有出版权的出版者!其

权利如果受到侵犯!可以得到赔偿,

李军称! 出版者可以根据著作权法

规定!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从规定看!对出

版社维权的规定还是相对合理的!

但问题是! 依然缺少相关具体细则

和赔偿标准, 因此! 对于出版社来

说!除了以某种+宣传效应%为目的

而去打官司索赔外! 单纯为了一点

点赔偿而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

去取证!是得不偿失的,%这一观点

得到了天天出版社总编辑. 畅销书

/哈利1波特0 系列责任编辑叶显林

的认可'+出版社无法取得侵权方非

法获益的具体数据! 所以根本没法

去索赔!谁会打这个赔本的官司$%

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支持不足

以+侵权人获取非法利益%构建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方式! 固然有利

于权利人包括翻译者和出版社获得

相当的赔偿!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

可能会让本来已经遭遇取证难的诉

讼!更增加难度,试想!侵权方怎么

会乖乖地提供印刷或者发行量的数

据呢$

李军称! 应改变目前著作权侵

权案件的举证方式! 实行全面举证

责任倒置! 即由被告出版商就著作

权的合法取得承担举证责任! 而对

于部分涉及赔偿数额的证据! 如侵

权著作印数.发行数等!则分配给被

告出版商举证! 从而减轻著作权人

维权负担,同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也应加强对出版物印刷数量等标

记.存档制度的管理!改变目前有些

出版社连印数都不在版权页标记的

乱象,

对此!冯晓青表示认可!他表示

目前正在起草阶段的著作权法修订

草案就有+这层意思%!+正确定位著

作权权利人地位! 从价值取向到规

则程序要全面有利于权利人% 是这

次修法的一个共识,

叶显林表示!不光是翻译权!其

他著作权受到侵犯时! 打官司的也

不多!存在很大程度的违法+黑数%!

而这些违法+黑数%不但助长了侵权

者的侥幸心理! 也使维权者维权取

证成功几率降低,表面上看来!是权

利人维权意识不强! 而背后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法律支持不够! 从法律

层面上重视.尊重.保护知识产权!

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和社

会氛围! 这样才能有利于建设创新

型国家,

不过!早在
$"%%

年启动的著作

权法第三次修订! 如今依然在距离

终点很远的路上,据媒体报道!

&

月

%&

日!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等

单位召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问题

座谈会, 与会专家在基本问题上未

达成共识! 让人担心这部法律的修

订遥遥无期,

电视台播剧模式或变"

!"#$

年实行#一剧两星$

&

月
%+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其

官方网站宣布!总局召开
$"%&

年全国电视剧

播出工作会议,会上宣布!自
$"%+

年
%

月
%

日开始! 总局将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

视剧播出方式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包括'同一

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

不得超过两家! 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

道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两集, 业内人

士分析!此举将对电视剧的运作.演员成本.

卫视排名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电视剧行业

将重新洗牌,

%管理方法的改变& 能不能先 #听证'

一下()

第
%&

届伦敦书展开幕

中国参展书
'"(

为英文书

第
&'

届伦敦书展
)

日在伦敦伯爵宫会

展中心开幕! 包括不少知名国际出版商和传

媒机构在内的
%+""

多个展商参展!其中来自

中国的出版商约
'"

家,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

伟说'+中国各类机构到伦敦书展参展已有十

多年了,近些年来!我们展出的英文图书越来

越多!以前
!"-

是中文图书!现在的情况刚好

相反,%

%#刚好相反'& 其结果或也可能刚好相反*)

北京市第三中级

法院认定" 比对人民

文学出版社版马爱农

翻译的 +绿山墙的安

妮,!左" 与中国妇女

出版社版周黎翻译的

+ 绿 山 墙 的 安 妮 ,

!右"& 两者相同文字

超过
')(

& 后者属于

侵犯译者马爱农署名

权-修改权-复制权及

发行权的作品*

!

著作权保护之翻译篇

+走在山坡上的中国...中国趋势 中国

梦,首发仪式举行

浙江省人大副主任王永昌博士的新著 /走

在山坡上的中国444中国趋势 中国梦0

&

月
%(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首发仪式,

王永昌曾在中央和省级政策研究部门从事

政策研究工作!又长期在省市担任领导工作!具

备深厚的理论学养.广阔的研究视角.扎实的实

践经验,他集
+

年心智完成的这部大作!既是对

他多年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的总结! 也是他对

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事业的个人观

照,作者广泛收集占有资料!纵横古今!纵观中

外!既有宏观!又有微观!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模

式.发展速度.+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全球

化.生活大国.创新强国.财富中国.富裕中国!

以及中国社会结构和城乡一体化等诸多课题!

都作了比较客观系统的梳理和思考! 提出了许

多独特见解,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著名学者郑永年评价说!+这本书应当会给关注

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更多思考%,

该书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作序!

红旗出版社出版,

/本报记者 王守泉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