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来浏览体育新闻，感觉这个月和中国体

育相关的最大的赛事就是即将在苏州举办的世

乒赛了：央视的体育频道不断地播出有关中国

乒乓球队热身的消息，还直播一些热身赛，历史

回顾节目也把乒乓球过去几十年的动态发展拿

来天天回味，赛前的铺垫做得很是到位。

于是我想到今年春晚上那点小小的风波，

因为一句冒犯乒乓球的话，引发一些球员的不

满，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驳。当时个人的感觉

是球员反应略显过激，娱乐场合插科打诨，并无

实际的贬损，或是一笑置之，或是同样戏谑的口

吻应对两句，似乎能有更好的效果。这点上乒

乓球还真要和足球学学，人家被小品相声拿来

当了那么多年笑料，“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

不也迎来又一春了？

不可否认，乒乓球在中国的地位是其他国

家无法比拟的，源起还和当年的国际体育大环

境有关。因为台湾代表权问题，中国不得不退

出了绝大部分国际体育组织，能够参加的国际

体育大赛也只有乒乓球、体操、排球那么几个

（大家也爱足球篮球，甚至更狂热更投入。报社

一位老前辈给我讲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足球

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主场迎战印尼队的盛况，先

农坛体育场一票难求，甚至有人要用一辆凤头

自行车换一张票。那时候一辆凤头车至少在

600元以上，相当于现在用一辆小轿车去换一张

票）。乒乓球的成绩恰好给身处三年自然灾害

的中国人带来一些精神上的鼓舞，因此激发国

人的热衷与投入再自然不过了。1963年中国女

队在布拉格世乒赛上成绩不好，国家体委、教育

部、团中央联合发文，号召全国女少年打乒乓

球，那种上面号召、举国发动的架势和今天发展

足球也差不多。看过一份统计，当年全国有九

千万人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项运动，也就难怪

外国人把乒乓球称为中国的“国球”了。

随着中国体育重返国际体育大家庭，中国

人开始有机会参与各类体育赛事。体育市场绝

非无限大，所有运动项目之间都有潜在的争夺

市场份额的竞争。仗了先行一步的便利，乒乓

球无论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还是运动

器材的市场占有率方面都比其他项目更有优

势。虽然中国乒乓球也没落过：男队兵败千叶

的第七名可比女队当年在布拉格的第三名寒碜

多了。这次不再有几部门联合发文的宠爱，却

也能历经坎坷后重返世界之巅，实在有赖于当

年九千万人的参与。在行政力量日渐隐身后，

市场决定谁领风骚。不一定能继续亲身参与，

但当年的情结会让很多人对乒乓球继续保持关

注。关注是什么，就是一种市场资源，有了关注

就有电视转播时间，就有赞助商的投入，就有相

关产业的出路，就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也

是中国乒乓球独有的财富。当然，关注是可以

转移的，坐吃山空很难持久发展。所以我宁肯

把春晚后几位球员的反应视为“木秀于林风摧

之”的危机感，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

说到危机感，再联想到本届世乒赛举办地

苏州，思绪上不免来了一番穿越，想到明清之际

盛极一时的昆剧。那时候，苏州一带是中国戏

曲的圣殿，如明人徐树丕所言，“四方歌者皆宗

吴门”，吴江人潘耒更是夸耀：“今吴歈盛行于天

下，而为其谱者皆吴人”。当时昆剧流传之广、

声势之雄也可想见了。昆剧的兴盛缘于江南士

大夫阶层的广泛参与和推广，创作了丰富的剧

目，进而推动了民间戏班的蓬勃发展；其衰落也

是因为仅仅局限于满足官宦权贵和宫廷演出需

求，忽视了市民阶层的关注，创作停滞，曲高和

寡，终于在花雅之争中败下阵来，从此无复当年

的辉煌。漠视市场，就会遭受市场的报复，这样

的警示不单于体育运动项目，于很多行业的人

都是时刻不能忘怀的。

乒乓的常青与昆曲的衰落

漠视市场，就会遭受市场的报复。这样的警示不单于体育

运动项目，于很多行业的人都是时刻不能忘怀的。

□ 何不器

2014年9月，国家版权局发布新版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

一消息，普遍认为“加强民间文艺作品

的著作权保护立法工作，不仅是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还是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争夺国际话语权

的要求”。不过，这一观点似乎并未得

到多数法律学者和民俗学者的认同。

《条例》中的“民间文学作品”，特

指那些找不到具体创作者或执行者，

“由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内不特

定成员集体创作和世代传承，并体现

其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学艺术的

表达”。至于那些能够指认具体创作

者或表演者的作品，比如你从李大娘

那里听到的歌谣，我从张大爷那里听

来的故事，都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中得到了保护，因而不在本

文讨论范围之内。

著作权法的理论基础，是将作品

视为法律上的财产，将作者视为原始

的权利人，预设作者付出了独创性的

劳动。可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和传

承者并不是特定的个人，因此，既无从

确认其权利人、也无法确认其独创

性。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的：“民间文

学既不是哪一个作者所创作，也不为

哪个个人所私有；既不标明哪个作者

的名字，也不赋予哪个个人以著作权，

它们是人民的集体创作。”

事实上，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目前

尚未出现一例真正的民间文学作品著

作权纠纷，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该法律

需求。也就是说，《条例》中的问题是我

们设想出来的，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的真

实诉求。我们知道，法律是社会关系的

调节器。任何部门法皆应以调节、平衡

既有社会矛盾为使命。如果我们只是

为了立法而立法，其后果必然是无矛盾

处发现矛盾，无纠纷处挑起纠纷，显然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们知道，民间文艺作品具有鲜

明的共享性特点，也正因为这个特点，

才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

了世界意义。现代著作权法的理念是

著作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保

护，平衡二者的利益关系是著作权立

法的基本精神和目标。民间文学作品

由于其集体性、口头性、匿名性、变异

性等特点，每一个传播者的每一次创

作，都是在复制别人基础上的即兴创

作。作品完成之后，同样不可逆转，必

须将之返还给公共领域，并将作品的

再次使用权让渡给其他的传播者。只

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公众自由接触和

继续利用该作品的要求得到满足。

民间文学鲜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

的审美风尚，既是一个民族核心价值

观的优良载体，也是富于民族特色的

文化输出品。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围绕民间文学著作权保护问题，国际

知识产权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但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文化

强国制定法律自缚手脚，限制这种“惠

而不费”的文化输出。目前已经实施

保护政策的多是一些经济、文化相对

落后的非洲国家，其内在理路是弱势

国家针对发达国家的文化抵抗，是回

避文化竞争的无奈选择。

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使得部

分学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实施该项保

护。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

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发展极

不平衡，如果将这一国际间的“斗争”

策略简单地移用于国内民族民间文化

领域，就极有可能影响到各民族间的

文化交流，甚至影响到民族团结。

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自

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黏

合剂。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

切联系，必然带来民间文化尤其是民

间文艺的交流。这种相互学习、相互

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增进了民族团

结，活跃了民族文化生活，推动了各民

族民间文艺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这不

仅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共识，也是全

世界知识界的共识。中国正当文化立

国之时，不必急于实施民间文学作品

著作权的隔断保护，而是应该为保障

公众自由使用人类文化遗产做出更多

努力。

不敢乱来，是“管”的功能。

不愿乱来，还要靠“教”的能量。

□ 韩 叙

隔断保护

自缚手脚

□ 施爱东

中国正当文化立国之

时，不必急于实施民间文

学作品著作权的隔断保

护，而是该为保障公众自

由使用人类文化遗产作出

更多努力。

请慢下来

等等文明的脚步

“本庭实行法院内、外部人员干预案件处理

的记录曝光和责任追究制度，诉讼各方如果有

人通过法院内、外部人员向本庭打招呼、批条

子、递材料，干预或过问案件处理的，本庭将认

为这是对合议庭公正司法不信赖的行为，并将

此行为记录在案，存入正卷，同时要向其他当事

人公开，且作为其承担不利后果的因素考虑。”

旁听过不少法院庭审，像最高法院第二巡

回法庭庭长胡云腾这样做开庭前释明的，还是

第一次。为了让司法摆脱干预，第二巡回法庭

从审判程序上就力争排除司法上的干扰因素。

几年前，陕西发生一起矿权纠纷案件，经

省高院判决，当事一方上诉至最高法院。最

高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

政府办公厅”的函，函件称“省高院一审判决

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如果维持

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

重后果”等等，说得很严重。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

干涉。可是现实并非法律条文看上去那么

美。司法活动往往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

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仅为案件当事人请托

说情，而且还对案件处理指手画脚，甚至直接

向司法机关发号施令。由此而引发各种司法

腐败、司法不公和冤假错案，更让人深恶痛绝。

中办、国办日前发布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

究规定》。简单说，这一《规定》就是要实现“干预

留痕”，在权与法之间立起一道“防火墙”，划定一

条“隔离带”。有了这一规定以后，司法人员依

法独立办案，腰杆将更直，底气也更足。

根据《规定》，任何干预司法活动都将被

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

件处理的情况，应当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是否

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干扰造成后果以及报复记录人员将被追究刑

责，司法人员如果不记录也要受罚。

其实，除了前面“明目张胆”的干预司法

行为外，还有一种隐藏在各种规范性文件中

的“无形”干预也值得注意。

在有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中，譬如“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条文屡见不鲜。这看起来好像是

规范性文件对问题条款的强化，实则不然。

细细看，这样的表述明显存在合法性问题，主

要是没有分清楚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边界，有

意无意地以行政权干预了司法权。

同时，在规范性文件中，也时不时会看到

诸如政府要求法院配合征地拆迁或者其他行

政行为的规定。实际上，这都属于行政权干

预司法权的行为。虽然经过合法性备案审查

后，这些内容会得以部分纠正，不过这也正从

源头上说明，有的行政机关法律意识淡薄，缺

少法律这根弦。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作为领导干部，心中必须高悬

法律的明镜，手中必须紧握法律的戒尺，必须

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只有认真落实好《规

定》的要求，让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知道

“红线”，明白“底线”，并对其干预司法活动进

行严肃查处，才能杜绝以权扰法。

其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

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

力。随着“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的逐

步落地，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在将权力

之手伸向司法活动时，将不能再任性而为，而

是要三思而后行，最好是“三思而不行”。

三思而不行

“关键少数”在将权力之

手伸向司法活动时，将不能再

任性而为，而是要三思而后

行，最好是“三思而不行”。

□ 于中谷

先是北京市民陈先生出境旅游被要求

“证明我妈是我妈”，接着是西安市民刘先生

办理户口迁移被派出所要求证明“我爸是我

爸”，如此奇葩事，“听起来是奇闻，说起来是

笑谈”。

千万别再把这种普通人难以完成的任

务简单推给民众。杜绝这样的奇葩事，就要

彻底打破人为设置的各种“信息技术堡垒”、

各个分属不同的“利益壁垒”。当然，某些职

能 部 门 与 办 事 群 众 之 间 存 在 的“ 态 度 壁

垒”，也必须坚决打破。

证明爸妈 先破壁垒

□李甘林

对于全球范围内和旅游业相关的业态来

说，“中国游客”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群体。

商店自然是大爱他们的。不少欧美顶级

品牌的旗舰店里都配上了专门的中文导购，

日韩的商店门口竖起了用中文标识的广告牌

——“促销！！！”从伺候脸面的化妆品到伺候

“后门”的马桶盖，上上下下全无死角。

不过博物馆、酒店业、航空业等的感受就

不那么美好了。有专门告诫中国游客不要在

博物馆内随地大小便的中文标牌；有些和旅

行社有合作关系的酒店设置了广受争议的

“中国人就餐区”；在航班上也曾经有过组团

偷餐具、打架斗殴的情景⋯⋯

笔者听闻，实在觉得颜面无光。

老话儿讲，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个

别游客一次次“疏于管教”的行为，丢弃的不

仅仅是个人的尊严，更损伤了中国的形象。

新中国十几亿人口用 60 多年熬制的这锅富

强、民主、文明的“好汤”，伴随着“耗子屎”的

一次次任性，悄然失去了一种味道。

“耗子屎”，确实该管一管了。

4 月 6 日，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游客不文

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被列

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的有 6 种，包括扰

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秩序； 破坏公共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违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民族生

活习惯；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参

与赌博、色情活动等以及严重扰乱旅游秩序

的其他情形。

根据《办法》，游客不文明记录一旦形成，

主管部门要通报游客本人，提示其采取补救

措施，挽回不良影响，必要时向公安、海关、边

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通报，不文明行

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为 1 年至 2 年，甚至会影

响到出境、银行信贷等。

“耗子屎”频现，原因多多，不过说到底，

还是疏于管教。管教，管教，要管还要教。

关于如何管，《暂行办法》已经说得很明

白了。公安、海关、边检、银行，所有“耗子屎”

惹不起的部门、机构一起出马，该送监狱送监

狱，该罚款的就罚款。您想贷款，没门！谁让

您是“耗子屎”？咱银行瞧不起你，更别提信

任你，所以就是不想搭理你。长达一两年的

不文明信息保存期限，包管您洗心革面，改过

自新。甭管您是乐意呢，乐意呢还是乐意呢，

底线、红线全都摆出来了，敢越雷池一步，后

果您自负。

不敢乱来，是“管”的功能。不愿乱来，还

要靠“教”的能量。

如何教，这是个问题。仅就教养而言，

《礼记·中庸》有言，“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

勇”，知耻是终礼的出发点，或者说是底线。

底线之上，是明辨善恶，也即孔明先生所言

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换言

之，关于文明的教育首先要破解的是对“耻”

的认识。

让每个人都“知耻”要靠谁？对于孩子来

说，父母是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对于成人来

说，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家长自己知

耻，以尊严重构自身的行为准则，以自律践行

之，而后把知耻的精神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

孩子，方为正途。唯有此，才有传统文化中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生生不息，才有中华

民族文化与素质的全面提升，才有国人旅游

形象的根本转变，才有“耗子屎”全面绝迹的

可能存在。

“耗子屎”们，该住手时就住手吧。请慢

下来，等等文明的脚步。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的民间团体开辟

了大量的小剧场专供曲艺演出，鼓曲、相声、

评书众彩纷呈，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曲

艺爱好者提供了“面对面”的欣赏快感。但

是，面对已经探索了十余年的小剧场曲艺，我

们不得不冷静地指出，小剧场的市场化运作

仍尚未成熟。

小剧场既是艺术展示的空间，也是一种

经营的手段，从业者必须熟练掌握市场动态，

制定有针对性的经营策略。然而，大多数的

小剧场没有专业的经营者，曲艺演员需要“千

斤重担一肩挑”，担任起经营与演出的双重任

务，他们既缺乏对市场的充分了解，也欠缺运

营的知识与技能。所以，尽管这些年小剧场

遍地开花，但在经历了短暂的兴盛期后，迅速

迎来了艰难期。据报道，如今北京的相声小

剧场已经从 2009 年时的 50 余家锐减到 21

家，而沈阳的曲艺小剧场的上座率也很不景

气，很少能超过三成。

据统计，北京的曲艺小剧场一个月的平

均运营成本就要 3 万多元钱，想要盈利就得

每场都有八成以上的上座率。所以，小剧场

必须扩展多种的经营方式，才能生存下去。

如今，各地的小剧场普遍成立了文化公司，采

取现代的企业经营模式，“嘻哈包袱铺”等社

团还开发出徽章、文具、餐具等附属产品，在

多元化经营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总体来

说，小剧场的经营方式仍很单一，自我造血功

能较弱。多数剧场没有形成稳定的产业链和

配套的商业设施，往往需要依靠政府的补贴

才能维持，有的则以商演和出租剧场的收入

来补贴演员。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能盈利的

小剧场凤毛麟角，能做到收支平衡者已属不

易。受此影响，很多剧场的艺术水平都难以

保证。

管理制度的落后也是小剧场运作的瓶颈

之一。尽管采取了企业化的经营模式，但目

前小剧场的管理仍带有旧式班社制度的痕

迹。一个或一对明星演员构成了社团的核

心，他们有权决定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大小

事务。这种管理方式很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和

人事争端，纵观近年来的新闻报道，有许多剧

场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解散。此外，对明星

演员的过分重视，往往会忽视对演出团队的

整体打造。一旦明星离开社团，整个演出团

队的艺术水平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小剧场曲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遭遇很具

有代表性，它反映了通俗文艺在市场化过程

中的普遍困境。当从业者们投身文化市场

时，仅有艺术热情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具备在

市场化大潮中站稳脚跟的能力。如何提高小

剧场的艺术含量，推动小剧场的市场化运作

走上正轨，依然任重道远。

□ 祝鹏程

当从业者们投身文化市场

时，仅有艺术热情是不够的，他

们需要具备在市场化大潮中站

稳脚跟的能力。

热情也冷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