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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德美湛江”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灵魂和核心，是实现湛江振兴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湛江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迫
切需要。

为在全市共同营造浓厚的“德美湛江”氛围，以
文明创建的新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市创文
办决定联合湛江日报社在全市开展“文明花开 德

美湛江”征文活动。
征文内容：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突出思想道德

内涵，热情讴歌湛江在五德即“政德、公德、业德、美
德、品德”建设中的文明新风尚，激情赞美湛江社会
发展中的新人新事，全方位展示我市文明创建的丰
硕成果。

征文形式：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诗歌等为

主，字数不超过3000字，诗歌不超过100行。征
文要求原创，内容真实，未公开发表过。征文稿件
发送到湛江日报专刊中心，邮箱2362060417＠qq.
com

征文时间：自5月中旬起至8月下旬。期间湛
江日报每周一期用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征文稿。

征文评奖：市创文办和湛江日报组织专家对征

集作品进行评选，获奖作品将在湛江日报、湛江文
明网公布。本次征文活动共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6
名、三等奖10名，对获奖者进行表彰奖励。

湛江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办公室

“文明花开 德美湛江”征文启事

改编自日本最古老故事《竹取物语》
的动画电影《辉夜姬物语》，实际取材于
《后汉书》中记载的“斑竹姑娘”；改编自
《格林童话》的《灰姑娘》，最初的灵感来
源于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在中
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中，有非
常多的故事原型，通过创作加工，成为西
方动漫中的经典形象。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大
禹治水”“愚公移山”“八仙过海”“百鸟朝
凤”……这些中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跃
然动画荧屏，将在未来成为走进国际视
野的新一批中国动漫“经典形象”。

这是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启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
程”后，第一批亮相的具有中国精神、讲
述中国故事、具有中国风格的动漫作
品。其中，《精卫填海》人物和动物造型
取自《山海经》，画面磅礴大气；《百鸟朝
凤》采用中国水墨画风格，造型清新可
爱；《愚公移山》创作风格灵感来自于《千
里江山图》，音乐则融入了豫剧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平衡好国际性
与民族性的关系，用国际通用的“话语体
系”讲好“中国故事”，成为这些动漫作品
在创作过程中试图破解的核心议题。

“抗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特
质，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精卫
填海，讲的都是与大自然抗争的故事。

这种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是否
能在国际舞台上被理解和接受，上海炫
动传播有限公司动漫影视事业部总监何
宇在谈到创作《愚公移山》时表示，该片
的创意总监马克在采风中就产生了“水

土不服”。“他一直纠结，面对大山，人们
为什么不能绕道、为什么不能搬家，直到
来到体现当代愚公精神的红旗渠，他就
明白了不能用西方的神话体系讲述中国
的神话。在中国的神话中，我们面对天
灾的时候，会选择抗争。”

创作者们普遍认为，在作品中寻求
更为普世的国际化表达至关重要。何宇
说，所谓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不是简
单的拿来主义，机械地借鉴。“我们的体
会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产生的火花
是最有价值的，找到共情点或者创作的
初心点，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大禹治水》的编剧南柯认为，中华
经典民间故事中拥有大量可以引发国际
共情和共鸣的元素，在动画制作中要善
于提炼出来，如《大禹治水》中关于梦想、
爱、英雄等三个方面的元素就是可以提
炼出来的共同元素。“有了这些共同元
素，更容易实现国际传播。”

据了解，为更好地推动中国民间故
事走出去，此次亮相的多部动漫作品
已制作国际版本，《大禹治水》也率先
与美国尼克儿童频道签约，年内与海
外观众见面。 （据新华社）

在全世界广受读者喜爱的“哈利·波特”
系列图书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前
三部的英汉对照版，并于近日首次在中国举
办的“哈利·波特”读书之夜上与读者见面。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负责人介绍，
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哈利·波
特”系列前三部中文版：《哈利·波特与魔
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
阿兹卡班的囚徒》，将“哈利·波特”引进中

国。此后近20年来，这套系列图书吸引了
千千万万的读者，伴随一代代小读者长大。

“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译者马爱农、
责任编辑王瑞琴告诉记者，“哈利·波特”系
列作为翻译文学作品，尽管译者和编辑多
年来已经反复对译本进行了修订，但是因
为语言及背景文化的不同，在从一种语言
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些遗憾。英文原文中许多头韵、回

文、缩写、双关等文字游戏在翻译成中文后
往往会让人难以理解。此次英汉对照版的
推出，可以帮助读者在比对阅读的过程中
更好地理解故事和情节背后的文化。

据介绍，借着英汉对照版的出版，人
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对翻译内容进行了修
订，力求为读者还原最原汁原味的阅读体
验。“哈利·波特”系列余下四部英汉对照
版也将在2019年陆续推出。（新华社）

中国民间故事集体亮相
助力中国动漫“走出去”

3.8 亿名读者、1400 万名作者、
1600余万种作品……近年来，我国
网络文学蓬勃发展，但也深受盗版
之害。业内调查显示，2018 年，网
络文学盗版损失近60亿元，超过现
有市场规模的一半。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不断
发展，网络文学侵权盗版花样翻新，
打击盗版就像“打地鼠”游戏，打掉
一个，又出现一个。问题出在哪里？
如何遏制愈演愈烈的盗版之风？

“打不死的笔趣阁”现象令
从业者无奈

“笔趣阁”是早年“知名”的盗版小说
阅读平台，靠作品的免费阅读吸引了大量
用户与流量，后被依法处理关停。然而，
此后诸多新开设的盗版网站，挂靠“笔趣
阁”之名，企图借此吸引盗版用户的关注。

阅文集团CEO吴文辉说，针对冠以
“笔趣阁”之名在各大应用市场传播侵权
盗版的行为，阅文集团高度关注，仅
2017年至今，就针对性处理了近百起与
该名称相关的侵权盗版行为。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互联网上仍有
大量以“笔趣阁”或类“笔趣阁”命名的阅
读平台。以百度搜索为例，输入“笔趣
阁”能够显示出上百家小说阅读网站。

据了解，这些盗版平台的侵权模式“花
样百出”。“从一开始的盗版网站抓取内容，
到现在的搜索引擎、浏览器、论坛、网盘、应
用程序商店以及贴吧、微博、微信等多种传
播方式，聚合、转码等多种侵权方法相结
合，自媒体账号以及H5小程序开始成为
盗版网络文学新的集散地。”掌阅副总裁、
总法律顾问吴迪告诉记者，通过对互联网
平台上流量巨大的“笔趣阁”平台进行监
测，共计发现侵权小说多达35569本。

“一个盗版网络文学站点倒下的同
时，能够裂变出几个新的盗版站点，如同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江西师范大学政法
学院副院长颜三忠说。

这一现象，让从业者颇感无奈。据

互联网研究机构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整体盗版损失规
模为58.3亿元，网络文学的盗版损失占
到了同期市场规模的58.3%，远高于数
字音乐的5.9%和网络视频的14.3%。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
认为，海量盗版平台非法传播网络文学
作品，不仅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也扰
乱了网络文学行业秩序，不利于行业的
正常发展。

技术发展让打击盗版遇上
“新难题”

随着IP价值凸显，网络文学也成为盗
版的“重灾区”。

为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自2005年
开始，国家版权局等有关部门连续14年
开展“剑网行动”进行专项治理，虽然网络
版权环境明显好转，但盗版平台仍然层出
不穷，原因何在？

业内人士透露，打击网文盗版存在
“三大难”：

一是根除难——一方面，体系化规模
化的利益链条，如中小型盗版网站与广告
联盟等，使得侵权盗版行为有利可图；另一
方面，网络文学侵权成本低，跟音乐或视频
相比，文字作品的文件存储介质占用空间
小，基本上没有服务器带宽的压力，因此盗
版成本非常低廉，且盗版文件的迁移也十
分方便，新的盗版站点和APP不断出现。

二是取证难——盗版朝隐蔽化、地下
化发展，如出现聚合转码类盗版网文APP
等，侵权盗版者将主要人员及服务器均设
置于境外，用以逃避国内监管与打击。“网
络侵权盗版已经形成了搭建网站、购买软
件、获取广告、宣传推广、资金结算的‘一
条龙’产业，组织成员分别掌握不同的专
业技能，分工协作、跨省跨地域流动，非常
隐蔽。”颜三忠说。

三是维权难——诉讼程序繁琐，且
诉讼周期长，权利人打官司需要消耗很
大的成本和精力。记者了解到，在判赔
力度方面，虽然各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均
给予网络文学侵权案件更高的关注，并
且陆续产生了一批较高判赔的司法案

例，但整体网络文学侵权案件的判赔数
额，仍不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加之漫
长的诉讼周期，整体上难以给侵权人造
成实质压力。

吴迪认为，盗版平台海量、侵权形式
多样、平台主体无法确定或确认主体后发
现为借壳公司等，都为打击网文盗版带来
不小的难题，侵权者又常常打着技术中立
的幌子，滥用“避风港原则”以逃避打击。

严惩“挂羊头卖狗肉”“用
马甲做盗版”行为

侵权盗版一直是威胁整个网络文学
行业的毒瘤。在业内人士看来，想要从
根本上杜绝盗版，推动网络文学产业的
长远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洪波表示，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现
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的发表、传播和复
制方式，而我国对于网络文学作品著作
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还相对滞后。需要加
快立法进程，尽快完成著作权法的第三
次修改，加大对侵权盗版行为的处罚力
度和侵权成本。

据了解，2016年，国家版权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
知》，明确了两类网络服务商在版权管理方
面的责任义务，并建立“黑白名单制度”，对
规范网络文学版权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业内人士呼吁，希望版权监管部门
持续监督通知的实施情况，要求第三方
网络服务商主动屏蔽和删除盗版侵权
链接，禁止广告联盟向黑名单上的侵
权网站投放广告，切断盗版网站的利益
来源。

此外，专家认为，应加大司法机关查
处网络侵权盗版力度。对侵害著作权作
品数量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网络平台
企业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惩分享平台

“挂羊头卖狗肉”“用马甲做盗版”的现象，
使侵权盗版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打击侵权盗版还要靠行业自律和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吴文辉呼吁作家、
产业链各方协同合作，在网络文学行业
内部，建立畅通、健全、良性的沟通环境。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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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系列图书推出英汉对照版

一台近2米高的古老机械钟表装在铁
架子上，上面是大小不一的齿轮，下面的钟
摆足有一米长。由于没有传统钟表的华丽
箱体包裹，这台1790年的钟更像是一台机
械设备。“难以置信！还很准时！”一名参
观者对着自己的手表发出赞叹。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爱尔兰俱乐
部4日举办了“时间与空间：手表与钟表
展”。作为堪培拉遗产节的一项活动，当
地的手表和钟表收藏家协会成员纷纷拿
出各式各样的钟表进行展示。

“这座1790年从英格兰一个教堂里
流传出来的钟是这里最古老的，原来很
破旧，我们把它修好了。”活动组织者罗
杰·里特介绍说。

展示现场还能看到纯手工制作的钟
表、100多年前的怀表和名家雕刻的座
钟，也有协会成员带来自己修表的全套

“家伙”——显微镜、镊子、酒精灯等，演
示修表工艺和流程。

“如果你把你的表带来，我们可以告
诉你表制造于什么年代，是哪个国家或

地区的品牌，并提醒你它可能有什么问
题。”里特说。

在大多是花甲老人的收藏家协会，
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十分引人注目。
这个名叫鲁本·斯库特的小伙子说：“我
觉得这项精湛的技艺如果因为现代技术
而消亡，就太让人羞愧了。我制作钟表，
用双手来完成一件事特别有意义，这是
一种旅程，我很享受。”

斯库特说，他一直喜欢机械，经常自
己修理、改装汽车。直到有一天朋友向他
展示了一块手表的内部结构。“就像为我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几百个精妙的零件
组合在一起，讲述时间的故事。”斯库特一
边说着，一边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据介绍，今年是堪培拉遗产节走过
的第37个年头。遗产节从4月起历时1
个月，以“空间”为主题举办200多场活
动。“这里的‘空间’不只是探索外部空
间，也包括探索时间、探索周围的环境。
我们希望人们关注历史和传统，关注文
化传承。” （据新华社）

在钟表的滴答声中感受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