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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第4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新华社1日受权
全文播发这部法律。

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
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和附则，自2021年
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
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
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编纂民法
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
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
治建设部署。这部法律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
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形成了一部适应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
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法典。

新华社受权播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0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共收到申报作品56部。经过专
家论证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批，确定入选作品10部。其中，长篇小说1部，中
短篇小说集3部，诗歌集4部，散文集2部。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

2020年6月1日

中国作协2020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入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姓名 民族 作品拟题（暂定） 体裁
熊理博（英布草心） 彝族 天地回 长篇小说
王小忠 藏族 黑木耳 中短篇小说
索南才让 蒙古族 德州商店 中短篇小说
马金莲（女） 回族 白衣秀士 中短篇小说
宁延达 满族 我的手抓不住重物 诗歌
梁书正 苗族 世界以尘埃吻我 诗歌
冯娜（女） 白族 一个白族人的祝酒词 诗歌
何永飞 白族 大地悲心 诗歌
唐新运 蒙古族 大雪封门 散文
左中美（女） 彝族 山河记 散文

2020年度“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公告

本报讯 随着互联网及AI技术对传统文化
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生态的改变，能被称
之为“个人原创作品”的作品形态越加丰富多样，
现行著作权法部分条款无法适应和解决互联网时
代的新问题。2020年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本
次修正案草案有哪些重点？文学艺术界人士又如
何看待与切身权益相关的问题？维权成本高、赔偿
数额低、执法手段不足等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改善？
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

根据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前后对照表”可以看出，
本次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在受著作
权保护的主体、权利的限制、侵权处罚和赔偿措施
方面，对一些主体和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强化
了制度约束和惩罚措施。

例如，草案中有7条将受法律保护的主体从
“公民”修改为“中国自然人”，将“其他组织”修改
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拓宽了著作权受保护的
主体范围，更适应具有全民参与性质的互联网内
容生态的时代需求。第三条对“作品”的含义重新
界定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对此，中国
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表示，这项修改的核心在
于强调对智力成果的保护。互联网时代各类作品
数量呈几何式爆发增长，因此要对是否是著作权
意义上的“作品”作出区分，达到“作品”的定义就构成了著作
权法保护的客体，被纳入保护范畴，有助于激励创作出更多
更好的原创作品。

互联网时代中媒体介质与传播路径发生了巨大变革，具
有著作权意义的“作品”从产生到传播再到相关权益的保护，
著作权法应当如何予以保障？对此，不少业内人士建议继续
认真研究“互联网+著作权”问题，充实完善相关内容。草案
中引发广泛关注的是“视听作品”的表述——草案在第十条
第七项及后文统一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
作的作品”修订为“视听作品”。在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于殿利看来，这一修改将解决短视频、游戏直播、
体育赛事、网课等各类新形态作品的归类难题，这呼应了时
代对出版著作新形态的诉求和社会公众的强烈关切，视听作
品的著作权保护步入了“黄金时代”。

据了解，草案的第十五条规定：“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由组

织制作并承担责任的视听作品制作者享有，但编
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
有权按照与视听作品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
酬。”该条意见采纳了电影导演贾樟柯在2019年
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在著作权法中给予视
听作品导演和编剧作者权及收益权》的建议，将导
演、编剧和作曲等创作者纳入著作权人的范畴之
中，保障和继续推动了导演、编剧等影视行业人员
的署名与正当获酬权利。而草案第四十三条新增
条款确定了录音制作者获酬权利，对此，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国家一级演员刘玉婉表示，这是响应了
录制音乐产业长达十余年的呼吁。“长期以来，录
音制作行业的著作权保护形同虚设，信息网络传
播权带来的收益不稳定等打击了国内录音制作者
的积极性。疫情期间，音乐产业近半年的现场演出
全部取消，给音乐产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也就使
得录音制作者对于广播权与公开表演权的立法需
求更为急迫。”刘玉婉说。

引入惩罚性赔偿保护机制，是著作权法修正
案草案的突出特征。草案新增了第四十八条、第四
十九条、第五十条来保护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
的权利，并规定：对于“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实际损失
或违法所得“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
赔偿数额”，同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提升十倍直至
500万元。

这种“严保护、重惩罚”的倾向，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审议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之际，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志今觉得，要坚持知识产权

“严保护”的导向，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从而解除作者
创作作品的后顾之忧，为著作权人利益的实现提供更加有力
的法治保障。“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赔偿数额，这意味侵权人
将面对‘倾家荡产’的判赔压力，无论是在法律震慑力上还是
在实际司法实践中，都将开启著作权保护的一个全新发展阶
段。”于殿利说。

对于自著作权法诞生之日起就规定的“法定许可”条款，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初衷，是
为了促进作品广泛传播，简化作者获酬的流程，让优质内容
影响更多人。一些“文摘”“选刊”类报刊利用法定许可恶意逃
避付酬义务，沉重打击了作者的创新精神。他建议《著作权
法》删除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相关条款。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宋晗） 为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本质和主流，
思考个人与时代、历史的关系，鼓励青年作家承担时代生活使
命，5月28日至31日，以“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为主题
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古岳村召开。研讨会由
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与《南方文坛》联合主办。中国作协
书记处书记、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邱华栋，广西文联党组书记
吕洁出席活动并致辞。研讨会由《南方文坛》主编、青年工作
委员会委员张燕玲主持。

邱华栋说，这是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主办的
第一次活动，对“青年写作的可能性”话题的探讨，既涉及对青
年写作概念本身的厘清、思考，也涉及对青年写作创作研究现
状的梳理、分析，更涉及对青年写作未来发展趋向的判断、引
领。他从自己的创作体会出发说：“我们都要共同面对这个时
代的提问，思考时代的命题、塑造时代的形象、探索时代的表
达，这是青年写作者应有的时代担当。”

吕洁说，文学桂军作为广西的文艺品牌之一，在国内文坛
一直备受关注。《南方文坛》素有“中国文坛批评重镇”的美誉，
20年如一日致力于培育青年作家批评家成长成熟。她希望
广西青年作家珍惜此次学习与提升的机会，在写作中体现青
年作家的人生意义和使命担当。

研讨会聚集了众多作家批评家，“60后”的东西、何平、李
约热，“70后”的徐则臣、田耳、王十月、黄德海、朱山坡、徐晨
亮、李倩倩、王勇英，“80后”的杨庆祥、岳雯、何同彬、曾攀、李
壮、陶丽群、小昌、孟小书，以及“90后”的周恺、丁颜、王苏辛
等。不同代际的作家批评家从自身思想立场出发，围绕“新时
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探讨青年写作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
围绕青年写作的历史意识、现实精神与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
研讨，激发出了丰富的思想火花。

广西作协主席东西表示，“青年写作有无限的可能，多到无
法概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写作、八九十年代的写作，好
像都更容易被理论家们命名，他们风格相近，思考问题相似。
但到了‘80后’‘90后’的写作，理论家们就很难概括了。他们

每个人都代表一个方向，每个人的观念都可能不同，再也不整
齐划一。相信年轻写作者未来会有非常多的可能，今天的年轻
人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写。”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创造之路，每个写作者心里都有
一粒种子。”张燕玲说，可能性是个开放的切入点，也是无穷大
的变数，希望大家多一点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关切和忧患意
识，发现无限的可能性，从而与时代、与现实建立一种关系，让
我们的写作更有尊严与意义。

《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从自身的创作经验出发，提出
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说，我们的写作不管如何当下，如
何现代派，都跟我们的传统和遗产有必然的血脉关系。我们
和传统之间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许多青年作家在说起师承的
时候，很少会谈到自己的文学传统是从李白和杜甫过来的，而
对西方的资源谈得比较多。这几年他感觉内心开始回归，与
古典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亲密感与日俱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说，如果批评家不参与经
典化的工作，作家成长的过程会拖慢。现在高校中批评家的
人数不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少，但很多时候并没有对文学有
所推进，比如对于可能性的文本的发现就有欠缺，现在一部分
年轻教授、批评家可能并不了解写作的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提出青年写作文本结
构和密度的重要性，“如今我们的语库陈旧贫乏，需要通过加
密更新叙事的语言”。在他看来，青年作家应该放心大胆地去
写，不必过于在意批评家说什么。

近年来，《中华文学选刊》努力让文学界和读者注意到青
年写作的多种面貌，《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徐晨亮说：“我
们要把青年写作这样一个话题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去讨
论。要回避一种既定的模式化的谈论方式——可以叫做‘后
浪’的阐释学，像大海一样一浪一浪的，自然而然发展下去。
我们希望能从‘后浪’中找出不同于‘前浪’的那种特殊性，‘后
浪’提供的这种具有新意义的、不同于‘前浪’的世界观和文学
价值，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
研讨会在南宁举行

2020年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
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公告

2020年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共收到申报36项。经
过专家论证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批，确定入选申报者8名。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

2020年6月1日

2020年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签约项目入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申报人 民族 推荐单位
铁军 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作协
顾广梅（女） 回族 山东省作协
朱旭（女） 土家族 湖北省作协
吴正锋 苗族 湖南省作协
欧造杰 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协
李濛濛（女） 彝族 云南省作协
白晓霞（女） 藏族 甘肃省作协
乌兰其木格（女） 蒙古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协

本报讯 由中国金融作协、湖南大
学出版社联袂精心打造的《当代金融文
学精选丛书》近日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金融人全面展示金融文
学丰硕成果的第一部大型丛书。

《当代金融文学精选丛书》丛书共
8大类12卷，包括长篇小说4卷、中篇
小说1卷、短篇小说2卷、散文1卷、诗
歌1卷、报告文学1卷、影视戏剧文学1
卷、文学理论与评论1卷，全书共计450
万字。中国金融工会党组副书记梅志翔
作了题为《故事感动历史 文学照亮人
生》的总序言，生动描述了中国金融文
学的发展历程和成果，深刻阐述了加强
金融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经
济和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唐双宁担
任丛书总顾问。丛书组委会由梅志翔、
杨树润、宋萍、王海光、余洁、张亮、曾萍，
王全新等组成。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
君主编丛书。

丛书秉承“金融人写、写金融人”的
金融文学特质，精选精品力作，展示了波
澜壮阔的中国金融事业与发展成就，讴
歌了金融人的现实追求与理想情怀，在
中国金融事业和金融文学史上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将为推
动中国金融文化繁荣，促进金融事业改
革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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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日，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叶舟当选甘

肃省作协第七届理事会主席。牛庆国、刘夏萍（娜
夜）、陈开红（雪漠）、铁穆尔、高凯、滕飞、马宇龙、云宏
（孑与2）、严英秀、李学辉、阎强国、蔡强（古马）当选甘

肃省作协第七届理事会副主席。高平、邵振国、马步
升为甘肃省作协名誉主席。

（雷 媛）

甘肃作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生活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的陶格日勒自幼随祖父和母亲学习马鬃绕线蒙古唐卡的
制作技艺，是马鬃绕线蒙古唐卡制作技艺最主要的传承人。2015年，陶格日勒成立工作室，制作
销售马鬃绕线蒙古唐卡以及用这一技艺制作的手工艺品，并无偿将这一技艺传授给当地的农牧
民。因为能创造不错的经济效益，这项通过19道工序才能完成的古老技艺成为阿拉善盟的扶贫
产业，截至目前已直接带动400多人增收致富，每年人均增收近3万元。

图为陶格日勒（左一）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的马鬃绕线蒙古唐卡非遗博物馆向牧民
介绍制作完成的马鬃绕线蒙古唐卡。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本报讯 近日，周荣池《一个人的平原》研讨会
在南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江苏作协、扬州市委宣
传部主办。江苏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及陆建华、吴
瑾、李广春、吴俊、费振钟、仲衍书、潘建奇等与会。
研讨会由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主持。

周荣池长期扎根基层，坚持乡土书写。《一个人
的平原》是一部展示里下河尤其是高邮地区风光、
风情、风俗的文学作品。与会者认为，作品以一个叫

南角墩的村庄为背景展现了里下河平原的风土人
情，作家满怀眷恋回望故土，同时他对故土的书写
并未停留于怀旧式的记录，而是试图重建一个人与
过往世界的真实关系。作品主体情感饱满，除了关
于家乡的感性书写，还写到了家乡的改变及对某些
发展趋向的反思。对于一个年轻写作者来说，要在
继承乡土文学传统的同时与当下结合，才能真正确
立自己的位置。 （周 韫 俞丽云）

专家研讨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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