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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艺术品维权为何这么难
近日，中央美院2017届版

画系艺术家余安《乌合之众》系
列作品的维权事件受到业界的
广泛关注。在知识经济时代背
景下，艺术品展现出巨大的商
业价值，但面对艺术作品受到
侵权的现象，艺术家的维权也
面临不少的困难。有专家指
出，艺术作品举证困难，维权成
本高及艺术家本身意识薄弱是
导致作品侵权事件频发的重要
原因。
《乌合之众》系列作品是艺

术家余安的毕业创作，将版画
作品配以大字报的形式呈现，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7月，余安
偶然发现在上海的一个公益创
作年展中，姜某创作的《空巢青
年》与她的作品极为雷同，被当
做优秀入围作品在上海徐家汇
地铁站的三个大型广告灯箱中
展示。在活动网站上，抄袭作
品也位于人气排名的首位。

就国内艺术市场来看，人
们对艺术品版权这一问题的认
知几乎是一片盲区。包括余安
在内的多数艺术家，在侵权事
件发生之前均不曾了解过法律

文书；遇到侵权事件后，许多人
甚至不会尝试追索权利。余安

表示，“我在央美读书期间，每
年听闻这种事绝不只一两件，

可以说是成堆的。周围的朋友
都已经习惯了，他们劝我不要
和这种人计较，消极的态度源
于大家时常遭遇这种问题”。

除了年轻艺术家，一些成
熟知名艺术家面临侵权问题也
颇显无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何家英曾在一次会议上表
示：“我曾经在一个拍卖行看到
一件作品。这件作品与我创作
的某一件作品很相像，达到以
假乱真的地步，甚至我都鉴定
不出。”侵权复制品大量存在，
这也是何家英不愿授权他人开
发衍生品的重要原因。

为何艺术侵权事件频频上
演？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
宏表示，“行政部门执法打击力
度有待加强。如果不改善这一
状况，那么艺术品侵权现象将
很难得到有效遏制。”在法律界
专家林子英看来，艺术作品版
权纠纷案件往往存在着举证难
问题，包括没有在作品上署真
名，没有对作品进行版权登记
等。

通过律师了解了相关维权
条文后，余安放弃了上法庭一
告到底的最初想法，选择了私

下解决的方式。
“由于没有第一时间取证，

到公证处公证，我能提供的有
效证据是很有限的。就算告赢
了，也无法获得可观的赔偿。”
就艺术性来说，余安的版画作
品重在报纸的插图和排版形
式，但以法律考量标准来看，抄
袭版式并不算严重情节。判罚
同样会依据抄袭者的经济状
况。“就算胜诉，最多只能获得2
万元左右的赔偿，还不及律师
费多。真正打起官司来，我还
要跑去上海当地，开庭、一审、
二审，路费、食宿都是花销。而
且还不一定能告赢。”

随着文化的发展，艺术市
场的繁荣，艺术已经渗透到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侵权现象
不仅破坏了艺术原创的生态，
也制约着艺术出版、衍生品开
发等版权下游的延伸，阻碍了
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有业界
人士指出，艺术品侵权行为在
当今市场环境中生存空间巨
大，版权保护和防伪并非朝夕
之间即可见效，需要长期有效
地坚持，这一路途注定遥远和
漫长。 （隋永刚 胡晓玉）

余安《乌合之众》系列作品

互联网是什么回事？艺术圈的
互联网又是怎么一回事？那些诸多
的“聊天软件”“朋友圈”“自拍”，众
多构建人与人关系的虚拟工具，让
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不用见面，却能
达成交流。诸多的二手消息和社交
利益却是从这里产生的。互联网的
改革发生了太多的天翻地覆，艺术
圈在这互联网的围墙里，你知道艺
术圈的“网络社交”是啥吗？

最直接的案例是台北故宫博物
院贡献出7万多张馆藏图像供公众
免费下载，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在线
上发布由228张高清图片组成的3D
模型，观众可进行旋转、缩放，多方位
观看石碑细节；此外还上传了200余
件展品的3D照片。这或可称为全球
博物馆的资源开放数字化策略，通过
互联网向全球数亿观众输出其馆藏
资源，而且优势很明显。譬如说，今
年5月被热传的线上兵马俑展览，在
无数个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大放异
彩，200亿像素和360度全景可以让
人看清每一个陶俑身上的每一个细
节，这样的展览甚至有着实体展厅
无法相比的优势。

如果这些看展网络平台，还能

边看展览、边和朋友们互动聊天，这
是不是自有一种嗨感。仿佛在海边
晒日光浴，一边端着橙汁，一边点击
鼠标，看方寸间无数的画面。这是
不是也意味着，不用出门，不用去博
物馆现场，就能获得乐趣。

就是这种非真实的观赏感，能
不能带来现实当中的游玩之乐？在
网络上用屏幕代替了亲身参与的存
在感，会有神经元、毛细血管的刺激
吗？譬如，你在博物馆现场来个自
拍、那个展品旁来个亲昵照，再发到
社交软件上去，赚取几百上千的点
赞，这是不是件很美好的事啊？我们
用天生的聪明才智，去玩一种Insta-
gram-friendly（社交媒体友好度）和
Selfie-friendly（自拍友好度）的游
戏，在人与人、物与物之间获得社交
平衡。与男性相比，女性更爱自拍
和发朋友圈。在艺术圈这个小范围
里，在展览开幕式上得意“摆拍”，成
了艺术圈美女的最经典的杰作。

我没法统计艺术圈里分享随手
拍的美女的数量，但至少这种即时
式的分享，会让本来处于冷漠状态
的朋友，有了互动的诉求，带来了人
与人之间的亲密。在互联网中，人

与人间不信任的基础就在于陌生
感，因为没见面产生的陌生感让交
流产生隔阂，缺乏情感释放的触
点。故以讹传讹的事，却能迅速在
朋友圈流传开。

譬如几年前生编白造的“葛宇
路”，因为存在就是合理的，得到“高
德地图”的收录，它很快在我们的互
联网和朋友圈传播，兼之，参与使用
这条路的人们都认可了这一名字。
这属于“网络社交”的有效传播，向
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艺术圈的社交
传播不在散出多少流量，要看能不
能造势，形成群体性的“约定俗成”。

网络社交虽然不能造出充足的
信任感，却可以利用权威机构在小范
围内形成大影响。网友们平时欠缺
特定的释放内心潜意识的机会，如果
在网络上出现类似的机会，譬如借助
弱势群体造势，利用权威性网络平台
为其背书，再名不见经传的小机构
也能快速捕捞热钱，让同情心泛滥
得不行的吃瓜群众成了“埋单者”。

所以艺术圈里的“网络社交”，
我们如果单纯看数据多么高大上，
不如看事件背后的真相，希望不会
是可怖的深渊和荆棘。 （华刚兄）

艺术圈的“网络社交”是怎么回事

据媒体报道，北京大望路现
代城多家收藏品公司，围绕老年
人展开收藏品推介，一方面通过
逼单、磨单和砸单，榨干了老年人
手里的最后一分钱；另一方面其
产品包装更趋国际和时尚，营销
策略和手段每天升级换代，更具
诱惑力和隐蔽色彩。这些店年收
入一个亿绝非天方夜谭，是骗子
们的神奇销售术浇灌了一棵棵有
毒的发财树。

骗子们瞅准了部分老年人容
易受骗上当的弱点，精心设计了

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其中一
款，就是所谓“收藏品推介”。一
环一环的骗伎，环环相扣，一层一
层的伪装，层层诱惑，让一些老人
不但老眼更加昏花，头脑也顿时
发热，一时激动便慷慨解囊，或者
瞬间糊涂而被掏腰包，买了一堆
价值不大甚至毫无价值的所谓
“收藏品”回家。更有甚者，有的
老人经不起“收藏品公司”的狂热
忽悠，最终被榨干了多少年积蓄
的最后一分钱，到头来“收藏品升
值”美梦破碎，自己也成了“收藏

骗局”的可怜牺牲品。有道是：
“收藏”诈骗荡阴魂，“绝招”

榨干老年人；可怜多少“投资”者，
倾尽腰包更丧神。

骗局必须揭穿，欺诈理当打
击。法治社会当然不能坐视极少
数坑人敛财者凭着罪恶手段一夜
暴富而让许多收藏爱好者陷入失
财窘境，否则，百姓的利益难以保
护，社会的稳定也会大打折扣。
从这个意义上说，骗子们的“收藏
品推介”闹剧，不能再任其狂演下
去了。 （吴之如）

“收藏”诈骗：“绝招”榨干老年人

近日，微信朋友
圈被一幅幅充满生命
力、感染力的画作刷
屏。这些画作是由患
有自闭症、智力障碍、
脑瘫等病症的特殊人
群创作的，微信用户
可以用一元钱的价
格“购买”画作，帮助
这类特殊人群，短时
间内活动捐款人数
超过580万人次，筹
款超1500万元。

相比较以往各
类网络募捐活动而
言，这次刷屏的“一
元购画”募捐活动，
并不完全是建立在
捐助者对弱者同情
的基础之上，而是建
立在人们对自闭症等特
殊人群的关爱和对他们
绘画作品认可的基础
之上，“一元购画”让人
们看到了阳光的力量。

但也应看到，“一
元购画”刷屏背后也存
在着隐忧，给未来类似
募捐活动带来不利影
响。“一元购画”募捐活

动信息公布不够详
细、全面，进而让人
产生了误解。在不
少捐助者看来，他们
参与“一元购画”活
动，是要捐给这些绘
画作品的主人，改善
他们的生活。但实
际情况并非如此，捐
款 主 要 是 捐 给
“WABC无障碍艺
途”这家公益组织，
该公益组织拿着善
款去帮助更多的自
闭症患者。此外，
“WABC无障碍艺
途”与合作的慈善组
织有无分成，如何保
障善款善用等，均引
起了公众的质疑。
相关法规强调，互

联网募捐活动的目的、
资金用途和流向等关
键信息，都要详细地予
以公布。今后的募捐
活动应让人们在准确
理解募捐活动的情况
下进行选择，不能靠事
后弥补，更不能含糊其
辞。 （何勇）

﹃
一
元
购
画
﹄的
喜
与
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