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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是国际知识产权日。针对前一段时间
某视频网站涉版权保护的社会热点话题，普通百姓
对付费享受音视频、电子书、信息、游戏、知识讲
座等看法如何？

您愿意花钱享受
精神产品吗

最早接触著作权这一概念是在会计课本上，
这是无形资产的一种，代表着权利，也标志着与
之相关的收益。那时候觉得它是一个书本上的概
念，离寻常生活很遥远。

随着“付费”这种保护措施的推广，著作
权渐渐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起先是游戏。很多设
计巧妙、画面清晰的游戏开始收费，或者只免费
开放部分关卡。人们对游戏的喜爱程度可以说不
分年龄、不分性别。尽管我本着只玩免费游戏的
宗旨，也因为入迷而曾经沦陷在“小鳄鱼爱洗
澡”这款游戏中，但最终因为游戏花费时间太多
忍痛割爱了。

接着是音乐。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所有
的歌都能免费下载了，喜欢听歌需要申请加入某
个 APP 成为会员，才能悠然自得地欣赏音乐。因
为版权的原因，一个 APP 不一定会囊括所有的歌
曲，这就给众多 APP 生存提供了空间，于是我拥
有了两个音乐APP的会员资格。

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想出很多办法来提高效
率。比如成为“喜马拉雅”的会员，一方面可以
把给孩子讲的故事录下来，反复放给孩子听；另
一方面可以在做家务的时候听小说、听课。听故事
入睡的不仅仅是孩子，就连我这当妈的也是一样。

纸书固然对视力较为有益，也更容易进入书
本营造出来的氛围，但大量书籍存放是有困难
的，夜读也影响其他人休息。于是，我从在网上
买书变为在网上读书、在微信读书、用 kindle 读
书。同游戏一样，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遇
到特别喜欢的书，是一定要付费的。算算经济
账，也合算。

为视频APP的好看剧集买单，为热播的付费综
艺节目买单也是有的，这样就不必守在电视机前隐
忍那随时插入的广告，也不用放弃喜欢的节目。

这些由版权而产生的付费项目，是一种精神
消费，而这类消费在我的生活中占比极少，是完
全可以接受的。“付费娱乐”若运用得当，可以换
来高性价比的有张有弛的生活。

百姓家中
著作权
■ 侯 昕 广东广州 医院会计

我的童年时代，听音乐是靠磁带和收音机。当时一般正版
流行音乐磁带 10元一盘，空白磁带 2元一盘。像我当时那样的
穷学生，一般用空白磁带，在其使用期限内反复录歌，虽然省
钱，但录制的音质效果，比起原版差距真不小。

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时代都在长沙度过的，“北漂”几
年后又回到长沙工作、定居。记得 2002 年 12 月下旬，热炒多
时的商业大片 《英雄》，虽排片后全程严管严控，可就在上映
第二天，其盗版 DVD 就堂而皇之出现在长沙一家图书城里大
大小小的音像制品店，售价 15 元，比当时长沙各影院均价 20
元的票价略微便宜。出于一睹为快的心理，同时也想省钱，我
与几个同学买了一张盗版 DVD，回到宿舍用电脑播放，结果
令我们大失所望：那是影院里偷拍刻录的“枪版”，不仅画
质抖动模糊，背景音质嘈杂，还不时有人头和手掌等黑影在
晃动。

打那以后，我和同学们经常相互调侃和鼓励，说将来工作
了一定要多挣钱，即便不是每次都去影院享受大片，好歹也要
买一张正版光碟观看。

记得 2008 年春节前，某届超女亚军到湖南卫视录制节目，
同时推广新专辑。我和女友都是她的粉丝，那几天都在讨论她
的专辑和新歌。我说，她有几首歌好听，我早已从网上下载。
女友一听不屑地说：铁杆粉丝都是直接买她的正版专辑听，哪有
去网上下载音乐的？当时我只觉得女友过于狂热和执著，但随后一
想，支持正版和知识产权，从我做起，天经地义；只是这需要根据各
人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条件量力而行。

最近几年，我一直用 QQ 音乐听歌。这个软件上的音乐，
根据歌曲和歌手的实时热度，有可以下载的音乐，也有在线收
听的音乐。其中在线收听的音乐又分为普通用户专区和 VIP 付
费部分；付费的那部分音乐，普通用户只能试听几秒到十多秒
不等。我的朋友有的表示不理解不支持，但也有人愿意每月付
费或者付年费，以便能够随时收听最前沿的流行音乐。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觉得没必要时刻付费收听最潮音乐，
却也不再有之前那种贪小便宜的心态。我通常的做法是等歌曲
热度降温后，再听免费的完整版音乐。前几天，我还和妻子花
上千元买了一套邓丽君的经典歌曲专辑。我以为，尊重知识产
权要从自己做起。 黄自宏整理

正版买单不手软
■ 林 枫 湖南长沙 证券公司职员

由于公司离家很远，我每天上下班时有两三
小时是在路上度过的。为了打发这两段无聊时
光，最开始我坐在车上看书报或者杂志；电子书
出现后，我买了一个阅读器，看过一阵子。后来
随着网费下降和一些音视频软件的出现，我开始
听音频节目，偶尔也会看看好玩的视频。

我 听 得 最 多 的 是 喜 马 拉 雅 客 户 端 里 的 讲
座，开始听的都是免费的节目，没考虑节目质
量问题。慢慢地我就发现，质量高的或者名家
讲的都收费。一开始我还舍不得买，后来试听
了一下觉得有价值，不管事关工作还是为人处
世，对自己都有帮助，我就狠狠心付费听节目。
听着听着就“陷”进去了，这一年下来要买好几
个节目。好节目我都是反复听。我觉得只要内容
好，花钱就值。

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讲中外文化经典的节目，
这块内容是我的短板，上学时没学好。经过那些
大家一讲，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吸收，感觉丰富
提高了自己的人生质量。

受我的影响，妻子也开始收听这些节目，慢
慢地她也爱上了。这样家里开支就多了购买音频
这项内容。一开始家里预算没这项，现在每月都
要考虑。

当然，我们也会听免费的音乐，看免费的电
视剧或电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的广告
多，会干扰收听收看。不过我有个疑问，不知道
网上这些收费音视频节目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我
希望能像通讯资费降费一样，网上好节目也能少
收点儿费用。这样我们家的开支也会少一点儿。

本报记者 王明峰整理

作为一名“80后”，花钱娱乐其实并不算新鲜
事。小时候听歌得买磁带，后来就买 CD、买影
碟。那时候人们的知识产权观念普遍比较薄弱，
所以口袋紧的时候，就会去买盗版书、盗版碟。

上世纪 90 年代末，互联网走进我们的生活。
随即发现，网络上各种资源都有，而且可以免费
下载 使 用 。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 听 音 乐 、 看 电
影、看电子书，我习惯到各大网站、论坛、贴吧
下载免费资源。但免费下载的同时，内容质量就
保证不了。错别字连篇的电子书，音质画质很差
的音乐电影……渐渐地我发现，免费的高品质音
乐、好口碑电影，在网上越来越难得，试听下载
歌曲要收费，看电影电视要收费，听电台节目也
要收费。

作为普通网民，我愿意为娱乐尤其是优质的
作品付费。

记得 2012 年，我花 200 多元网购了 《仙剑奇
侠传》 正版游戏光碟。作为仙剑系列游戏迷，最
开始我被精美的游戏界面和设计吸引，下载了盗
版游戏软件。后来游戏更新升级后，我就第一时
间购买了正版软件。

现在我已习惯付费娱乐，几个主流的音乐、
视频网站，我都是年度会员。前段时间，有款很
火的小游戏 《恋与制作人》，我花钱充值买道具，
就是为了让游戏里的角色穿得更漂亮。

作为文化消费者，我非常关心消费者权益能
否得到保护。有些视频网站 VIP 会员，原本可以
跳过片头广告，但是片头过后仍有广告；或者即
使是VIP会员，但有些视频内容仍需另外付费。

虽然现在音视频网站内容丰富，但充斥着很
多“流量作品”，有人气没口碑，真正经典的高质
量作品并不多见。我愿意花钱娱乐，但期待能有
更多的优质内容。 本报记者 魏本貌整理

我在网络上首次付费获取知识，是多年前的事了。印象深
刻的是，有一次，我在出差路上读科幻小说《三体》，不小心把
书落在去宾馆的车上，一时寻找不得。对于急欲知道书中人物
云天明下落的我，真是百爪挠心，夜不成寐。后来尝试用手机
搜索，竟然发现网络上有该书的公开电子版，才算安心。

作为图书编辑，我对网络付费获取知识、信息的做法非常
赞同。在订阅某家财经类付费杂志、阅读作品的时候，都会毫
不犹豫地按照对方的要求付费。当然，我也会严格按照版权法
保障作者的相关权益。他们的纸质作品除了依照出版合同获取
稿酬以外，还能依照合同获得电子书所带来的收益。对于网络
上出现的盗版情况，我们还会向平台维权。

春节前，为了了解 《我们仨》 的出版情况，我付费订阅了
董秀玉老师的网课，听她讲述从约稿到成书过程以及印刷过程
中的关键信息，获益匪浅。像这种平台约请作者做原创网课，
我认为很好。

但也有很多网课平台或者直播平台，一方面对收听者收
费，维护自己的版权利益，另一方面却无偿利用原创者的作
品，直接诵读或者演绎解读进行售卖，直接侵害原创者和出版
者的利益。前段时间“视觉中国”引发的争议，我认为很大程
度上也有这种情况，即向读者、使用者收费的时候讲版权，而
摆放产品的时候却无视版权，忽视原创者的权益，忽视产品合
法性审查，把作品拿来直接贴上自家的标签，当成自家的商品
进行交易。实际上这是一种两头占的非公平商业行为，也是违
反版权法的。

订阅网课为工作
■ 张炜煜 北京 图书编辑

内容好花钱就值内容好花钱就值
■ 于学东 四川成都 公司职员

我今年30岁，来西安已是第13个年头。
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上，回望 17 岁的夏天，

真是百感交集。
我老家在陕西白河县，小时候村里不通水、不通

路，用电都困难。为供我们兄妹俩读书，父亲去煤矿打
工，母亲在稻田劳作，拼尽了全力。

读高一那年，我17岁。有天放学回家，碰见一位债
主前来讨债。那时我才得知，自己的学费，竟是母亲辗
转借来的。

几个月后，我决定退学，想帮父母减轻负担。当
然，嘴上很倔强，“我实在念不进去”。父亲很生气，撂
下狠话：“你读书，我砸锅卖铁；不读书，我决不养你！”

青春期的男孩，总觉得自己有力量拯救世界。我赌
气来到西安，扛石灰、搬水泥，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
第一次尝到了“生活的滋味”。

3年时光，足以让人成长。20岁那年，我终于明白
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原来读书才是真正的力量。

弥补逝去的光阴，只能跑步前进。傍晚工地下班，
我先冲个澡，然后坐车到市区，吃晚饭、逛书店；夜里
躺在床上，读了书才睡觉。我偏爱历史书籍，也会啃土

木工程类的专业课本。劳作之余，这些宝贵的“精神食
粮”，滋养着我的心灵。

如今，我已娶妻生子，工作也步入正轨。随着阅历增
长，“精神食粮”的范畴也慢慢扩展——动听的音乐、精
彩的电影，都是生活的必备品。如今很多的网站上，这些
作品需要付费。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会出钱支持。

前一阵儿，我升任工地项目上的负责人，管理 130
名工人。新岗位，新历练。晚上回家，我常看视频教程

《土木建设管理》，虽然是付费直播，但能够学到新知
识，我觉得很值。

回顾走过的路，我从 20 岁到 30 岁，可称作“追赶
的10年”。虽有曲折，所幸不曾荒废。10年来，去书店
买书，看网上音乐电影、课程直播，不管是知识付费，
还是娱乐付费，在我看来都是“精神付费”。它们是我

的“精神食粮”，让我更加充实，生活更美。
我在西安立足了，父亲也从老家赶来，和我在同一

个工地干活，下了班还能帮我带孩子。养儿方知父母
恩，希望父亲能原谅当年那个17岁的少年。

本报记者 高 炳整理/图

■ 李方国 陕西西安 建筑工人

付费内容
需精彩
■ 熊婷婷 江西南昌 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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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婷婷在和朋友一起玩手机游戏 卫 奔摄

精神“食粮”助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