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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艺术之花 绽放乡村之美
——北辰区小淀镇艺术赋能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有事儿您说话
服务“送到家”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李磊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江莹
连日来，沙画艺术家王金亭接到了不少约访
电话。很多企事业单位联系他，希望到他刚成立
不久的沙画工作室参观。王金亭的沙画工作室
坐落在北辰区小淀镇国际当代艺术区。在这个
艺术区内，包括金亭沙画在内的 8 家工作室近期
挂牌，成为了小淀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自从我们被纳入了北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的‘点单系统’，预约
参观的电话就没断过。”在金亭沙画工作室，58
岁的王金亭聊起了最近的忙碌生活。王金亭的
沙画源于传统景泰蓝“掐丝+点蓝”技艺，在他多
年的研发下，已经形成了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
沙画作品。
在创作主题上，除了传统的山水花鸟，王金
亭把大量精力用在了红色主题作品的创作上。
不管是早期创作的伟人系列、英雄系列，还是为
建党百年献礼的百幅红色沙画，都投入了王金亭
大量的心血。
“这百幅作品包含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和中国梦四大板块，
耗时数月创作而成，
七
一前开始展出，
吸引了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
”
王金
亭说。临近七一，
王金亭还创作了不少
“祖国”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等字样和图案的小型沙画模
型。这些小型沙画作品可以让参观者参与到制作
中，
亲身感受沙画技艺的魅力。
艺术区里“藏龙卧虎”，从沙画工作室走出，
记者又走进了“弄泥儿”工作室。这里不仅是钊
海静、佟立荣两口子的工作室，也是一座微型的
泥塑展览馆。一块块泥巴，在钊海静、佟立荣的
手里经过摔打、雕琢逐渐成形，慢慢变成一个个
栩 栩 如 生 的 人 物 ，复 原 着 不 同 时 代 的 各 个 场
景。他们根据《流民图》创作的人物群像，深刻
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深受战乱之苦的难民的
悲惨境遇。
近年来，小淀国际当代艺术区吸引了不少知
名的手工匠人入驻。从沙画、泥塑到皮具、陶瓷
的制作等，其中，不仅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
技艺，更不乏红色主题的创作。
“ 此次接受文明
实践基地挂牌的除了有艺术区的 8 家企业，还有
镇域内的王朝酒业。目前，全镇 5 个村、2 个社区
已建成 7 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对镇上 3000
多平方米的文体中心进行了提升改造。镇里定
期组织各村各社区的工作人员、居民群众到基地
进行参观体验，参与各种活动。”小淀镇宣传委员

文明始于心，创建在于行。北辰区在全国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中，不断铺就
百姓生活的幸福底色。近年来，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开展，小淀镇深入
挖掘镇域资源，以小淀国际当代艺术区为依托，把新时代文明基地建在了艺术区
里，开展独具特色的文明实践活动。通过定期组织群众走进艺术区，不仅让更多
人有机会感受艺术的魅力，也让艺术区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让艺术之花在
乡村田野间夺目绽放。

王爱娟介绍。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过程中，小淀镇充
分考虑现有资源，结合具体情况，为艺术区内的 8
家单位实行了挂牌。把艺术家、手工匠人邀请到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来，展示他们的传承和作
品，开展技能培训。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居民
群众近距离学习和感受这些传统的文化技艺，使
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艺术家们
也作为志愿者深入到群众中，真正做到文化深入
生活、艺术扎根人民。
为了更好发挥艺术区的优势，
小淀镇充分利用
已经建成的刘安庄村、小淀村、赵庄村、小贺庄村、

温家房子村、
秀河园社区、
嘉阳花园社区的7所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组织居民走进实践基地，
亲身体验。
秀河园社区主任徐丽娟告诉记者，社区 20
多名居民和志愿者不久前就去艺术区体验了沙
画制作。参加活动的有刚过 30 岁的青年，也有
党龄超过 30 年的老党员。大家亲手制作了红色
主题的沙画，参观了伟人系列沙画，很有感触。
社区青年党员李萌还把亲手制作的“不忘初心”
字样沙画摆放在办公桌上，时刻提醒自己，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实践基地挂牌以来，我们陆续组织这些文
化项目走进社区和农村。目前，已经组织各街居

的居民和工作人员 300 余人次到实践基地参观学
习。
”
北辰区文化站负责人徐继杰说。
同时，为了进一步丰富街居居民的文化生
活，各实践站还建立了志愿服务队，为居民们构
建起平安、互助、丰富多彩的村居生活。各实践
站都成立了学习宣讲、文化健身、互帮互助、文
明风尚四支志愿服务队。在秀河园，越来越多
的居民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发传单、搞宣讲，
还组织起戏曲培训、瑜伽健身等丰富的文化活
动；温家房子村成立了书法志愿服务队；赵庄村
成立了文艺演出志愿服务队……目前，全镇志愿
服务队伍已有 33 支。

炎 炎 夏 日 ，走 进 静 海 区 子 牙
镇 三 呼 庄 村 ，几 位 村 民 正 坐 在 大
树 下 一 边 乘 凉 ，一 边 拿 着 村 里 刚
刚发放的“连心服务卡”细数着卡
片的好处。
“有了它，群众遇到困难，足不
出户就能联系到村干部，少跑了不
少‘冤枉路’。”见到记者，张大娘喜
滋滋地介绍了起来。
细看这一张小卡片，村“两委”
班子成员分工、电话一应俱全。
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在发放
“连心服务卡”的过程中，村民反映
舒香园、舒悦园两个小区内存在井
沿凸起、井盖变形等问题，
希望能及
时修复。
接到群众反映，村“两委”班子
成员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进行
分析并开展拉网式排查，确定点位
及修缮措施，积极联合物业部门对
井盖逐一修复或更换。同时，
以此为
案例，
推动井盖综合治理工作落地落
实，
密切关注百姓
“脚底下的安全”
。
“经过治理后，
小区路面平坦美
观了，大伙儿也安心了，
村干部真是
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啊！”
村民李国兵
高兴地说。
小小连心服务卡，架起了为民
服务的桥梁，让群众难有所帮、急有
所助，凝聚着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的
深厚情谊。
目前，全村党员干部已走访群
众 400 多户，累计发放卡片 500 多
张 ，解 决 群 众 反 映 的 问 题 116 件
次，真正做到了“有事儿您说话，服
务送到家”。
三呼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学沛说:“ 接下来，村‘两委’
班子将继续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小
事立马办、大事多调研的总体思路，
通过向邻里汇报，细致摸排梳理百
姓关心的大小事，按照轻重缓急，
主
动问计于民、逐一攻破，积极打造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基层党建品
牌，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
能，持续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是
基于对作品的录制所享有邻接权的，所以其对作
品录制时，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支付报酬；
而其如果是对表演者的表演进行录制，那么则需
要同时得到著作权人及表演者的同意并支付报
酬。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 42 条第一款规定：
“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
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第
43 条规定：
“ 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录音、录像制
品，应当同表演者订立合同，
并支付报酬。
”
罗瑞芳 胡安琪
（三）广播组织权。广播组织权是指广播组织
就自己播放的节目信号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
《著作权法》规定了广播组织享有的两项权利，转
《著作权法》的核心是保护作品及著作权人在作品上的权利。只有符合独创性要求的作品，
才会被视作《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播权及录制、复制权。
给予相应保护。但是，我们经常面临的一个事实是，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会以其他不同形式进行展现。如作家创作了一部小说，该
相比于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
广播组织者所
部小说可能由某主播通过听书 APP，
以录音形式向听友呈现；
也可能通过剧本形式，
由不同演员共同演绎后，
以电影、
电视剧形式向观
漫
享有的邻接权更加微弱，广播组织者在进行现场
画
直播或者播放载有表演活动的录音、录像制品时，
众呈现。作词家、
作曲家联合创作一首歌曲，
邀请著名歌星对该首歌曲进行演唱……这样的展现形式及展现主体，
虽然尚未达到作品
需要尊重包括著作权人、表演者及录音、录像制品
孟
的
“独创性”
要求，
其展现主体也并不是作品的
“作者”
，
无法享有《著作权法》上规定的著作权人可以享有的权利。但是，
主播对小说的朗
者在内的权利人的相关权利。
宪
读、
演员对人物的演绎、
歌手对歌曲的演唱，
客观上均促进了作品的传播，
主播、
演员、
歌手也都付出了自身的劳动。因此，
对于这些作品
（四）版式设计权。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
东
37
条规定：
“ 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
的传播者，
法律也规定了相应的权利保护，
这就是邻接权。
法律支持 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
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
根据该条规定，
版式设计者对于印刷品的版面格式设计（包括对
版心、排式、用字、行距、标点等版面布局因素的安
排）享有版式设计权。
《著作权法》保护板式设计权
同时由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共同构成的邻接
表演者权的上述六种权利均为独立的权利， 上存在过错。鉴于某影视公司并未就使用涉案
的原因，在于不同出版社对出版的同一部作品，在
权。表演者权的客体指的是表演者根据自己的
其中四种财产性权利可以一并或独立许可他人行
21 段相声取得郭德纲、王玥波的合法授权，具有
排版上往往会有不同的区别，这些排版体现了排
● 邻接权是什么
版者的劳动成果，故需要予以保护。
理解、
经历、
演绎等对作品所进行的表演活动。
使。表演者只许可他人行使一种权利的，他人使
主观过错，因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邻接权，亦称
“相关权”
，
是指作品的传播者
需要注意的是，表演者只要对作品进行了
用其他权利，构成对表演者权利的侵犯。
还需要注意的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还新
遗憾的是，我国《著作权法》对邻接权的种类
和作品之外劳动成果的创造者对其劳动成果享
表演，不论每次的表演内容是否相同，
表演者对
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就曾因自己的表演者权
增了关于职务表演的相关规定。根据最新规定， 仅规定了上述四种，在此次《著作权法》修订后对
有的专有权利的总称。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
该次表演都享有表演者权。例如，话剧演员对
被侵犯而提起诉讼。在郭德纲、王玥波与广东某
除人身性质的权利属于表演者外，表演者与单位
邻接权的保护范围也并未增加。而根据相应国际
第四章的标题修改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同一部话剧在十年内可能进行过几十次、上百
影视制品有限公司、某音像出版公司侵害表演者
可以约定经济性质的表演者权利的归属。约定不
条约及外国法律规定，邻接权的种类包括但不限
进一步加强了对邻接权的保护。
次表演，尽管每一次表演的内容、台词都基本相
权纠纷案[（2006）朝民初字第 18477 号]中，北京
明的，职务表演的经济性权利由演出单位享有。
于对特定版本的邻接权、对照片的邻接权、对无独
邻接权特指表演者对其表演活动、录音录
同，话剧演员对其每一次话剧舞台表演，亦均享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
“郭德纲、王玥波作为涉
（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录音、录像制作
创性数据库的邻接权及其他类型的邻接权等。我
国法律对于邻接权数量规定得过少，会导致某些
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广播组织者对
有表演者权。同样的，表演者欲对某作品进行
案 21 段相声的表演者，其享许可他人复制、发行
者权，是指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者对其制作的
其播出的广播信号，以及出版者对其版式设计
表演，无论表演多少次，
都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
录有其表演的音像制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任
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
独创性很低的劳动成果被侵权时，面临无法可依
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许可，否则将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新
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使用其表演复制、发行
法》规定了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享有的四项权
的局面，权利人的权利事实上无法得到保障。这
邻接权其实是在著作权发展的过程中衍生
修订的《著作权法》第 38 条规定：
“ 使用他人作
音像制品。现郭德纲、王玥波只承认曾许可天津
利，分别为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
不能不说是此次《著作权法》修改的一大遗憾。
出来的，邻接权和著作权具有相对密切的关
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
电视台使用涉案 21 段相声录制电视节目并在电
出租权；还为录像制品制作者单独规定了许可电
[罗瑞芳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
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系。这种密切表现在邻接权的客体多与作品有
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
视台播出，而否认许可某艺术中心使用涉案 21 段
视台播放权这一邻接权。
关。如我们前面所说对演员表演、主播朗诵、歌
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相声出版音像制品。现某艺术中心出示的‘稿费
星演唱的保护，其实保护的都是对作品的演绎。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 39 条规定的表演
演播费通知单’仅能证明郭德纲、王玥波领取稿
律师信箱
但是，邻接权毕竟是著作权的衍生性权利，就同
者权内容为：首先，表演者拥有“表明表演者身
费、演播费用的事实，不能证明其授权的行为；且
一个作品而言，作品的邻接权人所享有的权利
份权”及“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权”两种人身
郭德纲、王玥波亦不认可授权行为；
而该通知单上
种类、保护时间等都远少于著作权人。
性质的表演者权利。所谓“表明表演者身份
出现的‘某艺术开发中心播出、出版’并不是原来
权”，类似于著作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演者在
印制在通知单上的，而是在印刷的通知单上加盖
表演中表明自己身份的权利；
而
“保护表演形象
的印章；郭德纲、王玥波对此又不予认可。据此，
● 邻接权的种类及内容
不受歪曲权”
，
则指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保护
不能认定郭德纲、王玥波许可某艺术中心使用其
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具体规定了四种类型
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
表演的涉案 21 段相声出版音像制品。为此，某艺
的邻接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
其次，表演者拥有
“现场直播权”
“首次固定
术中心也就无权授权某影视公司使用涉案 21 段
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
债权
组织权、版式设计权。
权”
“复制、发行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四种经济
相声出版音像制品。某影视公司虽然与某艺术中
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
（一）表演者权。表演者权是指表演者对其
性质的表演者权利。比如，开演唱会的歌手张
心签订了协议书，但其并不能通过该协议书取得
读者：
谢女士
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
表演活动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某许可某视频网站直播自己演唱会的权利就属
使用涉案 21 段相声的合法授权。
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您描述的情形，
您丈夫
律师解答：
向王某的借款系用于个人赌博，该借款在未经您
邻接权。表演者权由表演者享有，
表演者即为表
于行使“现场直播权”；允许某摄制公司对自己
某影视公司作为《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对
演者权的主体。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5
的演唱会进行全程录制的权利就属于行使“首
口相声)》DVD 和 VCD 音像制品的版权提供方，
共同签名或事后追认，亦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我国《民法典》第 1064 条规
条第六项规定：
“表演者,是指演员、演出单位或
次固定权”
；
允许某唱片公司发行录制自己演唱
在获取授权时并未审查其中含有的相声作品作
且在王某不能证明该借款系用于您夫妻共同生
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
者其他表演文学、
艺术作品的人。
”
表演者权是因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会 DVD 的权利就属于行使“复制、发行权”；允
者、表演者与某艺术中心之间的权利关系，也未审
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表演者基于自身对作品的表演而享有的权利，
故
许某视频网站上传自己该场演唱会全程视频的
查协议中提到的《幽默、相声小段》节目联合录制
的情况下，该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其富有人身权属性。因此表演者权是唯一一个
行为就属于行使
“信息网络传播权”。
单位某广告公司的授权，疏于履行审查义务，主观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李笑笑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

著作权系列四

表演者权 录音录像制作者权 广播组织权 版式设计权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赌博所借债务应由谁承担？

今年 2月份我丈夫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他的朋友王某借款 20万元用于赌博，我对
借款以及赌博事实并不知情，现在王某要求
我偿还借款。请问，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该
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