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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权系列之短视频侵权”专题一中，曾简单介绍三种主要的短视频类型及其可能涉及的侵权纠纷。这里，我

们将根据不同短视频类型，就其可能涉及的法律纠纷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法律支持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

视频博主

自行拍摄、制作的短视频

此种类型的短视频是原创度最高的短视
频，其可能涉及的侵权纠纷主要包括两类，一是
就视频创意本身是否存在抄袭；二是视频中插
入的音乐、图片等是否侵犯著作权。

1.创意抄袭。原创短视频的灵魂在于创
意。最早靠短视频走红的Papi酱正是依靠独特
的“1人分饰多角吐槽社会现象”等创意掀起热
浪，并迅速爆红。
但短视频的创意是否存在抄袭往往是实践

中认定的难点。2018年，视频博主秦小帅就曾
在微博上发布博文，认为其“以老师讲课的形式
吐槽某种现象”的创意被Papi酱抄袭。秦小帅
发布微博后，Papi酱好友发声称Papi酱“用老师
讲课与其他事情混搭”的创意早在2016年就已
经出现，Papi酱不仅未抄袭秦小帅的创意，反而
存在被其反抄袭的情形。
在前述著作权系列中，我们曾科普过“著

作权保护表达但不保护思想”的基本逻辑，即
《著作权法》对“创意”本身是无法保护的，只有
相关创意被具体化为某一视频、图片、文章等
“表达”、成为作品后，才能够受到著作权法的
保护。因此，认定短视频是否存在“创意”抄袭
只能停留在道德评判上，如果希望通过法律途
径维权的，应当通过短视频本身所呈现的内容
是否存在较大程度的雷同来判定是否构成著
作权侵权。

2.援引图片、音乐等因素可能涉及侵犯著

作权。想要完成一个原创视频的拍摄，图片、音
乐、文字的花式、字幕字体格式等内容都是不可
缺少的因素。因为音乐、图片等都属于《著作权
法》所保护的作品，其著作权人享有法律规定的
著作权利，因此，视频博主在自己的视频中引用
音乐作品、图片作品及使用他人设计的字体用
于制作字幕时，都应取得相关著作权人的同意，
否则可能会被视为侵权并被要求赔偿损失。
在专题一中，我们曾简要介绍过Papitube

旗下视频博主“Bigger研究所”因违规使用背景
音乐而被诉侵权一案。该案是国内首个短视频

MCN机构商用音乐侵权案，为原创视频博主
尊重他人著作权问题敲响了警钟。

该侵权案件起源于Papitube旗下视频博主
“Bigger研究所”于2018年在酷燃视频上发布
的一则广告视频。该视频经发布后在平台的
播放量达到了2039万，而转发、点赞和评论的
总数据则超过25万。在该视频中，作为视频博
主的“Bigger研究所”引用了音乐人Lullatone于
2011年发布的原创歌曲《Walking On the Side-
walk》，而该引用行为并未经《Walking On the
Sidewalk》版权方北京音未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的授权。

后北京音未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音未公司）将“Papitube”运营公司徐州
某网络科技公司及北京某网络科技公司诉至北
京互联网法院，以二被告侵害北京音未公司音
乐录音制作者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
播权为由，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20
万元及合理维权开支57041元。

在审理该案后，北京市互联网法院于2019
年8月30日作出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对于二
被告是否构成侵权及具体赔偿数额认定如下：

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及北京某网络科技
公司和徐州某网络科技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
责任的争议焦点。

北京某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其制作了涉案视
频并将其上传至“酷燃视频”及新浪微博上，本
院对此不持异议。该行为包含复制行为及信息
网络传播行为，因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在实施过
程中必然经过复制过程、存在复制行为，故上述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吸收前置的复
制行为，由此本院认定北京某公司在制作短视
频使用未经授权的涉案音乐并将其上传至网上
的行为侵犯了涉案作品录音制作者权中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权能；另，上述行为并不存在发行行
为，故北京音未公司主张侵犯发行权权能的主
张，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认定北京某
公司侵犯了北京音未公司对涉案音乐享有的录
音制作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48条规定，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
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
录像制品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一节，北京音未公司未能

提交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及被告因使用涉案
作品而获得的违法所得，本院综合考虑涉案
作品的创作时间、创作难度、知名度、市场价
值以及被告过错程度、侵权行为影响范围以
及使用涉案作品的数量、时间、方式等因素，
酌情确定为4000元。

……
就北京音未公司的维权支出认定一节。

对于北京音未公司主张的差旅食宿、公证认
证、翻译费等费用……该项支出并不属于合理
支出，故本院对北京音未公司要求的该项支
出，不予支持。

对于北京音未公司主张的其他取证费、律
师费等维权开支，本院将综合其提交的代理合
同及在互联网法院诉讼的维权成本，酌情支持
其合理开支3000元。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就该案要求二被告
公司赔偿北京音未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经济
损失4000元及合理开支3000元,共计7000元。
该金额与北京音未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索赔
的25万余元相去甚远。

从该案中，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一是视频博主未经许可在其视频中援引他

人音乐作品的，将被视作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
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二是视频博主被认定侵
权后，法院将根据具体案件中被告过错程度、侵
权行为影响范围以及使用涉案作品的数量、时
间、方式等因素来综合认定赔偿金额。就本案
而言，虽然原告方索赔25万余元，但法院最终
仅支持7000元。这种“判赔金额明显少于诉请
金额”的现象是实践中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常见
现象，也是导致著作权人索赔成本远高于收益
成本，而常常放弃索赔的因素之一。

视频博主直接截取部分片段

并发布的短视频

这种将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体育节目
等精华片段直接截取并发布的行为将构成对原
始视频著作权的直接侵犯。最近微博、抖音等

多家短视频平台明确提示用户，禁止随意剪接、传
播东京奥运会体育赛事片段，正是对此种短视频
侵权行为进行打击的一种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类短视频发布博主

数量多且遍布较广，如果就单独的某一视频博主
追责，著作权人将付出较为高昂的成本。因此，
此种情况下著作权人常常会选择追究短视频平
台的责任。对此，笔者将在后续短视频系列文章
中予以介绍。

视频博主加工后

形成的短视频

此种通过添加其他元素、进行自我评论等对
影视剧作品进行二次加工类型的短视频如“n分
钟说电影”“XXX带你看电视剧”等，主要形式为
视频博主就某一电影、电视剧的内容进行个人总
结，并对相关内容发布或恶搞、或诚恳的评价。在
这类短视频中，为说明和介绍的需要，将不可避免
地援用其所评价的电影及电视剧的片段，由此引
发究竟是“侵犯原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是“合

理使用”的争议。
“谷阿莫说故事”是网络博主谷阿莫的系列

节目，其基本形式是谷阿莫将一部长达几小时
的电影或长达几十集的电视剧内容进行压缩
后，通过自身幽默风趣的语言进行解读。其短
视频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解说（即口述作
品），第二部分是视频部分，两者结合构成谷阿
莫的视频作品。
谷阿莫因其幽默的解说风格受到网民喜爱，

却也因此引来了官司。2018年6月7日，影音平
台、迪士尼等5家公司因认为谷阿莫制作的“n分
钟看完XX电影”系列是未经许可使用来源不明
的影片，在中国台湾提告其侵权，后台北地检署调
查后认为谷阿莫未经授权违法使用电影片段重
置，将他起诉。
受诉后，谷阿莫发声称，其说故事系列视频全

长仅有两三分钟，整个视频援引原电影、电视剧作
品的片段根本不足十分之一，作品符合评论、解
说、生态研究、心得教学和新闻报道的效果，完全
构成“合理使用”。
那么，根据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规定，谷阿

莫的相关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
答案的关键在于谷阿莫在其作品中对原电

影、电视剧的引用是否为“适当引用”。根据修订
后的《著作权法》第24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为
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
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才构成合理使
用。谷阿莫的视频中，其口述作品部分具有独创
性，受到法律保护，但是视频部分是对已有电影、
电视剧作品内容的直接缩减，缩减后的视频内容
构成其作品“视频部分”的全部时长，已经不能被
视为“适当引用”，其所谓“合理使用”的观点不能
成立。而其擅自删减、传播电影、电视剧片段的
行为，已构成对原视频著作权的侵害，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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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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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录像遗嘱生效条件

著作权系列之短视频侵权二

不同类型短视频侵权问题探讨

我朋友的父亲在2020年去世，母亲在床

卧病多年，家中有兄弟姐妹三人，朋友的母亲

想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自己的财产进行分割，

但书写有困难，请问是否可以采取录像的方式

立遗嘱，应符合哪些要求？

读者：张女士

律师解答：

我国《民法典》第1137
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
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
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

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及第
1140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
人：(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二)继
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
害关系的人。”
根据上述规定，您朋友的母亲可以以录

音录像的形式立遗嘱，但通过该形式立遗
嘱应当由符合法律规定的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且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
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
月、日。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王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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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是从源头做到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绿色环保的一个重要措施。蓟
州区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真
抓实干，多措并举，全力抓好生活垃圾分类。
通过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日生活垃圾产生量比
之前减少了30%以上，全区环境更加清洁美丽。

安装投放智能柜
投垃圾换积分

走进蓟州城区山倾城小区，绿树成荫，鲜花
盛开，地上看不到任何垃圾，非常干净。仔细查
看，发现这里已安装了42台智能分类投放柜
机，每两栋楼之间就有1个，多位小区居民正在
朝柜子里投放塑料瓶、废纸和厨余垃圾。
“以前每个楼道口都放着两个大垃圾桶，每户

的生活垃圾都随意往里扔，还有些人直接扔到了
垃圾桶外，又脏又臭。现在安装了智能投放柜机
后，实施全封闭垃圾管理，能及时运走垃圾，臭味没
有了，环境大为改观。”正在倒垃圾的李大姐说。
另外一位居民补充说：“这台智能柜安装得

太好了，智能柜能对所投放的生活垃圾自动称
重、计算、把积分记录在卡里。根据积分，我们
就可以换取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还可以直接
提现，很实惠。生活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一
件大好事，我们必须支持、参与！”
山倾城社区居民委员会“一肩挑”王晨曦介

绍，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刚开始时，有些居民不理
解，感觉特别麻烦，也不知道怎么具体分类。令
人高兴的是，区城管部门第一时间安装了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智能柜机，上面写有具体分类方
法，一目了然，大伙儿感觉分类投放容易了。这
些智能分类投放设备的安放，不仅培养了居民
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改善了小区内的生
活环境，居民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
为让小区居民充分认识生活垃圾分类的好

处，接受并使用新的智能分类投放设备，山倾城
社区发动本社区党员，挨家挨户发放印有宣传
资料的小礼品和宣传单，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并安排了专业指导人员在智能分类投
放设备旁进行专业指导。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居民逐渐适应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方式，同
时也树立起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识。

“石头村”垃圾分类
游客数量增加

天津农家旅游网红“石头村”——蓟州区渔
阳镇西井峪村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全村环
境更加洁净，游客数量也随之大幅增长，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效果。
村“一肩挑”周维东介绍，作为旅游村，游客

进入村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环境。我们村自然
环境一流，青山绿水，石房、石墙、石板路，非常
美，生活环境也很好。特别是通过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家家户户都把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饮
料瓶罐等进行分类处理，这样一来，村庄环境更
美了，游客在村中、在农户家看不到生活垃圾堆
积的情况，所有的生活垃圾精准分类后，当天就

被及时运走处理了。
“95后”的周云龙是村中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他的民宿“两棵银杏树”游人不断。
“游客越多，我们家越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同

时还引导游客在居住时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给游
客准备了分类设施。”周云龙说。
走进他家餐厅，四色的分类垃圾桶并排摆放

整齐，游客们都自觉按照相关标准，把不同垃圾放
进相应的垃圾桶里。与此同时，他们家还积极鼓
励游客小朋友参与垃圾分类，对投放正确的小朋
友进行鼓励和奖励，从小培养孩子垃圾分类的意
识，很受欢迎。
周维东介绍，为开展好生活垃圾分类，村内许

多民宿实行吃住分离。餐厅内只产生厨余垃圾，
住所内只有其他生活垃圾，利用这种方式让垃圾
分类变得更加简单。随着村里旅游生意越来越火
爆，厨余垃圾运送量明显见涨。为应对这一变化，
村里成立了物业公司，特意增加了保洁人员数量

和垃圾分类、收集、运送频次，确保及时清运处理，
“石头村”变得越来越干净整洁了，来游玩的客人
流连忘返。
除了“石头村”外，在蓟北山区很多农家旅游村，

都实施了垃圾分类，效果良好。其中，郭家沟村还依
托天津市农科院兴建资源环保站，把分类产生的厨
余垃圾等就地进行环保处理，制成有机肥，变废为
宝，专门用来种植绿色果蔬，效果非常好。

燃烧发电
分类垃圾变废为宝

在蓟州区别山镇东南侧，有一座大型绿色环
保垃圾处理厂——蓟州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分类后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被运到这里进行焚
烧发电，增加了电力能源，变废为宝。另外，跟垃
圾填埋等相比，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是目前最佳的
一种生活垃圾终端处理方式。
天津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生活垃圾没分类前，不但垃圾数量多，处理起
来也很麻烦。现在分类后，运到这里的生活垃圾数
量减少了，垃圾也变得“干净了”，为燃烧处理创造
了很好的条件。记者看到，运到这里的生活垃圾先
进行干湿分类，把污水导入净化池，进行环保处理；
干的垃圾就用机器设备装进发电炉膛内进行充分
燃烧，平均一吨生活垃圾可发电200多度。
为确保周边空气环境达标，蓟州区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对垃圾焚烧处理的各个环节都做好
了环保措施，采取了多项国际先进的处理工艺，
确保了各项排放指标达到并超过国家规定的指
标。他们还按国家要求实现了‘装树联’，即实
时监控污染物指标和炉膛焚烧温度，公开实时监
控数据，同时将实时监控数据传输到生态环境
部，确保在处理垃圾的过程中不再产生污染。
在天津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内，

一座大型厨余垃圾处理厂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
中，预计九月中下旬开工建设，年底就可投入使
用。投入使用后，厨余垃圾将通过专业设备进行
过滤分离，分离出的污水将经过过滤重新投入生
产使用，实现全过程零排放。
蓟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董秀良介绍，实

施垃圾分类后，可回收垃圾被送往再生资源回收
有限公司回收利用；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被送往
天津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
极少部分的有害垃圾被有资质的环保公司进行统
一处理，全区生活垃圾数量做到了减量化、资源
化，“天津后花园”的环境变得更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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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红了瓜果，醉了游人。在
位于西青区张家窝镇农业园区的九百禾
葡萄种植园，一串串或紫红、或碧绿的葡
萄，宛如颗颗晶莹宝石嵌在密实繁茂的
绿叶间。眼下，正是葡萄丰收的好时节，
从早到晚，农户们穿梭在垄间忙着采摘
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前来观
光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手里是满满的
果实，脸上是浓浓的笑意。
园区负责人马群介绍，作为目前全

市规模最大的葡萄主题农庄，九百禾葡
萄种植园现有葡萄种植连栋钢结构冷棚
82061平方米，是集休闲、观光、采摘于
一体的特色绿色休闲生态农业观光园。
今年，九百禾葡萄种植园正式由张家窝
镇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接管，依托
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长久以来积累
的瓜果种植经验，进一步完善了葡萄园
的管理和经营模式，解决了部分合作社
成员的就业问题，壮大了合作社集体经
济，普惠合作社成员。
走进果园，这里不仅拥有夏黑、金手

指、阳光玫瑰等40多个国内外优质的葡
萄品种，还有桃园、梨园、百年枣林、城市
菜园等特色种植区。漫步种植园内，游
人不仅能够感受到现代农业的芬芳气
息，也能在观光、采摘之余，坐下来悠闲
地品葡萄茶、尝葡萄汁，了解关于葡萄的
营养知识，尽情享受惬意的田园风光。
马群指着一串紫红色的葡萄笑着说：

“你们看，这葡萄成熟得多好，穗穗饱满，颗
颗诱人，特别香甜。为确保葡萄色香味俱
佳，园区积极推广绿色种植方式，用有机肥
增加土壤有机质；采取物理方法防治病虫
害，所以葡萄和其他水果都格外香甜。
入秋以来，一筐筐、一提提、一包包

的苹果、葡萄、红枣分到了合作社成员手
里，自产果品香甜的味道裹满味蕾，甜在
人们的心里。马群表示，在多部门大力
支持下，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紧
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优质果品生
产、乡村度假旅游、田园式新城区为一体
的新兴产业链条，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让合作社成员们生活更美好。

红了瓜果
醉了游人

本报记者 王音

让“天津后花园”环境更美
——蓟州区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摄影 王金一

新农村关注

乡村走笔

截至目前，蓟州区已在城区42

个小区内安装了309台智能分类投

放设备，开展积分奖励，效果良

好。与此同时，还在17个示范村内

配置了4067个分类垃圾桶，每户生

活垃圾都进行了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