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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一位来自襄阳的育儿
嫂，12 岁时因为看了琼瑶小说，给
自己改了个文艺的名字，在她 44
岁这年，因为发表在微信公众号

“正午故事”的一篇 7000 字左右的
“自传”《我是范雨素》，一夜之间红
了！全国数十家媒体赶至范雨素
在北京的居住地皮村准备“围堵”
这位农妇作家，但是，范雨素躲了！

在 范 雨 素 那 篇 点 击 超 过 10
万＋的文章中，她开篇那句“我的
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
我装订得极为拙劣”，透露着她对
命运的自我解嘲，或许是这份清醒
让她在初期面对媒体时，说了这样
一句话：“我不相信文章走红会给
我带来什么变化，我年龄大了没有
什么痴心妄想，我只希望这件事能
尽快结束。”然而，不管范雨素愿意
不愿意，爆红给她带来的争议，才
刚刚开始。

文字好不好？

“老天爷赏饭吃”还是
“高度笔法均不够”

在《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里，
范雨素用朴实的文字记录了自己
一家三代人的生活。首发这篇文
章的“正午故事”编辑淡豹如是评
价范雨素：“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
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
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
学家，写下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
运和尊严的想法。”

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广泛流
传后，仅初中毕业的范雨素文字中

透 露 出 的 灵 气 和 天 赋 让 网 友 赞
叹。“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
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
了。”这样的句子被广泛摘抄和转
发，网友评论“她的文字惊人，是老
天爷赏饭吃”。但同时也有声音认
为，“不觉得范雨素写得有多好，吹
捧过分。她写得很真实，但高度和
笔法都不够。”甚至有读者认为，范
雨素的这篇文章里，编辑后期加工
力度比较大。

对于此，范雨素给出过回答：
“我开始写的是母亲，编辑看了以后，
说你能不能加一些自己的故事？我
就加上了我的故事，交给编辑。”

淡豹在提到与范雨素的微信
对话时举例，她谈到自己的哥哥和
舅舅时说：“后来，我琢磨，他们的
前生是帝王将相，今生是草芥小
民。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
灵魂。”淡豹说，她就是这样写微信
对话的，她就是这样的语言。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川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从文本
上来说，范雨素的文字是一种质朴
的叙述，有生活的超脱。文章中透
露出幽默、解嘲，这是底层文学的
新样式。”

第二个余秀华？

每个生命自有来处与去处
不能比较

范雨素爆红后，很快有人将她
与余秀华做比较。两人都来自湖
北农村，生活处境艰难，以文学的
方式迅速进入大众的视野。有一

个范雨素也许不太愿意面对的话
题是，她会不会成为余秀华第二？

范雨素很诚恳地回答了对余
秀华的看法，“不同的环境造成你
无法理解那个人。她出名的那首
诗叫《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
些媒体关注的点是残疾、色情，然
后才是她的才华。”范雨素同样不
希望媒体对她的关注点跑偏，甚至
不愿意引起关注。

余秀华也在自己的朋友圈转
载了《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并评
论说，“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
何况是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
二的。”对这篇文章，余秀华评价
道：一是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

得远。二是每个生命自有来处和
去处，不能比较。第三，每个坚强
的女人都很辛苦，不值得羡慕。

刘川鄂则认为，若要将范雨素
和余秀华相比，那就是“文学之于
人，之于草根，具有正面的积极的
力量，能让人们对生命中的困苦有
所超越”。

命运转机？

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
我习惯了靠苦力谋生

读 书 和 写 作 是 范 雨 素 的 习
惯。在北京打工的这 20 多年，范
雨素一直坚持阅读习惯，除了纸质

书，她还关注了很多文学期刊的公
众号。她在北京皮村的房子只有
十多个平方米，但床下、桌上都是
堆着各种书。她也从来没有停止
过写作，她说：“人活着总要有点事
做吧，我挣钱是为了让自己和孩子
有饭吃，这是生理欲望。写小说是
出于一种精神欲望，是一种希望，
就像罗素说的，有事做、有希望，能
爱人。写小说就是有事做了，做了
一件和吃饭无关的事。”

在此之前，范雨素默默地读书
写作，她甚至不愿意让太多人知
道，“读书是自己的爱好，作为一个
打工者，我并不太想让周围的人知
道我喜欢看书，因为我不想刻意显
得自己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爆红给范雨素带来了太大的
变化，“眼下有四五家出版社找到
我，希望出版我之前的长篇小说，
不过那些都是我手写的草稿，是不
是真能走到出版那步，不敢想。”即
使已经一夜走红，范雨素还是说：

“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我习惯
了靠苦力谋生。”

范雨素的命运到底会不会因
此而改变？刘川鄂认为，人们应该
从此事件上看到文学的力量，“很
多人都有相同的命运，对文学的热
爱使他们更能面对人生，直视苦
难。范雨素的可贵在于她认识到
命运的不公，但能坦然化解，在社
会的复杂性中能保持个性。”不管
范雨素的生活会不会发生改变，但
刘川鄂很肯定地说：“一个人生命
中有没有文学，其生命质量是不一
样的！” 鲁艳红

一夜爆红争议来袭

范雨素“躲”了：希望这事快结束

“妈妈我想对您说，话到嘴边
又咽下；妈妈我想对您笑，眼里却
点点泪花⋯⋯”这首传唱 30 年的
歌曲《烛光里的妈妈》近日再次成
为舆论焦点：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
生未经授权改编歌词，删除原词作
者署名并在网上传播，涉嫌对原词
作者构成侵权。

名歌4年内两度遭侵权？
《烛光里的妈妈》词作者李春

利 介 绍 ，《烛 光 里 的 妈 妈》是 她
1987 年献给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
的歌曲，段品章、张强、毛阿敏是最
早演唱的一批歌手，此后曾被翻唱
成不同版本。

李春利说，今年 4 月 24 日，她
收到TCL集团一名员工信息，欲替
李东生征得改编该歌曲歌词的授
权，但她看到改编歌词后便谢绝了
其授权请求。

李春利说，但她随后发现，早
在2015年2月，经李东生改编后的

《烛光里的妈妈》及歌曲视频已在
其个人博客和微博上发表，并被大
量转发。当年2月某电视台播出的
访谈节目中，李东生再次引用该改

编歌曲视频和改编歌词。改编后
的歌曲视频也出现于多家视频网
站上。

李春利表示，在今年4月24日以
前，李东生本人或TCL集团工作人员
从未与她洽谈过改编授权事宜。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示过
的一份证明显示，《烛光里的妈
妈》曲作者为谷建芬，词作者为李
春利。但在网上传播的李东生改
编版视频中，《烛光里的妈妈》曲
作者为谷建芬，词作者显示为“李
东生”，“李春利”的名字已经不见
踪影。

据统计，歌词中，李东生的修
改达 90 余字，如“女儿”改为“儿
女”，“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被改
为“辛劳一生已满头白发”，“您的
脸颊印着这多牵挂”被改为“辛劳
一生已满头白发”，内容有相当的
相关性。

律师认为构成剽窃
李东生方面未作回应

李春利的代理律师、北京上泽
律师事务所主任陆军杰认为，该事

件重点有两方面：一是侵权时间
长，对方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传
播范围广；二是他将原词作者名字
删掉。

“我们认为，这已经构成了对
原作品的剽窃和篡改。”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
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歪曲、篡改、
剽窃他人作品的，以改编等方式使
用作品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其作品的，都应当根据情况，承担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法务部
主任刘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
编权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而
人身权利是不能代理的，因此音著
协无权代理李春利行使授权改编
的权利，而李东生方面也没有联系
过音著协。

记者尝试联系 TCL 集团方面
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前，该负
责人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陆军杰表示，律师事务所已准
备向TCL集团发去律师函，要求其
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

我国音乐侵权现象严重
版权保护迫在眉睫

实际上，这并非《烛光里的妈
妈》第一次遭遇侵权。湖南卫视
2013 年 1 月 25 日播出的《我是歌
手》中，羽·泉以一首《烛光里的妈
妈》获得当场冠军。但因为羽·泉
在没有征得李春利的同意下改变
歌词，且节目播出时词作者署名错
误，羽·泉与湖南卫视一度陷入侵
权纠纷，最终节目组向李春利致歉
后获得谅解。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法务部
主任刘平表示，“像这种改编歌曲
不申请授权其实挺普遍的，在国
内，音乐翻唱、改编造成侵权的现
象非常严重。”

公开报道显示，2016 年，音乐
人沈庆因为《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先后被《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四
季选手未经授权翻唱和节目制作
方上海灿星对簿公堂。

同一年，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
珠涉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改编《因
为爱情》歌词应用于电饭煲营销，

被该歌曲的词曲作者柯肇雷起诉
侵权，并索赔 500 万元。董明珠后
在微博发文致歉，承诺愿意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并支持包括音乐在内
的版权保护。

“我国著作权保护水平与世界
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与我
国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社会的发展
水平亦不相适应。”全国政协委员、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
今年两会期间指出，由于著作权法
的滞后，原创作者、生产者和传播
者的积极性遭受重创，文创产业面
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冲击。

刘平说：“社会违规使用音乐
作品和创作者自发维护自身创作
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其问题的核
心是漠视和重视音乐版权保护的
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依据当前
中国原创音乐产业的发展现状，推
动中国音乐产业版权保护已经迫
在眉睫。” 白瀛 何欣禹

音乐版权保护迫在眉睫

《烛光里的妈妈》
词作者再遭侵权？

好莱坞惊悚太空灾难电影《异
星觉醒》确定将于5月19日在内地
公映。影片由杰克·吉伦哈尔和瑞
安·雷诺兹，联手丽贝卡·弗格森主
演，三人将在电影中一同对抗亘古
未有的高智商外星生物，试图挽救

人类的末日浩劫。挟爆棚的国外
口 碑 之 势 ，《异 星 觉 醒》将 成 为
2017 年最令人屏气凝神的惊悚太
空灾难巨制，于5月19日再掀电影
热潮。

据悉，《异星觉醒》是心理惊悚

元素和太空探索题材的完美融合，
看过影片的观众表示，影片既像

《釜山行》，也像《生化危机》系列电
影，重要的是结合了太空的元素，
让这种惊悚灾难达到了一个更高
的层次。

影片讲述人类首度获得外星
生命样本，本以为获得重大科学发
现的宇航员们试图在空间站将其
唤醒，但具备高智商的火星生物生
长壮大，双方为生存在太空孤岛的
空间站内上演惊天对决。

中文海报上“人类的一大步，
可能是它的第一步”套用首位登月
宇航员的名言，直接点出外星生物
可能带来灭世灾难的主题，而三位
宇航员面对未知的黑暗世界严阵
以待，隐含的灭世危机触目惊心。

同时发布的全新预告片则带观
众步入这场太空灾难梦魇。外星生
命从沉睡到被唤醒生长，场景精美
绝伦令人赞叹。但长大的高智商外
星生物同样为了生存，如影随形无
处不在，营造出巨大的心理压迫感，
而逃生舱回到地球，更令灭世浩劫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刘嫣

号称“太空版”《釜山行》和《生化危机》的结合体

惊悚科幻电影《异星觉醒》定档

华语乐坛 16 年
情歌天后蔡淳佳 4 月
底发行了 2017 全新
创作大碟首波同名主
打《我是我》，她在新
歌中的蜕变也表露无
遗。采访中她透露温
暖安静的标签并不是
真正的自己，婚后希
望更有自己的态度，
只有乖巧这一面的人
生也太无聊了。

蔡淳佳有《陪我
看日出》《对不起我爱
你》等一首首经典的
情 歌 为 歌 迷 听 众 疗
伤，新专辑《我是我》
由蔡淳佳再度担任音乐总监并参与谱曲创作，音乐风格
加入轻摇滚、电音等电子流行元素。出道多年以来，淳佳
以前给大家的感觉都是温柔系女生，谈及自己的转变时
她表示：“也许大家都习惯了我安安静静地唱歌，但这不
是真正的我，或者说只是一部分，我已经出道16年了，那
么多年全世界只看到我乖巧的一面，这样的人生也太无
聊了。现在的我结了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内心也
更加的成熟和坚韧，我想活得更自我更有态度。”

梁晓

蔡淳佳：只有乖巧的
人生太无聊了

故事引发的思考
老了到底有没有爱？

将于 5 月 11 日公映的《麻烦家族》改编自日本导演
山田洋次的电影《家族之苦》。故事中，奶奶在过生日当
天提出跟结婚几十年的爷爷离婚，让一家三代措手不及。

黄磊不是第一次当导演，他早在2003年就自导自演
过电视剧《似水年华》，风格文艺恬淡，与黄磊年轻时的文
艺青年气质很是吻合。《麻烦家族》是他第一次导电影，没
想到是部生活轻喜剧，就连他在片中角色，也是“真的
very busy（非常忙）”式中英文夹杂地说话，总要惹人
笑。

改编剧本时，黄磊说自己也笑，不过是嘲笑，“这一家
人都是前言不搭后语，每个人的思维节奏都不一样，并且
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方怎么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仍是相
亲相爱的一家人。”可黄磊说，逗乐观众不是本意，“我没
想让大家当成喜剧，只是用了一个不严肃的方式。其实
讲的是关于中国家庭、中国式夫妻、中国式焦虑的思考，
很严肃的。”

这个思考便是——老了到底还有没有爱？黄磊解
释，李立群饰演的爷爷在老了之后面临着爱的困惑，“好
像老了之后爱就不见了，爱吃爱喝爱玩就行了，不需要跟
家人表达爱了，但真应该这样吗？”

没阻拦太太工作
是她自己习惯了守候家庭

黄磊第一次导电影，请了阔别影视圈许久的太太孙
莉出山，片中，他们的角色关系也是一对夫妻。黄磊解
释，这些年，并非他拦着孙莉不让工作，而是婚后孙莉已
经习惯了守候家庭，不愿意再出来，“这次角色正好跟她
适合，也是贤妻良母，不影响她平常在家带孩子，这才说
服了她。”

电影里也有两个孩子，为何不让女儿多多（黄忆慈）
也演一个？黄磊解释，“原剧本就是两个男孩，这次并没
有改动故事结构和人物，多多是女孩，那不行。”

除了老婆孙莉，李立群、海清、王迅、闫妮等是黄磊的
好朋友。任容萱则是在五年前上过黄磊的几次课，由此
结下合作缘分。片中一溜客串也都是腕儿，何炅、岳云
鹏、孟非、英达、史航等。黄磊说，他并不喜欢刻意请名人
来客串，“我其实担心客串会让观众突然跳戏，所以让他
们来演也没做任何搞怪，就是正常演角色。”

与其找最好的另一半，
不如找最好的自己

黄磊是一个怎样的导演？任容萱说，“完全没有发过
脾气，整个拍摄过程非常欢乐。”黄磊笑道，“我年轻时有
脾气，会跟工作人员急，现在我发不动（脾气）了。我觉得
发脾气跟当不当导演没关系，跟年纪有关，年轻时火气
旺，现在我脾气可好了。”

这次谈《麻烦家族》，黄磊很爱感慨年纪和人生，“拍
电影时我 45 岁，就是我这个年纪对人生、家庭的一些感
受，用我这个年纪的嬉笑怒骂，面对人生的难。”

在外人看来，年轻时，黄磊帅过、文艺过；如今中年，
虽然胖了，但家庭幸福，又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智商高、情
商高，还做得一手好菜。现场的女粉丝，都称黄磊是“完
美老公人设”。他摆手一笑：“别！捧杀最吓人了，到了

‘完美’、‘天神’的时候，估计我离供一盆菊花也不远了。
其实我也有我的难题，生活中跟老婆过的也是平常日
子。”黄磊分享生活经，“我觉得吧，与其说找一个好男人
或者好女人，不如说找最好的自己，自己没好起来，怎么
都没法跟别人过好，这辈子，最难的也最重要的，就是跟
自己相处。我做一件事情时，首先想的绝不是讨好别
人。”

“人老了之后还有没有爱？”这是黄磊在自己的第一
部导演长片《麻烦家族》中试图探讨的话题。他说，这看
似一部喜剧，但他是用不严肃的方式，在讲述很严肃的中
国式家庭关系。 黄亚婷

年轻时火气大 现在没脾气了

黄磊用《麻烦家族》
探讨中国式家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