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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 月 13 日，第 59
届格莱美颁奖礼在美国洛杉矶
举行，获得五项提名的阿黛尔五
提五中，拿到年度制作、年度专
辑、年度歌曲等五个重量级奖
项。不过，现场表演时，她因为
走音一度中断演出。

今年格莱美颁奖礼，最受关
注的无疑是阿黛尔与碧昂斯的
歌后之争，获得 9 项提名的碧昂
斯最后不敌阿黛尔，仅获得最佳
音乐录影带和最佳当代城市音
乐专辑。阿黛尔则一口气拿下
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年度歌曲
等五个重量级奖项。

对于这样的结果，不少人都
为碧昂斯打抱不平，知名乐评人

“耳帝”也在微博上写道：“为
《Lemonade》感到可惜，不过碧
昂斯在这届格莱美上奉献出了
一个史诗级的表演，同样载入史
册。”阿黛尔今天领奖时也直言，
碧昂斯是自己的偶像，并称自己
在年度专辑的投票中选了碧昂

斯的《Lemonade》。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阿黛尔

作为表演嘉宾演唱《Hello》为颁
奖礼开场，致敬已故的英国著名
歌手、前威猛乐队成员乔治·迈
克尔，然而因为走音，阿黛尔中
断演出，再次登台后，她换了一
身黑衣，满脸愧疚地向观众道
歉，直言“我不能再发生像去年
一样的事”。而身怀双胞胎的碧
昂斯今天则堪称开挂，身穿一袭
金色礼服演唱《Love Drought》
与《Sandcastles》，并坐在椅子
上进行高难度表演。

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和
丝绸之路合奏团的专辑《Sing
Me Home》（《歌咏乡愁》）获得
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这是马友
友获得的第18个格莱美奖。

《Sing Me Home》去年 4
月正式发布，它缘于马友友“音
乐融通世界”的音乐梦想。上世
纪末，他开始了“丝绸之路”计
划，这个非营利性质项目的目标

是通过把全世界艺术家和观众
聚集在一起，拉近各地域人们的
距离。受历史上丝绸之路文化
传统的启发，“丝绸之路”计划通
过艺术这一表现形式来促进创
新和学习。“丝绸之路”计划的核
心是丝绸之路合奏团，它汇集了
众多对发掘东西方音乐之间传
统和创新感兴趣的演奏家和作
曲家。

丝绸之路合奏团在世界各
地演出，并通过联合其他一些机
构，共同展现来自丝绸之路的音
乐、视觉和叙述传统。马友友的
想法很浪漫，在他看来，丝绸之
路正是“古代的互联网”，代表着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要
将这一切融入到音乐之中。

另外，颁奖礼上，“火星哥”
布鲁诺·马尔斯、“水果姐”凯蒂·
佩里和 Lady Gaga 都献上精彩
演出，其中 GaGa 与金属乐队合
作，凯蒂·佩里唱到兴奋之处还
高高跳起。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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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五项提名的阿黛尔五提五中

11 日，中国作家刘震云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国家
文化最高荣誉奖”，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摩洛哥和阿拉伯世
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也是刘震云继2016年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之后，获
得的又一个重要的国家级奖项。

这个奖项主要表彰对摩洛哥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有影
响的其他语种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销量高达
180 万册，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先后被翻译成
20多种语言并在世界多国出版。其中《塔铺》《头人》《手
机》《一句顶一万句》《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被翻译成阿
拉伯语后，分别被摩洛哥、埃及、黎巴嫩、阿尔及利亚、伊
拉克等阿拉伯语国家同时出版。

在颁奖词中，摩洛哥文化部这样写道：刘震云用最幽
默的方式写出了最深邃的思想，用最简约的方式写出了最
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搭建了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在答辞中，刘震云很感谢他的几位阿拉伯语译者。
“我写得未必有那么好，但到了有我作品的地方，我有了
回家的感觉。阿拉伯世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我
有深刻的触动，阿拉伯文学切入生活的独特角度，对我的
写作也有深刻的启示。对多种文化接触越多，越知道自
己写作的不足。”了解一个国家文化最节省的方式就是读
书，而一个作家之所以创作，也是想通过创作对世界知道
得更多一些。刘震云说，“我会以一个初学写作者的心
态，写好下一部作品。” 钟磬如

时隔一年再获阿拉伯语国家级奖项

刘震云获摩洛哥
“最高荣誉奖”

中国香港资深电影制片人施南生 10 日从柏林电影
节主席迪特尔·科斯里克手中接过第 67 届柏林电影节

“摄像机奖”，成为继巩俐和许鞍华后第三位获得该奖项
的华人。

设立于 1986 年的“摄像机奖”旨在表彰柏林电影节
组委会认为对电影节作出特别贡献的电影人或机构。
2016年起，“摄像机奖”每年颁给一位杰出电影制片人。

施南生是香港著名电影人，资深经理人、出品人，
1984年，她与当时的丈夫、著名导演徐克共同创办了“电
影工作室有限公司”，随后制作了《英雄本色》《七剑》等一
大批脍炙人口的华语电影；此外，《无间道》等名作亦出自
其手。施南生曾被美国权威业内杂志《综艺》评为世界上
最有影响力的50位电影人之一。

在制片人角色外，施南生还积极从事华语电影的发行。
施南生与柏林电影节缘分颇深，2007年曾担任国际

评委团成员，2011 年和 2012 年又分别带来了其制作的
影片《晚秋》和《龙门飞甲》。

在 2 月 10 日举行的小型颁奖仪式上，迪特尔·科斯
里克表示，自己非常骄傲能够代表柏林电影节组委会将
这一奖项颁给施南生，她也是“摄像机奖”开始专门颁给
制片人以来首位获得该奖的女性。

施南生在获奖感言中表示，自己在36年的电影生涯
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她尤其想感谢那些在幕后默默
无闻作出贡献的团队成员。

“我要特别感谢徐克导演。”施南生说，大家也许会认
为她在开玩笑，但她最感谢徐克的恰恰是“他从来听不懂
我说的”。她回忆道，每当告诉徐克“预算不够了”“你这
么拍不行”时，徐克总是表示不懂，“但正是因为他的‘听
不懂’，才‘迫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加优秀的制片人。”

施南生说，当今世界正变得更加复杂和分化，但她始
终相信电影的软实力。

“我制作的是华语电影，而我相信如今世界上有许许
多多的人对了解中国越来越感兴趣。”施南生说，“从今以
后，我会继续坚持制作电影，希望能为增进不同文化之间
相互了解尽到绵薄之力，让大家在享受好电影的同时更
加了解中国。”

除施南生，获得本年度“摄像机奖”的还有澳大利亚
演员杰弗里·拉什和埃及影评家萨米尔·法里德。

凤娱

现场感谢徐克“他从来听不懂我说的”

施南生获柏林电影节
“摄像机奖”

乱象：版权授权无章可循

音著协，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
会的简称，成立于 1992 年，是由国
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
发起成立的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我国，大
多数音乐人都是音著协的会员，大
部分歌曲的版权也就交由他们打
理，少部分版权归属大型唱片公司
或独立音乐人自己运作。

由于音著协掌握大量版权，几
乎所有的电视节目或演出主办方
需要获得歌曲授权时，都会先想到
它。可问题出现了，早在 2013 年，

《中国梦之声》选手许明明参赛时
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引
来原作者阿肆所属公司摩登天空
的不满。虽然节目组表示已向音
著协支付过版权费用，但摩登天空
却称并没有授权音著协代理版权
业务。2015 年，《中国好声音》冠
军张磊也被指责在比赛和商演中，
未经授权翻唱了民谣歌手马頔的
成名曲《南山南》。

就此问题，记者登录了音著协
的官方网站，却只发现了使用音乐
表演权，即在演唱会或音乐会上使
用他人作品的授权许可标准，并未
发现在电视节目中翻唱音乐作品

的许可与收费标准，也没有找到音
著协所拥有版权的歌曲曲库。随
后，记者多次致电音著协，工作人
员始终表示相关负责人不在，无法
回应。

奇闻：可用门票抵版权费

音著协在处理版权问题时语
焉不详，而当业内人士提起音著
协，他们通常的印象都是——收
钱。

演出行业经常与音著协打交
道，一位从业人士就曾在主办演唱
会时与他们有过交涉。“原创型歌
手办演出还好，如果非创作型歌手
想在演唱会上翻唱其他人的曲目，
就要得到授权。”据他介绍，关于使
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的使用费有
一定之规，原则上是按使用的曲目
数量、时长收费，与演唱会的票价
和座位数也有关系。

“不过价格是可以谈的。”他口
中的“谈”，指的就是不必一定按照
规矩来，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双方
觉得差不多了就行，一场在两三万
元左右，一般不会超过五万元。”不
过有时，音著协的工作人员也会根
据演出售票的紧俏程度，提出“用
门票抵版权”，“如果特别火的、票
卖得好的演出，就给他们一些票，

卖得一般的演出，还是直接付钱。”
音乐人李志遇上的事更让人

哭笑不得。李志团队经纪人迟斌
回忆，李志在北京筹办演唱会时，
就有音著协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来，
称李志要交翻唱的版权费。“可李
志唱的都是著作权在自己手中的
原创歌曲，根本不涉及翻唱授权。”
听迟斌这么说，对方又称“李志是
音著协的会员，所以要交钱”。“李
志真不是。”迟斌非常无奈，“李志
从未加入音著协，也从未把自己的
原创版权授予他们管理，何来此
说？”在迟斌的要求下，音著协工作
人员当场查证，发现李志果真并未

加入音著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管理：收益核算尚需健全

“理论上说，音著协作为保障
音乐人权利的版权管理机构，在收
取版权费时应有一定之规，不应像
从事商业行为一样议价。”业内评
论人王毅认为，除了存在管理问
题，没有对版权信息进行数字化、
系统化统计，也是病因所在，“版权
曲库不完善，有时甚至说不清一首
歌的版权归属到底是谁，双方也就
将错就错地谈价格。”

对著作权人来说，音乐版权收

益链条的核算也存在漏洞。不少
音乐人反映，在把歌曲版权交由音
著协代理之后，音著协很少主动为
他们维权、或联系他们交付版税，
即便有，也是少得可怜。据了解，
一些知名音乐人一年拿到的版税
仅在百元左右。

音乐人要想知道自己的歌在
什么时候、哪个地点、被谁演唱或
使用，这些具体信息也不透明。“李
志不愿加入音著协，就是因为加入
之后，所有的版权和著作权交易，
从定价到使用都可以不通过我们
来执行。”迟斌补充道，“如果综艺
节目用了他的歌曲，他反而成了最
后一个知道的。”

王毅认为，国外的一些管理经
验可以借鉴。“国外的音乐行业，内
部分类很细致，摇滚、电音等每一
种音乐类型都有各自的行业协会
或联盟管理版权，每一首歌、每一
条 词 曲 的 版 权 归 属 都 有 数 据 可
查。”此外，国外也有专门的版权公
司计算收益，管理体系很健全。“当
然，这也与版权意识强有关。”王毅
说，“国外还有严格的诚信记录制
度，一旦发现有侵权行为，侵权人
以后贷款、出国都可能受到影响。
代价提高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防
止了侵权行为的发生。”

折射国内版权乱象

音乐综艺节目
频陷翻唱授权纠纷

近日，“黑马”迪玛希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维塔斯的
歌曲被控侵权，虽然截至目前该事件前因后果并未明晰，
不过其折射出的翻唱授权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音乐类演出，翻唱歌曲要获得
授权可谓天经地义。而在国内，只要说到翻唱版权与授
权，人们通常会第一时间想到一个名字：音著协。可在业
内人士眼里，音著协已变成了“收钱”的代名词。在版权
维护方面，音著协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何以版权授权
到现在还乱成一锅粥？

《中国好声音》
冠军张磊被指责未
经授权翻唱了《南
山南》。

《中国梦之声》选手许明明参赛时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迪玛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