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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我们没有丝毫退路。”这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社

长冯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第一句话。在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

来之际，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近日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上海少年儿

童出版社有限公司有关“十万个为什么”商标品牌被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纠纷一案。从一个侧面再次警醒业界需高度重视图书品牌与商标保护

的问题。

新蕾社“中国女孩”输出六个语种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的少儿主题出版暨‘中国女孩’系列创

作研讨会”于线上召开。“中国女孩”系列主创人员与儿童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现场连线，畅谈对儿童

文学创作以及主题出版的探索与思考。王泉根、马光复、徐德霞、简平、李学斌、萧萍、徐宝峰、葛竞以

及“中国女孩”系列主编李东华、顾问蒙曼，作者秦文君、黄蓓佳、韩静慧、余雷、周晴等著名学者、评论

家、作家出席会议。

“中国女孩”系列以盛唐到现代的十二个历史时期为背景，每个时期以一位普通女孩为缩影，分别

讲述了关于执着追梦、温情救友、苦学技艺、勇挑重担、抗日救国、守护亲情、坚守文化、扶贫扶智等内

容的成长故事，勾勒出自古传承至今的中华传统美德，塑造了中国女性爱国守信、独立自强、敏而好

学、勇敢坚毅的立体形象。

该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等多个荣誉，版权输出六个语

种。在会议中，各位嘉宾从“中国女孩”项目谈起，将视野扩大至原创少儿主题出版，结合创作与研究

心得，分别从对原创儿童主题读物在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儿童教育、国家形象展示等方面尝试的现象

与思考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嘉宾还围绕“少儿主题出版的选题挖掘”“童年的社会性书写”“女性的心

灵成长”等问题进行讨论，项目主编李东华、顾问蒙曼与各位专家认为，原创少儿主题出版应是基于内

心责任的文学性表达，应更立足于中国味、儿童性、文学性，为儿童打造出一片纯粹的文学乐园，共同

推动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林）

4月23日，第2届年度儿童文

学新书榜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

“书香中国·文学有我”全民阅读

温州行启动仪式现场发布，并于

当天下午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大

会堂举办颁布典礼。80部作品分

别获得“特别推荐作品”“推荐作

品”“提名作品”等殊荣。其中，特

别推荐作品包括《克雷洛夫寓言》

《逐光的孩子》《山芽儿》《街上的

马》《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等

15种。

第 2 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

由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指导、中

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专委

会学术支持，浙江师范大学、温州

市瓯海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浙

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中共温州市瓯海区委宣传部共同

承办。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

建江表示，新书榜的评选秉持高

质量的艺术标准，通过对年度儿

童文学作品的筛选和检视，以“特

别推荐作品”“推荐作品”“提名作

品”等有梯度的书单方式，为中国

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探索提供衡

量的标尺，为童书出版的未来发

展提供借鉴。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

中心主任吴翔宇教授介绍了第 2

届新书榜的推荐情况。他提到，

第 2 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的推

荐对象为2020年度在国内公开出

版的儿童文学和图画书作品。本

届共收到 60 家出版机构申报的

242 种（套）图书。主办方组织初

推、复推和推委会终推三级评审，

精心筛选出 80 种作品，经反复斟

酌、比对、讨论，形成最终推荐名

单，即“特别推荐作品”15 种、“推

荐作品”30种、“提名作品”35种。

推荐委员会委员们认为，入围的80部儿童文

学作品，整体上代表2020年儿童文学的面貌与样

态，是儿童文学高质量、高标准的风向标。当前

的童书出版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保证市

场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失儿童文学作品的

艺术品质，是当下各个出版社面临的一道难题。

第2届新书榜的发布不仅为当代儿童文学品质的

提升提供了衡量和参考的标准，同时也为家长及

儿童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充足的保

障和指南。

本届新书榜入围的80部作品各具特色，从情

节、主题到叙事，无不体现出作者的精巧构思与

无限创意，凸显出作品的多元性和创新性，反映

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和水准。值得

注意的是，和首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相比，原

创儿童文学作品和外来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之

间的差距有一定程度的缩减。“对年度作品的细

读和品评的过程，也是对年度引进作品和原创儿

童文学的检阅，我们欣喜地看到原创儿童文学的

成绩与长足进步。”吴翔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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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林致

在此次维权诉讼中，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

司（续用原社名：少年儿童出版社）诉称：少年儿童出

版社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其旗下

知名图书品牌“十万个为什么”受到《反不正当竞争

法》和《商标法》的保护，被告社未经许可在其出版的

十余本图书封面中突出使用“十万个为什么”字样的

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立即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2015年，为保护“十万个为什么”品牌，上少社申

请了“十万个为什么”商标。2017年，该社正式拿到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16类”和“41类”

商标注册证,成为此次《十万个为什么》诉讼维权的法

律依据之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曾在《关于第17085619

号“十万个为什么100000WHYS及图”商标驳回复审

决定书》中认定：“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申请

商标在指定使用的书籍等商品上经过申请人的使用

和宣传已获得商标应有的显著性，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所指的可以作为商

标注册的标志”。

据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少儿科普板块市场份额

成为超越图画书板块，仅次于儿童文学板块的第二大

童书出版门类，科普读物日渐成为出版机构争相抢夺

的阵地。在该细分市场，“十万个为什么”在中国可谓

家喻户晓。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于1961年，今年

正好60周年，至今连续出版至第6版，成为影响数代新

中国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科普读物，更被《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等媒体誉为“共和国明天的一块科学基石”

“几代中青年科学家的启蒙读物”“国宝级图书”。

以2013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为例，

该版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

院士担任总主编，115位两院院士担任编委，李大潜、

欧阳自远、汪品先等21位两院院士担任分卷主编，768

位优秀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

（第六版）中的问题，来自向孩子们发放的征询表。3

万多个来自孩子们的问题，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形成

4000多个问题，由科学家及科普作家创作回答后收录

书中。目前“十万个为什么”套系已经输出我国香港

地区繁体字版、我国台湾地区繁体字版、阿拉伯文版、

越南文版和马来西亚文版等。

事实上，上少社最终决定采取诉讼决定的原因在

于，《十万个为什么》在打造高质量作品的同时，市面

上存在大量仿冒“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图书。这些

图书不仅有“注音版”“彩绘版”“幼儿版”等五花八门

的品种，甚至有的还加上了“新版”“全新升级版”“新

版珍藏版”等名头，在宣传语中声称：“众所周知，《十

万个为什么》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经典读物，也是

国内发行量最大的科普图书。本书则是《十万个为什

么》的升级版”。

记者在当当网图书类目中搜索“十万个为什么”

关键词，竟然出现十万余种图书商品。以某定价20元

的“十万个为什么”单品为例，3年内17次印刷，按每次

5000册印量计算，单册书的出版码洋就高达170万。

在上少版“十万个为什么”主要针对初高中阶段

读者的情况下，市场上仿冒“十万个为什么”图书主要

面向低幼儿童、低学龄段孩子，很大程度上挤占了上

少社“十万个为什么”品牌的产品开发空间，对上少社

造成利益伤害。据冯杰介绍，市场动销的围绕仿冒

“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书大体有两种类型。

其一，劣质仿冒图书。此类图书基本出自书商之

手，所谓的图书编写，基本是快节奏地东拼西凑。一

本涵盖十多个科学领域、多达上千个问题的图书，有

的甚至只有一个所谓的“主编”，没有正式编委会，撰

写者也无从查起，更有甚者，有的冠以“主编”的书商

可以在十多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仿冒“十万个为什么”

图书，不仅内容同质化严重，还存在语言语句错误，知

识陈旧，科学漏洞百出，误人子弟，遗患无穷，直接危

害“十万个为什么”品牌商誉。其二，具备一定内容质

量的仿冒图书。此类图书具有一定的内容原创力和

合乎规范的编校质量，但涉嫌侵犯上少社“十万个为

什么”商标权益和涉嫌“不正当竞争”。冯杰表示，针

对第一种情况，“必须坚决打击、绝不姑息”，而对于第

二种情况，希望可以通过“谈判+授权”来达成新的合

作。

仿冒图书除了严重挤占“十万个为什么”品牌在

传统出版领域的发展空间，同时对于“十万个为什么”

品牌在非传统出版领域的延伸开发也形成极大阻

碍。据悉，该社2018年与合作方合作“十万个为什么”

音频产品，产品投放市场2年，合作伙伴无奈选择终

止合作，原因就是各平台冠以“十万个为什么”的音频

产品野蛮生长，合法权益无法得以保障。最近上少社

在与国内大型知识付费平台商谈合作，对方也因为市

场上充斥仿冒、盗版“十万个为什么”，合作无法顺利

达成。

据悉，自上少社成立直属社长领导的版权经营管

理部以来，此次诉讼案只是打响了维护“十万个为什

么”品牌权益的第一枪。下一步，该社还将充分运用

法律手段，采取多种途径和措施，在更为广的范围内

展开维权行动，以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冯杰认为，“原创品牌的建设和维护，不断推陈出新和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两个重要且不可分割的部分”。

事实上，出版圈盗版盗印多年屡禁不止的根本原

因在于难以追溯侵害主体，这与仿冒出版等涉嫌不正

当竞争以及商标侵权等案件有所不同，后者属于“冤

有头债有主”。对此，冯杰认为：“首先是出版社需要

加强自我权益的保护意识。自身的合法权益自己不

去主张，而期待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主张作为，这是极

不负责的态度。其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

必须充分、扎实。”像上少社“十万个为什么”这样拥有

60年品牌积累和延续性的图书品牌在当今出版界并

不多见。

近年，上少社重视版权经营并将此升格为今后发

展的战略，成立有专门的版权经营管理部，专职于书刊

商标和版权的经营管理。2020年的版权收益突破300

万元，在非传统出版领域的占比超过了80%。冯杰认

为，“未来，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将会聚焦在版权经营

层面，依靠自身专业的出版服务达到对于出版内容版

权的占有和控制的目的，并通过版权的延伸开发，架构

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拓展出版社未来发展的空间”。

“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总主编韩启德指出，要

突破《十万个为什么》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上单纯以图

书形式出版的单一模式，努力打造一条以“十万个为

什么”为核心品牌的科普产业链，为中国的青少年科

普事业探索出一条新路。

上少社要想实施版权战略，践行韩启德总主编的

指导意见，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完整拥有“十万个为

什么”的品牌版权，并要作最大努力使之不受侵犯。

因此，冯杰说：“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上少社没有丝毫

退路。”

安野光雅绘本世界：想象力和知性力的完美结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24日，为纪念日本绘

本大师安野光雅95周年诞辰，新经典国际童书集团

旗下爱心树童书联合日本驻华大使馆，举办了“安野

光雅的绘本世界”作品分享会。

资深出版人猿渡静子、作家止庵、儿童美术教育

专家胡晓珮、儿童阅读推广人小土大橙子作为特邀嘉

宾参加了活动。日本驻华文化公使贵岛善子出席纪

念活动，并为活动开场致辞。现场还设有安野光雅小

型作品展，展览选自安野先生的五部经典作品，带大

家直观感受艺术大师绘本世界里童心与想象力的精

彩碰撞。

安野光雅是日本国宝级绘本作家，平均每个日本

家庭都至少有一本安野光雅的书。他是日本绘本走

向世界舞台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

高成就——国际安徒生奖。

非凡的想象是安野光雅作品最鲜明的特征。他

的处女作《奇妙国》（海豚出版社出版）充满了各种各

样天马行空的想象，他还大玩视觉游戏，运用矛盾图

形、透视、空间错位等手法，建构出一个现实中不可能

存在，但又合乎空间逻辑的奇妙世界。《颠倒国》（海豚

出版社出版）作为《奇妙国》的姊妹篇，就将地理知识

融入了故事叙述之中，运用镜像般的图画语言，向读

者展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颠倒世界。幽默的故事背

后，还暗含了“相对”的哲理。 （林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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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故宫出

版社和人民邮电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古

代建筑少儿百科绘本“你好呀！故宫”新书

发布会在故宫博物院故宫·紫禁书院举行。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闫宏斌，全国政协

委员、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民，故

宫出版社总编辑宋小军，人民邮电出版社

党委书记、社长顾翀，著名历史学家阎崇

年，中国出版协会少读工委主任、中国少年

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孙柱，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原总工程师

王时伟，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原副主任苑洪

琪，故宫博物院宫廷部馆员刘国梁等为发

布会致辞。

“你好呀！故宫”系列图书共 4 册，分

别为《宫殿平地起》《最美的建筑》《宫里的

那些事儿》和《中轴线上的城市》，是首套故

宫官方出版，以多媒体形式呈现的中国古

代建筑少儿百科绘本。该书由故宫出版社

联合人民邮电出版社共同出品，故宫博物

院多位专家学者深度主导策划、审核、校

稿，以600年紫禁城建筑为出发点，从中国

传统古建的设计、营造及使用，到中国古代

的造城规划方法，全方位、立体化地向孩子

们再现了六百年紫禁城和千年北京城的磅

礴风光。

发布会上，来自北京中关村三小的“你

好呀！故宫”小读者代表分享了他与故宫的

故事。每年至少来20次故宫的王仲有小朋

友，对故宫近年的展览如数家珍。当看到

“你好呀！故宫”绘本，他说，“我好像跟着龙

爷爷和小松鼠涂涂一次次穿梭时空，回到了

古代，见证了能工巧匠设计建造紫禁城的过

程，再次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 （青石）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 23 日，国

家图书馆正式揭晓了第十六届文津图

书奖，评选出社科类、科普类、少儿类

共 20 种获奖图书，48 种推荐图书。由

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六极物理》获得此

次文津奖科普类图书。

《六极物理》是一本原创大众物理

普及读物，它将经典和前沿物理精髓巧

妙地融入 6 个极限——极快、极大、极

重、极小、极热、极冷，全书通过通俗的

语言和漫画，将抽象的物理学理论具象

化，内容涵盖科学常识，研究方法、思维

实验、科技前沿等。

自 2020 年 5 月出版以来，该书已发

行 12 万册，入选“中国好书”月榜、广西

十佳科普图书优秀奖、《中国教育报》教

师最喜欢的 100 本好书 TOP10，《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2020 影响力图书，版权

输出韩国。新华社、光明网、中国教育

报、中国科学报、中华读书报等几十家

权威媒体相继报道。作家严伯钧，也用

当下时尚、轻松的方式，将硬派物理普

及给大众，收获粉丝300多万，点赞3000

余万。

文津图书奖是在国家图书馆的倡导下，由

全国图书馆及读者、专家、媒体共同围绕建设

学习型社会和倡导全民阅读举办的公益性优

秀图书奖项。 （聪）

■ 新书发布厅

■ 企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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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专家汇聚京城 共话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首届新时代中国教

师数字化教学研讨会和“京师杯”全国中小幼教师数

字化教学能力展示活动总结大会连续两场关于数字

化教学的大型活动在京举办。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

署出版融合发展（北师大出版社）重点实验室、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

《中国教师》杂志联合主办，旨在推动我国中小幼数字

化教学的普及和发展，探讨数字化教学未来愿景。数

字化教育产学研界权威人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

名一线教师共话“后疫情时代中国教师数字化教学能

力提升”。“京师杯”展示活动于2020年3月启动，由国

内基础教育领域14位学科的顶尖专家担任全国评审

委员会评审主席，来自全国29个省市地区超1万所中

小幼学校的一线教师踊跃报名，报名总人数达4万余

人。据统计，活动共收到包括课件、微课及环创作品

共2.7万余件。全部作品将在京师教育资源网和未来

老师客户端上进行公益展示。

两场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中小幼教师数字化

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更好地引导数字化教学的融

合发展。 （林 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金风车国际青年插

画家大赛（以下简称为“金风车插画大赛”）与 Astra国

际绘本故事大赛宣布双方达成战略合作，从本届金风

车插画大赛起，携手增设“金风车插画群星奖”。获奖

插画师将获得5000美元奖金，并以绘者身份获得至少

一本Astra国际绘本故事大赛获奖作品的出版合约，旨

在促进插画师与写作者的国际合作与出版。

创立于2015年的金风车插画大赛为全球新锐插

画师们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才华的平台，推动国内

外插画师与出版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蓬勃发展的

中国少儿出版行业注入新鲜的原创血液。每年由拥

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海内外知名出版业界专业人士组

成的国际评委会评审出国际金奖和国内金奖各1名，

特别提名奖3名。Astra国际绘本故事大赛，是新经典

国 际 童 书 集 团 策 划 ，并 联 合 美 国 Astra Publishing

House、欧洲知名童书出版公司 Minedition 共同举办

的一项大规模国际赛事。大赛专为儿童绘本作者设

立，面向全世界所有已经或尚未出版过作品的写作

者，旨在发现优秀原创作者，鼓励儿童绘本创作，促

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出版合作。 （林 致）

“金风车插画大赛”增设“群星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