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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点短视频平台企

业在专项整治中的自查自纠

情况和存在的突出版权问题，

国家版权局日前在京约谈了

抖音等 15 家重点短视频平台

企业。

那么， 抖音上的音乐翻

唱或改编， 涉及哪些版权问

题呢？

要探究抖音音乐翻唱或

改编的侵权问题， 我认为首

先要厘清被侵权音乐的原权

利人是谁。

音乐作品是指歌曲、 交

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

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 通

常包括词、 曲、 演唱、 录音

制作部分。

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说，

一首歌曲有多个不同的权利，

权利人可能包括词作者、 曲

作者、 音乐制作人、 所属公

司等。

这就意味着， 当我们想

要获得音乐的许可使用权时，

可能要取得不止一个主体的

授权许可。

其次， 抖音平台上音乐

的使用有两种常见模式， 一

种是抖音平台自带音乐， 另

一种是用户上传自己手机里

已经下载的音乐， 并可以对

其进行剪辑等操作。

在第一种情况下， 抖音

平台上的音乐如果未取得权

利人的授权， 那么抖音所属

公司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作为抖音的用户，

很有可能在不知抖音未取得

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使用

了平台上的侵权音乐， 制作

了短视频。 该用户是否侵犯

原权利人的权利呢？

我认为， 用户的行为也

属于侵权。 只不过， 大多数

用户想不到自己在平台上使

用的某首音乐未经授权， 也

就是没有主观上的恶意。

对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行为， 侵权人具有主观过错

并非构成侵权的要件。 对抖音

的使用者来说， 无论其主观状

态如何， 都应当承担立即停止

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针对第二种使用音乐的方

式， 因为用户手机上下载的音

乐大多是没有取得使用授权的，

即使是用钱买来的， 一般来说

也只有自己欣赏的权利， 并没

有对其进行改编或者在网络上

传播的权利。

因此， 对该音乐进行剪辑

和使用的行为显然也是侵权的，

侵犯了原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 改编权等权利。

但是作为服务平台提供者，

即运营抖音的公司， 也不是完

全没有责任。

在抖音的 《用户服务协议》

中有这样的约定， 上传人本人

应对所用的素材是否侵犯别人

的知识产权承担责任。

但是抖音的功能设置， 对

于不太懂法律的人来说， 是很

容易自己去上传音乐的， 假如

侵权， 抖音至少是起到了帮助

侵权的作用。

我认为抖音平台此时就是

网络服务提供商。

一般来说， 由于网络服务

提供商并没有监视网络活动的

义务， 不能仅因为用户上传了

侵权内容或指向侵权内容的链

接而认定网络服务提供商构成

“间接侵权”。

但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在

获悉自己的服务器上存储有侵

权内容或指向侵权内容的链接

后， 拒绝采取措施使损害后果

扩大 ， 就明显具有主观过错 ，

其行为构成间接侵权。

也就是说， 抖音有 “通知

和及时移除的义务”， 否则就应

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抖音上发布视频的侵权问题
□北京中闻

律师事务所

杨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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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青年演员蒋劲夫的

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其社交媒

体上发布了几张照片， 照片显

示其面部、 颈部、 手臂等处均

有大面积的淤青。 中浦悠花表

示， 蒋劲夫近几个月来行踪不

明， 确实与自己有关， 应律师

和搜查人员的要求， 暂时不方

便透露。

很快， “蒋劲夫疑似家暴”

的话题传入微博， 引发大批吃

瓜群众的的围观。 有人表达了

对家暴行为的谴责， 也有人对

此事将信将疑。

但 “疑似家暴” 的消息仅

发酵一个多小时， 蒋劲夫就通

过微博致歉女友， 坐实家暴传

言。

此时， 仍有部分网友为蒋

劲夫辩解， 各种中浦悠花有错

在先的传言不绝于耳。 但大部

分人仍然认为， 无论有什么样

的曲折故事， 蒋劲夫对女友实

施家暴的行为都应当予以谴责。

也有不少细心的网友提出，

蒋劲夫与中浦悠花尚未结婚 ，

不具有家庭成员的关系， 蒋劲

夫的行为或许不构成法律意义

上的家庭暴力。

其实， 我国在制定 《反家

庭暴力法》 的过程中已经注意

到现实中存在未婚同居或者寄

居等非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情

况 ， 因此在附则中特别规定 ，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

间实施的暴力行为， 参照本法

规定执行”。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

明确：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 是

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

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

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

其实， 蒋劲夫事件不是娱

乐圈第一次传出家暴的新闻 ，

这不禁让人感叹， 受到万人关

注和监督的公众人物尚且会发

生家暴事件， 那么在芸芸众生

中， 又有多少人正在遭受着家

庭暴力而无处发声呢？

作为明星的女友， 中浦悠

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利用自

己和蒋劲夫的影响力获得关注，

在其他默默无闻的家庭中， 受

到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又该如何

保护自己呢？

在此， 我们从法律角度向

大家提供几条应对家庭暴力的

建议：

首先是大胆求助。

《反家庭暴力法》 第十三条

规定， 家暴受害者及其法定代表

人、 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

害人所在单位、 居委会、 村委会、

妇联等单位投诉、 反映或者求助。

有关单位接到投诉、 反映或

者求助后， 应当给予帮助、 处理。

其次是直接报警。

《反家庭暴力法》 第十五条

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

案后应当及时出警， 制止家庭暴

力， 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 协

助受害人就医、 鉴定伤情。

所以， 千万不要以为警察不

管家务事， 如果遭遇严重的家庭

暴力， 不要犹豫， 大胆向警察求

助吧。

再次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十三

条至第二十九规定， 当事人因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系

列措施：

(一 )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

庭暴力；

(二 )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

跟踪、 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

属；

(三 ) 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

请人住所；

(四 ) 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

的其他措施。

最后是控告加害人虐待罪。

《刑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虐待家庭成员， 情节恶劣的， 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致人重伤的、 死亡的， 处二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采取殴

打、 冻饿、 强迫过度劳动、 限制

人身自由、 恐吓、 侮辱、 谩骂等

手段， 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精神

进行摧残、 折磨， 次数较多、 持

续时间较长、 手段残忍或者对未

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 孕妇、

哺乳期妇女、 重病患者实施较为

严重的虐待行为的即可构成虐待

罪。

因此， 对于实施严重的家庭

暴力行为的， 受害者完全可以向

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或者想公安机

关提出控告， 追究加害人的刑事

责任。

最后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蒋劲夫 、

中浦悠花那样的关注度， 对于普

通大众来说， 面对家庭暴力最有

效的武器就是法律。

遭遇家暴怎么办
□北京盈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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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复了很多信件， 都

是监狱服刑人员或者其家属请

求帮忙申诉的案件 ， 感慨颇

多。 且不说这些案件是否符合

申诉条件， 就来信内容而言，

还是有颇多东西值得玩味。

一、 多数甚至可以说全部

来信， 尤其是第一次写的信，

都有一个基本特点， 即通篇都

在喊冤 ， 却只字不提具体案

情。 最后问我们： 这个案子你

们能代理吗？ 有多大的把握？

遗憾的是， 他在问这个问

题的时候， 我甚至还不知道他

犯了什么罪， 判了多久。 没办

法， 只好耐心回信， 提醒详细

叙述案情， 并安排家人与我们

联系。 这里要说的是， 这些申

诉者尤其是正在服刑的罪犯，

写信咨询也不容易， 却浪费了

如此宝贵的机会。 如果写信之

前， 找个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咨

询一下， 也就可以免去了几次

信件往返上时间的浪费。

二、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

很多人在监狱里真的是在认真

自学法律。 比如有一次， 一个

犯人来信咨询他的一次盗窃行

为是否构成中止， 根据来信，

我们做出了不构成中止的判

断。 这下可了不得， 他收到信

之后， 马上又写了一封信， 用

了整整四页 A4 纸， 对犯罪中

止进行了全面、 深刻的论述，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没有结合

自己的案件进行论述。

但是， 谁敢保证以后不会

从监狱里走出一位自学成才的

法律专家呢？ 他们在狱中， 劳

动之余没有什么娱乐和应酬，

如果把时间全部用来研究法

律， 所得倒也的确不可小觑。

三、 有些人在被投入监狱

后， 拒不认罪， 坚持申诉。 而

根据相关规定， 如果不认罪，

将不能获得相应的 “积分 ”，

也就不能减刑 。 而对于这一

点 ， 这些申诉者是心知肚明

的。 既然知道后果如此严重，

为什么还坚持申诉呢？ 那就不

能排除有些案件确实是冤枉

的， 或者说至少在证据上是不

扎实的。 证据不扎实， 罪犯就

会表示怀疑， 就会质疑司法机

关的公信力， 从而导致对法律

的不信任。 我们律师就只能努

力使自己保持理性中立， 尽可

能为他们提供客观的法律意

见。 毕竟， 案件最后还是要回

归到法律的轨道上来的。

读“喊冤”信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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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 却只字不提具

体案情。

□北京尚权

律师事务所

高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