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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情曝周刊：第��期��������（你有多

久没有认真⽤笔写字了？）

封⾯图⽚

刊⾸语

案例

资讯&⽂章

⼯具&资源

荐书&知识产权博物馆

免费字体

⼈物（空缺）

图⽚

⽂摘

⾔论

顾问单位

订阅

这⾥记录每周值得分享的知识产权案例，⾏业动向，科技发展，⼈⽂思考，⼯作交流等，

当然，Y重要的是：我们交朋友吧！

本杂志开源，欢迎提交问题交流，投稿或推荐好的内容。也欢迎你通过评论/邮件的⽅式来分享你的看法，

投稿邮箱：aogo#outlook.com（#替换为艾特） 。欢迎留下邮箱或者添加微信订阅（⽅便推送PDF版周

刊）

本周主题：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笔写字了？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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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7⽉18⽇ 宁波办公室

前段时间看到信息，观复馆⻓⻢爷⻢未都出新书了。赶紧找寻链接，遗憾的签名本没有赶上。

他说：正⽉初五因为疫情，我开始动笔写书《唐诗宋词密码》（暂定名），这是我年轻时的专业，我曾以

为我会⼀辈⼦做⽂学编辑。计划写100篇，实际写了110篇，共写了112⼈。以时代为背景，以诗⼈为主线，

唐⼈66篇，宋⼈44篇，解析约300⾸诗词，计40万字。出书（普及本）初步定为唐3宋2，5本⼀套。我⾃

认为这是⼀个与众不同的诗词读本，读了此书对唐诗宋词会有⼀个⽐较全⾯的了解，事半功倍，这本书写

得太⾟苦了，⾁掉了10⽄，头发⻓了1⽄。照⽚⾥显示确实满头苍发。

案头⼀⼤摞写成的⽂稿。

想起了以前看新闻说美国⼀家图书馆整理仓库时，发现⼀本旧书⾥⾯夹了⼀张珍贵的古代哲学家⼿稿。当

时还想这种事情不可能出现在当代⼈身上了，因为现在我们似乎除了⼯作⽣活临时笔记记录，根本就没有

⼿稿⼀说。以前，⼈们写⼀篇⽂章、⼀封信，甚⾄便条和收据，都可能保留下来。上学时，记得初中时语

⽂⽼师就会教我们作⽂修改符号，⽅便以后⼏易其稿。

想起早⼏年看到郑渊洁先⽣每天背⼀个纸筒，拿起⽑笔来开始写童话。也许我们也该改变⼀点点，拿起笔

来写点⽣活记忆了。写封信寄给亲⼈如何？

1、知产北京 ｜开庭信息 | 共享单⻋的柠檬绿能注册颜⾊商标吗？    

如今，地铁站、公交站、居⺠区随处可⻅的各⾊共享单⻋已经成了⼈们健康环保出⾏的重要⽅式。“⼩红、

⼩蓝、⼩⻩”，各家单⻋独特的配⾊鲜艳醒⽬，⽅便了骑⾏⼀族的搜索选择。

刊⾸语

案例

https://www.toutiao.com/a1667354504937475
https://mp.weixin.qq.com/s/aLd8Crx4DEB4yxqY-DX1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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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共享单⻋运营商杭州⼩⽊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将颇具特⾊的柠檬绿加⽩⾊的颜⾊组合作为特殊的指

定位置的颜⾊商标申请注册，被国家知识产局驳回，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了该系列涉及指定位置颜⾊商

标的商标申请驳回复审⾏政案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

杭州⼩⽊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第32639831号图形商标（简称诉争商标）是由⻘⾊和⽩⾊组合⽽

成的颜⾊组合商标，且已明确表示颜⾊的使⽤位置。

在案证据尚不⾜以证明诉争商标经使⽤在⾃⾏⻋、⼴告服务等商品或服务上已获得了商标应有的显著特

征。故诉争商标在复审商品上缺乏显著特征，已构成《中华⼈⺠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条

第⼀款第（三）项所指情形，对其复审申请予以驳回。

杭州⼩⽊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起诉称：

⼀、诉争商标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不属于商标法第⼗⼀条第⼀款第（三）项规定的“其他缺乏显著特征

的”情形。

⼆、诉争商标作为“⻘桔单⻋”的指定配⾊⽅案，经过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持续⼴泛的使⽤和宣传，已经在⾏

业内和市场上获得了极⾼知名度，并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建⽴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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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争商标作为原告“⻘桔单⻋”的指定配⾊⽅案，已经在市场上获得了极⾼知名度和公众认知度，具有

作为商标获准注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颜⾊商标作为⾮传统商标，实践中对其认定存在⼀定难度。本案庭审中双⽅针对颜⾊商标的显著性认定标

准、以及诉争商标是否具备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等进⾏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

该案⽬前正在进⼀步审理中。

2、外观设计专利权和企业名称权冲突判断规则的探索  

作者：钟华   2001年8⽉进⼊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现任复审和⽆效审理部外观设计申诉⼀处

⼀级调研员。

摘要：⽂字或其组合既可以是企业名称权的客体，还可能作为图案被包含在外观设计专利权中。探讨外观

设计专利权和企业名称权冲突的原因，正确认定在先企业名称权的保护范围、准确把握判断规则，是现阶

段外观设计⽆效审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外观设计专利权 企业名称权 权利冲突 字号 判断规则

1. 背景

https://mp.weixin.qq.com/s/M3eieSxbAPh5EpQS0r9klA


7

近⼏年来，以专利法第23条第3款为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效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效请求⼈以侵

犯在先权利为理由，请求外观设计专利⽆效所涉及的在先权利类型也愈发多样化，由Y初简单直观的商标

权，发展到内容较复杂的著作权、企业名称权及知名商品装潢等领域。2018年6⽉，原专利复审委员会针

对涉及外观设计专利权与在先的企业名称权冲突作出了⾸例⽆效宣告审查决定。在这之后，笔者发现，以

外观设计专利权和企业名称权冲突为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效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因此探讨这两种权

利冲突的原因，正确认定在先企业名称权的保护范围、准确把握判断规则，是现阶段外观设计⽆效审查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2.外观设计专利权和企业名称权冲突的原因

外观设计专利权和企业名称权之间为什么会产⽣权利冲突？这主要是由于知识产权⾃身属性造成。知

识产权是指⼈们就其智⼒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本质上是⼀种⽆形财产权，其客体是智⼒成果

或者知识产品，故⽽相关权利相互之间，⼀旦权利指向的财产客体相同，就会产⽣交叉的现象。[1]当交叉

保护的对象分属于不同权利主体时，则可能产⽣权利冲突。

2.1企业名称权

企业名称，是商⼈在营业上表示⾃⼰的名称，区别不同市场主体的标志，通常由企业所在地的⾏政区

划、字号、⾏业、组织形式等四部分组成[2]，企业⾃成⽴之⽇起享有名称权[3]。企业名称作为⼀种⽆形财

产，其价值可以⽤货币评估，并且可以依法转让。因此，企业名称既具有⼈格权的性质，⼜具有财产权的

性质。企业名称是商事主体在经营、服务活动中⽤于区别其他商事主体的特定名称，是商事主体⼈格化、

特定化的表现形式，具有重要的识别价值。

2.2外观设计专利权

外观设计专利权，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

感并适于⼯业应⽤的新设计”[7]，申请⼈需以书⾯形式，向国务院专利⾏政部⻔提交符合要求的申请⽂

件，专利⾏政部⻔对外观设计实施初步审查，即对申请的形式缺陷以及明显的实质性缺陷进⾏审查，⽽不

对授予的外观设计专利进⾏检索，对其新颖性等实质缺陷进⾏审查。授权的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为⼗年。

外观设计专利权作为⼀种⽆形财产，可以依法转让。

2.3权利冲突的表象和原因

企业名称权主要是⼀种“标识性权利”，⽽外观设计专利权中，特别是包装类产品的外观设计，将企业

名称、商品标识、服务来源、使⽤说明等标识性⽂字图案作为设计元素纳⼊产品外包装并处于⼀个放⼤、

醒⽬位置的设计⾮常常⻅，因此⽂字或其组合既可以是企业名称权的客体，也可能作为图案被包含在外观

设计专利权中。实践中，外观设计专利权和企业名称权冲突的典型表现⼤都是将他⼈登记在先的企业名称

或知名字号在产品的外观设计中直接使⽤或添加 “⽀持”、“技术协作”等较⼩字眼间接使⽤的情形，这种傍

名牌现象屡⻅不鲜。除此以外还有⼤量的冲突是在完全善意的主观状态下发⽣的，有的涉及的只是⾮知名

的企业名称或字号。冲突⼤多给在先企业名称登记⼈造成损害：产⽣混淆、误导消费，造成不当得利和不

当失利，从⽽扭曲竞争各⽅⼒量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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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重点

通过这个判断步骤，笔者认为在这两种权利冲突判断中，需要结合企业名称权的认定⽅式以及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相关判断标准，重点考虑如下因素。

（1）   企业名称权的确定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9条规定：企业名称应当由⾏政区划、字号、⾏业、组织形式依次组

成。通常情况下，企业名称中的⾏业、组织形式、⾏政区划等具有通⽤性，不是区别企业的主要标志。⼀

般⽽⾔，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和Y重要的区分标志，公众也往往通过字号来记忆和区分不同的企业，但

是字号仅是企业名称的组成要素，不是可以脱离企业名称独⽴存在的权利。此外，由于⼀些企业名称具有

⼀定特殊性，其字号并不具有代表性，公众更为熟知的往往是其简称，例如“中国第⼀财经传媒有限公

司”，其字号为“第⼀”，但其简称为“⼀财”；⼜如“中国四川航空公司”，没有字号，但其简称为“川航”。

所以，在确定在先权利时，应当明确企业名称权特别是其⽤于区分不同企业的重要标志，例如字号、简称

等。

（2）   企业名称权权利范围的考量因素

明确在先权利后，还需要确定在先权利的范围。笔者认为，⾸先，企业名称权权利范围会受其字号或

简称的知名度的影响。当字号或简称与商标相同时，⼀般会综合考虑商标的知名度，这种做法也更容易证

明在先字号具有较⾼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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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企业名称权权利范围会受持有⼈对其控制⼒度的影响。企业名称权越处于公有领域，在先企业

名称的持有⼈对该企业名称权的控制⼒度就越低，在后使⽤⼈的避让义务也就越低。企业名称权本身权利

的限定受地域、⾏业的影响，是⼀种排他性较弱的权利，⽽外观设计专利权在中国法域内则具有排他性。

因此在实践中，还需综合考虑经营者使⽤类似企业名称的原因及导致的后果，是否会引起消费者和市场的

混淆，诚信经营及禁⽌混淆也是企业名称权能否获得保护的重要原则所在。

（3）   综合判断——混淆误认的考量因素

如果在外观设计中有意与知名的企业名称加以关联，并且构成与知名的企业名称之间的混淆误认，则

可以认定为外观设计专利权与企业名称权构成权利冲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混淆、误认，是指⾜

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误认，包括误认为与有⼀定影响商品的经营者具有许可使⽤、关联企业关

系等特定联系。对于排他性较弱的企业名称权，如果综合各种举证，在后使⽤者能够证明使⽤相同字号是

善意使⽤的，并不会引起混淆误认，那么该⾏为属于⾏使其合法权利，不会引起权利冲突，反之则应当认

为会引起权利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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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整体⽽⾔，企业名称权作为⼀种对世较弱的权利，其权利的保护和维权具有更⼤的难度。但是从司法

趋势来看，加⼤知识产权保护⼒度是⼤势所趋。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明确了不得“擅⾃使⽤他⼈有⼀定影响

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这对具有⼀定影响的企业是⼀个利好的信号。笔者认为如果企业有⾜

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企业名称是属于中国境内有⼀定影响的企业名称，⽽涉案外观设计使⽤了其企业名

称，那么在⽆效过程中采⽤专利法第23条第3款作为⽆效宣告理由进⾏维权，不失为⼀种⾏之有效的途

径。同时，对于⼴⼤中⼩企业和个⼈申请者⽽⾔，在没有获得知名企业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切记不要在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时加⼊对⽅的企业名称，以免涉案专利⾯临授权后被⽆效的⻛险。

3、知产案评 |⽹⻚设计的著作权保护与侵权认定   

尹思源——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案情介绍】

“⾦迅财经”V1.0软件系统及其项下的“交易宝”是⼭东⾦迅⽹络科技有限公司⾃主研发并享有著作权的⽹站

系统。⾦迅公司发现宜昌艺维佳⽹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的“堆⾦域”⽹站中的“转让宝”⽹⻚，在整体版式结

构、企业标识位置、标题栏设置、背景图⽚⽂字选取、⽂字图⽚布局等⽅⾯均与⾦迅公司的⽹⻚内容相

同，给公众造成了混淆。⾦迅公司认为艺维佳公司未经许可，完全抄袭其⽹站内容，侵犯了⾦迅公司的著

作权，应承担停⽌侵权即撤销侵权⽹站现有的所有内容，并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迅公司遂向法院起

诉。

【裁判内容】

法院认为，⾦迅公司主办的“交易宝”⽹站⾸⻚在⼭东省版权局进⾏了作品登记，作者和著作权⼈均登记为

⾦迅公司，创作完成时间和⾸次发表时间均为2018年6⽉15⽇。“交易宝”⾸⻚在内容选择、展示⽅式及布

局编排等⽅⾯均体现了设计者的构思，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其著作权应

受法律保护。艺维佳公司主办的“堆⾦域”⽹站⾸⻚“转让宝”系委托他⼈设计，委托协议约定案外⼈负责⻚

⾯设计等⽹站建设，艺维佳公司在项⽬完成后享有⽹⻚（包含⽂字、图⽚及其组合）的版权。从协议内容

看，被控⽹站在2018年6⽉25⽇以后交付艺维佳公司使⽤，其建成时间晚于⾦迅公司⽹站发布时间，被控

⽹站设计者具有接触“交易宝”⽹站的可能性。通过⽐对，被控侵权的“转让宝”⽹⻚与“交易宝”⽹⻚在整体

排版布局、栏⽬设置及内容编排、字体选择及颜⾊等⽅⾯的表达⽅式基本相同，⼆者构成了实质相似。艺

维佳公司虽不是“堆⾦域”⽹站的直接设计者，但其作为委托⼈要承担委托合同的法律后果，应承担侵犯⽹

⻚版权的法律责任。

法院判决，艺维佳公司⽴即停⽌侵犯⾦迅公司“交易宝”⽹⻚的著作权，删除侵权⽹⻚内容，并赔偿⾦迅公

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5万元。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FFG1E5V605129QAF.html?from=history-back-list
https://mp.weixin.qq.com/s/GfbgVsJVh08QHeHrVF3K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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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评析】

⼀、⽹⻚设计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必须具有两个特征：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如何判断⽹⻚设计的独创性是认定其

属于作品的关键。⽬前互联⽹上的⽹⻚⼏乎可以包括著作权法中列举的各种作品形式，但⼜不能简单归属

于其中的任何⼀种形式。涉及版权问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部分是⽹⻚上的⽂字、图像、⾳

乐、视频等内容，另⼀部分则是⽹⻚的整体版式，包括界⾯设计、栏⽬布局、标签位置等。⽹⻚上的⽂

字、图像、⾳乐、视频等内容应当受到版权保护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第⼆部分，有以下两种不同意⻅。

⼀种意⻅认为主⻚的整体版式是⽹⻚Y能给浏览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它体现了⼀个⽹站的⻛格。另⼀

种意⻅则认为⽬前主⻚设计是模块化设计，模块化设计导致主⻚设计中存在趋同性的特征，对此难以保

护。

本案中，“交易宝”⽹⻚除具有⼀般⽹⻚均有的栏⽬和结构要素之外，在整体体系构成、栏⽬索引及排列设

计、标题和图⽚⽂字内容的取舍或组合等⽅⾯，与⽹站各⻚⾯有机联系，⽹⻚内容在选取和编排上均为⽅

便⽤户体验及⽹站整体服务，体现了设计者的独特构思，具有独创性；⽹⻚中的排版、⽂字图⽚内容均可

以有形形式进⾏复制，因此应认定为该⽹⻚设计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迅公司创作完成并公

开发表“交易宝”⽹⻚，其对“交易宝”⽹⻚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法律保护。

⼆、⽹⻚设计如何认定侵权

认定侵权也须满⾜两个要件：接触加实质相似。本案中，⼆公司经营范围⾼度近似，案涉⽹站“交易

宝”和“转让宝”均为债权交易担保平台，潜在客户群存在交叉，“交易宝”登记的⾸次发布时间是2018年6⽉

15⽇，被控“转让宝”⽹站建成时间晚于上述发布时间，被控⽹站设计者具有接触⽹⻚的可能性。

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不包括作品中所反映的思

想或情感本身。所谓实质相似，也即作品的独创性表达部分存在相似。判断⽹⻚设计是否构成实质相似，

需对⽹⻚的体系构成、排列设计、内容取舍或组合等独创性部分进⾏⽐较。本案中，被控侵权的“转让

宝”⽹⻚虽然在导航条项⽬、背景图⽚以及⽹⻚中的细⼩⽂字内容等⽅⾯与⾦迅公司“交易宝”⽹⻚存在差

异，但⼆者在⽹⻚整体的排版布局、栏⽬设置与排列、图标设计与内容编排、字体选择及颜⾊等⽅⾯的表

达形式均⾼度近似。⼆者构成实质相似的部分属于⾦迅公司在⽹⻚版式设计、内容取舍与组合上具有独创

性的部分。因此，应认定“转让宝”⽹⻚构成侵权。

三、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计算机⽹⻚设计著作权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是不同概念，侵犯⽹⻚设计的著作权并不意味着同时侵犯了计

算机软件的著作权。⼆者在侵权构成要件上明显不同，计算机软件的实质相似需通过软件代码的对⽐，并

结合软件存储介质、软件安装过程的结果以及软件存在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系统软件缺陷等⽅⾯进⾏对⽐

判断。本案中，⾦迅公司虽同时也是“⾦讯财经软件系统”的著作权⼈，但并⽆证据表明被控侵权的“转让

宝”所在⽹站除⾸⻚外的其他内容均构成侵权，故⾦迅公司请求撤销被控侵权⽹站的所有内容不应得到⽀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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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维佳公司抗辩称其不是被控侵权⽹⻚的直接设计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其作为委托⼈在⽹站项⽬完成

后即享有设计开发⽹⻚的版权，应承担侵犯“交易宝”⽹⻚版权的法律责任。本案判决侵权⼈赔偿经济损失

及合理费⽤共计5万元，超过了被控侵权⽹站的制作成本，旨在通过加⼤对⽹络侵权⾏为的打击⼒度，净化

互联⽹市场竞争环境。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流量和注意⼒是互联⽹市场竞争的核⼼要素。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依托⻔

户⽹站、电⼦平台吸引注意⼒的重要性，作为企业的电⼦名⽚，官⽅⽹站及APP乃是引流的⾸要环节，⽹

站布局、⽂案设计、功能模块等都是企业建⽴信誉度和美誉度的窗⼝。⽹⻚设计保护与计算机软件系统保

护同样重要，企业在对官⽅⽹站及APP进⾏运营投⼊的同时应注意避免类似侵权⾏为的发⽣。

1、统⼀执法标准！国家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了这三个指南（指引）

为深⼊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加强专利执法指导⼯作，统⼀执法标

准，强化专利权保护，⽇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修订印发了《专利纠纷⾏政调解办案指南》《查处假冒专利

⾏为和办理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案件指南》《专利⾏政保护复议与应诉指引》。

点击下⽅链接下载。

专利纠纷⾏政调解办案指南.pdf

查处假冒专利⾏为和办理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案件指南.pdf

专利⾏政保护复议与应诉指引.pdf

扩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的通知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进专利⾏政保护规范化建设，先后制定《专利侵权判定和假冒专利⾏为认

定指南(试⾏)》《专利⾏政执法操作指南（试⾏）》《专利侵权⾏为认定指南（试⾏）》《专利⾏政执法证

据规则（试⾏）》《专利纠纷⾏政调解指引（试⾏）》《专利执法⾏政复议指南（试⾏）》《专利执法⾏

政应诉指引（试⾏）》《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案件办理指南（试⾏）》等⼀系列办案规范性⽂件，有效规

范了执法⼯作，全⾯提升了办案⽔平。这些⽂件印发后也得到地⽅局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好评。

资讯&⽂章

http://www.cnipa.gov.cn/zscqgz/1150245.htm
http://www.cnipa.gov.cn/docs/2020-07/20200717144340055292.pdf
http://www.cnipa.gov.cn/docs/2020-07/20200717144534371472.pdf
http://www.cnipa.gov.cn/docs/2020-07/20200717144444911331.pdf
http://www.chinabiaoju.com/2020/06/trademark/criteria-for-determining-trademark-infringement/


13

2、OPPO新专利曝光，带屏下摄像头的Oppo Find X2限量版，可能是这个样

⼦，有五⾊可选

2020.7.7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公告了⼀件OPPO⼿机Y新的授权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显示了⼀款有5种配⾊

⽅案（共计5款⼿机设计）的豪华⼿机。没有前置摄像头位置，想象可能是采⽤屏下摄像头⽅案。专利申请

于2019年11⽉20⽇。

3、新商标曝光：Mate V很可能是华为第三款折叠屏⼿机型号 

 https://mp.weixin.qq.com/s/CtQlM3n7RSyHLKP63H-Gvg

Y近检索国际商标时发现，华为在欧盟新注册了Mate V商标，注册时间是2020年7⽉3⽇。

具体注册商标产品内容（标记3）：智能⼿机；⼿机；电话；⽤于记录，传输或再现声⾳和图像的设备；荧

光屏 智能⼿机套；电池充电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平板电脑机盖；具有⼈⼯智能的类⼈机器⼈ 电脑

硬件 ; 计算机软件应⽤程序；智能眼镜  智能⼿表；虚拟现实⽿机；扬声器。 Smartphones; mobile 

phones; telephones; apparatus for recording, transmission or reproduction of sound 

and images; fluorescent screens; covers for smartphones; chargers for electric 

https://mp.weixin.qq.com/s/Aq9kr8GL7EMJ1OOGMnE9SA
https://mp.weixin.qq.com/s/_KdJJciArJt0Oqsx5Yo8BQ
https://mp.weixin.qq.com/s/CtQlM3n7RSyHLKP63H-Gvg
https://mp.weixin.qq.com/s/CtQlM3n7RSyHLKP63H-G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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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ies; notebook computers; tablet computers; covers for tablet computers; 

humanoid robot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uter hardware; computer software 

applications; smartglasses; smartwatches; virtual reality headsets; loudspeakers.

从描述中看，我们⽆法确定它是什么产品，注册的产品覆盖了诸多电⼦智能设备。不过可以看出这是⼀款

尚未公布的华为智能⼿机的型号名称，应该是确定的（中国和欧盟都有注册）。⾸先是因为这个产品类别

已经先⽤过了，同时也是因为华为过去发布Mate智能⼿机时，更多的也是只⽤⼀个字⺟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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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国商标局，发现早在2018年11⽉ 27⽇，华为公司已经在中国申请注册了Mate V第9类智能设备相关

商标。

4、三峡⼤坝变形了吗？会溃坝吗？—— 中国经济周刊 

每年汛期来临，关于三峡⼤坝的安全性就会有各种传⾔。⽐如去年6⽉，⼀张“⾕歌卫星拍摄到三峡⼤坝已

经变形”的照⽚在⽹上疯传。尽管卫星遥感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已经出⾯解答 “⼤坝变形” 是⾕歌卫星影像⾃

身的技术性问题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还⽤“⽜⼑杀鸡”的⽅式，拿出“⾼分六号”卫星在三峡⼤坝上空直

接拍摄的完整照⽚，证明“⼤坝笔直、安然⽆恙”。

但今年汛期，⽹上⼜流传关于三峡⼤坝“变形”“溃坝”的新说法：“三峡⼤坝是⾖腐渣⼯程”“三峡⼤坝即将

溃堤”……这与往年流传的“⼤坝已经变形，⼀旦溃坝，半个中国将⽣灵涂炭”“三峡⼤坝⼀直在⾛动，因为

混凝⼟坝块是⼀段段摆在基岩上的，受压⼒和温度影响，必然会发⽣不同的形变和位移”“三峡⼤坝已经出

现裂缝”等等如出⼀辙。这些⽹上传⾔引发公众关注，造成极⼤恐慌。

那么，三峡⼤坝的安全性到底如何？能否扛住超⼤洪⽔的冲击？既然国内外均有溃坝的灾难案例，那么三

峡⼤坝会不会溃坝呢？

https://mp.weixin.qq.com/s/a-p_CCwzjZ3za5M-sZwi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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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的安全标准按抵御“万年⼀遇再加10%”的洪⽔⽽设计；⼤坝混凝⼟⾄少500年不会有问题

“三峡坝体本身的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程院院⼠、⽔⽂学与⽔资源学家王浩说。

4、搭载108mp像素的AI超级相机镜头的⼩⽶⼿机专利曝光，是Mix4还是MI11? 

 

2020.07.10国家知识产区局授权公告了⼀件⼩⽶科技Y新的授权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显示了⼀款搭载1个

108MP的AI超级相机镜头的⼩⽶⼿机。猜测会不会是Mix 4或者MI11？

https://mp.weixin.qq.com/s/jmUVQn3cDg4HXULyhzun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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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后盖的⼩⽶⽶双屏智能⼿机，配备Ai超级摄像头。

2020年1⽉19⽇，⼩⽶向CNIPA(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这⼀项5G智能⼿机的外观设计专利，该⼿机

采⽤了108MPAi超级摄像头。2020年7⽉10⽇，专利授权公告，专利⽂件显示了该⼿机外观设计的38张各

种视⻆和变化 状态图。另外，图中出现的⾮单独标注说明的专利彩⾊效果图，也来⾃⼩件这件专利（申请

号 202030039459.9） 公告⽂件，不是想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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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这款⼩⽶智能⼿机的背⾯。这⾥放置了第⼆块较⼩的屏幕，正对着摄像系统的下

⽅。通过在背⾯也放置显示屏，主摄像头可以⽤来⾃拍。在正⾯看不到多余的摄像头。⼜⼀种取消前摄的

全⾯屏⼿机⽅案。

⼩⽶⼿机专利的环绕屏，连屏，看起来⾮常时尚。然⽽这款智能⼿机机型还有⼀个更受关注的功能：摄像

头。这次我们没有看到阿三、四、五甚⾄六个的相机镜头。⽽是只内置了⼀个摄像头，位置居中，略微凸

出外壳。

可以看到两种模式。在第⼀款⻋型中，摄像头系统周围的外壳采⽤了⿊⾊配⾊。在第⼆种型号上，外壳的

这部分是透明的，您可以看到相机系统及其所有组件。由此可⻅，5G Modem IVY 650和Ai GPU⼀样，

都是采⽤的5G Modem。上⾯还写着“Mi Ai Super Camera”，所以这是⼀个基于Ai（⼈⼯智能）的相机

系统。

镜头右侧信息显示：它是⼀个带变焦镜头的108兆像素图像传感器；镜头左侧则是⼀句⿎舞⼈⼼

的⼴告语：“Always believe something wonderful is about to happen”——“始终相信即

将发⽣的奇妙事情”

1、Mi Ai Super Camera；2、5G Modem IVY 650；3、design by xiaomi；4、108MP;  5、AI GPU 

图形处理器；6、 MI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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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市场上推出创新的智能⼿机，⽽Mi Mix Alpha凭借其环绕式显示屏⾃然脱颖⽽出。公司对摄像

系统也越来越重视。例如，⼩⽶是第⼀个使⽤三星⽣产的1.08亿像素ISOcell Bright HMX图像传感器的⼚

商。当然，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就此停⽌，近⽇有消息称，⼩⽶打算为下⼀款旗舰机配备不低于12倍光学变

焦和120倍数码变焦。

这项新的专利显示，⼩⽶正在考虑对现有的摄像头系统进⾏彻底的重新开发。可能已经为⼩⽶MIX 4或⽶

11？这次没有采⽤多镜头的相机系统，⽽是采⽤了⼀个⼤Ai超级相机，拥有1.08亿像素传感器和变焦镜头。

6、上海知产法院 | 商标抢注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  

商标抢注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前⾔

2020年伊始，⼀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中国，就在全国上下⼀⼼，共同战“疫”的关键时期，有部分企业和

个⼈却申请注册“⽕神⼭”“雷神⼭”“李⽂亮”等与防疫相关的商标，引发社会关注，也将商标抢注问题再次

拉⼊⼈们的视线。随着中国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改⾰开放的进⼀步深⼊，在“⼤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背景下，市场主体对注册商标的需求增⻓空前，商标所代表的企业商誉和经济价值也愈加凸显。

在逐利⼼理的驱使之下，抢注商标⾏为⽇益严峻，以傍名牌为⽬的的商标“恶意申请”⾏为时有发⽣,以转让

注册商标牟利⽽⾮实际使⽤为⽬的的商标“囤积注册”⾏为⼤量出现。这些恶意抢注商标的⾏为不仅直接损

害商标的在先使⽤⼈的经济利益，同时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商标管理秩序，破坏营商环境，应当尽

快予以遏制。

商标抢注的概念

商标抢注并⾮⼀个确定的法律概念，也没有⼀个统⼀的界定标准。通常⽽⾔，有⼴义和狭义之分。⼴义的

商标抢注是指商标注册申请⼈未经许可，将他⼈依法取得或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客体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

为。

这些权利包括商标权、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姓名权、肖像权等。狭义的商标抢注是指商标注册申请

⼈未经在先商业标识使⽤者的许可，将其商业标识如未注册商标、域名、商号等申请商标注册的⾏为。

笔者认为，两者虽然在外延范围上存在差异，但是对于该种⾏为的实质把握，即未经允许⽽抢先注册并⽆

根本分歧。

https://mp.weixin.qq.com/s/-EusoiucY-Jx5moNlM5G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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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恶意抢注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实例

☆ 1.抢注他⼈在先使⽤的未注册商标。例如，吉利集团有限公司在“摩托⻋、⼩汽⻋”等商品上抢注英国路

华公司在先使⽤的“陆⻁”商标（以下简称“陆⻁”案）；王某在“钱包、⼿提包”等商品上抢注歌⼒思公司在

先使⽤的“歌⼒思”商标（以下简称“歌⼒思案”）。

☆ 2.将他⼈的注册商标恶意抢注在⾮核定使⽤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例如，深圳市夜来⾹保健品公司在“避

孕套”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百度”商标。

☆ 3.抢注他⼈已注册的知名商标的简称或者俗称，如索尼爱⽴信的简称索爱被抢注。（以下简称“索爱

案”）

☆ 4.损害他⼈在先权利抢注商标。例如，篮球明星迈克尔·杰弗⾥·乔丹姓名的中⽂译名“乔丹”被申请注册

为商标；⽆锡市世泰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华⽼字号“世泰盛”被申请注册为商标；东映动画株式会社享

有著作权的动画⽚《圣⽃⼠星⽮》⽚头题⽬的设计⽂字和图形被申请注册为商标。

☆ 5.⾮以使⽤为⽬的，⼤量囤积商标。例如，优⾐库案中抢注“UL”商标的⼴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维多利亚的秘密案中抢注“sheer love”商标的义乌市庆鹏化妆

品有限公司。

结语

商标的恶意抢注⾏为已经成为了当前对于商标权的⼀⼤严重侵害⾏为，对商标恶意抢注⾏为的

关注和规制已经成为商标权保护的⼀个重要⽅⾯。我们有必要进⼀步完善商标确权制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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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恶意抢注的认定标准，强化商标使⽤义务，促进商标有效运⽤，回归商标本质属性，从源

头上遏制商标抢注和⼤量囤积商标的⾏为，并对严重失信者实施惩戒，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与创

新环境。

7、联合国报告强调亟需应对电动汽⻋电池⽣产热潮的影响——锂电池的环境威

胁   

巴⻄的矿⼭。AgênciaBrasil /何塞·克鲁兹。资料来源：联合国

电动汽⻋正在淘汰燃油⻋，造成了锂电池的巨⼤需求。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Y近呼吁全社会关

注，锂电池原料的开采对环境破坏巨⼤，需要寻找替代品。

锂电池原料⾼度集中在少数⼏个国家。锂主要来⾃智利的⼀个⼲旱沙漠地区，开采消耗了当地65%的⽔，

造成环境退化、景观破坏、⼟壤污染，地下⽔枯竭，迫使农户和牧⺠放弃祖传定居点迁移。钴元素主要来

⾃刚果⺠主共和国（DRC），那⾥都是⼿⼯采矿的⼩作坊，效率低下，破坏环境，多达4万名童⼯在地下危

险的矿井中⼯作。

7、⼀句话消息

科学家发现第⼀种⻝⽤⾦属的细菌。该细菌利⽤⾦属锰将⼆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产⽣热量，结束了

⻓达⼀个世纪的寻找⼯作。

7⽉10⽇，中国固体运载⽕箭快⾈⼗⼀号⾸次发射失利。这是中国2020年第16次⽕箭发射，也是今

年的第三次发射失败。该⽕箭上⾯携带了哔哩哔哩⽹站的遥感科普卫星，也同时报销。 

https://www.greencarcongress.com/2020/07/20200704-un.html
https://scitechdaily.com/microbiologists-discover-bacteria-that-feed-on-metal-ending-a-century-long-search/
https://m.k.sohu.com/d/46554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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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程部⻔宣布，开始替换带有歧视性的软件术语，⽐如“⿊名单”（blacklist）改为“拒绝名

单”（denylist），“⽩名单”改为“允许名单”（allowlist）。

⼀个⻄伯利亚⼩镇6⽉20⽇出现38度的⾼温，打破了北极圈⾼温记录。

⼯具&资源

https://twitter.com/TwitterEng/status/1278733305190342656
https://weather.com/news/climate/news/2020-06-21-siberia-russia-100-degrees-heat-record-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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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基亚短信图⽚⽣成器（英⽂）

2、XP-Paint  浏览器草图利器

https://github.com/dcalsky/zzkia
https://chowderman.github.io/xp-pai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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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画板程序的浏览器实现。

3、WhereMyLife

⼀个 Kindle 订阅 RSS 的推送服务，所有功能完全免费。

4、OneLook Thesaurus

英语的同义词词典，可以查询同义词，也可以根据描述返回对应的词（⽐如 large bird 对应哪些词），加

载速度很快。

5、⽹⻚设计博物馆

https://wheremylife.cn/
https://www.onelook.com/thesaurus/
https://www.onelook.com/thesaurus/?s=large%20birds&loc=revfp
https://www.webdesign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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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站收集了1600多个经过精⼼挑选和分类的⽹⻚，展示了1991年⾄2006年之间的⽹站设计趋势。

世界上第⼀辆汽⻋的专利--1886年1⽉29⽇。

荐书&知识产权博物馆

http://www.chinabiaoju.com/2020/07/patent/patent-no-37435-filed-at-the-automotive-patent-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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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本茨在柏林的帝国专利局申请了第37435号专利--它被普遍认为是汽⻋的诞⽣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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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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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商⽤中⽂字体：【未来荧⿊】基于思源⿊体，更加简明现代的超⼤字体家族。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xofz7XxgpMTEe6SMr177w 提取码: ggq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盘⼿机App，操作更⽅便哦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盘⼿机App，操作更⽅便哦

http://www.chinabiaoju.com/2020/07/tm-font/weilaiyinghei/
https://pan.baidu.com/s/1Pxofz7XxgpMTEe6SMr17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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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冰川的墓碑

⼀名男⼦在前往Okjokull⽕⼭⼭頂的途中停下來休息。這塊荒涼的⼟地原本是Okjokull⽕⼭冰川的覆蓋範

圍。

美聯社/達志影像

2019年8⽉18⽇，冰岛为该国第⼀座消失的冰川，举⾏了葬礼。冰岛总理亲⾃出席。Okjokull ⽕⼭顶曾经

被冰川覆盖，⾜⾜有16平⽅公⾥。但在2014年冰川已经接近完全消失（上图）。卫星照⽚可以清楚看到

1986年⼤⽚⽩⾊的冰雪，到了今年只剩下⽕⼭⼝附近⼀⼩⽚（下图）。

⼈物（空缺）

图⽚

https://dq.yam.com/post.php?id=1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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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个活动参与者在⽕⼭顶⽴下了⼀块墓碑。碑⽂警告，若是放任⽓候变迁继续恶化下去，未来两百

年，这个岛国的四百座冰川，都将步上同样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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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參加了OK冰川喪禮的⼥性⾼舉標語，上⾯寫著「踩下緊急剎⾞」。美聯社/達志影像

2、100年前，斯德哥尔摩的这座电话塔连接了5000条电话线

100年前的电话，都需要⼈⼯转接，每⼀部电话线必须连接到电话局。

下图是瑞典⾸都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塔。它从1887年⾄1913年是斯德哥尔摩主要的电话转接点之⼀，⼀共连

接了⼤约5000条电话线。该塔在1913年退役，1953年因⽕灾⽽被拆除。

https://twistedsifter.com/2014/08/stockholm-telephone-tower-connects-5000-lines/
https://twistedsifter.com/2014/08/stockholm-telephone-tower-connects-5000-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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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琛：为何是“著作权”？

李琛

中国⼈⺠⼤学法学院教授，博⼠研究⽣导师，联合国教科⽂组织版权与邻接权教席主持⼈。主要研究⽅向

为知识产权法，尤其偏重基础理论。

在1990年《著作权法》的制定过程中，采⽤“版权法”还是“著作权法”，是争议Y⼤的问题之⼀。在2001

年修正案的讨论过程中，这个问题依然被提起。 反对“著作权”之表述者，⼤多认为《⼤清著作权律》照搬

了⽇本法，⽽⽇语中的“著作权”则是“⽇本⼈对德⽂、法⽂中‘作者权’⼀词的错译”。 

通俗地说，这种观点认为《⼤清著作权律》的命名是“抄作业”、⽽且是抄了⼀份写错了的作业。只有少数

关注了近代知识产权学术史的作者，才⽐较客观地解释了“著作权”被清末⽴法选择的理据。例如叶新的

《“版权”“著作权”两个⽤语的由来及演变》⼀⽂参考了陶保霖和秦瑞玠的著述，从⽽指出： “有⼈认为是

受了⽇本法律专家的影响, 但这种看法是⽐较⽚⾯的，低估了我国当时⽴法者的认识⽔平。”

李明⼭的《中国近代版权史》也注意到秦瑞玠的解释，指出：“使⽤‘版权’或使⽤‘著作权’，与⽴法者的⽴

法宗旨⼤有关系。”事实上，不仅清末⽴法选择“著作权”并⾮简单照搬，“⽇本⽤‘著作权’是因为翻译错

误”这⼀说法也是值得推敲的。

主流观点认为，“著作权”⼀词由⽇本1899年《著作权法》的起草⼈——⽔野炼太郎创造。后来⼜有⽂献表

明，在其之前，⿊川诚⼀郎于译作《⾃然法》中使⽤了“著作权”⼀词。据⽇本著作权史专家吉村保的考

察，在1884年瑞⼠与⽇本政府间的外交⽂件上，已经出现了“著作权”的表述。虽然《⾃然法》⼀书出版于

1886年，但⿊川已于1884年申请著作权登记，因此吉村保推定政府官员参考了⿊川诚⼀郎的译法。1886

年，⿊川诚⼀郎受政府派遣，旁听了《伯尔尼公约》的创⽴⼤会，在他的旁听笔记中，载有：“droit 

d’auteur littéraire著作权；droit d’auteur artistique 巧作权”。法语“droit d’auteur 

littéraire”和“droit d’auteur artistique”的本意分别是“⽂学（字）作者权”和“艺术作者权”。

狭义的“著作”就是⽂字作品，在《现代汉语字典》中，“著作”⼀词仍有⼀个义项是“⽤⽂字表达意⻅、知

识、思想、感情等”。所以⿊川的翻译采⽤了狭义的“著作”。萩原有⾥博⼠认为，因为⽇本重⽂字作品⽽轻

艺术作品，所以后来狭义的“著作”逐渐泛指所有的作品。 不管这种解释是否正确，但“著作”后来泛指“作

品”则是不争的事实。⽔野炼太郎在《著作权法要义》中写道：“著作权是指著作者对其著作物享有的权

利，过去我国称为版权。⼀说版权，就使⼈误解仅仅是指出版权，新法保护对象包括雕刻、模型、照⽚，

还包括以剧本或者乐谱进⾏的商业性演出权。如果这些权利总称为版权的话，觉得可能使⼈误导狭义理

解。因此，在该法中称为著作权。” 因为⽇本1899年《著作权法》订⽴的主要⽬的是为了加⼊《伯尔尼公

⽂摘

https://mp.weixin.qq.com/s/cAGgP_jv_uGHVhaMYm0H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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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尔尼公约》的全称是《保护⽂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也是从保护对象——“作品”的⻆度

来表述的，《著作权法》与之表述逻辑保持⼀致，合乎情理。

清末法律术语的形成深受⽇本影响，在《⼤清著作权律》颁布之前，“著作权”⼀词已经出现在译作、著述

和法律⽂书之中。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版权考》虽然在标题和正⽂的⼤部分内容中均使

⽤“版权”，但有两处出现了“前之著作权”和“有议员问⼀千⼋百四⼗⼆年所定之著作权”。1907年，《教育

世界》杂志发表了英国⼈布⾥格斯的《论著作权》，译者不明。既为英⼈作品，原著必定⽤

了“copyright”，⽽译者选⽤了“著作权”，可⻅当时“著作权”⼀词已在⺠间有⼀定的影响⼒。1909年的“郑

⾿亮诉鼎新书局”案是⼀起涉及潮州地图的盗刊案，虽然当时并未颁布著作权法，澄海商埠审判庭在判决中

称：“查近来中外通则，凡著作权、版权均须禀准官厅⽴案，给有证书，始得专卖。”表明当时的司法界开

始使⽤“著作权”⼀词。

1910年，陶保霖在《教育杂志》发表《论著作权法出版法急宜编订颁⾏》⼀⽂。陶在⽂中使⽤了“著作

权”的表述，他指出，“著作权者，即现在吾国所称版权。第版权有出版之权利意味，⽽著作权则可包含美

术家之图书雕刻，⾳乐家之乐谱曲本，范围较⼴。推衍其意，可称为创作者之权利，或精神上之财产；⼜

可称为学艺及美术上之所有权。⽽要之，以称为著作权为Y合。” 这⾥有两点值得注意：1.这段话的意思乃

⾄⾏⽂与前引⽔野炼太郎在《著作权法要义》中的阐述⾮常相似，陶保霖曾留学⽇本，对⽇本采纳“著作

权”表述的理据应当有所了解；2.陶⽂发表于《⼤清著作权律》颁布之前，据⽂⾸交代，当时的⽴法部

⻔“⽽犹于关系教育前途Y为密切之著作权法与出版法⼆者，竟阙⽽不举。”所以，以上解释并不是对已有

⽴法的释义，⽽是反映了学者的理论分析。在《⼤清著作权律》颁布之后，秦瑞玠出版了《著作权律释

义》，《释义》中也解释了⽴法为何采纳“著作权”⽽⾮“版权”：“不称为版权律，⽽名之⽈著作权律者，盖

版权多出于特许，且所保护者在出版，⽽不及于出版物所创作之⼈，⼜多指书籍图画，⽽不⾜以赅雕刻、

模型等美术物，故⾃以著作权名之为适当也。” 这⼀解释完全应和了陶保霖的观点。秦瑞玠是1905年留⽇

法政速成科第⼀期修业⽣，曾翻译过松波仁⼀郎的《⽇本商法论》，对⽇本法的选择理据也应该是了解

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本选择‘著作权’系错译”这⼀看法证据不⾜。⽇本为了加⼊《保护⽂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效仿公

约采取了突出权利对象的⽴法名称，这种解释更合乎情理。⾄少⽔野炼太郎作为⽴法起草者是从“更准确地

涵盖权利对象的范围”这⼀⻆度说明理由的。

2.“《⼤清著作权律》之命名是简单照搬⽇本法”的看法不成⽴。在⽴法颁布之前，清末的学者已经了解⽇

本采纳“著作权”之表述的理据，并且接受了这⼀理据，学术界和司法界也已经开始使⽤“著作权”。

对于评价我国的⽴法选择⽽⾔，第⼆点结论更为重要。即使⽇本Y初的选择是出于翻译错误，如果能够给

出⼀种合理的解释，就⽐照搬“正译”更可取。事实上，今⼈更易犯的⽑病，是以外国法本身作为中国法的

依据，⽽不是以外国法的理据作为中国法的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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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时空旅⾏者宴会

2009年6⽉28⽇，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举⾏了⼀次时间旅⾏者宴会，欢迎未来的⼈们回到现在，参加这

个宴会。房间布置了⽓球、⾹槟和美⻝，挂著⼤⼤的标语，写着“欢迎时间旅⾏者”。

霍⾦在宴会举办前没有向任何⼈发出邀请。宴会结束后，他才发出请帖，邀请有“穿越”能⼒的⼈⼠赴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B6%E9%97%B4%E6%97%85%E8%A1%8C%E8%80%85%E5%AE%B4%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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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帖上写著：“诚挚邀请你参加时间旅⾏者的宴会。宴会由史蒂芬·霍⾦教授举办。”请帖不但写明宴会的举

办地点为英国剑桥⼤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还贴⼼地标明了经纬度。

霍⾦认为，如果有未来⼈看到这份请帖，并且能“穿越”回到过去，那么他在那次宴会上就会⻅到货真价实

的“时间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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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完全没有⼈赴会。霍⾦说：““我坐了很⻓时间，但没有⼈来。我⽤实验证明，时间旅⾏不可能。”

1905年，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断定，当接近光速的运动时，时间会很慢或静⽌，也就是说，当⼈乘坐接近

光速的⻜船去旅⾏，在旅⾏的过程中时间就会变慢，因此，当他再回到地球的时候就可能已经过了⼀个世

纪。对他来 说，只要花很少的时间就能进⼊未来世界。但是，爱因斯坦指出：光速⽆法超越，时间不可能

倒流。

不过，霍⾦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看，弯曲时空、回到过去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是，让时空弯曲，

可能引发能量摧毁（时空旅⾏所⽤的）⻜船、甚⾄时空。”

3、饿死的狮⼦王

Larry Pannell Travel and photography

我们参观南⾮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看到⼀只巨⼤的雄狮蹲在河岸边。

他瘦得⽪包⻣头，⼏乎站不起来。

https://travelguideandphotography.com/2018/04/23/the-death-of-a-king/
https://travelguideandphotograph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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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地离开河边，摇摇晃晃地好像喝醉了⼀样。每⾛⼏步，他就会停下来喘⼝⽓，低着头，直到他有⾜

够的⼒量再⾛⼏步。⾛到⼀半的时候，他突然倒在路上。很明显，他已经在⽣命的Y后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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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象靠近他，他努⼒站起来，试图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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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发现他躺在草地上，筋疲⼒尽⽆法动弹。我离他不到五英尺，看着他的眼睛。我只是

想让他知道，他不会独⾃死去。

他的胸部⼀上⼀下，不停地抽搐，⼀个⼩时之后，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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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作为⼀名摄影记者，我拍摄过失去⼀切的⼈、受伤的⼈、正在死去的⼈，但从来没有拍过像这只

雄伟的动物那样悲伤的东⻄。他是真正的野兽之王，但是⽼了以后，可怜地饿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只⾼贵狮⼦的名字是Skybed Scar，他在克鲁格国家公园以其漫游和统治多年⽽闻

名。他⾃由地⽣活，⾃由地死去。

1、德国⼯业设计⼤师 Dieter Rams 是功能主义的坚定信徒，他的设计理念就是他的名⾔：“少，但更

好”（less but better）。

-- 《伟⼤的产品做得少，但更好》

2、看到抽象的东⻄，应该尽量使它变得具体；看到具体的东⻄，应该尽量使它变得抽象。

-- 李敖

⾔论

https://uxdesign.cc/great-products-do-less-things-but-better-5dde0ee3fc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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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的头顶就有⼀个巨⼤的核聚变反应堆，每天⾮常可靠地运作。如果我们⽤太阳能电池板吸收它的能

量，并将其存储在电池中，就可以⼀天24⼩时使⽤。

-- 埃隆·⻢斯克（Elon Musk）认为，发展太阳能优于研究商业性核聚变反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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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